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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保健对高龄孕产妇的效果及其心理状态的影响

赵会菊 、 付晓芳 、 王　芳

【摘要】目的　探讨围产期保健对高龄孕产妇产后的效果及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定本

院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门诊接诊的 108 例高龄孕产妇，以“单盲随机抽样法”分组，参照组 54

例予以常规围产期宣教，实验组 54 例予以围产期保健，对比两组产后恢复指标、SAS 评分、SDS 评

分、GCQ 评分、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首次进食时间、初乳分泌时间、子宫复旧时间

均短于参照组，实验组护理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参照组，实验组护理后 GCQ 评分高于参照

组，实验组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1.85％）低于参照组（12.9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围产期保健可促进高龄孕产妇产后机体恢复，减轻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舒适度，降

低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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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erinatal health care on postpartum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elderly pregnant women 
　　ZHAO Huiju，FU Xiaofang，WANG Fa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Xinzheng People's Hospital，
Xinzheng 451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erinatal health care on postpartum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elderly pregnant women. Methods　108 cases of elderly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

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single blin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54 

cases）was given routine perinatal education，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54 cases）was given perinatal health care. 

The postpartum recovery index，SAS score，SDS score，GCQ score and the incidence of perinatal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first feeding time，colostrum secretion time and uterine involut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GCQ score in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perinatal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1.85％）was lower than that（12.96％）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erinatal health care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elderly pregnant women after childbirth，reduce anxiety，depression 

and other adverse emotions，improve comfort，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rinatal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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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女性婚育观念改变、二胎政

策推行，高龄孕产妇明显增多［1］。高龄孕产妇由于

生殖道功能退化，产后恢复速度较差，极易引发尿

潴留等并发症，导致产妇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

绪，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后抑郁症发生率［2-3］。对高

龄孕产妇围产期加强保健，规范孕产妇保健行为，

可调整产妇心理状态，促进产后机体恢复［4］。基于

此，本研究选定本院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门诊

接诊的 108 例高龄孕产妇，分组予以不同围产期宣

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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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本院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门诊接诊

的 108 例高龄孕产妇，已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批，以

“单盲随机抽样法”分组，实验组（54 例）：年龄在

37～42 岁，平均（39.62±0.64）岁；孕周在 37～42
周，平均（39.62±1.34）周；体重在 64～81kg，平

均（72.62±9.46）kg；受教育时间在 8～16 年，平均

（12.62±3.44）年；其中 12 例初产妇、42 例经产妇。

参照组（54 例）：年龄在 38～42 岁，平均（39.69±

0.52）岁；孕周在 38～42 周，平均（39.57±1.29）周；

体重在 65～80kg，平均（72.57±9.37）kg；受教育时

间在 9～15 年，平均（12.57±3.39）年；其中 14 例初

产妇、40 例经产妇。两组相比 P>0.05，可比较。

纳入标准：①年龄≧ 35 周岁。②经尿检、B 超

检查：确诊妊娠。③临床资料齐全、完整。④意识清

醒、对答切题。⑤均为自然受孕、单胎妊娠。⑥均

知情，已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障碍、认知障碍者。②

多胎妊娠者。③合并妊娠并发症者。④中途从此项

研究退出者。⑤合并恶性肿瘤者。⑥合并妇科疾病

者。⑦合并凝血功能障碍者。⑧合并帕金森、痴呆

者。⑨人工受孕者。

1.2　方法

参照组（予以常规围产期宣教）：护士告知患者

孕期应保持营养均衡，向其介绍孕期相关知识、注

意事项等，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孕妇，及时进行心

理疏导。以集体讲座的形式开展，每周 1 次，每次

60-90min。

实验组（予以围产期保健）：①健康教育：护士通

过讲座、视频等方式向孕妇、家属等进行健康宣教，

重点对高龄孕产妇的妊娠风险、生理特征等及可能性

讲解，尽可能避免使用官方语言，以通俗易懂为主，

确保不同学历的患者均可接受。②饮食保健：高龄孕

产妇由于年龄较大，机体各项机能退化，生育能力

降低，对胎儿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元素供应能力较

低，发生妊娠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告知高龄孕产妇

在饮食方面，应减少脂肪、糖等物质摄入量，强化

补血，维持胎儿机体生长发育。③产检保健：高龄孕

产妇难产的风险较高，产程较长，需要严格规范产

检，适当增加产检频率，27 周之前每月产检 1 次即

可，28-35 周每隔 2 周产检 1 次，36 周之后每星期产

检 1 次，加强尿检、血压等指标检查。④产时保健：

了解产妇的喜好，以此为依据对产房进行布置，为

产妇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分娩环境，多向产妇介

绍以往高龄分娩成功的案例，提高治疗的信心、意

志。娩出胎儿之后及时报给产妇看，予以真诚的夸

赞，尽可能减轻产妇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减轻

生理应激对产后机体康复的不良影响。⑤产后保健：

以一对一的形式向产妇介绍母乳喂养技巧、产后康

复、新生儿护理技巧等相关知识，加强子宫功能锻

炼，加快产后机体康复，告知产妇产后保持个人卫

生清洁，预防产褥感染等并发症发生。产妇出院时

建立微信群或者 QQ 群，由产科专业人士定期在群内

发布产后院外护理、喂养等知识，及时解决产妇院

外遇到的问题，告知产妇出院后一旦出现任何不适，

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每周 1 次，每次 60-90min。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两组均在干预 2 周后评价干预效果，本文观察

指标包括：（1）产后恢复指标：包括首次进食时间、

初乳分泌时间、子宫复旧时间。（2）SAS（焦虑自评

量表）评分：50-59 分是轻度，60-69 分是中度，70
分以上是重度，焦虑程度、得分是正相关性［5］。（3）

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53-62 分是轻度，63-72
分是中度，73 分以上是重度，抑郁程度、得分是正

相关性［6］。（4）GCQ（Kplcaba 舒适状况量表）评分：

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心理、生理，以 1-4 级评分法

评定，共计 28 个项目，总分是 112 分，舒适度、得

分呈正相关性［7］。（5）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统计产

后出血、妊娠高血压、产后尿潴留、产褥感染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统计，计量资料（产后恢复指

标、SAS 评分、SDS 评分、GCQ 评分），组内比较行

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x±s”
表示，计数资料（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χ2 检验，

以“［n/（％）］”表示，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恢复指标对比结果

实验组首次进食时间、初乳分泌时间、子宫复

旧时间均短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产后恢复指标对比结果（x±s）

组别 首次进食时间（h）初乳分泌时间（h）子宫复旧时间（周）

参照组（n=54） 15.92±3.62 23.62±4.92 7.29±1.64

实验组（n=54） 11.05±1.34 15.26±3.11 4.39±1.04

t 9.271 10.555 10.974

P 0.000 0.000 0.000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 70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2.4　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结果

实验组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1.85％）低于参照

组（12.96％），P<0.05，见表 4。
表4　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结果［n/（％）］

组别
产后 
出血

妊娠 
高血压

产后 
尿潴留

产褥感染
围产期总并
发症发生率

参照组（n=54）1（1.85）1（1.85）3（5.56） 2（3.70） 7（12.96）

实验组（n=54）0（0.00）0（0.00）1（1.85） 0（0.00） 1（1.85）

χ2 -- -- -- -- 5.063

P -- -- -- -- 0.024

3　讨论

高龄孕产妇是指年龄在 35 岁以上的产妇，我国

高龄孕产妇人群日益增加［8］。高龄孕产妇更容易发

生各种并发症，且产后机体恢复速度较慢，容易出

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不利于产后及时喂养新

生儿［9-10］。围产期保健又被称为“生育期保健”，是

指从妊娠直至新生儿期为胎婴儿、孕母的健康儿提

供的一系列保健措施，是妇幼保健工作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11-12］。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

生活质量提高，对围产期保健工作的重视度也原来

越高［13］。良好、规范的围产期保健对于提高产妇心

理、生理机能、降低围产期并发症发生风险、及时

发现母体及胎儿不适具有重要意义［14］。

但目前我国围产期护理中围产期保健并未得到

广泛的推行，只是在常规产科检查的基础上进行围

产期训教，整体干预效果较差，产妇心理抑郁、焦

虑等评分仍旧较高，发生产后出血、尿潴留等并发

症发生率较高。本研究显示：实验组首次进食时间、

初乳分泌时间、子宫复旧时间均短于参照组，实验

组护理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参照组，实验

组护理后 GCQ 评分高于参照组，实验组围产期并发

症发生率（1.85％）低于参照组（12.96％）。表明围

产期保健在高龄孕产妇护理中效果显著。分析如下：

（1）心理、生理等因素决定了高龄产妇对围产期保

健的要求较高。高龄孕产妇由于错过了最佳的妊娠

时间、分娩时间，妊娠以及分娩期间对医疗保健服

务的需求度较高［15］。围产期保健更加重视高龄孕产

妇生理、心理等多方面护理，考虑到了高龄孕产妇

生殖器官功能退化等问题，及早对孕产妇进行营养

保健指导，确保营养均衡，对于预防难产等不良事

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2）围产期保健加强了对高

龄孕产妇围产期保健知识宣教，语言尽可能以通俗

易懂为主，确保不同学历的孕产妇均可接受，提高

了孕产妇对保健知识的认知度，促使其及时纠正自

身的不良生活、饮食习惯。（3）围产期保健认识到了

高龄孕产妇产后机体恢复速度较慢，容易发生出血

2.2　SAS 评分、SDS 评分对比结果

护理前比较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P>0.05；

实验组护理后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2.3　GCQ 评分对比结果

护理前比较两组 GCQ 评分，P>0.05；实验组护

理后均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2　AS评分、SDS评分对比结果（x±s）

组别
SAS评分（分）

t P
SDS评分（分）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n=54） 61.62±8.62 46.62±4.52 11.325 0.000 60.26±4.62 45.66±3.74 18.050 0.000

实验组（n=54） 61.55±8.59 31.98±1.46 24.939 0.000 60.33±4.59 32.26±1.27 43.312 0.000

t 0.042 22.649 -- -- 0.079 24.931 -- --

P 0.966 0.000 -- -- 0.937 0.000 -- --

表3　GCQ评分对比结果（x±s）

组别
社会文化（分） 环境（分） 心理（分） 生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n=54） 13.62±1.05 18.62±1.94a 12.26±1.34 18.16±1.46a 12.28±1.34 18.06±1.84a 12.26±1.07 18.92±2.57a

实验组（n=54） 13.55±1.16 23.62±2.46ab 12.33±1.29 22.62±3.61ab 12.30±1.29 22.34±3.99ab 12.30±1.08 24.62±3.22ab

t 0.329 11.728 0.277 8.416 0.198 7.158 0.193 0.167

P 0.743 0.000 0.783 0.000 0.844 0.000 0.847 0.000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a：P<0.05；与参照组护理后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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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发症，指导产妇及早进行康复训练、新生儿喂

养指导等，在孕产妇出院时建立微信群、QQ 群等，

加强对产后护理知识宣教，极大的提高了产妇院外

自理能力，可促进产妇产后机体康复。

本文不足之处包括样本容量较小、研究时限较

短，对结果的普遍性、一般性有所影响，故需临床

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延长研究时限，为评估围产

期保健在高龄孕产妇保健中的应用效果提供科学的

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高龄孕产妇采纳围产期保健，可有

效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高舒适度，促进产后机体

恢复，降低产后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临床应用、

推广价值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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