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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情绪治疗联合微课教育对产后抑郁患者的干预效果

王风燕

【摘要】目的　探讨理性情绪治疗联合微课教育对产后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

法　选择本院 2019 年 1 月～12 月收治的 80 例产后抑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理性情绪治疗

联合微课教育。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

（C-PSOC）评分和生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评分。结果　研究组患者干预后的 EPDS 评分

低于对照组，C-PSOC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干预后的自评得分、生理领域、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环境领域评分及 WHOQOL-BREF 总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理性情绪治疗联合微

课教育可显著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抑郁，提高产妇的育儿胜任感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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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ational emo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micro-class educa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WANG Fengyan. Puyang Oilfield General Hospital，Puyang 457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ational emo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micro-class educa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

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40 cases）were given routine intervention，and the study group（40 

cases）was given rational emo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micro-class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scale（C-PSOC）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scale（WHOQOL-BREF）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PDS score and C-PSOC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elf-assessment scores，physiological field，psychological field，

social field，environmental field and WHOQOL-BREF total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atio nal emo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micro-class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pression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patients，improve their maternal parenting competence and quality of 

lif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Rational Emotion；Micro-class education；Postpartum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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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Postparturm depression，PPD）是产

褥期精神综合征，轻症患者可在短时间内自行恢复，

病情持续进展者可出现情绪低落、育儿胜任感下降、

易疲乏困倦等多种临床症状，严重者甚至有自杀倾

向、伤害亲儿的行为［1］。因受负性情绪的影响，PPD

患者会长时间处于悲观情境中，激化机体炎症状态，

导致产褥期恢复不良的同时，亦会引起患者认知行为

的偏差，致角色转变和人际交往困难。理性情绪治疗

能够引导个体正确评价自我、客观面对周围事物，运

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及有

效执行力，获取预期结果［2］。微课教育不仅仅是根据

患者的病情进行健康指导，也注重患者反馈及教育反

思，对促进理性思维的形成、增强个体对自我情绪的

调节有着重要价值［3］。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理性情

绪治疗联合微课教育对 PPD 患者的干预效果，为促进

产妇早日康复提供理论依据，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编号：9412011Y1064）。

［作者工作单位］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濮阳，457001）。

［第一作者简介］王风燕（1976.10-），女，山东临邑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妇产科护理。

［通讯作者］王风燕（Email：wfy 761126@163. 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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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院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 80 例 PP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产

妇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中产后抑郁诊断标准；②均为本院建卡、

产检、分娩产妇，无精神病史；③爱丁堡产后抑郁量

表（EPDS）≥ 10 分；④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纳

入标准：①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颅内出血等

并发症者；②呼吸衰竭、心肺功能障碍、意识交流障

碍者；③活动性出血倾向或急性感染未控制者。本研

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23～45 岁，平均（31.9±4.5）岁；经产妇 19 例，初

产妇 21 例；剖宫产 15 例，自然分娩 25 例。研究组

患者年龄 22～44 岁，平均（31.2±4.0）岁；经产妇

17 例，初产妇 23 例；剖宫产 16 例，自然分娩 24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干预。（1）药物治疗：主要

使用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盐酸舍曲林片（生产

批号 20181209，规格 50mg*14s），50mg/d，用药 7天后

根据疗效调整剂量。（2）心理干预：通过倾听、提问、

安慰、鼓励等方法消除产妇负性情绪，再根据产妇的

抑郁程度、行为举止给予音乐疗法，每日 2 次，每次

20min。（3）注意力转移训练：给出几组数字和词句，

在规定时间内让患者先记一组数字，再记一组词句，

如此反复训练 3次，每天共训练 6次，共治疗 4周。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理性情绪治疗联

合微课教育。（1）理性情绪治疗：①分析：全面评估

产妇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分析其出现

产后抑郁的原因，并根据产妇日常生活和护理中的

问题、需求进行认知行为引导，协助其认识自我价

值及优点；②坚定信念：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

建立回归正常生活的信心，并在过程中不断进行“我

能行”“我可以”的心理暗示，以坚定信念、提升积

极情绪；③理性思维培养：协助产妇对不良事件进行

理性认识，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解决问题上，而不

是陷入情感恶性循环；强调理性思维能够促进情绪与

精神的健康发展；④理性情绪养成：基于现有的理性

思维、信念，自信冷静的面对问题或承担责任，不

能解决时积极寻求他人帮助。（2）微课教育：建立微

信公众号或微信群，根据产妇的院内评估结果制定

出院后的理性情绪治疗方案，定期发布育儿和理性

思维、社交关系培养方法；出院后的第 1 个月，每周

在微信上与产妇交流 2 次，以了解产妇的情绪和行

为变化，适时给予理性指导；第 2 个月门诊复查或社

区随访 1 次，了解产妇康复情况，后期不定时随访。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评

估患者干预前后的抑郁情绪：包括开心且能看到事物

有趣的一面、对未来乐观、自责、焦虑与担忧、惊

慌与害怕等 10 项，每项 0～3 分，总分≥ 10 分表示

存在产后抑郁，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2）采用中

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PSOC）评分评估患者干预

前后的育儿胜任感：共 17 个条目，每个条目从“绝

对同意”到“绝对不同意”依次记 1-6 分，得分范围

17-102 分，总分越高育儿胜任感越高。（3）采用生

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评分评估患者干

预前后的生活质量：包括自评得分、生理领域、心理

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 5 个项目，每个项目 20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处理所有数据。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代

表，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EPDS 和 C-PSOC 评

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EPDS 和 C-PSOC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后，两组患

者的 EPDS 评分较前降低，C-PSOC 评分较前升

高（P<0.05），且研究组评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EPDS和C-PSOC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EPDS C-PSOC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0）21.54±4.36 16.78±2.62* 45.80±6.29 59.32±7.56*

研究组（n=40）20.89±4.17 13.21±1.69* 46.57±6.33 64.15±8.39*

t 0.681 7.242 0.546 2.705

P 0.498 <0.001 0.587 0.008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WHOQOL-BREF 评

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自评得分、生理领域、心

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评分及 WHOQOL-

BREF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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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PDD 是一种特殊的抑郁症，治疗必须考虑患者

产后的代谢变化、乳汁对婴儿的影响和创伤后应激

障碍等。药物治疗可调节心血管、运动、感觉等系

统的功能，降低疼痛刺激所致的应激反应，提高母

婴关系，而心理干预可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注意力

转移能降低患者对不良事件的关注［4］。但 PPD 常会

使产妇自我评价降低，缺乏育儿信心，无法采取理

性思维和情绪应对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问

题，甚至严重影响产妇的生理健康及家庭和睦。本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干预后的 EPD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C-PSOC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这分析与理

性情绪联合微课教育可矫正产妇认知、控制不良情

绪的表达有关。理性情绪治疗是通过对产妇的心理、

生理及社会功能进行调节，建立合理的信念及思维

方式来降低抑郁情绪，同时不断促进个体成长，增

强其在压力环境中的心理弹性，强化幸福感与责任

感，从而提升自我效能，促进各类难题的解决［5］。心

理学研究认为，人的情绪与行为障碍并不是由刺激

事件直接引起，而是个体在经历这一事件时的错误

评价及理解引起，重视理性的教育，并促进个人意

志的发挥，就可使个体日常活动中获得愉快体验［6］。

悲观的人习惯用僵硬、自责、持久的观点来解

释失败，进而感觉无助、沮丧，对生活失去动力及

热情，而理想情绪治疗及微课教育不仅是引导患者

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解决及目标上，更强调认知、

情绪、行为的互交作用，主张通过积极的情绪反应

调节生活方式，以理性信念代替非理性信念［7］。本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干预后的 WHOQOL-BREF 总

分及各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是因为理想情绪

治疗及微课教育能控制抑郁或焦虑倾向，使患者准

确观察及评估不良事件，采取符合实际的行为实现

自我价值、提高生活质量及治疗时的依从性［8］。但

需要注意的是，“不理性观念”不能一概而论，绝对

性的认知、单一思考方式亦会强化情绪困扰，对患

者进行理性情绪治疗时，应整合环境、人文及个体

因素进行考虑，避免用同一标准来要求不同患者，

患者也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行辩证思考，反

省错误观念导致的负性情绪。其次，微课教育能够

指导产妇运用简单、准确、科学的方式喂养新生儿，

促进产妇转变角色和心态、重新融入家庭，以实践

的方式获得育儿经验，避免精神情绪异常［9］。

综上所述，理性情绪治疗联合微课教育可显著

降低产妇的产后抑郁程度，提高产妇的育儿胜任感

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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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的自评得分、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

领域、环境领域评分及 WHOQOL-BREF 总分较前升

高（P<0.05），且研究组患者的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WHOQOL-BREF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自评得分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 总分

对照组（n=40） 干预前 11.25±1.39 12.17±1.45 11.80±1.52 12.06±1.38 12.45±1.53 59.73±7.27

干预后 13.18±2.26* 14.30±2.49* 13.97±2.31* 14.15±1.87* 15.68±2.67* 71.28±11.60*

研究组（n=40） 干预前 11.40±1.45 12.34±1.50 11.65±1.48 11.92±1.43 12.16±1.29 59.47±7.15

干预后 14.62±2.58*△ 15.83±2.94*△ 16.22±2.75*△ 14.65±2.32*△ 15.93±2.74*△ 77.25±13.33*△

注：与干预后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