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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理训练对缓解孕妇压力的效果观察

李金芝1,林摇 昕2,邵东芳3,张摇 瑜3

[摘要]目的:探讨压力管理训练对缓解妊娠期压力的影响。 方法:使用便利抽样方法,选择定期产检的 100 例轻度妊娠期压

力的早孕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产检及妊娠期知识咨询;观察组在常规产检

基础上结合知识讲座、个别咨询的方式进行压力管理训练,连续 7 次,每次 20 min。 干预后采用妊娠压力量表评价 2 组效果。
结果:观察组干预后妊娠晚期压力水平升高的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压力管理训练有助于缓解妊娠期压力,
使其顺利渡过妊娠期和分娩期,有效地促进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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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on alleviating the stress of the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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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on alleviating the stress during pregnancy. Methods:
One hundred early pregnant women with mild stress were chosen,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
each group)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prenatal check and pregnancy knowledge
consultation,and the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check,knowledge
lectures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 consultation,continuous 7 times,each time 20 min. The effects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pregnancy stress scale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increasing stress level in observation group in late
pregnanc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can alleviate the
stress of pregnant women during pregnancy,make it through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period,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 of mother
and infant.
[Key words] pregnancy;psychophysiology disorder;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摇 摇 妊娠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也是一个重大的

应激性生活事件。 研究[1 - 4] 表明,妊娠期压力可以

导致流产、早产、低出生体质量儿、小于胎龄儿、出生

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严重影响着母婴的身心健康,
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避免妊娠期压力的进一步增

加。 压力管理主要是指采取一些方法来增强个体应

对压力情境、事件和由此引起的负性情绪的能力,是
通过针对压力源所采取的一些积极应对措施,把压

力控制在一个适宜的水平,而不是消除压力、把压力

降为“零冶 [5]。 压力管理包括 2 个目标:即提高对压

力事件和产生的健康相关影响的认识,及传授缓解

压力的方法[6]。 本研究利用压力管理理论对有妊

娠期压力的早孕妇女进行压力管理训练,以探讨其

对缓解妊娠期压力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和消除妊娠

期压力造成的不良影响,帮助孕妇顺利渡过妊娠和

分娩,保障母婴安全,促进母婴健康。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7 - 8 月来我院门诊

定期产前检查的 100 例早期妊娠妇女作为研究对

象,使用便利抽样,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 纳入标准:(1)孕 12 ~ 15 周;(2)沟通及理解能

力正常;(3)无严重内科疾病;(4)知情同意、自愿参

加本研究;(5)妊娠期压力轻度。 2 组孕妇孕期、年
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孕前健康状况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1. 2摇 方法摇
1 . 2. 1摇 干预方法摇 (1)资料收集:对符合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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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2 组孕妇孕期、年龄、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和孕前

健康状况比较

分组 n 孕期 / 周 年龄 / 岁
文化程度

大专摇 本科

人均月收入 / 元
2 001 ~ 3 000 > 3 000

孕前健康状况

良好摇 中等

干预组 50 13. 0 依 2. 09摇 28. 50 依 3. 58 23 27 22 28 47 3

对照组 50 13. 0 依 1. 79摇 28. 16 依 3. 15 21 29 24 26 45 5

合计 100 — — 44 56 46 54 92 8

t 冥 0. 00 0. 50 0. 16吟 0. 16吟 0. 54吟

P 冥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字2 值

的妊娠期妇女采取现场问卷调查。 采取“一对一冶
方式指导填写并立即收回并检查,保证问卷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 同时对问卷和保健手册进行统一编

号,以防混淆。 (2)干预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产检

及妊娠期健康知识咨询,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压

力管理训练。 具体由经培训的 2 名产科护理人员在

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进行,形式包括知识讲座、小组

讨论和个别咨询。 整个妊娠期共 7 次,每次 20 min。
淤孕 15 ~ 28 周,每 3 周 1 次,共 4 次,形式为知识讲

座及个别指导,让妊娠期妇女及其家人知道妊娠期

压力的概念及给母婴带来的危害,并分析每例妊娠

期压力的压力源,有针对性地帮助其改变认知,并指

导正确合理饮食及自测胎动。 于孕 29 ~ 36 周,1 个

月 1 次,共 2 次,形式为知识讲座和小组讨论,讲解

并帮助积极应对妊娠期常见的生理改变,帮助寻找

自助读物、心理咨询师等方式来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盂孕 36 ~ 37 周,1 次,形式为知识讲座,指导正确的

饮食和运动,教会自我判断分娩先兆。
1. 2. 2摇 评价方法摇 在干预前和干预后 1 周测定,采
用妊娠压力量表[7]分析妊娠期压力源和程度,含有

3 个因子共 30 个条目:因子 1“认同父母角色而引发

的压力感冶含 15 个条目;因子 2“确保母子健康和安

全而引发的压力感冶含 8 个条目;因子 3“身体外形

和身体活动的改变而引发的压力感冶含 4 个条目;
此外还有 3 项未归入任何因子,作为其他因素。 量

表采用 4 级计分:“0冶表示没有压力,“1冶表示轻度

压力,“2冶表示中度压力,“3冶表示重度压力,分值越

高,压力越大。 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系数为 0. 84。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2 组孕妇干预前妊娠期压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妊娠晚期

压力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上升(P < 0. 01),但干预

后观察组妊娠晚期压力评分升高的程度明显低于对

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孕妇干预前后压力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干预前妊娠

早期压力评分

干预后妊娠晚期

压力评分(d 依 sd)

观察组 50 0. 26 依 0. 17 0. 11 依 0. 09**

对照组 50 0. 23 依 0. 15 0. 72 依 0. 29**

t — 0. 94 14. 21摇

P — >0. 05 < 0. 01摇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国内外研究现状 摇 国外[1] 研究显示,妊娠早

期压力对子代的神经系统和行为问题的影响比晚期

压力显著,妊娠 12 ~ 22 周是易受伤害时期,妊娠早

期心理压力可使子代头颅发育异常,海马区神经受

损,脑部神经内分泌发育异常,从而导致行为迟缓、
认知和情感障碍,增加子代患注意力缺陷伴多动障

碍综合征的风险。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妊娠早期

是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期,而此时母体对胎儿

的保护作用较弱,所以,压力产生越早,潜在的影响

越大。 这也提示临床工作者对妊娠期压力应尽早进

行有效的干预,以减少对母婴健康的危害。 而目前

国内尚未见到关于明确妊娠期压力源和影响因素,
运用压力管理理论对妊娠期压力进行完整、有效干

预的研究。
3. 2摇 压力管理训练效果观察摇 压力管理训练是运

用压力管理理论针对压力源所采取的一些积极应对

措施,把压力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而非消除压

力。 妊娠期压力管理训练包括帮助其正确认识压力

源、改变认知、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加强产前健康教

育和应用放松技术、合理饮食等多种措施缓解压力,
以积极应对的方式面对各种生活事件,提高应激能

力,针对不同孕期采用不同措施来适应其生理和心

理的变化[8],保持良好心境,减少妊娠期压力对母

婴的危害。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和对照

组的压力水平均较干预前有所增加(P < 0. 01),因
为临分娩前 1 个月生理负担进一步加重,情绪不稳

定,对疼痛的恐惧、对胎儿及自身安全的担心较前增

加,压力也会相应增加[9 - 10],但干预后对照组的压

力水平升高的程度明显高于观察组(P < 0. 01)。 以

上结果显示,压力管理训练有助于缓解妊娠期压力,
帮助顺利渡过妊娠期和分娩期,降低妊娠不良结局

和妊娠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母婴健康。
(下转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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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532 例患儿留置导尿管相关

尿路感染发生率为 13. 3% ,与文献[8] 报道接近;而
且留置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与性别、年龄和留置

时间密切相关,女性高于男性,1 ~ 6 岁儿童高于 7 ~
15 岁儿童,留置时间 8 ~ 14 d 尿路感染率高于 1 ~
7 d(P < 0. 01);此外,尿培养结果显示,导尿管相关

尿路感染的病原菌以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屎肠球

菌为主,分别占 28. 0% 、22. 7%和 21. 3% ,与文献[9]

报道一致。 这说明儿童留置导尿管相关的尿路感染

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与成人非导尿管相关的

尿路感染病原菌 (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 分布不

同[10 - 11],这一点对于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治疗具

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本研究药敏试验显示,对于粪肠球菌和屎肠球

菌所致的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可选用万古霉素、呋
喃妥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等抗菌药物治疗,而对

于大肠埃希菌等阴性菌感染可选用阿米卡星、头孢

哌酮 /舒巴坦或亚胺培南进行治疗。 白色念珠菌感

染可选用两性霉素 B 或 5鄄氟胞嘧啶作为治疗首选

药物。
针对泌尿外科患儿留置导尿管相关的尿路感染

特征,临床护理人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

的防治措施:(1)将导尿操作作为泌尿外科定期培

训内容,做到规范操作,减少导尿管插入不畅或失败

造成的尿道损伤或出血。 (2)根据 1 ~ 15 岁患儿尿

道解剖生理特点和导尿管结构,认真阅读使用说明

书和注意事项,选择合适的导尿管。 (3)对于尿道

口暴露不明显的患儿,插管前应采用一定的外科手

法使尿道口充分暴露再进行操作,确保插管一次性

成功。 (5)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措施,如留置导尿

管前与患者积极沟通、减轻患者恐惧心理,留置导尿

管时正确操作,之后定时给尿道口消毒并指导患儿

适当增加饮水量,以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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