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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士对妊娠合并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认知现状调查

吴摇 倩1,刘摇 丽2,徐志平1

[摘要]目的:了解妇产科护士对妊娠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的认知现状。 方法:采用自制妊娠合并 OSAS 认

知水平问卷,对 108 名妇产科护士进行调查,对研究对象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得分情况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线性回

归分析。 结果:研究对象总体知识得分率 28. 57% ;不同年龄、工作时间、最高学历、轮值夜班、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的研究

对象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时间、接受

过 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和轮值夜班均为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知识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5)。 妊娠合并 OSAS 的概

念、病因、发病机制,主要症状、体征,风险评估量表,对母婴的危害及防治指南是研究对象希望学习的相关知识;知识讲座、相
关知识小册子、宣传栏是研究对象较能接受的知识获取途径。 结论:妇产科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认知不足,应积极开展相关

培训,为开展妊娠合并 OSAS 护理预防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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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nurses忆 knowledge stat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WU Qian1,LIU Li2,XU Zhi鄄ping1

(1. School of Nursing,Jiangsu Medical Vocational College,Yancheng Jiangsu 224005;2.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Yancheng,Yancheng Jiangsu 22400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nurses忆 knowledge stat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thods:One hundred and eight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knowledge stat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鄄factor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cores of knowledg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 Results:
The overall knowledge score rate of the subjects was 28. 57% . Different age,working hour,highest educational background,night shift
and OSAS鄄related knowledge training affected the score of knowledg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knowledg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working time,and the scores of nurses who received OSAS鄄
related knowledge training and did not have night shif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nd night shift and did not receive relevant training
(P < 0. 05). The definition, etiology, pathogenesis,main symptom and sign, risk assessment scale, harm to mother and infant, and
guideline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er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that the subjects hoped to learn. Lecture,knowledge handbook and
bulletin board were the acceptable ways to acquire knowledge. Conclusions: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o
not have enough knowledge about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and related training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nursing and prevention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OSAS.
[Key words]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pregnancy;nurse;knowledge

摇 摇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 是一种常见的睡眠呼吸疾

病,育龄期妇女发病率为 5% ~ 6% ,妊娠期妇女由

于生理上的变化,发病率是普通女性的 2 ~ 4 倍,妊
娠后期 OSAS 的发病率高达 26. 7% [1 - 3]。 因夜间低

氧和高碳酸血症反复发作,妊娠合并 OSAS 可引起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糖尿病、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相

关疾病,对母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4]。 目前妊娠

妇女这一特殊人群中 OSAS 的发生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绝大多数病人在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后才去医院

就诊[5]。 护士作为健康守护者, 其对妊娠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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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S 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相关护理工作的开展。
本研究旨在调查妇产科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的认

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护士对该病的护理水

平提供理论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盐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妇产科 108 名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纳入标准:在职在岗的护理人员;工作年限逸1 年;
自愿参与本次调查者。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 摇 研究工具摇 采用自制妊娠合并 OSAS 认知

水平问卷对护士进行横断面调查。 该问卷基于美国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知识及态度问卷、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2011 年修订版),
通过查阅文献,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制定而成[6 - 7]。
在正式调查之前,对 10 名护士进行预调查,根据预

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进一步完善。 问卷量表水平内

容效度 ( SCVI) 为 0. 87,总的 Cronbach忆 s 琢 值为

0. 891。 问卷包括三个部分:(1)护士基本信息部

分,主要包括护士的年龄、工作时间、最高学历、在校

是否学习过相关知识等一般资料,共 9 个条目;(2)
知识问卷部分,主要包括妊娠合并 OSAS 的定义及

诊断、相关危险因素、临床特点及防治方法四个部

分,共 28 个条目,该部分为单选题,回答正确者得 2
分,回答错误或不确定者得 0 分,得分率为实际得分

与相应部分满分的比值;(3)附加题部分,包括提高

调查对象妊娠合并 OSAS 方面知识水平的途径、最
希望学习的相关知识两个问题,该部分为多选题,不
计分。 问卷得分越高,表示护士相关知识水平越高。
1. 2. 2摇 调查方法摇 由研究小组成员向调查对象说

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要求。 为确保数据真实性,该
问卷调查采取不记名方式,现场发放,当场收回,对
项目填写缺项者即刻返还,予以补全。 共发放问卷

108 份,收回 108 分,有效问卷 104 份,有效回收率

96. 30% 。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q 检验和

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 摇 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得

分情况摇 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认知得分

率低,总得分率仅 28. 57%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年龄、工作时间、最高学历、轮值夜班、OSAS 疾

病相关知识培训的研究对象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

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20 ~ 29 岁组护士得分低于 40 ~ 49 岁组护士(P <
0. 01);工作时间在 5 ~ 10 年及 11 ~ 20 年的护士得

分高于工作 5 年以内的护士 ( P < 0. 05 和 P <
0. 01),工作 5 ~ 10 年的护士得分低于工作 11 ~
20 年的护士(P < 0. 05);大专组与本科及以上组的

护士得分高于中专组护士(P < 0. 05);轮值夜班的

护士知识得分明显低于不轮值夜班的护士 (P <
0. 01);接受过 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的护士得分

高于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护士 ( P < 0. 05 ) (见

表 1)。
将工作时间、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轮值夜

班、年龄和学历 5 个自变量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工作时间、接受过 OSAS 疾病相关知

识培训及轮值夜班均为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知识得

分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5)(见表 2)。
2. 2摇 附加题设部分 摇 “护士自评最希望学习的妊

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冶调查显示,妊娠合并 OSAS
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主要症状、体征,风险评估

量表,对母婴的危害及防治指南是研究对象希望学

习的相关知识;“护士自评提高妊娠合并 OSAS 相关

知识水平的途径冶调查显示,知识讲座(91. 67% )、
相关知识小册子(49. 44% )、宣传栏(41. 78% )是研

究对象较能接受的知识获取途径。

3摇 讨论

3. 1 摇 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摇
OSAS 的发生是由于睡眠时上气道陷闭,导致呼吸

暂停或低通气反复发生,血氧饱和度下降,进而引起

一系列脏器损害的临床综合征[8]。 该病的发生与

吸烟、肥胖、酗酒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9]。 妊娠妇

女由于生活模式及饮食结构的改变,体质量呈大幅

度上升趋势,加上生理因素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

响,妊娠合并 OSAS 的发生率明显上升[10 - 11]。 妊娠

合并 OSAS 的出现对母婴健康具有严重影响,护理

人员作为临床护理措施的实施者、健康教育的执行

者,其妊娠合并 OSAS 的认知水平将直接影响临床

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防治工作的开展。
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医务人员在妊娠合并

OSAS 方面的认知水平,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调查

分析医护人员及普通病人 OSAS 方面的知信行水

平,且研究结果并不理想,研究对象 OSAS 相关知信

行水平多较低,知识水平的不足可对研究对象诊疗

护理及疾病管理的信心造成影响[12 - 14]。 本研究结

果显示,护士对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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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调查问卷总得分率仅为 28. 57% ,得分最低的

部分为“妊娠合并 OSAS 防治方法冶部分,得分率仅

为 24. 66% 。 说明研究对象对妊娠合并 OSAS 相关

知识普遍认知不足,可能与我国睡眠医学发展相对

滞后有关,多数护理人员对 OSAS 相关知识掌握不

全,对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更是知之甚少,如何

提高护理人员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水平成为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摇 表 1摇 护士的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得分情况

(x 依 s;分)

项目 摇 n 得分 t P

年龄 /岁

摇 (1)20 ~ 29 47 13. 19 依 5. 40

摇 (2)30 ~ 39
摇 (3)40 ~ 49

28
19

14. 39 依 5. 76

摇 18. 26 依 6. 27** 3. 79吟 <0. 05

摇 (4)逸50 10 16. 17 依 6. 03

工作时间 /年

摇 (1) < 5 38 13. 05 依 4. 05

摇 (2)5 ~ 10
摇 (3)11 ~ 20

35
17

15. 41 依 4. 06*

摇 18. 21 依 4. 01**#
7. 06吟 <0. 01

摇 (4) > 20 14 15. 17 依 2. 96

职务

摇 (1)护士

摇 (2)护士长

99
5

15. 51 依 6. 03
18. 75 依 2. 82

1. 19 > 0. 05

最高学历

摇 (1)中专 6 10. 38 依 4. 14

摇 (2)大专 50 16. 40 依 5. 56* 3. 60吟 <0. 05

摇 (3)本科及以上 48 17. 14 依 6. 22*

技术职称

摇 (1)护士 38 15. 67 依 5. 89

摇 (2)护师

摇 (3)主管护师

22
27

15. 49 依 6. 39
17. 17 依 4. 97

0. 56吟 >0. 05

摇 (4)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7 16. 89 依 5. 65

夜班

摇 (1)是
摇 (2)否

74
30

15. 03 依 5. 97
18. 65 依 4. 65

2. 97 < 0. 01

在校学习过 OSAS 预防相关知识

摇 (1)是
摇 (2)否

8
96

17. 18 依 5. 39
14. 55 依 6. 09

1. 18 > 0. 05

接受过 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

摇 (1)是
摇 (2)否

12
92

17. 58 依 5. 26
13. 37 依 5. 88

2. 36 < 0. 05

护理过 OSAS 病人

摇 (1)是
摇 (2)否

摇 4
100

17. 79 依 5. 47
14. 22 依 5. 78

1. 21 > 0. 05

摇 摇 吟示 F 值;q 检验:与(1)比较*P < 0. 05,**P < 0. 01;与(2)比较#P <

0. 05

摇 表 2摇 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知识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B忆 t P

常量 17. 31 1. 54 — 11. 39 < 0. 05

工作时间 0. 28 0. 07 0. 38 3. 86 < 0. 05

OSAS 疾病相关知识培训 2. 91 1. 03 0. 24 2. 81 < 0. 05

轮值夜班 - 4. 27 1. 25 - 0. 29 - 3. 29 < 0. 05

3. 2 摇 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水平影响因素

分析摇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低年资、工作时间短、
最高学历低、轮值夜班、未接受过 OSAS 相关培训的

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知识水平相对较低。 进一步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工作时间、OSAS 疾病相

关知识培训、轮值夜班是影响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的重要因素。 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应用型学

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护士可累积丰富的临床护

理工作经验、打下扎实的专科理论基础,是工作时间

较长的护士知识得分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但工作

年限超过 20 年的护士知识得分并未明显高于工作

时间在 20 年以内的护士,主要原因可能与其知识获

取能力及需求有所下降,知识更新有限有关。 护士

培训是护士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重要途径,本研究

结果表明相关知识培训可提升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的知识水平,护理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有助于妊娠合

并 OSAS 防治工作的开展。 此外,参与本次调查的

护士多为低年资护士,84. 62% 的护士需要轮值夜

班,由于人力资源的不足,部分科室会选择夜班后休

息的护士参加培训,严重影响培训的效果,这是轮值

夜班护士知识得分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随着

OSAS 方面的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不断深

入,OSAS 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潜在致死性睡眠呼吸

疾病,妊娠妇女作为 OSAS 的高危人群,其健康状况

尤为重要,因此,护理人员妊娠合并 OSAS 认知水平

的提高势在必行。
3. 3摇 加强护士妊娠合并 OSAS 相关知识教育摇 人

类行为的转变从知识获取开始,受教育者通过吸收

新知识从而摒弃旧观念,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

响受教育者行为转变的倾向性,而教育培训是护理

工作者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提高专业工作能力及业

务水平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也证实也这一点。 同时,开展相关培训也是护士最

易于接受的自我提升方式,91. 67%的研究对象希望

通过开展知识讲座提高对妊娠合并 OSAS 的认知水

平,此外, 相关知识小册子 ( 49. 44% )、 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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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78% )也是研究对象较能接受的知识获取途

径。 护理管理者可以通过上述知识获取途径对护理

人员开展妊娠合并 OSAS 相关教育培训。 同时,研
究对象在妊娠合并 OSAS 的定义及诊断、相关危险

因素、临床特点及防治方法方面知识得分总体较低,
但知识需求却很大,因此,妊娠合并 OSAS 的概念、
病因、发病机制,主要症状、体征,风险评估量表,对
母婴的危害及防治指南均可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
对全体护理人员,尤其是妇产科护士开展相关教育

培训,提高相关认知水平,开展妊娠合并 OSAS 护理

预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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