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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及家庭功能对妊娠晚期孕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梁秋萍,黎彩霞,车玲好,林宇妍,郭秋菊

[摘要]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及家庭功能对妊娠晚期孕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

卷、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 580 例妊娠晚期孕妇的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和心理状态进行评价。 结果:妊
娠晚期孕妇的 SAS 得分为(45. 36 依 9. 89)分,SDS 得分为(52. 19 依 12. 01)分,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P < 0. 01)。 不同孕次、家
庭人均月收入和不良孕产史妊娠晚期孕妇的 SAS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是否在职和有无不良孕产史妊娠晚期

孕妇的 SDS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妊娠晚期孕妇的社会支持总分平均值为(41. 25 依 7. 23)分,家庭功能总得

分为(7. 56 依 1. 54)分。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度和家庭功能总分与妊娠晚期孕妇 SAS 得分均呈负相关关系

(P < 0. 01和 P < 0. 05);家庭功能总分、不良孕产史及主观支持度与妊娠晚期孕妇 SDS 得分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 结论:社会支持及家庭功能对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有较大影响,提升社会支持水平,保持良好家庭功能状态,有
利于缓解妊娠晚期孕妇不良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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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unction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LIANG Qiu鄄ping,LI Cai鄄xia,CHE Ling鄄hao,LIN Yu鄄yan,GUO Qiu鄄ju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Xiaol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Zhongshan Guangdong 52841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unction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Methods:The social support,family func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580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family care index,self鄄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鄄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Results:The
SAS and SDS score of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ere (45. 36 依 9. 89) and (52. 19 依 12. 01), respectively,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domestic norm(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SAS in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ith
different pregnancy times,family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and poor pregnancy history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s of SDS in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ith whether employed and adverse pregnancy history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average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otal family function score of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were
(41. 25 依 7. 23) and(7. 56 依 1. 54),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total family function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AS scores in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P < 0. 01 and P <
0. 05). The total family function score,poor maternal history and subjective suppor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DS scores in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unctio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ment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in late pregnanc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and maintaining the good family function are
conducive to the relief of adverse mood and improve mental health in pregnant women.
[Key words] late pregnancy;social support;family function;anxiety;depression

摇 摇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孕妇

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怀孕和分娩是

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但对于孕妇来说,也是一种持

续而强烈的应激源,可使孕妇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

负面情绪,而妊娠晚期更是孕妇发生高心理应激的

危险时期[1 - 2]。 不良心理状态,如焦虑、抑郁等,可
通过影响孕妇的免疫功能或内分泌等而对孕妇及胎

儿产生不利影响,如增加产科并发症、产后出血、产
后抑郁症、早产等的发生率,还可能影响胎儿的神经

发育,出现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低体重儿等不良后

果[3 - 4]。 在妊娠期,孕妇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和家庭

成员的情感关怀与支持。 本研究旨在探讨妊娠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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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的社会支持及家庭功能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
为提高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和途径。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 2018 年 7 月

至 2019 年 3 月在我院妇产科就诊或进行产前检查

的妊娠晚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正

常妊娠晚期(孕 28 ~ 42 周)孕妇;(2)单胎;(3)具有

沟通及阅读能力,能独立理解并完成调查内容;(4)
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有严重妊娠并发症或其他严重生理性疾病;(2)
有剖宫产指征;(3)有精神疾病,无法完成调查者。
最终纳入符合条件孕妇 589 人,年龄 22 ~ 43 周岁。
共发放调查问卷 589 份,收回有效问卷 580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8. 47% 。 其中孕次为初次 337 人

(58. 1% ),非初次 243 人(41. 9% );有不良孕产史

122 人(21. 0% ),无不良孕产史 458 人(79. 0% )。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一般情况调查摇 采用自编调查表,对孕妇的

年龄、孕次、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

支付方式、有无不良孕产史等一般情况进行调查。
1. 2. 2摇 社会支持情况调查摇 采用肖水源于 1986 年

制定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孕妇的社会支持水平进

行调查。 该量表共包括 10 个条目,可用于测量个体

社会支持的 3 个维度,分别为主观支持(条目 1、3、
4、5)、客观支持(条目 2、6、7)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

用度(条目 8、9、10)。 每个条目得分 1 ~ 4 分,10 个

条目得分相加即为社会支持总分,总分 12 ~ 66 分,
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按常用标准,总
分 < 22 分则认为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总分 23 ~ 44
分表示社会支持水平中等,总分 45 ~ 66 分为社会支

持水平较高[5]。
1. 2. 3摇 家庭功能情况调查 摇 采用 SMILKSTEIN[6]

于 1978 年设计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对
孕妇的家庭功能情况进行评价。 该问卷从主观方面

评价被调查者对家庭情况的满意程度,包括家庭的

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 5 个项目,
每个项目均采用 3 级评分,选项为几乎很少、有时这

样、经常这样,对应分值为 0 ~ 2 分。 总分 0 ~ 10 分,
总得分越低表示家庭功能越差,总分 0 ~ 3 分表示家

庭功能严重障碍,4 ~ 6 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
7 ~ 10 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
1. 2. 4摇 心理状态调查摇 (1)焦虑情况调查: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使孕妇自评过去 1 周内的焦虑水

平。 该量表包括 20 个条目,均采用 1 ~ 4 级评分,
1 分表示从未有过或很少有,2 分表示有时有,3 分

表示经常有,4 分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有,其中

第 5、9、13 个条目采用反向评分。 各条目得分相加

即为粗总分,粗总分乘以 1. 25,再四舍五入取整数

即为标准分,标准分逸50 分时,认为存在焦虑状态

(50 ~ 59 分为轻度焦虑,60 ~ 69 分为中度焦虑,逸70
分为重度焦虑)。 (2)抑郁情况调查:采用抑郁自评

量表(SDS)使孕妇自评过去 1 周内的抑郁水平。 该

量表包括 20 个条目,评分及总分计算方法同 SAS,
其中 2、5、6、11、12、14、16、17、18、20 条目为反向评

分。 总标准分逸50 分时,认为存在抑郁状态(50 ~
59 分为轻度抑郁,60 ~ 69 分为中度抑郁,逸70 分为

重度抑郁)。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及其与国内常模比

较摇 本研究中,妊娠晚期孕妇 SAS 和 SDS 得分均明

显高于国内常模(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与常模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SAS SDS

孕妇 580 45. 36 依 9. 89 52. 19 依 12. 01

常模 1 158 33. 80 依 5. 90 —

常模 1 340 — 41. 88 依 10. 57

u — 25. 34 17. 32

P — <0. 01 < 0. 01

2. 2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分析摇 对可能影响妊娠晚期孕妇 SAS 和 SDS 得分

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孕
次、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有无不良孕产史是妊娠晚期

孕妇 SAS 得分的影响因素(P < 0. 01),是否在职和

有无不良孕产史是妊娠晚期孕妇 SDS 得分的影响

因素(P < 0. 01)(见表 2)。
2. 3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情况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社会支持总分为(41. 25 依 7. 23)
分,主观支持得分(24. 13 依 3. 48)分,客观支持得分

(9. 16 依 2. 93)分,对支持利用度得分(7. 92 依 2. 01)
分。 妊娠晚期孕妇的家庭功能总得分为(7. 56 依
1. 54)分,家庭功能的 5 个方面,即适应度、合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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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的得分分别为 (1. 89 依
0. 53)分、(1. 76 依 0. 48)分、(1. 61 依 0. 53)分、(1. 62
依 0. 71)分和(1. 52 依 0. 43)分。

表 2摇 不同特征妊娠晚期孕妇的 SAS和 SDS得分比较(x 依 s;分)

变量 n SAS t P SDS t P

年龄 / 岁

摇 臆25 92 44. 24 依 8. 54 52. 85 依 12. 41

摇 26 ~ 217 45. 21 依 9. 13 51. 89 依 11. 93

摇 31 ~ 185 43. 84 依 8. 96 2. 18* > 0. 05 52. 67 依 12. 45 1. 60* > 0. 05

摇 35 ~ 63 44. 95 依 8. 92 52. 65 依 11. 67

摇 41 ~ 23 45. 84 依 9. 47 51. 66 依 12. 57

孕次

摇 初次

摇 非初次

337
243

47. 42 依 8. 73
43. 65 依 9. 15

5. 65 < 0. 01
52. 88 依 11. 95
51. 54 依 12. 42

2. 66 > 0. 05

文化程度

摇 初中及以下 51 44. 57 依 9. 42 53. 12 依 11. 63

摇 高中或中专 122 44. 89 依 8. 17 52. 54 依 12. 63

摇 大专 164 45. 28 依 9. 21 2. 89* > 0. 05 52. 55 依 12. 78 1. 89* > 0. 05

摇 本科 180 45. 66 依 9. 26 51. 86 依 11. 63

摇 硕士及以上 63 44. 85 依 8. 26 52. 11 依 12. 63

在职

摇 是

摇 否

407
173

45. 15 依 9. 25
44. 89 依 9. 13

2. 75 > 0. 05
55. 21 依 15. 26
50. 69 依 11. 64

4. 52 < 0. 01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

摇 < 3 000 89 49. 23 依 7. 65 52. 68 依 12. 54

摇 3 000 ~
摇 5 000 ~

225
175

48. 36 依 8. 92
45. 33 依 8. 74

4. 12* < 0. 01
53. 11 依 11. 65
51. 55 依 12. 37

2. 33* > 0. 05

摇 > 7 000 91 43. 71 依 9. 49 50. 68 依 11. 74

医疗支付方式

摇 自费 185 45. 57 依 8. 74 52. 88 依 12. 34

摇 医保

摇 生育保险

311
70

45. 83 依 8. 28
46. 12 依 9. 22

2. 74* > 0. 05
52. 59 依 11. 86
51. 65 依 12. 44

1. 89* > 0. 05

摇 公费 14 46. 29 依 8. 47 52. 01 依 12. 86

不良孕产史

摇 有

摇 无

122
458

47. 55 依 9. 21
44. 2 依 8. 62

3. 96 < 0. 01
56. 25 依 13. 65
49. 65 依 11. 85

4. 68 < 0. 01

摇 摇 *示 F 值

2. 4摇 妊娠晚期孕妇社会支持、家庭功能与心理状态

的相关性分析 摇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总分、适应度、合作度、情感度、亲密度和家

庭功能总分均与 SAS 得分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

总分、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家庭功能总

分均与 SDS 得分呈负相关关系 (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2. 5摇 妊娠晚期孕妇心理状态的多因素分析摇 分别

以 SAS 得分和 SDS 得分作为因变量,选取各自单因

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 变量筛选采用逐步回归法,社会支持和

家庭功能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以原值代入,其他自变

量赋值方式见表 4,引入变量标准 琢入 = 0. 05,剔除

标准 琢出 = 0. 10。 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得分和家庭功

能总分是妊娠晚期孕妇 SAS 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

(P < 0. 01 和 P < 0. 05)(见表 5);家庭功能总分、不
良孕产史和主观支持是妊娠晚期孕妇 SDS 得分的

独立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6)。

摇 表 3摇 妊娠晚期孕妇社会支持、家庭功能与心理状态的相

关性分析( r)

项目 SAS 得分 SDS 得分

主观支持 - 0. 412** - 0. 369**

客观支持 - 0. 028 - 0. 096

对支持的利用度 - 0. 152 - 0. 441**

社会支持总分 - 0. 249* - 0. 297**

适应度 - 0. 214* - 0. 201*

合作度 - 0. 238* - 0. 364**

成长度 - 0. 125 - 0. 215*

情感度 0. 313** - 0. 397**

亲密度 - 0. 201* - 0. 134

家庭功能总分 - 0. 422** - 0. 369**

摇 摇 *P < 0. 05,**P < 0. 01

摇 表 4摇 妊娠晚期孕妇 SAS 得分和 SDS 得分影响因素自变

量赋值方式

变量 赋值方式

孕次 初次 =0;非初次 =1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3 000 = 1;3 000 ~ =2;5 000 ~ =3; > 5 000 = 4

在职 否 =0;是 =1

不良孕产史 无 =0;有 =1

表 5摇 妊娠晚期孕妇 SAS 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SE 茁 t P

主观支持 - 1. 158 0. 351 - 0. 312 3. 60 < 0. 01

家庭功能 - 0. 774 0. 367 - 0. 179 2. 11 < 0. 05

表 6摇 妊娠晚期孕妇 SDS 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SE 茁 t P

家庭功能 - 1. 195 0. 378 - 0. 271 3. 56 < 0. 01

不良孕产史 1. 673 0. 548 0. 267 3. 11 < 0. 01

主观支持 - 0. 758 0. 367 - 0. 184 2. 26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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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3. 1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摇 焦虑是应激反应

中最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是对外在模糊的危险刺

激或内在想法与感受的一种不愉快、消极的情绪体

验。 孕妇的产前抑郁主要表现除出现躯体症状以

外,还有神经递质改变如皮质醇增加,这些变化可能

通过胎盘对胎儿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研究显示,妊
娠晚期孕妇焦虑的发生率为 12. 4% ~ 54. 0% [7]。
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妊娠晚期孕妇患抑

郁症的概率约为 30% [8]。 本研究中,妊娠晚期孕妇

的 SAS 得分为(45. 36 依 9. 89)分,SDS 得分为(52.
19 依 12. 01)分,总体处于正常水平,但抑郁评分已

高于正常值,且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这与周彩虹

等[2]报道结果类似。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孕次、
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有无不良孕产史是影响妊娠晚期

孕妇 SAS 评分的因素;是否在职及有无不良孕产史

是影响妊娠晚期孕妇 SDS 评分的因素。 李鸥等[9]

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低的孕妇,焦虑水平较高。 本研

究结果显示初次怀孕的孕妇焦虑水平高于非初次怀

孕的孕妇,这可能是由于初次怀孕者因经验缺乏,导
致其焦虑情绪的产生。 有不良孕产史的孕妇 SAS
和 SDS 评分高于无不良孕产史的孕妇,可能与其担

心再次出现不良后果有关。 此外,在职孕妇的 SDS
评分高于非在职孕妇,这可能是由于在职孕妇需要

面对工作上的压力,加上孕期内分泌、激素水平的改

变,会影响其心情,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
3. 2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状态的影

响摇 过重的心理负荷及社会压力可导致不良心理状

态的出现,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改善孕妇的

焦虑、抑郁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及社会

支持总分与 SAS 得分呈负相关关系,且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与 SDS 得分呈负

相关关系。 马春梅等[10 - 11]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度低

的妊娠晚期孕妇,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增高。 本研

究经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主观支持是妊娠晚

期孕妇焦虑和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之前的研

究[10,12]结果一致。 主观支持是一种个体受到尊重、
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足程度,与客观物质援

助相比,主观情感支持对孕妇尤为重要。 从妊娠到

产后一年,女性的社会交往相对减少,如果不能得到

足够的情感支持,就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 因

此,社会应给予孕妇更多的关心,开展广泛宣教活

动,引导孕妇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从而提升孕妇

身心健康。
3. 3摇 妊娠晚期孕妇的家庭功能对其心理状态的影

响摇 家庭功能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
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有效缓解个体的不良情绪,促
进心理健康[13]。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总分及

各个维度均与妊娠晚期孕妇的心理状态有关。 多元

线性回归结果也表明家庭功能总分是妊娠晚期孕妇

焦虑和抑郁得分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14] 表明,家
庭功能差的孕妇心理压力较大,这会导致皮质醇增

加,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尤
其是夫妻间的关系,而夫妻关系的恶化又会增加孕

妇的心理压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良好的家庭功

能可以提高孕妇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采取更积极

的应对方式处理怀孕期间的情绪问题,同时,通过家

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支持和关爱理解,能够缓解

孕妇怀孕期间的不良情绪。 因此,家庭成员尤其是

配偶,应给予孕妇更多的关爱,积极配合产前检查,
共同学习孕期、分娩期和婴儿相关知识,营造和谐的

家庭氛围,帮助孕妇顺利度过孕期。
综上,社会支持及家庭功能对妊娠晚期孕妇的

心理状态有较大影响,提升社会支持水平,保持家庭

功能状态良好,有利于妊娠晚期孕妇缓解不良情绪,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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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教育对中青年男性冠心病病人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生活质量及性功能的影响

方淑玲1,杨摇 茹1,赵芙蓉1,姚桐青1,朱应玉2

[摘要]目的:探讨性知识教育对中青年男性冠心病病人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生活质量及性功能的影响。 方法:将中青

年男性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 62 例病人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对照组常规进行冠心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

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微信方式定期推送冠心病疾病知识及安全进行性生活相关知识。 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

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鄄BREF)测定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生活质量,调查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尝试性生活情况,在已开始

性生活病人中使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IIEF鄄5)调查病人的性功能情况。 结果:2 组病人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 3 个月在

生活质量心理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和 P < 0. 01); 观察组病人术后 3 个月开始性生活人数多于

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有勃起功能障碍例数少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性知识教育可以提高中青年男性冠心病病人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生活质量,提前开始性生活时间并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性生活;健康教育;中青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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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education of sexual knowledge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exual function in young
and middle鄄aged male patients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FANG Shu鄄ling1,YANG Ru1,ZHAO Fu鄄rong1,YAO Tong鄄qing1,ZHU Ying鄄yu2

(1.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Venereal Diseases,
Tongling People忆s Hospital,Tongling Anhui 24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education of sexual knowledge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exual function in young
and middle鄄aged male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ron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Methods:Sixty鄄two young and middle鄄
aged male patients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鄄related knowledge was implemented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knowledg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ex life safe were regularly releas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WeChat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wo groups after 3 months of ope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Scale(WHOQOL鄄BREF),the sexual life in two group from the third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as investigated,and the
sexual function in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rectile Function( IIEF鄄5).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cluding psych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fields) after 3 months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nd P < 0. 01). The number of patients starting sexual life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3 months of
oper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 Conclusions:The education of sexual knowledge in young and middle鄄aged male patients

摇 摇 摇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start sexual life earlier and reduce
erectile dysfunctio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percutaneous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exual life; health education; you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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