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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分娩疗法对孕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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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正念分娩疗法对孕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以期为孕妇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3 月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就诊、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
（DSM-5）轻中度焦虑和抑郁诊

断标准的孕妇 8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40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的心理健康教育，试验组在此基础上接

受每周 1 次、共 8 次的正念分娩训练。于干预前和干预后，使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对孕妇进行评定。结果

干预前后，
试验组 PHQ-9 评分［
（6. 95±1. 40）分 vs.（2. 10±1. 34）分，
P<0. 05］、
GAD-7 评分［
（7. 23±1. 29）

分 vs.（2. 08±1. 51）分，P<0. 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PHQ-9 评分［（7. 00±1. 43）分 vs.（3. 65±1. 35）分，P<0. 05］、GAD-7
评分［（7. 18±1. 57）分 vs.（3. 38±1. 66）分，P<0. 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试验组 PHQ-9 评分和 GAD-7 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 161、3. 666，P 均<0. 01）。结论

常规心理健康教育联合正念分娩疗法可能有助于缓解孕妇

焦虑抑郁情绪，其效果优于单用常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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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ndfulness-based childbirth on pregnant women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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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based childbirth on pregnant wome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regnant women who attended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Mianyang from October 2018 to March 2019 and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ild to

moder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each with 40 cases. Both groups received regula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n this basis，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mindfulness-based childbirth training for 8 times，once a week.

Meantime，all pregnant women were assessed using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PHQ-9）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at the baselin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t the baselin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PHQ-9

［（6. 95±1. 40）vs. （2. 10±1. 34），P<0. 05］and GAD-7［（7. 23±1. 29）vs. （2. 08±1. 51），P<0. 05］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and the scores of PHQ-9 ［（7. 00±1. 43） vs. （3. 65±1. 35），P<0. 05］ and GAD-7 ［（7. 18±1. 57） vs.

（3. 38±1. 66），P<0. 05］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Moreover，the post-intervention scores of PHQ-9 and GAD-7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t=5. 161，3. 666，P<0. 01）.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lone，its combination with mindfulness-based childbirth achieves better effect in alleviating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pregnant women.

【Keywords】 Mindfulness-based childbirth；Pregnant women；Anxiety；Depression

妊娠分娩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孕妇
不仅要承受来自身体的巨大变化，同时心理也会发

前焦虑及抑郁［1］。约 15. 0%~39. 9% 的女性在妊娠

期会经历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体验［2］，

生一系列变化。随着对孕期心理健康认知程度逐渐

这些心理问题严重影响孕妇的身心健康。由于大多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孕妇的身心健康。研

数孕妇担心药物对胎儿正常发育的影响而拒绝服用

究表明，妊娠期是女性身心健康的脆弱期，易发生产

精神类药物，故有学者提出了采用正念分娩疗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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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药物治疗。正念分娩由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

助孕妇减少对分娩疼痛的恐惧，从而增强有效应对

正念减压和孕妇认知行为相结合的身心健康课

分娩练习，主要技术包括正念冥想、躯体扫描、正念

医学院助产士 Nancy Bardacke 于 1998 年创立，是将

分娩疼痛的信心和能力。第 3~7 次课程：开展正念

程 ，正念分娩疗法在正念训练的基础上再教授孕

步行、正念瑜伽和冰块练习［7］。其中正念冥想是正

妇孕期和分娩相关知识以及进行应对宫缩疼痛的

念训练最基础和最关键的一步，帮助练习者察觉内

“握冰”练习等，以帮助孕妇减少对分娩疼痛的恐惧、

部和外部的各种变化；身体扫描是对身体从头到

［3］

［4-5］

优化情绪管理及调节身心健康

。目前，在国外，

脚、从上到下的深入觉察，有意识地按一定顺序感

正念分娩已在女性妊娠期间广泛使用；在我国，对孕

知身体；正念步行是通过感知脚和地面的接触，有

妇心理健康的干预仍普遍采用心理健康教育，关于

意识地觉察此时此刻的变化；正念瑜伽是在姿势不

正念分娩的实际应用研究仍较少［6］。因此，本研究

断变化拉伸中觉察身体的感受和当下的想法；冰块

通过探讨正念分娩疗法对孕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影

练习是通过感受冰块对皮肤的刺激，学习应对疼痛

响，以期为国内孕妇的心理干预提供新方法，帮助提
高孕妇心理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 1

以降低疼痛的感受，促进孕妇自然分娩［8］。第 8 次
课程：总结分享，巩固训练。
1. 3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孕妇年龄、婚姻状况、受教

对象
采 用 简 单 随 机 抽 样 方 法 ，选 取 2018 年 10 月 -

育程度和孕周等信息。

采用 PHQ-9 评定孕妇抑郁程度。PHQ-9 共 9 个

2019 年 3 月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就诊的孕妇

条目，对每个条目进行 0~3 分的分值赋分，总评分范

计手册（第 5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抑郁，
5~9 分可能有轻度抑郁，
10~14 分可能有中度抑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轻中度焦虑和

抑郁诊断标准；②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9 item，PHQ-9）
评 分 ≥5 分 ，广 泛 性 焦 虑 量 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评分≥5 分；③年龄 20~45 岁；
④孕周 28 周及以上；⑤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患

有严重精神障碍；②合并严重躯体疾病；③有自杀倾
向；④目前正在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者。符合入组

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8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40 例。本研究经四川省精神

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干预方法
两组孕妇接受专职心理治疗师提供的常规心

理健康教育，每周 1 次，每次 60 min，持续 8 周。对照

组在接受产科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心理健康教
育，心理治疗师提供心理支持和疏导，使患者对焦
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有正确的认识，减轻心理压力。
试验组在此基础上由专职心理治疗师带领进

行正念分娩练习，每周 1 次，每次 90 min，持续 8 周。

围 0~27 分。根据总评分评定抑郁程度：0~4 分没有

郁，15~19 分为重度抑郁，20~27 分为极重度抑郁［9］。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53。陈

然等［10］研究显示，该量表在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抑郁
评估中有良好的信效度。

采用 GAD-7 评定孕妇焦虑程度。GAD-7 共 7 个

条目，对每个条目进行 0~3 分的分值赋分，总评分范

围 0~21 分。根据总评分评定焦虑程度：0~4 分没有

焦虑，5~9 分可能有轻度焦虑，10~14 分可能有中度
焦虑，15 分及以上可能有重度焦虑［11］。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1。何筱衍等［12］
研究显示，该量表在综合性医院患者焦虑评估中具
有较好信效度。
1. 4

评估方法
在干预开始前 2 周内完成初次评估，
在治疗结束

后 2 周内再次进行评定。由专职心理测评师在心理
测验室组织孕妇进行自评，
每次评定耗时 5~10 min。
1. 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0. 0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由双人录

第 1~2 次课程：向孕妇解释正念分娩的作用、目的及

入，并由第三人进行二次核对剔除无效问卷，计量
资料以（x±s）表示，计数数据以［n（%）］表示。对人

理机制进行讲解并模拟宫缩疼痛的“握冰”训练，帮

总评分比较使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注意事项，通过对分娩疼痛的特点、规律和生理心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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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义（P 均<0. 05），说明单用心理健康教育和在此基础

果

上联合正念分娩疗法均有助于缓解孕妇的焦虑抑

2. 1

人口学资料

郁情绪，与李楠［17］的调查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心

对照组年龄（26. 71±3. 27）岁；婚姻状况：已婚

理健康教育和正念分娩疗法都是应用心理学知识

及以上 23 人（57. 5%），中专以下 17 人（42. 5%）；孕

在普及孕期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给予了良好的心

（62. 5%）。试验组年龄（26. 25±3. 58）岁；婚姻状况：

掌握孕妇的心理状态，帮助孕妇识别导致情绪问题

（65. 0%），中专以下 14 人（35. 0%）；孕周：28 周~30

体的巨大变化、对配偶的满意度等，进而有针对性

39 人（97. 5%），未婚 1 人（2. 5%）；受教育程度：中专

对孕妇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进行专业的干预，

周 ：28 周 ~30 周 15 人（37. 5%），30 周 及 以 上 25 人

理支持。在这样良好的医患关系下能及时准确地

已婚 40 人（100. 0%）；受教育程度：中专及以上 26 人

的因素，如对分娩疼痛的恐惧、社会角色的转变、身

周 19 人（47. 5%），30 周及以上 21 人（52. 5%）。

地进行干预，疏导负性情绪。

2. 2

干预前后孕妇 PHQ-9 和 GAD-7 评分比较

干预前和干预后，两组同组间 PHQ-9 及 GAD-7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5）。干预

前，两组间 PHQ-9 及 GAD-7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 学 意 义（P 均 >0. 05）；干 预 后 ，试 验 组 PHQ-9 及
GAD-7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均<0. 01）。见表 1。
干预前后孕妇 PHQ-9 和 GAD-7 评分比较（x±s，分）

表1

组

别

时

间

对照组

干预前

（n=40）

干预后

试验组

干预前

（n=40）

干预后
t1
P1
t2
P2

PHQ-9 评分

GAD-7 评分

3. 65±1. 35a

3. 38±1. 66a

7. 00±1. 43
6. 95±1. 40

2. 10±1. 34a
0. 158
0. 875
5. 161

<0. 010

7. 18±1. 57
7. 23±1. 29

2. 08±1. 51a
-0. 156

等［18］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心理健康教
育具体实施中存在实施人员资质参差不齐，干预方
式不够系统化、具体化、标准化等问题，且心理健康
教育通常聚焦于孕妇情绪的外在表现，并未对引起
孕妇情绪问题的根源进行探究，多数孕妇更多的是
被动地接受评估、询问、建议和治疗。而长期的正
念训练有助于增强个体大脑前额叶 α 波活动，降低
杏仁核灰质密度，进而对情绪进行调节［19］，减轻妊
娠期间的情绪波动。握冰练习有助于提高孕妇对
疼痛的耐受和阈限值，帮助其适应和应对由宫缩引
起的疼痛，减轻对分娩的焦虑。同时，正念分娩疗
法帮助孕妇建立身心合一的思维模式，提高其心理

<0. 010

形成正念的态度［20］。国内外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正

3. 666

a
干预前两组比较；
t2、P2，
干预后两组比较；
同组干预前后比较，
P<0.05

讨

照 组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均 <0. 01），与 陈 雪

0. 877

注：PHQ-9，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GAD-7，广泛性焦虑量表；t1、P1，

3

干预后试验组 PHQ-9 及 GAD-7 评分均低于对

论

弹性，更加灵活地接纳和处理当下的负性情绪，并
念分娩疗法优于心理健康教育，但 Byrne 等［21］对 18
名孕妇的研究结果显示，正念分娩干预组与对照组
抑郁程度相当，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该研
究样本量太小有关。

女性在妊娠分娩期间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

综上所述，正念分娩疗法可能有助于改善孕妇

和心理应激过程，不仅要面对妊娠问题，还要承受

的焦虑抑郁情绪。本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

由自身角色转变、家庭关系变化、经济收入变化等

小，随访时间较短，可能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带来的冲击，并可能担心婴儿生长发育和新角色适
应等问题［13-14］。若未及时干预，往往容易导致身心
失衡，出现抑郁、烦闷、焦躁等不良情绪。有文献报
道，我国孕产妇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发病率分别
为 58. 03% 和 34. 55%［15］。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也有

心理干预方法被用于改善孕产妇的心理状态，但多
为心理健康教育、行为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等［16］。
本研究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联合正念分
娩疗法对孕妇进行干预，结果表明，两组同组间干预

前后 PHQ-9 及 GAD-7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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