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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强化健康教育对前置胎盘孕妇情绪状态及保胎结局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新余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62 例前置胎盘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袁
每组各 31 例遥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袁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强化健康教育遥 比较两组孕妇的健康知识掌

握度评分尧情绪状态尧孕妇产后出血量尧新生儿 Apgar 评分及护理满意度遥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孕妇健康知识掌

握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袁焦虑自评量表渊SAS冤尧抑郁自评量表渊SDS冤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
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高于对照组袁孕妇产后出血量少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护理总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强化健康教育对前置胎盘孕妇的健康知识掌握度和情绪状
态有明显改善效果袁有利于改善保胎结局袁减少孕妇产后出血量袁提高护理满意度袁临床应用价值较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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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lacenta previa and the outcome of fetal preserv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2 pregnant women with placenta previa ad鄄
mitted to the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 of Xinyu City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egnant women's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core, emotional state, pregnant women's postpartum hemorrhage, newborn Apgar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鄄
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cores of the obser鄄

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S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pgar score of the newbo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pregnant women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emotion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lacenta previa,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outcome of fetal preserva鄄
tion, reduce the amount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pregnant women,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Pregnant women with placenta previa; Emotional state; The outcome of fetal
preservation

前置胎盘是临床常见的病理性妊娠情况之一袁主

要是指孕妇在怀孕 28 周后胎盘发生异位附着的情

况袁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袁危害较大 遥 临床可将前置
[1]

胎盘分为边缘线尧部分性和完全性三大类遥 一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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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袁阴道大出血是前置胎盘的常见临床表现袁会增
加孕妇失血尧产褥感染尧羊水栓塞的风险袁同时还会造

成胎儿发育不全尧早产尧胎儿窘迫等风险[2]遥现阶段袁对
于前置胎盘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案[3]遥有专家指出袁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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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孕妇往往因情绪紧张而无理由阴道出血入院袁对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强化健康教育遥 淤建

母婴均不利袁因此开展有效的护理干预对孕妇进行健

档和评估遥 调查孕妇的学历尧性格尧对健康知识的了解

康教育袁积极改善孕妇的心理状况有利于改善孕妇的

度尧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度等基本资料袁对学习和理

各方面状况袁对提高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4-5]遥 新余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强化健康教育对前置胎盘孕妇
情绪状态及保胎结局的影响研究袁现报道如下遥

解能力等进行评估袁为健康教育方案的拟定提供依据遥

于成立强化健康教育小组尧拟定人性化强化健康教育

方案遥 由产科护士长任组长袁多名专科护士组成强化
健康教育小组袁针对调查和评估结果为不同孕妇制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新余市妇幼保

健院收治的 62 例前置胎盘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袁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31 例遥
纳入标准院 淤经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前置胎盘者曰

于在我院住院接受干预者曰盂认知功能尧交流沟通尧理

针对性的强化健康教育方案遥 盂强化健康教育方案开
展遥 通过发放健康知识手册尧巡房时一对一讲解尧组织
小课堂讲座尧组间微信交流群等多种形式对孕妇开展
健康教育袁重点通过孕妇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途径帮助
其逐步掌握孕期的自我护理知识袁 学会自查胎动袁提
高健康意识尧遵医行为和治疗信心袁配合护理人员完
成各项护理操作和自我心理调节袁 从而保证安全分

解能力均正常者曰榆无其他妊娠期并发症者曰虞签署

娩遥榆定期随访遥通过电话或微信进行每周1 次的随

知情同意书者遥 排除标准院淤有痛性流血等异常症状

访袁孕妇分娩后袁还需要做好出院指导遥

者曰于高危妊娠孕妇曰盂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曰榆有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精神疾病或依从性很差者曰虞中途退出本研究者遥 对

比较两组孕妇的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尧情绪状态尧

照组年龄 24耀38 岁袁平均渊27.11依4.26冤岁曰产妇类型院

孕妇产后出血量尧新生儿 Apgar 评分尧护理满意度遥

置胎盘 4 例袁边缘性前置胎盘 19 例袁完全性前置胎盘

包括 20 项涉及母婴健康知识的选择题袁每一项分值

初产妇 13 例袁经产妇 18 例曰前置胎盘类型院低置性前
8 例曰文化程度院初中及以下 6 例袁高中及中专 7 例袁

大专及以上 18 例遥 观察组年龄 25耀38 岁袁平均渊26.87依
4.88冤岁曰产妇类型院初产妇 14 例袁经产妇 17 例曰前置
胎盘类型院低置性前置胎盘 5 例袁边缘性前置胎盘

18 例袁完全性前置胎盘 8 例曰文化程度院初中及以下

7 例袁高中及中专 7 例袁大专及以上 17 例遥 两组孕妇
的年龄尧前置胎盘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本研究经新余市妇幼
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遥
1.2 方法
基础治疗院硝苯地平片渊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

1.3.1 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 使用我院自制问卷袁内容
为 5 分袁总分为 100 分袁通过产妇自主作答袁获得最终
评分袁评分越高表示健康知识掌握度越高遥

1.3.2 情绪状态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渊SAS冤尧抑郁自评
量表渊SDS冤评估 [6]遥 SAS 评分总分约50 分为正常袁50耀
60 分为轻度袁61耀70 分为中度袁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遥

SDS 评分总分约53 分为正常袁54耀62 分为轻度袁63耀

72 分为中度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遥 评分越低表示
焦虑或抑郁症状越轻遥

1.3.3 孕妇产后出血量 容积法配合面积法计算出血量遥

1.3.4 新生儿 Apgar 评分 在胎儿娩出后袁根据新生儿
出生后的皮肤颜色尧心率尧呼吸尧肌张力及对外界的刺

有限公司袁生产批号院1905262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激袁一共五项袁对新生儿进行评分袁其评分分值范围为

生产批号院1906171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33021961冤

则表明新生儿存在轻度的窒息情况遥分值越高袁新生儿

H37022634冤口服尧硫酸镁渊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袁
静脉滴注袁从而抑制宫缩袁延长孕龄遥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遥 对孕妇进行母婴监护尧饮
食指导等袁告知孕妇遵医嘱治疗的重要性袁要按时检
查袁按时遵医嘱用药袁密切观察孕妇的生命体征袁观察
胎心状况曰指导孕妇家属为孕妇准备有营养的食物袁
包括高蛋白质尧维生素尧铁离子等营养丰富的食物袁还
需要摄入足够量的纤维素袁避免发生便秘曰指导孕妇
适当活动袁减少血栓情况的发生曰向孕妇讲解相关健
康知识袁使孕妇意识到积极配合治疗的重要性曰予以
一定的人文关怀改善其情绪状态遥

7耀10 分时袁则表明新生儿正常袁评分为7 分以下时袁
分娩质量越好[7]遥

1.3.5 护理满意度 使用我院自制问卷袁内容包括 20 个
项目袁涉及产妇对于护理技能尧护理态度尧护理效果尧
护理环境等方面袁每一项分值为 5 分袁总分为 100 分袁

通过产妇自主作答袁获得最终评分袁90 分及以上为满

意袁分值范围为 80耀约90 分为一般满意袁80 分以下为
不满意遥 总满意度=渊满意+一般满意冤 例数/总例数伊
100%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袁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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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尧SAS 评分尧SD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观察组

31

对照组
t值

31

SAS 评分

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67.52依8.93

90.14依5.62

0.393

14.355

68.15依8.98

75.65依6.17

跃0.05

P值

t值

P值

4.650

约0.05

14.103 约0.01

干预前

干预后

64.29依5.11

30.15依3.14

0.872

40.677

65.09依6.24

约0.01

53.09依4.29

跃0.05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

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
2

t值

37.198
10.707

P值

干预前

SDS 评分

干预后

约0.01 71.99依4.54 34.79依4.58
约0.05 72.25依4.89 54.09依5.11

约0.01

0.319

跃0.05

23.462

t值

45.621
20.677

P值

约0.01
约0.01

约0.01

宫内膜受损袁在受精卵植入子宫蜕膜时血液供给不足袁
使得胎盘面积扩大伸展到子宫下段袁为了获得足够的

学意义遥

营养从而发生前置胎盘曰 于当受精卵抵达子宫腔时袁

2 结果

研究认为袁吸烟及毒品影响子宫胎盘供血袁胎盘为了

其滋养层发育迟缓袁最终引发前置胎盘[9-10]遥 也有学者

2.1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尧SAS 评分尧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孕妇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尧SAS 评
分尧SD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干预
后两组孕妇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高于本组干预前袁

SAS 评分尧SDS 评分低于本组干预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

获得足够的氧供而扩大面积袁形成前置胎盘 [11]遥 无论
哪种因素造成前置胎盘袁都是一种严重的妊娠期并发

症袁积极的干预袁促进孕龄的增加袁提高胎儿的分娩质
量袁是十分必要的[12]遥

强化健康教育不仅对孕妇的心理方面起到一个

意义渊P约0.05冤曰干预后观察组孕妇健康知识掌握度评

反馈效果袁还能及时了解孕妇的状况袁从而及时调整

分高于对照组袁SAS 评分尧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袁差异

健康教育方案袁使得强化健康教育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袁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孕妇产后出血量尧新生儿 Apgar 评分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高于对照组袁孕妇产后

出血量少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
表 2遥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n

孕妇产后出血量渊mL冤

新生儿 Apgar 评分渊分冤

31

698.45依30.15

8.12依0.29

31

500.11依25.49
15.684

9.88依0.31
12.345

约0.01

P值

约0.01

组的 70.97%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n

字2 值

31
31

满意

18渊58.06冤
12渊38.71冤

一般满意

12渊38.71冤
10渊32.26冤

不满意

1渊3.23冤

总满意

30渊96.77冤

9渊29.03冤 22渊70.97冤
7.154

约0.01

P值

化健康教育袁使得护患关系得到改善袁减轻了孕妇的
恐惧心理袁改善了孕妇的思维模式袁减轻了孕妇对于
阴道出血等情况的焦虑尧抑郁心理遥 郑彩霞等[18]的研
究也证实袁在前置胎盘孕妇妊娠期开展健康教育有利
于调控其情绪状态袁从思想意识方面提高配合度袁有利

验袁在临床上开展了强化健康教育袁效果良好遥 本研究
结果显示袁干预后观察组孕妇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高
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对前置胎盘孕妇开展强化健
康教育袁可以使得孕妇对于疾病有足够的认识袁从而

表 3 两组孕妇护理满意度比较[n渊%冤]

对照组

健康行为等方面有积极作用袁有利于改善母婴结局[15-16]遥

改善了新生儿预后遥 我院在此方面也积累了较多经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96.77%袁明显高于对照

观察组

效的健康教育策略在保持孕妇良好的妊娠心态尧坚持

于保胎工作的顺利开展袁极大地降低了产妇并发症袁

2.3 两组孕妇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指出袁前置胎盘孕妇对健康教育的需求度较高袁采取有

白洋 [17]的研究指出袁在孕妇没有住院的期间袁通过强

表 2 两组孕妇产后出血量尧新生儿 Apgar 评分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促进健康教育效果的提高[13-14]遥 国内部分研究报道也

3 讨论

提高自我护理能力遥 而干预后观察组孕妇 SAS 评分尧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观察组孕妇情绪

状况控制较好遥 另外袁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孕妇产后出血量少

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通过强化健康教育袁有利于
分娩质量的提高袁同时也改善了新生儿预后遥 强化健

前置胎盘是常见妊娠并发症袁严重时会造成胎儿

康教育有利于前置胎盘孕妇情绪状态的改善袁并可以

发育迟缓尧胎儿窘迫等情况[8]遥 前置胎盘的发病原因复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保胎结局袁临床意义显著遥 本研究

杂袁一般认为前置胎盘的发病与以下因素有关院淤孕

结果显示袁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

妇多次妊娠尧多次人工流产以及多次刮宫等袁使得子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提示从总体来看袁产妇对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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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adaptation score vs. Apgar院Newborn assessment

化健康教育的干预效果较认可遥 强化健康教育在很多

and predictive ability[J].J Perinatol袁2018袁38渊11冤院1476-

方面改善了产妇的产后出血情况袁改善了保胎结局袁
提高了护理满意度袁也利于护患关系的和谐相处遥 彭
[19]

新卉 对于前置胎盘孕妇进行研究袁其通过针对性护

[8]

理干预袁分析了对于孕妇实施剖宫产术后下肢深静脉
血栓渊DVT冤发生风险的影响袁结果显示袁通过针对性

护理干预袁可以全面提高 CPP 孕妇自我护理能力袁降
低下肢 DVT 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袁有利于促进产妇
的术后恢复袁进而提高护理满意度遥 杨晓燕[20]探讨了

期待疗法在前置胎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袁 结果显示袁
其干预效果较好袁能够改善分娩结局遥 本研究则是从
健康教育的角度入手袁通过对前置胎盘孕妇实施必要
的强化健康教育袁使得产妇在各个方面获得全面的护
理指导袁从而起到一个较好的护理效果遥本研究中产妇
的干预效果获得了明显的提高遥
综上所述袁强化健康教育对前置胎盘孕妇健康知
识掌握度和情绪状态有明显改善效果袁有利于改善保
胎结局袁减少孕妇产后出血量袁提高了护理满意度袁临
床应用价值较高遥

[9]

1482.

冯苗倩袁黄伟袁肖英袁等.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凶险性前置
胎盘剖宫产患者母婴结局的影响[J].中国当代医药袁
2019袁26渊25冤院208-210.

黄敏袁朱莲英.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发生凶险性前置胎
盘的原因分析[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袁2019袁36渊8冤院13391341.

[10] 刘静袁郝丽英.凶险性前置胎盘诊治研究进展[J].中国
医药袁2018袁13渊1冤院158-160.

[11] 肖雪梅.综合护理干预对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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