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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阶段工作总结报告 

 

各项目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探索开展抑郁症老年痴呆防治

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精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与协会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共同开展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

目，并于 2021 年 3月 10日发布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实施方

案；4 月 8日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暨培训会；8 月 10 日进行了项目阶段

性总结。 

自项目启动以来，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积极响应。通过多方努力与

积极配合，达成了初步共识，通过对不同孕期孕产妇进行了筛查，形

成了 1808 份有效测评报告及筛后干预效果评价。 

为了让更多项目单位很好总结，推动和开展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

目，现将《智孕帮筛查系统数据分析报告》全面、详尽、科学、真实

的反应了初期开展工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现印发给各项目单位，

希望认真组织学习，为明年更好的开展相关方面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附件：“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系统”数据分析报告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11 月 25 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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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系统”数据分析报告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的有关要求,以及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探索开展抑郁症

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精神，针对孕产期抑郁症开展筛

查防治工作，减少其患病率上升趋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与协会妇女

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共同开展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于 2021年 3 月 10 日发布了“中妇幼便函[2021]47 号《孕

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实施方案”；2021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项目启

动会暨项目培训会；2021 年 8月 10 日召开了项目阶段性总结会。 

自项目启动以来，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积极响应，40 多个机构在

规定时间内报名申请了项目试用。通过多方努力与积极配合，达成了

初步共识，确定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增补专家名单(10 人)、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系统在线客服专家名单（12 人），筛

选了 16 个妇幼保健机构安装筛查系统。截止到 8 月 10 日项目阶段性

总结会之前，有 10 个项目单位参与了初步探索与工作，通过系统对

该 10个项目单位的不同孕产期的 2000例孕产妇进行了筛查，形成了

1808份有效测评报告。现根据项目阶段性总结会中，全国 10个项目

单位的项目小结，对 1808 份有效测评报告进行数据分析及筛后干预

效果评价。 

一、项目目标 

（一）将孕产期心理健康和抑郁症防治知识作为孕妇学校必备科

普宣教内容，提高知晓率和防治意识。 

（二）项目单位成立孕产期心理健康咨询门诊，将孕产期抑郁症

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并进行孕期和产后追踪。 

（三）开展孕产期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或远程会诊的形式，为孕

产期妇女提供咨询服务和对筛查可疑者，进一步转诊到专科医院就诊。 

（四）提升广大孕产妇对抑郁症的认识、重视程度，及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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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就医。 

（五）利用 AI 智能心理健康检测与分析测评系统，通过心理健

康筛查，及早发现(评估)孕产妇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进行临床疏导

与干预，必要时到专科门诊进行诊断治疗，为孕产妇及胎儿的健康保

驾护航。 

 

二、项目试用对象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项目》专家组对提交项目试用申请的 40 多

个机构进行系统地、全面地评估，根据其区域代表性、机构领导重视

程度等条件，最终确定了首批通过筛选的 16 个妇幼保健机构。截止

到项目阶段性总结会前，共有 10 个项目单位开展了项目服务，另外

6 个项目单位因审批流程进度等原因,未能在项目阶段性总结会前开

展工作，后续项目将陆续进行。 

本次开展项目的 10个项目单位有 2个省级、6 个地市级、2 个县

级妇幼保健机构，他们分别是：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北京妇幼保健院、

甘肃省天水市妇幼保健院、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山东省聊城市东

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辽宁省沈阳市妇婴

医院、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山东省东明县妇幼保健院、山东省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按照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产后三天及产后四十二天五个阶

段筛查分析，共收到 1808 份有效案例报告，案例中的孕产妇既往无

心理疾患，未使用过影响精神类药物，无严重躯体疾病。 

 

三、项目测评方法 

采用心理测验法，依据 在线系统实时提供的临床综合筛查量表，

对孕产妇的一般情况、妊娠压力、社会支持系统、情绪状态和焦虑抑

郁程度等进行系统评估。 

通过孕产期各项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问卷 PHQ-9量表、抑郁

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妊娠压力量表、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SSRS）等量表，对孕产妇在孕产期不同阶段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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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评分析，最后通过 AI 云计算对孕产妇发生焦虑及抑郁情绪的

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并为筛查出有明显抑郁情绪的孕产妇，提供具体

的评测结果以及相应的建议和指导。 

 

四、项目测评结果 

 

1808例孕产妇筛查中： 

1.正常者 1153 例，占 63.77%。其中孕早期 224 例，孕中期 295

例，孕晚期 353例，产后三天者 115例，产后四十二天 166 例。 

2.疑似轻度抑郁者 469 例，占 25.94%。其中孕早期 141 例，孕

中期 131例，孕晚期 128 例，产后三天者 12例，产后四十二天 57 例。 

3.疑似中度抑郁者 103 例，占 5.7%。其中孕早期 32例，孕中期

27 例，孕晚期 27 例，产后三天者 3例，产后四十二天 1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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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疑似中重度抑郁者 64例，占 3.54%。其中孕早期 20例，孕中

期 19例，孕晚期 7例，产后三天者 5例，产后四十二天 13 例。 

5.疑似重度抑郁者 19 例，占 1.05%。其中孕早期 4 例，孕中期 0

例，孕晚期 3 例，产后三天者 9 例，产后四十二天 3例。 

 

五、项目测评结果分析 

1.正常者中，孕中、晚期人数占比较多，产后三天、42 天占比

较少。孕中、晚期孕妇情绪波动相比孕早期及产后产妇较为平稳。 

2.疑似轻度抑郁者中，孕期占比较多，孕期各阶段占比持平，产

后 42天、产后 3 天占比较少。 

3.疑似中度抑郁者与疑似轻度抑郁者各阶段人数占比相似，孕期

占比较多，孕期各阶段占比持平，产后 3 天、产后 42 天占比较少。 

4.疑似中重度抑郁者中，孕早期和孕中期占比较多，孕晚期、产

后 3 天、产后 42 天占比较少。 

样本数：103例 样本数：64 例 

样本数：1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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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疑似重度抑郁者中无孕中期者，产后三天者占比较大，产后三

天者出现抑郁情绪时症状比其他阶段要重。 

 

六、影响孕产期抑郁问题的基础原因 

项目单位通过筛查统计，归纳了以下影响孕产期抑郁问题的基础

原因： 

1.婚姻家庭关系问题（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原生家庭） 

2.过度担忧宝宝健康（其中辅助生殖授孕者更为显著，与孕期其

他检查结果相关） 

3.经济压力 

4.夫妻两地分居 

5.意外怀孕（没做好成为妈妈的心理准备） 

6.孕期畸形引产 

7.早孕反应 

8.缺乏社会支持等。 

其中，婚姻家庭关系的情况是影响孕产妇抑郁问题的一大重要因

素，通过统计调查发现，筛查报告正常者 1153 人中，有 30 人婚姻满

意度填写有些不满和非常不满，占比 2.6%。其余 655 例异常报告中，

有 51人婚姻满意度填写有些不满和非常不满，占异常报告的 7.79%，

其中 19 人疑似轻度抑郁，32 人疑似中、疑似中重、疑似重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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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满意度与孕产期抑郁情绪轻重呈负相关关系。家庭作为社会

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的情感和物质支持可提升产妇

的自尊水平，对孕产期孕妇在各阶段的紧张和压力起着舒缓的作用，

同时对孕产妇情绪的调节也具有重要意义。 

 

七、项目开展的形式 

项目单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参照项目目标，克服了各

种困难与干扰，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资源、条件，采取了以下形式开

展项目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一）项目单位对产科医护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提高了项目单位产科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保健水平，以及对孕产

妇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告知所有来机构产检和分娩的孕产妇，

孕产期心理健康测评的重要性，以产科门诊医生介绍，门诊护士辅助，

引导孕产妇先签订知情同意书，再协助孕产妇进行在线系统（平台）

心理健康评估。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为产科医护人员展开心理保健继续教育 

 

（二）项目单位在孕妇学校开展了心理健康宣教课程。 

提高了孕产妇自身及家属对孕产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加

强了孕产妇参与筛查的主动性。 

甘肃天水市妇幼保健院，特邀心理科专家为孕产妇及家属开展心

理健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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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课程，根据孕产妇

预产期划分听课对象，每月每场听课人数 100---500人不等，课题包

括“孕产期抑郁症防治”、“科学坐月子——产后心理调适”等。 

线上课程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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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课件截图 



- 10 -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在母亲节开展孕产妇心理健康云课堂,下图为

孕妇学校线下开展的孕产妇心理宣教课程，在线孕妇学校的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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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通过心理软件公布了线上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为孕产妇提

供济南市心理援助热线和全国各地区有影响力的心理热线电话。 

通过专业系统的学习，孕产妇的反馈 

 

（三）建立了孕产期心理筛查微信群。 



- 12 - 
 

孕产妇在答题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群里直接反映，项目

单位成立的项目小组成员直接在微信给予及时的问题解决，确保项目

有序有效顺畅地进行，同时也扩大了宣传面，使得更多的孕产妇越来

越重视孕期及产后心理健康问题。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建立的孕产期心理筛查微信群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孕产期心理筛查微信群的互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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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科门诊与精神科、心理科协同工作，建立转诊制度，为

筛查出异常报告的孕产妇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咨询，并备案建档，

追踪随访。 

产科门诊医生对筛查疑似轻度、疑似中度、疑似中重度、疑似

重度抑郁的孕产妇第一时间向精神科转介，由精神科医生做鉴别诊断。

其中诊断轻度抑郁倾向的，精神科医生为她们制定治疗方案，并与心

理科达成合作、转介，心理科接收转介的孕产妇，进行一对一心理评

估，使用心理沙盘、OH卡牌、房树人测试、生物反馈仪等技术进行

辅助性咨询，确诊抑郁症的孕产妇由精神科进一步系统治疗。 

山东省安丘市妇幼保健院每周组织参与项目运行的科室一起交

流产科门诊项目开展遇到的问题以及平台使用遇到的问题，2015 年

开设了心理健康门诊，他们为经精神科筛查轻度抑郁倾向的孕产妇心

理干预，邀请孕产妇及家属一起做心理咨询，一周后电话回访邀请复

诊，通过不懈的努力，接受心理咨询的孕产妇的心理状况都有了明显

好转。  

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心理科门诊与山东省、济南市精神卫

生中心合作，为筛查轻度抑郁倾向的孕产妇开展心理咨询，项目开展

后，截止到 2021 年 9 月，共为 131名孕产妇进行了孕产期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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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在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帮助后，对项目单位的感谢、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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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筛查系统为孕产妇提供了便捷的一对一在线心理咨询。 

参与筛查的孕产妇除了在线下精神科、心理科得到专业的服务以

外，筛查系统的在线平台也为孕产妇提供了线上心理咨询。项目专家

组张晓斌教授牵头担任系统平台的咨询工作，为所有线上求助的孕产

妇进行精神科鉴别诊断，对诊断轻度抑郁倾向，未构成抑郁症的孕产

妇进行线上心理咨询；诊断抑郁症的或抑郁症可能的，转线下医疗机

构的精神科，精神科医生面对面鉴别诊断，并根据孕产妇具 

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必要时给予药物治疗。截止到项目

总结会之前，共接受 25 例轻度抑郁倾向孕产妇的线上咨询，主要咨

询问题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1.担心胎儿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初产妇。建议孕产妇做好充分的

产检，保持健康的心态，杜绝一些不正确的生活方式，以消除对胎儿

健康的影响。 

2.对筛查出疑似轻度抑郁过分担忧。建议她们做好适当的放松，

做好分娩的准备工作，劳逸结合，学会对不良情绪的倾诉是很重要的。 

3.睡眠不好，评估部分孕产妇由妊娠压力过大引起的睡眠问题，

针对其压力量表进行分析，找出压力源，教会她们应对压力的基本方

式，引导她们适当做些睡前放松训练，也可在睡前用热水泡脚、饮用

牛奶等。 

项目组专家对平台咨询的孕产妇进行后续随访，询问干预的问题

是否得到改善，或有无出现新的问题。对一些有需要的孕产妇提供及

时有效的转诊和介入。 

 

八、项目开展中各项目单位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孕产妇及家属对孕产期心理健康的重视度不够 

孕产妇及家属缺乏心理健康意识，排斥“抑郁”字眼，部分孕产

妇不愿配合筛查，反映填写较为繁琐，因此有些在项目单位做筛查的

孕产妇多数是由孕产科门诊评估有抑郁倾向才进行筛查，无法做到整

体筛查，筛查数据并不能代表本地区普遍水平。 

（二）项目单位各科之间对孕产期心理保健重视程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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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科医生与精神科、心理科工作人员相比，对孕产妇心理健康

状况重视不够，对项目实施的重视程度不一，积极性、主动性欠佳，

开展项目工作时存在阻力。 

（三）项目单位的精神卫生、心理咨询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 

未设立精神科和心理科的项目单位反映，对孕产妇的筛后治疗和

咨询欠缺，单位缺乏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干预和指导，筛查异

常报告的孕产妇建议转诊精神科鉴别诊断，但部分孕产妇自身及家属

不重视，部分孕产妇认为这只是受孕期产后单纯的激素影响，妊娠结

束就好，并未及时就医。 

 

九、项目应用前景和规划 

经过了 4个月的项目开展，平台筛查出了 655 例测评异常的孕产

妇，通过精神卫生机构的诊断和治疗、心理科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平

台专家线上咨询、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教等多种方式，为她们提供了

及时有效的干预和疏导，避免了大量孕产期危机事件的发生，准确、

快速地识别了孕产妇早期的情绪问题，找到了抑郁问题可能的基础原

因，为后期配合治疗做了准备，使她们顺利、健康地度过整个孕期及

哺乳期。 

项目开展以来，通过多方努力和积极配合，孕产期抑郁症筛查得

到了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初步统计了孕产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影响

因素，显现出了项目开展的重要性。项目阶段性总结会中，项目专家

组成员对项目单位汇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于小千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

玲副秘书长做了项目总结与分析，对项目开展的成果及参与项目开展

的项目单位、专家成员、系统（平台）的研发单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提出下一步的希望和要求。现阶段，申请项目试用的其余 30 家项

目单位也已陆续进行项目应用，计划从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12月，

项目将由全国妇幼专科医院向全国综合性医院推广应用，2022 年 12

月后向全国公立和私立医院全面推广应用，为更多的孕产妇提供专业

系统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