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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护理中ROY适应模式的价值探析

王燕朋 、 郭雅明 

【摘要】目的　探讨 Roy 适应模式护理干预方法在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收治 100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

组（n=50）与研究组（n=50），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基于 Roy 适应模式予以护理干预。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17 汉尔密顿抑郁评分、Zung 抑郁量表评分、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评

价指数情况。结果　研究组患者经干预后 HAMD-17 评分、Zung-SDS 评分均显著降低（P< 0.05）；研

究组干预后 HAMD-17 评分、Zung-SDS 评分对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 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PSQI

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于产后抑郁症患者临床予以 Roy 适应护理

模式能有效改善患者心理适应状态与改善睡眠质量，并可消除患者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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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ROY Adaptation Model in Postpartum Depression Nursing 
　　WANG Yanpeng，GUO Yaming. The Rongkang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Luoyang 47101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Roy's adap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ostpar-

tum depres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50）
and research group（n=50）.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while patients in research group 

were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Roy adaptation model. The HAMD-17 Hamilton Depression Score，Zung De-

pression Scale Score and PSQI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Assessment Index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AMD-17 score and Zung-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P<0.05）. The HAMD-17 score and Zung-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SQI sleep quality index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lusion　Roy's adaptive nurs-

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can eliminat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Key words】Postpartum depression；Nursing intervention；ROY adaptation mode；Sleep quality；Clinical value

产后抑郁是指一类发生于产妇产褥期的抑郁障

碍，发生率较高 ［1-3］。对产妇产妇的身心健康、母婴

感情和社会功能等均造成严重影响，临床上需要重

视 ［4-6］。Roy 理论是一种“人是涵盖心理、生物及社

会属性的一个整体适应系统”的护理干预方法，本研

究主要以探讨 Roy 适应模式护理干预方法在产后抑

郁症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收治 100 例

产后抑郁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

为对照组（n=50）与研究组（n=50）。纳入产妇产后

抑郁症判断均依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对抑

郁症的诊断，且 HAMD-17 汉尔密顿抑郁评分表≥

[ 作者工作单位 ] 河南省洛阳荣康医院（洛阳，471013）。

[ 第一作者简介 ] 王燕朋（1977.04-），女，河南洛阳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精神心理护理。

[ 通讯作者 ] 王燕朋 (Email: lht-1618@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 933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17 分。对照组纳入患者年龄范围 21~36 岁，平均年

龄（24.9±3.1）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29 例、大

专及以上 21 例；研究组纳入患者年龄范围 22~36 岁，

平均年龄（25.3±3.2）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31
例、大专及以上 1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未见

明显差异，研究内容经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并批准

实施，产妇入组前均签署知情权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测、

心理疏导、健康宣教，予以舍曲林口服治疗，以

50~150mg/d，持续治疗 14d；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护

理基础上结合 Roy 适应模式予以护理干预，具体包

括：（1）护理评估：分为一、二级评估，在一级评估

中，护理人员通过沟通与患者建立起良好护 - 患关

系，对患者家庭、生活经历、工作及个性等评估，

熟悉患者病史，并全面了解患者产后抑郁症发病前

状况。在二级评估中，通过对影响患者的相关刺激

与固有刺激进行评估，明确引发产后抑郁症患者原

因，评估护理问题，Roy 适应模式认为，人对于刺激

反应主要通过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生理功能以及

依赖等 4 种适应形式表现，依据 4 个适应形式进行护

理干预；（2）生理功能适应：在产妇分娩中，产妇体

内的内分泌环境发生变化，尤其在产妇产后 24h 内，

其体内的激素水平发生急剧变化，该改变可能导致

发生产后抑郁症。Roy 护理要求护理人员为产妇创

造一个安静且舒适的病房环境，限制探访人员，同

时根据产妇身体状况、饮食喜好等，为产妇搭配设

计饮食内容，确保产后对营养与能量摄入充足。同

时予以产妇心理治疗与曲舍林（口服，50～150mg/d，

持续治疗 14d）对症支持治疗，矫正产妇存在的负性

心理 - 社会问题，指导产妇产后适当进行锻炼恢复、

注意个人营养与睡眠质量；（3）自我概念护理：产后

抑郁症的发生对象常见以自我为中心、敏感、情绪

不稳定、固执、好强、保守、社交能力差、内倾性

格人群。Roy 护理要求护理人员根据产妇个性特点，

针对性进行心理指导，使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及负性情绪带来的不良预后，协助产妇改正其认知

偏差，通过引导宣泄法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协助产

妇应对心理方面的孤立感、无助感与失控情绪，使

产妇掌握自我概念，增强自我认知［7］；（4）角色功能

护理：产后抑郁症产妇往往对母亲这一角色感到不适

应，应使其正确面对照料婴儿的现实［8-9］。护理人员

主动与产妇进行交流，倾听其关于成为母亲的想法

与感受，通过予以任务式角色建立，协助产妇尽快

认同并适应其母亲的角色；（5）依赖护理：护理人员

鼓励患者家属主动关心与探视患者，主动与产妇进

行交谈，为产妇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气氛，播放悦

耳、轻松的音乐舒缓产妇情绪，使对其紧张、抑郁、

心境不良等负性心理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使产妇主

动向医护人员进行倾诉并主动寻求帮助，从而使产

妇心理释放，协助其建立起个人生活目标，是产妇

适应产后生活。两组患者均予以持续干预 14d。

1.3　观察指标

观 察 对 比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前 与 干 预 后 1 4 d 的

HAMD-17 汉尔密顿抑郁评分、Zung 抑郁量表评分、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评价指数情况。HAMD-17 评

分表包括 17 条目，单条目评分 1-4 分，以评分越高

表示患者抑郁程度相对越严重；SDS 量表评分包括

20 条目，单条目评分 1-4 分，以评分越高表示患者

抑郁程度相对越严重；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评价指

数包括 19 个自评条目与 5 个综合评价条目，总分范

围 0-21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睡眠质量相对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对

各评分量表数据均以均值 ± 标准差描述，数据两两

对比行 t 值检验，以 P<0.05 表示对比存在明显差异。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HAMD-17 评分情况对

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 HAMD-17 评分对比未见明

显差异（P>0 .05）；干预后研究组、对照组患者

HAMD-17 评分相比干预前明显降低（P<0.05）；干预

后研究组患者 HAMD-17 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

（P<0.05），见下表 1。
表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HAMD-17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50 23.24±3.72 20.12±2.78 4.751 <0.05

研究组 50 22.92±3.91 6.92±1.03 23.582 <0.05

t - 0.419 31.483 -

P - >0.05 <0.05

2.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Zung-SDS 评分情况

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 Zung-SDS 评分对比未见明显差

异（P>0.05）；干预后研究组、对照组患者 Zung-SDS

评分相比干预前明显降低（P<0.05）；干预后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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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一类严重损害产妇身心健康并影

响婴儿的产后疾病［10］。若不及时进行治疗干预，会

造成严重后果。研究发现，对产后抑郁症患者予以

针对性护理干预可增加治疗效果，利于患者产后的

身心康复［11-12］。本研究主要以应用 Roy 适应模式对

产后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Roy 理论核心为“人

是涵盖心理、生物及社会属性的一个整体适应系

统”，Roy 适应护理模式需要从整体性的观点出发，

不断与患者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

以此促进患者自身适应性反应并避免无效性反应。

因此，在 Roy 适应护理模式中护理人员应发挥其积

极主导作用，护理过程强调以人（患者）为护理中心

进行护理；同时，通过 Roy 适应模式可调动护理人

员护理过程中的服务意识，促进护 - 患双方对护理

干预的工作与配合积极性，从而促进医 - 护 - 患关

系和谐，充分提高产后抑郁症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以此改善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加速产后康复。

本研究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基于

Roy 适应模式予以护理干预，对研究组患者的 ROY

适应模式护理中，先对患者进行一、二级评估，通

过生理功能、角色功能、自我概念与依赖 4 种适应

方式依次进行针对性护理［13-14］。针对生理功能方面

以改善患者生存生理需要经自我概念护理提高患者

适应性行为，角色功能护理使患者对其即将扮演的

母亲角色，再结合予以家庭支持，多方面改善患者

情绪，提高其治疗积极性。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经

干预后 HAMD-17 评分、Zung-SDS 评分均显著降低，

对比对照组明显更低，且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PSQI 睡

眠质量指数评分均显著由于对照组。上述结果表明，

Roy 适应模式对于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

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产后抑郁症患者临床予以 Roy

适应护理模式能有效改善患者心理适应状态与改善

睡眠质量，并可消除患者抑郁症状。但影响产后抑郁

预后的因素很多，包括对药物治疗的反应，病前性

格、社会支持等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上述因素

的影响。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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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Zung-SDS 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

见下表 2。

2.3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PSQI 睡眠质量指数评

分情况对比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PSQI 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均显

著由于对照组（P<0.05），见下表 3。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Zung-SDS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50 58.33±3.65 52.02±4.37 7.836 <0.05

研究组 50 58.26±3.97 46.53±3.97 14.792 <0.05

t - 0.092 6.575 -

P - >0.05 <0.05

表3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PSQI睡眠质量指数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睡眠质量 睡眠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药物应用 日间功能 总评分

对照组 2.25±0.41 2.51±0.47 2.42±0.33 2.35±0.54 1.09±0.28 1.16±0.35 0.98±0.19 12.42±2.88

研究组 1.59±0.43 1.72±0.48 1.67±0.40 1.42±0.58 0.58±0.25 0.58±0.20 0.42±0.09 7.79±1.62

T 7.855 8.315 10.227 8.298 9.607 10.174 18.835 9.90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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