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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适应模式对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身心状态的影响

刘小平,胡秀红,王海英,张礼秀

[摘要]目的:探讨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应用 Roy 适应模式对身心状况的影响。 方法:选取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 80 例,随机分

为常规护理组(对照组)和 Roy 适应模式护理组(干预组)各 40 例。 采用 SF鄄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及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结果:护理干预前,2 组患者的 SF鄄36 生活

质量评估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 SF鄄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P < 0. 01)。 护理干预前,2 组患者的 HAMD 及 HAMA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护理干预后,干预组

患者的 HAMD 及 HAMA 因子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采用 Roy 适应模式对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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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oy adaptation model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pregnancy鄄hypertension disease

LIU Xiao鄄ping,HU Xiu鄄hong,WANG Hai鄄ying,ZHANG Li鄄xiu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Shaoguan,Shaoguan Guangdong 5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Roy adaptation model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pregnancy鄄
hypertension disease(PH). Methods:Eighty patients with P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Roy adaptation model nursing group)(40 cases each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SF鄄36,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respectively.
Results:Befor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 of the scores of SF鄄36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SF鄄36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Befor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factor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HAMD and HAMA factors were lower those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Conclusions: The PH patients intervened with Roy adaptation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pregnancy鄄hypertension disease;quality of life;psychological status;Roy adaptation model

摇 摇 妊娠高血压疾病作为妊娠期特发疾病,多发生

在妊娠 20 周至产后 2 周,患者常合并有蛋白尿、水
肿等临床症状[1]。 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临床表现

主要有头痛、视物模糊、胸闷等,严重时还能引起抽

搐、昏迷,甚至危及母婴的生命[2 - 3]。 Roy 适应模式

是由美国护理学家 Sister Callista Roy 于 1964 年提

出,1970 年正式应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种新型

模式[4]。 本研究通过对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从生

理功能、角色功能、相互依赖及自我概念 4 方面进行

一、二级评估,根据患者的身心状况找出主要刺激及

相关刺激因素给予相应护理干预,取得较满意的效

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

我院妇产科收治的 80 例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妇产科护理学》中妊娠

高血压疾病诊断标准[5]。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各 40 例。 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 22 ~ 35 岁,孕周

24 ~ 39 周;初产妇 24 例,经产妇 16 例,体质量 55 ~
78 kg;病情分级:轻度 22 例,中度 13 例,重度 5 例。
干预组患者年龄 23 ~ 36 岁,孕周 25 ~ 39 周;初产妇

25 例,经产妇 15 例,体质量 56 ~ 79 kg;病情分级:
轻度 23 例,中度 13 例,重度 4 例。 2 组年龄、孕周、
体质量、孕次和病情分级等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 摇 给予患者常规护理,主要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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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指导患者绝对卧床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并遵

医嘱给予低流量低浓度氧气吸入。 维持病房安静,
采用深色窗帘布遮挡,降低病房光照强度,减少对患

者的不良刺激。 入院后口头指导患者多进食高维生

素、富含营养、低钠及低热量的食品。 密切监测生命

体征及体质量的变化,同时注意观察药物治疗的不

良反应。
1. 2. 2摇 干预组摇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患者 Roy 适

应模式护理干预,分别在生理功能、自我概念、角色

概念及相互依赖 4 方面对患者进行一级、二级护理

评估,找出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状况的应激源。 同时

制定相应的护理目标,给予护理干预,并在分娩结束

后 2 周对患者的适应反应作出相应评价。 具体实施

步骤如下。
1. 2. 2. 1摇 生理功能摇 护理问题:患者高蛋白尿、高
血压、头痛、头晕、水肿、恶心、便秘、睡眠状态紊乱、
有发生压疮和窒息的危险。 护理干预:(1)细化饮

食方面健康指导,嘱咐患者家属多烹饪富含高蛋白、
高钾、高钙及低钠食品给患者补充营养,每日摄入优

质蛋白不少于 100 g,食盐控制在 5 g 以内[6]。 多给

患者补充鱼、瘦肉、鸡蛋、鲜奶及新鲜蔬菜瓜果。 必

要时可给患者制定个体化饮食计划表。 (2)安排患

者在较安静的病房内,指导患者选择左侧卧位休息,
尽力将医疗、护理操作集中进行,减少对患者的刺

激。 (3)及时清除患者口腔异物,正确实施口腔护

理,保持患者口腔清洁。 (4)指导患者放轻松,临睡

前喝杯牛奶或听柔缓的轻音乐,以促进睡眠,必要时

遵医嘱给予镇静剂。 (5)做好晨晚间护理,给予患

者使用气垫床,适当抬高双下肢,促进血液回流,减
轻水肿。 (6)保持呼吸道通畅,床头准备开口器和

压舌板,对突发子痫引起抽搐患者急救备用,避免因

舌后坠引起窒息。
1. 2. 2. 2摇 自我概念摇 护理问题:患者知识缺乏、焦
虑、抑郁及自我形象紊乱。 护理干预:(1)加强妊娠

高血压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教会患者学会自我护理

及胎动监测。 嘱咐患者勿刺激乳头,避免引起宫缩

频繁发作,引起不必要的意外危险。 (2)若出现腹

痛或阴道出血,指导患者及时求救于医务人员。
(3)向患者讲解治疗期间所用解痉、降压、镇静药物

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4)使用心电监护仪监测

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加强胎儿监护,发现异常及时

抢救。 (5)加强患者基础护理,根据患者的喜好,为
患者梳妆;协助患者勤更换衣裤,保持床单干净平

整,随脏随换。 (6)护理人员充分理解患者,加强患

者的心理辅导,及时疏导患者的心理问题。 对个别

情绪焦虑、抑郁的患者,应让其宣泄,减少不良心理、
社会应急刺激。 同时,采取移情护理或心理暗示疗

法[7 - 8],帮助患者建立顺利分娩的信心。
1. 2. 2. 3 摇 角色概念 摇 护理问题:患者持家能力障

碍、角色紊乱及性生活形态改变。 护理干预:(1)做
好家属的思想工作,鼓励家属关心患者的病情变化

及心理状态,让其感到被重视和关注。 (2)做好患

者丈夫的思想工作,取得其丈夫的支持。 使其充分

理解患者的处境,与患者沟通时注意语态、表情、姿
势等细节,给予患者更多的关爱。
1. 2. 2. 4 摇 相互依赖 摇 护理问题:患者家庭应对无

效、社交孤立及与感性悲哀。 护理干预:(1)告知患

者及家属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使其有充分的准

备心理接受疾病变化。 (2)做好患者的心理工作,
让其明白此阶段是一特殊阶段,随着胎儿的娩出,很
快就会渡过。 (3)医务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

化,及时发现子痫、抽搐的先兆,并做好紧急处理。
1. 3摇 观察指标 摇 (1)采用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

研制的 SF鄄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

行评价[9]。 此量表共有 9 个维度,分值为 0 ~100 分,
总分 < 70 分表示生活质量低下,70 ~ 80 分表示生活

质量中等, > 80 分表示生活质量好。 (2)根据汉密

顿 抑 郁 量 表 ( HAMD ) 及 汉 密 顿 焦 虑 量 表

(HAMA) [10 - 11],对患者术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
HAMD 共有 17 个项目,分 0 ~ 4 级评分,总分 7 ~
17 分为轻度抑郁,18 ~ 24 分为中度抑郁, > 24 分为

重度抑郁;HAMA 共有 14 个项目,总分 < 7 分为正

常,7 ~ < 17 分为可疑焦虑,17 ~ 24 分为肯定有焦

虑, > 24分为严重焦虑。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摇 2
组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干预组患者干预护理后量表各维度评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2. 2摇 2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HAMD 因子及 HAMA
因子评分比较 摇 2 组患者护理前 HAMD 因子及

HAMA 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患者干预护理后 HAMD 和 HAMA 因子评分均

较干预前明显降低(P < 0. 01)。 干预组患者干预护

理后 HAMD 因子及 HAMA 因子评分均明显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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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2 组患者干预护理前、后 SF鄄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分比较(ni = 40;分)

分组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健康变化 躯体疼痛

干预前(x 依 s)

摇 对照组 61. 13 依 4. 24 61. 33 依 3. 89 56. 32 依 2. 87 62. 17 依 2. 53 63. 33 依 2. 14 61. 14 依 3. 12 60. 51 依 3. 23 58. 95 依 5. 74 63. 28 依 2. 15

摇 干预组 60. 98 依 4. 36 61. 56 依 3. 92 56. 39 依 2. 91 61. 98 依 2. 41 63. 87 依 2. 19 61. 11 依 3. 18 60. 49 依 3. 39 58. 39 依 5. 68 63. 30 依 2. 20

摇 摇 t 0. 16 0. 26 0. 11 0. 34 1. 12 0. 04 0. 03 0. 44 0. 04

摇 摇 P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d 依 sd)

摇 对照组 5. 67 依 0. 43 4. 37 依 1. 99 6. 08 依 2. 56 6. 73 依 3. 92 7. 27 依 3. 75 11. 26 依 5. 34 8. 99 依 3. 31 7. 85 依 1. 23 10. 62 依 4. 48

摇 干预组 17. 82 依 0. 78 20. 74 依 2. 11 17. 91 依 3. 07 18. 92 依 3. 57 22. 93 依 3. 93 27. 59 依 5. 60 25. 11 依 3. 58 21. 41 依 1. 11 23. 50 依 4. 45

摇 摇 t 86. 28 35. 70 18. 72 14. 51 18. 23 13. 35 20. 91 51. 76 12. 90

摇 摇 P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表 2摇 2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HAMD 及 HAMA 因子评分比

较(x 依 s;分)

分组 n
HAMD 因子

摇 干预前摇 摇 摇 干预后(d 依 sd)摇
HAMA 因子

摇 干预前摇 摇 摇 干预后(d 依 sd)摇

对照组 40 35. 80 依 3. 98 - 16. 20 依 0. 43** 30. 80 依 5. 32 - 9. 10 依 1. 76**

干预组 40 36. 20 依 4. 21 - 25. 79 依 0. 87** 30. 30 依 4. 97 - 15. 50 依 1. 69**

t — 0. 44 61. 91 0. 43 16. 59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摇 摇 配对 t 检验:**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妇产科常见的急重症之一,
其发病原因目前尚未明确,但多与子宫胎盘异常、免
疫遗传因素、中枢神经功能紊乱等有关,初产妇、多
胎妊娠及营养不良患者较常见[12]。 此病若不及时治

疗,病情进一步发展,将会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危。
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身心健康

难免不受外在社会舆论、疾病转归的影响。 随着社

会水平的进步,常规的护理措施已满足不了患者的

需求。 Roy 适应模式作为医疗技术的新突破,从患者

的生理功能、自我概念、角色概念及相互依赖 4 方面

进行一级、二级评估,并找出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刺

激因素,提出护理问题后制定相应目标,同时实施相

应护理干预,从而获取具有依据性的评价。 它能较

好提高患者应对能力,最终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帮
助患者顺利渡过和适应特殊期。

本研究采用 Roy 适应模式,针对患者生理功能、
自我概念、角色功能及相互依赖 4 方面刺激因素进

行分析,总结出刺激患者的因素,包含:疾病本身给

患者带来的痛苦;对疾病的预后持有恐惧、焦虑及抑

郁心理;家庭及社会给患者带来的种种不同压力等。
根据各种刺激的来源系统,实施清晰的护理干预,使
患者获得“生理、心理及社会冶多方位的支持,有效帮

助患者逐步适应和渡过了围生期。
本研究采用目前临床上对焦虑状态及抑郁状态

评定应用最为普遍的 HAMD 和 HAMA 量表,能较好

反映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13]。 两量表具有较满意的

应用信度,全国曾用 14 个协作单位联合对其进行检

查,测定信度系数为 0. 88 ~ 0. 99[14]。 本研究结果提

示,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在治疗期间运用了 Roy 适

应模式后,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应用常规护理的患者;
同时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心态,从而使患

者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综上所述,Roy 适应模式能对影响患者的刺激源

进行有效全面的干预,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顺利分娩,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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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穴位按摩对高危新生儿行为能力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影响

蔡荣兰

[摘要]目的:探讨头部穴位按摩对高危新生儿行为能力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的影响。 方法:将足月高危新生儿 156
例随机分为穴位按摩组 80 例和对照组 76 例。 按摩组给予头部穴位按摩结合视听刺激的综合干预方法;对照组仅给予单纯视

听干预。 观察 2 组高危新生儿干预治疗后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NBNA)总评分、行为能力项评分及 BAEP 正常率。 结果:按
摩组干预后 NBNA 总评分、行为能力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BAEP 正常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

论:头部穴位按摩有助于促进高危新生儿脑损伤修复,提高早期行为反应能力,为进一步智能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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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on the behavior ability
and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of high鄄risk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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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on the behavior ability and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BAEP) of high鄄risk neonate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y鄄six full鄄term high鄄risk neona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8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76 cases).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combined with visual stimulation and simple visual interference,respectively. The
total scores of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behavior ability score and normal rate of BAEP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total scores of NBNA,behavior ability score and normal rate of BAEP in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epair of brain damage,and improve early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high risk neonates,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ing intelligent.
[Key words] infant,newborn,disease;neonate;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acupoint massage

摇 摇 高危新生儿是婴幼儿中的特殊群体,其发育障

碍的比例是正常儿的 8 ~ 10 倍[1]。 有研究[2] 显示,
高危新生儿最主要且危害较大的发育风险为智力低

下和脑瘫,严重影响其后期生存质量。早期干预是

预防神经系统并发症,改善预后的重要手段。 视听

丰富环境刺激干预方法在临床应用较广,取得一定

成效,但对脑损伤较重、反应低下或反应过激、易激

惹的患儿,过早给予视听刺激往往效果不佳或产生

不良反应。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科对

80 例重症脑损伤高危新生儿,采用头部穴位按摩为

主、结合视听刺激的方法进行综合干预,收到较好效

果,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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