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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地区新农合制度下精神疾病患者生存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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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地区新农合制度下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状况。方法　采用问

卷调查方法，对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生存质量调查分析，使用 Epidate�.0 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低于非新农合精神疾病患

者生存质量；新农合组的生理领域、社会领域及家庭领域评分均低于非新农合组。不同类型新农合

精神疾病比较显示各型精神疾病在心理领域、社会领域、家庭领域及总的生存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

应激障碍生存质量较高，而精神分裂症患者较低。结论　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整体较低，

应提高新农合对精神疾病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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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ease in Urumqi area under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CHEN Xia，XU Bin，YAN Jinghong，et al.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Xinjiang Medi-
cal University，Wulumuqi 83001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ease under the new rural co-

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 Urumqi. Method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

tients with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using the Epidate5.0 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input data，using SPSS20.0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psychiatric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and the physiological 

field，social field and family field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coopera-

tive medical system. Different types of mental illness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each type of mental 

illness in the psychological domain，social domain，the field of family and the total quality of life，stress disorder pa-

tients have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an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s low.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ease under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s lower，and the reimbursement rate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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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当前阶段的公共卫生和社

会问题，严重威胁人民身心健康［1-2］；精神疾病的负

担已超越心血管、恶性肿瘤及呼吸系统等疾病，位

居我国疾病总负担的第一位［3］。近年来随着生物医

学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精神疾病患者的诊疗状况

及生存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4］。目前新疆地区有关

精神疾病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较少，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新农合）作为新疆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保

障，其精神疾病的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为了解乌

鲁木齐地区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状况，课题

组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对来医院就诊的精神

疾病患者进行了现状调查，以期为相关部门制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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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组：为来自于乌鲁木齐市

地区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新农合的精神疾病患者，年

满 18 周岁，符合 ICD-10 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排

除有严重躯体疾病等。

非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组：纳入居住乌鲁木齐市

地区年满 18周岁且医保付费方式为城镇居民、城镇职

工的精神疾病患者，排除自费、兵团医保、商业保险

等付费方式人群，纳入者均排除有严重躯体疾病等。

1.2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以国际通用的信效度较高的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为

基础，以 Likert5 分量表法为原则，结合精神疾病患

者特征及家庭、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最终由精神科

专家进行审核、论证、修改及完善等。该调查问卷

主要分为一般状况和生存状况两部分内容，一般情

况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

收入状况等基本项目，而生存状况包括心理、生理、

家庭及社会四个领域的支持。各维度评分选项 1～5
分表示调查对象的满意度的程度，其中 1 分表示“很

不满意”，2 分表示“不满意”，3 分表示“一般”，4
分表示“满意”，5 分表示“很满意”，分值越高表示

其满意度越高。

1.�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前，对课题组及参与调查的成员集中

进行为期 3 天的学习和培训，统一调查人员的问卷

填写的一致性，由参加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对符合入

组标准的精神疾病患者发放该问卷，以各民族母语

讲解该问卷填写方法，最终由课题负责人负责问卷

质量控制。

1.4　统计学处理   

资料整理、编号、最终录入 Epidata5.0 数据库，

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 x±s，采用 t 检验或 F 检验分析，检验

水准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状况     

新农合组 384 例患者：女性 231 例，男性 153 例，

平均年龄 46.19±10.86 岁，已婚 194 例、未婚 137 例、

离异或丧偶 53 例；工作 111 人，未 273 工作；应激障

碍 61 例、情感障碍 84 例、器质性精神障碍 109 例、

精神分裂症 83 例及其他精神障碍 47 例。

非新农合组 197 例，女性 119 例，男性 78 例，

平均年龄 47.65±12.53 岁，已婚 104 例，未婚 78 例，

离异或丧偶 15 例；应激障碍 33 例、情感障碍 41 例、

器质性精神障碍 54 例、精神分裂症 46 例及其他精

神障碍 23 例。

2.2　生存质量比较分析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显示，新农合组的生存

质量低于非新农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新农

合组患者在生理领域、社会领域及家庭领域三个领

域的得分均高于新农合组，t 检验值分别为 3.185、

4.361、3.201，对应 P 值均小于 0.05，表明上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两者心理领域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详见表 1）

表1　两组生存质量得分比较分析

例数 心理领域 生理领域 社会领域 家庭领域 生存质量

新农合组 384 48.53±12.96 47.42±11.79 51.54±12.49 53.25±8.89 2.81±0.99

非新农合组 197 50.47±13.29 57.86±13.31 56.45±13.52 55.82±9.67 3.22±1.05

t 1.693 3.185 4.361 3.201 5.137

P 0.091 0.002 0.000 0.001 0.000 

2.�　新农合组生存状况分布   

为深入了解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现状，

该研究将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分为应激障碍、情感

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障

碍五大类型。进一步比较显示各型精神疾病在心理

领域、社会领域、家庭领域及总的生存质量等方面

存在差异，方差分别为 8.705、8.388、12.570、5.827，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应急障碍得分最高，而

其他精神障碍最低；而生理领域各型精神疾病患者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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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生活压力的加剧及各

种社会矛盾频发，居民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也呈逐年

上升趋势，研究报道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多达 1
亿［5］。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

已不再局限于疾病症状的缓解，临床医学专家日益

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以评估精神疾病损

害程度及治疗效果［6］。精神疾病患者是需要关注的

弱势群体，生存环境及质量普遍令人堪忧。新农合

制度是国家推行的重要医疗保险制度之一，鉴于当

前新农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保障经费有限，专业医

疗机构和社会支持相对较少，以往关于精神疾病患

者生存质量的研究较少，因此关于新农合精神疾病

患者生存状况研究将很有必要。该研究从社会学角

度出发，对乌鲁木齐市地区精神疾病患者的实际生

存质量进行现况调查，以期透过以点代面的方式折

射出国内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现状，为有关部门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研究表明，整体上来看新农合组的精神疾病

患者的生存质量低于非新农合组，新农合组在生理领

域、社会领域及家庭领域的得分低于非新农合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新农合组精神疾病患者生存质

量低于非新农合组。影响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差异的主

要因素是疾病报销费用，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较低，因

此患者自己承受的医疗费用高，进而严重影响到患

者的生存质量。进一步对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分析显

示，各类型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存在差

异，主要体现在心理领域、社会领域、家庭领域及总

的生存质量等方面［7，8］，其中应激障碍患者的生存质

量最高，情感障碍次之，而精神分裂患者较低。医疗

保险相同的前提下，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成

为影响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五型精神疾病中应激

障碍相对较轻，而精神分裂则较重。

基于当前精神疾病的严峻防治形势，精神疾病的

预控应政府、社会、家庭共同的努力参与，并积极探

讨新模式［9］。从政府层面来讲，一方面要重视精神疾

病防治工作，政策上加强对特殊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

力度，另一方面，财政上加大对精神疾病人的经费资

助，资源分配上进一步优化卫生资源分布；从社会层

面上，社会各界要以正确的姿态对待精神疾病患者，

为其营造舒适的治疗康复环境，同时期待社会各界的

慷慨资助［10］；从家庭层面，患者家庭承受着精神、经

济的双重压力，更应当团结努力，力争为患者创造一

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以期促进患者病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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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农合精神疾病患者生存质量分布状况

分组 例数 心理领域 生理领域 社会领域 家庭领域 生存质量

应激障碍 61 53.24±12.12 51.04±11.65 57.77±14.45 59.25±12.66 3.28±1.13
情感障碍 84 49.36±11.31 50.58±13.01 54.39±13.53 57.14±13.05 2.91±0.96

器质性精神障碍 109 46.96±10.82 48.36±13.17 51.42±15.21 53.92±12.72 2.82±1.05
精神分裂症 83 43.85±9.93 46.25±12.48 48.64±12.56 48.35±13.35 2.53±0.89

其他精神障碍 47 43.67±10.14 46.03±11.29 43.76±13.87 45.61±11.76 2.49±1.07
F 8.705 2.332 8.388 12.570 5.827
P 0.000 0.055 0.000 0.00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