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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实施医院 -家庭延续护理的临床效果

夏玉兰 、 韦用兰 、 李　雪 、 龚　莎

【摘要】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比较

我院在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护理前、后分别收治的 59 例（对照组）和 66 例（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

者出院后 6 个月复发情况以及出院时和出院后 6 个月焦虑抑郁状态、康复疗效、服药依从性以及社

会功能残疾程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P< 0.05）；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兴趣爱好、个人卫生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P< 0.05）；实验组出院后 6 个月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实验组患者出院

后 6 个月认知、运动能力、自我照料、与他人相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出院后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服药依从性和社会功能残疾程度，降低复发率，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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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hospital - family continue nursing care in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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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hospital - family continue nursing care in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y. Methods　59 cases of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while 66 cases of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 The anxiety，depression，rehabilitation efficacy，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degree of dis-

ability of s1ocial function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AS，SDS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life ability，social skills，interests，personal hygiene for the ex-

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compliance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relapse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cognition，athletic ability and self-care，get along with others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hospital-family continue nursing care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medication adherence degree of disability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reduce the 

rate of r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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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临床发生率较高的综合症状

群，该病发病机制复杂，发病原因尚无明确研究结

果，多在青壮年缓慢或亚急性起病，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和社交［1］。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

首选，部分患者还可配合电抽搐治疗［2］。但单纯治

疗在控制精神分裂症出院后预后方面仍存在欠缺，

辅助有效的延续护理能够提高预后效果［3］。我院结

合国内外先进经验总结了一套科学的医院 - 家庭延

续护理方案，开展效果确切，患者接受度高，现将

其临床优势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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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实施医院 - 家

庭延续护理后收治的 6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实验

组研究对象。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实施

医院 - 家庭延续护理前收治的 59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纳入对照组研究对象。实验组男性 36 例，女性 30
例，年龄为 20～70 岁，平均年龄为（43.24±8.56）

岁，病程 4 个月～1.8 年，平均（0.82±0.29）年，精

神分裂症类型：青春型 4 例、偏执型 36 例、紧张型 5
例、未分化型 21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0 例、

高中 38 例、大专及以上 18 例；对照组男性 32 例，

女性 27 例，年龄为 20～70 岁，平均年龄为（43.17
±8.49）岁，病程 4 个月～1.8 年，平均（0.83±0.31）
年，精神分裂症类型：青春型 3 例、偏执型 30 例、

紧张型 4 例、未分化型 22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

下 9 例、高中 35 例、大专及以上 15 例。两组患者

的性别比例、年龄构成、疾病类型、文化程度等资

料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得到了我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每个被研究者或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 ICD-10［4］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标准；入院时社会功能以及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3 个月

以上；在我院接受规范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3 个月以

上，出院时精神分裂症状已经基本缓解；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基础疾病或器质性病

变者；有酒或其他不良物质依赖习惯者；有交流沟通

障碍者；依从性很差，无法配合完成本次研究者。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只接受常规院内护理，包括健康教

育、心理疏导、日常生活照料、用药指导以及家属

护理技巧指导等。

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护

理：①出院指导。通过口述、书籍等方式向患者及

家属讲述出院后遵医嘱服药必要性、疾病控制相关

知识以及家庭护理技巧等，并向家属提供相关健康

节目频道，利于家属获取相关健康知识。②建立护

患联系日志。想患者家属提供主治医师和主管护士

的联系方式、出诊时间等，并索取患者的联系方式，

便于双方联系。为患者拟定复诊计划、出院后用药

方案，并做好记录［5］。③家属培训。对患者家属开

展家庭护理培训，内容包括精神疾病和治疗的健康

知识、遵医嘱服药对控制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性、家

庭心理支持的必要性和相关技巧、良好生活习惯的

规划技巧等［6］。④跟踪随访。由责任护士定期对患

者进行电话、QQ 及上门等多种形式随访，掌握患者

的病情、用药情况、不良反应、心理状态、生活状态、

社交情况、家庭护理情况等，对上述内容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纠正，对患者及家属的疑问进行解答，必

要时再次进行健康知识指导和心理干预［7］。⑤交流

座谈会。定期组织一定区域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家属参加交流座谈会，让康复效果好的患者讲述成

功经验，促进患者和家属间的相互交流、相互鼓励，

通过小范围患者间社交逐步提高患者的社交能力。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时及出院后 6 个月焦虑抑郁

状态、康复疗效、服药依从性以及社会功能残疾程

度，并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复发情况。

焦虑抑郁状态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

自评量表（SDS）［8］，SAS 和 SDS 均包括 20 个题目，

分别以 50 分和 53 分为分界值，评分越高表示焦虑、

抑郁状态越严重。

康复疗效使用住院精神病人康复疗效评价量表

（IPROS）［9］：包括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兴趣爱好、

个人卫生 4 个项，每项 9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 4
分法（0～4 分）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功能缺陷

程度越高。

复发判断标准：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控制症

状后 3 个月再次出现精神症状或症状明显加重或需

再次住院治疗。

服药依从性调查使用我院自制调查表，由患者

家属填写患者是否按照医嘱服药。

社会功能残疾程度使用 WHO《残疾评定量表》

（WHO-DAS Ⅱ）［10］：包括认知、运动能力、自我照

料、与他人相处 4 项，每项 6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

使用 5 级评分法（1～5 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残疾

程度越高。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x±s）表示，计数数据用

百分比（％）表示，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出院后焦虑抑郁状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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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SAS、SDS 评分显著低

于同组出院时和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出院后焦虑抑郁状态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SAS SDS

实验组
（n =66）

出院时 51.85±8.14 54.26±8.43

出院后6个月 47.01±7.62△* 48.44±8.15△*

对照组
（n =59）

出院时 51.81±8.09 54.31±8.29

出院后6个月 50.22±7.98 54.02±8.22

注 ：与同组出院时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2　两组患者出院后 IPRO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生活能力、社交能力、

兴趣爱好、个人卫生评分均显著低于同组出院时，

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兴趣爱好、个人卫生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依从性显著低于同组

出院时，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出

院后 6 个月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出院后复发情况对比

实验组出院后 6 个月复发率为 3.03％（2/66），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3.56％（8/59），有统计学差异

（P<0.05）。

2.5　两组患者出院后 WHO-DAS Ⅱ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认知、运动能力、自我

照料、与他人相处评分均显著低于同组出院时，有

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认

知、运动能力、自我照料、与他人相处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4。

表2　两组患者出院后IPROS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生活能力 社交能力 兴趣爱好 个人卫生

实验组（n =66）
出院时 16.72±3.28 19.85±3.89 18.94±3.88 18.01±3.64

出院后6个月 12.23±3.06△* 15.17±3.30△* 14.26±3.34△* 13.35±3.55△*

对照组（n =59）
出院时 16.75±3.30 19.88±3.74 18.95±3.90 18.04±3.69

出院后6个月 14.47±3.12△ 17.22±3.48△ 16.37±3.51△ 15.56±3.69△

注：与同组出院时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3　两组患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情况对比（n，％）

分组 时间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不依从

实验组（n =66） 出院时 62（93.94％） 4（6.06％） 0（0.00％）

出院后6个月 53（80.30％）△* 13（19.70％）△* 0（0.00％）

对照组（n =59） 出院时 55（93.22％） 4（6.78％） 0（0.00％）

出院后6个月 31（52.54％）△ 28（47.46％）△ 0（0.00％）

注：与同组出院时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4　两组患者出院后WHO-DASⅡ评分对比（分，x±s）

分组 时间 认知 运动能力 自我照料 与他人相处

实验组（n =66）
出院时 10.13±2.81 8.77±1.42 8.16±1.55 9.56±2.33

出院后6个月 6.33±1.75△* 5.01±1.02△ 4.02±1.03△* 6.01±1.43△

对照组（n =59）
出院时 10.10±2.79 8.75±1.40 8.78±1.52 9.58±2.29

出院后6个月 7.74±1.88△ 5.10±1.07△ 5.17±1.10△ 6.77±1.58△

注：与同组出院时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发病因素复杂，临床症状复杂多样，

可涉及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多方面，康复期

间可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复发［11］。精神分裂症的家庭

护理是疾病控制的重要环节，地位仅次于院内治疗。

但多数医院仅重视患者住院期间护理干预效果，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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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出院后的家庭护理，加之多数家属对疾病知识

掌握度不高，护理技巧不足，仅凭生活照料无法提

高精神分裂症康复效果［12］。

国外文献报道指出建立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延续

性护理模式能够提高家属对患者的护理能力，使患

者能够得到长期科学、有效的照顾，有利于控制精

神分裂症阳性和阴性症状，提高治愈率［13］。Gaudelus

等［14］的研究也指出，通过实施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有

效提高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复发风险

也低于其他研究报道，有效避免了患者出院康复期

间多种不利因素对病情的影响。我院通过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护理不仅提高了家属对精神疾病知识和护

理技巧的认知，也有效为患者营造了一种利于康复

的家庭环境，促使患者以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

步康复。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兴趣爱好、个人卫生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复

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与上述研究相符。

临床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发生焦

虑抑郁的风险高达 40％左右［15］，分析原因主要与患

者精神分裂症状刚刚得到控制，思考和交流能力初

步恢复，但在社交、日常生活等方面仍存在欠缺，

生活中也容易因挫折、困难、自卑等因素导致不良

心理状态出现［16］。一旦家属对患者消极心理状态并

不重视，随着时间延长，负性情绪会明显影响患者

的康复，甚至出现不良结局。延续性护理的出现很

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通过对患者家属进行培训，

提高了家属对患者不良情绪的敏感性以及家庭心理

支持的技巧，给患者以温暖的关怀和正确疏导，帮

助患者以积极心态面对疾病，逐渐恢复社会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SAS、

SDS 评分于出院时并无明显改善，仍处于轻度焦虑

抑郁状态；而实验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SAS、SDS 评

分显著低于同组出院时和对照组，提示医院 - 家庭

延续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另外，患者

出院后 6 个月认知、运动能力、自我照料、与他人

相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也证实了医院 - 家庭

延续护理在提高患者社会功能方面的临床优势。

总之，本研究发现出院后实施医院 - 家庭延续

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效果，改善患

者心理状态、服药依从性和社会功能残疾程度，降

低复发率，临床推广价值较高。必须指出，本研究

样本量较小，样本也全部来自同一家医院，因此我

们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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