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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生督导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服药依从性和疗效的影响

  王西建 、 焦宁波 、 亢晓燕 、 李　琨 、 庄　蓉 、 吴岳峰

【摘要】 目的　探讨社区医生督导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于 2013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 日期间居住于同一社区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175 例，对所有

患者进行六级危险性评估，依据临床表现对所有患者作四级管理分类，并根据管理分类，为每位患

者制定个性化社区医生督导方案。2 年后，收集所有患者服药依从率、症状好转率、社区集体康复

活动参与率、肇事肇祸率等资料，并与 2 年前进行对比。结果　与管理前相比，患者服药依从率从

59.1％上升到 70.2％；社区集体康复活动参与率从 27.3％上升到 70.1％；肇事肇祸率从 44.4％下降到

11.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结论　应用社区医生督导能有效提高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

服药依从性和疗效，对提高患者医疗效果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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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munity doctors’ supervision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treatment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WANG Xijian，JIAO Ningbo，KANG Xiaoyan，et al. Xi'an Mental Health Center，
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n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 in the supervision team of community doctors. Method　Selected 17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

vere mental disorders from February 2013 February 2，to February 1，2015 who living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n，

judge all patients by six levels of risk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class all patients for four 

management classification. And design personalized community physician supervision program for each patient. After 2 

years，collect all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of patients，symptoms improved rate，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in com-

munity rehabilitation activities，troublemaking rate，and compared with two years ago.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2 years ago，the patient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rose from 59.1％ to 70.2％. The patient compliance rate 

increased from 59.1％ to 70.2％. Community collective rehabilitation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rate rose from 27.3％ to 

70.1％. The accident rate decreased from 44.4％ to 11.4％. All p  values < 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com-

munity doctors supervi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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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带给人类极高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文献记载，现阶段，社会精

神障碍总体发病率已高达 15.7％，并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1］。精神障碍已是社会医疗卫生重点关注的问

题［2-3］。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的重

点，也是难点。我院于 2013 年 2 月起将重性精神障

碍三级社区预防和管理加入到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去，本文作者通过分析 2013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 日我院精神科建档管理的

175 例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资料，总结出其对患者服

药依从性及治疗效果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患者临床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

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 年版）》［4］中的重性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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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收集于由我院精神科建档管理并于 2013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 日期间居住于同一社

区的 175 例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02 例，女 73 例，年龄 20～57 岁，平均年龄 45.3±

3.65 岁。

1.2　患者六级危险性分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性精神病管理治疗项

目技术指导方案》［5］之规定，对所有患者进行危险性

评估，分为六级（0～5 级，0 级无风险，5 级风险最

大）。其中 0 级：无暴力行为；1 级：有口头威胁和喊

叫行为，但无打砸行为；2 级：有局限于家中的打砸

行为，可以被劝说制止；3 级：不分场合，有明显的

打砸行为，且不能被劝说制止；4 级：不分场合，有

持续的打砸行为，且不能被劝说和制止；5 级：不分

场合，有持管制性武器并针对人的暴力行为，或有

纵火、爆炸等危险行为。

1.3　患者四级管理分级

依据临床表现，将患者分为四级管理。一级管

理：病情不稳定、半年内出现需要紧急处理的特殊情

况（危险分级 1～5 级），出现以下任一现象者，①曾

有口头威胁、喊叫，但无打砸行为；②有明显自杀倾

向或自杀行为；③有伤害他人、打砸财物等行为；④

出现较为明显的幻觉等精神症状。二级管理：病情基

本稳定、经系统治疗后精神症状得到基本控制，并

维持在半年以上，出现以下任一情况者，①基本上

能服从医嘱接受治疗；②虽不能服从医嘱接受治疗，

但无自杀、自残的行为和企图，没有危害社会和家

庭的行为；③生活和治疗能自理。三级管理：病情基

本稳定，并维持 2～5 年的患者，出现以下任一情况

者，①能服从医嘱维持治疗；②虽不能服从医嘱接受

治疗，但无自杀、自残的行为和企图，没有危害社

会和家庭的行为。四级管理：病情稳定在超过 5 年，

无自杀、自残的行为和企图，没有危害社会和家庭

的行为者。

1.4　三级管理、督导体系

1.4.1　管理分组　设置区精防管理小组为三级

督导，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管理小组为二级

督导，设置户籍所在村（居）精防管理小组为一级督

导，依此确保所有患者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科学

化、规范化、合理化。

1.4.2　随访周期　2013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 日期间对所有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其中接受一

级管理者每半月随访一次，当患者出现 2 级以上危

险行为或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时，随访频率提高至每

周一次，及时请专业医生会诊，并向区疾病控制中

心精防办汇报；当出现 3 级及 3 级以上危险行为时，

及时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如无异常，接受二级管理

患者每月随访一次，接收 3 级管理患者每 2 个月随

访一次，接受四级管理患者每 3 个月随访一次。

1.4.3　督导方案　根据管理等级，为 175 例患

者制定个性化社区医生督导方案，主要内容如下：①

督导家属监督患者服药，对家属进行相关精神疾病

宣传教育，了解其重要意义，看着患者按时按量服

完药；②督导患者定期体检，每半年一次的血药浓度

检查，每年一次的全身体检；③每月和患者家属进行

一次谈话，了解患者病情的变化；④每月举行一次

社区集体康复活动，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并记录每

位患者的参与情况⑤积极展开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

邀请心理健康专家举办讲座，并让患者及其家属积

极参与。

1.4.4　观察指标　对患者的每次家访，社区医

生需记录以下内容：①对患者进行管理分级，并依此

做出病情变化判断，其中管理等级较上次有所提高

者为好转，维持原级为稳定，下降为加重，评定等

级为四级者视为痊愈；②询问并记录服药情况，患者

所服用的不同药物分别记录，任何一种患者所需服

用药物的服药剂量≥ 120％医嘱剂量或≤ 80％医嘱

剂量视为服药依从性差；③精神症状是否复发或者加

重并导致住院；④社区集体康复活动、心理健康教育

讲座参与率；⑤有无肇事肇祸等异常行为。

1.5　统计学处理　

将本组研究所得数据录入 SPSS22.0 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如结果提示 P<0.05，则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中 175 例患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

接受了完整的社区医生督导治疗，参与率达 100％。

其中 31 例接受一级管理患者 2 年内共接受 62.3±

10.2 次督导，接受二级管理患者共接受督导 28.8±

4.1 次，接受三级管理患者共接受督导 15.4±2.9 次

督导，接受四级管理患者共接受督导 10.6±1.5 次。

2.1　患者管理分级变化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两年前的患者管理分级相

比，在接受完整的社区医生督导治疗后，患者管理

分级发生了明显变化，结果见表 1。并依此所得出的

病情变化显示，有 67 例患者病情发生好转，86 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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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维持不变，8 例恶化，14 例获得痊愈。
表1　社区督导治疗前后重性精神障碍管理分级变化［人次（％）］

管理分级 管理前（n =175） 管理后（n =175） χ2 P 值

一级 31（17.7） 12（6.9） 9.57 0.02

二级 57（32.6） 30（17.1） 11.2 ＜0.01

三级 66（37.7） 40（22.9） 9.15 0.02

四级 21（12.0） 90（51.4） 62.8 ＜0.01

2.2　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其他方面的变化

与两年前 58 .9 ％的服药依从性相比，在接受

了两年的社区医生督导后，患者服药依从性上升到

69.7％。与两年前 13.1％因病情波动或者复发而再

住院比率，两年后再住院人数下降到 4.6％。相比于

两年前 28.0％的社区集体康复活动、心理健康教育

讲座参与率，两年后，上升为 69.7％。相比于两年

前 44.6％的肇事肇祸率，两年后，患者该项指标下

降为 11.4％。结果见表 2。
表2　管理前后不同风险级别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率

变化［人次（％）］

危险性评估 管理前（n =175） 管理后（n =175） χ2 P 值

1级 14（8.0） 2（1.1） 9.43 0.02

2级 21（12.0） 6（3.4. ） 9.03 ＜0.01

3级 25（14.3） 7（4.0） 11.1 ＜0.01

4级 18（10.3） 5（2.9） 7.86 ＜0.01

5级 0（0.0） 0（0.0） - -

合计 78（44.6） 20（11.4） 47.7 ＜0.01

3　讨论

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主要活动场所，社区在精

神疾患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

外学者普遍认为，加强社区医生在精神障碍患者的

系统治疗中所参与的程度，能很好地提高患者的预

后［6-7］。我院通过将强社区医生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的督导治疗，很好地改善了该

类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治疗效果。

Sijbrandij 等［7］通过 3 年内跟踪研究美国加州州

立精神病院的 245 例精神疾患患者发现，接受了社

区精神专业医生的定期随访治疗的患者 3 年后症状

好转率达 34.7％，高于接受常规治疗患者（13.8％）。

本次研究发现，与两年前 58.9％的服药依从性相比，

两年后，患者服药依从性上升到 69.7％。相比于两

年前 28.0％的社区集体康复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参与率，两年后，上升为 69.7％，而患者的肇事

肇祸率也从两年前的 44.6％下降为 11.4％。冯斯

特等研究发现，在接受了两年以上的社区督导治疗

以后，精神疾患患者的症状复发和波动率可以下降

40.1 个百分点［8］，这和本次研究所得结果大致相同

（相比于两年前 44.6％的肇事肇祸率，两年后，患

者该项指标下降为 11.4％，下降了 33.2 个百分点）。

灵活性与显著性是社区医生督导下管理模式的

特点，针对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社区医生督

导模式，能有效地控制的病情，帮助患者早日回归

社会［9］。通过对患者家属系统的精神疾患知识科普，

可以加强家属对患者的理解，提高其战胜疾病的信

心 ［10］。在本次研究中，社区医生与患者家属的良性

互动，不仅帮助社区医生了解患者病情变化，也促

进了患者家庭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本次的社区管理干预治疗中，研究者通过开

展一系列社区集体活动，并督促患者主动参与，通

过密切观察患者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社区医生也能

亲身了解到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并结合家属反馈

的信息和体检信息，及时调整干预治疗方案。本次

研究因条件有限，观察对象仅涉及重性精神障碍患

者，未能探究社区医生督导治疗对一般精神障碍患

者疗效的影响，在下一步研究中，笔者计划将一般

精神障碍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并对比社区医生督导

治疗对两类患者疗效的差异。

社区医生督导治疗能有效提高重性精神障碍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疗效，对提高患者医疗效果有着

积极作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在精神障碍患者的治

疗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建立和完善社区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我国精神疾患患者高质量的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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