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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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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在石家庄市第八医院住院达临床痊愈出院的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 180 例作为研究对象，

应用自制复发调查表随访追踪三年，分析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相关因素，为预防复发提供依

据。结果　最后完成随访的患者（151 例）其 3 年的复发率为 74.8％，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复发

的相关因素依次为性别、药物不良反应、药物依从性，其中药物的依从性是影响复发的最危险性因

素。结论　影响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因素较多，但男性、较多的药物不良反应，间断服药或

停药是患者复发的高危因素，其中提高药物的依从性是预防复发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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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Rural Schizophrenia Patients：Logistic Regressive Analysis　 
 SUN Zhigang，LI Sushui，WU Miling，et al. Eighth hospital of Shijiazhuang，Shijiazhuang 05008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rural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180 discharged and remitted cases of rural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who had been rehabilitated in 

Shijiazhuang Eighth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in 2012. Thes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and investigated with one 

self-defined questionnaire in the following 3 years. Logistic regress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for recurrence of those rural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ho were not dropped out（n=151）. Result　Recurrence rate of 

the finally included patients was 74.8％.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ed factors of recurrence were 

gender，adverse drug reactions and drug compliance；the male gender，the exist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nd es-

pecially，the poor drug compliance are the dangerous factors for the recurrence.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le gender，suffering from mor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nd especially，intermittent or stopped administration of drugs 

are high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rural schizophrenia patients；thus，improving their drug compliance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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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精神残疾性疾病，起病

于青壮年，病因不明，预后差，复发率高；复发导

致精神病性症状恶化，严重影响社会功能，给家庭

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预防复发对精神分裂症

来说至关重要，也是降低精神残疾最有力的手段［1］。

研究报道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相关因素很多，

也十分复杂，如年龄、性格、疾病特点、维持治疗

和社会支持等均可影响复发，但结论不尽一致［2-4］。

还有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与社会经济地位有

关［5］。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众多，

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距，本研究重点探讨

了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相关因素，目的是为

预防我国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进一步提供参考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在石家

庄市第八医院住院治疗达临床痊愈出院的农村精神

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共计 180 例，追踪随访三

年。最终 29 例脱落，其中 20 例不明原因自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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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愿接受随访和调查，9 例资料收集不完整，结

果 15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88
例，女性 63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年龄为 34.28
±14.23 岁；病程为 3 月～20 年。纳入标准：（1）农

村精神分裂症患者；（2）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CD-10）精神分裂症临床诊断标准；（3）阳性与阴

性症状量表（PANSS）总评分≥ 70 分，临床痊愈是

指出院时 PANSS 减分率为≥ 75％；（4）排除了精神

分裂样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发育迟滞或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和器质性精神障碍。本

研究经石家庄市第八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实施，

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采用自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调查表进行随

访，调查表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和患病相关信

息和治疗情况，包括性别、年龄（首次发病年龄和

目前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人均收入、婚姻状况、

家族史、家庭和睦程度、服药依从性、药物不良反

应以及生活事件。通过电话和定期复诊的方式观察

患者是否复发，出院之后的前半年每半月随访一次，

以后每月随访一次。最终完成随访的 151 例患者中

有 113 例复发为复发组、38 例未复发为对照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数资料进

行卡方检验，对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向前逐步回归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变量赋

值见表 1。
表1　变量赋值表

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发病年龄（岁） X1 <21=1，21～=2，31～=3

性别 X2 男=1，女=0

文化程度 X3 文盲小学=1，初高中=2，大专及以上=3

月人均收入（元） X4 <500=1，500～=2，1000～=3

家族史 X5 无=0，有=1

家庭和睦程度 X6 良好=0，较差=1

生活事件 X7 无=0，有=1

服药依从性 X8 规律=0，间断或停药=1

药物不良反应 X9 无=0，有=1 

精神病复发 Y 未复发=0，复发=1

2　结果

2.1　复发率

15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追踪 3 年 113 例复

发，总复发率为 74.8％；其中男性患者复发 70 例，

复发率为 80.0％（70/88），女性患者复发 43 例，复

发率为 68.3％（43/63），男性复发率高于女性，但差

异无显著性（χ2=2.486，P﹥0.05）。

2 . 2 　 复 发 组 与 对 照 组 组 之 间 相 关 因 素 的

χ2 检验

  与对照组相比，复发组的家庭经济水平、家庭

和睦程度、服药依从性以及药物的不良副反应方面

存在显著性差异，详见表 2。
表2　复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不复发组的相关因素χ2检验

变量 复发（％） 未复发（％） χ2 P

发病年龄

<21岁 36（80.0） 9（20.0） 2.812 0.245

21～30岁 42（67.7） 20（32.3）

30岁以上 35（79.5） 9（20.5）

性别

男 70（79.5） 18（20.5） 2.486 0.115

女 43（68.3） 20（31.7）

文化程度

文盲及小学 56（82.4） 12（17.6） 3.763 0.152

初高中 45（69.2） 20（30.8）

大专及以上 12（66.7） 6（33.3）

月人均收入

<500元 60（84.5） 11（15.5） 6.721 0.035*

500-1000元 28（65.1） 15（34.9）

1000元以上 25（67.6） 12（32.4）

家族史

有 34（81.0） 8（19.0） 1.156 0.282

无 79（72.5） 30（27.5）

家庭和睦程度

良好 49（67.1） 24（32.9） 4.462 0.035*

较差 64（82.1） 14（17.9）

生活事件

无 86（73.5）  31（26.5） 0.488 0.485

有 27（79.4） 7（20.6）

服药依从性

规律 40（63.5） 23（36.5） 7.385 0.007*

间断或停药 73（83.0） 15（17.0）

药物不良反应

有 42（85.7） 7（14.3） 4.559 0.033*

无 71（69.6） 31（30.4）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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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神分裂症复发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

分析

以是否复发作为因变量，以发病年龄、性别、

文化程度、月人均收入、家族史、家庭和睦程度、

生活事件、服药依从性、药物不良反应为自变量（包

括对发病年龄、文化程度、月人均收入进行了亚变

量变换）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向前 LR 逐步分

析，最终进入模型的危险因素依次为性别、药物不

良反应、药物依从性，如表 3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

男性，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间断或停药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复发的风险较高，女性，未出现药物不良反

应，规律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风险较低。

表3　精神分裂症复发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B S. E B′ Wald  P OR（95％CI）

性别 0.814 0.407 0.222 4.001 0.045 2.257（1.017-5.009）

服药依从性 1.182 0.407 0.322 8.419 0.004 3.262（1.468-7.250）

药物不良反应 1.032 0.478 0.267 4.649 0.031 2.806（1.098-7.167）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复发是全世界学者们始终关注的重

要问题之一，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荟萃分析认为

影响精神分裂症复发的高危因素有不依从服药、持

续性的物质滥用、照顾者的批评指责和不良的病前

适应能力，尤其坚持服药是影响复发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让患者较早认识到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十分关

键［6］，而影响复发的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不尽一致［3-5］。

国外的研究报道精神分裂症复发与以前的住院次数

和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种类数密切相关［7］。

本研究发现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 3 年的复

发率为 74.8％，男性为 80.0％，女性为 68.3％；单

因素分析结论影响复发的因素有家庭人均经济收

入、家庭和睦程度、服药依从性和药物不良反应

（P<0.05）；而发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族史

和生活事件两组无统计学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影响农村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危险因素依次有性别、

药物不良反应和服药依从性，提示男性，出现药物

不良反应，间断或停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风

险较高，女性，未出现药物不良反应，规律服药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风险较低，尤其是服药的依

从性对复发影响最为严重。因此，提高农村精神分

裂症患者家庭经济收入、进行家庭心理干预减少家

庭矛盾、减少药物副反应和提高服药依从性是预防

复发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是患者的家庭

收入提高、家庭矛盾少、药物不良反应少均有可能

提高患者药物的依从性，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从

而减少复发。国内蔡清艳等［3］对首发精神分裂症的

研究也认为坚持医嘱复诊、服药是减少复发最重要

的条件。聂文燕等［4］研究认为患者不能坚持服药的

主要原因是①药物不良反应大，②缺乏家庭照顾，

③患者经济条件差，④对药物治疗缺乏足够的重视

和正确的认识。有人综述文献提出精神分裂症复发

有以下特点：①停药后复发率很高，②停药前即使

患者有较长的服药史，停药后复发率仍较高，③停

药后很多患者快速复发，几乎无先兆信号，④症状

一旦再现，其严重性快速达到从前发病时的严重程

度［6］。所以，对精神分裂症来说预防复发最重要的

因素是坚持服药。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家庭和睦程度与复发有

关，这与有些人的研究结论复发的精神分裂症家庭

有较低的家庭支持效应和高情感表达一致［7］，认为

高情感表达使家庭和睦程度下降，影响患者服药的

依从性，因此容易复发；但多因素分析家庭和睦程

度这一变量的危险性未达到显著性的差异。另外，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未发现性别对复发有影响，但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

风险较男性为低，其确切原因还不清楚。有研究认

为是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更认识到药物治疗的重要

性，因此能坚持服药，减少复发［2］。也有报道女性

雌激素对多巴胺有拮抗作用，使脑内多巴胺含量减

少，因此对精神分裂症具有一定保护作用［8］，需进

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对治疗痊愈的农村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复发进行了为期 3 年的前瞻性研究和分析，发

现性别、药物的不良反应和药物的依从性是影响复

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药物的依从性，为预防农村

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提供了依据和方向。但由于研

究的样本数量较小，纳入研究的相关因素也较少，

需进一步在扩大样本和增加更多与复发可能有关的

因素如病情特征、不同病程、不同亚型等基础上进

行多中心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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