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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入院初期常规检查结果分析

巫　珺 、 谢　帆 、 费　慧 、 傅　静 

【摘要】目的　分析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入院初期常规检查结果，为这类特殊人群的诊断及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3 月，回顾性统计分析上海市救助站送住我院的疑似

精神障碍患者入院初期的常规检查结果。结果　共收治患者 101 例，男性 74 例，女性 27 例；诊断为

精神分裂症及急性精神分裂症样精神病性障碍的患者最多，66 例（65％）；心电图（ECG）明显异常

者 51 例（50％），低钾血症者 41 例（41％），白细胞总数和（或）中性粒细胞比例高于正常值上限者

57 例（56％），糖尿病 6 例（6％），高血压 1 例（1％），猝死 1 例（1％）。结论　由于流浪社会的特

殊性，这些患者易合并躯体疾病，常规检查结果异常率高，精神专科医院收治后完善相关检查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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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routine examination results in the initial hospitalization of suspected mental disorder 
tramps　WU Jun，XIE Fan，FEI Hui，et al.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routine examination results in the initial hospitalization of suspected mental dis-

order tramp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them. Methods To retrospective analyze routine 

examination results in the initial hospitalization of suspected mental disorder tramps who were sent to our hospital by 

Shanghai Rescue Station from July 2015 to March 2016. Results There are totally 101 tramps，74 males and 27 females 

included.66 cases（65％）were 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a and acute schizophrenia mentally-disturbed obstacles.51 

cases（50％）were diagnosed as ECG abnormal and 41cases（41％）were diagnosed as hypokalemia.57 cases（56％）

were found that the white blood cells and /or neutrophil granulocytes were higher than 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6 cases

（6％）were diagnosed as diabetes，1 case（1％）was diagnosed as high-pressure and 1case（1％）was sudden death. 

Conclusion Due to special social conditions，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combined with physical diseases and have higher 

abnormal rate of routine examin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mental health hospital complete the routine examinations of 

suspected mental disorder tramps befor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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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性增加，

流浪人口亦逐渐增长，流浪精神障碍患者也呈现逐

年增长的趋势［1］。我国的治安防控及救助体系不断完

善，越来越多的这类患者被送到专科精神病院接受政

府救助治疗。为了能更好地做好综合救治工作，维

护其身心健康，本文就我院收治的流浪疑似精神障

碍患者入院初期常规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3 月，上海市救助站送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疑似

精神障碍患者。

1.2　方法

使用自制问卷（包括性别、年龄、籍贯、住址、

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精神疾病诊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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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住院时间和救助结局

75 人由救助站工作人员护送返乡（占 74.26％）；

15 人无法提供姓名由救助站安置（占 14.85％）；10
人由家属接回（占 9.90％）；1 人（1％）无法提供姓

名且极度兴奋、激越、冲动、攻击患者在肌肉注射

氟哌啶醇 10mg 后 24 小时内猝死。家属接回患者与

其他两种救助结局患者在住院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F=11.759，P<0.05）。具体见表 2、表 3。
表2　住院时间（单位：天）分析

出院方式
住院天数

计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属接回 11 1.0 23.0 4.6 6.4

救助返乡 75 1.0 54.0 21.7 12.4

救助安置 15 1.0 49.0 27.7 15.8

注：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11.759，P=0.000026。

采用 Tamhane 法进行两两比较，结果可见家属

接回的住院天数要显著小于救助返乡、救助安置，

而救助返乡和救助安置间住院天数没有显著差异。
表3　不同处置结果患者住院天数两两比较

（I）出院方式 （J）出院方式 均值差（I-J） 标准误 P

家属接回 救助返乡 -17.057* 2.391 0.000

家属接回 救助安置 -23.097* 4.514 0.000

救助返乡 救助安置 -6.040 4.329 0.449

2.3　疾病类型

根据 ICD-10，101 例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中，精

神 分 裂 症 及 急 性 精 神 分 裂 症 样 精 神 病 性 障 碍 66 

例，占 65 .35 ％，其次为精神发育迟滞 16 例，占

15.84％。具体见表 4。

2.4　各项检查结果

2.4.1　ECG 结果

ECG 异常 51 为人，占 50.50％。具体见表 5。 

2.4.2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总数和（或）中性粒细胞比例高于

正常值上限者 57 例，占 56.44％，低钾血症者 41 例，

院时间、出院方式、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能、

电解质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收集患者信息及临床资

料。采用 ICD-10 对患者进行诊断。回顾性分析疑似

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资料采集主要通过询问

护送患者入院的救助站工作人员以及患者本人。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均数间

的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和 Tamhane 法两两比较；构成比的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不满足条件时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此次共收治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 101 例，其

中男性 74 例，女性 27 例。可统计的资料显示：①

籍贯：遍布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②年龄：

17~71 岁；③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患者比例最高；

④职业：无业的患者比例最高；⑤婚姻状况：未婚的

患者比例最高。具体见表 1。

表1　流浪疑似精神障碍者一般状况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 职业

初中以下 中职中专 大专以上 不详 已婚 未婚 离异 不详 无业 农工 其他 不详

男（n=74） 34.22±10.65 67 4 1 2 3 63 2 6 61 2 6 5

女（n=27） 32.06±11.05 19 4 2 2 8 10 6 3 18 1 3 5

表4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诊断情况

分裂症/分裂样
障碍

发育迟滞
躁狂 
发作

酒精所致 
精神障碍

急性应 
激反应

甲亢所致 
精神障碍

急性短暂 
精神障碍

未查到 
精神疾病

缄默 
状态

待诊

n 66 16 6 2 2 1 1 5 1 1

比例（％） 65.35 15.84 5.94 1.98 1.98 0.99 0.99 4.95 0.99 0.99

表5　心电图异常情况

窦缓 窦速 窦不齐 房早 频发室早 室早 Ⅰ°AVB T波改变 其他 合计

n 12 11 10 2 1 1 1 10 3 51

比例（％） 11.88 10.89 9.90 1.98 0.99 0.99 0.99 9.90 2.97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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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3.08±1.02）mmol/L，占 40.59％，其中最低的

仅 2.76mmol/L，属危急值。肌酸激酶和（或）肌酸激

酶同工酶高于正常者 50 例，占 49.50％。高血压者 1
例。入院随机血糖低于正常者 1 例，血糖 3.6mmol/L，

未发现相关症状，经治疗后血糖恢复至正常水平。

空腹血糖高于正常者 6 例。贫血 16 人，占 15.84％。

尿常规白细胞阳性者 11 人，占 10.89％，其中 9 人

为女性。尿毒品（可卡因、摇头丸、冰毒、吗啡、

K 粉、大麻）检查无异常发现。梅毒螺旋体抗体阳

性者 1 人。未发现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未发现抗

HIV 抗体阳性者。

3　讨论

流浪精神障碍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群体，个体情

况复杂，对其既往病史一无所知，增加了精神病专

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给

临床诊疗、护理防范、护理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收治的流浪疑似精神障

碍患者，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小学文化、未婚、乞

讨或无业人员居多；诊断方面，精神分裂症及急性精

神分裂症样精神病性障碍居第一，由于部分患者发

病时间短、病史资料不完整而诊断为急性精神分裂

症样精神病性障碍，与既往［2，3］报道一致。不同处置

结果的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天数有明显差异，

这应该是家属接回直接导致患者住院时间短，而其

他两种处置方式因为患者在一定时间内无人接管，

再进行处置，相应住院天数必然更长。

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因其流落街头，常年衣

衫褴褛或赤身裸体，以垃圾为食、乞讨为生，风餐

露宿，因而在罹患精神障碍的同时，易伴不同程度

的躯体异常，本研究发现，流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

以 ECG、感染性疾病、低钾血症、心肌酶异常最为

多见，与国内报道相似［4-6］。由于精神疾病本身的原

因，及对送住院的恐惧、抵触，患者入院时出现吵

闹、冲动、攻击的几率相当高。本研究中 1 例患者

猝死后实验室报告白细胞及中性升高、低钾、窦性

心律不齐、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故在使用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应明确躯体情况［7］，避免或降低

猝死发生率。王雪梅等对精神障碍猝死患者的分析

显示，合并躯体疾病，尤其是伴有心血管疾病者为

猝死的高危人群［8］。抗精神病药物导致心血管不良

反应如心律失常、低血压、降低心肌收缩力等可能

与猝死有关［9］。有研究［10］显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入

院初期电解质及心电图异常发生率高，认为入院时

应急处置应慎重，与本文的结论一致。故对流浪的

精神障碍这一类特殊患者，入院时应当完善各项检

查，同时予以必要的抗感染、纠正电解质紊乱、营

养支持等治疗，待躯体情况改善后予以系统的抗精

神病药物及心理、康复治疗，有利于提高治疗安全

性，减少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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