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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住院是指“违背患者意志，不同程度限

制患者自由，使患者在特定的医疗机构接受一段时

间的观察、诊断或治疗 ［1］”。它是精神障碍患者治疗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欧洲国家，2000 年前后十

年间的非自愿住院率呈上升的趋势［2］。在我国，精

神障碍患者的入院方式长期以非自愿入院为主，潘

忠德等人（2003）通过收集 17 个城市精神卫生中心

的入院资料，分析发现患者以非自愿方式入院的比

例达 81.5％［3］。在这种情形下，患方（包括患者本人

与其照料者）在非自愿住院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需

要更多的关注。鉴于此，本文总结了非自愿住院患

方主观体验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社会

各界人士深入理解这一群体提供更多的信息。

一　精神障碍非自愿住院的患方主观体验

1　患者的主观体验

1.1　强制入院体验

在最初入院时，对于患者而言，在周围都是熟

人的地方被胁迫转运至医疗中心，以及被诊断出精

神疾病都会让他们觉得耻辱［4］。

Wyder 等发现在非自愿住院中体验更消极或既

有消极又有积极感受的患者都描述感到无力和害怕。

许多患者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需要接受非自愿的治疗、

没有或缺少他们住院的相关信息，同时不知道该做

些什么来解除非自愿治疗。他们也不了解强制入院

背后的法律意义，从而认为自己的权利被随意地剥

夺了。体验更积极的患者则把非自愿住院的指令视

为积极的权利，并认为它能提供给他们需要的治疗、

保护和指导［5］。

1.2　胁迫体验

在入院和住院的过程中，人身自由被限制是非

自愿住院患者最常报告的［6］。Wynn 等发现当患者被

躯体束缚时对工作人员感到愤怒、恐惧和不信任，

认为胁迫事件毁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7］。

Jackie 等把这种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经历归纳为

受到“客观强制措施（Objective Coercive Measures）”，

它包括被隔离、镇静剂注射和躯体束缚等。他们发

现非自愿住院和受到客观强制措施的患者会感知到

更多的负性压力、过程排斥和主观胁迫感［8］。

而 Riley 等认为非自愿住院患者就算没有在躯体

上受到强制约束，他们也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胁迫，

因为“知道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的感觉对几乎所有的

被试（非自愿住院患者）来说都是非常有压力的。” 

这种胁迫感对医疗联盟和患者配合治疗的程度都有

着消极影响［9］。Katsakou 等发现患者主观感知到的胁

迫越多，满意度就越低；而满意度与患者受到的强制

措施之间关联不大［10］。

1.�　对医疗的评价

Katsakou 等对过去的五项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

进行了回顾，指出在非自愿住院的过程中，患者在

以下几个主题上的体验消极多于积极。即：患者感受

到的自主性 / 是否参与治疗中的决定，是否感觉到被

照顾以及对自己身份的感知［11］。当患者评价更积极

时，他们认为工作人员愿意和他们聊天并提供了有

质量的照顾和支持，医院的环境让他们感到安全。

在对医疗效果的评价中，Tanskanen 等的研究发

现患者比起入院时，在出院后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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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患者认可应该服药、认为与医疗人员谈话是有

帮助的［12］。

2　与自愿住院患者的比较

Kallert 等对既往的比较文献进行了梳理，筛选

出 41 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非自愿住院患者对治疗

不满意的程度更高，也更频繁地认为住院是不正当

的［13］。Svindseth 等的研究中，36％的自愿住院患者

觉得耻辱，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住院是有必要

的［14］。Link 等用标签理论解释说，公众将精神疾病

患者标签化，当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患者时，患

者可能会认同这些标签，从而激起自身的病耻感［15］。

即便如此，比起自愿住院患者，非自愿住院的患者

仍报告了更多的耻辱、觉得自己不应该入院、在住

院过程中经历了威胁和强迫，他们表达自己意愿和

意愿被接受的比例也更低。该研究同时发现，耻辱

与言语和躯体胁迫、“不应该住院”的信念有关［14］。

Smith 等则认为经历了非自愿住院、躯体胁迫和低程

序正义的患者对住院的满意度更低［16］。

也有研究指出，不止非自愿住院患者感到被胁

迫，自愿住院的患者也有被胁迫的体验。这种主观

被胁迫感与负性压力、程序不公正和病房的安全性

有关［17］。像住在封闭病房的患者，他们不确定自己

何时能离开，或者觉得他们如果试着离开的话会被

扣留。也就是说，自愿住院的患者如果确信自己有

离院的自由，他们会感受到更少的胁迫。此外如果

患者的诊断为阳性症状，尤其是幻觉和怪异行为的

话，他们报告被胁迫的感觉的程度会更高。

被胁迫感可能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普遍体验。因

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本身已使得患者被置于被动的

地位上，此时他们的影响力、控制感和决断力都相

对更低。同时，比起精神疾病患者自身的认知，其

亲属往往更加认为他们是没有决定能力和法定权利

的，这使得患者亲属在日常生活决策和一些医疗决

策上都倾向于越俎代庖，使患者感觉自己的意愿受

到忽视。

但不可否认的是，非自愿住院患者确实比自愿

住院的患者经历了更多让他们感觉到被胁迫的事件，

这一点是由非自愿住院的执行程序所决定的。一项

挪威的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满意度和他们入院的

法律身份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而和积累的胁迫事件

有关 ［17］。非自愿住院患者更有可能遭遇强制送诊、

强制药物注射和被捆绑等经历。如在患者被送诊的

过程中，将由他人（如警方）强制执行，在一些情境

下患者会被铐住或捆绑后转运。这种情境或许可以

解释非自愿住院患者在一些主观体验上与自愿住院

患者的不同。

�　照料者的体验

Ruth 等在英国的一项访谈发现当家庭中有成员

非自愿住院时，照料者们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松了一

口气又为这种感觉感到担心和内疚。当患者情况不

好时，照料者们在寻求帮助上存在困难，这种体验

是两方面的，一是他们觉得医疗服务系统对他们寻

求帮助的反应是延迟的，这时候他们不知道下一步

该如何做；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向医疗服务系统

求助。当患者情况变糟的时候，他们需要一边照顾

患者，一边想办法求助，这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另外照料者们还对需承担照料患者的任务感到有压

力、对于保密感到困难［19］。

对于非自愿住院患者而言，他们在对治疗过程

进行评价时，会基于平日里的直观体验；而照料者们

的信息来源可能是他们观察到的，也可能来自患者

对治疗的描述。Veronica 等在爱尔兰的一项调查中

发现，和非自愿住院患者的体验相比，他们的照料

者在住院过程中和出院后都报告了更低的主观胁迫。

照料者在患者出院后报告了比患者更高的主观压力。

而那些作为申请人的照料者比起患者而言，更认为

在住院中有程序正义［20］。Domenico 等的研究表明，

非自愿住院患者的照料者们对患者的治疗表达了较

高的满意程度。当患者的症状有改善的时候，他们

的看法更积极［21］。

从上可以看出，照料者和患者对治疗的评价有

一些差距。Domenico 解释说，照料者在接受访谈时，

患者仍在住院中。在了解到仍需要治疗服务的情况

下，照料者可能更倾向于温和地评价它。另外照料者

也许无法理解患者体验到的不情愿和有压力的感觉，

而且非自愿住院的患者的症状往往让照料者感到有

负担，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住院和治疗有更多的感激。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都提到了被试存在选

择偏差的问题。如在 Ruth 等的研究中，他们的访谈

基于一项更大的研究课题，这项课题对 12 所医院的

非自愿住院患者进行了调查，其中 77％的患者报告

没有照料者，而在有照料者的患者里，患者和照料

者都同意进行访谈的比例是 50％。患者和照料者同

意接受访谈与否的原因是值得探索的，其中一个可能

是愿意接受的人比起拒绝的拥有更好的家庭关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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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非自愿住院患者体验的因素

就患者自身入院前的情况而言，Priebe 等的研究

表明入院时独居的和社会功能较差的患者在回顾非自

愿住院经历时有着更积极的评价［22］。而且 Katsakou 等

报告没有和亲戚一起住的患者愿意在医院住更长的时

间，他们也更倾向于认可非自愿住院中的治疗［11］。

在患者本人的特征方面，Fiorillo 等对欧洲 3093
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发现患者的特征中，非自愿

住院、女性、较低的全功能和更多的阳性症状与感

知到的较高的胁迫相关显著［6］。Marit 等则发现感知

到的较高的耻辱与以下因素有关：患者社会人口学

的特征（低教育程度和无工作收入）和精神病理学的

特征（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强制住院、严重的暴力、

较低的 GAF 功能和症状得分、较低的 BPRS 总分和

分量表分和较高的 NPI-29 总分和分量表分）［23］。

患者非自愿住院的体验还和研究选取调查的时

间点有关，因为他们的体验在刚被强制入院时、接

受一些治疗后以及出院后不完全一致。

在刚入院时，患者可能因为缺少相关信息（如患

者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因精神卫生法的规定而入院和

一旦他们接受治疗会发生什么）、不了解自己的病情

而对住院持否定的态度。Wyder 等认为患者的疾病和

治疗经历影响了他们看待司法过程的视角，反过来，

他们对司法架构的理解影响了他们的疾病和治疗体

验［5］。在 Katsakou 等 2012 年的调查中，90％的受访

者在强制入院前感觉到心理异常或正处于危险中 ［24］。

也就是说患者在发病时有可能自伤、自杀或造成其他

危险，而他们也许无法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对于住院一段时间的患者，治疗效果、医患关系、

医疗环境等因素开始影响他们的体验。Hooff 等通过归

纳既往文献，认为患者报告的非自愿住院体验中的一

个核心经历是：我是否被倾听？当患者不被倾听时，他

们感到无力、耻辱、不被看见或尊重；相反地，当他

们有机会表达感受和参与进治疗进程时，他们对住院

的评价更为积极，并在事后感受更好。这也提示照料

者和医护人员对患者应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更人性化的

对待［25］。至于患者常提及的胁迫感，Hogea 等认为其

主要影响因素有程序正义、法律地位和负性压力［26］。

然而非自愿住院过程中患者的自主权在一定程

度上被限制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有研究者呼吁尽可

能减少使用躯体胁迫，让患者更多地参与进医疗决

策，以减少他们因不自由导致的自我无价值感 ［9］；也

有研究者认为当患者受限制时，他们很在意被对待

的方式，如果在受限制的过程中被尊重和倾听，他

们会报告更高程度的程序正义［17］。

在住院期间和出院后，患者更多的领悟、更少

的症状与他们的积极评价有关［16，27］。如 Bainbridge

等认为是与疾病有关的因素而不是服务或法规方面

的因素，能良好预测患者在住院期间和出院后的对

治疗的积极态度［27］。Smith 等则认为患者与他们治疗

医师的良好关系能提高他们的满意度［16］。

三　相关研究的意义

在非自愿住院的环境体系下，伦理和患者的人

权等方面确实容易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处理精

神障碍患者权利的保护与权利的限制的关系是一个

极大的难题。保护与限制兼具，也是精神障碍患者

这一弱势群体保护的一个特殊之处。”［28］从患者的角

度看，他们亲身体验非自愿住院的全过程，他们有

自己是否需要获得帮助或是否应被限制的主观立场，

也有治疗是否合理和有效的主观评定，更有遭遇中

的情感变化。这样的患者角度也许能使我们了解到

他们的真实需求，一些措施和治疗手段对他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在多大程度上被忽视

或尊重。同时，对于同一个过程，他们的态度和他

人如医生或照料者的态度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也

应当被探讨：是什么使他们之间的态度不一样？对于

这些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改善精神卫生服务的质量

与水平，更好地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另一方面，非自愿住院程序的设置和有关法律

的制定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如中国第一

部精神卫生法于 2013 年 5 月起施行，它在施行过程

中，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从患者的角度则可以

看到该程序和法律在具体实施中发生了什么。虽然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患者的症状或其他一些因素的

影响，患者难以对非自愿住院的实体结果做出较为

客观的评价，但是他们对所体验到的关于住院过程

的一些描述将是检验程序正义与否的一个参考，可

以对今后可能的立法修订提供依据。

此外，通过理解非自愿住院患者的体验，也将

对当前的医疗环境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设法降低

患者的消极体验也会增强治疗时患者的合作意愿，

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14］。如，有研究表明［29］，住院

期间高程度的胁迫体验与较差的治疗关系有关，而

较差的治疗关系又反过来影响了治疗结果。

总而言之，对精神障碍患方非自愿住院体验的

关注和探讨，将推动相关制度的建立和相应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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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提高，也将助益于患方医疗伦理和临床疗效等

领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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