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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管理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生存质量的影响分析

杨文君 、 杨　昆 、 黄国平 、 赵晓艳

【摘要】目的　探究个案管理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12~2017.3 之间我院收治的 11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个案管理组和对照

组，各 55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个案管理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

个案管理，采用临床疗效总评量表 - 疾病严重程度（CGI-SI）和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价两组患

者干预前、干预 1 周、干预 2 周、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的疗效及生存质量。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

者的 CGI-SI 和 SF-36 评分对比，组间无显著差异（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CGI-SI 评分较干预

前均显著改善，且干预 2 周、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个案管理组患者的 CGI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角色功能、精力、社会功能、心理健康、情感功能及总体健康较治疗

前均显著改善，且干预 1 周、干预 2 周、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个案管理组患者的 SF-36 评分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个案管理模式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疗效及

生存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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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model on curative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YANG Wenjun，YANG Kun，HUANG Guoping，et al. Mianya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 in Sichuan Mianyang， 
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model on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n = 55）and the control group（n = 55）.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psychotic 

drugs therapy and nursing care.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were given case management model at the same time Scales 

of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everty of Illness（CGI-SI）and the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1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2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4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and 8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CGI-SI and SF-36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  0.05）. The CGI-SI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interventon，and 2 weeks，4 weeks and 8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GI-SI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roles，energy，social function，mental health，affective function and overall health scores in SF-36 of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intervention，and 1 week，2 weeks，4 as well as 8 weeks after interven-

tion the SF-36 scores of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ase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thus，it is worth in the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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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一类重性精神疾病，有

文献统计显示人群终身患病率在 1％左右，具有慢

性化的特点，目前临床尚未阐明其病因病机［1］。精

神分裂症患者目前主要依靠药物进行治疗，但疗效

十分有限，患者患病后生存质量明显降低。近年来

的研究显示［2］，不同的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管理方案

可能对患者的精神状态及生存质量造成不一样的影

响，统一、刻板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精神病

患者，适当调整管理模式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状

态及生存质量。个案管理模式是由美国个案管理学

会（CMSA）提出的一种合作管理过程［3］，包括评估、

计划、执行、评价、反馈共 5 个步骤，根据每个患

者的管理需求来对管理方案进行调整，最终实现个

性化的管理模式。目前该方案在国内应用较少，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住院管理中的应用的相关文献更

少。本文就个案管理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

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6.12~2017.3 之间我院收治

的 11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个案管理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5 例，个案管理组包

括男性 28 例，女性 27 例，年龄 19~47 岁，平均（32.7
±6.5）岁，病程 1~14 年，平均（4.3±0.9）年；对照

组包括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龄 20~47 岁，平均

（32.9±6.4）岁，病程 1~12 年，平均（4.1±1.0）年。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对比上无

显著差异（P>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年龄≥ 18 岁；2. 符合《国际疾病分

类》（ICD-10）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状诊断标准［4］；3. 住

院治疗；4. 意识清晰，能主动配合完成本研究的相关

内容。排除标准：1. 合并严重脏器功能障碍；2. 脑器

质性精神病或药物所致精神、行为障碍；3. 有癫痫病

史或有严重攻击行为者。

1.3　干预方法

两组患者均常规用药治疗，给予患者利培酮片

（国药准字：H20050160）口服，初始剂量 1mg/d，后

根据病情需要及患者耐受程度 1 周时间内增加药物

剂量至 4~6mg/d，老年患者最大药物剂量可根据自身

情况酌减。对照组仍沿用常规管理方案，除药物治

疗外由责任护士负责患者的心理治疗。个案管理组

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个案管理，共包括 5 个步

骤：1. 评估，医师在床旁对患者的个人信息、躯体

状况、心理状况、认知水平、经济条件、社会支持

等信息进行收集，初步了解患者的治疗需求，整合

患者的需求及资源，做出一个初步的评估；2. 计划，

根据医师、护士、心理治疗师的评估结果进行整合，

综合考虑患者住院期间的实际需求情况，对各项治

疗进行优化，分清主次，充分考虑患者的期望及家

属的要求，最终制定出个性化的管理计划；3. 实施，

由临床主管医师为主导，责任护士和心理治疗师为

辅助，以团队的形式实施管理计划，通过交流沟通、

健康宣教、心理治疗配合药物治疗来改善患者的症

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4. 评价，根据治疗需求对

患者阶段性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价，本次选择临床疗

效总评量表（CGI）中的病情严重程度（CGI-SI）和

健康调查简表（SF-36）［4］来评价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及生存质量，通过评价情况了解管理计划的有效

性，以此为基础对管理计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调整；

5. 反馈，除了要加强与患者、家属的交流沟通，及

时了解实施干预后患者的感受获取直接反馈外，还

要根据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等情况来侧面收集反馈，

对管理计划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进行一个客观的总

结，及时调整改进。

1.4　观察指标

分别采用 CGI-SI 量表和 SF-36 量表评价两组患

者干预前、干预 1 周、干预 2 周、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的疗效及生存质量。CGI-SI 量表根据患者病情

采用 0~7 分的 8 级计分法做出评价，分值越高则说

明患者的病情越重。SF-36 量表包括 36 个条目，分

为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

能、心理健康、情感功能、总体健康评分 8 个维度，

分值越高则说明生存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处理，数据符

合正态分布，本研究结果均为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检验水平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CGI-SI 量表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CGI-SI 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

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CGI-SI 评分较干

预前均显著改善（P<0.05），但干预 2 周、干预 4 周、

干预 8 周时个案管理组患者的 CGI-SI 评分均显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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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各时期的CGI-SI评分统计对比（x±s，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1周 干预2周 干预4周 干预8周 F P

个案管理组（n=55） 6.1±0.6 4.9±1.0 4.0±0.6 2.8±0.5 2.3±0.3 8.911 ＜0.05

对照组（n=55） 6.0±0.7 5.0±1.0 4.7±0.6 4.0±0.5 3.5±0.4 5.397 ＜0.05

t 1.147 -1.039 -4.922 -6.825 -6.794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患者各时期的SF-36评分统计对比（x±s，分）

组别 项目 干预前 干预1周 干预2周 干预4周 干预8周 F P

个案管理组（n=55） 躯体功能 79.7±6.9 80.4±7.2 80.9±7.6 80.5±7.7 80.9±6.9 1.741 ＞0.05

角色功能 45.9±11.4 56.7±9.1* 61.4±6.8* 68.4±6.3* 71.5±4.9* 13.800 ＜0.05

躯体疼痛 82.4±8.2 83.5±6.8 85.1±6.4 83.5±8.2 84.1±6.9 2.014 ＞0.05

精力 53.7±9.1 58.5±7.6* 64.1±7.4* 69.5±4.9* 75.8±4.4* 13.217 ＜0.05

社会功能 42.3±9.6 49.7±8.1* 56.7±8.8* 61.7±9.1* 66.8±6.9* 11.572 ＜0.05

心理健康 59.7±6.8 68.5±7.2* 72.4±6.9* 75.3±6.6* 78.2±8.1* 10.957 ＜0.05

情感功能 58.2±9.4 65.7±6.6* 72.5±4.7* 75.8±6.9* 79.2±7.4* 10.417 ＜0.05

总体健康 58.4±9.9 68.7±10.0* 73.5±6.9* 78.4±8.2* 80.9±6.8* 11.826 ＜0.05

对照组（n=55） 躯体功能 79.5±6.8 80.4±5.6 81.2±5.9 80.6±6.8 80.4±8.8 1.922 ＞0.05

角色功能 45.4±11.7 48.5±9.9 53.8±9.2 58.5±6.8 62.7±7.2 6.891 ＜0.05

躯体疼痛 82.9±8.1 83.2±5.9 83.1±6.8 83.7±7.2 82.5±6.9 1.072 ＞0.05

精力 54.2±8.9 57.6±8.2 61.3±6.9 63.7±6.6 64.9±7.2 5.014 ＜0.05

社会功能 42.8±9.5 45.9±8.9 48.7±10.1 53.8±9.2 55.9±9.4 4.928 ＜0.05

心理健康 59.4±6.7 63.5±5.9 65.1±4.7 68.7±8.2 70.3±6.9 4.716 ＜0.05

情感功能 58.5±9.2 62.7±5.5 64.8±6.8 65.7±8.3 68.8±6.9 5.821 ＜0.05

总体健康 58.5±9.3 63.7±5.8 66.9±5.6 69.4±6.9 72.3±8.1 6.927 ＜0.05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 SF-36 量表评分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各项 SF-36 评分对比均无显

著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角色功能、精

力、社会功能、心理健康、情感功能及总体健康较

治疗前均显著改善（P<0.05），但干预 1 周、干预 2
周、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个案管理组患者的 SF-36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随

着近年来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生活压力的加大，该疾

病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复

杂，多数患者发病于青壮年时期，表现出情感、思

维、意识和感知等多方面的系统障碍，患者的内心

体验和精神感受协调障碍，脱离现实［5］。随着医疗

体制的改革，精神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受到重

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疾病的影响，包括社会功

能在内的多项生存质量均显著降低，即使应用精

神药物联合心理治疗仍难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生存

质量［6］。

精神分裂症患者多采用住院治疗，近年来的研

究显示，住院管理方案是影响精神病患者生存质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Koch 等［7］的研究显示，对康复期

的精神病患者实施综合训练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社

会功能，可帮助患者更好的回归社会。Schneider 等

人［8］的研究显示，采用团队化管理模式可更准确的

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感状态，从而为治疗计划

调整提供依据，研究数据显示实施团队化管理的患

者在生存质量改善上显著优于其他患者。个案管理

模式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案，CMSA 将其定义为一个

充分合作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评估、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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