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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伤害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赵晓光 1 、 陈岩岩 2 、 张燕华 1 、 胡晓龙 1 、 赵丹英 1 、 赵姣文 1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伤害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为社区精神

分裂症患者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已经发生伤害行为的

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44 例作为研究组，采用 1∶2 病例对照研究，按照年龄 ±5 岁作为匹配

因素，选取同期收治的无伤害风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8 例作为对照组，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收集

相关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学资料是否本地户籍、是否在管、性格、婚姻状况、

家庭月平均收入、监护情况、服药情况、既往伤害史、首次发病年龄、病程对于非自愿住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伤害行为具有统计学意义（t/χ2/Z= 11.23、12.74、7.28、7.16、8.97、33.00、16.17、37.23、

25.70、29.47、-2.33，P 均 < 0.05），精神症状幻听、被害妄想、被控制感、激惹对于非自愿住院

精神分裂症患者伤害行为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9.19、12.89、10.4、17.52，P 均 <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婚姻状况、监护情况、是否在管、既往伤害史可能是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

患者发生伤害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伤害行为的发生与婚姻状

况、监护情况、是否在管、既往伤害史、幻听、被害妄想、被控制感、激惹症状有关联，因此，在

社区管理中应当重点结合以上因素对相关患者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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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ated factors of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Schizophrenics with an act of injury behavior  
　　ZHAO Xiaoguang，CHEN Yanyan，ZHANG Yanhua，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 Jiading，Shang-
hai 2018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jury behaviors among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Schizophrenics and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chizophrenia management in 

community. Methods　44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injury behaviors were recruited from 

January2013 to December2015，A 1∶2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88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out 

injury behaviors were recruited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as control group，matched by age（±5 years）. We used 

our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socioeconomic status information from two groups. Resul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local residence，enrollment in community schizophrenia management program，character，

marital status，household income，guardianship，medication，injury history，age at first onset and duration of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ho had injury behaviors and who didnot have

（t/χ2/Z=11.23、12.74、7.28、7.16、8.97、33.00、16.17、37.23、25.70、29.47、-2.33，P<0.05）. Mental 

symptoms with auditory hallucination，delusion of persecution，sense of control，irrita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ho had Injury behaviors and who didnot have（χ2=19.19、12.89、10.4、17.52，

P 均 <0.05）.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arital status，guardianship，enrollment in 

community schizophrenia management program，and injury history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njury behavior 

among Schizophrenics. Conclusion　Injury behavior of Schizophrenics are related tomarital status，guar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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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体关于精神疾病患者伤人、毁物、

自伤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报道较为常见，精神分

裂症患者是构成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主要部分［1-2］，

媒体的各类报道和国内外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

患者又是精神疾病患者中发生肇事肇祸事件，造

成社区极大危害的主体［3-5］，其犯罪风险比可高达

19.5％［4］。《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

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

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

他人安全的危险的［6］。立法背景提倡尽可能让患者

自愿住院，减少非自愿住院是精神障碍住院治疗应

当坚持的原则［7］。本研究旨在分析收治的非自愿住

院精神障碍患者出现伤害行为的流行病学相关因素，

探索性研究提高患者自愿住院率。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3 年 ~2015 年本中心收治的已经发生伤害行

为或存在发生伤害行为危险的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 44 名作为研究组，男性 26 例，女性 18 例，

采用 1∶2 病例对照研究，按照年龄 ±5 岁作为匹配

因素，选取同期收治的无伤害风险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 88 名

作为对照组，男性 48 例，女性 40 例。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对收治患者进行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性别、是否本地户籍、文化程度、家庭收

入、婚姻状况、性格特征、首次发病年龄、病程、

监护情况、是否社区在管、服药情况、以往伤害史

及住院次数等。

1.2.2 统计分析 将调查资料录入 SPSS19.0 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随后进行统计分析，人口学特

征用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两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χ2 检验，非正态或方差不齐的采用秩和检验。非

自愿住院患者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

型。P<0.05 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间一般特征及精神症状比较

两组间性别、是否本地户籍、是否在管、性格、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月平均收入、监护情况、

服药情况、既往伤害史、首次发病年龄、病程、住

院次数等因素比较显示，是否本地户籍、是否在管、

性格、婚姻状况、家庭月平均收入、监护情况、服

药情况、既往伤害史、首次发病年龄、病程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精神症状比较，

存在猜疑、行为紊乱症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存在幻听、被害妄想、被控制感、激惹

症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伤害行为的多因素回

归分析

为 比 较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伤 害 行 为 的 影 响 因

素，以“是否已经发生伤害行为或存在发生伤害

行 为 危 险 的 患 者 ”为 因 变 量 ， 单 因 素 分 析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作 为 可 能 相 关 的 影 响 因 素 作 为 自 变

量，作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α ≤ 0 .05 作

为进入方程的标准，以α ≥ 0.10 为剔除标准，变

量赋值见表 2，并用二分类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OR=0.13，95％

CI=0.10~0.99，P=0.04）”“监护情况（OR=0.51，

95％CI=0.27~0.96，P=0.04）”、“是否在管（OR=0.02，

95 ％CI=0 .00～0 .09，P=0 .00）”和“既往伤害史

（OR=15.54，95％CI=3.10~77.78，P=0.00）”是影响

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或可能发生伤害行

为的重要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3）。

3　讨论

发生伤害行为的非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中精

神分裂症患者占据比例较大，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极

大的危害，由于众多伤害行为具有突发性和隐密性，

从精神专业角度也很难对伤害行为做出准确的预测，

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管理和治疗成为相

关职能部门日益重视的问题。

enrollment in community schizophrenia management program，injury history，auditory hallucination，murdered 

delusion，sense of control，irritability were the main factors. We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above factor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Key words】Schizophrenia；Injury behavior；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Socialeconom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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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间一般特征及精神症状比较（n（％）、（±s））

变量 研究组（n=44）对照组（n=88）t/χ2/Z P

性别 0.25 ＞0.05

 　　男 26（59.1） 48（54.5）

　　女 18（40.9） 40（45.5）

是否本地户籍 11.23 ＜0.05

　　是 29（65.9） 79（89.8）

　　否 15（34.1）  9（10.2）

是否在管 12.74 ＜0.001

　　是  8（18.2） 80（90.9）

　　否 36（81.8）  8（9.1）

性格  7.28 ＜0.05

　　内向 25（56.8） 47（53.4）

　　外向 15（34.1） 17（19.3）

　　中性 4（9.1） 24（27.3）

婚姻状况  7.16 <0.05

　　已婚 13（29.5） 46（52.2）

　　独居 13（29.6） 13（14.8）

　　未婚 18（40.9） 29（33.0）

文化程度  4.82 ＞0.05

　　文盲  5（11.4） 23（26.1）

　　初中及以下 19（43.2） 38（43.2）

　　高中或中专 15（34.1） 20（22.7）

　　大专及以上  5（11.4）  7（8.0）

家庭月平均收入 8.97 <0.05

　　＜2000 14（31.8） 47（53.4）

　　2000～ 15（34.1） 29（33.0）

　　≥3000 15（34.1） 12（13.6）

监护情况 33.00 <0.001

　　好 11（25.0） 45（51.1）

　　一般  9（20.5） 35（39.8）

　　差 24（54.5）  8（9.1）

服药情况 16.17 <0.001

　　按时  8（18.1） 44（50.0）

　　间断 20（45.5） 33（37.5）

　　不服 16（36.4） 11（12.5）

既往伤害史 37.23 <0.001

　　有 35（79.5） 21（23.9）

　　无  9（20.5） 67（76.1） 　 　

首次发病年龄 27.44±13.40 29.44±10.07 29.47 <0.001

病程 14.73±13.45 19.41±12.47 -2.33 <0.05

住院次数  2.86± 2.36  3.08± 2.76 -0.26 ＞0.05

幻听 19.19 ＜0.05

　　有 30（68.18） 25（28.41）

　　无 14（31.82） 63（71.59）

被害妄想 12.89 ＜0.05

　　有 34（77.27） 39（44.32）

　　无 10（22.73） 49（55.68）

被控制感 10.40 ＜0.05

　　有 28（63.64） 30（34.09）

　　无 16（36.36） 58（65.91）

猜疑  1.20 ＞0.05

　　有 15（34.09） 22（25.00）

　　无 29（65.91） 66（75.00）

激惹 17.52 ＜0.05

　　有 33（75.00） 32（36.36）

　　无 11（25.00） 56（63.64）

行为紊乱 2.30 ＞0.05

　　有 31（70.45） 42（47.73）

　　无 13（29.55） 46（52.27）

表2　影响患者伤害行为的可能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是否本地户籍 1 = 是；2 = 否

年龄段 1 = 18～；2 = 35～；3 = 60～

婚姻状况 1 = 已婚；2 = 独居；3 = 未婚

家庭月平均收入 1 = ＜2000；2 = 2000～；3 = ≥3000

性格 1 = 内向；2 = 外向；3 = 中性

监护情况 1 = 好；2 = 一般；3 = 差

是否在管 1 = 是；2 = 否

服药情况 1 = 遵医服药；2 = 间断服药；3 = 不服药

既往伤害史 1 = 有；2 = 无

表3　各因素对患者有伤害或存在伤害行为危险的患者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B S. E. Waldχ2 P OR 95％ CI

常量 11.40 4.29 7.07 0.01 89200.66 --

是否本地户籍  0.01 0.94 0.00 0.99 1.01 0.16~6.33

年龄段 -0.23 0.65  0.13 0.72 0.79 0.22~2.80

婚姻状况 -1.16 0.59 3.90 0.04  0.31 0.10~0.99

家庭月平均收
入

-0.67 0.53 1.60 0.20  0.51 0.18~1.45

性格  0.62 0.56 1.23 0.27 1.86 0.62~5.54

监护情况 -0.67 0.32 4.32 0.04  0.51 0.27~0.96

是否在管 -4.08 0.85 23.25 0.00  0.02 0.00~0.09

服药情况 -1.23 0.65 3.58 0.06  0.29 0.08~1.05

既往伤害史 2.74 0.82 11.14 0.00 15.54 3.10~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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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在收治的非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

者中，性别与患者伤害行为并无太大关联，这与缪

海燕，赵巍峰等［8，9］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张怀惠

等［3-10］的研究结果不同，分析其原因为选择研究对

象不同，张怀惠等的研究对象为发生或易发生肇事

肇祸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而本研究的对象为发生

伤害行为的患者，包括扰乱公共安全等滋事行为，

相比之下，肇事肇祸的严重程度较高，男性体格强

健，易发生严重的肇事肇祸伤害行为。本地户籍人

口相比外来常住人口流动性较小，基层管理人员容

易掌握人口信息，确诊精神障碍患者易纳入社区日

常随访管理有关。独居、家庭收入低、服药依从性

差也是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伤害生为的主要因

素，这与樊学文等［1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住院次

数和文化程度与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考虑为研究

对象的选择不同有关。此外，患者的性格、监护情

况既往伤害史和首次发病年龄和病程也与伤害行为

的发生有关。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婚姻状况、

监护情况、是否在管和既往伤害史四方面因素是精

神分裂症患者伤害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精神症状学

方面分析，存在幻听、被害妄想、被控制感、激惹

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发生伤害的可能性较大。

社区精神疾病患者主要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约

占 50.1％［2］，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管理是精神卫

生防治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社区管理的难点。

在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的日常患者收治过程中，大多

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了伤害或潜在伤害行为，以非

自愿住院形式收入院，患者在社区管理中存在一定

的管理盲区。通过本次对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

者出现伤害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一定程度上为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管理提供了依据和方向，加强

辖区疑似患者排摸，尽可能将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纳入管理是做好社区患者管理的基础，对已纳入管

理的患者中独居、家庭收入较差、监护不良、服药

依从性差、既往有伤害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做好重

点管理，尤其在社区随访过程中，发现患者存在幻

听、被害妄想、被控制感、激惹症状的，要重点加

强监护和管理，必要时建立由社区民警、村 / 居委精

防工作人员及家属三方监护网络，对于减少精神分

裂症患者伤害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良好的家

庭干预是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管理的重点，良好的

家庭干预包括对患者良好的监护，督促服药，健康

宣教等，家庭干预能快速、有效的减少社区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12-15］。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偏少，缺少一定

的代表性，本院近 3 年共收治的符合本课题研究条

件的发生伤害行为或存在发生伤害行为危险的非自

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同期收治的无伤害行为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数较少，影响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其次，本研究对存在或存在发生伤害行为危险的定

义较局限，没有采用具体的评估量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研究可比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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