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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教养方式与人格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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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男性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schizophrenia inmates，SI）教养方式与人格相关

性。方法　对 83 例 SI 患者及与其人口学资料相匹配的 63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进行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及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测评。结果　① SI 组在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EMBU）量表中的父亲因子Ⅰ得分高于对照组，母因子Ⅱ的得分低于对照组［（47.84

±10.27）分 vs（44.77±10.20）分，（35.95±6.28）分 vs（34.04±7.2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581，

P= 0.010；t = -2.299，P= 0.022）；② SI 组中父亲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量表显著相关，与 N 量表得分呈

负相关；③对照组中父亲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呈正相关，与 P、N 得分呈负相关；母亲因子Ⅱ与 E、N

得分呈正相关，与 L 得分呈负相关，结论　父亲温暖理解不能阻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违法行为，

母亲过分干涉对犯罪有影响，男性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父母教养方式对患者人格形成的影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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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bringing and personality for the male schizophrenia inmates 
　　ZHU Wenli，ZHU Chunyan，YIN Liangshua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Fourth People′s Hospital in 
Wuhu，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bringing and personality for the male schizo-

phrenia inmates（SI）. Methods　In this study，83 SI patients and demographically matched 630 schizophrenia ones 

without criminal act（as a control group） were all assessed by 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EMBU）and Ey-

sepnck Personality Questionaire（EPQ）. Results　① The father′s factor Ⅰ of the EMBU scale of the SI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mother′s factor Ⅱ of the EMBU scale of the SI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47.84±10.27）score vs（44.77±10.20）

score，（35.95±6.28）score vs（34.04±7.22）score；（t = -2.581，P=0.010；t = -2.299，P=0.022）］；② Father′

s factor Ⅰ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 subscales in EPQ scale，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 subscales in SI 

group；③ In the control group，Father′s factor Ⅰ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 subscales in EPQ scale，and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P、N subscales；Mother′s factor Ⅱ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N subscales in EPQ scal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 subscales. Conclusion　Father's warmth could not prevent criminal act in the male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mother's interference has influence on the criminal act in them.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style 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male schizophrenia inmates was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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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一项对 48 万人群 38 年中确诊的 24297 例

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

1、2、5 年内犯罪率分别为 0.8％，1.5％，2.7％，

且仅约 0.05％的犯罪会被定罪［1］。由此可见精神分

裂症患者具有犯罪比例大，定罪难的特点。因此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关

研究提示人格障碍［2］和父母教养方式［3］均是犯罪的

心理因素，因此本次研究采用人格量表和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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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比较服刑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无服刑记

录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人格及父母教养方式方面的差

异，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精神分裂症服刑组（schizophrenia inmates，SI）：

为 2015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在安徽监狱总医院精

神科住院治疗的限制刑事能力的男性精神分裂症病

犯共 83 例，（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10（ICD-10）中

精神分裂症诊断，并且均有明确的刑事能力鉴定或

服刑能力鉴定书；（2）排除合并严重心、脑、肺系

统疾病；（3）能完成全部量表调查；（4）有明确的犯

罪记录：其中故意杀人 30 例，故意伤害 22 例，抢劫、

抢夺 10 例，盗窃 8 例，强奸 6 例，诈骗 2 例，放火

罪 1 例，绑架 1 例，销售伪劣产品 1 例，非法集资 1
例，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 1 例。患者年龄

18~60 岁，平均（37.11±9.87）岁；受教育年限 0~16
年，平均（8.01±2，09）年。

对照组：为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2 月在芜湖市

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的无服刑记录的男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入住条件者共 630 例，（1）符

合国际疾病分类 -10（ICD-10）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2）能完成全部量表调查，已排除在数据整理

中量表完成不全者 18 例；（3）排除合作性差、精神

发育迟缓、伴有躯体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共排除

患者 47 例，年龄 13~69 岁，平均（35.49±11.51）岁；

受教育年限 0~18 年，平均（10.07±2.77）年。

2 组在年龄（t = -1.224，P=0.222）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SI 组受教育年限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 =6.518，P<0.001）。本次研究为芜湖

市重点课题基金项目，研究获得芜湖市第四人民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所有入组对象均处于

疾病缓解期，研究未泄露服刑人员个人信息。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通过问卷回顾性采集患者所

有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姓名、住院号、年龄、受

教育年限。服刑精神病犯记录司法精神鉴定鉴定号。

1.2.2　人格测定　采用 EPQ 量表简化中文版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该量表是

由英国伦敦大学艾森克教授编制，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校订，共 48 个项目，

包括 P（精神质）、E（内外向）、N（神经质）、L（掩

饰性）4 个分量表，被试选择“是”、“否”，有顺向得

分题和反向得分题组成，E 高分者外向，低分者内

向；N 高分者情绪不稳定；P 高分者较为冷漠孤僻；L

高分者回答不真实［2］。本次研究取量表得分粗分。

1 .2 .3　教养方式测定　本量表采用岳冬梅版

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EMBU）是由父亲因素与母亲因素组成：

父亲由六个主因素，58 个条目组成；母亲由 5 个主

因素，57 个条目组成，让被试对父母教养方式分别

从：从不、偶尔、经常、总是四个层次予以评价［4］。

1.2.4　注意事项　全部量表测定均由在精神科

临床工作五年以上主治医师完成，芜湖四院由朱文

礼主治医师进行，安徽省监狱总医院由尹良爽主治

医师完成，并进行量表测定一致性培训。所有评估

均在患者处于精神分裂症康复期后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比较两组患者人格量表

得分与教养方式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所有统计学检验

均为双侧概率检验，取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量表得分比较。见表 2。

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SI 组在 EMBU 量表中的

父亲因子Ⅰ得分高于对照组，在母亲因子Ⅱ的得分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两组人格及教养方式的比较（单位：分）

量表 项目 SI组 对照组 t P 

EPQ量表 P 2.98±2.21 3.35±2.13 1.509 0.132

E 6，98±2.99 7.39±2.74 1.269 0.205

N 5.89±3.19 5.40±3.12 -1.331 0.184

L 6.13±3.05 6.77±2.99 1.813 0.070

总分 21.98±4.70 22.98±4.70 1.782 0.075

EMBU量表 父因子Ⅰ 47.84±10.27 44.77±10.20 -2.581 0.010

母因子Ⅰ 48.00±9.51 45.72±10.36 -1.903 0.057

父因子Ⅱ 21.73±6.43 21.99±6.27 0.344 0.731

母因子Ⅱ 35.95±6.28 34.04±7.22 -2.299 0.022

父因子Ⅲ 21.11±4.53 20.88±4.94 -0.400 0.689

母因子Ⅲ 16.16±3.98 16.57±3.73 0.941 0.347

父因子Ⅳ 9.92±2.96 10.02±3.48 0.259 0.796

母因子Ⅳ 16.46±4.92 16.87±4.32 0.806 0.420

父因子Ⅴ 11.94±3.09 12.47±2.92 1.531 0.126

母因子Ⅴ 10.30±2.92 10.27±3.28 -0.091 0.927

父因子Ⅵ 11.73±3.01 11.49±3.27 -0.659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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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I 组人格量表得分与教养方式得分相关性

因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组患者在父亲因子Ⅰ

得分和母亲因子Ⅱ得分有统计学意义，故将 EMBU

中该两项指标与 EPQ 量表得分进行相关性比较，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父亲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量

表显著相关，与 N 量表得分呈负相关。见表 2。
表2　SI组人格量表得分与教养方式得分相关性

Pearson相关 EPQ量表

P E N L 总分

父因子Ⅰ -0.203 0.292﹡﹡ -0.266﹡ 0.236﹡ 0.063

P 0.066 0.007 0.015 0.031 0.569

母因子Ⅱ 0.057 0.114 -0.122 0.049 0.049

P 0.609 0.303 0.271 0.658 0.662
﹡P<0.05，﹡﹡P<0.01

2.3　对照组人格量表得分与教养方式得分相关

性

父亲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呈正相关，与 P、N

得分呈负相关。母亲因子Ⅱ与 E、N 得分呈正相关，

与 L 得分呈负相关，见表 3。
表3　对照组人格量表得分与教养方式得分相关性

Pearson相关 EPQ量表

P E N L 总分

父因子Ⅰ -0.128﹡﹡ 0.237﹡﹡ -0.132﹡﹡ -0.009 -0.014

P 0.001 0.000 0.001 0.824 0.735

母因子Ⅱ -0.044 0.164﹡﹡ 0.160﹡﹡ -0.138﹡﹡ 0.100﹡﹡

P 0.265 0.000 0.000 0.001 0.012
﹡P<0.05，﹡﹡P<0.01

3　讨论

齐素芳等［2］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 EPQ 的精神

质、内外向、神经质分量表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掩饰性分量表评分低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服刑人员在人格特征上存在高精神质、高神经

质、高外倾性和低掩饰性的特点，其影响因素较多。

程利娜 等［3］对精神正常的服刑人员研究显示：服刑

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人格诊断问卷的总得分以及 9
个因子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在本次研究方

面，我们并未发现 SI 组与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人格量表方面的差异，研究提示，人格因素可能并

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的心理因素。

EMBU 量表中父亲因子Ⅰ为情感温暖、理解，

父亲因子Ⅱ为惩罚、严厉，父亲因子Ⅲ为过分干涉，

父亲因子Ⅳ为偏爱被试，父亲因子Ⅴ为拒绝、否认，

父亲因子Ⅵ为过度保护，母亲因子Ⅰ为情感温暖、

理解，母亲因子Ⅱ过干涉、过保护，母亲因子Ⅲ为

拒绝、否认，母亲因子Ⅳ为惩罚、严厉，母亲因子

Ⅴ为偏爱被试［4］。本次研究中 SI 组在 EMBU 量表中

的父亲因子Ⅰ得分高于对照组，在母因子Ⅱ的得分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提示：父亲温

暖理解不能阻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违法行为，

母亲过分干涉的教养方式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犯

罪行为有影响，

黄上上等［5］研究显示少温情关爱而多控制干涉

的父母教养行为、被忽视和被憎恶的受虐经历、不

安全依恋与人格障碍症状关系密切。父亲惩罚，母

亲情感温暖低较易导致人格障碍的出现，负性的父

母教养方式较易导致中国儿童人格障碍的出现，而

母亲情感温暖是一个保护性因素［6］。程利娜 等［3］研

究显示：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父母亲的情感温暖

理解、父母亲的惩罚严厉和父母亲的拒绝否认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服刑人员而言，父母的情感

温暖理解与人格障碍存在显著负相关，父母的拒绝

否认、惩罚严厉、母亲的偏爱被试与人格障碍存在

显著正相关［3］。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SI 组中父亲

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量表显著相关，与 N 量表得

分呈负相关。对照组中父亲因子Ⅰ与 EPQ 量表中 E

呈正相关，与 P、N 得分呈负相关；母亲因子Ⅱ与 E、

N 得分呈正相关，与 L 得分呈负相关，男性精神分

裂症服刑人员父母教养方式对患者人格形成的影响

要明显降低。

一项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研究的 meta 分析

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神经质方面得分高于常人，

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得分低于常人，提示精

神分裂症患者人格方面存在异常［7］。研究提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本身就通常伴随人格方面的改变，但这

种人格异常在有无犯罪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并无显

著差异，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敌意和批评，均能

引起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而家庭成员交流则

能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躯体攻击行为［8］。因此对精

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

步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行为出现的成长背景，

从而做出有效预防。本次研究由于研究组属于罕见

样本，入组例数受限，无法对每一种犯罪类型及精

神分裂症诊断分型进行讨论，且研究中两组间人格

障碍差异不显著，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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