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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王海娟 1 、 顾伯美 2 、 安敏杰 1 、 燕松涛 1 、 肖秋霞 3 、 赵幸福 4

【摘要】 目的　研究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入住我院的 8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

组，实验组 41 例，对照组 41 例。两组患者在入院时均接受住院期间的动机性访谈及常规宣教，实

验组则在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对照组出院后则进行常规电话随访。分别在患者入院时、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时完成患者的依从性资料收集。结果　两组出院后 1 个月服药依从性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出院后 3 个月和 6 个月时，实验组的服药依从率分别为 92.68％和 95.12％，

明显高于同期的对照组（75.61％，70.73％）（P< 0.05）；实验组患者在出院后 3 个月和 6 个月时服药

依从性得分则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在患者出院后参加社会活动、按时复诊、复发率、满意

率四个方面实验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

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院外依从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针对性强、易于接受、适宜开展

等特点，在提高院外精神分裂症患者依从性方面具有更好的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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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ntinuing motivated interview after discharge to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rehabilita-
tion schizophrenia　　WANG Haijuan，GU Bomei，AN Minjie，et al. Outpatient Dept，Geriatric Hospital of Daxing 
District，Beijing 102600，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ing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fter discharge to the treat-

ment compliance of rehabilitation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82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as selected from March 

2014 to March 2017 in our hospital，and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41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41 

cases），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received th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conventional propa-

ganda and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patient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tinue motivational interview-

ing after discharg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conventional telephone follow-up after discharge. Treatment 

compliance was evaluated at the time of admitted to hospital and 1 month，3 months，6 months after being discharged. 

Results　There is no group difference for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at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P>0.05）. At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92.68％ and 95.12％）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in the control group（75.61％，70.73％）（P<0.05）. Medication adher-

ence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t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timely follow-up after discharge from hospital，the recur-

rence rate，and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is strong pertinence，easy to accept，and suitable to carry out. Continue moti-

vational interviewing after discharge can significant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rehabilitation schizophrenia，and has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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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种慢性迁延性

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 1％，且易复发，出院时往

往遗留部分社会功能的缺损，需要长期药物控制，

部分病人需要终身药物治疗［1］。但是精神分裂症患

者院外长期的药物治疗依从性较差，容易导致病情

反复发作，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增加

了社会负担。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2］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直接的访谈方式和技

术，由国外精神病学家 Miller 首先提出的，被医学

界广泛用于促进各种非健康行为的改变，促进患者

各种不良行为的转变，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服药依从

性的相关领域［3］。由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

后远期服药依从性不佳，有必要进行院外干预。本

研究通过院外继续动机性访谈治疗，观察其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3 月 ~ 2017 年  3 月曾在我院治疗后

出院的 82 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1）入组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 3 版精神分裂的诊断标准［4］；（2）精神病量

表（BPRS）评分≤ 35 分；（3）精神症状治疗后基本

缓解，病情相对稳定，但伴随社会功能缺陷时间≥

3 月；（4）排除躯体及器质性疾病、合并有认知功能

障碍者［5］。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本研究对象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8.6
±9.5）岁；性别为男性 21 例，女性 61 例；文化水平：

高中以上水平 12 例，初中水平 48 例，小学及以下

水平 22 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包括年龄、性

别、学历等）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本研究通

过伦理委员会审核实施。

1.2　研究方法

根据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出院

后的用药特点，制定有利于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动机

性访谈方案，根据患者个性制定相对应的方案策略，

由科室指定护理工作人员完成健康宣教及动机性访

谈，相应工作人员需为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访谈

主要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为主要目的。 

1.2.1　实验组　住院期间对实验组患者进行精

神分裂症的常规健康宣教、动机性访谈，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把握患者性格及服药规律，出院后继

续动机性访谈，以解决出院后服药问题为主，避免

服药依从性的波动。访谈方式采用电话访谈或面对

面访谈，访谈时间为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

每次访谈时间为 40min-60min 左右，内容包括：患者

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服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对本

身生活的影响；引导患者自我思考，阐述药物对自己

的作用及停药的不良后果，自身健康状况及应对措

施；针对患者的病情，确定针对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具

体方案。

1.2.2　对照组　住院期间进行常规宣教、动机

性访谈，与实验组一致，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只是进行常规的电话随访，针对患者提出的问

题进行相应的解答，了解患者院外的服药情况。

1.3　评价方法

根据既往依从性量表［6］的相关内容制定符合

自身特点的服药依从性量表，包括服药的时间、频

率、服药的剂量、停药时间等。对每一项内容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方法，最高分为 30 分，视为依从性好，

低于 30 分视为依从性差。患者出院后的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进行随访评估，判断其依从性。参加社

会活动是指出院后能够恢复工作或者能够参加家庭

一项主要任务；复发判断的标准是再次住院或病情加

重；按时复诊是指能够按照医生指导定期来院检查；

满意率是指对医护工作的满意度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服药依从性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在出院后 1 个月的服药依从性，

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比较两组患者在出院后

3 个月、6 个月时的服药依从率，实验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服药依从性得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入院时及出院后 1 个月的服药依从

性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在出院

后 3 个月和 6 个月时服药依从性得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ter long-term outcome in improving the compliance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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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服药依从性得分比较（x±s，分）

时间 实验组（n=41） 对照组（n=41） t值 P值

入院时 16.82±2.98 16.41±3.21 0.599 P>0.05

出院后1个月 28.59±2.41 28.08±2.51 0.938 P>0.05

出院后3个月 29.35±0.21 28.81±1.39 2.460 P<0.05

出院后6个月 29.89±0.63 26.61±3.51 5.889 P<0.05

2.3　回访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出院后总的回访情况比较，实验

组在参加社会活动、按时复诊、复发率、满意率

四个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出院回访情况比较（n，％）

组别 参加社会活动 按时复诊 复发 满意率

实验组（n=41） 32（75.05） 37（90.24） 10（24.39）40（97.56）

对照组（n=41） 23（56.10） 18（43.90） 19（46.34）33（80.49）

χ2值 4.472 19.934 4.321 4.493

P值 P<0.05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就业、升学、成家等各

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导致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精神

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7］。

虽然目前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效果较前有了明显的

提高，但精神分裂症的复发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每次的复发都会导致患者的社会功能进一

步下降［8，9］。在复发患者中，部分依从或不依从患者

的比例远高于依从性高的患者，因此，提高患者院

外依从性，防止精神分裂症的复发，促进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成为精神学科研究的热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仍然是目前临床

较为关注的重点。国内研究显示，目前服药依从性

约为 30％，仍有约 70％的患者依从性未达到要求

标准［10］。本研究中，对照组在出院后 1 个月、3 个

月、6 个月的服药依从性分别为 78.05％、75.61％、

70.73％，这说明住院期间医护工作人员通过对患者

及家属进行宣教、动机性访谈等能够使患者依从性

良好，但出院后由于社会、家庭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服药依从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院外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是很难达到医生要求的。出院后观

察组继续动机性访谈，在出院后 3 个月、6 个月的服

药依从性达到 92.68％、95.12％，能够有效提高患

者服药的依从性，实现对疾病的控制，不断引导患

者趋向健康行为，减轻社会负担，实现自我的社会

价值，说明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是适合患者的较

为灵活、有效的院外指导方式，指导患者积极参与

到自我改变中来，有着较为理想的远期效果。

对出院后患者进行继续动机性访谈是医院护理

工作的有效延续，对于依从性差的患者在院外治疗

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很多患者在出院后的自行服

药过程中，依从性差，不能够有效回忆服药医嘱。

继续动机性访谈能够从中了解患者依从性差的原因，

比如患者缺乏疾病的相关知识，不了解药物对疾病

的重要性；或者有的患者由于害怕药物的副作用，怕

影响以后的工作、生活，从而因短期的自我感觉良

好而自行停药；还有的患者由于治疗时间较长，不能

够长期坚持下去等等，都是患者依从性差的重要因

素［11，12］。本研究结果显示，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

能够显著提高患者院外参加社会活动的几率，大大

降低复发率，提高按时复诊率，使医生能够及时了

解病情发展情况，适时调整药物，尽可能的降低药

物带来的副作用，使患者对医护工作做出较为理想

的评价，提高满意度。同时院外继续动机性访谈需

要我们访谈者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充分掌握疾病

的特点，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避免隔阂，指导患

者勇于面对现实，从疾病阴影中走出来，笑对生活，

从而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开展出院后继续动机性访谈的工作，是精神类

疾病所迫切需要的。首先继续动机性访谈是临床护

理工作在院外的延续，根据不同患者制定不同的访

表1　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比较［例数（百分比，％）］

组别 出院后1个月 出院后3个月 出院后6个月

依从 不依从 依从 不依从 依从 不依从

实验组（n=41） 28（68.29） 13（31.71） 38（92.68） 3（0.07） 39（95.12） 2（4.88）

对照组（n=41） 32（78.05） 9（21.95） 31（75.61） 10（24.39） 29（70.73） 12（29.27）

χ2值 0.993 4.479 8.613

P值 P>0.05 P<0.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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