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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发病及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肖艳红 1，3 、 廖力维 2 、 胡　嘉 3 、 胡满基 3 、 安孝群 3 、 陈　优 3

【摘要】目的　研究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及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　1. 随机收集住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 50 例，社区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 51 例，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表收集患者背景资料。2. 使用“阳

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Ⅱ -CV）”测评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症状及家庭功能。结果　1. 社区康复组患者疾病发作次数、住院次数少于住院组（P< 0.05）。2. 

社区康复组患者的 PANSS 粗分、阳性总分、阴性总分、一般精神病理学量表分以及反应缺乏、思维

障碍、偏执得分三项症状群评分都要低于住院组（P< 0.05）。3.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测评，在实际适

应性上，社区康复组家庭的适应性要优于住院组（P< 0.05）。结论　1、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的结论：

（1）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关系支持不足。（2）住院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严重程度、发作、

住院频率普遍都比社区康复组患者严重。（3）相对较好的家庭功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是一种保

护性因素。2、本研究新观点：从心理、社会综合角度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更可能和“个体内在

需求与个体的内外环境供给”不匹配让个体主观体验到的压力程度（简称“供需冲突张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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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onset and prognosis of schizophrenia 
　　XIAO Yanhong，LIAO Liwei，HU Jia，et al. Medical College of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s】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onset and prognosis of schizophrenia. 

Method　1.50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51 cases of schizophrenia i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The patien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by using the self-edited general situation table.2. Using 

the PANSS scal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FACES Ⅱ -CV）

to assess the symptoms and the family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sults　1. The number of disease attacks and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hospital（P<0.05）.2. The PANS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inpatient group as to the gross scores，

positive scores，negative total scores，general psychiatric scors，lack of reaction scores，thinking obstacle scores and 

paranoid scores（P<0.05）.3. In familial intimacy and adaptive assessment，the terms of actual adaptability，the fam-

ily of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group is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inpatient group（P<0.05）. Conclusion　1. Consis-

tent conclusion with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1）Lack of support i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 

（2）The severity，number of attacks and hospitalization frequenc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patient group are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group. （3）Relatively good family function i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2. The innovation viewpoint of this paper：From two angles，which ar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a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onse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lated with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nternal demand and supply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ch makes the individual suffer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stres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 The degree of tension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flict "）.

【Key words】 Schizophrenia；Pathogenesis；Prognosis；Family function；The degree of tension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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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类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的精神障

碍，主要表现为思维、感知觉、情感和行为等方面

的障碍 ［1］。研究表明，本病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

存在相关性，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社会文化

因素等［2-4］。针对广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转归，相对

于生物学、遗传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家庭关系等社

会因素的调节优化，成本更低且更易实现。本研究

希望对不同预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临床表

现、家庭功能等因素做相关调查，以探索影响精神

分裂症预后的因素，从而为临床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样本来源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7 月期

间，分别在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确诊的精神

分裂症住院患者及杨浦区街道社区“阳光心园”内接

受社区康复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05 名。“阳

光心园”主要是“日托”形式（早上 8 点 30 左右至下

午 15 点 30 左右），相比住院与家庭接触多、形式更

加开放丰富，包括手工、农耕、绘画等艺术康复课

程，但与“阳光心园”外的社会接触依然较少。本研

究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

1.1.2　入组标准　1.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

版》（ICD-10）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2. 年

龄 18-45 周岁，男女不限；3. 能够理解并回答问卷；4. 

无物质及酒精滥用，无局部脑损伤及神经系统疾病

等病史，无脑器质性疾病，未合并其他精神障碍；5.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阳性

与阴性症状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主要用于评定精神症状有无及各项

症状严重程度［5］。

1.2.2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Ⅱ -CV）　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1）亲密度，即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2）适应性，即家庭体系

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

改变的能力［6］。

1.2.3　其它研究工具　自编的患者基础情况调

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是否有家族史、发病年龄、发作总病程、既往发作

次数、既往住院次数等。

1.3　研究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横断面调查研究。取得患者本人知

情同意，向患者明确问卷调查目的和程序，采用统一指

导语，由研究者对患者进行 PANSS 量表测试，由患者在

研究者指导下完成 FACES Ⅱ -CV 量表测试。调查结束

后当场收回问卷，所有数据采用 EpiData3.1软件录入。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F 检验或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访问 105 名患者，其中 4 名（3.8％）拒绝，

有效问卷 101 份（96.2％）。两组一般资料、家族史、

疾病总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社

区康复组患者疾病发作次数、住院次数少于住院组

（P<0.05）。详见表 2.1。

表2.1　两组基础资料比较（n，％）

社区康复组
（n=51） 住院组（n=50） χ2/F P

性 别

　　男 23（45） 25（50）
0.24 0.69

　　女 28（55） 25（50）

年 龄（岁） 35.73±6.38 36.70±5.52 0.67 0.41

婚姻状况

　　已婚 2（4） 3（6）

4.31 0.12　　单身 48（94） 41（82）

　　离异 1（2） 6（12）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25） 7（14）

5.35 0.25

　　高中/中专/职校/技校 23（45） 24（48）

　　大专 10（20） 8（16）

　　本科 5（10） 10（20）

　　研究生 0 1（2）

家族史

　　有 10（20） 16（32）
2.21 0.17

　　无 41（80） 33（66）

总病程（月） 14.10±6.10 15.26±5.74 0.94 0.33

发作次数（次） 2.27（）.58 4.78（）.04 47.73 0.00

住院次数（次） 1.12（次）校/ 4.08（次）校/ 67.08 0.00

2.2　两组 PANSS 评分情况

社区康复组患者的 PANSS 粗分、阳性总分、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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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总分、一般精神病理学量表分，及反应缺乏、思

维障碍、偏执得分三项症状群分值都要低于住院组

（P<0.05）。详见表 2.2。

表2.2　两组PANSS测评结果比较（x±s，分）

项目 社区康复组（n=51） 住院组（n=50） P值

PANSS 粗 分 35.10±8.01 45.00±12.53 0.00

阳 性 总 分 7.67±1.74 9.76±.765 0.00

阴 性 总 分 9.59±.595 13.26 NS 0.00

一般精神病理分 17.84理分 NS 21.98理分 NS 0.00

症状群分

反应缺乏得分 5.06得分分 N 6.84得分分 N 0.00

思维障碍得分 4.43得分分 N 5.88得分分 N 0.01

偏 执 得 分 3.08±.087 3.80±.803 0.00

激活性 得 分 3.45±. .73 3.423分分 N 0.83

抑 郁 得 分 4.76±.762 4.96±.962 0.46

2.3　两组 FACES Ⅱ -CV 评分情况

社区康复组患者家庭的实际适应性要优于住院

组（P<0.05）。详见表 2.3。

表2.3　两组家庭功能测评结果比较（x±s，分）

社区康复组（n=51） 住院组（n=50） P值

实际亲密度 66.27）测评结果比 63.28）测评结果 0.12

期望亲密度 74.98）测评88 74.54）测评88 0.79

实际适应性 45.51）测评88 41.68）测评88 0.02

期望适应性 53.78）测评88 53.52）测评88 0.86

亲密度差值 8.86值）测评8 11.52）测评88 0.13

适应性差值 8.59值）测评8 11.88）测评88比 0.06

3　讨论

3.1　社区康复和住院的不同环境影响

本研究中社区康复患者的总体情况相对较好，

但是这只能反映相关性，不能得出社区康复一定能

够促进精神分裂症预后的结论。但既往研究早已表

明，社区治疗可在更为自由的环境和更少代价的情

况下，减轻患者症状，减少复发和痛苦，提高生活

质量，增强社会功能［7］。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以下

原因：社区康复患者比住院患者回归家庭更多，安全

感、归属感、爱的温暖等供给相对较多；同时，社区

康复患者比住院患者的病耻感低［8］，从而自我认可

度较高，亦即患者的内在支持度也高。

3.2　婚姻关系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致残率高，削弱患者社会功能，阻碍

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致婚姻状况较差，离婚率

也高于常人［9］。本研究已婚比例仅有 5％，反映出精

神分裂症患者在婚姻关系支持以及功能方面的不足。

3.3　家庭功能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对发病与转归有

直接影响。本研究结果虽然社区康复组患者家庭的

实际适应性要优于住院组，但两组患者对在家庭亲

密度都不是很满意。家庭功能测评的结果可能提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或者说家庭环境对病情

预后有重要影响，家庭功能好的患者症状轻、发作

频率小、住院次数少。

3.4　文化程度分布反映的深层次影响机制

精神分裂症发病、预后等与受教育程度存在

一定相关性。有研究者于 1988~1992 年对 47 万人

口的精神分裂症发病动态进行了 5 年前瞻性定群研

究发现，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精神分裂症的发病

率升高 ［10］。有研究者对 200 例精神分裂症首发患者

运用“社会相关因素调查表”及“生活事件量表”分

析其发病因素，小学文化 33 人（占比 16.5％），中

学文化 124 人（占比 62％），大学文化 43 人（占比

21.5％）［11］。有研究者调查了 1950 年初至 1995 年

底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首次入院的精神分裂症 1000
例，文化程度分布文盲 3.4％、小学 20.3％、中学

62.4％、中专以上 13.9％［12］。

上述数据数据可能提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

与学历并非简单的随学历升高而增加或减少，而更

可能和“个体内在需求与个体内外环境供给”的冲突

带给患者主观体验上的压力程度，即“供需冲突张

力”有关，教育程度的数据只是现象学的关联、并

非直接因果关系。一般而言，低学历或低认知，囿

于生活环境和自身见识，内在各类需求相对较低，

反倒容易适应资源匮乏的生物、社会环境支持；高学

历、高认知能力的个体，相对容易得到优越的环境

支持，内在的各类价值需求与内外环境供应的冲突

较低；最困难的当属中等认知能力个体，其内在各类

需求被激发，反倒与其身处的不良内外环境存在巨

大的矛盾冲突。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或社会结

构的剧烈变化，不同学历的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供需

压力差也将变化，从而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

在学历分布上出现跟随和微调。

3.5　综合讨论

笔者认为，从心理社会角度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发病，和“个体内在需求与个体内外环境供给”不匹配

让个体主观体验到的压力程度（简称“供需冲突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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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所有包括家庭支持、家庭外亲密关系、经济条件、

社会支持、个体自身内在支持（认知水平，归因风格、

希望特质和希望水平等）、文化导向等心理、社会方面

的诱发刺激发病因素，其深层动力学原理都是主观供需

张力。而且，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或社会结构急剧变

化，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供需张力也将变化，从而可能

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在群体分布上出现跟随微调。

当然，个体供需冲突张力对精神分裂症的发病、

预后等的影响，除了在受教育程度上有现象关联之

外，在个体事件应激、家庭功能支持、个体认知与

社会（或群体）文化对供需张力的调和等方面的现象

学关联，需要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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