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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随访干预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社区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张　彦 1 、 康　茜 1 、 张利芬 1 、 柏　蓓 1 、 王　涌 2

【摘要】目的　探讨微信随访干预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社区延续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 2014 年 � 月 ~2016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2 组患者出院后均实施社区延续护理干预，对照组采用传统方式进行健康

教育及电话随访，实验组采用微信随访干预，观察护理干预后 2 组遵医行为、护理效果、随访复发

率。结果　护理干预后实验组饮食、情绪管理、适量运动、用药依从性及定期复诊评分较对照组明

显高（P< 0.0�）；护理干预后 2 组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评分较护理干预

前明显降低，且实验组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P< 0.0�），护理干预后 1 年实验组复发率较对照组明显

低（P< 0.0�）。结论　微信随访干预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社区延续护理中应用时，可明显提高

患者遵医行为，并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降低患者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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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eChat follow-up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continued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after discharge　　ZHNAG Yan，KANG Xi，ZHANG Lifen，et al.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WeChat follow-up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contin-

ued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fter discharge.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February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mmunity continu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raditional methods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telephone follow-up，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WeChat follow-up intervention.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compliance behaviors，

nursing effects，recurrence rat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diet，emotion management，moderate exercise，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regular follow-up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lack of vitality，thought disorders，activation，hostility suspicion and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decrease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1 year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recurrenc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WeChat follow-up interven-

tion in community continued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fter discharg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medication compliance，effective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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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一种高患病率、高复发率及高

致残率的慢性迁延性疾病，多发于青壮年，涉及感

知、情感、思维及行为多个方面，目前对其病因尚

未完全明确［1］；绝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需终身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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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持治疗，此外还需接受心理及康复训练，近年

来随着新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不断问世，明显地

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然而优于出院

后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及监督，致使患者服药依从

性下降，且存在较高复发率［2］。有文献报道指出为

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可将医疗及护

理服务延伸至家庭，可及时了解患者心理、病情变

化及遵医行为，较好地巩固疗效及降低复发率［3］。

而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出院后患者

实施延续护理干预的同时采用微信随访模式明显优

于传统随访模式，在促进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

关节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4］，因此可考虑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出院后社区延续护理中应用微信随访可能

存在一定应用价值。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精神

与行为障碍诊断标准》［5］有关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无

药物及酒精依赖；对本研究内容及目的知情并自愿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合并严重或不稳定的躯体疾病；

合并严重心肺疾病、器质性因素所致精神障碍者；文

盲，对量表内容无法理解；躯体疾病伴有精神障碍；过

敏体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各 40 例，

对照组男、女各 18、22 例，年龄 23~60 岁，平均年龄

（49.51±8.14）岁；实验组男、女各 17、23 例，年龄

24~60 岁，平均年龄（50.02±8.20）岁。2 组患者上述

基线资料相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相较性。

1.2　方法

1.2.1　2 组患者出院后均实施社区延续护理干

预　对照组采用传统方式进行健康教育及电话随访，

患者接受常规出院指导，为患者发放健康宣教手册，

在出院后 1、3、6 个月回科室门诊复诊，出院后每

一个月进行一次电话随访，并通知患者定期回院参

加心理健康宣教。

1.2.2　实验组则采用微信随访干预　由护理人员

建立精神分裂症治疗后微信群，在患者出院前由我院

专业指导者、患者家属加入该微信群，协助患者下载

健康教育资料。患者出院后，由专业人士在微信群里

开设网上医疗咨询栏目，为患者提供一种相对便利的

医患沟通交流渠道。每天由主责主管医师依据患者咨

询内容及需要随时提供咨询指导，主要包含疾病相关

知识、服药剂量、服药方法及病情变化等进行指导；

此外由主管医师在微信群里发送健康教育训练信息，

并需定期与患者进行微信交流，同时在微信自动推送

系统中将患者出院日期编入，依据患者个体差异，为

其发送不同的健康教育视频训练资料，做到个体化建

议及指导。微信平台访内容包含提醒患者定时回院门

诊复查、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职业能力训练、服药管

理技巧、协助能力训练，全面进行医患沟通交流，群

主及时回复微信群中患者的需求，及时上传并更新培

训资料，每天督促患者回传健康教育日志，全面评估

患者心理健康康复效果。

1.�　指标观察和评价

1.3.1　护理干预后 2 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　护理

干预前后采用自行设计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遵医行为调

查问卷进行调查（饮食、情绪管理、适量运动、用药

依从性及定期复诊 5 个方面），每个项目包含 5 个条目

（评分为 1~5 分），分值越高表明遵医行为越好。

1.3.2　护理干预后 2 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　护

理干预前后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分评估

患者症状行为，该量表包含焦虑抑郁、缺乏活力、

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 5 类因子，依据患者

症状严重程度分 7 个等级，评分越高表明患者症状

越严重。

1.3.3　护理干预后 2 组随访复发率比较　护理

干预后 1 年后电话及复诊形式对 2 组患者复发情况

进行随访，比较复发率。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n，％）表示，组间对比应

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应用 t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干预后 2 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所有评份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护理干预后实验组饮食、情绪管理、适

量运动、用药依从性及定期复诊评分明显高与治疗

前及同期对照组评分（P<0.05），见表 1。

2.2　护理干预前后 2 组患者 BPRS 评分比较 

护理干预前 2 组焦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

障 碍 、 激 活 性 、 敌 对 猜 疑 评 分 相 较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护理干预后 2 组焦虑抑郁、缺乏活力、

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评分较护理干预前明

显降低，且实验组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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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理干预后 2 组随访复发率比较 

护理干预后 1 年后实验组复发率较对照组明显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护理干预后2组随访复发率比较（n，％）

组别 护理干预后6个月 护理干预后1年

实验组（n=40） 1（2.50） 2（5.00）

对照组（n=40） 4（10.00） 8（20.00）

χ2 1.920 4.114

P值 ＞0.05 ＜0.05

3　讨论

精神病院的护理工作需结合精神病患者的临床

特点，并针对患者就医环境、疾病诊断、主要症状

及治疗情况制定个体化护理计划，此外需对患者及

其家属实施健康宣教，其中延续性护理干预在精神

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逐渐被熟识和认同［6］，但目前

有关何种方式更适于健康教育的宣传尚存在一定争

议。

传统健康宣教主要依靠纸质宣传册进行宣传，

同时结合电话随访或组织集中健康教育来实现，但

传统的健康宣教方式所获取的临床效果有限，并存

在诸多不足，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特点，

较难独自一人认真阅读指导材料，电话随访虽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但因医院人员短缺，每

天可完成的随访量有限，此外患者也存在漏接电话

的可能，因而传统的健康宣教方法较难满足精神分

裂症患者出院后延续性护理干预效果［7］。近期有研

究指出微信式延续性护理干预在食管癌术后吻合狭

窄中明显地减少了对吻合口狭窄的发生，最终有效

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8］。而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护

理干预后实验组饮食、情绪管理、适量运动、用药

依从性及定期复诊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高，实验组焦

虑抑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低，且实验组 1 年后复发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初步证实了微信随访干预可明显提高

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社区延续护理中的遵义行为，

通过有效改善患者症状行为，继而达到降低复发率

的目的。实验组采用微信随访形式的延续性护理干

预，在患者出院后进行了随时随地的护理干预指导，

表1　护理干预后2组遵医行为比较（x±s，分，n=40）

组别 饮食评分 情绪管理评分 适量运动评分 用药依从性评分 定期复诊评分

实验组 21.40±2.96① 20.10±1.76① 21.12±2.20① 21.70±2.06① 19.08±2.67①

对照组 18.00±1.26 17.20±1.01 16.30±1.30 17.02±1.35 16.69±1.51

t值 6.684 9.039 11.929 12.018 4.928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较，均①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较，均②P<0.05。

表2　护理干预后2组护理效果比较（x±s，分，n=40）

组别
焦虑抑郁 缺乏活力 思维障碍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实验组 6.32±1.70 3.56±0.95①② 6.87±1.88 4.12±0.82①② 5.56±0.91 2.76±0.65①②

对照组 6.30±1.69 4.58±1.07① 6.88±1.87 5.71±1.05① 5.57±0.90 3.88±0.86①

t值 0.053 4.508 0.024 7.548 0.049 6.571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组别
激活性 敌对猜疑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实验组 4.32±1.70 2.56±1.05①② 4.78±0.97 2.52±0.72①②

对照组 4.30±1.67 3.18±1.24① 4.77±0.98 3.42±0.85①

t值 0.186 2.413 0.046 5.110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护理干预前相较，均①P<0.05；护理干预后与对照组相较，均②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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