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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情况及对策

寇鹏涛 1 、 杜耀武 2

【摘要】目的　探讨精神科“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

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150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三无精神病患者纳入研究对象，对所

有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分析，观察患者皮肤感染具体情况，总结诱发患者皮肤感染的主要因素，并提

出皮肤感染的处理对策。结果　150 例患者中有 35 例存在皮肤感染，占 23.33％，其中以疥疮感染

占比最高，为 45.71％（16/35），其次为疖、脓疮，占比 28.57％（10/35）；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

与患者年龄以及季节密切相关，且患者发生皮肤感染有自身的因素，也与医院管理、工作人员护理

操作等有关，对患者给予体格检查、原发病治疗等，能够有效防治皮肤感染问题。结论　三无精神

病患者易发生皮肤感染，应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监控，对患者实施体格检查，明确患者皮肤感染风险，

积极治疗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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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kin infection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with "three nothingness"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KOU Pengtao，DU Yaowu.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Shangluo，Shangluo 72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main factors of skin infection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with "three nothing-

nes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150 cases of "three nothingness"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general data of all patients 

were analyzed，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skin infection was observed，the main factors inducing skin infection were sum-

marized，and the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skin infection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　Among 150 patients，35 cases had 

skin infection，accounting for 23.33％. Scabies accounted for 45.71％（16/35），followed by furuncles and abscesses，

accounting for 28.57％（10/35）. Skin infection in "three nothingness" patient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ge and season of 

patients，and the occurrence of skin infection in patients had its own factors，as well as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staff 

nursing operation.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diseas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treat skin in-

fections. Conclusion　The "three nothingness" patients had high risk to get skin infec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carry out physical examinations，identify the risk of skin in-

fections，actively treat the prima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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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精神病患者主要是指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经济来源、无赡养抚养人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往

往面临着许多的困难［1］。“三无”精神病患者普遍存

在行为退缩、情感淡漠以及自理能力差等问题，再

加上生活环境相对较差，容易诱发瘙痒、皮肤感染

等 ［2］，既增加了患者的身心痛苦，同时也加重了医

院的经济负担，因此了解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

原因并给予相应的解决对策尤为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我院收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150 例

三无精神病患者病例资料，男 102 例，女 48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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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 13~74 岁，平均年龄为（43.5±6.6）岁，病程为

2~24 年，平均病程为（12.2±3.2）年。其中 113 例

为精神分裂症，10 例为躁狂症，12 例精神发育迟滞，

7 例老年痴呆，其他 8 例。纳入标准：（1）患者接受

临床诊断及 MRI 检查，证实为精神疾病，与国际精

神障碍分类及临床诊断中精神疾病相符［3］；（2）研究

患者属于“三无”精神病人，我院一直承担着“三无”

精神病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治、收容工作，他们

多因精神疾病而无家可归，被市救助站安置在我院

病房。此次研究患者均符合医学伦理，并经过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认可。排除标准：（1）肝肾功能

疾病及确诊为重要脏器疾病者；（2）合并恶性肿瘤

疾病及血液系统疾病患者；（3）不配合研究或中途

退出研究者；（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4］。

1.2　方法

对所有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情况予以观察，并

做好统计、分类，做好相应的记录，明确患者皮肤

感染的种类，统计患者年龄、病种与季节的相关

性等。

1.3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有数据均在 SPPSS22.0 统计学处理软件上

进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予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 χ2 值予以检验，用（x±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

差异性用 t 检验。以 0.05 作为结果判定界限，P<0.05
可判断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150 例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发生情况

1 5 0 例 患 者 中 有 3 5 例 存 在 皮 肤 感 染 ， 占

23.33 ％，其中以疥疮感染占比最高，为 45.71 ％

（16/35），其次为疖、脓疮，占比 28.57％（10/35），

具体见表 1：
表1　150例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发生情况

皮肤感染类型 例数 占比

疥疮 16 45.71％

疖、脓疮 10 28.57％

癣 3 8.57％

湿疹 2 5.71％

药疹 1 2.86％

压疮 1 2.86％

银屑 1 2.86％

其他 1 2.86％

合计 35 100.00％

2.2　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与年龄的相关性 

调查研究发现，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与

年龄呈现出明显正相关，年龄越大发生皮肤感染风

险越高，年龄 >51 岁患者皮肤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

41~50 岁、31~40 岁、<30 岁组别患者（P<0.05），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2　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与年龄的相关性

年龄 例数 占比

<30岁 3 8.57％

31~40岁 8 22.86％

41~50岁 10 28.57％

>50 14 40.00％

χ2 / 12.502

P / <0.05

2.3　三无精神病患者四季皮肤感染的主要病种

与构成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感染多发

于冬季，疥疮在冬季、秋季尤为常见，夏季则易发

生疖，具体见表 3：
表3　三无精神病患者四季皮肤感染的主要病种与构成情况

项目 春 夏 秋 冬 合计

感染类型 湿疹、皮炎 癣、脓疮 银屑、疥疮 疥疮、皮炎

例数 3 5 10 17 35

占比 8.57％ 14.29％ 28.57％ 48.57％ 100.00％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三无”精神病患者中发生皮肤感

染比例较高，其中疥疮比例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三无精神病患者病程长，长期封闭式生活造成的，

此类患者大多存在精神衰退症状，不仅营养状况差，

而且意识薄弱、生活懒散，再加上自理能力的缺乏，

患者居住相对集中，一旦有人感染疥疮，很容易导

致传染［5］。从表 2 可以发现，三无精神病患者皮肤

感染与年龄具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

感染的比例也逐渐增加。这是由于当患者年龄增加

后，机体免疫力、抵抗力不断下降，发生皮肤感染

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从表 3 可以发现皮肤感染在秋

冬季节发生的比例要高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患者

更容易发生疥疮。秋冬季节气候干燥、寒冷，患者

生活懒散，长时间不洗澡，再加上衣服透气性差，

为皮肤感染创造了条件，部分三无精神病患者居住

在一起，导致了感染的传播［6］。夏季易发生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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