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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心理干预对首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及患者就诊的影响

马雁冰 、 何艳萍 、 陈　烨 、 杨聪琴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综合干预对首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父母及对患者就诊形式的影响。

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80 例在我院就诊的首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父母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40 例）与对照组（40 例），观察组接受系统心理综合干预，对两组患者

父母干预前后 HAMA（焦虑）、HAMD（抑郁）评分进行综合评估，并比较两组患者就诊形式。结果　干

预后观察组患者家属 HAMA、HAMD 评分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诊 3

个月后观察组中有 85.0％的患者接受正规系统治疗，明显高于对照组（40.0％）（P<0.05）。结论　对首

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给予心理综合干预，能够改善其情绪，有利于患者接受正规系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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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adolesc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
ophrenia and its impact on forms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MA Yanbing，HE Yanping，CHEN Ye，et al.  The 
fifth people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adoles-

c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and its effect on the form of treatment. Methods　80 adolesc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who met the criteria of admission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HAMA（anxiety）and HAMD（depression）scores and the form of 

patient's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the par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85.0％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egular systematic treatment three months after the 

first visit，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40.0％），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adolesc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can improve their emotion and help patients to receive regular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Keywords】Adolescent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form of 

treatment；HAMA

精神分裂症严重影响青少年患者的社会功能，

给家庭、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治疗形式的选

择对于青少年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有着重要的意

义［2］。父母作为青少年患者的监护人，其对待疾病

的态度、行为等对患者就诊形式会产生直接影响［3］。

本研究探讨心理综合干预对首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

父母及患者就诊形式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我院精神科收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80
例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资料，随机数字表

法实施分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为 13~17 岁，平均年龄为（15.5
±2.6）岁，病程为 3 个月 ~2 年，平均病程为（7.2±

3.2）个月；对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为 14~17
岁，平均年龄为（15.6±2.5）岁，病程为 2 个月 ~2 年，

平均病程为（7.3±3.1）个月。纳入标准：（1）患者接

受临床诊断及相关检查，证实为精神分裂症，与国

［作者工作单位］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洛阳，471000）。

［第一作者简介］马雁冰（1974.02-），女，河南洛阳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卫生 。

［通讯作者］马雁冰（Email：1933396493@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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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临床诊断标准相符［4］；（2）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并

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认可，所有研究对象均

为自愿参与研究，签订知情同意书；（3）患者年龄为

13~18 岁；（4）所有患者均为首发精神分裂症。排除

标准：（1）肝肾功能疾病及确诊为重要脏器疾病者；

（2）意识模糊、认知功能缺陷患者；（3）合并恶性肿

瘤疾病及血液系统疾病患者；（4）不配合研究或中途

退出研究者。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均予以统计学分析，证实两组间差异

较小（P>0.05），具有可比性，可予以比较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干预。观察组：进行综合系统

心理干预，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关注患者父母情绪

变化，并对患者父母表示理解与同情，耐心倾听患者

父母主诉，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为患者父母提供

情绪宣泄的途径，鼓励其表达情感，并对患者父母给

予心理疏导，安慰、鼓励患者父母，减轻其心理负担，

消除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

病情，增强信心。加强精神分裂症疾病知识健康宣教，

向患者父母解释病因机制、发病特征以及相关注意事

项，使其意识到早期治疗及正规就诊的重要性。与此

同时，教会与患者交流、沟通的技巧，通过自身对工

作、学习、婚姻等的态度影响患者社会支持系统。采

用电话随访的方式了解患者就诊方式。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A（焦虑）、HAMD

（抑郁）评分。HAMA、HAMD 评分≥ 14 分表示存

在焦虑、抑郁［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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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父母干预前后 HAMA、HAMD 评

分比较 

与干预前相比，两组患者父母干预后 HAMA、

HAMD 评分均有所改善（P<0.05），有统计学意义；观

察组患者父母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HAMA、HAMD

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早期就诊形式比较 

首诊 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中有 85.0％（68/80）

接受正规系统治疗，对照组仅有 40.0％（32/80）患

者接受正规治疗，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父母干预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HAMD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21.5±3.6 8.1±2.3 15.2±4.3 8.6±2.7

对照组 40 20.9±3.5 24.7±3.6 15.4±3.9 16.3±2.5

t 0.275 11.034 1.282 8.372

P >0.05 <0.05 >0.05 <0.05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早期就诊形式比较（％）

组别 例数 正规就诊治疗 非正规就诊治疗

观察组 40 68（85.0） 12（15.0）

对照组 40 32（40.0） 48（60.0）

χ2 /  18.593 17.417

P /  <0.05 <0.05

2.3　干预后患者治疗依从性与 HAMA、HAMD

评分相关性分析 

对 父 母 电 话 随 访 结 果 显 示 ， 随 着 H A M A 、

HAMD 分值的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明显增强，相

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干预后患者治疗依从性与HAMA、HAMD评分相关性

分析

项目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HAMA HAMD HAMA HAMD

对初诊精神分裂症是否认可 0.73* 0.56 0.12 0.31

就诊形式是否规范 0.61* 0.52 0.22 0.26

诊治过程是否合作 0.71* 0.50 0.07 0.25

家庭护理是否正确 0.57* 0.54 0.26 0.1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患者常常

会出现幻觉、妄想 ［6～7］，不仅降低了青少年患者的

生活质量，也对患者家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部

分青少年患者父母也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等心

理，甚至存在羞耻感、内疚感，对患者的治疗也存

在各种疑虑与担忧，导致患者父母也长期被负面情

绪围绕［8］。基于精神分裂症和青少年年龄上的特殊

性，父母作为监护人成为治疗形式的决定者，因此，

父母的认知及心理也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就诊形式，

进而影响到疾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患者父母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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