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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　贤 1 、 朱　益 2 、 徐韦云 1 、 介　勇 1 、 汪作为 1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方法　对上海市虹口区 8 个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在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素。结果　入组的 2342 例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服药依

从性好者为 2159 例（占 92.2％），服药依从性差者为 183 例（占 7.8％）。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起病形式缓慢（OR=2.230，95％ CI：1.374~3.619，P= 0.001）、自知力不全（OR=6.027，95％ CI：
1.769~20.533，P= 0.004）或缺失（OR=9.306，95％ CI：2.146~40.360，P= 0.003）、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 10 分（OR=3.229，95％ CI：1.765~5.910，P< 0.001）、就诊方式为未门诊（OR=15.413，95％ CI：
5.912~40.180，P< 0.001）、不定期复诊（OR=19.838，95％ CI：11.914~33.032，P< 0.001）、监护情况

差（OR=2.156，95％ CI：1.402~3.318，P< 0.001）、近期有心理生活应激事件（OR=9.112，95％ CI：
2.854~29.085，P< 0.001）为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不利因素。结论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

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包括患者的起病形式、自知力、病情严重程度、就诊方式、复诊及时性、

监护情况和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需针对性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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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ommunity 
　　WANG Xian，ZHU Yi，XU Weiyun，et al. Hongkou District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community. Methods　Th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registered in 8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in Hongkou District of 

Shanghai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by questionnaire.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ap-

plied to analyze related factor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sults　Of 2342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community，

2159 cases（92.2％）had good medication compliance，183 cases（7.8％）had poor medication compliance.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schizophrenics in community included 

slow onset，incomplete insight or ignorance，disease severity score ＞ 10，no outpatient service，irregular visiting clinic，

poor guardianship，and the occurrence of recent psychological and life stress events（OR=2.230，OR=6.027，OR=9.306，

OR=3.229，OR=15.413，OR=19.838，OR=2.156，OR=9.112，allP<0.05）. Conclusion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schizophrenics in community included the type of onset，insight，disease severity，method of vis-

iting clinic，regular follow-up or not，guardianship，and recent psychological and life stress events. The effective interven-

tion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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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

致残率的慢性精神疾病［1］。最新全国性精神障碍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

神病性障碍的患病率较高，其中加权终生患病率

为 0.75％，30 天患病率为 0.61％，且患病率最高的

年龄组为 18~34 岁，造成家庭和社会沉重的疾病负

担［2］。然而，精神分裂症目前尚无根治性治疗手段，

长期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是控制精神分裂症患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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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症状、预防疾病复发的重要手段［3］。现有研究显

示，出院后回归社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

较差，而国内外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

响因素研究结果不尽一致［4，5］。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

虹口区 8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在册 2342 例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近三个月服药依从性及可能的

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

素，以期针对性采取干预措施提高服药依从性、减

少疾病的复发。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上海市虹口区 8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

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

类》第 10 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中精神

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

标准：住院患者（包括养老院）。本调查经上海市虹

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2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进行面对面问卷

调查，调查员检查问卷无误后结束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6 日～2019 年 4 月 16 日。调查表信息包

括患者服药依从性、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

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情况）、疾病特征

及治疗情况（病程、起病形式、自知力、病情严重程

度、就诊方式、复诊及时性、药物不良反应、住院情

况）、社会支持（看护人关系及监护情况、近期心理生

活应激事件、是否纳入社区免费服药和个案管理）。

1.3　相关定义 

按照上海市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释义。（1）服

药依从性评定：规律服药（依从性好）指根据医嘱按

时按量服药，自行用药、由他人给药或者隐蔽给药均

可；不规律服药（依从性差）指不按时按量服药或未

按医嘱执行服药方案；拒服药（依从性差）指应该服

药而不服药［6］。（2）经济情况：贫困指在当地贫困线

以下；非贫困指在当地贫困线以上。（3）起病形式：急

性起病指从前驱期或轻微症状的最初出现到疾病症状

的充分显现或极盛时期小于或等于 2 周；大于 2 周至

3 月为亚急起病；大于 3 月为慢性起病［7］；（4）自知力：

自知力完全指患者精神症状消失，真正认识到自己有

病，能透彻认识到哪些是病态表现，并认为需要治疗；

自知力不全指患者承认有病，但缺乏正确认识和分析

自己病态表现的能力；自知力缺失指患者否认自己有

病。（5）复诊及时性：定期复诊指能按医生约定或自

主定期复诊；否则为不定期复诊。（6）近期心理生活

应激事件：近 3 个月内遭遇轻微或者严重的心理生活

应激事件为有；否则为无。（7）病情严重程度评分：包

括目前暴力攻击行为、涉及暴力攻击行为的精神症

状、社会功能等五个维度，总分最高为 5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

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纳入此次调查的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2342
名，其中男性 1071 人（45 .7 ％），女性 1271 人

（54.3％）；年龄≤ 60 岁的为 1291 人（55.1％），年

龄 >60 岁的 1051 人（44.9％）；民族以汉族为主，占

99.8％；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227 人（52.4％），高

中及以上 1115 人（47.6％）；已婚 1005 人（42.9％），

未婚、丧偶和离婚 1337 人（57.1％）；经济情况以非

贫困居多，占 88.9％。

2.2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单因素

分析

社区 234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服药依从性好

者为 2159 例（占 92.2％），服药依从性差者为 183 例

（占 7.8％）。以患者服药依从性好差为因变量，分

别以一般人口学特征、疾病特征及治疗情况和社会

支持等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起病形式、自知力、病情严重程度、就诊

方式、复诊及时性、监护情况、近期心理生活应激

事件和免费服药是影响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

从性的因素，见表 1。

2.3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多因素

分析

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为起病形式、自知力、病

情严重程度、就诊方式、复诊及时性、监护情况、

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起病形式缓慢、自知力不

全和自知力缺失、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10 分、未门

诊、不定期复诊、监护情况差以及遭遇近期心理生

活应激事件均为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危险因素，见表

2、表 3。

3　讨论

本次研究对上海市虹口区 8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登记在册 2342 例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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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比例为 92.2％，与其他研究

相比较高［4］，可能得益于上海市多年来精神疾病三级

防治网络体系建设成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级分

类管理模式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社区精神

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发现患者的起病形

式、自知力、病情严重程度、就诊方式、复诊及时性、

监护情况、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均与其密切相关。

目前，国内外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

因素分析结果各异，且样本量均较有限［8］，本研究样

本量较大，分析了服药依从性的诸多相关因素，研

究结果对于今后开展提高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

依从性的针对性干预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表1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服药依存性
χ2值

　
P值
　依存性好

（n=2159）
依存性差
（n=183）

性别 2.072 0.150 

　　男 978（91.3） 93（8.7）

　　女 1181（92.9） 90（7.1）

年龄 0.360 0.548 

　　≤60 1194（92.5） 97（7.5）

　　>60 965（91.8） 86（8.2）

民族 0.340 0.560 

　　汉族 2155（92.2） 183（7.8）

　　其他 4（100） 0（0.00）

文化程度 0.624 0.430 

　　初中及以下 1126（91.8） 101（8.2）

　　高中及以上 1033（92.6） 82（7.4）

婚姻状况 1.031 0.310 

　　已婚 933（92.8） 72（7.2）

　　未婚/丧偶/离婚 1226（91.7） 111（8.3）

经济情况 0.104 0.747 

　　贫困 241（92.7） 19（7.3）

　　非贫困 1918（92.1） 164（7.9）

病程 0.848 0.357 

　　≤30 1232（92.6） 98（7.4）

　　>30 927（91.6） 85（8.4）

起病方式 9.990 0.002 

　　急/亚急 782（94.6） 45（5.4）

　　缓慢 1377（90.9） 138（9.1）

自知力 63.723 <0.001

　　自知力完全 218（98.2） 4（1.8）

　　自知力不全 1874（92.5） 153（7.5）

　　自知力缺失 67（72.0） 26（28.0）

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51.316 <0.001

　　≤10 1979（93.5） 138（6.5）

　　>10 180（80.0） 45（20.0）

就诊方式 752.372 <0.001

　　自行就诊 847（95.2） 43（4.8）

　　陪诊 933（95.2） 47（4.8）

　　代诊 371（94.2） 23（5.8）

　　未门诊 8（10.3） 70（89.7）

复诊及时性 690.020 <0.001

　　定期复诊 2077（96.5） 75（3.5）

　　不定期复诊 82（43.2） 108（56.8）

药物不良反应 0.510 0.475 

　　无 2153（92.2） 183（7.8）

　　有 6（100.0） 0（0.0）

是否住过院 0.071 0.789 

　　否 1425（92.3） 119（7.7）

　　是 734（92.0） 64（8.0）

监护情况 38.650 <0.001

　　好 1706（94.0） 108（6.0）

　　差 453（85.8） 75（14.2）

看护人关系 5.219 0.156 

　　父母 1154（91.5） 107（8.5）

　　子女 200（90.1） 22（9.9）

　　配偶 748（93.9） 49（6.1）

　　其他 57（91.9） 5（8.1）

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 16.400 <0.001

　　无 2147（92.4） 177（7.6）

　　有 12（66.7） 6（33.3）

免费服药 5.081 0.024 

　　否 1897（91.7） 171（8.3）

　　是 262（95.6） 12（4.4）

686项目个案管理 0.553 0.457 

　　否 2024（92.3） 169（7.7）

　　是 135（90.6）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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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新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起病形式是其

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之一，与起病形式急 / 亚急的

患者相比，起病形式缓慢的患者服药依从性差的风

险增加 1 倍以上，可能是起病形式缓慢的患者药物

表2　Logis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服药依从性 1=好，2=差

起病方式 1=急/亚急，2=缓慢

自知力 1=自知力完全，2=自知力不全，3=自知力缺失，以自知力完全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1=评分小于等于10分，2=评分大于10分

就诊方式 1=自行就诊，2=有人陪诊，3=代诊，4=未门诊，以自行就诊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复诊及时性 1=定期复诊，2=不定期复诊

监护情况好坏 1=好，2=差

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 1=无，2=有

免费服药 1=是，2=否

表3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β SE OR（95％ CI） χ2值 P值

起病方式 　 　 　 　 　

　　急/亚急 1.000 

　　缓慢 0.802 0.247 2.230（1.374～3.619） 10.538 0.001 

自知力

　　自知力完全 1.000 

　　自知力不全 1.796 0.625 6.027（1.769～20.533） 8.249 0.004

　　自知力缺失 2.231 0.749 9.306（2.146～40.360） 8.879 0.003

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10 1.000

　　>10 1.172 0.308 3.229（1.765～5.910） 14.453 <0.001

就诊方式

　　自行就诊 1.000 

　　有人陪诊 -0.220 0.239 0.802（0.503～1.281） 0.851 0.356 

　　代诊 -0.259 0.303 0.772（0.426～1.398） 0.732 0.392

　　未门诊 2.735 0.489 15.413（5.912～40.180） 31.304 <0.001

复诊及时性

　　定期复诊 1.000 

　　不定期复诊 2.988 0.260 19.838（11.914～33.032） 131.897 <0.001

监护情况好坏

　　好 1.000 

　　差 0.768 0.220 2.156（1.402～3.318） 12.220 <0.001

近期心理生活应激事件

　　无 1.000 

　　有 2.210 0.592 9.112（2.854～29.085） 13.92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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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和预后较差所致［9］。此外，研究发现自知

力缺失和自知力不全是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

从性的危险因素，自知力不全、自知力缺失的患者

服药依从性差的风险分别是自知力完全患者的 6.0 倍

和 9.3 倍，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10，11］。钱程

等［12］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现况进行综述发现

自知力的损伤是影响精神疾病患者依从性和预后的

首要问题，可能与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及认知功能

的缺损有关。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病情的严

重程度也与患者服药依从性相关。

本研究将就诊方式分为自行就诊、有人陪诊、

代诊和未门诊四类，发现较自行就诊患者、有人陪

诊和代诊的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未门诊患者出现服药依从性差的概率是自行就诊患

者的 15.4 倍。此外，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的及

时性也是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因素，不规则就诊的患

者较定期就诊的患者，出现服药依从性差的风险高。

吴逢春等［13］学者对出院后 1 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调

查发现，至少每个月复诊 1 次及每 2～3 个月复诊 1
次的患者服药依从性分别是不复诊患者的 18.0 倍及

27.4 倍，这与本次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均提示定期

复诊有助于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

本研究显示监护情况差的患者出现服药依从性

差的概率是监护情况好的 2.2 倍。Barkhof 等［14］学者

对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措施进行综述

时指出社会支持特别是家人的支持是精神分裂症患

者服药依从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在一定程度

支持本研究结果。此外，本次研究发现近三个月患

者遭遇心理生活应激事件是其服药依从性的危险因

素，可能是因为心理生活应激事件的发生会对患者

产生一定的刺激，加重病情进而影响患者的服药依

从性，而且心理生活应激事件的发生往往对整个家

庭造成一定的冲击，家属对患者的监护可能会出现

松懈，从而导致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研究仅选择上海一个

区登记在册患者为研究对象，可能不能代表上海及

全国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整体情况。

此外，对于某些指标未能采取定量评估，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重视患者自知力恢复，

督促患者积极就诊及定期复诊、提升对患者的监护

水平以及避免或减少心理生活应激事件发生对患者

造成的影响可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进

而有效降低疾病的复发率。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开

展全国多中心研究，量化评估指标，尽可能更加准

确客观地了解影响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

及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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