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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心理健康状态分析

白红娟 、 李　峰 、 马学银

【摘要】目的　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心理状态。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10 月 ~2019 年 10 月

我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 100 例，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评定，统计分析患者亲属和全国常模、男性和女性、完成和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一级和二级亲属

的 SCL-90 评分比较。结果　患者亲属的焦虑、抑郁、偏执、躯体化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

全国常模（P< 0.05）。男性亲属的敌对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女性亲属（P< 0.05）。完成九

年义务教育的亲属的焦虑、抑郁、躯体化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亲

属（P< 0.05），恐怖评分显著低于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亲属（P< 0.05）。一级亲属的焦虑、抑郁、

恐怖、强迫症状、精神病性症状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二级亲属（P< 0.05）。结论　精神分

裂症患者亲属一般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性别、文化程度、与患者关系可能是其影响因素，临床应该

据此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策略改善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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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ntal state of relativ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AI Hongjuan，LI Feng，MA Xueyin. Ningxia Ningan Hospital，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ntal state of relativ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ases of relatives of schizophrenia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9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symptom self-

rating scale （scl-90）was used to asses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latives of schizophrenia. The SCL-90 scores of 

relatives of schizophrenia and national norm，male and female，completed and incomplet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v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

paranoia，somatization and total score of relativ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P<0.05）. The 

hostility score and total score of male relativ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relatives （P<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somatization and total score of relatives who completed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0.05），the score of terro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ho did not complete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phobia，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psychosis and total score of the first-degree relativ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econd-degree relatives （P<0.05）.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la-

tives of schizophrenia is poor，and gender，education level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tients may be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Therefore，targeted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lative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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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严重精神障碍的一种，占住院患

者的 50％，在临床较为常见，目前临床还没有阐明

其病因，患者会有多方面和环境不协调的心理及精

神活动出现，如特殊的行为、知觉等［1］。而精神分

裂症患者亲属因需承担照顾患者的责任，处于高度

心理应激状态。相关医学研究表明［2］，照顾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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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存在率占总数的 30％~70％，同时，负担照顾

患者的责任是诱发这些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特别

是长期照顾使患者亲属身体及精神负担沉重。本研

究旨在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心理状态及相关影

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10 月 ~2019 年 10 月我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中精神分

裂症的诊断标准）的亲属 100 例，其中男性 42 例，

女性 58 例，年龄 20～80 岁，平均（50.2±8.6）岁。

在年龄分布情况方面，<50 岁的患者亲属 49 例，≥

50 岁的患者亲属 51 例；在文化程度方面，44 例完成

九年义务教育，56 例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在与患

者关系方面，60 例为一级亲属，40 例为二级亲属。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 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患者亲属的心

理状态进行评定，包括 90 项，共 10 个因子，每项

按 1-5 级评分，无症状评定为 1 级，极严重症状评

定为 5 级，评定过程中严格依据患者亲属最近 1 周

或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 ［3］。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1. 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亲属和全国常模 SCL-90 评分比较

患者亲属的焦虑、抑郁、偏执、躯体化评分

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但

患者亲属和全国常模在恐怖、敌对、强迫症状、精

神病性、人际关系评分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患者亲属和全国常模SCL-90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患者亲属（n=100） 全国常模（n=1388） t P
焦虑 1.87±0.57 1.38±0.42 7.224 <0.05
抑郁 1.80±0.57 1.50±0.58 4.417 <0.05
偏执 1.75±0.50 1.42±0.50 5.504 <0.05
恐怖 1.20±0.27 1.22±0.40 -0.508
敌对 1.53±0.42 1.45±0.54 1.508

躯体化 1.88±0.44 1.36±0.47 9.958 <0.05
强迫症状 1.70±0.40 1.61±0.57 1.636
精神病性 1.30±0.31 1.28±0.41 0.604

人际关系 1.58±0.40 1.64±0.60 -1.270
总分 143.2±46.6 129.4±38.8 2.581 <0.05

2. 2　男性和女性亲属的 SCL-90 评分比较

男性亲属的敌对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

女性亲属（P<0.05），但男性和女性亲属的焦虑、抑

郁、偏执、恐怖、躯体化、强迫症状、精神病性、

人际关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男性和女性亲属的SCL-90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男性亲属（n=42） 女性亲属（n=58） t P
焦虑 1.86±0.58 1.87±0.56 -0.063
抑郁 1.81±0.61 1.73±0.48 0.552
偏执 1.76±0.42 1.72±0.61 0.286
恐怖 1.24±0.25 1.13±0.21 1.765
敌对 1.64±0.66 1.34±0.28 2.584 <0.05

躯体化 1.95±0.51 1.76±0.62 1.409
强迫症状 1.72±0.47 1.60±0.43 1.060
精神病性 1.32±0.34 1.27±0.27 0.607
人际关系 1.60±0.51 1.54±0.53 0.501

总分 151.1±51.9 130.8±33.9 2.038 <0.05

2 .  3 　完成和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亲属的

SCL-90 评分比较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亲属的焦虑、抑郁、躯体化

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亲属（P<0.05），恐怖评分显著低于未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的亲属（P<0.05），但完成和未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亲属的偏执、敌对、强迫症状、精神病性、人际

关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完成和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亲属的SCL-90评分比较

（分，x±s）

项目
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n=44）
未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n=56） t P

焦虑 2.00±0.54 1.70±0.58 2.284 <0.05
抑郁 1.96±0.62 1.54±0.38 3.553 <0.05
偏执 1.77±0.53 1.70±0.45 0.517
恐怖 1.13±0.13 1.30±0.37 -2.176 <0.05
敌对 1.54±0.41 1.50±0.44 0.445

躯体化 2.02±0.42 1.68±0.40 3.520 <0.05
强迫症状 1.73±0.41 1.62±0.35 1.201
精神病性 1.30±0.22 1.31±0.40 -0.208
人际关系 1.65±0.41 1.48±0.34 1.742

总分 153.9±40.0 128.9±31.7 2.919 <0.05

2. 4　一级和二级亲属的 SCL-90 评分比较

一级亲属的焦虑、抑郁、恐怖、强迫症状、精

神病性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二级亲属

（P<0.05），但一级和二级亲属的偏执、敌对、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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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际关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4。
表4　一级和二级亲属的SCL-90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一级亲属（n=44） 二级亲属（n=56） t P
焦虑 2.03±0.55 1.56±0.48 3.574 <0.05
抑郁 1.94±0.62 1.51±0.30 3.873 <0.05
偏执 1.71±0.51 1.80±0.48 -0.573
恐怖 1.25±0.26 1.11±0.18 2.506 <0.05
敌对 1.60±0.61 1.40±0.44 1.535

躯体化 1.93±0.64 1.77±0.35 1.379
强迫症状 1.76±0.50 1.52±0.34 2.211 <0.05
精神病性 1.36±0.33 1.20±0.26 2.037 <0.05
人际关系 1.66±0.56 1.43±0.38 1.772

总分 155.5±52.9 121.4±18.6 4.038 <0.05

3　讨论

目前，很多相关医学研究均报道了精神病患者

亲属的心理健康问题。患者亲属看护患者并对其提

供社会支持，亲属的心理健康水平一方面对其自身

的身心健康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

患者的情绪及康复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4］。研究

表明［5］，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具有较差的心理健康

状况。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亲属的焦虑、抑郁、

偏执、躯体化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

模（P<0.05）。男性亲属的敌对评分及 SCL-90 总分

均显著高于女性亲属（P<0.05）。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的亲属其焦虑、抑郁、躯体化评分及 SCL-90 总分

均显著高于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亲属（P<0.05），

恐 怖 评 分 显 著 低 于 未 完 成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的 亲 属

（P<0.05）。一级亲属的焦虑、抑郁、恐怖、强迫症

状、精神病性症状评分及 SCL-90 总分均显著高于二

级亲属（P<0.05），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对亲属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改善，促进其心理健

康水平的提升能够减少患者疾病复发，为患者康复

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6］。因此，医务工作者一方面

应给予患者积极有效的药物治疗，另一方面需积极

关注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依据患者亲属的性

别、文化程度、与患者关系等给予其个体化的心理

干预，促进其心理承受能力的提升［7］。同时，对家

庭健康教育进行强化，使患者家属尽可能早地对疾

病性质、治疗方法及其不良反应有一个清晰了解，

让其明白延误治疗会引发不良后果。帮助患者家属

摆脱各种不良刺激，提升其心理安全感，减少抑郁、

紧张等心理问题的发生［8-10］。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一般心理健康

状况较差，性别、文化程度、与患者关系可能是其

影响因素，临床应该据此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策略改善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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