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 45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本地与外来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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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上海市嘉定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医行为。方法　应用

“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调查问卷”，对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

进行调查。结果　①、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工作、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病程及

家族史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本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受教育年限较外来人口患者长

（P< 0.01），已婚比例明显低于外来患者（P< 0.05），且具有医保的比例明显高于外来患者（P< 0.05）。

②、两组患者在最先求助措施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本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距首诊专

科时间明显长于外来人口患者（P< 0.05）。结论　本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婚姻状况差、距首诊专

科时间较长，对这类患者应加以关注，在精神病防治工作方面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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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on medical seeking behavior in local population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 
　　SUN Zhongli，XIONG Xiangyu，CHEN Jinglan，et al. Shanghai Jiading District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
hai 2018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l seeking behavior in Jiading local 

population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tending Shang-

hai Jading District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investigated with“Questionnaire on mental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Results　① The education years of local population patients were longer than migrant popu-

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 The proportion of married patients in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health insurance in local po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in gender，age，religious beliefs，working or not，annual income，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course of disease and family history （P>0.05）. ②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ime 

from first visit to specialty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Jiading local population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

（P<0.05）. On the other hand，the first seeking help method after the onse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The marital status was bad and the time from first visit to specialty was longer in Jiading local 

population with schizophrenia，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se patients，psychiatr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this 

are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Local population；Migrant population；Schizophrenia；Medical seeking behavior 

上海市嘉定区主要卫生计生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嘉定区有户籍人口 62 .52 万人、外来人口

89.90 万人 ［1］。近年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精神分裂

症时点患病率为 0.8％ ［2］。据此推算嘉定区有精神分

裂症患者约 1.22 万人。精神分裂症属严重精神障碍，

具有难治、易复发、致残率高等特点［3］，其预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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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早诊治密切相关，而患者的就医行为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疾病的诊疗和预后［4］。

就医行为是指医患关系建立之前，患者感知、

评判自身健康与疾病状况，决定是否就医、何时就

医、何处就医的一系列活动。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

在发病时对所患疾病缺少自知力，而家属在就医行

为中则起到关键作用。由于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就医行为往往历尽曲折，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

本研究对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先求助措施、距首诊专科时间等就医行为及其相

关因素进行调查和对照分析，为针对性制定精神分

裂症防治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入组标准：①符

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病程≤ 5 年。排

除标准：①不同意进入本课题研究者；②不能配合

完成调查问卷者；③共患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精

神疾病者。采用调查员现场调查的方法，共收集问

卷 146 份，其中填写完整、信息可靠的问卷 135 份，

完成率为 92.5％。 135 例患者中，本地患者 41 例

（30.4％），外地患者 94 例（69.6％），符合嘉定区人

口分布特点。研究方案已获得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

生中心伦理委员会许可，在受试前所有研究对象或

其监护人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应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

卫生服务利用调查问卷” ［5］ 作为调查工具，比较本地

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外来人口患者的社会人口学

资料、精神疾病家族史、病程、最先求助措施及距

首诊专科时间等方面的差异。最先求助措施分为正

规医院就医、求神拜佛（含看巫医）、无作为三种情

况，其中首发患者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60d 内没有采

取求助措施视为无作为。距首诊专科时间是指首发

患者从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到首次就诊于精神疾病专

科的时间。调查员均为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

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精神科医师，每周随机抽取一

个门诊工作日就诊的全部符合入组标准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通过对患者及其监护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完

成调查。

1.2.2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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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外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受教育年限、婚姻

状况、参保类型上优于对照组（P<0.05）；在性别、

年龄、宗教信仰、工作、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

病程及家族史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2.2　两组患者就医行为比较

本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距首诊专科时间上

明显长于对照组（P<0.05）。 两组在最先求助措施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发

病后距首诊专科时间为 264d，本地患者为 443d，两

者均长于王继军等［6］的相关调查数据。值得注意的

是，不仅外来人口患精神分裂后不能及时正确就医，

在本地人口患者中也会出现长期拖延就医的现象，

情况可能更为突出。

影响患者及时就医的因素较多，健康理念、病

情、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均

有可能对就医行为产生影响［7-8］。本课题组之前曽报

道，外来人口患精神分裂症后就医行为受到诸多因

素影响，如外来人员流动性强、缺少系统稳定的社

会支持、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专科医疗服务等因素，

导致距首诊专科时间增加［9］ 。本研究结果显示，外

来人口患者首诊专科时间较本地人口患者短，考虑

与外来人口大多是来到陌生城市谋生，居住场所和

工作地点多为人口集中处、缺少私密性，环境压力

较大，社会支持不足，发病后病态表现和社会功能

损害后果更容易暴露有关，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促

使外来人口患病后更早就医，从而较本地人口患者

距首诊专科时间更短的原因之一。

病耻感也是就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精神

分裂症患者病耻感水平偏高［10］。嘉定区民风淳朴素

雅，本地居民生活环境相对稳定，比邻而居，形成

程度较高的熟人社会。本地人一旦患病，患者本人

或家人对罹患精神分裂症病耻感强烈，不愿意让周

围人知道，有意隐瞒病情，有的不得已宁可对外称

自己或家人患有“抑郁症”等疾病，刻意回避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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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症这样的诊断。患者或家人在对精神分裂症的认

知理念上偏离科学，对精神症状多予以合理化解释，

对到专科医院就医表现回避或拖延的态度，有的甚

至认为住院会加重病情，越治越重，有的借助于巫

术。因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住所固定隐蔽，对患

精神病所产生的应激有一定的缓冲条件和承受能力，

导致部分患者长期游离在医疗之外。

本研究还发现，本地人口精神分裂症患者已婚

比例明显低于外来人口患者，分析原因可能是本地

人口晚婚较多，也可能与各地人口中疾病对婚姻影

响程度不同有关。从距首诊专科时间推断，婚姻可

能是及时就医的保护性因子。

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后很少有自愈可能，如果

延误最佳治疗时期，会影响患者预后［11］，越晚接受

治疗，预后越差［12］。患者不能及时正确就医，容易

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可能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

造成严重危害 。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应通盘考

虑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患精神分裂症后存在的就医

困境，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精神分裂症患

者尽早到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并最大程度获得康复。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局

限，对社区中没有就诊或不在我院就诊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没有纳入到调查范围。在以后的研究中，将

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以获取更具代表性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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