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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动力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的影响

秦虹云 、 陈燕华 、 胡承平

 【摘要】目的　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动力与病耻感的分析，为临床上改善患者病耻感，

促进康复提供实践参考。方法　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顺序入组，抽取上海市浦东新区辖区 10 个街镇

在社区康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患者各 300 名。研究采用问卷

法，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特征及病耻感。结果　住院与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首发年

龄（P1=0.018）、住院次数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2=0.00）。 住院与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耻感

总量表得分及分量表分（P1=0.000；P2=0.002；P3=0.001；P4=0.000），家庭动力总分及疾病观念因子

（P5=0.012；P6=0.006）上都有显著差异。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所有因子均与家庭动力量表中家庭

氛围、个性化因子呈中度正相关。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减少住院次数，选择在社区康复，有利于

减轻病耻感。临床实践中，引导改善患者的家庭氛围，提升家庭成员个性化程度也能够减轻病耻感，

有利于患者的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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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dynamics on stigma in schizophre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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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12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amily dynamics and stigma in schizophrenics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

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stigma and promoting rehabilit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0 schizophrenic（hospitalized 

group n=300，community group n= 300）were selected by simple sampling.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assess family 

dynamics and stigma in schizophrenics.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ge of first epi-

sode and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18，0.000，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and subscales of stigma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00，0.002，0.001，

0.000，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factor of dis-

ease concep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12，0.006，respectively）. Besides，all factors of stigma were moderate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family atmosphere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in the family dynamics scale. Conclusion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reduce the number of hospital admissions，the choice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stigma. In clinical practice，guidance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family atmosphere and enhance the degree of 

individuation of family members can also reduce stigma，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atient's recovery process.

【Keywords】Schizophrenia；Family dynamics；Stigma

精神疾病病耻感［1］是指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相关

人员因精神疾病所致的羞辱感和社会公众对他们所

采取的歧视和排斥态度。病耻感会使患者限制自己

的社交范围并进行自我贬低，最终可能导致逃避社

会、自杀等不良后果［2］。精神疾病的病耻感在中国

文化中无处不在。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

感的来源归纳为，来自社会（包括家庭和医院）、疾

病自身以及医疗干预 3 个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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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表达羞愧感和自卑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

对患者进行病耻感干预不仅能够促进其功能康复，

改善临床症状，对其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工作以及

提高其生命质量都有积极意义［3］。国内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病耻感的干预性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大多单

一研究照顾者病耻感，较少的研究涉及家属与病人

病耻感的中介体系［4］。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最直

接系统，与个体之间呈相互作用是动态的。正向的

家庭支持能改善患者日常心理及行为能力，综合心

理干预不断强化心理暗示，增强自我安慰能力［4］。

有研究显示［5］家庭动力尤其是家庭成员对待疾病的

态度和归因在精神病性障碍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本项目进行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动力与

病耻感的研究，为临床上改善患者病耻感，促进康

复提供实践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　符合 ICD-10 诊断为精神分

裂症；2、初中以上文化；3、住院患者为入院 3 个月

以上，精神症状稳定，PANSS 评分 <60。排除标准：

1、患有重大的躯体疾患；2、认知功能不足或交流障

碍等不足以完成被评定者。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符合伦理原则，以尊重患者和互为主体等原则，调

查实施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便利抽样法　上海市浦东新区辖区内包

括潍坊、三林、东明、花木、川沙等在内的 10 个街

镇目前在社区康复的在册患者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

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患者，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顺序

入组。抽取符合入组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各 300
名。共发放问卷 600 套，共回收有效问卷 447 套，

回收率 74.5％。其中住院部回收 166 套，社区回收

281 套，回收率分别是 55.3％和 93.6％。

1.2　方法

1 .2 .1　问卷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法。一套

问卷包括三个量表。分别是自制人口学量表、系统

动力学自评量表（Self-rating scale of Systemic Family 

Dynamics，SSFD）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量表

（Stigma Scale for Mental Illness，SSMI-C）。

人口学资料

采用自制人口学量表，包括年龄、病程、住院

次数等一般资料。

系统家庭动力学调查

采用 SSFD 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特

征。SSFD 采用 1 分（完全符合）-5 分（完全不符合）

5 级评分。分为家庭气氛（得分越低表示家庭沟通氛

围越好）、个性化（得分越低家庭成员的分化程度越

高）、系统逻辑（得分越低表示思维方式越多元）和

疾病观念（得分越低表示越内归因，越相信自己的

心理调节作用）四个维度，共 30 个条目。信效度符

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家庭动力调查［6］。

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调查

采用 SSMI-C 评估患者病耻感。SSMI-C 为自评

量表，共有 28 个条目，分为 3 个分量表Ⅰ歧视：评

估患者因为疾病而受到歧视的程度；Ⅱ病情掩饰：评

估在他人面前掩饰自己所患疾病的程度；Ⅲ积极效

应：评估疾病为患者带来的一些积极效应。分量表与

总量表得分成正相关，总量表分为分量表得分之和。

得分越高表示病耻感越强烈［7］。

1.2.2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工作组由临床医师

与公共卫生医师组成，分别负责住院患者量表与社

区患者量表的发放与回收。工作组成员都由项目组

进行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本次项目的研究目的

和意义以及量表的实施要求。施测时，工作组成员

进行指导语的宣读后患者开始作答，如遇理解困难，

由工作组成员解释，填写完成立即回收。一套量表

的填写时间为 20 分钟以内。 

1.2.3　统计学处理　原始资料录入核对后，采

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表示（％）；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前后测比较采用 t 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患者家庭系统动力学与社会支

持总分及相关因素评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住院与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首发年龄、住院次数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1=0.018），（P2=0.00）详见表 1。

2.2　住院与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病耻感总量表得分及分量表分（P1=0.000；

P2=0.002；P3=0.001；P4=0.000），家庭动力总分及疾

病观念因子（P5=0.012；P6=0.006）上都有显著差异，

详见表 2 。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所有因子

均与家庭动力量表中家庭氛围、个性化因子程

中度正相关，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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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的人口学资料

项目 被试来源 N 均值 标准差 t P

首发年龄 社区 281 25.49 8.23
-2.369 0.018*

病房 166 27.38 8.07

病程 社区 281 19.44 8.79
1.052 0.294

病房 166 18.45 10.01

年龄 社区 281 44.85 8.92
-0.727 0.468

病房 166 45.52 9.57

既往住院次数 社区 281 2.14 4.77
-3.771 0.000**

病房 166 3.49 2.84

注：*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P<0.01，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表2　SSFD量表分与SSMI-C量表分

因子 被试来源 N 均值 标准差 t P

病耻感总量表分 社区 281 61.33 13.40 
3.83 0.000 

病房 166 55.50 16.69

歧视 社区 281 25.63 7.01 
3.17 0.002

病房 166 23.13 8.79 

病情掩饰 社区 281 15.32 4.22 
3.39 0.001

病房 166 13.91 4.26 

积极效应 社区 281 20.39 4.29 
4.04 0.000 

病房 166 18.46 5.21 

系统家庭动力学总量表分 社区 281 77.35 9.06
2.51 0.012

病房 166 74.95 10.14

家庭气氛 社区 281 28.03 5.36
1.32 0.188

病房 166 27.31 5.72

个性化 社区 281 21.21 3.73
1.52 0.129

病房 166 20.61 4.57

系统逻辑 社区 281 14.59 3.03
0.83 0.406

病房 166 14.33 3.45

疾病观念 社区 281 13.51 2.55
2.80 0.006

病房 166 12.70 3.1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缓解会促进社会功能的恢

复［8］，本项目向住院病区以及社区以稳定期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为对象，各发放问卷 300 份，但最终病

房有效问卷的回收率远远低于社区，废卷的问题集

中在胡乱作答以及题目应答率少于 50％，住院患者

的参与质量远低于社区患者。随机访谈一位住院患

者，患者答“不想参与，没什么意思”。研究显示，

社交隔离会引起一系列持久的病理生理特征，引发

精神分裂症的相关缺陷，如社交退缩等［9］。长期住

院的隔离环境很有可能引起患者的社交退缩。创造

社交环境，增强人际沟通，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病

耻感，还可以提升患者的社会功能［10］。

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反复多次住

院的患者更加突出［11］。调查显示浦东新区辖区内住院

康复的精神分类症患者入院次数、病耻感显著高于社

区康复的患者。多次反复的入院治疗会导致家属的心

理健康状况下降［12］，问题处理技能匮乏，形成一遇到

病情波动就送治住院的应对方式。“积极住院”的反

应模式让家庭形成了应对疾病的无力感，加剧了病耻

感。长期住院的环境更容易让患者自我标签“在医院

的都是病人，我和外面的人不一样”，影响其疾病观

念。因此，从家庭和个人层面来说，减少住院次数，

尽量留在社区康复，让患者重新获得应对疾病以及生

活的控制感，可以减轻患者及家庭的病耻感。

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高度的内化耻辱感［13］，被

广泛认为是康复的主要障碍。与偏见相关的歧视（社

会距离），是由于东方文化更加强调道德归因［14］。内

化的耻辱降低了认知的自我效能感，强烈地影响自

尊［15］。这种低自尊表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

力上的低个性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控制较多，独立

性差，个人的分化程度低，情绪行为易受周围环境

影响，不易采取适宜的调试及策略。有研究发现应

对方式越积极，病耻感越弱［16］。意味着提升患者及

家庭的个性化程度，以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生活，

可减轻患者与家庭的病耻感。

本研究显示，病耻感越高家庭氛围越僵化。精

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环境存在低亲密度、低娱乐性特

征［17］，沉闷的家庭氛围让患者无法表达感受。同时，

表3　SSFD量表与SSMI-C量表各因子相关分析

变量 家庭气氛 个性化
系统 
逻辑

疾病 
观念

歧视
病情 
掩饰

积极
效应

家庭气氛 1

个性化 0.663** 1

系统逻辑 -0.341** -0.392** 1

疾病观念 0.526** 0.529** -0.433** 1

歧视 0.451** 0.509** -0.176** 0.293** 1

病情掩饰 0.476** 0.530** -0.157** 0.238** 0.760** 1

积极效应 0.404** 0.466** -0.108 0.276** 0.665** 0.625** 1

注：**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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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达的构建是全球精神病性疾病复发的可靠预

测因子，与低情感表达相比，高情感表达使疾病复

发的可能性增加了 95％［18］。精神分裂症家庭往往存

在高情感表达，高表达情绪的表现包括对生病的家

庭成员表达的消极态度［19］，家庭中的互动中情感表

达的过分介入加剧了病耻感。应对内在化的耻辱感

应增强希望、社会支持［20］。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最

初场所，是个体最基本的支持系统来源。家庭氛围

的愉悦感，有助于家庭成员的表达，获得积极的应

对方式，形成良性的互动，减轻病耻感。 

4　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尚不能确定患者病

耻感与家庭动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样本均为上

海市浦东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的差异，亦

不能确定国内其他地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与

病耻感的关系是否呈现与本研究相同的特征。

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尽可能少住院，选择在社区康

复，有利于减轻病耻感。临床实践中，工作者着力

引导其家庭氛围改善，提升家庭成员个性化程度也

能够减轻病耻感，有利于患者的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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