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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罗红霞 、 李丹丹 、 乔云云 、 罗　凯 、 张艳华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

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5 月期间收治 75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估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调查患者的年龄、性别、生活自理情况、病耻

感等资料并作为自变量，采用 Logistic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

平低下的影响因素。结果　75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的发生率为 36.00％。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不能自理、病耻感较强可能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

水平低下的影响因素（P< 0.05）。结论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情况不容乐观，

生活不能自理、病耻感较强是可能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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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self-effica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paranoid schizophrenia 
　　LUO Hongxia，LI Dandan，QIAO Yunyun，et al. Sixth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Second People's Hospi-
tal of Zhumadian City，Henan Province，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elf-efficacy level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elf-efficacy in pa-

tients with paranoid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75 patients with paranoid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was us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self-efficacy. The age，gender，self-care status，stigma and other data of th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us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w level of self-efficacy of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y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low level of self-efficacy was 36.00％ in 75 patients 

with paranoid schizophrenia.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strong sense of stigma may b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low level of self-efficacy in paranoid schizo-

phrenia patients（P<  0.05）. Conclusion　The low level of self-efficacy in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s not opti-

mistic. The in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strong sense of stigma are possibl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Paranoid schizophrenia；Self-efficacy level；Influencing factor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科常见疾病，不仅会

造成患者精神残疾，还会损伤患者社会功能，影响其

生活质量，加剧家庭负担［1］。目前，治疗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以药物为主，常见药物如利培酮、氯氮平等，

药物本身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该病康复过程较

长，且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导致患者复发率高 ［2］。

有研究显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康复期对回归

社会存在恐惧，心理状态较差，导致患者自我效能水

平低下［3］。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能够完成

某一件事情的评估，自我效能感水平高对增强患者回

归社会信心尤为重要［4］。因此，积极找出可能影响偏

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的相关因素，对

帮助疾病的早期干预、促进患者回归社会意义重大。

本研究旨在探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

平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5 月期间收治 75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六科（驻马店，463000）。

［第一作者简介］罗红霞（1974.03-），女，河南确山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诊断治疗。

［通讯作者］罗红霞（Email：LHX13033809960@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41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5］

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18 岁；③

经治疗后患者的精神症状得到控制；④具有基础阅读

能力；⑤患者及家属均知情本次研究，且签署相关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

障碍者；②智力障碍者；③合并恶性肿瘤者；④合并

其他精神疾病者；⑤哺乳或妊娠期患者。本研究经本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1.2.1　自我效能感水平评估　采用一般自我效

能感量表（GSES）［6］评估 75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

者自我效能感，量表共包括 10 个项目，各项目均采

用 4 级（1-4 分）评分法，各项目总分之和除以 10 即

为量表总分，量表总分越高提示患者自我效能感越

好；量表总分为 1-2 分提示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

下，得分为 3-4 分提示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正常。

1.2.2　基线资料调查　收集患者基线资料一般情

况，内容包括：性别（男、女）、年龄、病程、学历（初

中及以下、高中、专科及以上学历）、自理情况（患者

家属主诉或主治医师判断）、病耻感［采用贬低 - 歧视

感知量表（PDD）［7］评估患者病耻感，量表共有 12 个

条目，各条目均采用 5 级评分法，总分为 60 分，得

分越高提示病耻感越强］、负面情绪［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SAS）［8］、抑郁自评量表（SDS）［9］评估患者负面

情绪，SAS 分界值为 50 分，SDS 分界值为 53 分，其

中一项量表得分超过分界值即判定存在负性情绪］。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3 .0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经

Shapiro-Wilk 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以（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偏执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以 P<0.05 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情况 

75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 GSES 评分为

（2.15±0.78）分，27 例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

发生率为 36.00％。

2.2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影

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根据 GSES 评分将患者分为自我效能感水平低

下组和自我效能感水平正常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性别、病程、学历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自理情况、病耻感、负面情绪在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影响因素的单

因素分析

项目
自我效能感
水平低下

自我效能感
水平正常

统计值 P

性别［例（％）］ χ2=0.891 0.345

男 16 23

女 11 25

年龄（x±s，岁） 33.42±4.21 33.52±4.21 t=0.099 0.922

病程（x±s，年） 4.25±1.12 4.31±1.13 t=0.221 0.825

学历［例（％）］ Z=0.330 0.741

初中及以下 8 8

高中 10 27

专科及以上 9 13

生活自理情况［例（％）］ χ2=17.880 ＜0.001

不能自理 19 10

能自理 8 38

病耻感（x±s，分） 41.25±3.51 21.26±3.52 t=22.631 ＜0.001

负性情绪［例（％）］ χ2=6.412 0.011

有 20） 21

无 7 27

2.3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影

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 GESE 评分为因变量，存在差异的一般资料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我效能感

水平低下赋值为“1”，自我效能感水平正常赋值为

“0”；自理情况、病耻感、负面情绪作为自变量，相

应赋值见表 2-1。建立 Logistic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显示生活不能自理、病耻感较强、负面情绪可能是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的影响

因素（P<0.05），见表 2-2。
表2-1　自变量说明

自变量 变量说明 赋值情况

生活自理情况 分类变量 不能自理=“1”，能自理=“0”

病耻感 连续变量 -

负性情绪 分类变量 有=“1”，无=“0”

3　讨论

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容易受病情复发、

事业、家庭等问题影响，更容易出现自我效能感水平

低下，影响患者回归社会的信心［10］。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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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36.00％患者出现自我

效能感水平低下，提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

效能感水平低下情况较为普遍。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

除会降低患者回归社会的信心外，还可能会导致患者

产生自卑、悲观等情绪，增加患者疾病复发的风险［11］。

因此，临床需积极找出可能导致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

者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的影响因素，以指导早期干预。

本研究显示，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建立多元回归

模型，结果显示，生活不能自理、病耻感强、负面

情绪可能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

低下的影响因素。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患者，多需依赖他人才能完成日常生活，继

而导致患者生活自信心低下，且容易出现负面情绪，

降低自我效能感水平［12］。对于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或无法自理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期需指

导患者合理的进行日常生活锻炼，以提高患者的生

活自理能力，改善自我效能感。病耻感是评估患者

对社会歧视的敏感程度，有研究显示，病耻感低的

患者对社会融入度及接纳度更高，而病耻感较强的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容易对社会及成群产生恐

惧感，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导致自我效能感水平低

下［13］。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疗期临床需

进行疾病健康宣教，重点讲解精神分裂症发病原因、

治疗意义等，以提高患者疾病认知度，减轻病耻感。

相关研究显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疗期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且负面情绪可能

与精神卫生知识缺乏、担心疾病复发、担心影响家

庭等因素有关［14］。伴有负面情绪的偏执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容易增加自身心理压力，陷入严重的心理

痛苦中，继而降低自我效能感水平［15］。因此，对于

伴有负面情绪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治疗

期间需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以减轻患者负面情绪，

提高其自我效能感水平。

综上所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

水平不容乐观，可能因受生活自理能力、病耻感、

负面情绪等影响，临床应重视早期评估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现况，并针对生活自

理能力差、病耻感强、负面情绪严重的患者实施合

理且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旨在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

水平，可能对促进治疗顺利进行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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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分析

项目 B S. E. Wals P OR 95％CI

生活自理情况 2.200 0.551 15.924 ＜0.001 9.025 3.063-26.591

病耻感 0.771 0.206 14.011 ＜0.001 2.162 1.444-3.238

负性情绪 1.301 0.527 6.100 0.014 3.673 1.308-1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