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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干预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危险行为的效果分析

刘顺发 、 秦　霞 、 陈　强 、 唐海宁 、 潘润德 、 胡　静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干预模式对农村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危险行为的防治效果。方法　在

己开展 ��� 项目管理的农村社区选取有危险行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10� 例（实际完成 �� 例）进行

综合干预（实验组），并与另一已开展 ��� 项目管理的农村社区的 110 例（实际完成 100 例）进行对照

（对照组）。实验组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干预、家庭干预、劳动干

预等综合干预模式，对照组只接受常规药物治疗，不进行综合干预，两组均干预 1 年。分别于干预

前、干预 � 个月末和干预 12 个月末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躁狂量表、抑郁量表、

危险行为评估量表评估。结果　干预 �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PANSS 总分、躁狂

评分、抑郁评分较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两组间比较，PANSS 总分、阳性症状、阴

性症状评分、躁狂评分、抑郁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对照组危险行为再次发生率高

于实验组（P<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合干预模式有助于降低危险行为的再次发生率，

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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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have dangerous behavior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
tal illness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the control study　LIU Shunfa，QIN Xia，CHEN Qiang，et al. Guangxi Brian 
Hospital，Liuzhou 545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risk behaviors of rural community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Methods　In 686 project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the 105 cases of patients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99 cases）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who taken the risk 

behavior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ceive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another 686 project manage-

ment of the rural community，110 cases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100 cases）were selected and set as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s，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intervention model which includ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family intervention，labor intervention etc，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drug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outine drug treatment，did not receive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two groups both 

received the intervention for 1 year. Respectively before intervention，6 months and intervention 12 month，the posi-

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rating scale （PANSS），Mania Rating Scale，HAMD，dangerous sexual behavior assessment 

scale were evaluated. Results　Intervention for 6 months and 12 months，the PANSS total score，manic score，de-

pression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than the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

cal significance （P<0.05），the PANSS total score，positive symptoms，negative symptoms score，manic score，depres-

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The recurrence rate of risk behaviors in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1），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
sion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odel can help to reduce the risk of recurrence rate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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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目前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 1600
万，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 430 万人，广西 16 万。由于精神卫生资源缺乏，

仅有部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能得到及时救治，社区

监管欠缺，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处于“脱管状态”，

部分患者在精神病态的支配下，突然出现危险行为，

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因此，探讨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干预治疗

措施对控制精神症状、预防和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对城市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管理治疗模式研究较多，但对农村社区研究较少。

本研究采用综合干预对农村社区 215 例有危险行为

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防治效果进行对照研究，现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于 2013 年 5 月 1 日～2014 年 4 月 30 日，分别

于广西省柳江县、柳城县开展 686 项目管理的乡镇

中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柳江县共 12 个乡镇选取 105 例患者，将其

设置为实验组，柳城县共 11 个乡镇选取 110 例患者，

将其设置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双盲随机研究。

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精神分裂症、

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诊

断标准；②近 1 个月内有危险行为；③年龄≥ 16 岁；

④患者和其监护人均愿意参加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体疾病；②重度精神发育迟

滞、痴呆不能理解本研究患者；③妊娠期妇女；④精

神症状长时间未控制，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线

评估或基线评估后 2 周内无法进行干预的。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危险行为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出现

或可能出现对自身或者他人造成伤害、对财物造成

重大损失以及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等危害行为，包括

轻度滋事、肇事、肇祸行为。

1.2　方法 

1.2.1　分组及干预方法

将柳江县 686 项目管理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纳入实验组，共 105 例，将柳城县 686 项目管理区

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纳入对照组，共 110 例，干预 1
年，每三个月随访一次，共随访 4 次，干预前对广

西脑科医院的医生和各乡镇卫生院负责精神病防治

的医生进行统一培训。实验组除常规给予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外，入组后 1 周内还接受经过专门培训的

精神病专科医院、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

预、家庭护理干预、劳动干预。前 6 个月每个月一次，

后 6 个月每 2 个月 1 次，每次约 50 分钟，共 9 次。

具体干预措施如下：①药物干预：两组患者均接

受每三个月一次共 4 次的药物干预。患者入组后一

周内由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科医师到乡镇卫生院对患

者进行诊治，主要评估患者的病情，针对患者病情

调整治疗方案，以后每三个月复诊一次；乡镇卫生院

的精神病防治医生免费发放药物，免费体检，每三

个月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②家庭

护理干预：入组后一周内由经专门培训的乡镇卫生院

工作人员针对患者不同病情及家庭情况，对患者家

属进行家庭护理知识、日常说话及接触患者的技巧

指导，并指导家属如何照顾患者饮食、个人生活及

督促患者服药，指导患者家属如何识别常见的药物

副反应、病情加重或好转的表现及危险行为出现的

征兆，每周干预 1 次，反馈 1 次。③心理干预：入组

后第二周开始实施（如患者因病情原因不配合，可

推迟 2 周）。由经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到乡镇卫

生院对患者集中进行解释性、支持性心理治疗。通

过治疗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病情的同时鼓励患者自尊

自爱，坚持治疗，提高患者对病情的认识，促进自

知力的恢复，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提高治

疗依从性。如集体治疗效果不佳者，针对患者具体

情况可进行个别心理治疗，每周 1 次。④劳动干预：

入组后第三周开始实施（如患者因病情原因不配合，

可推迟 2 周）。由经培训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进

行。干预者与患者互动，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与患

者共同协商制定出适合患者的个体劳动计划，确定

目标，指导患者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从事生产

劳动，帮助家人做家务，或根据患者的爱好，让其

做一些小生意等，督促患者努力实现所确定的目标，

使病态注意得到转移，恢复社会功能，每周干预 1
次，反馈 1 次。⑤应急处置：对出现严重肇事肇祸等

危险行为的患者应当进行紧急处置，必要时由公安

民警协助采取紧急住院治疗。

对照组只给予常规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患者入

组后一周内由经过培训的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科医师到

乡镇卫生院对患者进行诊治，主要评估患者的病情，

针对患者病情调整治疗方案，以后每三个月复诊一

次；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病防治医生免费发放药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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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体检，每三个月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检

查。不进行家庭护理干预、心理干预和劳动干预。

1.2.2　测评方法

于干预前、干预 6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末进行量

表评定：①危险行为评估：由卫生部印发的《重性精

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 年版）》危险行为评

估适用于所有患者，共分为 6 级：0 级：无符合以下

1～5 级中的任何行为；1 级：口头威胁，喊叫，但没

有打砸行为；2 级：打砸行为，局限在家里，针对财

物，能被劝说制止；3 级：明显打砸行为，不分场合，

针对财物，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4 级：持续的打砸

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或人，不能接受劝说而

停止；5 级：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持管制性危

险武器的针对人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纵火，爆炸

等行为；②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估

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所有评估者均为受过统一培

训的精神科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研究前进行一

致性培训（Kappa=0.85）。③采用贝克 - 拉范森躁狂

量表（BRMS）对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程度进行评估，

共包括 13 个条目，每个条目的分值为 0～4 分，总

分为 0～52 分，得分越高，表示躁狂症状越严重。

④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双相障碍患者

的抑郁情绪进行评估，得分超过 24 分则为重度抑郁

症，17 分 < 得分≤ 24 分则为中度抑郁症，7 分≤得

分≤ 17 分则为轻度抑郁症，得分不足 7 分表示无抑

郁症，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越严重。

1.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5.0 进行统计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干预 6 个月，因病情加重、药物不良反应及不

配合治疗等原因，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脱落 4 例和

7 例，干预结束分别脱落 6 例和 10 例，最后完成 99
例和 100 例，两组脱落病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889，P>0.05），脱落病例未进入统计分析。

实验组 99 例：男 57 例，女 42 例，平均年龄（32.8
±12.1）岁，平均病程（3.7±4.2）年，平均受教育年

限（7.1±2.9）年；精神分裂症 73 例、双相障碍 17 例、

偏执性精神病 2 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3 例、精神发

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4 例；均使用第 2 代抗精神病药

或联合心境稳定剂。对照组 100 例：男 59 例，女 41
例，平均年龄（33.1±12.5）岁，平均病程（4.2±5.6）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3±2.0）年；精神分裂症 76
例、双相障碍 17 例、偏执性精神病 2 例、癫痫所致

精神障碍 3 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2 例；均

使用第 2 代抗精神病药或联合心境稳定剂。两组以上

各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2.2　两组精神分裂症或精神障碍患者的 PANSS

评分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 PANSS 总分在干预 6 个月和 12
个月时较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

组间比较，PANSS 总分在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 6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两组阳性症状评分比较，在

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个月

和干预 12 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

组阴性症状评分比较，在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 6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1）。两组精神病理评分比较，在干预

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精神分裂症或精神障碍患者的PANSS比较（x±s）

评分
实验组（n=82） 对照组（n=83）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阳性症状 28.7±5.9 18.4±4.8 14.6±5.3 27.9±5.4 22.4±5.1 18.7±6.2

阴性症状 19.5±6.1 13.4±4.6 9.5±4.7 20.2±5.9 16.4±5.2 13.8±5.5

精神病理 39.7±7.6 27.1±8.8 22.3±7.9 40.5±7.9 28.8±8.3 24.6±9.2

总分 78.7±9.4 58.7±8.6 47.8±8.9 79.3±9.5 63.5±8.2 55.6±8.2

2.�　两组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评分和抑郁评分

比较

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 6 个月、干预后 12 个

月，实验组、对照组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评分、抑

郁评分均明显改善（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躁狂评分、抑郁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 6
个月、12 个月，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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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评分、抑郁评分比较（x±s）

评分
实验组（n=17） 对照组（n=17）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躁狂评分 26.9±4.3 15.2±3.5 10.2±3.1 26.8±4.5 19.6±3.9 14.3±3.4

抑郁评分 22.8±3.8 13.4±3.2 10.5±2.9 22.9±3.7 17.9±3.1 14.1±2.8

2.�　两组患者的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干预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危险行为发生率分

别为 21％、22.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 6 个月和干预 12 个月，实验组危险行为发生

率分别为 3.03％和 5.05％；对照组危险行为发生率

分别为 13.0％和 18％。两组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P<0.01），以对照组高于实验组。实验组没有出现

3 级及以上的打砸及伤人行为，对照组出现 3 例 3 级

以上危险行为，均为伤人行为。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级别
实验组（n=99） 对照组（n=100）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干预前 干预6月 干预12月

1 9 2 4 9 6 10

2 6 1 1 7 3 5

3 4 0 0 3 3 2

4 2 0 0 1 1 1

5 1 0 0 1 0 0

总计 22 3 5 21 13 18

发生率 22.22％ 3.03％ 5.05％ 21％ 13％ 18％

3　讨论

精神病社区干预是以社区为基础，动员家庭和

社会力量对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心理和生理康复的

一种模式［1 ］。研究发现精神疾病的社区干预不仅可

以帮助患者稳定病情，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社会

功能，也能降低肇事肇祸危险行为的发生［2-5］。近年

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实践表明，在

人口众多、卫生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农

村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可行和有效的［6，7］。

本研究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干

预、家庭护理干预、劳动干预对有危险行为的重性

精神病患者进行为期 1 年的综合干预，取得了较满

意的效果。两组患者通过常规的药物干预，PANSS

总分在干预 6 个月和 12 个月时较干预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通过综合干预，实验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在干预 6 个月和 12
个月时比对照组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提示综合干预能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减

少和推迟精神病复发。这与国内的报道一致。

实验组危险行为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危

险行为发生率比较（t =6.688，8.161，P 均 <0.01），

实验组没有出现 3 级及以上的打砸及伤人行为，对

照组出现 3 例 3 级以上危险行为，发生率为 3％，且

均为伤人行为，提示综合干预能降低危险行为的再

次发生率，显著降低危险行为的危险等级。但本次

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选取的两组患

者来自于不同的县区内，可能会存在文化风俗、经

济水平方面的差异，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

担到 2020 年将占到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以上［8 ］，

加强以社区为单位，通过心理干预、行为科学和社

会康复等方法结合药物治疗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综合

治疗，能明显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逐步提高及恢复

患者社会功能、生活质量及工作能力等，减少疾病

负担［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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