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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及自尊的影响研究

张新颜 、 韩玉华 、 王　捷 、 梁　漪

【摘要】目的　探讨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对于精神分裂症（SCH）患者病耻感及自尊的影响。方

法　选择恢复期 SCH 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模式，实

验组予以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护理前及护理 2 个月后，采用精神疾病病耻感量表（SSMI-C）、罗森

伯格自尊量表（SES）、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服药依从性及个

人社会功能量表（PSP）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　干预 2 个月后，实验组的 SES、GWB、ITAQ 及 PSP

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 0.05），SSMI-C 量表各维度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服药

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有利于提高 SCH 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改善其病耻感、自尊及幸福感，对于改善社会功能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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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liance intervention model on the stigma and self-respec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Xinyan，HAN Yuhua，WANG Jie，et al.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liance intervention model on the stigma and self-respec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SCH）.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S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

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with 6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rsional nursing model，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liance intervention model. Before and after 2 months of nursing，Stigma Scale for 

Mental Illness（SSMI-C），Rosenberg's Self-Esteem Scale（SES），General Wellbeing Scale（GWB），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ITAQ）and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2 month of the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ES，GWB，ITAQ and 

PSP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the dimensions rating scores of SSMI-C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and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nclusions　The compliance intervention model may help the pa-

tients to enhance the compliance，improve the stigma，self-esteem，wellbeing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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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是一组病因尚不完全明确的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主要表现为意志、情感及思维

等异常，发病率居于各类精神障碍的首位［1］。虽然

近年来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SCH 的治疗效果

获得明显提高，但其治愈率及社会功能康复并不理

想。究其原因在患者的病耻感并未得到很好的恢复，

而病耻感的持续存在又将影响患者的自信心、自尊

及依从性。国内外研究显示，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

在病耻感及自尊受挫，尤以 SCH 患者最为严重［2］。

病耻感及自尊受挫可导致患者的病情加重及治疗依

从性差，而治疗依从性又将进一步影响病情及患者

的病耻感及自尊受挫。本研究对康复期 SCH 患者开

展为期 2 个月的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旨在探讨其

对于 SCH 患者依从性、病耻感及自尊等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院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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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CH 患者 120 例。入选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2）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分 <30
分；（3）年龄 18～60 岁；（4）患者或其法定监护人

知情同意，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4）患者意识状

态清除，能够正常沟通交流及配合临床评估；（5）

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6）病程≥ 2 年，住院时

间 >2 个月；（7）疾病处于恢复期。排除标准：（1）

复发 SCH 患者；（2）合并痴呆等智力障碍、沟通障

碍、视听功能障碍者；（3）合并严重躯体疾病以及

器质性疾病者；（4）脑器质性疾病、药物及酒精依

赖史者。将 120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实验组 60 例，其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18～60
（44.25±4.63）岁；病程 2～15（3.49±1.02）年；文

化程度：32 例初中，20 例高中或中专，8 例大专及

以上；用药种类：22 例齐拉西酮，23 例利培酮，15
例奥氮平。对照组 60 例，其中男 38 例，女 22 例，

年龄 18～60（46.25±4.98）岁；病程 2～18（3.65±

1.14）年；文化程度：30 例初中，23 例高中或中专，

7 例大专及以上；用药种类：20 例齐拉西酮，22 例利

培酮，18 例奥氮平。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予以抗精神病药物维持治疗，即予以齐拉

西酮口服，初始剂量为 20mg/ 次，1 次 /d。2 周内酌

情增加剂量至 80～160mg/d；或利培酮片口服，初始

剂量为 1mg/ 次，1 次 /d，2 周内增加剂量至 3～6mg/

d；或奥氮平口服，初始剂量为 5mg/d，1 周内增加至

20mg/d 维持治疗，总疗程 2 个月。两组用药方案基

本一致。对照组予以精神科常规护理，包括环境护

理、用药指导等。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依从

性干预护理模式。两组药物治疗方案基本一致。

1.2.1　组建护理团队　由副主任医师 1 名、副

主任护师 1 名、科室护士长 1 名及 8 名护理骨干组

成护理小组。小组成员结合临床经验、相关文献资

料及本组患者的具体情况，总结影响 SCH 患者依从

性的因素包括（如疾病知识缺乏、服药重视度不足、

药物知识掌握不全、担心药物不良反应、害怕影响

生育及婚姻、害怕社会歧视、护理不到位等），制定

最佳护理干预方案。

1.2.2　建立和谐护患关系　由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丰富专业知识的护理人员热情、主动接触患者，

做到耐心、细致、尊重，全面了解患者的个性特点

及动态需求，及时为其提供有效的帮助，使患者建

立信任感与安全感，以提高其依从性。

1.2.3　健康教育　由责任护士组织开展一次小

组或集体健康教育，1 次 / 周，40min/ 次。讲解内容

包括：① SCH 的临床表现及病因，②药物治疗相关

知识，③临床转归与康复知识，④家庭护理措施，

⑤ SCH 患者相关法律法规及家庭婚姻生活知识，⑥

可获取的社会物质及精神帮助，⑦社交技能等。结

合患者的理解及接受能力予以持续性、增强性教育，

使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的病情。每周组织 1 次团体讨

论或专题讲座，在病区走廊、病房及活动室等 SCH

患者活动区域粘贴 SCH 健康教育资料，以便患者及

其家属阅读。期间配合个别指导，以帮助患者客观

评价自我，逐步简历自我价值观与自信心，调动其

主观能动性。

1.2.4　用药指导　 耐心向患者介绍长期规律用

药的必要性，告知其暂时的症状消失并不代表疾病

根治，如不继续遵医嘱服药可能出现病情复发，并

介绍复发的严重性，使其正确认识到 SCH 是一种长

病程、高复发率的复杂疾病。强调严格遵医嘱长期

维持服药是控制疾病复发的关键，从而提高其依从

性。服药前向患者介绍可能不良反应、预防及处理

办法，耐心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并引导其正确认识药

物不良反应，避免因患者害怕不良反应而拒绝服药。

严密监督和记录患者的服药情况，密切观察用药后

反应，一旦发现不适症状或明显副反应，立即报告

医生并及时调整用药量，积极治疗副反应，以减轻

其危害。同时做好对患者的心理支持，告知其积极

调整用药及对症治疗后能够减轻副反应，以缓解其

焦虑、紧张、逃避等心理，提高其依从性。

1.2.5　现身说法　 邀请服药依从性好、成功回

归社会、复发少的患者作为正面典范进行现身说法，

向患者传授长期坚持服药的重要性，传授人际交往、

增强自信及对抗病耻感等经验，帮助患者树立自信

心，提高依从性及治疗信心，降低病耻感。每 2 周 1
次，30min/ 次。

1 .2 .6　 认 知 干 预 　 采 用 小 组 干 预 及 个 别 干

预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 情 绪 认 知 干 预 ，2 次 / 周 ，

30～60min/ 次。建立个人档案，制定干预治疗目标，

每次干预后均进行课程评估与患者个人体会记录，

收集问题并进行分类汇总，以便及时解决。通过倾

听、同情、引导表达、鼓励、支持以及共同分析等

方式，引导患者正确认识不良认知的内容及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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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树立治疗信心，提高治疗配合度。布置作业，

让患者自主记录日常歧视感受及情绪反应。鼓励患

者讲述自己遭受歧视或嘲笑的经历或感受，表达内

心的想法，宣泄内心不良情绪。引导患者与其他病

友分享对抗病耻感、提高自尊、应对歧视等的有效

方法，并探讨身边可获取的社会支持，培养其积极

应对能力。开展角色互换游戏，模拟生活中的歧视

经历，共同分析讨论歧视感受及病耻感的伤害及其

应对方法。

1.2.7　社交技能培训　 固定分组进行社交技能

培训，包括对话技能培训、参与集体活动方法、活

动主人公意识、偏见或歧视等应对方法、冲突解决

方法、沟通交流技能等。每次活动后，由患者自评、

小组成员他评及培训人员评价，根据综合成绩予以

精神奖励或小礼品奖励等，提高患者的积极性。同

时，结合患者的兴趣爱好，鼓励其参与集体游戏、

清洁卫生、书报阅读等工娱活动，帮助其逐渐适应

集体生活。每 2 周 1 次，30～60min/ 次。

1.2.8　家庭社会支持　向患者家属及亲友进行

SCH 健康知识宣教及心理干预，帮助其理解和认识

SCH 症状、患者相关事件体会、潜在应激因素或破

坏倾向等。帮助患者家属掌握应对患者应激状态的

方法及能力，鼓励其理解患者，并予以充分的关怀、

支持和鼓励，密切探视患者，并尽量开展一些家属

联系活动，使患者感受到家庭温暖及归属感，为患

者营造良好的康复氛围，并使患者建立治疗康复的

责任意识。1 次 / 月，30min/ 次。同时加强对患者同

事及邻居等的精神卫生知识宣教，鼓励其予以患者

支持和帮助，不歧视、不偏见，以消除患者的顾虑，

坚持长期遵医嘱服药。

1.3　观察指标［3］

分别于入组时及干预 2 个月末进行以下指标评

价：（1）采用科室自制依从性调查问卷进行依从性

评估：完全依从：患者能够主动配合治疗及干预且可

自主遵医嘱服药；部分依从：被动接受治疗与干预，

或偶有拒药、弃药或藏药等行为，但经说服后能够

改正；不依从：拒绝治疗、经常拒药、弃药或藏药，

经说服后仍无改善，需要强制性服药。（2）采用精神

疾病病耻感量表中文版（SSMI-C）评价患者的病耻

感，分为疏远、歧视经历、刻板印象、社交回避以

及抗病耻感 5 个维度，每个维度 1～4 分，抗病耻感

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则病耻感越严重。（3）采用

自尊量表（SES）评价患者的自尊，包括 10 个条目，

每项 1～4 分，总分 10～40 分，得分越高则自尊越

强。（4）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评价幸福感，

共 33 项，总分 0～100 分，得分越高则辛福感越强。

（5）采用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评价治疗

态度，采用服药依从性及个人社会功能量表（PSP）

评价社会功能，得分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 .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

（x±s ）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卡方（χ2）检验，等级资料经 U 检验，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SSMI-C 评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 SSMI-C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降

低，且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干预前后两组 SES、GWB、ITAQ 及

PSP 评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 SES、GWB、ITAQ 及 PSP 评分获得

显著提高，且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2.3　两组干预前后依从性比较

干预后两组的服药依从性均显著提高，且实验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SCH 所致病耻感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应激反应，

主要体现在病情缓解后对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负性

影响仍持续存在。SCH 病耻感的影响因素众多，主

表1　两组干预前后SSMI-C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疏远 歧视经历 刻板印象 社交回避 对抗病耻感 总分

实验组 干预前 2.31±0.41 2.14±0.62 2.59±0.83 2.89±0.43 2.35±0.56 2.54±0.51

干预后 1.68±0.32*# 1.51±0.45*# 1.82±0.55*# 1.88±0.31*# 1.71±0.43*# 1.72±0.35*#

对照组 干预前 2.34±0.45 2.16±0.59 2.61±0.79 2.91±0.45 2.31±0.52 2.49±0.48

干预后 2.01±0.39* 1.87±0.51* 2.14±0.63* 2.44±0.37* 1.98±0.49* 2.02±0.41*

注：组内干预前后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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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年龄、病程、自尊、人格特征、抑郁情绪及社

会客观支持等有关［4］。还有研究发现，服药依从性

与病耻感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服药依从性是指患

者对医嘱、护嘱及指导等的服从性或遵守情况，治

疗依从性不良是导致 SCH 疗效不理想及复发、再住

院的主要原因［5］。国内外研究显示，缓解期 SCH 患

者普遍存在病耻感以及治疗不依从，且病耻感与治

疗依从性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将进一步影响患者的

治疗行为、预后、自尊状态及社会适应功能的康复。

SCH 患者由于疾病特殊性以及药物副作用，具有比

其他疾病更严重依从性问题。文献研究显示，国内

有 30％左右的 SCH 患者存在服药依从性问题，其服

药不依从的原因以担心药物不良反应及长期服药不

便为主［6］。因此，预防和解决 SCH 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问题对于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的病耻感及自

尊、促进社会功能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依从性对 SCH 病耻感及临床预后的影响，

本研究提出了依从性干预护理模式，以达到以下目

标：（1）提高 SCH 疾病认知；（2）认识药物治疗目

的及严格遵医嘱长期坚持治疗的重要性；（3）掌握

应激事件处理及自我情绪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消

除主观病耻感受及自尊损害；（4）激发自身潜能并

重建社交功能、克服自理缺陷及自卑感。本研究通

过建立护理团队，以客观证据为指导，结合临床护

理经验及患者需求，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并维持良好的护患关系，增强其信任感与配合度。

患者由于对 SCH 知识储备不足、长期住院接受封闭

式治疗等，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如未

获得及时有效的宣泄和疏导，容易出现自我形象感

削弱，进而表现为病耻感及自尊受损。而自尊能降

低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进一步加重社会焦虑抑郁、

疏离、孤独等病耻感表现［7］。通过密集有效的团体

与个体相结合健康教育、用药指导及情绪认知干

预，有利于提高其主观能动性，增强患者的自尊体

验，使患者从细节中掌握自我情绪调控、自我认知

与自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8］。同时，利用

自我表达、心理游戏、角色扮演以及现场模拟等多

种方式使患者正确认识 SCH 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病

耻感产生原因、主要表现、危害及其应对措施，能

够打破其自我封闭的局面，激发其康复信心与决心，

消除其自卑心理，激发患者挑战和应对歧视，提高

其治疗积极性与配合度，增强社交勇气及对抗病耻

感［9］。此外，团体式社交技能培训能够通过团体内

的人际交互作用而促进个体的学习体验、自我认识、

自我探讨以及自我接纳，从而转变建立正确的认知

行为，更好地解决心理问题。兴趣设定能够使患者

参与一些文娱活动，使其体会到医疗人文关怀的同

时，激发其恢复正常工作生活信心和勇气，还有利

于尽快融入社交活动中，构建良好的自尊行为、增

强幸福感并减轻病耻感［10］。在干预过程中，对于表

现突出者予以精神或物质奖励，更有利于调动其积

极性。最后，通过完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为患者

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并及时纠正患者家属及社会

的一些不正确认知，提高家庭及社会对 SCH 患者的

表2　两组干预前后SES及GWB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ES GWB ITAQ PSP

实验组 干预前 18.94±2.21 65.34±3.81 11.29±2.85 45.67±6.12

干预后 31.58±3.24*# 81.21±4.59*# 15.69±4.12*# 69.12±14.67*#

对照组 干预前 18.43±2.15 66.38±3.29 11.56±3.12 45.02±5.87

干预后 24.02±2.77* 72.18±3.87* 10.67±3.98* 54.59±10.23*

注：组内干预前后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U P 值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实验组 60 6（10.00） 8（13.33） 46（76.67） 34（56.67） 23（38.33） 3（5.00） 64.593 0.000

对照组 60 5（8.33） 11（18.33） 44（73.33） 23（38.33） 26（43.33） 11（18.33） 37.452 0.000

U 0.609 6.878

P 值 0.737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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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程度，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病耻感［11］。

本研究发现经过 2 个月的依从性护理干预，实

验组的 ITAQ 及 PSP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实验组的完全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56.67％ vs 

38.33％）。表明依从性干预护理能够提高患者对维

持治疗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改善其服药态度，提高

其治疗依从性。干预后实验组的的 SES 及 GWB 评分

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而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干

预后两组 SSMI-C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降低，而实

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杨彩霞等［12］报道相似。进

一步证实依从性干预护理通过激发患者的主观能动

性，提高药物自行管理，掌握并识别自我病情变化，

从而使药物治疗与积极心理效应发挥协同作用，从

而提高其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在 SCH 患者中开展依从性护理模式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减轻其病耻感，改善其自

尊及幸福感，有利于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但本

研究仅针对住院患者，对面更多社会问题的出院患者

研究不足，其远期效果还需进一步长程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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