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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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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可能影响因素。方法　259 例有暴力行为的男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列为暴力组，将同时期 192 例无暴力行为男性精神分裂症为非暴力组。两组研究

对象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关的各种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相对于非暴力组，暴力组中男性、农村、未服药、被害妄想、无业、低学历人数比例较多，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 4 个危险因素和 1 个

保护性因素：性别、被害妄想、文化程度、职业是危险因素，服用抗精神药物则是保护性因素。结

论　男性、妄想症状、学历低、无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服用药物可较好地降

低患者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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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ZHU Wenli，YIN Liangshuang，CHENG Wanliang，et al. Department of Second Psychiatry Ward，Fourth Peo-
ple′s Hospital in Wuhu，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c pa-

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59 schizophrenics with violent behavior was chosen as a violation group and a total of 192 

schizophrenics without violent behavior as control group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ere discussed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both group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non-violation group, the violation group had a higher percentage of being unemployed, com-

ing from village, males of low education，with delusion of persecution and no pills,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ly statisti-

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four risk factors of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cs，included gender，delusion of persecution，low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profession, and 

one protective factor，which was taking the pills. Conclusion Male，delusion of persecution，low education and job-

lessness are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of violent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taking the pills can reduce the 

chance of viole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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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肇事的报道日益引起公众关

注，精神分裂症患者肇事事件具有突发性强、社会影

响恶劣等特点［1］。西欧一项对 38 年以来住院的 48 万

精神分裂症患者调查统计后发现，约 10.7％男性和

2.7％的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过暴力行为［2］。陈琼

妮等［3］对国内近 15 年发表的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攻

击行为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

行为发生率为 20％～40％。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

行为危险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国内学者采

用不同调查方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冲动行为的高危因

素进行调查研究［4～7］，刘天俐等［4］系统总结了精神症

状、治疗、神经生物学、家庭因素、物质成瘾等多因

素对暴力行为的影响。姜文海等［5］、陈玄玄等［6］和徐

芳芳等［7］分别采用不同量表对精神分裂症冲动攻击行

为进行分析，仅徐芳芳等［7］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人

口学资料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本次研究采用回顾

性的方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中一般人口学资料及

病历资料中暴力因素调查分析，为精神分裂症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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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危人群筛查提供帮助，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暴力组，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6 月在芜湖

市第四人民医院（芜湖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并且

能完成所有资料采集工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451
例。具体条件如下：

暴力组：共 259 例，年龄（38.10±10.53）岁，受

教育年限（9.12±2.91）年，纳入标准：（1）所有疾

病诊断均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

无严重躯体疾病；（3）具有暴力行为：指精神疾病患

者以任何形式伤害他人、其他生物和物体的言行，

造成明显伤害和破坏后果［8］。

非暴力组：共 192 例，年龄（36.59±12.18）岁，

受教育年限（9.84±3.22）年，纳入标准：（1）所有

疾病诊断均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2）无严重躯体疾病；（3）以往病程中无任何暴力行为。

2 组在年龄（t = -1.410，P=0.159），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受教育年限（t =2.498，P=0.013）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本课题为安徽省芜湖市重点科研项目，芜

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本研究，所有

患者及家属均在充分知情同意后，自愿参加本项研究。

1.2　方法

研究工具：通过问卷回顾性采集患者所有的一

般人口学资料和病历资料：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姓

名、受教育年限、首发年龄、总病程、发病次数、

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婚姻、职业、居住地（城市、

农村）、经济状况；病历资料包括既往是否有冲动暴

力行为、冲动时是否服药、是否有精神疾病家族史、

发病时是否有被害妄想、发病时是否有命令性幻听。

1.3　统计方法 

统计学软件 SPSS13.0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2 组间独

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n，％）表示，

计数资料比较比较采用 χ2 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取双侧概率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暴力组与非暴力组影响因素比较

暴力组在男性、农村、冲动时未服药、被害妄

想、无业以及低学历人数比例方面多于非暴力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 1。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危险因素筛查

将暴力行为作为因变量，以上所有指标作为

自变量，将各项指标后的 0、1、2 带入检验；进行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定义水准为 0.05。最终选入

4 个危险因素和 1 个保护性因素，即性别、被害妄想、

文化程度、职业是危险因素，而冲动时服用抗精神

药物则是保护性因素，见表 2。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

会安全的危险因素，它加剧了社会对于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恐惧。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一般人口学中暴力高危因素的研究、筛查，且既往

国内研究中样本量均较小。在本项研究中暴力组在

男性、农村、冲动时未服药、被害妄想、无业以及

低学历人数比例方面多于非暴力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最终选

入 4 个危险因素和 1 个保护性因素，即性别、被害

妄想、文化程度、职业是危险因素，而服用抗精神

药物则是保护性因素，提示男性、妄想症状、学历

低、无业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暴力行为的危

险因素，规律的服用药物可较好地降低患者的暴力

行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与其被害妄想密切

相关，按时服药可以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危险。

本次研究中实验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有一定相似性，

国外也有研究指出精神病性症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暴力行为的高危因素，而积极的治疗可以降低暴力

行为的发生率［4］。此外我们也发现性别、文化程度、

职业情况也是冲动行为的危险因素，研究提示男性，

文化程度低，无业者更容易出现冲动行为。

既往研究中，姜文海等［5］研究发现其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多发生在其疾病的急性期及慢

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与患者的精神症状及发病期

所处年龄段密切相关，但其研究没有进行多因素回

归分析研究。陈玄玄等［6］对 13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及气质性格问卷得分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寻求新奇、阳性症状和合作

性对攻击行为的发生有预测意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阳性症状、思维障碍、激活性及偏执是引起攻击行

为的重要因素；寻求新奇和低合作性可较好地预测患

者的攻击行为。徐芳芳等［7］对 178 例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简明精神病量表中的敌

对猜疑因子和既往攻击行为史进入回归方程；精神分

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主要与其精神症状和既往

攻击行为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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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丹等［9］从认知领域将有暴力行为及无暴力

行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比发现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

与执行功能损害有关，伴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存在更差的执行功能。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

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有一定中枢结构异常密切

相关，源于多个脑区交互作用的异常［10］。因此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的干预需要贯穿其整个病程，

包括及时保护性约束、早期用药等［8］。

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高危因素的

研究，可以有利于我们重点筛查暴力高危精神分裂

症患者，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肇事率。但本次研究

仅仅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病历

资料进行了分析，没有进行心理学的评估，今后可

以进一步扩大入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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