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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与病耻抵抗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华阳 、 翁史旻 、 李　欣 、 张婕文

【摘要】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与病耻抵抗影响因素，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提供

参考。方法　采取连续入组的方法选取我院门诊或住院部的 1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查阅患者相关

资料，并评估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结果　（1）精神分裂症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评分处中

度水平。（2）病程、住院次数、抑郁、生存质量、PANSS 评分、慢性疾病史、有无家属照顾为精神

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的影响因素（P< 0.05）；（3）抑郁、生存质量、PANSS 评分、病程、

住院次数及无家属照顾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影响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精神分

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状况不乐观，且影响因素较多，因此社会和家庭应多给予精神分裂

症患者关心和支持，更好的改善其心理状况和生存质量，积极给予治疗，缩短其病程，减少住院次

数，从而有助于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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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 Illness Disorder and Sickness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ANG Huayang，WENG Shimin，LI Xin，et al.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self-shame and shame resistance，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asked to check the patient's information an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self-injustice. Results　

（1）schizophrenia self-disgrace and shame resistance score at moderate levels；（2）the duration of disease，the num-

ber of hospitalizations，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PANSS score，chronic disease history，and whether family mem-

bers were affected by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phrenia（P<0.05）；（3）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PANSS score，

course of disease，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no family care for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with self-disgrace and shame resistance. Conclusi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self-shame and shame resistance is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situation，and more factors，so the community and the family should give more care and support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better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and actively give Treatment，

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reduce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which helps to reduc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self-shame and shame arrived.

【Keywords】Self-stigma；Shame resistance；Factor；Quality of life

精神疾病相关病耻感（包括社会病耻感和自我

病耻感）常见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社会病耻感相

比，自我病耻感及病耻抵抗对个体治疗结局和功能

转归的不利影响更甚，而且具有可评估、可测量和

可干预的特点，因此具有临床实用价值［1］。目前，

有关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欧美国

家，我国已有的研究甚少，且多为归纳总结性的资

料，而关于精神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和康复后的

自我认同的研究几乎没有［2］。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自

我病耻感量表及其病耻抵抗分量表，对门诊或住院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病耻感及病耻抵抗水平进行

评估，并整合相关社会人口学、生活质量和疾病特

征等信息，探索自我病耻感及病耻抵抗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精神分裂症相关病耻感的综合评估和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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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干预策略的发展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我院门诊或住院

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连续入组的方法，入组

100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为（52.6±3.3）岁；男

性 60 例、女性 40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6 例、

高中及中专 42 例、大专及以上 22 例。未婚 41 例、

已婚 59 例；病程 1.6~6.9 年，平均为（4.2±1.2）年。

入组标准：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3］；年

龄 18~65 岁；当前病情适于完成相关调查；获本人或

家属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严重认知功能损害导

致无法完成相关调查；有严重自杀企图 / 行为；精神

活性物质依赖史；当前患有严重、活动性躯体疾病；

怀孕或哺乳期女性。

1.2　方法

一般人口学资料收集：包括受试者年龄、性别、

性格、婚姻、受教育年限、就业等信息。临床资料

收集：观察指标包括首发年龄、既往发作次数、总病

程、当前病程、住院次数、首次 / 本次发作诱因、精

神障碍家族史、躯体疾病共病、以及当前治疗干预

情况。人口学和疾病信息评定工具：采用自制一般

人口学和临床特征调查表、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定量

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4］，

得分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其症状越严重。

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评估和计分方法：自我

病耻感评估使用 Ritsher 等［5，6］编制 ISMI 量表，病耻

抵抗水平使用该量表的病耻抵抗分量表进行测试。

该量表系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自我病耻感自评量表，

中文版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王振等翻译，经初步

测试内部一致性良好，研究显示该量表适于评估我

国精神分裂症和心境障碍患者的自我病耻感。

ISMI 量表共 29 个条目，含价值否定、刻板印象

认同、歧视体验、社交退缩和病耻抵抗等 5 个分量表，

分别从个体价值感和社会身份认同、对外界惯常偏见

认知的反应程度、对外界歧视态度的反应程度、社交

活动的回避态度、对病耻感的抵抗体验等维度评估病

耻感程度。采用 4 级评分法，如条目 1：“因为有精神

疾病，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世界”，回答“非常不

同意”计 1 分、“不同意”2 分、“同意”3 分、“非常同意”

4 分，评分越高病耻感体验越重，其中病耻抵抗分量

表采用反向计分法。本研究对 ISMI 总分和分量表分

采用标准计分，即标准分 = 总分 / 条目数，严重程度

分级：标准分≤ 2.0 分为无病耻感、>2.0 且≤ 2.5 分为

轻度病耻感、>2.5 且≤ 3.0 分为中度病耻感、>3.0 分

为重度病耻感；信度：0.86；效度：0.87。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分别采用

t 检验，χ2 检验，采用两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相关性，统计学意义水平定为 P<0.05。

2　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评

分情况

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评分：价值否定（2.21±

0.39）分、刻板印象认同（2.26±0.41）分、歧视体

验（2.59±0.53）分、社交退缩（2.18±0.41）分和病

耻抵抗（2.17±0.52）分；ISMI 总分平均为（2.53±

0.51）分，处中度水平。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影

响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

病程、住院次数、抑郁、生存质量、PANSS 评

分、慢性疾病史、有无家属照顾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的影响因素，P<0.05；抑

郁（OR=2.031，P=0.00）、生存质量（OR=2.825，

P=0.00）、PANSS 评分（OR=2.997，P=0.00）、病

程（OR=2.749，P=0.00）、住院次数（OR=3.748，

P=0.00）及无家属照顾（OR=2.682，P=0.00）为精

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影响独立危险

因素。见表 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慢性、致残性精神疾

病，我国精神分裂症患病率约为 7.81‰；精神分裂

症患者占我国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总人次的比例高达

60％以上，住院患者的占比更高［7］。因此，精神分

裂症的积极防治不仅使患病个体及其家庭获益，也

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但精神分裂症的诊疗现

状并不容乐观，在我国，近 4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从未接受过任何精神专科诊治，而接受规范治疗的

患者比例更低。在诸多对精神分裂症诊治现状造成

不利影响的因素中，病耻感是最常见因素之一［8］，

往往导致患者及家属拒绝接受外界帮助。精神障碍

相关病耻感可分为两类，一是源于社会偏见和歧视

的病耻感，即社会病耻感（public stigma）；其二是身

处歧视环境中的患者因认同社会对其固定的偏见印

象，转而内化为指向自身的主观偏见和负性认知体

验，形成自我病耻感（self-stigma），或称内在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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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ized-stigma）［9，10］。自我病耻感属个体患者

的主观体验，临床中可以直接进行评估和干预，因

此通过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提高应对自我病耻感的

能力更可能使患者从中获益，也更有可能帮助患者

及其家庭尽可能的减弱或消除整体病耻体验。因此，

为全面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水平，尤其

病耻抵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保护性因素和风险因

素），本研究从多个维度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病

耻感进行全面评估和分析，以期为临床发展有针对

性、有助于辅助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的个体化

病耻感评估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ISMI 总分平均为（2.53±

0.51）分，处中度水平，该研究结果较相关报道研究

结果（2.31±0.43）分高［11］，由此说明我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情况不乐观，所以需

积极采取合理措施以降低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

抗。本文研究 ISMI 得分较高可能与本次研究样本数

量较小有关，同时与本次研究严格的入组标准也存

在一定关系。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病程、住院次数、

抑郁、生存质量、PANSS 评分、慢性疾病史、有无

家属照顾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

的影响因素，P<0.05；抑郁、生存质量、PANSS 评

分、病程、住院次数及无家属照顾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影响独立危险因素。因精

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原因十分复杂，且多数患者存在

人格和躯体疾病及精神或生活等问题。精神分裂症

病程越长，患者社会功能就会退化越明显，且其病

情也会越严重，从而易出现恐惧等情况，不愿寻求

家人或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同时患者还可能会出现

主动与社会隔离的情况。患者抑郁症状越严重，其

越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病情，然由此可能会致

其病情更为严重，无法得到社会和家人的关心和支

持，从而致其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增加。患者生

存环境越差，其获取的社会救助或治疗条件也会越

差，此时患者心境将会逐渐变差，最终变得抑郁等，

增加其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住院次数多少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时对其预后也

有极大影响；随着患者住院次数的增加，其越发产生

抵抗等心理状况，降低其治疗依从性，不利于其疾

病康复，然后患者疾病反复也会深受社会的歧视或

排斥，最终致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增加［12］。

精神分裂症患者如存在较多慢性疾病史，此时患者

需进行长期治疗，进一步加重其心理负担，不利于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影响单因素分析

年龄（岁） 例数 得分 t/χ2 P OR 95％CI

18~40 40 2.32±0.89
0.37 0.71

41~65 60 2.25±0.95

性别

　　男性 60 2.27±0.84
0.52 0.51

　　女性 40 2.31±0.79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6 1.71±0.42

0.71 0.19　　高中及中专 42 1.69±0.40

　　大专及以上 22 1.75±0.36

婚姻状况

　　未婚 41 1.98±0.41
0.37 0.70

　　已婚 59 2.01±0.38

病程

　　<3年 35 1.69±0.41

5.72 0.00 2.749 1.552~2.942　　3~5年 42 1.86±0.52

　　>5年 23 2.06±0.47

住院次数

　　<3次 46 1.72±0.39

6.95 0.00 3.748 1.772~5.839　　3~5次 34 1.98±0.41

　　>5次 20 2.21±0.28

慢性疾病史

　　有 45 1.99±0.48
4.66 0.00

　　无 55 1.57±0.42

有无家属照顾

　　有 48 1.79±0.45
3.00 0.00 2.682 1.682~6.142

　　无 52 2.04±0.38

发作次数

　　首次 47 2.06±0.27
1.26 0.20

　　≥2次 53 1.98±0.35

抑郁

　　无 60 1.98±0.37
4.61 0.00 2.825 1.012~2.042

　　有 40 2.36±0.45

生存状况

　　好 36 2.11±0.36
6.39 0.00 2.825 1.479~2.753

　　差 64 2.52±0.28

PANSS评分

　　≥40 47 2.08±0.47
5.60 0.00 2.997 1.979~2.481

　　<40 53 2.4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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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康复，最终可能会使患者回避社交或变得更加封

闭，难以与外界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而增加其自我

病耻感和病耻抵抗。有无家属照顾则体现出患者社

会支持利用度情况，患者可从家属处获得支持和帮

助及理解，如患者无家属照顾，则其获取的支持和

帮助等减少，从而致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增加。

所以应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关心，积极治疗其

基础疾病和精神分裂症，给予其心理开导，降低其

不良情绪，有助于降低其自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

综上所述，目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和

病耻抵抗状况不乐观，因此需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

助，更好的改善其生存环境及心理状况，降低其自

我病耻感和病耻抵抗。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样本数量小，同时未对不同病情患者进行研究，

所以难免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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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社会功能的关系研究。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4；20
（6）：480-482

10. 徐韩，王勇，粟幼嵩，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4；24（4）：

244-246
11. 黄平，李志榕，吴倩，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及

其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中国医药导报，2014；11（24）：

149-152
12. 吴义高，江芹，程万良，等。阿立哌唑与利培酮对首发

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认知功能及血清 BDNF 浓度

的影响。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6；43（4）：581-583
（收稿日期：2017 年 5 月 19 日）

进而提高本专业司法鉴定的技术水平及鉴定意见的

公信力［4］。

四　总结

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要依靠鉴定人的经验和能力，

对从业人员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首先需要从人员

准入机制这个源头进行质量控制，另外，质量控制

是一种连续性行为，鉴定人必须通过不断地更新自

身知识构架，通过内部审核监督日常鉴定活动，积

极参加外部能力验证活动来进行同行比较与持续监

控，进而为自身的持续改进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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