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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衰退期患者一级亲属述情障碍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 

高　慧 1 、 赵　林 2 、 闫　妍 3 、 陆如平 1

【摘要】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的影响。

方法　对 242 个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和 176 个健康居民施测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以 χ2 检验、t 检验分析研究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

述情障碍、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差异；以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确定述情障碍、社会支持、应对方

式的关联。结果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中无述情障碍者显著少于对照组（P< 0.01）；中度和重

度述情障碍者显著多于对照组（P< 0.01）。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积极应对与 TAS-20 各因子显

著负相关；消极应对与 TAS-20 各因子显著正相关（P< 0.01）。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对 TAS-20 总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0.05），对 TAS-20 总分方差变异的解释率为 61.9％。

结论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的述情障碍发生率较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应对方式对其述情

障碍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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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correlation of alexithymia and social support，coping style in first-degree 

relative of recession schizophrenia for providing solid scientific basis of alexithymia intervention. Methods　242 first-

degree relative of recession schizophrenia were assign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andomly recruiting 176 health participants 

as control group，all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by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simplified coping styles questionaire（SCSQ）. χ2-test，t-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ng group 

difference of alexithymia，social support，and coping style，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for confirming correlation of alexithymia and social support，coping style. Results　In first-

degree relatives of recession schizophrenia who had no alexithymia was less than control group，but moderate and severe 

alexithymia was more than control group（P<0.01）. Support from family，support out of family and positive coping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all three subscales of TAS-20 and negative coping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ll three sub-

scales of TAS-20（P<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support from family，support out of family，positive cop-

ing，negative coping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for total score of TAS-20（P<0.05）and could account for 61.9％ 

variance of alexithymia. Conclusions　Alexithymia had higher prevalence rate in first-degree relative of recession 

schizophrenia，perceived Social Support，coping style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alexithymia of first-degree 

relative of recession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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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障碍（alexithymia）也称 “情感难言症”，述

情障碍是一种人格特质和心理障碍，以情感体验

与表达困难、缺少幻想和实用性思维为特征［1］。述

情障碍与遗传、社会心理因素有关，Swart 等发现

COMT Val158Met 基因多态性可损害情绪脑，增加述

情障碍风险；COMT Val158Met 基因多态性被证实与

精神分裂症有关［2，3］，所以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述情

障碍易感性增加。另外，从现有研究看，述情障碍

与长期的焦虑、应激有关［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

性精神病，有较高复发率，需反复就医，行为不可

预测；精神分裂症衰退期患者会出现心理社会功能严

重衰退，造成较大的照顾负担和经济压力，可能增

加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风险。本研

究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

级亲属述情障碍的影响，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研究组　2015 年 10 月 ~2017 年 10 月在

我院精神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

级亲属 242 人，年龄 34~65 岁（49.72±6.83）；男性

109 人，女性 133 人。入组标准：①初中以上受教育

水平，具备基本读写能力，经初步精神状态检查，

没有明显躯体疾病、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性症状，具

备基本的社会适应和基本生活能力；②患者符合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精神分

裂症衰退期诊断标准［5］；③总病程≥ 10 年；④一级家

属与患者一起生活，负责患者的生活照顾和就医。

1.1.2　对照组　三个社区的 176 名健康居民，

年龄 29~57 岁（43.55±6.83）；男性 71 人，女性 105
人。研究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方

面没有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评估工具　（1）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Bagbyh

和 Taylor 编制，中文版由蚁金瑶等修订，有 20 个条

目，3 个因子：情感辩别不能、情感描述不能、外向

性思维。采用 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的 5 级

评分，总分在 20~100 分之间，分数越高，述情障碍

越严重。根据 Taylor 等提出的划分方法，TAS 总分≤

51 可视作非述情障碍，52 ≤ TAS 总分≤ 60 代表中

等述情障碍，TAS 总分 >61 表示严重述情障碍［6，7］。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由姜乾金编制，有 12 个条目，分为家庭内支

持、家庭外支持，采用 1（极不同意）~7（极同意）的

7 级计分［8］。（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s questionaire，SCSQ）：由解亚宁编制，分为积极

应对和消极应对，有 20 个条目，采用 0（不采取）~3
（经常采取）的 4 级记分［9］。上述 3 个量表在国内外

广泛的应用，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1.2.2　研究流程　入组时记录一般情况（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躯体及精神病史等）。

由 2 名精神科护士对研究组施测 TAS-20、PSSS、

SCSQ，施测前统一培训评估方法，掌握标准化施测

程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以 χ2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精

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社会支持、应

对方式的差异；以 Pearson 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

析确定述情障碍、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的述情障碍的

现状及与对照组的比较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 TAS-20 总分≤ 51
为 19 人（7.85％），52 ≤ TAS-20 总分≤ 60 为 110 人

（45.45％），TAS-20 总分 >61 为 113 人（46.69％）。

对照组中 TAS-20 总分≤ 51 为 132 人（75.00％），52
≤ TAS-20 总分≤ 60 为 39 人（22.16％），TAS-20 总

分 >61 为 10 人（5.68％）。对研究组与对照组述情

障碍的 χ2 检验表明，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

中无述情障碍的比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85.13，

P<0.01）；中度和重度述情障碍的比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χ2=33.61、85.56，P<0.01）。

2.2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与对照组的社

会支持、应对方式比较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家庭内支持、家庭

外支持、积极应对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2 或

0.000）；消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
表1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与对照组的社会支持、应

对方式比较（x±s）

因子 研究组（n=242） 对照组（n=176） t P

家庭内支持 9.38±4.19 18.46±5.47 9.98 0.002

家庭外支持 17.62±3.98  37.35±9.57. 23.61 0.000

积极应对 8.31±4.29 22.54±6.21 17.73 0.000

消极应对 19.66±3.76 9.35±5.18 -11.8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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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与社

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积极应对与 TAS-20
各因子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与 TAS-20 各因子显著

正相关（P<0.01）。
表2　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与社会支持、应

对方式的相关分析（r）

因 子 家庭内支持 家庭外支持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情感辩别不能 -0.489** -0.496** -0.742** 0.607**

情感描述不能 -0.673** -0.537** -0.612** 0.461**

外向性思维 -0.527** -0.621** -0.549** 0.674**

2.4　影响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

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 TAS-20 总分为因变量，以家庭内支持、家

庭外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得分为自变量做多

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 TAS-20 总分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P<0.05），对 TAS-20 总分方差变异的解释率为

61.9％。
表3　影响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因素的多元

回归分析

应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R2值

TAS-20总分 家庭内支持 -0.232 0.109 -5.55 0.011 0.619
家庭外支持 -0.317 0.121 -6.24 0.009

积极应对 -0.522 0.111 -7.85 0.000
消极应对 0.435 0.093 5.36 0.010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复发预防和康复训练等是

精神科临床的重要任务，该病有低治愈率、治疗难

彻底、慢性化、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污名化、

遗传性等特征，给患者亲属造成较大心理压力，易

出现心理障碍［10］，并进一步影响患者的照顾和就医，

增加其复发率。

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的中

度和重度述情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研究

者认为，精神分裂症衰退期照顾者心理状况普遍较

差，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具有较多的

负性情绪，处于慢性应激状态，而且其本身可能存

在各种人格缺陷，不能很好的处理内外压力，这导

致他们在慢性应激状态下，容易产生心理创伤，继

发性述情障碍则被视为经历创伤性生活事件后的一

个伴随性结果，创伤性经历可破坏大脑情绪（右半

球）和语言（左半球）之间的连接［11，12］，从而出现情

绪表达不能。另外，Chalah 认为述情障碍与社会认

知因素有关系，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成员常受到歧视、

被孤立，缺乏群体互动，对生活的控制感、内心安

全感较差，导致低自尊和自我接纳［13］，出现述情障

碍。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亲属面临患者治疗依从性差、

复发、药物疗效不佳、生活能力退化等难题，对内

心感受关注度减少，缺乏幻想，并拘泥于日常生活

的细枝末节，这属于外向性思维的典型特征。

另外，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

的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明显少于一般人群，

消极应对方式则较多，这可能反映了其人格的固有

倾向性；对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一级亲属述情障碍与社

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及回归分析发现，领悟社

会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可显著预测述情障碍

严重程度。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体验到的支持，

指个体感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

绪体验和 / 或满意程度，研究者认为领悟社会支持对

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更好的预测作用［14］，精神分裂症

衰退期患者的亲属易被歧视、排斥，其领悟社会支

持较差，易出现情感麻木。另外，应对方式在外部

压力和生活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15］，消极应对方式

不利于环境压力的应对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会产

生消极的心理后果，比如抑郁、自我认同度降低等，

个体会出现情感体验、表达、识别障碍和躯体化，

增加述情障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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