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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森林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复发的预测
尤志军 、 俞秋峰 、 汪晓晖 、 卢国强 、 李雪芳 、 刘志斌
【摘要】目的

通过随机森林法分析精神分裂症门诊患者的病情复发的影响因素，建立精神分裂

症患者病情复发的预测模型。方法

搜集精神分裂症患者门诊记录、住院信息、社区随访记录等信

息，将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利用 Python 处理分析数据，建立病情复发的预测模型。结果

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是年就诊次数、生活刺激事件、自我护理能力、技能学习能力（P < 0.05）。经
过随机森林分析，年就诊次数、生活刺激事件、自我护理能力、技能学习能力是预测模型中的重要
权衡因素。复发预测模型具有 46.41 ％的命中率，准确率 84.4 ％，覆盖率 91.23 ％。结论

预测模型

能够有效预测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复发情况并且提供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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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random forest method. Methods

Collect the outpatient records，inpatient in-

formation，community follow-up notes and other information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structurally process the data，
use Python to analyze the data，establish a prediction model of relapse. Resul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ere the number of visits every year，stimulating events，self-care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P <

0.05）. After random forest analysis，the number of visits，stimulation events，personal life care and learning ability
are important trade-off factors in the prediction model. The recurrence prediction model has a hit rate of 46.41％，The
accuracy rate was 84.4 ％，and a coverage rate of 91.23 ％. Conclusion The predic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elapse of schizophrenia and provide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Schizophrenia；Relapse；Random forest；Influencing factors；Predictive model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类发病率高、复发率高、

致残率高的慢性迁延性疾病，发病与复发原因影响
［1-2］

病情复发预防的工作进步缓慢。有研究表明，维持
和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保持自我照料、工作、学

，精神分裂症

习及人际交往能力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目标［3］。

2020 年，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我国疾病总负担的

究对象的特征，为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康复干

因素复杂交错。国内外研究表明

1 年内复发率可高达 20 ％ ～50 ％。WHO 推算，至
四分之一。并且，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状态多产生

该研究选取辖区内 1539 名患者，分析病情复发的研
预措施提供参考。

危险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精神分裂症患者病

1

情复发因素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目前研究精神分

1.1

裂症患者病情复发的方法多为单因素研究，传统的
研究方法难以分析多个复发因素之间的关系，导致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上海市青浦区辖区内 65 岁以下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

［基金项目］上海市青浦区科技发展基金（编号：QKY2018-21）。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1718）。
［第一作者简介］尤志军（1985.10-）
，男，河南新乡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预防医学。
［通讯作者］李雪芳（Email：lixuefang71@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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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elapse model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r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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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pse prediction in schizophrenia through random fore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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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排除标准

长期入住院院患者或长期居

问题的分数为 1-5 分。学习能力主要包括注意力集

1.1.2

样本量计算

利用软件 GPower 计算样本

上、5-10 分、5 分以下，分为良好、一般、差三个

1.1.3

复发标准与分组

住养老机构等患者。
量，1-β=0.95，α= 0.95，计算出样本量为 1517。

根据青浦区辖区内在

中度，分数为 1-5 分，根据研究对象的得分 10 分以
等级。
利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5］调查研究对象的

册患者名单，共选出 1539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

自我照顾能力，总分为 100 分。＞ 60 分表示有轻度

情不稳、住院治疗患者、社区随访中病情不稳的患

示有中 / 重度功能障碍，日常生活明显需要依赖他

组：2018 年～2019 年期间，精神分裂症门诊患者病
者，包括具有精神症状、情绪障碍、思维障碍等症
状。共有 208 名患者分入复发组。未复发组：1331
名患者病情稳定，分为未复发组。
1.2

人；＜ 20 分为完全残疾，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

根据研究对象的自我护理能力将其分为良好、一般、
较差三个水平。

研究方法
信息收集

综合评估分级
搜集研究对象的门诊就诊记

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制定

的综合评估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病情严重程度和潜

录，社区随访记录，住院记录，获取患者的病情复

在肇事肇祸风险，病情严重程度包括目前暴力攻击、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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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况、性别、年龄、现住地类别、职业、文化程度、

涉及暴力行为的精神症状、自知力、药物不良反映、

婚姻状况、就诊情况、年就诊次数、自知力、是否

社会功能，肇事肇祸风险包括既往暴力史、严重自

社区免费服药、医药费用来源、居住地、经济情况、

杀自伤意念或行为史、服药依从性、反复住院、监

是否为监护补助对象、是否参加社区康复服务、是

护情况、酒精依赖或物质使用、近期重大心里生活

◎ Clinical research

1.2.1

功能障碍，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的帮助；21 ～ 60 分表

否为关爱帮扶小组服务对象、是否为家庭医师签约

事件刺激。根据研究对象的综合风险，从高到低将

服务对象、发病至治疗间隔月数、起病形式、起病

研究对象的分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绿色。

时精神症状幻觉、起病时精神症状情感、起病时精

1.3

1.3.1

神症状思维、起病时精神症状行为、起病时精神症

统计学方法
数据清洗

利用软件 DataWrangler 对数

状意志、起病时其他精神症状、家族史、残疾类型、

据进行清洗，检查数据一致性，处理无效值和缺失

残疾等级、是否曾肇事肇祸、监护人与患者关系、

值等。

家庭监护情况等信息。
1.2.2

量表调查

利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

表［4］，调查社会人际交往对研究对象的困扰程度，
将得分 0-8 分、9 分 -14 分、15 分 -28 分的研究对象
分为良好、一般、差三个社会人际交往水平。

化

1.3.2

利用 SPSS 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数据转

以复发情况为因变量，以综合评估分级、性别、

年龄、现住地类别、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就诊情况、年就诊次数、生活刺激事件、技能学习
能力、自知力、自我护理能力、社会人际交往、医

利用生活事件调查表，对研究对象的精神刺激

药费用来源、居住地、经济情况、是否社区免费服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该量表由量表协作研究组张

药、是否为监护补助对象、、是否为关爱帮扶小组服

明园等编制于 1987 年，共含有 48 条我国较常见的

务对象、是否为家庭医师签约服务对象、发病至治

生活事件，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家庭生活方面

疗间隔月数、起病形式、起病时精神症状幻觉、起

（28 条），二是工作学习方面（13 条），三是社交及

病时精神症状情感、起病时精神症状思维、起病时

其他方面（7 条）。该量表根据不同年龄组常模，将

精神症状行为、起病时精神症状意志、起病时精神

得分 20 分以下、20 分以上（包括 20 分）研究对象分

症状其他、家族史、残疾类型、残疾等级、是否曾

为受到生活事件刺激影响较小和生活事件刺激影响

肇事肇祸为自变量并进行赋值。1.3.3 利用 SPSS 对研

较大两个水平。

究对象的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随

利用技能学习能力调查表，对研究对象的问题
解决能力与学习能力进行评估。技能学习调查表为

机森林的方法，利用 Python 对病情复发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建立预测病情复发的模型。

自制量表，包括问题解决能力和学习能力两个维度。

2

解决问题能力包括遇到困难时解决困难的信心、解

2.1

决困难的能力、尝试解决困难后的自我评价，每个

利用 SPSS 对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患者的变量进

结果
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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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因素分析，复发组与未复发组的社会人际关系、
年就诊次数、生活刺激事件、婚姻、技能学习能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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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森林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复发的

预测

自我护理能力、治疗事件间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抽取影响病情复发的相关数据，计算各维度

的意义（P < 0.05）。复发组与未复发组关于综合评估

数，得到模型所需要各维度，利用 Python 进行模型

自知力、自我护理能力、社会人际交往、医药费用

84.4 ％，覆盖率 91.23 ％。如表 2 所示：

分级、性别、年龄、现住地类别、职业、文化程度、
来源、居住地、经济情况、是否社区免费服药、是

训练，模型设置为 4 级，46.41 ％的命中率，准确率
表2

基于随机森林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复发预测模型

否为监护补助对象、是否为关爱帮扶小组服务对象、
是否为家庭医师签约服务对象、起病起病形式、起
病时精神症状幻觉、起病时精神症状情感、起病时
精神症状思维、起病时精神症状行为、起病时精神
症状意志、起病时精神症状其他、家族史、残疾类
型、残疾等级、是否曾肇事肇祸之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结果如图表 1 所示：

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复发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复发组 未复发组 卡方

年就诊次数

79

471

6-12

42

222

4-6

12次以上
社会人际关系

良好
一般
差

生活刺激事件

有
无

婚姻

已婚
其他

技能学习能力

良好
一般
差

自我护理能力

好
一般
差

治疗时间间隔 1个月以内
1-3个月
4-6个月

6-12个月

12个月以上

61
26
32
69

107
136
72
34

174
42
51

115
16
56

136
22
28
31
55
72

261
377
231
458
642

P

15.92 0.000

26.134 0.000

3

讨论

当前我国 90 ％以上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在社区，

故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广大患者需

731

11.397 0.003

求的最佳精神卫生服务模式 ［6］。本研究显示，对病

400

36.143 0.000

能力、自知力、自我护理能力、社会人际关系、治

405

32.525 0.000

600
931
490
298
264
462
605
214
292
281
232
312

情复发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生活刺激事件、适应
疗间隔、就诊次数。预测模型当中的权重因素有就
诊次数、技能学习能力，自我护理能力，也有家庭、
社会方面的因素，为探索社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预
防病情复发提供更全面的基础。
3.1

15.36 0.000

单因素分析

社会人际关系

患者的社会人际关系是指与家

属、邻居、朋友、同事、医生等所接触到的人所形
成的的直接的心理关系，包含着认知、情感和行为

14.36 0.000

三种心理因素。有研究显示［3］，家庭成员的关怀、
社会的支持（如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是否发生复发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白明洁［7］的
研究表明：在 8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具有较人际
关系紧张再次复发的入院患者 23.76 ％ 。与本研究
基本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患者患病后，本身精神压
力较大，容易受到周边及其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尤
其是社区人群，具体表现为学业、就业、婚姻等方

◎ Clinical research

3次以下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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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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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些会给患者造成重要的心理负担，这些因素

预防和治疗的关键期，该阶段患者有高复发风险，

不仅容易导致疾病的复发，而且可能出现自杀倾向。

最易出现恶化［15］。治疗时间间隔指患者发病与治疗

生活刺激事件

生活刺激事件指患者所处的环

之间的时长，与病情复发具有明显的关联，病情复

境当中对患者的情绪产生不利影响的负性生活事件。

发的次数和症状控制的难度有可能与病情进展有关，

可以来自家庭、社交、生理等各个方面，且具有积

时间间隔长的患者导致需要长期药物控制症状，自

［8］

累性。有研究显示 ：情绪波动可促使患者的睡眠质
量下降，而睡眠质量下降又容易导致患者情绪发生
［9］

波动，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同样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修复能力明显降低，这导致更容易复发。
婚姻

该研究表明已婚的研究对象复发率相对

于单身的研究对象来说更高。有研究表明：［16］未婚、

经常有情绪波动的患者其发生复发的风险性是情绪

离婚患者是在婚患者的 1.96 倍（OR=1.964，95 ％

果患者经常出现情绪波动，再加上经常熬夜、睡眠

1.406～2.764），与该研究一致。婚姻对于每一个成

正常者的 5.12 倍，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如
质量差，可明显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再次复发的风
险性。

CI：1.205～2.686）、2.12 倍（OR=2.121，95 ％CI：
年人来说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已婚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生活会得到一定照顾，伴侣也会对患者提出一些

技能学习能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学习能力是

要求，这服药患者努力治疗和康复，在这种动机的

临
◎床研究

指患者通过认识所处的环境，根据自己的角色和能
，与本

卫生习惯。护理学家 Orem［17］认为，自我护理是人类

研究结果一致。在病情稳定阶段，帮助患者更加清

为保证生活、维持健康和安定而创造和采取的行为。

◎ Clinical research

楚的认识自己和社会，通过不断学习新的处事方法、

有研究显示［18］：通过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自我护理训

生活技能来迎接生活中的陌生的环境或事件，尝试

练，提高了其个体生活能力和群体生活能力，使其

适应新的环境，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减少患者病

生理、心理都处于舒适状态，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情的复发。

群体，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才能提高生活质量，

力，选取合适的行为。患者具有较好的社会功能可改
［10］

善治疗结局，从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年就诊次数

年就诊次数是治疗依从性的量化

表现，就是 12 次以上说明具有良好的治疗依从性。

该研究显示每年规律就诊的患者复发率明显下降，

促使下，患者的症状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自我护理能力

自我护理能力主要指患者个人

减少医疗费用，促进患者的康复。
3.2

随机森林法的病情复发预测模型

随机森林法的病情复发预测模型对精神分裂症

规律的就诊和服药保障了患者的病情稳定，由于精

患者的复发具有一定的预警作用，预警为高概率复

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功能受损是不可逆的，药物治疗

发的患者具有不同的特征。

对于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不可或缺的。有研究显

3.2.1

对于自我照顾能力较好、风险等级低于

，在出院 1 年内，50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坚

黄色、周围存在刺激事件的患者，复发率较高。对

计数据显示，精神分裂症的急性症状得到控制后，1

顾能力较好，能独立的生活，而病情比较稳定的患

［11］

示

持服药，复发的概率是坚持服药患者的 3.7 倍。有统
年内如果可以保证坚持用药，复发率可下降至 20 ％
［12］

左右

。对于仅仅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来说，早期

改善患者的服药态度有利于改善患者药物依从性，
对于同时接受药物治疗及心理社会干预治疗的患者
来说早期治疗（治疗 3 个月）后仍然存在冲动攻击行
［13］

为的患者可能预示着长远的药物依从性较差

于综合风险评估结果等级不高的此类患者，自我照
者，对自我预期较高，当遇到敏感问题或者刺激性
问题，容易影响心理和生理状况，导致病情复发。
3.2.2

对于自我护理能力一般、风险等级低于

黄色、年就诊次数小于 6 次的患者容易复发。此类
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一般，有较差的医疗依从性，病

。精

耻感是导致就诊次数较少主要因素。有研究显示：

神分裂症患者按医嘱规律服药是患者病情稳定的基

鉴于精神疾病具有的复杂性以及受到儒家传统观念

础，规律服药也降低了终身服药的概率，加强患者

影响，精神障碍患者病耻感体验更为强烈，故对其

的规律就诊管理，是减少患者病情复发的基石。

家属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同时病耻感还将对患者

治疗时间间隔

精神分裂症的急性期始于前驱

家属的心理状况及其社会交往造成巨大的负面影

症状，持续到第一次症状出现后几年，随后进入症

响，进而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社会功能与生活

状稳定的停滞期［14］。但实际上，疾病的最初几年是

质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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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我护理能力一般、风险等级低于

的患者，应尽量纳入患者所在社区的精神科康复门

黄色、起病形式亚急以上、技能学习能力较差的患

诊免费服药患者，方便患者及时配药和就诊，保证

者复发概率大。此类患者患者的风险评估等级不是

患者能够轻而易举的规律就诊，也规避了病耻感的

最高，由于急性或亚急性发病，发病时多为阳性精

增强。

神症状，引起关注和治疗，一般情况下得到治疗与

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影响因素当中，患者的

发病时间治疗间隔较短，应从家庭或社会的角对患

社会因素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研究显示［19］：

者所处的环境进行干预，使患者所处的环境尽量简

取得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减少负性心理应激事件；改

单或熟悉，减少患者的不良刺激，降低患者病情复

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等，将有利

发的概率。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和康复，减少复发及精神残

3.2.4

对于自我照顾能力一般、风险等级低于

疾，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本研

黄色、起病形式亚急以下、无职业的患者复发概率

究结果一致。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际关系，提

大。此类患者起病形式慢，得到治疗与发病时间治

升患者面对生活刺激事件的应对能力，加强患者对

疗间隔较长，预后相对较差，导致病情稳定后社会

陌生事物的学习能力，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功能严重减退，无法从事短期或长期的工作和活动。

都能大大的较少患者的病情复发。

社会和家庭依赖较大，使患者更加无法融入家庭和
社会，患者恢复的自信心会受到严重削弱，难以找
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归属感缺失，导致患者复
注患者由于不能工作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这种后果，给与其合理的期望，提升患者的
生活体验，应付生活的当中的特大困难，能够促使
病情复发次数的减少。
3.2.5

自我照顾能力较差、亲自就诊或夫妻代

诊、不是监护补贴对象、来自农村的患者复发概率
大。监护补贴是为了使弱监护患者能够得到良好的
监护，对于主动承担患者监护人的，政府给与补贴
的费用，以激励家属或其他人员认真监护精神分裂
症弱监护患者。此类患者自我照顾能力差，虽然积
极治疗，但是住在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并且
监护责任不到位，药物虽然免费，如果无法获取监
护补助，保障监护人做到辅助患者就诊配药，无法
保证患者的规律服药性，进而促使患者的病情复发。
扩大此类精神分裂症患者监护补贴的范围和数额，
对减少此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复发有很大帮助。
3.2.6

自我照顾能力较差、他人代诊、风险等

级为绿色、不是免费服药患者的复发概率大。此类
患者平常病情稳定，但是需要别人代诊，而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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