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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初步调查一户多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管理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5 月在重庆市选取 106 户至少含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户多名严重精神障碍家庭

纳入本研究，使用自我管理量表和自编一般社会人口学及临床资料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　①多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我管理服药依从性（r=0.570）、药物自我管理（r=0.584）、精神症状自我管理

（r=0.688）、维持日常生活及社会功能（r=0.631）、利用资源及支持（r=0.709）、自我效能（r=0.733）

六个维度得分上均存在相关；②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与患者自身文化、年龄、病程之间存在相关；

③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家族性与散发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药物管理（F= 6.861）、维持功能

（F= 4.741）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数量监护人之间患者自我管理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④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显示，居住地、患者文化、是否与监护人同住、是否是家族性患者

对自我管理有影响。结论　一户多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存在相关，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与

自身文化、年龄、病程有关，家族性与散发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药物管理和维持功能上存在差异，

患者自我管理受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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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self-management in more than on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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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Chongqing 40002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self-management on schizophrenia in 

more than one severe mental disorder patient family. Methods　Selected at least had 1 schizophrenia family from 106 

severe mental disorder families in Chongqing from November 2017 to May 2018，general social demographic and clini-

cal data were collected，self-management scale was used. Results　①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elf manage-

ment in six dimensions compliance（r=0.570），drug self management（r=0.584），mental symptom self-management

（r=0.688），maintenance of daily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r=0.631），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support（r=0.709），

and self-efficacy（r=0.733）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wo schizophrenia patients. ② The patients’ self-manage-

ment ability was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own educational level，age and duration. ③ Covaria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drug self management（F=6.861）and maintenance of daily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F=4.741）dimensions in familial and sporadic schizophrenia，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numbers of guardians. ④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showed place of residence，patient's education，patients and guardians live together，familial psychosis had an impact 

on self-management. Conclusion　There is correlation i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betwee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he 

self-managementability was related topatients own education，age and duration. The family and sporadic schizophrenia 

were different in dru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function，and the self-management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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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是指患者在医护人员

及主要照料者的协助下应对自身精神障碍、自己照

顾自己的能力，包括服药依从性、药物自我管理、

精神症状的自我管理、维持日常生活及社会功能、

利用医疗资源及支持，自我效能感等 ［1］。不同的居

家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水平不同，自信自主型

患者可以主动参与管理自身精神障碍，各方面自我

管理能力较强；被动顺从型患者多依赖于照料者，他

们可以遵医嘱规律服药，其它方面自我管理能力较

弱；不参与型患者各方面表现均较差，不能参与管理

自身精神障碍［2］。也有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与其自身认知功能有关系［3，4］。目前

国内精神分裂症自我管理研究较少，且研究对象为

仅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多名严重精神障碍

家庭中由于患者数较多，照护压力较大，更需要患

者进行自我管理，本研究以此群体为目标，分析一

户多名严重精神障碍家庭中精神分裂症自我管理的

现况及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分类进行针对

性干预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合理利用精神卫生资源，

促进患者精神康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5 月在重庆市江北区、

沙坪坝区、万州区收集 110 户一户多名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家庭纳入本研究，入组标准：①一户家庭中至

少有 2 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常年居住生活在一起；

②至少一名患者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③另外一名患者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双

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

神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任一诊断；

④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共 106 户符合入组标准纳

入本研究。本研究中，家族性精神分裂症是指多名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血缘关系，散发性精神分裂症

是指多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合而成的家庭。

1.2　工具

1.2.1　精神分裂症自我管理量表　国内由皱海

鸥、李峥等编制，完成信效度检验［1，5］。量表包括

33 项题目，5 级评分，分别从服药依从性、药物自

我管理、症状自我管理、维持功能、利用资源和自

我效能 6 个维度进行评估，分值越大表示自我管理

能力越强，本研究中如果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服药则

在服药依从性及药物自我管理 9 项条目中赋予 1 分，

表示从不。本研究中仅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测量自我管理。

1.2.2　自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监护人基本信

息表　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及临床信息等。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

数据相关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等级数据相关分析

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类数据采用列联表相关

分析，组间差异检验采用协方差分析、影响因素分

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描述

106 户家庭中，3 户家庭有 3 名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占 2.8％，103 户家庭有 2 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占 97.2％。2 名严重精神障碍家庭中，另外一名患者

诊断分布为：精神分裂症 66 例，占 64.1％；双相障

碍 9 例，占 8.7％；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5 例，占 4.9％；

偏执性精神病 1 例，占 1.0％；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

1 例，占 1.0％；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21 例，

占 20.4％。3 名严重精神障碍家庭中，另外两名患

者诊断分布为：精神分裂症 5 例，占 80.0％，精神

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1 例，占 20.0％。106 户家庭

中，家族性精神病 88 户，占 83.0％；散发性精神病

18 户，占 17.0％。监护人分布情况：无监护人家庭 9
户，占 8.5％，1 名监护人家庭 81 户，占 76.4％，2
名监护人家庭 16 户，占 15.1％。

2.2　多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的相关分析

对一户家庭中有多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管

理进行皮尔逊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显示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自我管理各维度得分上相关系数具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1。
表1　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的相关分析

项目 服药依从 药物管理 症状管理 维持功能 利用资源 自我效能

相关性 0.570** 0.584** 0.688** 0.631** 0.709** 0.73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与监护人及自身

社会人口学资料相关分析

将患者自我管理各因子得分与监护人数量、文

化程度、患者文化程度进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

与患者及监护人年龄、患者病程进行皮尔逊双变量

相关分析，与患者及监护人性别、居住地、是否同

住、患者及监护人的关系进行列联表相关分析，具

体结果见表 2、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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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相关因素的等级相关分析

项目 监护人数量 监护人文化 患者文化

服药依从 -0.115 0.107 0.400**

药物管理 -0.004 0.108 0.265**

症状管理 -0.060 0.026 0.199*

维持功能 -0.052 0.033 0.141

利用资源 -0.067 0.107 0.222**

自我效能 -0.067 -0.027 0.300**

表3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相关因素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项目 监护人年龄 患者年龄 患者病程

服药依从 -0.062 -0.200** -0.203**

药物管理 0.005 -0.186* -0.208**

症状管理 0.053 -0.142 -0.108

维持功能 -0.076 -0.094 -0.176*

利用资源 -0.023 -0.179* -0.269**

自我效能 -0.003 -0.115 -0.195*

表4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相关因素的列联表相关分析

项目 监护人性别 患者性别 居住地 是否同住 两者关系

服药依从 0.428* 0.387 0.372 0.523** 0.362

药物管理 0.439 0.275 0.481* 0.395 0.544**

症状管理 0.470 0.457 0.525* 0.499 0.520*

维持功能 0.446 0.357 0.418 0.367 0.382

利用资源 0.401 0.249 0.372 0.361 0.403

自我效能 0.486 0.350 0.460 0.374 0.463

2.4　不同类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以家族性和散发性精神分裂症为分组变量，自

我管理量表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患者文化、年龄、

病程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在药物管理、维持功能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5。
表5　不同类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x±s）

项目 家族性（n=138） 散发性（n=28） F P

服药依从 13.94±5.85 11.79±6.52 1.483 0.225

药物管理 14.04±6.20 10.32±4.85 6.861 0.010

症状管理 20.07±7.91 18.21±12.84 0.425 0.515

维持功能 14.86±5.22 16.79±4.20 4.741 0.031

利用资源 11.35±5.53 12.50±4.99 2.381 0.125

自我效能* 16.95±8.63 16.36±7.13 0.004 0.950

2.5　不同监护人数量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比较

以监护人数量为分组变量，自我管理量表各维

度得分为因变量，患者文化、年龄、病程为协变量

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在药物管理

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6。
表6　不同监护人数量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x±s）

项目
无监护人
（n=15）

1监护人
（n=125）

2监护人
（n=26） F P

服药依从 15.00±5.92 13.67±6.00 12.27±6.10 0.645 0.526

药物管理 11.50±4.50 13.79±6.18 12.58±6.62 0.822 0.441

症状管理 24.43±16.71 19.34±7.79 19.11±7.83 2.375 0.096

维持功能 16.64±5.85 15.12±5.14 14.81±4.53 1.002 0.370

利用资源 12.57±5.02 11.50±5.58 11.19±5.12 0.768 0.466

自我效能 20.00±8.85 16.62±8.50 16.23±7.38 1.534 0.219

2.6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自我管理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监护人数量、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是否同住、患者性

别、年龄、文化、病程、两者关系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仅有服药依从性、药物管理、症

状管理因子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一户多名严重精神障碍家庭

中，大多数家庭为两名患者，且诊断均为精神分裂

症，多数家庭患者表现出家族聚集性，也有少部分

为两名患者组合而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突出表现

为无监护人，两名患者互相管理。无监护人的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与有监护人家庭相比相当，且得分都

较低，这提示患者及监护人需要进一步接受培训，

提高自我管理，尤其是在药物管理方面。

本研究中自我管理方面对比发现，家族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药物管理及维持日常生活社会功能方

面与散发性患者存在差异，研究显示［6-8］，与散发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家族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

后、认知功能与散发性精神分裂症存在差异，且起

病年龄较早，以阴性症状为主，疗效相对较差，自

知力受损更重，认知功能更差，更易复发，这可能

也是出现差异的原因。与服药依从性相比，药物管

理方面更倾向于药物的储存、获取、识别处理药物

不良反应、正确应对与药物有关的状况，较好的药

物管理水平有利于患者按时按量服药。

对居家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症状管理是关键，

识别复发的早期信号可以使症状得到及时处理、监

测残留的精神症状以便积极应对，较高水平的症状

管理可能也会避免病情恶化、导致肇事肇祸发生［9］。

本研究中患者的症状管理、利用医疗资源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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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方面差异无显著性，原因可能是他们在所

地区可以获取的精神卫生康复知识获取可及性差，

或者基础精防工作者专业能力非常薄弱，且多为兼

职，零星的针对症状管理的宣教对他们而言可能获

益较小。目前我国各地均会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教，

对患者而言可能可供利用的资源是充足的，可见需

要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有信心积极进行

精神康复，走出家庭，回归社会，可能患者可以充

分利用医疗资源及支持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

本研究结果发现，一户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自我管理各因子上显著相关，可见两名患者在疾病

自我管理上是相互影响的，他们可能对自身精神障

碍有共同的认识，相同的应对方式，自我管理水平

相当。回归分析显示，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关系

对服药依从性、药物管理、症状管理均有影响，居

住地、患者文化、是否与监护人同住对服药依从性

有影响。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未

考虑经济因素对自我管理的影响，经济收入高则可

能服药依从性较好，自我管理也相应会改善；其次，

本研究未评估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自知力等，这可

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再次，本研究未探讨一

个家庭有多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是否存在影响；第

四，受测量工具限制，本研究仅测量了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自我管理，未探索家庭里一个是精神分裂症

患者，一个是其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两名患者的

自我管理相关情况，这也需要将来进一步探索。最

后，本研究被试选取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系

统中再管患者进行研究，且样本量较小，这可能会

造成取样偏倚。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服药的影响

因素较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首先是做好遵医

嘱服药，在此基础上加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这同时

也会强化患者服药依从性，更有利于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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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自我管理因子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P R 调整R2 F P DW

服药依从 — — — — 0.511 0.199 4.209 0.001 2.294

常数 19.806 — 4.835 0.001 — — — — —

居住地 -2.218 -0.174 -2.040 0.043 — — — — —

是否同住 -2.663 -0.178 -2.237 0.027 — — — — —

患者文化 1.716 0.219 2.349 0.020 — — — — —

两者关系 2.496 0.158 2.007 0.047 — — — — —

药物管理 — — — — 0.451 0.136 3.040 0.001 2.275

常数 14.678 — 3.320 0.001 — — — — —

两者关系 3.660 0.223 2.727 0.007 — — — — —

症状管理 — — — — 0.433 0.119 2.745 0.003 2.141

常数 21.171 — 3.801 0.001 — — — — —

两者关系 4.968 0.242 2.938 0.00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