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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随访效果
范利芳，李

姝，陈

岚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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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5 月在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准备出院的 20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100 例。出院后 1 月内，对照组采取通用出院电话随访，观察组通过出院随访需求问卷调查后实施个性化出院随访。
出院随访后的 1 周内，由第三方管理咨询公司电话调查两组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和满意率；出院随访后 1 月内，分析两组患者
门诊复诊情况。结果

对照组出院随访完成率为 80%，满意率为 80%，门诊复诊率为 11%；观察组分别为 93%、93%、22%。两

组出院随访完成率、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或 0. 01）。结论

实施基于需求的个性化出院随

访可能有助于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随访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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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emand-based discharge follow-up o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an Lifang，Li Shu，Chen La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Mianyang·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er，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mand-based discharge follow-up on the completion rate，satisfaction

rate and outpatient follow-up rate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00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discharged from

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March to May 2017 were enrolled，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100）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10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in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telephone follow-up，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discharge follow-up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completion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discharge follow-up within one week after discharge were

investigated by a third-party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Then the outpatient follow-up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ithin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 was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e follow-up rate，satisfaction rate and outpatient follow-up rate of control group showed

statistic difference with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80% vs. 93%，80% vs. 93%，11% vs. 22%，P<0. 05 or 0. 01）.
Conclusion

For schizophrenia patients，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and-based personalized discharge follow-up may improve their

completion rate，satisfaction rate and outpatient follow-up rate.

【Keywords】 Demand；Discharged follow-up；Schizophrenia

随着我国新医改的不断深入，医疗市场竞争日

随访方式对患者随访满意度和门诊复诊情况的影

趋激烈，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日趋提高。三

响，为进一步优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出院随访工作

级医院评审标准（2011 年版）明确指出：医院对患者

提供参考。

的出院指导与随访有明确的制度。定期出院回访可

1

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和满意度，制订合理有效的家庭
护理措施，对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3］

具有积极意义

［4］

。王志明等 研究指出，电话随访

能提高患者出院后的依从性、增加健康行为。但是
被动式的出院电话随访，可能无法满足患者和家属
的需求，甚至会让患者反感或不耐烦。如何真正落
实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已经成为医疗机构努
力的方向，而采用个性化的出院随访提升患者随访
效果，鲜有文献介绍。本研究采用基于患者需求的
出院随访对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进行随访，探讨此
442

1.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于 2017 年 3 月-5 月在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选取

准备在 1~2 天内出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

对象。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疾病阶段处于慢

性康复期，并准备出院；③病程＞5 年。排除标准：
①有衰退或冲动兴奋行为等无法完成评估者；②伴

酒精等物质滥用或严重躯体疾病者；③共病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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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发育迟滞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者。符合入

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200 例，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本研究经四川

省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均自愿
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2. 2

两组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出院随访满意率和

门诊复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或 0. 01）。
见表 1。
表1

方法

1. 2. 1

两组随访完成率、满意率及门诊复诊率比较

组

随访工具

观察组（n=100）
χ2

随访需求。问卷内容包括患者一般资料、出院随访
方式（微信随访、门诊随访、电话随访、短信随访、家
访）、出院随访时间（出院 1 周内、2 周内、1 月内）、出

别

对照组（n=100）

采用自制出院随访需求问卷了解观察组的出院
人员（主管医生、责任护士、随访工作者）、出院随访

两组患者随访完成率、满意率及门诊复诊率比较

讨

出院随访

门诊

完成率

满意率

复诊率

80%

80%

11%

7. 24

7. 24

4. 39

93%

<0. 01

P

3

出院随访

93%

<0. 01

22%

<0. 05

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更加需要医院的电话

院随访次数（每周 1 次、每两周 1 次、每月 1 次）、出院

随访服务以巩固治疗效果［5-8］。医院客服管理系统

随访内容（服药情况、生活自理情况、病情变化、睡眠

在出院患者随访中有重要作用，单一的电话随访方

情况）。采用自制出院随访满意度调查表了解出院

式已经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应积极拓展出院随访

随访完成情况以及出院随访总体满意度。在完成出

途径，以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9-10］。由于精神分裂

院随访后 1 周内，由第三方管理咨询公司通过电话
调查两组满意度及随访完成情况。在完成出院随访

后 1 月内，通过 HIS 系统提取两组患者以精神分裂症

症患者的特殊性，出院随访工作应根据患者特点开
展。患者在面对随访时，可能不愿意接受医务人员
电话随访，而愿意选择门诊随访或短信随访；部分

在门诊复诊的信息，
计算两组患者门诊复诊率。

患者由于病情等特点，需要康复训练指导，更倾向

1. 2. 2

于选择微信视频随访以展示康复情况［11］；部分患者

随访方法

观察组采用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方式。出院当
天，由科室责任护士指导家属和患者共同填写出院
随访需求调查表，并根据出院随访需求建立个性化
出院随访计划。出院后 1 月内，出院随访人员按照
患者填写的出院随访需求表的内容，进行个性化出

院随访。对照组仅采用电话随访。出院后 1 月内，
科室指定一名责任护士负责落实，对患者进行电话
随访，了解患者病情并进行健康教育指导。科室指
定质控人员对两组患者的随访情况检查落实。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 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2 检验比

较两组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
检验水准 α=0. 05。

2

2. 1

结

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观察组共 100 例，其中男性 58 例，女性 42 例；病

程（8. 00±2. 16）年 ；受 教 育 年 限（9. 00±6. 24）年 。
对照组共 100 例，其中男性 60 例，女性 40 例 ；病程

（8. 00±2. 22）年 ，受 教 育 年 限（10. 00±6. 12）年 。

由于家庭特殊原因，希望医务人员进行家庭随访
等［12］。此外，在随访人员和随访次数及内容上，不
同病情的患者都有自己个性化的需求。
本研究将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应用于精神分
裂症患者，结果显示，采取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方式
的患者随访完成率、出院随访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

均高于接受单纯电话随访的患者（P<0. 05 或 0. 01）。
基于需求的出院随访方式能够落实以患者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满足患者的疾病康复需求、更易被患
者及家属接受，从而提高患者出院随访完成率、出
院随访满意率和门诊复诊率。因此，在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出院随访工作中，应注重患者的个性化需
求，提高随访工作效果。

本研究存局限性在于：①出院随访人员由于医

学素养不同，出院随访质量高低有别，患者的满意

度可能存在差异；②门诊复诊的相关因素及复诊原
因较多，本研究未逐一探讨；③患者出院后所获得

的社会支持程度不同，也会对随访效果产生一定影
响。今后应对出院随访工作人员加大培训力度，提
高其医学素养；将随访工作情况纳入个案管理，提
高出院随访质量；同时分析门诊复诊的相关因素，
以获得更加客观全面的资料以指导随访工作的开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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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此外，对于患者出院后的随访管理，还需要基
层社区医院和家庭等多方面的支持配合［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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