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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缺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阴性症状之

一，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治疗结局、社会功能等有

重要影响[1，2]。对患者自我管理动机的研究，有助于

预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以提高患者

社会功能、促进精神康复。自我决定理论（self-de⁃
termination theory，SDT）阐释了动机的质对行为发起

和维持的重要性，突破了既往动机按量划分的界限，

将动机视为内在动机、外在动机、无动机的连续体，

在精神分裂症人群的动机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3-5]。

Choi等[6]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动机具

有异质性。以往研究多以探讨患者动机与行为之间

的关系为主，结果主要是基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数据，

忽视了个体层面的动机配置（类型和水平）[4，7]。然

而，个体针对某一行为的动机可能是多类型同时存

在的，基于平均水平的研究可能难以反映潜藏在简

单线性关系下的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的异质性特点

及差异化类型。因此，以个体为中心的类别分析对

于揭示不同亚群的动机类型及水平以及对后续健康

行为及结局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CA）和潜在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均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分

析方法。潜在剖面分析通过潜在连续变量解释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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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变量的关联，利用模型拟合对群体分类的可能

性做出估计，以客观的统计指标衡量分类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探讨群体的异质分类情况 [8]。聚类分析

属于传统的分类方法，主要根据个体在多维空间的

距离进行分类[9]。

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和潜在剖面分析解释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管理动机亚型，并比较两种分类

结果，挖掘患者动机特点的复杂性和特异性，揭示何

种动机类型组合对于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起重要作

用。据此，为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动机的

特点，发展精准化、个体化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便利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于北京市1
所精神科专科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北京市海淀区

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研

究对象的入选标准为：18～65周岁；符合国际疾病

分类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经由精神科专科

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级别及以上的精神科

医师判断自知力部分或完全恢复；病情处于稳定期，

无明显精神症状、接触合作。排除标准为：首次发

作；合并严重的躯体疾病、脑器质性疾病及智能障碍

者。共发放问卷 230份，排除问卷信息缺失 20%以

上的研究对象，共收集有效问卷222份，问卷有效率

为96.5%。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采用研究者自行设计的问

卷，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

态、照顾者类型等人口学资料，以及病程、过去半年

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次数等疾病资料。

1.2.2 治疗自我调节问卷（Treatment Self-Regula⁃
tion Questionnaire，TSRQ） 该问卷最早由Ryan和

Connell于 1989年编制，后经调试并广泛用于锻炼、

戒烟等健康相关行为动机的测量。本研究采用的

TSRQ由 15个条目组成，询问个体是否采取某一行

为的可能原因，各条目均采用7级Likert评分，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对应 1到 7分。TSRQ
分为自主动机、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和无动机四个维

度。Levesque等[10]针对2731名健康人群的3种健康

相关行为（戒烟、锻炼、节食）对TSRQ进行了验证，

证实TSRQ的Cronbach’s α系数大部分在 0.73~0.79
之间，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

TSRQ的四因子模型，与理论建构一致，信效度较

好。本研究中，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

0.493～0.901之间；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四因子模

型拟合较好；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卡方差异检验法（检

验限制模型与非限制模型卡方值的差异）显示，中文

版 TSRQ四个维度两两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1.2.3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 采用邹海

欧等[11]发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去除自

我效能维度后测量，包括服药依从、药物管理、症状

管理、维持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利用资源和支持5
个维度，共 27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5级评分（0～4
分），得分越高，自我管理状况越好。刘双等[12]将去

除自我效能维度后的量表在139例社区精神分裂症

患者人群中测试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4，各维

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56、0.504、0.814、
0.672和 0.828；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与数据拟

合好。

1.3 统计分析

1.3.1 聚类分析 采用 IBM SPSS 22.0软件进行分

析。采用系统聚类初步确定类别数，再采用K-均值

聚类，将患者进行分类。

1.3.2 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Mplus7.4软件进行潜

在剖面分析，借助模型拟合信息等评价指标明确最

合理的分类，常用的拟合指标包括赤池信息准则

(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信息熵(Entropy)、似然

比检验指标 Lo-Mendell-Rubin(LMR)、基于 Boot⁃
strap 的似然比检验(BLRT)等。

1.3.3 聚类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的比较 ①一致

性检验：Kappa检验；②同质性与异质性比较：亚群/
类别内同质性采用组内平方和衡量；亚群/类别间异

质性采用所有类别组合之间的类间平方欧式距离之

和衡量。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222例患者的平均年龄（38.71±12.24）岁，其中

男性患者 111例（50.0％），多数患者的学历在高中

及以上（80.2%）；126 例患者未婚（56.8％），67 例

（30.2％）患者已婚，26例（11.7%）患者分居或离异，3
例（1.4%）患者丧偶；129例患者（58.1%）主要由父母

照顾，50例患者（22.6%）主要由配偶照顾，10例患者

（4.5%）由配偶及子女或者子女照顾，16 例患者

（7.2%）由其他人照顾，16例患者（7.2%）独居，1例患

者的照顾者信息缺失；目前处于退休或无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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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占68%，稳定工作状态占19.8%，临时工作状

态占12.2%；患者的平均病程为（12.86±10.28）年；约

一半的患者（55.0%）过去半年内未曾因精神分裂症

住院，35.1%的患者半年住院次数为 1次，9.9%的患

者半年住院次数≥2次。

222例患者在自主动机、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和

无动机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4.75±1.91、3.56±
2.19、3.36±1.76、2.82±1.73。总体来看，患者的疾病

管理动机中自主动机得分最高，无动机维度得分最

低。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动机的聚类分析

2.2.1 聚类结果 以研究对象在 TSRQ四个维度

（自主动机、内摄调节、外部调节、无动机）得分的平

均分标准化后作为外显变量，进行聚类分析。根据

系统聚类的凝聚系数表和谱系图，初步确定聚类数

为3～5类较为理想。分别预设3～5类后，进一步进

行K-均值聚类。结果显示，3、4、5亚群模型均有较

好的类间差异（聚类指标的组间差异）和较均匀的人

数配比。聚类数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模型拟合指标，

多依靠专业判断或者先验的理论基础[13]。结合既往

有关行为动机聚类分析的文献，根据疾病自我管理

动机4个维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可分为4个亚群。方

差分析显示，各聚类变量在 4个亚群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2.2 亚群的命名及特征 根据SDT理论[3，14]，从无

动机到受控动机再到自主动机，个体行为动机的自

主程度越高。自主动机包括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

认同调节；受控动机包括外部调节、内摄调节。结合

TSRQ各个维度，本次聚类指标包括自主动机、受控

动机和无动机三方面内容。

图 1为 4个亚群患者在各维度上的得分。亚群

1在自主动机、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得分均最低，无

动机得分最高，这类患者不考虑疾病自我管理或者

不知道为什么要自我管理疾病，故命名为“低动力

型”；亚群 2的自主动机、外部调节得分处于中等水

平，故命名为“中自主-外驱动型”；亚群3自主动机、

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得分最高，这类患者参与疾病自

我管理的原因既包括了自主的成分，又受到了外部

因素的驱使，故命名为“高混合动机型”；亚群4的自

主动机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得分

低，故命名为“中自主决定型”。

注：AM 自主动机；IR内摄调节；ER外部调节；AAM无动机

图1 四个亚群患者的各维度得分均值图

2.3 精神分裂症自我管理动机的潜在剖面分析

2.3.1 潜在类别结果 以研究对象在TSRQ四个维

度得分的平均分标准化后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

剖面模型。从类别数为 1的基准模型开始，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动机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的模型拟合评价。

不同类别数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数如表1所
示。表1中显示，随着模型类别数的增加，AIC、BIC、
aBIC不断降低，LMR、BLRT均达到显著水平。尽管

类别为 5时，模型Entropy达到最高，AIC、BIC、aBIC
达到最低，但是考虑到 5类别模型最小的类别概率

仅为0.095，故结果的推广缺乏较高的可信度和可解

释性。从表1可以看出，保留3个、4个类别时，对应

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类别的概率非常接近（两个类

别较稳定）。可见，4类别模型中的第 2类和第 3类

是由3类别模型中的第2类别分离出来的。具体来

看，4类别模型中的第2类和第3类的条件均值在内

摄调节、外部调节维度上均值差异明显，故综合考虑

来说，4类别模型为较理想的模型。

Model
1
2
3
4
5

Log(L)
-1258.013
-1096.937
-1032.541
-994.723
-907.141

AIC
2532.027
2219.874
2101.083
2035.447
1870.282

BIC
2559.248
2264.108
2162.331
2113.708
1965.557

aBIC
2533.895
2222.910
2105.287
2040.819
1876.823

Entropy
-

0.876
0.918
0.887
0.999

LMR
-

＜0.001
0.001
0.0124

＜0.001

BLRT
-

＜0.001
＜0.001
＜0.001
＜0.001

类别概率

1
0.464/0.536

0.369/0.347/0.284
0.315/0.167/0.252/0.266

0.347/0.095/0.234/0.162/0.162

表1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汇总表

2.3.2 潜在类别的命名及特征 4个类别患者在各

维度上得分如图2所示。类别1患者自主动机得分

较高、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得分较低，故命名为“中自

主决定型”；类别 2患者的自主动机、内摄调节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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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调节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命名为“高自主-
中受控型”；类别 3患者无动机维度得分最高，在自

主动机、内摄调节和外部调节维度得分均最低，故命

名为“低动力型”；类别4患者在自主动机、内摄调节

和外部调节维度得分最高，无动机维度得分较低，故

命名“高混合动机型”。

注：AM 自主动机；IR内摄调节；ER外部调节；AAM无动机

图2 四个类别患者的各维度得分均值图

2.4 潜在剖面分析与聚类分析的结果比较

2.4.1 聚类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的一致性检验

聚类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的类别频数分布见表 2。
应用Kappa一致性检验评价两组分析结果的一致

性，Kappa值为0.61（P<0.001）。根据Landis 和 Koch
的建议 [15]，Kappa值在 0.61~0.80之间时，一致性较

优。则聚类分析结果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分类结果较为稳定。

表2 聚类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的类别频数分布列联表

2.4.2 亚群/类别内同质性、亚群/类别间异质性的

比较 参考Nguyen和 Rayward-Smith及Eshghi等的

研究[16，17]，本研究中亚群/类别内同质性采用组内平

方和（S2）表示，类内均方差之和越小，同质性越高；

亚群/类别间异质性采用类间平方欧式距离之和

（D2）表示，通过计算所有类别组合的类别中心平方

欧式距离之和得出，值越大，异质性越高。

S2和D2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为类别数，j表示变量，X(ijk)表示第 i（i=
1, 2…C）个类别的变量 j(j=1, 2…J)的第 k(k=1, 2…N
(i))个观测值。

表3 亚群/类别内同质性、亚群/类别间异质性指标表

如表 3所示，4个亚群的 S2略低于 4个类别，提

示聚类分析结果产生的亚群内同质性略优于潜在剖

面分析；4个类别的D2高于4个亚群，则类别间异质

性较大，潜在剖面结果优于聚类分析。

2.4.3 亚群/类别的外部检验 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不同亚群/类别患者的自我管理得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表 4）。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聚类分析

中，高混合动机型患者自我管理得分高于其他三个

组，低动力型患者自我管理得分最低；中自主-外驱

动型患者与中自主决定型患者的自我管理得分无统

计学差异（P>0.05）。潜在剖面分析中，高混合动机

型、高自主-中受控型的自我管理得分明显高于中

自主决定型、低动力型（P<0.05），低动力型自我管理

得分最低。

表4 不同亚群/类别患者自我管理得分比较

注：***P<0.001；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 法

3 讨 论

在精准化医疗服务的大背景下，识别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的自我管理动机亚型，分析不同亚型患者

聚类分析亚群

1
2
3
4
总计

潜在剖面分析类别

3
35
2
0
0

37

2
2

28
25
15
70

4
0
0

58
1

59

1
2

18
0

36
56

总计

39
48
83
52

222

四个亚群（CA）
四个类别（LPA）

S2（同质性）

1.459
1.545

D2（异质性）

389.2941
510.1389

聚类分析

低动力型1
中自主-外驱动型2
高混合动机型3
中自主决定型4
潜在剖面分析

中自主决定型1
高自主-中受控型2
低动力型3
高混合动机型4

自我管理得分

40.90±14.51
65.02±17.47
78.45±18.68
64.89±20.02

62.38±19.18
72.34±19.24
39.95±13.72
77.39±18.60

F

38.20***

36.34***

多重比较

3＞2, 3＞4, 3＞1,
2＞1,
4＞1

2＞1, 4＞1,
2＞3, 4＞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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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类型和水平，可为后续分析动机与患者自我

管理行为的关系、制定精准化的干预措施提供参

考。本研究通过聚类分析和潜在剖面分析，基于自

我管理动机，综合分析了 4类不同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亚型，可为今后的关系研究及干预性研究提供依

据。

从Kappa检验、同质性与异质性可以看出，聚类

分析与潜在剖面分析效果既存在共同点，也存在差

异。从Kappa值可以看出，聚类分析和潜在剖面分

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同时也可以看到，此次

研究中聚类分析结果的类内同质性高于潜在剖面分

析，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类间差异高于聚类分

析。分析原因，可能是聚类分析是数据导向，尽可能

产生同质性高的人群；而潜在剖面分析关注类别产

生的原始驱动力[18，19]。结合本研究中的分析结果比

较指数，在亚型数未知的总体中，聚类结果与潜在剖

面分析结果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亚型的具体判定还

需结合先验的理论假设或专业判断。

结合具体亚群/类别及其特征来看，本研究发

现，高混合动机型、低动力型是两种分析结果都较为

稳定的亚型，且亚型特征一致。高混合动机型患者

参与疾病自我管理的自主决定动机、受控动机水平

均较高，提示该类患者参与疾病管理既受到自主健

康意识的驱动，也受到外部因素的驱动；低动力型患

者参与疾病自我管理的自主动机、受控动机水平最

低，自我管理水平也最低。糖尿病患者的锻炼动机、

学生群体的学习动机、锻炼动机中均存在类似的亚

型 [20-22]。同时，中自主决定型也是聚类分析和潜在

剖面分析结果中平行可比的亚型，该类患者参与疾

病自我管理主要出于自主动机，自主动机呈现中等

水平，无明显外部因素驱动，故称为“中自主决定

型”。而在一般人群的动机亚型研究中，高自主决定

型较为多见，中自主动机亚型较为少见，这可能与精

神分裂症人群特殊性有关。既往研究提示，与一般

人群比较，精神分裂症人群的行为较少受到自主性

需求驱动[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SDT理论认为自主动机与

受控动机对行为具有相反的预测作用，亚型分析却

显示，这两类动机在精神分裂症人群中可以并存，具

体表现为高混合型动机、中自主-外驱动型（聚类分

析）和高自主-中受控型（潜在剖面分析）。外部检

验显示，聚类结果中，中自主-外驱动型和中自主决

定型的自我管理水平基本一致；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中，高自主-中受控型与高混合动机型的自我管理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可以看出，当患者受同等水平

的自主动机驱动时，受控动机并不会阻碍或者促进

自我管理行为的发生。Gourlan等和Moran等的研

究也得出了类似的趋势[22，23]。提示在不同人群的不

同健康行为中，SDT中的动机类型和水平及与健康

行为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可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

探讨。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自我管

理动机亚型，能帮助临床医护人员更好地理解患者

自我管理动机状况的差异。但是，各亚型是否具有

普遍意义有待在不同场所、样本的研究中进一步证

实。此外，建议今后可以开展纵向研究，进一步比较

两种分析方法的分类效果，探索聚类分析和潜在剖

面分析产出亚型的结局预测能力如自我管理水平、

治疗结局等。对患者自我管理动机亚型的深入探

究，可促进临床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动机亚型患者的

特点，制订针对不同类型的动机支持策略，提升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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