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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患者心理 CT 暴力行为预测及针对性护理干预 

赵芳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精神心理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了解精神科患者心理 CT 的实施过程，并对其暴力行为预测情况进行分析，探讨相应的护理

干预措施。方法 本次研究由我院收治的精神科患者参与实施，共计人员 88 例。为预测患者的暴力行为，临床对

所有患者实施心理 CT 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在充分考量各方面内容的前提下，对临床护理干预

措施进行探讨，强化护理的针对性。结果 经心理 CT 检查，22.73%的患者暴力行为预测结果为阳性，共计人数

20 例。并且在这 20 例阳性患者文化程度的调查统计上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所占比例较大，其次为高中。

结论 精神科患者暴力行为的存在，对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均存在一定威胁。为避免不良事件的出现，心理 CT 检

查项目的实施，可帮助医护人员完成患者暴力行为的预测，从而对临床护理方案做出针对性的调整，强化护理风

险方面的防范，以此在确保患者身边照顾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达到更好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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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CT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to 
analyze the prediction of violent behavior, and to discuss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by psychiatr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a total of 88 patients.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violent behavior of patients, psychological CT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ll patients, and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sorted and analyzed.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considering all aspects, the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discussed to strengthen the pertinence of nursing. Results Psychological CT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22.73% of the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violent behavior prediction, a total of 20 cases. And from the survey and statistics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se 20 positive patient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accounted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followed 
by high school. Conclusion The existence of violent behavior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poses a certain threat to medical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CT 
examination project can help the medical staff to complete the prediction of the violent behavior of patients, so as to 
make targeted adjustments to the clinical nursing plan,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of nursing risks, and ensure the patient's 
side.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caregiver, better nursing effect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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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精神科疾病，其发病原因复杂，且病情变化

多端，临床治疗中往往会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患者精

神存在问题，因此在行为举止、语言表达等方面常常

会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况。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出现暴

力行为，对身边的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为避免这种

不良事件的出现，在精神科患者临床护理中，有必要

对患者的暴力行为进行预测，以此来了解患者是否存

在暴力行为的可能。根据预测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

理方案，确保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目前，在精神

科患者暴力行为预测工作实施过程中，主要会涉及到

心理 CT 系统的使用，为了解该系统的具体应用效果，

本次研究将展开具体的研究，希望能够为临床提供更

多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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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参与研究的 88 例精神科患者为随机选取，在

2020 年 1 月-12 月期间收治。所有患者一般资料中，

关于性别，男女人数占比分别为 36.36%、63.64%；在

年龄分布上，在 19 岁以上，56 岁以下，（33.66±4.82）
岁为患者年龄对应平均值；在精神病类型上，存在神

经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 25 例、

32 例、31 例。在学历类型上存在本科及以上、专科、

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经临床诊断，所有患者均已

确诊，本次研究的开展，所有患者家属均处于知情且

同意的状态，医院伦理委员会已批准。 
1.2 方法 
在心理 CT 系统的应用下为本次研究中所选的 88

例精神科患者进行检查。在检查时间的选择上，规定

患者住院 15 天左右实施，共包含 399 项检查内容。期

间，还会涉及到患者答题环节，对应时间上应在 20 分

钟以上。对检查结果进行整理，从精神病态量表评分

的统计上，针对分值在 60 分以上的患者，临床可作为

阳性病例的诊断依据，表示患者存在暴力行为倾向[1]。 
1.3 观察指标 
在心理 CT 系统检查方式的应用下，对检查结果阳

性病例进行统计，并计算出对应的人数占比值。另外，

从所有患者的文化程度入手，统计分析阳性病例患者

的分布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计数资

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在心理 CT 检查方式的应用下，88 例精神科患

者中共检测出阳性病例 20 例，其中，在所有男性、女

性患者中人数占比分别为 34.38%、16.07%，对应数值

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P＜0.05）。 
2.2 从精神科患者阳性病例的文化程度分布情况

上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患者所占比例最大，约为

42.86%，其次为高中学历，人数占比为 30.00%，详细

数据见表 1。 
3 讨论 
目前，关于精神科疾病患者的治疗，临床仍面临

着较大的挑战。通过对患者的发病诱因进行分析，多

数情况与其自身的心理因素有关，普通的药物治疗虽

能够达到一定的控制效果，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将疾病

消除。因患者的精神存在问题，多数患者在生活中无

法自理，需要身边有人照顾。但有些时候，患者会因

精神问题而出现暴力行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容易

伤害到身边的其他人，继而构成威胁。为了安全期间，

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对

患者的这种暴力行为进行预测，使护理人员提前做好

心理与防范准备，在此基础上，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

临床护理方案，促使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更大

的提升[2]。 

表 1 阳性病例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分析（n，%） 

项目  总例数 阳性病例 

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上 18 1（5.56） 

 专科 22 1（4.55） 

 高中 20 6（30.00） 

 初中及以下 28 12（42.86） 

首先。在具体护理过程中，护士需要对存在暴力

行为倾向的患者予以高度的重视，加强护理期间的巡

视，一旦发现患者行为举止出现暴力现象，应立即采

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另外，从患者之前暴力行为出现

时的情况当中，对患者的前期症状及情绪变化进行观

察，以便下次能够提前预知，避免自身受到伤害。 
其次，在患者护理过程中，强化护患双方的沟通。

在了解患者病情情况及个人资料的情况下，以温柔、

平和的语气尝试与患者交流，在患者情绪稳定的情况

下，可适当进行安抚，使其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关心与

关爱，放下戒备，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当患者出现

情绪激动的状态，护理人员应尽可能的安抚，以动作

和语言示意患者调整自身的情绪，若患者的情绪仍无

法控制，护理人员应首先做好自我保护工作，尽可能

的避免与患者身体接触。 
最后，加强患者病房环境的管理。有些时候，患

者在出现暴力行为时，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具都会成

为其暴力时所使用的辅助工具，为了患者及其他人的

安全，针对房屋内各种设施的配置，应全面考虑到其

安全性问题，尽可能的消除一切病房中的危险因素。

另外，在房内布置上，除了要保持室内干净、整洁外，

可多添加一些色彩，给予患者更多温馨的感觉。平时

注意周围环境的安宁，以免打扰到患者休息。在患者

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应积极展开健康教育，耐心的向

患者讲解其之前粗暴行为对他人及自身造成的伤害，



赵芳梅                                                         精神科患者心理 CT 暴力行为预测及针对性护理干预 

- 82 - 

使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反思，主动控

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将粗暴事件发生概率将至最低
[3]。 

在本次研究当中，心理 CT 系统的合理应用，对于

精神科患者粗暴行为的预测有着较大的帮助。从预测

结果的显示上来看，精神科患者男性出现暴力倾向的

概率较大，并且普遍集中在农民、初中及以下学历的

患者当中。基于此，临床应提高对精神科患者暴力行

为的护理防范与干预力度，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

用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在帮助患者纠正其暴

力行为的同时，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尽可能的改善

患者的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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