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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联合改良式森田疗法及内观疗法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

张永艳 、 赵景新 、 王秀梅 、 宋长惠 、 董万森 、 梁学利

【摘要】目的　探讨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

取我院 2016 年 4 月至 12 月的 8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森田内观整合组和森田组，每组

各 40 例。两组均进行系统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常规护理及改良式森田治疗，但森田内观整合组

在此基础上进行内观疗法。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3 月、第 6 月分别以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自知力及治疗态度问卷（ATIQ）量表对两组患者疗效进行

评定。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PANSS，SSPI 和 ATIQ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在治疗的

3 月后、6 月后，森田内观整合组的 PANSS 评分评分低于森田组，ATIQ 和 SSPI 评分高于森田组，且

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

疗法治疗可以更好的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社会功能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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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Morita therapy combined with NaiKan therapy on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ZHANG Yongyan，ZHAO Jingxin，WANG Xiumei，et al.Th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angping District，Beijing 1022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Morita therapy combined with Naikan therapy on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From April 2016 to December 2016，80 cases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of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rita group（n=40 cases）and integrated Morita group

（n=40 cases）. Both groups continued on the  systematic antipsychotics and nursing care as well as modified Morita 

therapy，meanwhile the integrated Morita group were given Naikan therapy. Then the negative symptoms Scale （PANSS），

the length of the mental patient social function rating Scale （SSPI）and self-knowledge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

naire （ATIQ）Scale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3 months，6 months separately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cores of PANSS，SSPI and ATIQ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rapy （P>0.05）.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scores of PANSS of integrated Morita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Morita group，meanwhile scores of ATIQ and SSPI of integrated Morit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Morita group，and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Morita therapy combined with Naikan therapy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and symptom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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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分裂症一直没有明确概念，患者主要

表现为感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多方面的改变，且

多有疑心、幻听、焦虑、抑郁等多方面残留症状，

这些残留症状通过常用的药物、电休克等方法难以

消除［1-2］，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心理健康。目前森田治

疗已广泛应用于焦虑、抑郁、强迫、疑病等的治疗，

而内观疗法则主要用于某些人际关系不良、适应障

碍者，某些心身疾病、酒或药物依赖者，神经症以

及其它较轻的精神疾病［3］。对两种方法的报道并不

多见，而且效果也没有明确说法。因此探索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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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整合运用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可为更好地管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包括病房管

理以及社区管理），为减轻患者家庭及社会负担及社

会稳定提供更好的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至 12 月的 8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治疗研

究，入选标准：（1）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

准［4］；（2）年龄 18～60 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能理解和完成相关治疗流程；（3）住院 1 年，精神症

状处于稳定状态，持续 3 个月以上无明显变化；（4）
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兴奋、冲动、消极、人格改变，严重的

躯体疾病者。根据住院的单双号分为森田内观整合

组和森田组，其中随机分为森田内观整合组患者 40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

年龄为 39.9±12.3 岁；病程 2～9 年，平均为 5.8±1.2
年；森田组患者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

龄 19～60 岁，平均年龄为 40.9±11.9 岁；病程 2～10
年，平均为 5.9±1.6 年。两种患者基本资料方面没

有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

治疗。

森田组：采用改良式森田疗法进行治疗，治疗

时间为 7 天。由 4 名相关的医务人员参加进行治疗，

分 4 期进行治疗［5］。1 期为卧床期，除进食、上厕所

外，患者均躺在床上。2 期为轻作业期，主要使患者

进行室内工作。3 期为重作业期，将室外工作和室内

工作结合，而且患者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和阅读书籍。

4 期为生活训练期，患者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第 1
期不用每晚写日记，其他期均需要写日记，森田老

师对其进行批注。

森田内观整合组：在森田组的基础上进行内观治

疗。森田治疗 7 天后进行内观治疗，治疗时间为 7 天，

第一天上午为内观疗法动员会，下午填写内观治疗前

的有关表格及心理评估［6］。第 2～6 天对患者进行内

观治疗，内观者通过内观对方给我的恩惠、我给对

方的回报、我给对方添的麻烦进行自我内省。第 7 天

上午填写内观后的有关表格及心理评估，下午进行

总结会，参加者分享各自的体验。有专人负责，由 3
个人组成，然后对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评价。

1.3　观察指标

1.3.1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价［7］ 　

对 治 疗 前 、 治 疗 3 月 、 治 疗 6 月 的 患 者 的

PANSS 进行评价，其由阳性量表（7 项）和阴性量表

（7 项）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16 项）及 3 个补充项

目评定患者精神状态。组成阳性量表的 7 项得分总

分范围是 7～49 分；组成阴性量表的 7 项得分总分范

围是 7～49 分；组成一般精神病理量表的 16 项得分

总分范围是 16～112 分。分数越高，越严重。

1.3.2　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

评价［8］　

对治疗前、治疗 3 月、治疗 6 月的患者的 SSPI

进行评价，其共有 12 个条目，按 0～4 级评分，0 级

为患者的社会功能缺乏；1 级为需协助完成该项功能；

2 级为患者的社会功能存在，但需监督完成；3 级为

能自行完成该项功能，但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4 级

为患者社会功能始终能保持良好。社会功能缺陷分

级：小于 18 分为重度缺陷，18～28 分为中度缺陷，

29～38 分为轻度缺陷。

1.3.3　自知力及治疗态度问卷（ATIQ）量表评

价［9］　

对治疗前、治疗 3 月、治疗 6 月的患者的 ATIQ

进行评价，主要评价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及治疗态度。

共有 11 个项目，每个项目按 3 级评分，没有认识为

0 分，部分认识为 1 分，完全认识为 2 分，得分范围

为 0～22 分，分值越高，自知力越完整。总分大于

20 分为自知力全存在，4～19 分为部分存在，小于 5
分为不存在。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

者治疗 3 月和 6 月的 PANSS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而且森田内观整合组治疗 3 月和 6 月的 PANSS 评分

明显低于森田组（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SPI 评分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前

SSPI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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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3 月和 6 月的 SSPI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而且森

田内观整合组治疗 3 月和 6 月的 SSPI 评分明显高于

森田组（P<0.05）。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n=40）

指标 森田内观整合组 森田组 t  P

治疗前  99.3±1.3 99.9±2.3 0.099 ＞0.05

治疗3月    70.6±2.1 84.3±1.3 4.102 ＜0.05

治疗6月 43.6±1.6 60.3±2.1 4.007 ＜0.05

t  5.103 5.759 — —

P ＜0.05 ＜0.05 — —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SPI评分比较（x±s，分，n=40）

指标 森田内观整合组 森田组 t 值 P

治疗前  14.6±3.2 14.9±2.1 1.002 ＞0.05

治疗3月    31.6±2.6 28.6±1.9 4.006 ＜0.05

治疗6月 38.6±1.8 32.3±2.6 4.106 ＜0.05

t 值 4.956 4.326 — —

P ＜0.05 ＜0.05 — —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ATIQ 评分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两组患者治疗前

ATIQ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

治疗 3 月和 6 月的 ATIQ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而且

森田内观整合组治疗 3 月和 6 月的 ATIQ 评分明显高

于森田组（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SPI评分比较（x±s，分，n=40）

指标 森田内观整合组 森田组 t  P

治疗前  7.69±0.21 7.71±0.31 1.002 ＞0.05

治疗3月    12.12±0.19 10.91±0.21 4.003 ＜0.05

治疗6月 19.99±0.25 16.21±0.34 4.326 ＜0.05

t  4.368 4.016 — —

P ＜0.05 ＜0.05 — —

3　讨论

慢性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

之一，很多患者难以回归家庭及社会，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患者甚至在残留症状的

支配下做出自杀、伤人等严重危害自己和社会的行

为［10］。森田注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用在于改

变患者的认知和行动的能力，只注重情感，“不问过

去”，这样可以使患者逐渐摆脱自我空间，逐渐重新

认识周围的事物，逐渐融入到大家庭；而内观对对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去进行回顾，逐渐使患者产

生情感，对周围产生情况，逐渐被认知，过去“被

爱”、“爱人”、“添的麻烦”的事实进行建设性的回顾，

从而产生积极的情感变化，在此情感驱动下的森田

行动则更加自觉及有效。逐渐增加患者的自我意识，

从而逐渐唤醒患者的主观意识。本研究采用改良式

森田疗法与内观法结合用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从而弥补了两种治疗方法的差异，加强治疗效果，

更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除了常见的抗精神

分裂的药物，还需要其他治疗方法，本项研究应用

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疗法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

结果显示该治疗方法对改善患者的症状具有一定的

效果，对这方面的研究显示这 2 种方法可以有效的

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社会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11］。对患者进行的效果的评价，常采用 PANSS，

SSPI 和 ATIQ 等指标进行评价，其中 PANSS 反应了

患者症状改善情况，通过治疗后患者的症状均得到

明显改善；SSPI 反应住院精神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改

善情况，通过治疗后患者的生活功能均得到明显改

善；ATIQ 是反应患者的自知力及治疗态度的能力。

PANSS 评分会随着治疗而逐渐降低，说明患者的症

状得到改善；而 SSPI 和 ATIQ 评分是随着治疗时间延

长而逐渐升高，说明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认知能力

逐渐提高［12］。对患者进行治疗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

对于社区的工作者在管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方面

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正规医学的专家来社区

进行深入的培训，使每个工作者掌握森田疗法与内

观疗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并进行多方面的实验，从

而形成一套适合该社区的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

疗法方案，以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通过对比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疗法

与改良森田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效果，

通过研究发现采用改良式森田疗法联合内观疗法可

以在治疗 3 个月和 6 个月后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改

善程度更明显，更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认

知能力，临床效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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