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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疗效观察

吴会敏 1 、 张海燕 2 、 赵姣文 1 、 张燕华 1 、 班春霞 1 、 高红艳 1

  【摘要】目的　观察抗精神药物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疗效。方法　筛

选我院住院 >2 年并确诊为慢性精神分裂症，且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40 例），两组均维持原抗精神药物治疗，观察组结合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均治疗 8 周，比较

两组疗效。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5％，对照组是 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后两组认知功能成套测验系统（MCCB）各项目评分均显著降低（P< 0.05），简明精神病量表和

阴性症状量表评分显著降低（P< 0.05），临床疗效总评量表分显著升高（P< 0.05），且观察组的患者

上述量表分值降低或升高的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抗精神药物

治疗基础上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可显著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增强患者认知功能，疗

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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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ntipsychotic drug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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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ntipsychotic drug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80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or more than 2 yea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the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 （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MCCB，BPRS and SAN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scores of CGI-GI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and changes were more signifi-

cantl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antipsychotic drugs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negat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enhanc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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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给社会、家庭带来极大负

担［1，2］。阴性症状指正常个体所具备的精神功能和

能力出现明显缺失或者丧失，如患者具有语言贫乏、

情感平淡、社会性退缩、意志丧失等表现［3，4］。目前

单纯抗精神病类药物对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

症作用欠佳，认知行为疗法可改变精神病患者认知，

改善其症状［5，6］。我们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治疗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2012 年 3 月～2012 年 9 月住院 >2 年并确

诊为慢性精神分裂症并以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的 80
例患者。

纳入标准：临床症状及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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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0）应用指导手册》［7］诊断标准者；以阴性症

状为主，病程≥ 2 年者；阳性症状量表（SAPS）评分

≤ 16 分，SANS 评分≥ 50 分者；病情稳定，无需调

整药物治疗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或其监护人均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躯体疾病

者；其他精神类疾病者；酒精及药物依赖者；有严重

头部创伤史以及器质性疾病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80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40 例），对照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37～80
（56.24±5.64）岁，病程 3～47（24.53±9.13）年；观

察组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 38～78（56.14±6.07）

岁，病程 7～47（24.84±9.84）年。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维持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治疗组结合

认知行为治疗，疗程 8 周，1 周 2 次，1 次 1h，具体

如下：第一周：依据认知行为疗法原理和患者阴性症

状表现，制定认知行为治疗方案；与患者达成治疗协

议，建立良好医患关系，让患者意识到治疗的目的

和意义，以及后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布置家庭作

业；第二周：帮助患者意识到自身病情和病态表现，

助其分辨精神分裂症症状表现和此类症状后果等；第

三周：进一步向患者解释精神分裂症状，并依据患者

自述，将对应症状表现进行概念化；第四周：当患者

可自述症状并采用概念化语言描述后，帮助患者合

理的思维和行为替代这种已经意识到的并能够概念

化的精神症状，如患者意识到自己属于“思维贫乏”，

则用“找乐趣”来替代；意识到“意志活动减少”，则

用“积极活动替代”；第五至八周：行为强化治疗，将

患者精神症状和临床表现进行概念强化，并采用合

理概念化思维替代，建立全新认知模式，使患者在

新思维和行为模式下进行日常生活，布置治疗性作

业检验和强化治疗效果；次外，可采用筹码经济正、

负鼓励法靶向评定认知行为，对于评分中差者给予

不等值“代币”，对于评分优良者给予自制购物券，

兑换本院不等值实物，还可给予“社会需求满足”，

强化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根据治疗前后阳性与阴性症状

量表（PANSS）［8］减分率进行判定，分为显效、有

效、无效三类，显效：减分率 >50 ％；有效：减分

率 50～25％；无效：减分率 <25％；总有效率 =（显

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②于治疗前及治疗

后 8 周分别采用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系统

（MCCB）［9］、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10］、SANS［10］、

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GI）［11］评定患者的症状

变化。

1.4　数据分析

  数据经 SAS 19.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使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2.5％，对照组 75％，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6（65） 11（27.5） 3（7.5） 37（92.5）

对照组 40 16（40） 14（35） 10（25） 30（75）

χ2值 6.51 4.50

P 值 <0.05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检测各项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符号编码、连线、数字序列、空

间度、语言记忆、视觉记忆、迷宫、持续操作、情

绪管理各项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大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检测各项评分比较（x±s，分）

MCCB各项评分

组别 时间 符号编码 连线 言语流畅 数字序列 空间度 语言记忆 视觉记忆 迷宫 持续操作 情绪管理

观察组 治疗前 30.15±8.12 0.31±0.09 18.64±5.01 15.67±2.64 13.24±4.24 17.89±3.25 15.89±5.01 1.78±0.55 178.35±29.51 7.68±1.21

（n =40） 治疗后 20.26±7.46*△ 0.13±0.05*△ 11.23±2.35*△ 13.25±1.59*△ 10.23±2.51*△ 13.26±2.56*△ 12.23±3.56*△ 1.32±0.48*△ 108.23±21.65*△ 5.16±0.84*△

对照组 治疗前 31.53±9.51 0.29±0.11 17.94±4.98 16.01±2.68 13.59±3.59 17.94±3.26 15.94±5.26 1.81±0.64 181.23±30.23 7.76±1.09

（n =40） 治疗后 26.24±8.24* 0.22±0.07* 14.21±3.51* 14.23±2.05* 11.69±2.55* 15.65±3.05* 13.98±3.94* 1.53±0.54* 142.36±24.28* 6.12±0.9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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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治疗前后 BPRS、SANS 和 CGI-GI 评

分变化比较

  治疗后，两组 BPRS 和 SANS 评分显著降低，

CGI-GI 评分显著升高，且观察组降低或升高幅度大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BPRS、SANS和CGI-GI评分变化比较
（x±s，分）

组别 时间 BPRS评分 SANS评分 CGI-GI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51.26±7.23 60.23±15.23 30.51±6.57

（n =40） 治疗后 28.14±6.18 28.28±7.59 42.26±8.26

对照组 治疗前 50.87±6.98 59.84±16.34 31.53±7.05

（n =40） 治疗后 35.26±6.05 37.65±8.46 37.15±7.59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3　讨论

认知行为疗法针对患者错误或歪曲认知问题进

行引导，改善患者对己、人、事等的认知和态度，

减轻患者症状和缓解病情［8］。金永哲等［12］使用 Meta

法分析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可有效减轻精神分裂症

患者阴、阳性症状。施于超等［13］证实认知行为疗法

可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执行功能。张丹宁［14］研

究报道，认知行为疗法可显著改善恢复期精神分裂

症患者精神状态和执行功能。药物是治疗精神分裂

症的基础，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平衡多巴胺

和五羟色胺系统，对阴性症状有一定效果［15］。本研

究发现：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的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92.5％，显著高于对照组

的 75％，说明药物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对阴性症状效

果较好。与上述文献报道一致。

  本研究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检测各

项进行测评发现，患者符号编码、连线、数字序列、

空间度、语言记忆、视觉记忆、迷宫、持续操作、

情绪管理各项评分均显著降低，说明患者整体认知

功能得到显著改善。BPRS、SANS 和 CGI-GI 评分结

果中，经治疗后其评分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改善降

低幅度更大，说明认知行为可有效减轻精神分裂症

患者阴性症状，究其原因，可能与认知行为疗法有

效纠正患者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意识到自身病情和

病态表现，帮助建立全新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进行

日常生活，消除负面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等有关。

本研究治疗 8 周，对患者阴性症状改善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抗精神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认知行

为治疗，可显著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

增强患者认知功能，疗效确切。但金永哲等［12］认为，

认知行为疗法虽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阴、阳性症

状，但临床干预时间最好在 6～12 个月，故本研究

后期还需长期干预和大样本量随机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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