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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情绪和服药依从
性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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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情绪和服药依从性

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00 例，依据随

机数表法随机分为群体组和常规组，每组 50 例，常规组给予利培酮口服治疗，群体组在此基础上给

予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心理治疗，统计分析所有患者治疗前后病情、社交功能、服药依从性、

抑郁情绪情况。结果　群体组治疗后阴性与阳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前者

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得分明显高于后者（P< 0.05）；群体组治疗后 1、3、6 个月的 HAMD 得分

明显低于常规组（P< 0.05）；群体组服药依从率明显高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基于以患者为中

心的群体心理治疗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和社交功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服

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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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ized group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n depression and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O Ya'ning，CUI Huiru，ZHAO Liping，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 Baoshan District，Shanghai 201900，China

【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ized group psychological treat-

ment on the depression and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were se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mmunity group and routine group，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ou-

tine group was given oral risperidone and the community group was given patients-centered group psychological therapy. 

Social function,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PANSS score after treatment of communit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routine 

group, the PSP score of the form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P<0.05）; 1, 3, 6 months HAMD scores after treat-

ment in communit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routine group（P<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of commu-

nit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outine group（P<0.05）. Conclusions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based on the patients 

center can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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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精神病，其病

因尚未明确，多在青壮年缓慢或亚急性起病，其常

用的治疗方法为药物治疗和基本的心理支持，可有

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但仍有部分患者未能有效

控制病情，导致疗效欠佳。有研究表明，以患者为

中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已逐渐被应用于医

疗领域中，具有改善医疗质量的作用［1］。也有研究

表明，群体心理治疗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心理治疗，

可有效在群体情景中提供患者所需的心理帮助，有

利于提高治疗效果［2］。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

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心理治疗，探讨其对患者

抑郁情绪、服药依从性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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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

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00 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 CCMD-3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3］，

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药物依赖或过敏史

者，依据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群体组和常规组，每

组 50 例，群体组：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 20～59
岁，（37.57±13.71）岁，病程 2～19 年，（5.32±2.61）
年，常规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20～58 岁，

（36.18±13.25）岁，病程 2～19 年，（5.28±2.58）

年，本次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通过，两

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资料上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组　患者给予常规心理支持治疗，

如指导患者适当的体育活动（户外散步、慢跑等）、

参加文娱活动（如听音乐、书画等）、通过交谈举例、

播放视频等引导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等，同时给予

利培酮口服治疗，初始剂量为 0.5mg/ 次，2 次 /d，

每隔 2d 增加 1 次剂量，每次增加 0.5mg，最大剂量

为 5mg/d，本组 6 个月总剂量为 546～872mg，平均

（716.48±80.42）mg。

1.2.2　群体组　患者给予同常规组的心理支持

治疗，本组 6 个月利培酮总剂量为 549～881mg，平

均（720.04±81.58）mg，同时给予基于以患者为中心

的群体心理治疗，即（1）人性化环境营造，入院后

医师主动与其沟通，并依据患者年龄结构、文化水

平、病情等营造适合其接受治疗的环境和氛围，如

在患者病室的墙壁及床头贴放家人和朋友照片、播

放其喜爱的轻音乐、对有需要者可用床帘或屏风隔

开病床等，同如给患者读报、与其聊天等；（2）以

患者为中心群体心理治疗，医师每周定期组织患者

进行 1 次群体心理治疗活动，1.5～2h/ 次，共 10 次，

第 1~3 次治疗为 1 阶段治疗，主要让患者之间互相

认识、建立互帮互助的关系，并与其一起制定规范，

包括倾诉烦恼、滚雪球、千千结、相亲相爱一家人

等活动，以集体授课为主，辅以互动示范、讨论、

经验分享等，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帮助患者充分认识

到疾病的性质特点、精神疾病和药物治疗的基本知

识，且在进行活动时征询患者意见来选择活动内容，

使患者能够充分参与，同时在组织患者进行群体活

动时，主动了解和评估患者之间的交流情况；第 4～7

次为 2 阶段治疗，于第 4 次活动时依据患者之间的

交流情况按 8~10 人为一组的形式选择组员，并指导

组员之间要互相关心、陪伴并建立良好的友谊等，

并以探索自我价值观、当我小的时候、刮大风、突

出重围等让患者相互交流讨论、讨论自己存在的问

题，且在进行活动时征询患者意见来选择活动内容，

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及自知力恢复的正确认识；第

8～10 次为 3 阶段治疗，主要引导患者认识到自身在

治疗过程中的变化、增强自信心和价值感，如通过

角色扮演游戏重塑自己的社会形象与角色，根据不

同的角色调整自己行为方式，回顾群体的收获与感

悟，处理离别情绪。

1.3　指标观察和标准［4-5］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与其家属进行沟通，指导其

家属对其进行治疗监督，取得其家属同意后，均通

过电话、复诊等方式随访其家属以了解患者的情况，

持续 6 个月，治疗前、治疗后 6 个月采用阴性与阳

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估病情，采用个人和

社会功能量表（PSP）评估社交功能，并通过随访其

家属采用 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MMAS-8）评估

患者服药依从性，于治疗前、治疗后 1、3、6 个月

患者复诊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抑

郁情绪，统计分析所有患者治疗前后病情、社交功

能和服药依从性、抑郁情绪情况，其中 PANSS 量表

采用 6 级评分法（0~5 分）评估，共 30 项，总得分

为 -41 至 +42 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PSP 量

表采用 5 级评分法（1~5 分）评估，共 20 项，总得分

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交功能越良好；MMAS-8
问卷采用 5 级评分法（0~1 分）进行定量评估，共 8
项，总得分为 8 分，<6 分为不依从，6~7 分为依从，

>7 分为完全依从，依从率 =（完全依从数 + 依从数）

/ 总例数 ×100％；HAMD 量表采用 5 级评分法（0~4
分）评估，共 15 项，总得分为 60 分，得分越高表示

抑郁情绪越严重。

1.4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和 PSP 得分比较

治疗前，群体组和常规组 PANSS 和 PSP 得分基本

相同（P>0.05），群体组治疗后 PANSS 得分明显低于常

规组，前者 PSP 得分明显高于后者（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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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两组服药依从性比较

群体组服药依从率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服药依从性比较（％）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常规组 50 10 31 9 82.00

群体组 50 15 34 1 98.00

χ2 7.111

P <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临床常见的慢性致残性精神

疾病，其临床治疗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可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但随着对精神分裂症

的认识加深，其治疗还应给予心理治疗［6］。有研究

表明，群体心理治疗是指在群体情景中提供心理帮

助的一种心理治疗形式，包括群体的情感支持、群

体的相互学习、群体的正性体验、重复与矫正“原

本社交经验”与情感等，可有效改善精神病患者心理

状态［7-8］。此外，也有研究表明，以患者为中心一种

要求医疗服务从疾病到病人的转变的理念，通过以

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指导医疗服务的进行，

可有效提高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9-10］。

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基于以患者为中心

的群体心理治疗，发现群体组治疗后 PANSS 得分和

1、3、6 个月 HAMD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前者 PSP

得分明显高于后者，表明该疗法可有效改善患者的

病情和社交功能，有利于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这

可能是由于研究中，先通过加强医患间的沟通并营

造良好的人性化环境，有利于使患者更信任医师，

为后续的心理治疗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然后可能通

过心理治疗技术帮助患者充分认识到疾病的性质特

点、治疗基本知识，使其学会辨认、评估他们的自

动想法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同时通过依据患者之间

的交流情况、征询患者意见组建小组和活动形式等，

可有效调动患者参与治疗的积极性，并营造更为良

好的群体氛围，有利于建立组员之间合作、互相帮

助的关系，且通过医师的引导下和组员之间的互相

帮助，可更好地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并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进而提高患者精神症状和社交功能的改善

作用；且由依据患者之间的交流情况选择组员，可能

会使组内成员之间更快形成交流互动，有利于患者

之间互相聊天、关心、安慰、陪伴等，从而使患者

可更好地处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及更好地

管理和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从而减少抑郁情绪的

产生。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群体组患者服药依从率明

显高于常规组，表明该疗法可有效提高患者服药依

从性；这可能是由于该疗法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

态，并纠正患者对其感觉、行为的认知，同时通过

成员之间建立合作、相互之间的帮助和监督等，有

利于转变患者的行为，并建立良好的治疗信心，使

患者积极主动参与至治疗中，从而提高患者服药依

2.2　两组治疗前后各时段 HAMD 得分比较

治疗前，群体组和常规组 HAMD 得分基本相同

（P>0.05），群体组治疗后 1、3、6 个月的 HAMD 得

分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ANSS 和PSP得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PANSS PS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50 -6.72±7.52 -13.21±6.42 53.27±7.28 59.25±8.24

群体组 50 -6.08±7.48 -25.17±5.29 53.85±7.32 73.52±8.57

t 0.427 6.834 0.397 8.487

P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各时段HAMD得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1个月 治疗后3个月 治疗后6个月

常规组 50 20.25±4.25 16.15±3.21 12.35±3.05 10.24±2.43

群体组 50 20.31±4.30 13.15±2.01 9.43±1.63 8.72±1.52

t 0.070 4.672 5.371 5.967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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