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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赵　静 1 、 郭慧荣 2 、 连　楠 2 、 王志铭 2

【摘要】目的　探讨内观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2 月 ~2015 年 �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

机数字表法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内

观心理疗法，治疗后评估两组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并进行比较，同时随访两组患者

治疗后 1 年复发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评估指标相较均无统

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敌对因子评分及社会人际关系各因子得分分

别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0.05）；治疗后 1 个月、2 个月、� 个月研究组住院精神患者社会功能评定

量表（Social-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SSPI）总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躯体

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治疗后 1 年复发率（�.��％）及

再住院率（1.��％）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复发率 20.00％，再住院率 11.��％）（P< 0.05）。结论　内观

心理疗法可显著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有效降低复发率及

再住院率，在临床中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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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Naikan therapy on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ZHAO Jing，GUO Huirong，LIAN Nan，et al. Mental Health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aikan therapy on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February 2013 and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ntipsy-

chotics. On the basis，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aikan therapy. The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in 1year after treatment was followed up.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

es in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factor and hostility factor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SSPI）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 month，2 months and 3 months of treatme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hysical health，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In 1 year after treatment，the recurrence rate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3.33％，1.67％）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Naika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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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为临床、多发病，以认知、思维、

情感及行为障碍为主要表现，病情迁延易反复，病

程较长，发病机制尚不明确［1］。因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长期罹患此病，可诱发不同程度的个人及社会

功能障碍，对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故临床对其治疗不应仅局限于对症治疗，更应

上升至提高患者心理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等方面［2］。

目前临床对绝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以抗精

神病药物及改良电休克为主要手段，但大量临床实

践证实这两种治疗方法对改善患者认知、情感方面

的症状疗效有限，且疗程较长时可导致患者大脑结

构的损害，从而加重患者认知及情感障碍［3］，进一

步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加之药物治疗存

在一定依赖性，病情控制稳定的患者随时存在复发

的可能。可见临床中有必要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探寻更为合理的治疗方法，利于综合性干预方案的

制定，据文献报道提示内观心理疗法不仅对酒依赖、

抑郁发作等患者疗效显著，且在人格障碍患者中的

治疗有一定疗效，同时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4］，为进一步探讨内观心理疗法对慢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临床影响，为此本课题组于本文展开

临床对照研究，兹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2 月 ~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纳

入对象均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

（DSM-IV）精神分裂症的相关诊断标准；②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ANSS）单项分≤ 5 分，且过去 2 周

内 PANSS 总分波动≤ 10％；③药物治疗状况较稳定，

近期无换药计划；④病期均为 2 年以上，且入院观察

有明显思想内容贫乏、情感淡漠、意志缺乏、行为

退缩等典型临床表现；⑤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内

容知情并自愿签署该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

心境障碍、分裂情感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严重躯

体疾病、分裂情感性障碍者；②合并严重精神衰退

或冲动兴奋等治疗依从性不高者；③伴发严重抑郁、

焦虑及药物滥用者；④研究过程中精神症状明显加

重，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总分增加＞ 20％。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研

究组男 28 例，女 32 例，年龄 25~57 岁，中位年龄

（41.23±2.03）岁，病程 2~5 年，平均病程（3.51±

1.02）年；对照组男 29 例，女 31 例，年龄 25~58 岁，

中位年龄（42.03±2.01）岁，病程 2~6 年，平均病程

（4.01±1.01）年。两组患者上述基线资料无明显差

异（P>0.05），具有相较性。

1.2　方法

研究实施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治疗的目

的、意义及具体实施方法及相关问题知晓，并征得

其知情同意，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对照组

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即给予患者利培酮片口服

治疗，初始剂量 0.5~1mg/d，1 周后依据病情调整为

2~4mg/d，后续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增量为 6mg/d。

本次研究采用 3 个月开放性设计，对照组维持原有

药物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内观心理疗

法治疗，两组研究期间均无药物剂量调整情况。内

观心理疗法：要求各位患者静坐在一个清静、舒适且

两者间间隔仅 1m2 的空间内，除了上卫生间外不可

随便走动，在回忆过程中除了与内观治疗师外不与

任何人有交流和联系。患者在治疗最后 20min 集中

进行讨论，并禁止一切其它活动，内观对象主要为

父母及生活中最为重要两个人；并依据内观心理治疗

的原则，要求患者集中回忆 3 个问题，（1）别人为我

做了什么；（2）我对别人的回报；（3）我给别人添了

什么麻烦；按照时间顺序自 4 岁开始至生病前后，依

据时间段对能回忆起的事物，站在对方立场上来进

行客观回忆，并作自我分析及最后总结，并系统地

进行回顾、内观，同时作深刻的情绪体验；每次内观

治疗师与患者访谈约 5min，目的在于针对其治疗过

程中内观主题进行适当提示，于最后 20min 集中进

行讨论，并通过内观感悟、分析及再举例，对患者

认知进行矫正，对患者暴露的心理问题加以适当心

理疏导，并对患者下一阶段的内观提供指导及建议

参考。

1.�　指标观察和评价

1.3.1　两组治疗后社会人际关系评估比较　采

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敌对因子两个分因子对社会人际关系进行评估，其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It is of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Schizophrenia；Naikan therap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ocial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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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及敌对因子均采用 5 级评分制

进行评估，得分越低表明社会人际能力越高，两组

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评估。

1 .3 .2　两组治疗前后社会功能评估比较　两

组社会功能采用住院精神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

（SSPI）进行评估［5］，该评分量表包含 3 个分量表 12
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社会功能越好，分别于治疗

前、治疗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对 SSPI 评分总分

进行评定。

1.3.3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比较　两组

生活质量评估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GQOLI-74）进行测评［6］，

GQOLI-74 包含物质生活、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

会功能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的因子数目不等，

且每个维度因子分值相加后，利用相应的公式换算

成 0-100 分范围，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

越高，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评估。

1.3.4　两组治疗后 1 年随访复发情况观察比较

　治疗后 1 年通过电话或复诊的形式对两组患者进

行随访，120 例患者均得到有效随访，对两组 1 年复

发率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对比应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应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反之则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后社会人际关系评估比较

治疗前，研究组及对照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敌对因子评分相较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治疗

后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敌对因子评分分别均较治疗

前显著减小，且治疗后研究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敌对因子评分分别均较对照组减小显著，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后SCL-90评分比较（x±s）

组别
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分） 敌对因子（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n=60） 16.78±5.89 11.56±3.65△* 11.83±3.36 6.86±1.56△*

对照组（n=60） 16.77±5.88 14.38±4.26△ 11.88±3.32 8.68±2.47△

t值 0.009 3.894 0.082 4.826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较，均△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

较，均*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社会功能评估比较

治疗前两组 SSPI 总评分相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仅研究组

SSPI 总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治疗后研究组

SSPI 总评分均较对照组升高显著，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SSPI总评分变化（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1个月 治疗后2个月 治疗后3个月

研究组（n=60）26.00±8.66 29.58±9.85①② 34.89±9.76①② 38.98±10.28①②

对照组（n=60）25.99±8.67 26.10±8.90 26.32±9.01 27.98±9.21

t值 0.006 2.031 4.998 6.173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较，均①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

较，均②P<0.05。

2.�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躯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功能评分相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

疗后物质生活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差异，治疗后两

组间相较亦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仅研究组

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显

著升高，且治疗后研究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

会功能评分均较对照组升高显著，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GQOLI-74评分变化（x±s）

GQOLI-74 时段 研究组（n=60） 对照组（n=60） t值 P值

物质生活（分） 治疗前 48.30±7.66 48.31±7.65 0.007 ＞0.05

治疗后 50.19±8.67 50.09±8.07 0.065 ＞0.05

躯体健康（分） 治疗前 43.24±5.62 43.2345.61 0.010 ＞0.05

治疗后 47.39±6.67*① 44.39±5.87 2.615 ＜0.05

心理健康（分） 治疗前 37.50±6.36 37.49±6.37 0.009 ＞0.05

治疗后 41.95±7.67*① 37.86±6.97 3.057 ＜0.05

社会功能（分） 治疗前 38.60±7.21 38.59±7.22 0.008 ＞0.05

治疗后 42.99±7.85*① 39.99±7.37 2.158 ＜0.05

2.4　两组治疗后 1 年复发率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1 年经随访观察发现，研究

组治疗后 1 年复发率 3.33％较对照组 20.00％显著

低（P<0.05），且研究组再住院率 1.67％较对照组

11.67％显著低，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发率及病残率均较高的常

见病，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人际、功能已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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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关注焦点，社会人际、社会功能是目前评价精

神分裂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康复效果的关键指标

之一［5］，临床对其治疗目标已从改善患者精神症状

演变至社会功能改善及生活质量提高方面，抗精神

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临床疗效有限，

而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对其社会人

际、功能的康复至为关键；因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康复治疗过程中主张在抗精神病药物基础上进行心

理综合干预，如对患者进行综合心理疗法，对控制

患者临床症状、预防病情复发及改善患者社会功能

和提高生活质量至为关键［6］。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受到精神药物和疾病

自身演变的影响，多存在明显的阴性症状、社会功

能缺陷及生活质量差等现象，而如何有效减轻患者的

阴性症状，改善患者社会人际、社会功能，并提高

其生活质量，以及有效促进患者回归社会是目前临

床中研究热点［7］。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

能、社会功能等的康复有一定促进作用，而长期保

持心理支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作用更为有利。

内观心理疗法是目前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最为

广泛的方法之一，是一种观察自己内心的心理疗法，

其以个体意识中及以往经历的体验为主要观察内容，

原理为回顾及检讨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并对

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不良态度加以反省、分析及改

变，从而带来继发性的行为改变［8］；本次研究旨在探

讨内观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人际、

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显示研究组在改

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人际关系、功能及生活

质量方面较对照组具有更显著的优势，并有效降低

患者复发率及再住院率，提示药物治疗联合内观心

理疗法在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疗效

较单一用药更具优势，本次内观心理疗法中单次过

程中观察主要内容包含得到（别人给予我的物质及精

神内容）、回报（我给予别人的物质、精神内容）、添

麻烦（我给别人造成的麻烦及烦恼）三个方面，并

要求在观察个人问题的同时强调去察觉他人的关爱，

放弃对周围的偏见，注重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问题，

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进而获得符合客观事物的

认知［9］，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人际、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康复，因而内观心理疗法改善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社会人际、功能及生活质量的疗效显著，

与张红［10］等研究中的辅以内观疗法可以维持急性治

疗期间所取得的精神病性症状改善的疗效，并有效

提高社会功能及有效减少复发率的结论相吻合。

综上，内观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临

床积极作用明显，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通过扩大样本

量或采取更为有针对性及灵敏性更高的评估工具进

而有效探索内观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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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治疗后1年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复发 再住院

研究组 60 2（3.33％） 1（1.67％）

对照组 60 12（20.00％） 7（11.67％）

χ2 8.086 4.821

P值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