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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认知治疗对精神分裂症康复作用的探讨

孙国英 1 、 彭乐存 2 、 曹艺苧 1 、 沈凤丽 1 、 叶尘宇 3

【摘要】目的　探讨内观认知治疗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疗效及其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92 例单一服用利培酮的住院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6 例）和对照组

（46）例，治疗组予药物治疗同时开展内观认知治疗，对照组则继续予药物治疗。治疗观察期为 3 个

月。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12 周分别以阳性及阴性症状量表（PANSS）、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

表（SSPFI）、自知力、治疗态度问卷（ITAQ）量表进行精神症状、社会功能及自知力恢复情况的疗效

评定。结果　实际完成 88 例，脱落 4 例，研究组治疗后 PANSS、SSPF、ITAQ 总分值及各因子分比

较治疗前差异有显著性（P< 0.01）；研究组和对照组相比较，研究组治疗后 PANSS、SSPF、ITAQ 评

分值较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1）。结论　内观认知治疗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

会功能和精神症状，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有助于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和预后。

【关键词】内观认知治疗；精神分裂症；康复期；疗效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3-0465-04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and social functional effect of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at recovery stage　　SUN Guoying，PENG Lecun，CAO Yining，et al. Shanghai Minhang District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11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verse the efficacy and social functional effect of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in treati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recovery stage. Methods　In this 3-month study，92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recovery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alon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reatment with Risperidone plus Nai-kan therapy（n=46）or Risperi-

done alone（n=46）. The efficacy of psychiatric symptoms，social function and insight improvement were assess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Scale of Social function for psychosis in-patients（SSPF）and the 

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ITAQ）at week 12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respectively. 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study，88 cases completed and 4 dropped.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the total and factor scores of 

PANSS，SSPF and ITAQ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ANSS，SSPF and ITAQ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1）. Conclusion　Nai-kan cog-

nitive therapy improve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effectively. Nai-kan add on 

therapy is superior to monotherapy and beneficial to the recovery and prognosi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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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认知治疗是借鉴整合吉本伊信的内观疗法

和阿隆·贝克的认知疗法，由 1995 年天津医科大学

李振涛教授创立，后经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在应用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取得了肯定的疗效。内观

认知治疗通过内观三主题，通过对个人成长经历中

重要人际关系进行回忆，多角度观察和感受已发生

的各种事件，从而对自己存在的多种非理性认知进

行察觉和矫正，使主观与客观趋于和谐的一种心理

疗法［1］。本研究探讨内观认知治疗对精神分裂症康

复期患者的精神症状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影响，为

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期的临床心理干预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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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

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92 例，治疗组及对照组

按随机分配原则将患者平均分配。入组标准：①符

合 ICD-10 精神障碍诊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②经药

物治疗病情稳定，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

分总分≤ 60 分；③年龄在 16~60 岁，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④自愿参加研究，且近期药物不需要调整；⑤

无严重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后因治疗组及对

照组均有患者提前出院，调整为治疗组 45 例，对照

组 43 例。治疗组：患者女性 18 例，男性 27 例，平

均年龄（32.12±15.12）岁，平均病程在（4.2±2.6）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10.4±3.6）年；对照组：男 24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33.02±14.72）岁，平均病

程在（4.1±2.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10.6±3.4）

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平均病程、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男/女）
年龄（岁）

平均 
病程（年）

受教育 
年限（年）

研究组（n=45） 27/18 32.12±15.12 4.2±2.6 10.42±3.6

对照组（n=43） 24/19 32.02±14.72 4.1±2.5 10.6±3.4

χ2或t 0.158 0.031 0.184 -0.243

P 0.691 0.975 0.855 0.810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两组使用常规抗精神病药物

利培酮治疗。其中治疗组利培酮平均剂量（2.74±

0.52）mg/ 天；对照组利培酮平均剂量（2.45±0.48）

mg/ 天。治疗组同时进行连续 12 周，每周 5 次，每

次 50~60min 的内观认知治疗。对照组维持原常规药

物治疗。

1.2.2　具体措施　治疗根据毛富强教授编写的

《内观认知疗法理论与操作》［2］的操作规范进行。由

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治疗师在统一要求的环境下对

患者进行指导。按照与指导医师协商确定的对象主

题进行回忆和认知干预。具体步骤：①进入内观情

景；②重温自己的感受，按照“对方为我做的，我为

对方做的，我给对方添的麻烦”来回忆发生的具体

事件；③换位感受，察觉负性情感；④感悟反思，识

别非理性认知；⑤指导患者，进行真实性检验［3］，多

角度观察和感受开展认知干预，矫正认知；⑥以健康

行为巩固认知改变。每次治疗结束后记录内观体会、

以及患者不适表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以 4 周为一

疗程，每疗程结束时患者集合一次，进行交流和反

馈，治疗师给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指导。全疗程结

束后进行全面的总结分析和进行各量表的评估。

1 .2 .3　疗效评定　由患者的住院床位医师于

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12 周分别采用阳性及阴性症状

量表（PANSS）［4］、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

（SSPFI）［5］、自知力、治疗态度问卷（ITAQ）［6］进行

量表评定，评定人员不参与治疗，独立评定。

1.2.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数据库，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采用 χ2 检验、t 检验

比较实施内观认知治疗前后、及未实施内观认知治

疗前后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疗效的影响。所

有统计均由与治疗和研究过程不知情的研究人员完

成。P<0.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总分及各因子分差别均无统计学意

义；与治疗前比较，研究组治疗后 PANSS 总分，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分及一般精神病理因子分均有显

著差异（P<0.001），且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因

子分较对照组下降明显；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

表2　治疗12周后PANSS评分比较（x±s）

PANSS
治疗前 治疗12周后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 总分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 总分

研究组（n=45） 10.51±3.32 22.73±6.17 21.91±6.38 55.25±6.51 6.71±3.53﹡ 14.91±4.65﹡﹡ 15.3±3.87﹡﹡ 36.56±3.35﹡﹡

对照组（n=43） 10.36±3.43 23.76±6.31 21.31±3.40 54.76±7.21 9.96±3.81 22.13±6.02 20.5±3.31 52.30±7.16

t 0.22 -0.77 0.55 0.33 -4.15 -6.31 -6.73 -13.3

P 0.824 0.441 0.586 0.739 <0.001 <0.001 <0.001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  0.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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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 ITAQ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评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与治疗

前比较，研究组治疗前后 ITAQ 评分有显著差异

（P<0.01），对照组评分无显著差异；与对照组比较，

研究组治疗在自知力及治疗态度的评分显著较对照

组改善。
表4　两组治疗前后ITAQ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12周 t2 P2

治疗组 45 10.40±1.13 16.97±0.96 -29.329 <0.01

对照组 43 10.50±0.97 12.07±0.91 -21.769 >0.05

t1 -0.445 9.52

P1 　 >0.05 <0.0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

我国精神分裂症人群的患病率约达 1％［7］，精神分裂

症患者病程慢性迁延、反复发作、残留症状多，对

个人、家庭、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如何最大限度

地减轻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社会功能、减少复发

率、致残率，节省宝贵的医疗资源，成为当前精神

医学界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对精神病患者的采取

有效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对该病的预后非常重要。

内观认知治疗整合东西方心理治疗技术，通过对自

我的重新审视和纠正以往的不良认知，促进健康行

为的发展，从而改善精神疾病的临床症状，恢复患

者的社会功能，增强患者对疾病的自知力，在应用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取得了肯定的疗效［8］。

研究结果显示，在表二中治疗前研究组和对照

组患者的 PANSS 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无统计学

意义，内观认知治疗组的患者在经过 12 周的治疗后，

其 PANSS 量表总分、阳性量表分、阴性量表分和一

般精神病理量表分均低于对照组，尤其在阴性量表

分、焦虑抑郁因子分及攻击敌意因子分减分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提示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抑郁焦虑等心

理障碍，在内观认知治疗后对“被给予”的察觉及

“付出”得到“快乐”的感受［1］，增强了自我心理调节

的能力，从而有意识地自我调节不良情绪和消极心

态，排解心理障碍。本研究还发现：内观知治疗后

研究组的阴性症状改善显著，尤其是情感迟钝、交

流障碍及被动社交退缩的因子分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这可能与患者对通过自我的洞察和对他人的重新理

解，进而对未来产生了更加清晰的思维。这种对自

身的更全面的认识带来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他们渴

望新生，希望重振人生，重建自我形像。这种强烈

革新自我的诉求产生更正面的行为模式。说明通过

内观认知治疗可以协助改善临床很多药物也难以奏

效的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本研究结果与文献一

致［1］。

社会功能作为精神分裂康复预后的指标之一，

越来越受到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受损明

显，社会适应力差，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9］，

有文献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为

53％［10］。康复期的患者需要面临出院后社会环境的

适应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其心理压力愈加突出。表

三显示研究组的患者在通过 12 周的内观认知治疗后

社会功能恢复明显。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动性与

交往情况和社会活动技能评分升高明显，均优于对

照组。在主动性、社会交往及组织能力和责任心的

因子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中通过自查

自省和对同他人的连带感受（即做了好事亲人感到

高兴，做错事亲人感到失望和伤心），患者学会内省、

表3　治疗12周SSFPI评定结果比较

组别
日常生活能力 动性交往情况 社会活动技能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6.07±0.91 8.57±0.86 8.10±1.30 11.03±0.76 6.67±0.71 8.6±0.97 20.63±1.79 28.17±1.26

对照组 6.23±0.73 7.43±0.5 8.47±0.78 8.5±0.63 6.47±0.63 6.73±0.57 21.13±1.78 24.47±1.25

t -0.751 6.277 -1.337 8.489 1.154 5.696 -1.085 11.418

P 0.455 <0.01 0.185 <0.01 0.252 <0.01 0.281 <0.01

2.2　两组 SSFRI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总分及各因子分差别均无统计学意

义；与治疗前比较，研究组治疗前后总分及各因子分

均有显著差异（P<0.001）；对照组观察期间日常生活

能力、动性交往能力、社会活动技能前后因子无明

显变化；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治疗后总分及各因子

分均有显著差异（P<0.001），其动性与交往情况和

社会活动技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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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识别非理性认知（如自私、自以为是的

自我中心主义、自我否定等），学会正性情感表达，

改变行为模式，重建社会联系，从而社会功能得到

了全面的提高，社会适应性增强。而单纯药物虽能

改善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的临床症状，但对受损的社

会功能改善甚少［11］。本研究结果与相关文献研究结

果相同［12］ ［13］。

自知力方面，自知力恢复与否是评定精神分裂

症是否痊愈的重要指标。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缺乏

对自身疾病的辨别能力，拒绝服药及治疗。ITAQ 主

要评价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对精神病理

体验的正确分辨及服药态度［6］。表四显示，研究组

和对照组在 12 周后均有一定改善，但研究组经 12
周内观认知治疗后得分要高于对照组。自知力不仅

与精神症状有关，还受智力、人格、社会环境、家

庭照顾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疾病不同时期的恢复，

自知力水平也会不同程度得恢复［14］。经内观认知治

疗的患者，通过“回忆与思考”启发患者分辨自己过

去异常症状和现在的区别，打破僵化的错误的疾病

认识，提高对自我精神症状的辨别能力；通过改变认

知模式，意识到坚持服药的重要性；通过新的态度和

健康的行为巩固疗效，从而促进了自知力更好地恢

复，对防止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内观认知疗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

心理疗法，能全面地改善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

精神症状、提高社会功能、促进自知力的恢复，疗

效要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

广。然而，由于本研究的试验时间不长，样本不大，

治疗后未跟踪随访，因此，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研

究验证。

参考文献

1. 毛富强。内观认知疗法应用研究进展。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2014；2（22）：316-321
2. 毛富强。内观认知疗法理论与操作。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

学杂志，2016；25（7）：650-656
3. Beck AT．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M］．

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6：235-241
4 .  李华芳。精神药物临床研究量表。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11；08：48-57
5.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

版社，2005；343-345
6. 张明园，何燕玲。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475-477
7. 季建林，吴文源。精神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

145
8. 刘建琼，张程赪。内观认知疗法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服药依从性及复发率的影响。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3；

9（5）：433-434
9］. 赵小亚，段维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命质量和社会

功能的相关影响因素。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5；19（24）：

56-58
10. 陈志恩，马平都，徐梅玉。慢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社

会功能有关因素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2）：

140
11. 茅峥嵘。综合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精神医

学杂志，2007；20（6）：159-162
12. 程娟，徐小童。内观认知疗法改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康

复期社会功能的研究。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4；720（4）：

313-315
13. 曹桐，毛富强。内观认知疗法 30 例精神分裂症康复期

患者临床症状对照研究。中国内观疗法学术大会论文，

2009
14. 刘华清。精神分裂症的自知力：“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

的应用”。上海精神医学，1995；7（3）：158-161
（收稿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