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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和病耻感的影响

刘德俊 、 王　赏 、 董秀恩 、 刘　琳 、 吕立召

【摘要】目的　探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和病耻感的影响。

方法　随机数字法将 89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观察组（给予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及其护理干

预）与对照组（采取常规工娱治疗），均干预 12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病耻感变化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各项因子评分、总分，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WCST）中持续错误数，病耻感中治疗因子、能力因子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P< 0.05）；

观察组治疗后阴性症状评分、持续错误数、总应答数、社交因子、能力因子评分及总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相比常规工娱治疗相比，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及其护理干预能更好的改

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减轻患者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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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LIU Dejun，WANG Shang，DONG Xiuen，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on cognitive func-

tion and stigm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s　Total 89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given computer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control group（given routine recreational treatment）by random number method. Both groups received 12 weeks of in-

tervention. Chang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tigm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and the total score，number of 

continuous errors in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treatment factors of stigma，ability factor score and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0.05）. After treatment，scores of negative symptoms，

number of continuous errors，number of total responses，social factors，ability factors and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routine recre-

ational treatment，computer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

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tigma of patients.

【Key words】Chronic schizophrenia；Computerized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Cognitive function；Nursing 

intervention

精神分裂症患者易出现认知缺陷，表现出记忆

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1］，通常认知损害于

疾病发生前存在，且持续到康复期。不仅导致患者

生活质量下降，而且易让患者产生病耻感，影响其

社会功能及患者治疗依从性，不利于疾病治疗或康

复［2］。为此纠正患者认知缺陷至关重要。计算机认

知矫正治疗（CCRT）指的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借助

语音强化等多种方式，针对性的引导患者进行认知

矫正，帮助其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善其认

知功能。本研究通过与常规工娱治疗比较，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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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及其护理干预对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本院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89 例，均满足以下入选标准：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

相关诊断标准；年龄 20~54 岁；病程 2~10 年；病情稳

定，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 70 分以下；

可配合完成本次研究；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并签订同

意书。排除器质性病变、酒精依赖、精神发育迟滞、

不能配合完成等患者。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为观察

组（n=45）与对照组（n=44）。观察组中男 30 例，女

15 例；年龄平均（42.85±6.34）岁；病程平均（7.35
±2.15）年；住院次数平均（3.12±2.12）次；受教育

年限平均（10.12±3.05）年。对照组中男 28 例，女

16 例；年龄平均（43.00±6.78）岁；病程平均（7.40±

2.12）年；住院次数平均（3.10±2.10）次；受教育年

限平均（10.09±3.00）年。对比两组上述基线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干预，此外

对照组采取常规工娱治疗，包括音乐疗法、日常生

活能力训练、手工制作等内容。观察组则实施计算

机认知矫正治疗。先由护士对患者培训，随后由治

疗师引导一步一步的进行计算机认知训练，主要包

括工作记忆（如硬币蜂巢、文字回溯、记忆矩阵）、

注意力（如顺序搜索、速度分类、迷途小鱼）、推理

/ 问题解决（如数字推理、序列组合）、加工速速（如

顺序闪记）、社会认知（如识别不同人物面部表情所

表达的情绪）、计算能力等几大模块，从易至难，循

序渐进，灵活运动无错化、语音强化等多种矫正技

术。5 次 / 周，30~40min/ 次，1 疗程 4 周，干预 3 疗

程。为了提高 CCRT 治疗效果，需通过健康宣教、

简单培训提高患者 CCRT 相关知识认知度及计算机

操作水平，同时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情况给予对症

性心理疏导，对表现好的表扬，对表现不好的鼓励，

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及自尊心。

1.3　评价工具

1.3.1　PANSS　含有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一

般精神病理症状三大部分，共 32 个项目，采取 7 等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提示越严重。

1.3.2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　含有

128 张反应卡、4 张刺激卡，对错误应答数、持续性

错误、总应答数等计算，电脑自动生成。

1.3.3　病耻感评估量表包括社交因子　治疗因

子及能力因子三大方面，采取 4 等级评分法，0 分表

示从来没有，3 分表示经常。

治疗前、治疗 3 疗程后分别利用上述评价工具

对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病耻感情况评估。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 PANSS 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阳性症状、阴性

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症状评分及总分均明显下降

（P<0.05）；观察组治疗后阴性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其他指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总分

观察组 45 治疗前 21.35±4.00 21.46±5.43 33.15±8.75 71.20±13.26

治疗后 17.30±4.13* 15.82±4.45*# 25.30±7.57* 60.25±11.22*

对照组 44 治疗前 21.42±4.39 22.04±5.40 32.50±8.25 71.22±13.28

治疗后 18.31±4.10* 18.62±5.11* 26.43±7.69* 60.34±11.24*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2　治疗前后 WCST 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后错误应答数、持续错

误数、总应答数均明显减少（P<0.05），对照组治疗后仅

持续错误数明显减少（P<0.05）；观察组治疗后持续错误

数、总应答数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治疗前后病耻感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治疗因子、能力因

子评分及总分均明显下降（P<0.05）；观察组治疗后

社交因子、能力因子评分及总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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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认知功能缺陷被公认为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核心

症状之一［3］，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成为精神分裂症治

疗重要方向之一［4］。临床用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方

法包括药物干预、认知行为干预、计算机认知矫正

等。汤耀明等［5］研究表明与单纯阿立哌唑药物干预

相比，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

知功能上有明显优势。孙红娟等［6］研究表明常规的

工娱治疗和认知矫正治疗（CRT）均能显著改善患者

认知功能，提高其社会功能。国外学者［7］发现计算

机辅助认知矫正治疗除了可显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外，还能明显提高其生活质量。Trapp W 等［8］研究表

明相对常规治疗，CCRT 不仅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认知功能，而且能有效缩短患者病程，避免或

减少其复发。谭淑平等［9］研究表明 CCRT 与 CRT 均

能明显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相比 CRT，CCRT 能更

好的改善患者空间记忆，而 CRT 在精神运动上有明

显优势。本研究在前人研究上设计对照试验，以常

规工娱治疗为对照组，以 CCRT 为观察组。CCRT 以

CRT 为依据，通过计算机技术引导患者循序渐进进

行认知缺陷训练，遵循从易到难原则。CRT 是以认

知矫正手册为治疗工具，由专业治疗师指导开展训

练，而 CCRT 通过对患者简单培训电脑技术，引导

患者自行完成训练，相比 CRT 具有操作简单、直观

性强等特点，且能有效节约人力资源。本研究结果

显示与常规的工娱治疗相比，CCRT 干预后 PANSS

中阴性症状评分、WCST 中持续错误数、总应答数

下降更显著，提示 CCRT 能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与安翠霞等［10］研究结果相符。其中阴性症状与认知

功能关系不大，可见 CCRT 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与阴

性症状改善无影响。

陈经余等［11］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易产生病

耻感，其发生与社会客观支持、自尊心等有关。临

床发现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的产生可能与

疾病反复发作、工作环境、社会歧视、患者文化程度

等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患者自身错误的

认知过程 ［12］。认知干预旨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帮

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社会关系等，引导其转变不

合理思维方式，缓解其自卑、焦虑等不良情绪，同

时鼓励其融入社会，提高其社交能力，更好的融入

社会，进而增强其自尊心，消除其病耻感［13-14］。同时

治疗过程中加以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等护理干预一

方面提高治疗依从性，另一方面帮助缓解患者不良

情绪，有利于疾病恢复。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常规工

娱治疗相比，CCRT 能更明显的减轻患者病耻感。

综上所述，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及其护理干预

相比常规工娱治疗能更有效的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认知功能，可明显减轻患者病耻感，有利于其

治疗依从性提高及社会功能增强。但本研究样本量

相对较小，观察期较短，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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