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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加药物治疗对首发精神分裂症的疗效观察

祁继鹏 、 平丽慧 、 魏　冬 、 吴光现 、 潘振山

【摘要】目的　探析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药物治疗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前瞻性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期间精神科门诊和住院部收治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

患者，采用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喹硫平药物治疗并给予常规心理治疗，研究组在

此基础上给予行为认知疗法，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经 6 月（24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 0.01），阴性症状、总分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 0.01）；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较治疗明显降低，PSP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高，

组内和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复发率 18.3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43.33％

（χ2=8.7919，P= 0.0030）。结论　认知行为疗法配合药物治疗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

状，缓解抑郁、焦虑，恢复其自尊和自知力，促进生存质量的提高，同时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预

防复发，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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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plus drug therapy on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QI Jipeng，PING Lihui，WEI Dong，et al.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on the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rom January 2015 ~2016 year in December during the psychiatric outpatient departm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quetiapine treatment and routine drug therapy，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based 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improve-

ment of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in 6 months（24 weeks），the scores of PANSS the two groups were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1），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score and neg-

ative scores（P<0.01）. the score of HAMD，HAMA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reatment 

group，and the PSP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 the treatment，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18.33％ lower than 43.33％ of the control group（χ2=8.7919，P=0.0030）.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ental symptoms，relieve depression and anxi-

ety，restore self-esteem and insight，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and prevent re-

lapse，which is of high clinical value.

【Keywords 】Schizophrenia；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urative effect；Quality of life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最常用的治疗方式

为药物治疗，抗精神病药物能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

但毒副反应进一步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1］，同时药物

不能彻底消除患者妄想、幻觉等症状［2］，故予以心

理干预疗法极为重要。目前，针对主要心理疗法包

括社会技能训练、家庭干预、认知矫正、支持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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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前四种治疗方法仅聚焦于不同领域，虽能通

过改善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间接

作用于生活质量，但均有较大的局限性［3］，而 CBT

成为临床疗效证据最充分的心理干预疗效，长期临

床实践亦发现药物联合 CBT 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

症状，提高患者的自知力和依从性，预防复发［4］。

故本研究笔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患者认知行为

干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现将具体方法和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审

核批准，均在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相关协议前

提下进行，前瞻性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

期间门诊或者住院部首次确诊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

患者，采用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 2 组，研究组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20~48 岁，平均 36.58±9.24
岁，病程：2~6 年，平均 4.05±1.68 年；婚姻状态：

未婚 25 例、已婚 35 例；受教育时间：7~18 年，平均

12.56±1.68 年；职业：有 49 例、无 11 例。对照组中

男 28 例、女 32 例，年龄 20~50 岁，平均 36.42±9.26
岁，病程 2~6 年，平均 4.12±1.56 年，婚姻状态：未

婚 24 例、已婚 36 例，受教育时间：7~17 年，平均

12.18±1.86 年；职业：有 48 例、女 12 例。两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病程、婚姻状态、受教育时间、职

业状态等基线临床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喹硫平药物治疗，每天口服

初始剂量为 50mg 的喹硫平，前 4 天治疗期的日总剂

量为 50mg（第 1d），100mg（第 2d），200mg（第 3d）

和 300mg（第 4d）。从第 4d 以后，将剂量逐渐增加

到 400~600mg/d。可根据病人的临床反应和耐受性将

剂量在 150~750 mg/d 之间调整；同时给予精神科常

规心理疏导。

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认知行为疗法，具

体措施如下：选择经多次认知行为治疗规范化培训的

资深心理治疗师，给予精神分裂症患者个体化心理

治疗，每周治疗 1 次，每次治疗时间为 60min，总疗

程为 6 月。首次治疗治疗师耐心解释治疗的目的和

具体方法，赢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同时鼓励患者积极主动参与治疗，全面收集患者一

般情况、精神病性症状以及焦虑抑郁情况，依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式和计划。第二

次治疗发放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手册，用通俗直白

的语言逐项或者重点阐述和解释，让患者全面了解

自身的疾病情况；另外，注重精神分裂症健康手册中

解释症状语言一般化，让各层次文化程度患者均能

清楚明白相关内容。第三次治疗中向患者解释疾病

的应激 - 易感模型，让患者对精神分裂症及相关症

状有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强调人在足够的应激情况

下均会经历的精神病性症状，但是因为基因、心理、

生理、环境等易感性存在个体差异，则会对同程度

应激反应各异，但易感性高者极易出现精神分裂症，

易感性低者不出现症状。第四～六次治疗针对导致

患者抑郁、焦虑、愤怒等持续性情绪问题，识别自

动性思维和功能失调态度，找出患者自我消极评价、

对资深疾病不合理信念和态度，回顾产生上述观念

的具体原因和过程，病进行重新评估，矫正歪曲的

信念，系统阐述新的正确的信念，病按此程序教会

如何进行自我治疗。第七 ~ 十一次治疗主要诊断幻

觉和妄想等阳性症状的治疗，妄想症状者采用“苏格

拉底”式询问法帮助患者自我发现这些想法和知觉

体验意味着什么？不直接攻击其妄想或其他非理性

信念，而让其换成治疗师观念重新进行解释，并通

过家庭作业记录找出和自己观点相反的证据；幻听症

状患者采用患者普遍接受的方式解释出现幻听的原

理，通过日记形式记录声音具体内容，应用显示检

验的方法提高患者应对幻听的能力并改善对待幻听

的态度。第十二 ~ 十三次治疗主要针对阴性症状的

治疗，利用分级的活动日程表、家庭作业记录期间

的成功与快乐，逐步激发患者的兴趣，加强社会活

动和提高社交及职业技能。第十四～十七次治疗主

要针对患者服药态度和对药物的依从性，识别患者

的负性自动思维，如“吃药对我没有用”应用较色扮

演技术，让患者站在医生的角度劝说另外一位患者

服药。第十八 ~ 二十次治疗主要处理潜在的功能障

碍性信念，通过提供更多乐观的专业性知识改变患

者“我没有能力、我不受人喜欢”等负性核心信念，

矫正其功能障碍性信念。第二十一 ~ 二十四次治疗

主要预防复发，巩固认知行为治疗效果。

1.3　疗效评价指标及标准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5］评估精神症状有无及各项

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分越高提示症状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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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 HAMD、HAMA、SES、PSP、自知力

量表比较

经 6 月（24 周）治疗后，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较治疗明显降低，PSP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高，

组内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后自知力量表评分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治疗后 HAMD、HAMA、PSP 评分组间比较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SES、自知力评分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HAMA、SES、PSP、自知力

量表评分对比分析（x±s，分）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HAMD 15.28±5.44 9.32±3.16*^ 15.05±5.16 13.26±3.85

HAMA 11.24±3.22 6.98±2.14*^ 11.95±3.36 9.24±3.08

SES 26.25±9.14 30.15±35.48 26.48±9.26 28.42±4.08

PSP 35.24±10.38 54.28±12.06*^ 34.88±9.68 45.38±10.35

自知力 4.08±2.14 3.62±1.84 4.26±2.24 3.88±1.16

注：*表示组内比较P<0.05，̂表示组间比较P<0.05。

2.3　复发情况

两组患者均随访 6 月 ~1 年，无 1 例脱访，无 1
例死亡，干预组 11 例（18.33％）复发，对照组 26 例

（43.33％）复发，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χ2=8.7919，P=0.0030）。

3　讨论

3.1　认知行为疗法对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

认知行为疗法整合了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是

一种新型的心理疗法，成为国际心理治疗的主流方

式。认知行为干预以动机访谈形式，给予精神分裂

症患者有目的、有组织、系统科学专业指导，强调

个体化，注重个体差异，充分体现“以人文本”理念，

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化

的个体干预，消除治疗过程中各种不良习惯及行为

模型，逐步建立新的正确的应对模式和策略，进而

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9］。表 1 数

据显示，研究组患者经 6 月认知行为干预后 PANNS

量表阴性症状评分、总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下

降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常规治疗，比较差异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此结果和国内外众多研究报

道一致，提示认知行为疗法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阴性症状，对阳性症状、一般病理症状无显

著影响，故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要鼓励其带着症状

回归社会生活，除了单一药物治疗改善精神病性症

状外，更应该关注认知行为疗法对认知功能、社会

功能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但患者多存在依从性不

佳，局限于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的局限，虽可通过门

诊、电话、家访等形式进行随访，尚不能对患者进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估患者的

抑郁和焦虑情况［6］，采用个人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评估患者的自尊水平［7］，采用个体和

社会功能量表（the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量表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同时采用简

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8］评估患者自知力障碍

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笔者将所得数据均录入 SPSS18.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组内比较

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率表示，χ2 检验，P<  0.05 则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康复效果分析

经过 6 月（24 周）治疗后，两组患者各项评分

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1），研究组阴性症状、总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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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18.85±5.44 11.76±4.88* 18.02±3.94 13.24±3.48* 35.46±7.28 23.38±4.26* 72.33±9.95 48.38±8.26*

研究组 18.26±5.68 10.58±4.64* 18.98±3.86 10.26±3.22* 36.04±7.35 22.86±3.88* 73.28±9.85 43.70±7.54*

t值 0.5811 1.3574 1.3482 4.8686 0.4343 0.6990 0.5256 3.2414

P值 0.5623 0.1773 0.1802 0.0000 0.6649 0.4859 0.6002 0.0015

注：两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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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定期的认知行为干预，尚有待建立专业的认知

行为干预团队进行定期治疗和评估。

3.2　认知行为疗法对抑郁、焦虑、自尊、自知

力的影响

表 2 数据显示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较

治疗明显降低，PSP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增高，组内

和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故

笔者认为认知行为疗法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国内外临床研究报道，约

30％～40％精神分裂症患者即使服用相关药物治疗

仍存在抑郁症状，精神分裂症后抑郁严重影响患者

的认知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生存质量，认知行为疗

法广泛应用则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临床

实践发现，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治疗后精神症

状明显缓解、自知力逐步恢复后，因受自身性格、

社会偏见以及其他心理因素等影响，会导致其重返

社会缺乏自信，自尊水平下降，严重影响患者心理、

生理及社会功能的全面康复，但是自尊水平可以通

过心理干预提高［10］，表 2 数据显示认知行为治疗未

能显著提供患者的自尊水平，可能和研究对象差异

以及自尊量表（SES）是否适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

关，但是目前尚无 SES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尊水平

测验方面的信效度报道，故尚需进一步研究。自知

力是精神科一个独立的症状概念，具有极高的诊断

价值，是判断精神病患者康复和预后的一项重要指

标，在精神科临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认知行为治疗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力无

明显改善，此结果和 2002 年英国 NICE 组织报道认

知行为治疗提高患者的自知力以及国内部分研究结

论不一致，可能和研究对象差异以及影响精神分裂

症患者自知力因素众多等相关。

3.3　认知行为对依从性影响

人的认知决定其情绪和行为，情绪和行为亦影

响认知水平，两者互为因果，治疗期间依从性直接

关系患者病情的进展和疗效，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

迁延、复发率高，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精神

分裂症者多缺乏自知力，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病情

及严重程度，依从性较低，增加再住院率，部分患

者长期住院。临床报道研究发现复发和患者对精神

性疾病所致的自责和负性评价明确相关，通过认知

行为干预治疗能改变患者的不良信念，改善其适应

负性情绪和不良行为，客观科学认识自身疾病，增

加治疗信心，改善自尊，增强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治疗依从性，预防复发。本次研究结果证

实，单纯药物治疗能稳定患者的病情，经过 6 月的

认知行为干预，干预组复发率 18.33％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 43.33％（P<0.05），此结果和既往众多临床

研究报道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本次研究仍存在不足，

随访时间较短，不能准确评估认知行为干预治疗对

精神分裂症依从性的效果，尚需进一步扩大试验。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疗法配合药物治疗能有效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缓解抑郁、焦虑，

恢复其自尊和自知力，促进生存质量的改善或提高，

同时其还能有效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进而预防复

发，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应用空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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