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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辅导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的作用

叶晓丹 、 陈凯凯 、 吴冰洁

【摘要】目的　验证团体心理辅导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改善作用，帮助患者更好融

入社会并为药物治疗结合团体心理治疗的模式提供实践经验。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将 50 例患

者随机分到试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维持原有的药物治疗，试验组在原有药物基础上增加每周 2 次，

每次 60~90 分钟的团体心理辅导。治疗疗程为 4 周。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社交回避及痛苦量表（SAD）和自我和谐

量表（SCCS）四个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结果　1. 治疗前后实试验组与对照组自身相比 SDSS 评

分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1）；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SDSS 评分改善更加显著（P< 0.01），其中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在职业功能、社会退缩及家庭活动方面统计学差异显著（P< 0.01）；在社会活动

及生活能力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 0.05）。2. 两组 BPRS 评分比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037，

P> 0.05）；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t = 2.174，P< 0.05）。3. SAD 量表评分两组与

治疗前相比，社交回避因子分均有改善，但试验组统计学差异更加显著（P< 0.01）；社交回避因子分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 0.01）；社交痛苦因子分对照组治疗前后无统计学差异（P> 0.05），

试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P< 0.01），与对照组相比也有统计学差异（P< 0.05）。4. 两组患者治

疗前 SCC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t = 0.378，P> 0.05）；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t = 17.725，P< 0.05）。 结论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团体心理辅导，对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社会功能有积极改善作用，是值得推广使用的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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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Group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n the Social Function for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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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rtudy the 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In order to help patients better 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drug therapy combined with group psychotherapy. Method　We adopts Case-control study. We 

randomly divided 50 patients into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 maintenance drug therapy，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test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wice a week for 60 to 90 minutes each time.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is 4 weeks. Four mature scales，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brief Psychiatric scale，So-

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and Self-Harmony scale （SCCS），were used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SDSS scores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0.01），the improvement of SDSS score in the test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function，social withdrawal and fam-

ily activity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ability of life （P<0.05）.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BPRS scores compared 

before treatment （t=1.037，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 = 2.174，P<0.05）.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scores of social avoidance factors we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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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精神疾病，病因尚不

能完全阐明，目前以药物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为主。

患者常出现住院依赖现象。住院依赖综合症在精神

疾病专科医院的慢性病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

如果仅依靠住院及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

依赖的现象难以改变，这对社会、家庭及患者本人

都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我院利用优势资源对

康复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融入的心理准备

及社会融入的方法技能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团体

心理辅导，力求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帮助患者更

好的融入社会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研究发现药物治疗加心理干预与单纯的药物治

疗相比，前者能更好的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精神病症状［2］。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在于建设和

完善以药物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相辅相成的治疗模

式，形成系统的团体心理辅导结构，为我国精神科

病房对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康复治疗提供有效

的实践经验。我院对 5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试验

研究，效果满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精神分裂症患者 50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8 例，

首次入院 17 例，多次反复入院 33 例。入组标准：

符合 CCMD-3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经急性期治

疗达临床有效标准，PANSS 总分减分率≥ 50％；或

PANSS 评分≤ 60 分，符合康复期标准，服用抗精神

病药物无需进一步调整；年龄 16~50 岁之间，有较为

清晰的认知能力，均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患者及

其家属知情并自愿参与试验；将入选的患者按 1∶1
比例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随机分到对照组 25
例，平均年龄（M=26.4，SD=4.4）岁，试验组各 25

例，平均年龄（M=25.8，SD=4.2）岁，两组在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发病情况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 所有对照组患者统一管理，维持原有

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试验活动开始前均进行社

会融入的相关的心理测试，本研究选用社会功能

缺陷筛选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社交回避及苦

恼量表（SAD）和自我和谐量表（SCCS）。住院期间

生活环境、作息时间安排、常规活动、配备的医生

护士均与试验组相同。同时由试验组团体心理辅导

咨询师进行一般性交谈，指导进行康复训练，但没

有进行团体心理辅导。

试验组 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团体心理辅

导，团体心理辅导由我院的心理咨询师团队执行。

试验组每周参与 2 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每次时常

为 60~90 分钟，设置主领队 1 名，协领队 2 名合作完

成团体心理辅导。每次团体辅导活动均由心理咨询

师设定主题进行治疗，共 8 次。为期一个月。

团体辅导严格按照设计好的主题执行；主题设

置如下。

①第一次治疗：主题为了解团辅、制定团辅规

则，参与者相互认识，缓解接触焦虑。

②第二次治疗：主题为团体凝聚力培训，增强

团体动力和凝聚力。

③第三次治疗：主题为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增

强自信心。

④第四次治疗：主题为如何表达不良情绪。

⑤第五次治疗：主题为工作能力培训，认识工

作，面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group，bu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experimental group 

（P<0.01）. In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scores of social avoidance factor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group，bu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est group （P<0.01）. Social avoid-

ance factor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0.01）. Scores of social pain facto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0.05），Comparison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re-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 （P<0.01），and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C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the radi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drug therapy，

the combination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convalescent 

period.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mode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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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第六次治疗：主题为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

⑦第七次治疗：主题为沟通能力，认识沟通、学

习沟通方法。

⑧第八次治疗：主题为总结。分享对团体治疗

的感受，自己的进步，处理离别的情绪。

1.3　量表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简明精神

病评定量表；社交回避及痛苦量表和自我和谐量表

四个量表对 50 例被试进行治疗前后的测试。采用

spss17.0 对前后测所得量表分进行处理和分析，组间

比较使用 t 检验，组内比较使用配对 t 检验，P<0.05
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社会功能缺陷程度比较

筛选量表评分剔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后

比较如表 1。
表1　两组试验前后社会功能缺陷程度比较（M±SD）

项目
试验组（n=25） 对照组（n=25）

试验前 试验后 试验前 试验后

SDSS总分 7.54±1.47 4.32±1.16**△△ 7.48±1.57 5.68±1.35**

职业功能 1.24±0.45 0.51±0.29**△△ 1.26±0.49 1.03±0.47*

社交退缩 0.98±0.49 0.43±0.48*△△ 0.94±0.44 0.89±0.46

社会活动 1.01±0.49 0.88±0.25*△ 1.04±0.53 0.98±0.50

家庭活动 0.48±0.26 0.21±0.25**△△ 0.45±0.27 0.39±0.29

生活能力 0.88±0.45 0.64±0.35**△ 0.92±0.45 0.78±0.51*

注：* P<0.05，**P<0.01为试验前后比较 ；△P<0.05，△△

P<0.01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评

分比较

治疗前试验组（36.59±4.62）分，对照组（36.22
±4.41）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037，

P>0.05）。治疗后试验组（28.46±4.32）分，对照组

（33.44±4.62）分，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两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2.174，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评

分比较如表 2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我和谐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试验组得（M=96.86，SD=2.35）分，对

照组得（M=96.32，SD=2.29）分，两者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 =0.378，P>0.05）。治疗后试验组

得（M=74.57，SD=2.19）分，对照组得（M=95.78，

SD=2.42）分，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 =17.725，P<0.05）。

3　讨论

患者在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后，精神症状改善。

但长期住院，且病房是封闭简单的环境和单调的重复

性生活使患者社会功能慢慢衰退致使患者不能重新

融入社会，患者出院后常受到社会、家庭、个人层

面的压力。Brown 等指出患者与家中关键人物感情不

融洽时复发率高［3］，刘铁桥等人指出家庭社会支持是

影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近期结局的重要因素［4］。因

此仅依靠药物治疗而在心理层面无法理解和获得社

交支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率非常高。本研究发

现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团体心理辅导能够帮助

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升综合能力。患者不仅在团辅中

学习到社交和生活技能，更能够在团辅中受到被尊

重和公平对待，遇到挫折能引发思考，表达感受和

体验，在团体及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提前摆脱心中

对于融入社会的恐惧和抵触，做好融入社会的准备。

BPRS 能较好的评价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综合严重

程度［5］。本研究发现加入团辅患者阳性症状的改善程

度比单纯药物治疗更加显著，尤其体现在情绪情感

方面的进步。患者更愿意面对疾病更加积极配合精

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治疗。通过试验可以看出

药物治疗和团体心理治疗会出现积极的交互作用。

有研究表明社交技能训练能提高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自知力及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

促进患者康复［6］。本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有

效的减少患者的社交回避意识以及缓解社会苦恼，

从实际的活动中提升社交技能，在社交尝试中调整

思想，当简单社交成为患者的一种习惯时，其实是

为患者提供了一层认识上的保护，从而改善了患者

的社会功能。而自我和谐量表的检查显示出接受团

体心理辅导的患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知力和

对周遭环境的客观判断力，在主观判断上更愿意大

胆接纳自己展示出较好的自信和乐观的态度。

最后，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药物治疗基

础上的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

表2　两组试验前后社交回避及苦恼评分比较（M±SD）

项目
试验组（n=25） 对照组（n=25）

试验前 试验后 试验前 试验后

社交回避 6.88±2.22 4.24±1.83**△△ 6.66±3.28 6.26±2.42*

社交苦恼 6.46±2.19 4.33±1.47**△ 5.93±2.45 5.63±2.42

注：* P<0.05，**P<0.01为试验前后比较 ；△P<0.05，△△

P<0.01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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