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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治疗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影响研究

仪玉伟 1 、 李雪霓 2 、 魏时懿 1 、 秦卫红 1 、 靳玉宏 1

【摘要】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治疗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120 例住院的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在

服用原有药物的基础上额外给予连续 12 次团体心理治疗；对照组除没有接受团体治疗外，其它条件

与研究组相同，观察为期 12 周。在入组时及 12 周末分别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精神分裂症患者生

活质量量表（SQLS）、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PSP）的评估。结果　治疗 12 周末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量

表得分明显低于基线水平（33.85±6.80 vs 51.22±5.60，44.26±7.17vs 52.41±5.80，P< 0.05），研究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33.85±6.80 vs44.26±7.17，P< 0.001）；两组患者社会功能量表得分高于基线水

平（56.58 ± 4.35vs50.25±3.50，53.23±3.52 vs 50.10± 3.67，P< 0.05），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56.58 

± 4.35vs53.23±3.52，P< 0.001）。结论　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给予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促进其社会功能的康复，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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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on the life quality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habilitation　　YI Yuwei，LI Xueni，WEI Shiyi，et al. 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Hospital，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on life quality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habilitation. Methods　120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habilit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12 weeks，bisides these，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dditional group psychotherapy. The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the Person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and the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 Results　At the 

end of 12 weeks，SQLS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baseline（33.85±6.80 vs 51.22±5.60，

44.26±7.17vs52.41±5.80，P<0.05），the SQLS scor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ppare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33.85±6.80 vs44.26±7.17，P<0.001）；PSP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56.58
±4.35vs50.25±3.50，53.23±3.52 vs 50.10±3.67，P<0.05）；the PSP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pparent-

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56.58±4.35vs53.23±3.52，P<0.001）. Conclusion　Group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life quality，promote their social function .

【Keyword】Group psychotherapy；Schizophrenia；Life quality；Th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未明的、严重

致残性的精神疾病，具有慢性迁延的特点［1］。由于

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许多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被迫长期住院，与家庭、社会脱离，生活

技能逐步丧失，社会功能逐步衰退，以退缩、被动

服从、淡漠为主要表现的“住院综合症”逐渐形成［2］。

本研究通过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团体

心理治疗并进行对比分析，探究该治疗方式对住院

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入院的恢复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 120 人，入组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

分类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诊断，经药物治疗达到临

［作者工作单位］1.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北京，100035）；2.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仪玉伟（1984.10-），男，山东高密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

［通讯作者］靳玉宏（Email：baobaobeibei0918@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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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有效标准：PANSS 总分减分率≥ 50％或 PANSS 总

分≤ 60；治疗近期不做调整；（2）住院超过 3 个月患

者，年龄为 18~60 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3）无重

大躯体疾病或危重疾病；无合并其他精神疾病；（4）

言语交流功能正常，自愿参与本研究，征得监护人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人，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民族、文化程度、起病年龄、病程、住院时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精神科护

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团体心理治疗。团体心

理治疗是由 2 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作为主治疗师，

2 位三级心理咨询师协助，对研究组实施每周 1 次，

每次 50~60 分钟的治疗。具体的治疗操作方案由治

疗师共同制定，每次治疗内容相对固定，力求规范。

团体治疗第一阶段：成员相互认识、熟悉，解释治疗

过程，共同制定治疗规则，增强凝聚力和参与度。

团体治疗第二阶段：帮助成员倾听各自的问题和困

惑，识别和体验各种情绪，学会正确管理和处理自

己的情绪，妥善处理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团体治

疗第三阶段：引导成员深入了解自己的疾病症状，帮

助成员发现生活中的变化，鼓励成员制定新的生活

规划，谈论对治疗的整体感受。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组 对照组 t/χ2

性别 0.461

男 28（46.7％） 24（40％）

女 32（53.3％） 36（60％）

年龄（岁） 42.25±7.95 41.82±6.57 0.325

民族

汉族 57（95％） 59（98.3％） 0.309

其他 3（5％） 1（1.7％）

婚姻状态

未婚 27（45％） 25（41.7％） 0.783

已婚 23（38.3％） 22（36.7％）

再婚或丧偶 10（16.7％） 13（21.7％）

文化程度 0.797

初中 31（51.7％） 32（53.3％）

高中中专 24（40％） 24（40％）

本科 4（6.7％） 3（5.4％）

硕士及以上 1（1.7％） 1（1.7％）

治疗药物 0.522

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16（26，7％） 13（21.7％）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44（73.3％） 47（78.3％）

起病年龄（岁） 24.27±4.86 24.13±5.24 0.145

病程（年） 18.10±5.76 17.63±4.34 0.501

住院时间（月） 6.62±1.77 7.03±1.77 1.292

表2　团体心理治疗活动方案

阶段 单元 目标

第一阶段 1. 团体建立 创建团体，制定规则，相互熟悉

2. 探索自我 探索自我，提高凝聚力和归属感

第二阶段 3. 识别情绪 学会识别各种情绪

4. 体验情绪 体验自己的情绪，学会情绪表达

5. 关注自我感受 关注自己此时此地的内心感受

6. 情绪表达训练 学习体验自己的情绪并学会如何表达

7. 接纳自己 发现自己的优点，学会赞美和接受赞美，增强信心

8. 表达积极感受 学会社交技能和表达积极感受

9. 表达不愉快的感受 学会社交技能和表达不愉快的感受

第三阶段 10. 重新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现状，学会区分“我”和“我的疾病”

11. 规划自我 对未来生活进行规划

12. 真情告白 结束团体，分享感受与收获，增强成员信心

1.3　评定方法

本 研 究 的 测 量 工 具 包 括 自 编 一 般 信 息 首

页、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the Person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 PSP）［3］、精神分裂症病人生活质量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 85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量表（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4］。

对两组患者分别在入组时和治疗 12 周后进行评估。

评估者事前经过量表培训，且不参加团体治疗。

1.3.1　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PSP）　PSP 量表

由 Morosini 等在 DSM-IV 社会和职业功能评定量表

（Social and Occupational Functioning Asessment Scale，

SOFAS）的基础上开发，旨在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

2009 年我国司天梅等［3］翻译了量表并对其信效

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分数的范围是 0~100 分，分为

10 个等级。71~100 分表示患者社会功能和人际交往

无困难或有轻微困难；31~70 分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

能力缺陷；30 分以下表示功能低下，患者需要积极

的支持或密切监护。

1.3.2　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

　SQLS 由 G. Wilkinson 等于 1999 年设计，用于评估

临床试验、心理社会干预能否改善精神分裂症病人

的生活质量。该量表共包括 30 个项目，采用 0~4 的

5 级评分标准，包括了心理社会量表、动力和精力量

表、症状和副作用量表 3 个分量表。每个量表分数

范围 0~100。其中，0 代表生活质量最好，100 代表

生活质量最差。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0 数据包录入、管理数据并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t 检验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

2.1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比较

研究结束时两组患者 SQLS 得分均低于基线水

平，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显示

患者生活质量均得到改善，其中研究组比对照组改

善更为显著，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3　两组患者SQLS量表比较

基线 12周后 t值 P值

研究组（n=60） 51.22±5.60 33.85±6.80 28.314 <0.001

对照组（n=60） 52.41±5.80 44.26±7.17 7.942 <0.05

t值 1.145 8.163

P值 >0.05 <0.001

研究显示，研究结束时两组患者 SQLS 中心理社

会量表、动力和精力量表、症状和副反应量表这 3
个分量表得分均低于基线水平，差距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4）。

2.2　两组患者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比较

研究结束时两组患者 PSP 得分均高于基线水平，

提示两组患者社会功能均得到改善，但研究组比对

照组改善更为显著，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见表 5）。
表4　两组患者SQLS量表分量表比较

基线 12周后 t P值

心理社会量表 研究组 53.0±6.95 35.97±7.98 19.069 <0.001

对照组 54.28±7.03 45.97±7.57 7.160 <0.001

动力和精力量表 研究组 57.54±4.75 40.35±6.18 21.258 <0.001

对照组 58.51±4.86 50.54±7.80 8.445 <0.001

症状和副作用量表 研究组 41.26±7.75 23.67±10.38 20.561 <0.001

对照组 43.75±9.36 34.64±10.75 5.354 <0.001

表5　两组患者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比较

基线 12周后 t值 P值

研究组（n=60） 50.25±3.50 56.58±4.35 -20.047 <0.001

对照组（n=60） 50.10±3.67 53.23±3.52 -12.542 <0.05

t值 0.229 4.632

P值 >0.05 <0.001

3　讨论

本 研 究 所 得 结 论 与 国 内 外 相 关 研 究 结 论 一

致［5-9］，显示在常规住院治疗的基础上，对慢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予以团体心理治疗，能明显提高其生活

质量，帮助其改善社会功能，促进康复。

对慢性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团体支持

性治疗，为患者创造一个人际学习的微型社会系统，

以集体治疗形式帮助患者纠正错误的认知模式，建

立起友好融洽的人际关系［10］；在团体中相互支持与

鼓励，激发患者参与热情，模仿学习各自长处，强

化社交技能锻炼，提高自我行动能力，从而提高日

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而且团体治疗能为患者提

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增强认同感，降低病耻感，使

患者实实在在感觉到人格受到尊重，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其自卑感、孤独感等心理障碍，降低负性的自

我评价［10，11］；不良行为得到纠正，加深对疾病的认

识，提高治疗依从性［12］。经济效益方面，团体性心

理治疗可以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缩

短住院周期和次数，降低医疗成本和患者家庭经济

负担，使其与家人融洽地相处并融入社会，促进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5-9］。

由此可见，团体心理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可操作

性强，成本较低，值得加以推广。本研究的不足之

处主要为随访时间短，团体心理治疗对这些患者的

长期干预效果无法进行评估，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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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患者治疗后进行长时间随访以检验团体心理治

疗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

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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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同时其社会功能和执行功能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且共情能力与社会功能、执行功能某些变量存

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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