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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

王　飞 1 、 刘晓凤 2 、 王岩刚 1 、 蒋小苹 1

【摘要】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 90 例残留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在维持原治疗药物不变的基础上，研究组予以认知行

为治疗，对照组仅一般的疾病指导，治疗持续 6 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用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PANSS）

和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PSP）进行评定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PANSS 和 PSP 量表评分，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治疗 3 月末，研究组阴性因子分及一般病理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6

月末，研究组 PANSS 总分、阴性因子分及阳性因子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3 月末和治疗 6

月末研究组较对照组 PSP 评分增加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认知行为治疗能显著改善残留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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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WANG Fei，LIU Xiaofeng，WANG Yangang，et al. Xi'an Kangning Mental Hospital，Xi'an 7101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CBT）for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 Methods　90 residual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Both groups maintained original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treatment by CBT，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disease guide，

both interventions lasted 6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fficacie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and 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ANSS and PSP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the reduction of negative symptoms scores and general scor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six months of treatment，the reduction of PANSS total score，negative 

score and positive score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and six months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SP in research group were m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tipsychotic treatment，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life quality and social function of residual 

schizophren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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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重型精神疾病，常病程慢

性迁延不愈并且社会功能逐步下降，导致患者精神

残疾。近年来，随着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应

用，其预后明显改善，但精神分裂症整体的疗效瓶颈

并未突破。近 20 年来，精神分裂症的认知行为治疗

逐渐受到临床医师重视，认知行为治疗（CBT）是一

种结构性强、短程、问题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在

减轻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降低复发率、增强社会功

能方面的临床疗效证据充分［1］。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是

指经系统规范的药物治疗后，患者仍存在幻觉、妄

想及社会性退缩等症状。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开展 CBT 研究，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8 月在我院精神科住

院和门诊的患者 90 例。入组标准：（1）符合《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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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 10 版（ICD-10）残留

型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患者监护人对本研究知

情同意，并签知情同意书。（3）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PANSS）总分≥ 60 分。排除标准：PANSS 量表中联

联想散漫≥ 5 分，情感交流障碍≥ 5 分，交流缺乏自

主性和流畅性≥ 5 分；合并严重或不稳定的躯体疾病

者，退出标准：治疗期间病情恶化需紧急精神科干预，

或出现严重自杀倾向，治疗期间遇严重应激事件。采

用随机数字排列表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研

究组男 32 例，女 13 例，年龄 22~44 岁，平均（33.0±

10.8）岁，PANSS 总分（78.4±10.3）分，病程（3.80±

0.91）年，文化程度：小学 8例，中学 28例，大学 9例。

对照组男 34 例，女 11 例，年龄 20~45 岁，平均（32.5
±12.3）岁；PANSS 总分（76.7±9.2）岁，病程（4.03
±1.15）年，文化程度：小学 6 例，中学 29 例，大学

10 例；上述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抗精神病药药物种类、剂量基本相同。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以持续性维持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治疗期间不更改药物方案，不增加药

物剂量，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联合 CBT，对照组仅予

以一般疾病指导和教育。

1.2.2　CBT　由四名经过共同学习培训的主治

医师实施，依照《重型精神病的认知行为治疗图解指

南》为依据，以个别治疗为主，小组治疗为辅，治疗

时间 6 个月。

治疗理论及干预措施（1）评估病情，建立治疗

联盟：全面收集患者资料，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通

过治疗师与患者的良性互动，建立平等、真诚、互

信、尊重和合作的治疗联盟，针对患者的症状，运

用适当的共情，充分理解、接纳，消除患者敏感、

多疑、敌对、恐惧，如针对患者的幻觉妄想，告知

正常人在疲乏、丧恸期、睡眠被剥夺、照明不良及

拘禁绑架等情况也可产生幻听，不良的优势情绪及

生活环境可产生超价观念和短暂妄想。消除阻抗和

病耻体验，同时让患者明白他们的问题会被认真对

待和重视，并解释治疗的意义及患者未来的受益。

治疗师应尝试理解患者的生活背景，包括患者重要

的生活事件及对他们的评价，通过探询病人的幻想

和白日梦确定前妄想信念及先占观念，为理解症状

提供线索，从而将患者社会化到认知模式中。（2）认

知重建：针对患者的精神症状，探究患者对这些症

状的体验和非理性想法，通过行为实验等检验方法，

逐步让患者认识到他原先的信念是与客观现实不符，

是非理性的，识别自动思维，进而用其可接受的信

念来代替病态思维，帮助患者进行认识上的重建。

运用思维记录表（包括生活事件、情绪和行为等）和

日记来监测和反馈，不断指导并阳性强化合理的替

代性解释，在治疗时反复练习并布置家庭作业在家

里练习，治疗时采用苏格拉比式提问和质询，尽可

能寻找更多的替代性解释，对幻听采用行为试验检

查幻听的真实性及其来源，提高患者的自知力。与

患者共同讨论寻求替代性行为弱化或掌控症状。最

终让患者认识到认知偏差（自我中心）和歪曲（扩大

化和选择性提取抽象）对妄想形成的作用。对部分

患者也可使用想象技术、角色扮演等强化建立积极

的应对模式。（3）行为纠正及家庭作业：通过劝解、

系统脱敏、放松训练合暴露练习等帮助患者控制冲

动激惹、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同时对产生负性

情感时自动思维和内心体验记录，结合不良认知模

式进行分析引导患者战胜非理性信念，同时布置行

为作业，分一般治疗时作业和家庭作业，一般治疗

时作业是设计易携带完成风险、稍高于患者能力阈

值的作业，让患者参与完成。家庭作业是将自己每

日生活中不良情绪和相关生活事件记录并独自分析

自己的认知，并在每次治疗时反馈给治疗师，治疗

师结合作业进行指导。

治疗安排：前 2 月每周 1 次，后 4 月 2 周 1 次，

共 16 次。每次治疗时间 45~60 分钟左右。

质量督导：四名主治医师定期进行质量督导会

议，对评估的方法、遇到的问题和相互一致性精心

讨论，总负责医师定期抽查研究记录并随机抽取治

疗师的录音，确保有效治疗的实施。

1.3　疗效评定

采用 PANSS 量表，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PSP）

进行评定，PANSS 用于评定患者的临床症状。PSP

量表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由独立于治疗师以外的

一名评估师单独对患者进行盲法评估，分别在治疗

前、治疗 3 月末、治疗 6 月末进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 PANSS 总分及各分因子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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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 PANSS 总分和各因子评分比治疗前显著下降

（P<0.05），对照组 PANSS 总分及阴性因子分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P<0.05），研究组阴性因子分及一般病

理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6 月，研究组和

对照组 PANSS 总分及各分因子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P<0.01），研究组 PANSS 总分、阴性因子分及阳性

因子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ANSS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总分 阳性因子分 阴性因子分 一般病理分

研究组 治疗前 75.1±12.3 14.1±3.4 37.9±5.8 23.9±5.7

治疗3月 66.8±9.1* 11.2±2.2* 29.1±4.3*△ 19.7±4.8*△

治疗6月 49.5±9.7**△△ 8.0±1.2**△ 20.9±2.8**△ 16.7±3.2**

对照组 治疗前 74.9±12.7 13.9±3.5 37.3±5.5 25.7±4.9

治疗3月 70.6±9.5* 12.1±2.4 33.9±4.2* 22.7±4.2

治疗6月 58.5±10.1** 9.5±1.5** 24.2±3.3** 19.9±3.6**

注 ：与治疗前比较，*P<0 .05，**P<0 .01，组间比较，△

P<0.05，△△P<0.01

2.2　两组 PSP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PSP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治疗 3 月和治疗

6 月两组 PSP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或 P<0.01），研究组较对照组增加

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P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月 治疗6月

研究组 63.27±9.85 75.53±7.95*△ 81.60±7.31**△△

对照组 62.92±10.22 69.60±8.62* 70.95±7.71*

注 ：与治疗前比较，*P<0 .05，**P<0 .01，组间比较，△

P<0.05，△△P<0.01

3　讨论

目前，与精神分裂症联系紧密的心理学理论有

精神分析、生存论心理学和认知行为心理学等。CBT

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针对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症

状及相关心理问题，运用认知行为技术，减轻症状

给患者带来的影响 ［2］。Valmaggia 等［3］对 62 例非经典

抗精神病药耐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发现，经 16
次 CBT 治疗后，患者的幻觉和妄想的发生频率、持

续时间及患者对症状的信念和归因都有明显改善。

Rector［4］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进行 CBT 治

疗 6 个月后，PANSS 量表阴性者症状分降低了 67％，

而常规对照组则为 31％，且分析研究后表面阴性症

状的效果不是由于阳性症状的改善或药物治疗所起

的二级效应。提示 CBT 对阳性和阴性症状均有效。

多项研究报道［5-8］CBT 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持续应用抗精神病药的基础

上，研究组治疗 3 月时 PANSS 量表阴性因子分、一

般病理分、治疗 6 月时 PANSS 总分、阳性因子分、

阴性因子分较对照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 CBT 对精神分裂症疗效明显，且对

阴性症状和一般病理症状起效较快。治疗 3 月和治

疗 6 月研究组 PSP 评分较治疗组增加明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CBT 可有效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CBT 对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

者 PANSS 量表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症状改善较

快，而对阳性症状改善较滞后，笔者分析与以下两

种因素有关：1 本研究患者对象为残留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多带症状时间较长，阳性症状较顽固，并

需要在生活中反复练习才能起到疗效，因而改善较

慢。2 CBT 通过初步纠正患者的非理性信念，首先消

除了患者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不良认知，消除了

患者的耻感，因而使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值减分较

快，同时增强了患者的始动性，改善了阴性症状。

本研究也有局限性，没有进行 CBT 对患者治疗

依从性、自知力恢复、病情复发率等情况进行涉及，

而这些因素对患者的预后也有很大影响。如在研究

时将以上情况纳入研究观察，预期可解读出更多的

有益信息。同时，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关于 CBT

治疗的远期疗效没有做进一步观察。

目前，CBT 治疗精神分裂症处于起步阶段，尚

存在好多问题值得完善：1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长病程

特点，病情复杂，各个病情阶段对规范化 CBT 模式

的选择应该不同。有学者意识到，在对 CBT 的后续

研究中可以对精神分裂症群体进行更深入、细致的

分类［9］。2 精神分裂症是生物 - 心理 - 社会等多因素

病因作用而导致的严重疾病，CBT 如何和药物治疗、

社会康复更好融合衔接以达到疗效的最优化，也是

需要进行深入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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