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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干预对阳光心园精神分裂症康复患者的影响研究

宋　凤 1 、 陆　怡 1 、 张展星 1 、 褚庆文 1 、 张伟波 2 、 蔡　军 2

【摘要】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干预对阳光心园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宝山

区 12 街镇两家阳光心园，其中一家为实验组，一家为对照组，各 12 例患者。对实验组患者开展为

期两月共 8 次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照组患者只接受心园提供的常规服务，即康复劳动、健康宣

传教育等。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尊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在干预前

后进行评估。结果　实验组干预前后社会支持总分、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显著（P< 0.05），干预

后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结论　团体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平，增加其社会

支持成分，并显著提升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帮助患者改善应对方式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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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of schizophrenia in Sunshine 
Soul park 　　SONG Feng，LU Yi，ZHANG Zhanxing，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2019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chizo-

phrenic patients in Sunshine Soul park. Methods　Randomly selected two community mental rehabilitation institu-

tions- sunshine Soul park from Baoshan District 12 Street Town，on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other for the 

control group. Each of institutions choose 12 pati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study. A total of eight times group counseling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wo months，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routin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unshine Soul park，such as rehabilitation work，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the self-esteem scale，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were as-

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the score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Conclusion　Group counsel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crease their social support，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patients and help patients improve 

the coping style .

【Key words】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chizophrenic patients；Impact study

1　引言

社区康复作为精神康复体系的重要环节，是连

接机构康复和家庭康复的桥梁，是 WHO 提倡的有效

康复形式之一。在我国，社区精神康复处于刚起步

阶段，对于组织、管理和如何更好的提供服务，仍

在不断地探索中［1］。2009 年上海市在每个街道 / 乡镇

建立了针对精神疾患的日间康复照料站，称为“阳光

心园”，覆盖全市 99％以上的街道 / 乡镇。团体心理

干预是通过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促使成员在其

中通过观察、体验等来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接纳

自我，进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习得新态度、新行

为，以便发展良好适应的助人过程［2］。近年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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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干预在国外及港台地区已得到广泛的发展与

运用，常应用于学校、医院、社区等各个领域。精

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精神疾病，其特征是思维、情

感以及行为的紊乱，表现为思维障碍、人格障碍以

及认知功能障碍 ［3］［4］。本研究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普遍

存在的人际交往问题进行团体心理咨询，目的是要

探讨团体心理咨询对机构康复精神疾病患者人际交

往中普遍存在的低自尊、低自我效能、应对方式不

佳、社会支持系统差等问题的短期与长期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将为机构康复精神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可行性的方法与建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宝山区 12 家街镇阳光心园中随机选取两家，

其中一家为实验组，一家为对照组，各 12 例患者。

研究期间对照组患者只接受常规服务，如康复劳动、

健康宣教等，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研究人员

为其提供的为期两月共 8 次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

所有被试均完成研究，无一脱落。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5］　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由肖水源于 1986 年编制，共有十个条目，包括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用

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问卷设计合理，条目

无歧义、易理解，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从已有的研

究结果来看，量表测定结果与身心健康结果具有中

等程度的相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

2.2.2　自尊量表［6］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由 Rosenberg 于 1965 年编制，是目前

国内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自尊量表

由 10 个条目组成。Dobson 等（1979）和 Fleming 等

（1984）报告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77 和 0.88；

对 28 名被试首次评定后的 2 周末再次评定，重测相

关系数为 0.85（Siber & Tippett，1965 年）。Fleming

等（1984）对 259 名被试 1 周后进行重测，重测相关

系数为 0.82。Lorr 及 Wunderlich（1986）报告 SES 得

分与信心的相关系数为 0.65，与合群性的相关系数

为 0.39。Fleming 等（1984）的研究证明 SES 与几个

涉及到自我评价过低的概念呈显著负相关。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7］　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最早的

一版是柏林自由大学著名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 Ralf 

Schwarzer 教授和他的同事于 1981 年编制完成的德文

版，最初有 20 个项目，改进后变为 10 个项目，涉

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评价。中文版

GSES 最早由张建新和 Schwarzer 于 1995 年在香港的

大学一年级学生中使用。量表采用李克特 4 点量表

形式，开发至今中文版 GSES 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

2.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8］　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为自评量表，由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两个分量表

组成，包括 20 个条目，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该量表对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文化和职业的人群进行了研究，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

2.3　团体心理干预方案

方案以认知情绪调节理论为基础，活动持续 8
周，每周 1 次每次约 2 小时，设计如下：

首次活动主题为“有缘相识”，目的是促进团体

成员彼此认识，消除成员的陌生感和紧张心情，营

造相互信任的气氛，带领大家一起制定团体活动规

范，约定共同遵守；第二次活动主题是“情绪 ABC”，

目的是带领成员了解并体会事件（A）、想法（B）和

情绪（C）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情绪困扰并

非由事件本身直接造成，而是由个体对事件的不良

认知所造成的；第三次主题为“挑战不合理的信念”，

旨在协助成员了解日常生活中遇到负性事件时个体

惯常用到的一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带领成员领悟

不良情绪是由于运用了消极和不恰当的认知应对策

略造成；第四次、第五次活动分别以“接纳不完美的

自己”和“世界远非末日”为主题，旨在帮助大家做

更深入的自我探索，了解消极认知应对策略——“自

责”和“灾难化”的本质，同时学会识别与挑战，训

练成员尽量少运用引起不良情绪的认知应对策略；第

六次、第七次活动分别以“积极评价，乐在其中”、

“yes & and”为主题，旨在教会成员运用积极的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善于

发现负面事件背后隐藏的积极意义，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规划生活；第八次活动主题为“笑迎未来”，主

要是总结、分享参加活动以来的收获，巩固所学内

容，处理离别情绪。

2.4　程序及统计方法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均在报名初始面谈前

进行，干预组的后测在团体结束两个月后进行，对

照组的后测与干预组在同周内分别进行。数据采用 

SPSS18.0 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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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统计方法使用独立样本和配对样本 T 检验。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实验组和对照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见表 1。24 例患者中男性 12 名，女性 12 名，

平均年龄 38.4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来源地、

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例）

项目 实验组（n=12） 对照组（n=12） t值 P值

年龄（岁，x±s） 38.33±7.19 38.50±6.40 -0.06 0.95

性别（男/女） 7/5 5/7 -0.79 0.44

是否独生子女 0.80 0.43

　　是 4 6

　　否 8 6

文化程度 0.00 1.00

　　初中及以下 9 9

　　高中及以上 3 3

来源地 -0.43 0.67

　　城镇 8 9

　　农村 4 3

3.2　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社会支持、自尊应

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为了检验团体辅导干预的有效性，首先要保证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测上是同质的。 从表 2 中①③间

的配对样本 t 检验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在各

项评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2。

3.3　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社会支持、自尊应

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团体辅导干预之后，两组被试在评分上产生了

显著的差异。实验组除客观支持、消极应对倾向、

应对倾向外，其余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

表明此次针对精神分裂患者的团体辅导干预总体上

是有效的。

3.4　实验组干预前后及对照组前后测比较

实验组干预前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一

般自我效能感方面差异显著；对照组前后测差异均不

显著。

3.5　团体心理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评分

变化值比较

为了排除时间差对参测患者各指标的影响，进

一步检测团体干预后两组各指标的变化值，本研究

采用以“后测数据”—“前测数据”的差值进行变化

值的比较。结果表明实验组支持利用度、自尊总分、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差值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具有

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此次团体心理辅导在支

持利用度、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方面具有显著的

效果（见表 3）。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经过为期 8 次的团体心理干预后，

精神分裂患者的自尊水平、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支

持、支持利用度、一般自我效能感均得到显著提升，

在帮助患者改善应对方式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以下方面对改善患者的自尊、社会支

持、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

团体方案设计针对性强，设计的活动包括情绪 ABC、

挑战不合理信念、接纳不完美的自我、积极评价等

表2　两组患者各项评分比较（x±s）

项目
实验组（n=12） 对照组（n=12） ①③ ②④

前测① 后测② t P 前测③ 后测④ t P t P t P

主观支持 19.920±5.452 24.830±4.019 -2.504 0.029 20.830±7.043 19.500±5.776 0.484 0.638 -0.357 0.725 2.626 0.015

客观支持 8.080±0.289 8.000±0.000 1.000 0.339 7.670±0.651 8.000±0.000 -1.773 0.104 2.026 0.055 -0.484 0.633

支持利用度 8.420±1.443 9.330±2.229 -1.396 0.190 9.170±2.290 7.330±2.188 -1.677 0.122 -0.960 0.348 2.218 0.037

支持总分 36.420±6.201 42.170±5.078 -2.575 0.026 37.670±8.585 34.830±6.450 0.791 0.446 -0.409 0.687 3.094 0.005

自尊总分 29.500±5.072 32.670±3.985 -2.004 0.070 30.420±5.401 26.750±4.535 1.436 0.179 -0.429 0.672 3.395 0.003

积极应对方式 2.250±0.634 2.326±0.539 -0.410 0.690 1.944±0.706 1.757±0.387 0.724 0.484 1.116 0.276 2.972 0.007

消极应对方式 1.635±0.760 1.531±0.739 0.762 0.462 1.542±0.671 1.542±0.694 0.000 1.000 0.320 0.752 -0.036 0.972

应对倾向 2.004±0.626 2.008±1.917 -0.030 0.976 1.783±0.563 1.671±0.446 0.486 0.636 0.908 0.374 1.627 0.118

一般自我效能感 1.917±0.546 3.000±0.362 -6.753 0.000 2.217±0.532 2.317±0.480 -0.436 0.671 -1.363 0.187 3.937 0.00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6 期- 102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主题，均针对自我效能感、自尊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这些主题的讨论，使患者充分认识到在对自

己的认识、评价方面有偏差，从而学会更加积极、

客观的认识自己，增强了自我效能感，提高了自尊

水平；②团体内安全、温暖、互助的心理氛围有助于

团体心理干预效果的提升。从成员的反馈来看，团

体氛围的营造是良好的，多数成员用“温暖”、“不舍”

“信任”等词语来形容对此次团体的整体感受，表明

成员的关注与参与程度均较高；另外团体氛围是合作

互助的，成员经常能感受到来自其他成员、来自领

导者的支持；③同质团体易于增强成员间的共鸣感和

归属感，本次团体活动针对的是精神分裂症康复期

的患者，相似的身份使得大家感受到更少的病耻感，

从而能够更加自如、开放的讨论自己的感受，其他

成员类似的体验与感受也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

尊重；④成员间存在的个别差异为团体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榜样的力量和替代性经

验是习得新行为的重要条件，团体内多个影响源为

成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背景，他们可以学习或者模

仿他人的良性行为，再通过反思、体验使自己对事

形成更科学、全面的认识，另外，成员在团体内获

得了练习机会，能够将成果及时扩展到日常生活当

中加以运用、巩固。本次团体成员虽然都是精神分

裂症康复期的患者，但大家在脾气性格、心理发育

水平等诸多方面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通过深入交

流，成员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来自他人的经历与感受，

从而习得一些较好的内容，促进康复。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针对精神分裂的团体辅导

可以提高患者的自尊［9-11］及自我效能感水平［12］，支

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能更好地改善慢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提高其自知力，降低复发

率和再住院率，对促进其康复水平有积极意义［13］。

这提示对于恢复期的精神分裂患者，可以通过开展

有针对性的团体心理辅导以改善其自尊水平及自我

效能感，进而促进患者的康复。

5　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观测时间点设置

较少，未来可考虑增多观测点，继续随访、观察团

体心理干预的长期效果，进一步明确团体心理干预

对机构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效果，逐步拓展

精神分裂症病患的康复手段。目前我国精神病康复

相关研究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机构康复，大部分研

究的类型均是特定康复方法在医院内的康复效果研

究，社区康复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次团体人数较少。由于本次研究样本的特殊

性，在取样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造成实验组和控

制组人数均 12 人。由于人数较少，在进行统计分析

的时候，有增加统计误差的可能性。未来可以考虑

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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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团体心理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评分变化值比较
（x±s）

项目
实验组后前 

测差值（n=12）
对照组后前 

测差值（n=12） t P

主观支持 4.917±6.802 -1.333±9.547 1.847 0.078

客观支持 -0.833±1.337 -0.167±1.467 -1.164 0.257

支持利用度 0.917±2.275 -1.833±3.786 2.157 0.042

支持总分 5.750±7.736 -2.833±12.408 2.033 0.054

自尊总分 3.167±5.474 -3.667±8.845 2.276 0.033

积极应对方式 0.076±0.646 -0.188±0.897 0.827 0.417

消极应对方式 -0.104±0.473 0.000±1.073 -0.308 0.761

应对倾向 0.004±0.477 -0.113±0.802 0.433 0.669

一般自我效能感 1.083±0.556 0.100±0.794 3.51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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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患者院后恢复情况进行长期跟踪随访，进

而能够为患者制定个性化、针对性干预计划，使患

者在整个治疗及康复期间均能够接受良好的治疗及

康复干预［11］。个案管理模式应用过程中注重从生理、

心理、职业、社会几个方面对患者行优质干预，因

此能够促进患者治疗态度得到有效改善，增强其自

知力，进而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更好的认识，提高

其治疗依从性。因此，通过应用该种干预模式，患

者治疗依从性得到有效提高，因此其精神症状控制

效果更加理想，认知功能障碍得到更大程度改善，

这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极为重要。研究中，联合

组生活质量、认知功能提高效果均显著优于利培酮

组。

综上所述，在维持利培酮治疗基础上对精神分

裂症后抑郁患者实施个案管理干预，可促进患者认

知功能得到明显改善，提高其生活质量。但本研究

所实施干预模式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干预方案还有

待改进和完善。我们将在今后进一步的个案管理模

式研究中加强服务团队建设，积极培养精神科专科

护士；合理增加对患者的随访次数，针对随访过程中

存在的干预问题及时对干预方案进行合理修改；注重

结合患者家庭实际情况开展个性化干预措施，加强

家属教育及社会宣传，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康复及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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