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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汲鹏飞 1 、 李　凌 2 、 刘小恩 1 、 李金浩 1

【摘 要】目的　探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生活技能训练对其生活

质量和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 60 例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将其随机分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药物治疗和传统的生活技能训练，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

上接受虚拟现实技术，在接受虚拟现实技术训练前、训练 1 个月、训练 3 个月时对患者两组患者进

行精神分裂症生活质量量表（SQLS）和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CDSS）测量。结果　训练前、

训练 1 个月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和抑郁情绪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训练 3 个月后，实验组

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抑郁情绪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训练前、训练 1

个月后生活质量、抑郁情绪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训练 3 个月后生活质量高于治疗

前，抑郁情绪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患者进行生

活技能训练可以提高长期住院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患者的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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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n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tal-
ized schizophrenia　　JI Pengfei，LI Ling，LIU Xiao’en，et al. Psychological College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o life skills training on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

talized schizophr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n=30）and the control group（n=30）. The con-

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and traditional life skills train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and the Calgary Depres-

sion Scale（CDSS）were measured in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training，after 1 month of training，and 3 months 

of training.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aining and 1 month after training（P>0.05）. After 3 months of training，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epress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 before training and 1 month after train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and the depression was low-

er than before training after 3 months of training（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o life skills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ng-term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reduce their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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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的重度精神疾病，由于精

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反复发作，我国各地精神病专科医

院都有一些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部分患

者的住院时间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并且在精

神科住院人数中占有较高的比例。长期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无法正常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缺乏娱乐方式，

生活质量较低并且容易伴随抑郁情绪［1-2］。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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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近几年已经逐步应用于临床以及心理治疗过程

中，心理治疗专家预测，虚拟现实技术将是未来精

神卫生保健的主要方法之一［3］，但是目前尚缺乏采

用虚拟现实技术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生

活技能训练的相关研究。研究虚拟现实技术对长期

住院患者生活治疗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可以为临床治

疗、护理提供更多的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3 月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长期住院精

神分裂症患者，入选条件：①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

症诊断标准；②目前病情稳定，有全部或大部分自知

力，近 1 年未有过急性发作；③能够配合研究人员完

成量表测查及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的生活技能训

练；④患者本人及家属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由患者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书；⑤住院时间大于 24 个月。排除

标准：①合并精神发育迟滞、器质性精神障碍、双向

情感障碍等除精神分裂症外的其他精神疾病；②合

并严重的心脏、肾脏、肝脏、内分泌系统疾病以及

其他躯体严重疾病；③最近一个月内接受过 MECT 治

疗；④精神分裂症衰退期患者。共选取研究对象共

60 名，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随机分到实验组 30 例和

对照组 30 例。其中实验组男 18 人，女 12 人，对照

组男 17 人，女 13 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受教

育年限、PANSS 得分、住院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1，实验过程中，两组均未有病例脱落。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药物治疗和传统的生活

技能训练，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虚拟现实

疗法。药物治疗为均为口服奥氮平片治疗，传统的生

活技能训练为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的日常生活、文

化娱乐活动的训练。实验组患者每天接受应用虚拟现

实技术的生活技能训练，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生活技

能训练以让患者体验各种虚拟生活、工作、学习情境

和虚拟游戏和康复训练为主。具体操作方法为①使用

专用的虚拟现实摄像机去写字楼、工地、农场、学校、

银行、音乐厅、体育馆、商场、电影院等场所采集日

常生活、工作、学习以及娱乐的情景录像，②将录像

文件传至电脑，并在电脑上安装虚拟游戏和虚拟康复

训练的软件，③在医生或护士的陪同下，每天让患者

佩戴头戴式虚拟现实设备并佩戴耳机，在座椅上观看

虚拟现实相机拍摄的情景，其中周一至周五播放写字

楼、农村、学校等工作和学习的情景，周六和周日则

播放体育馆、音乐厅商场等娱乐和休闲场景，每天一

次，每次播放持续 40 分钟；让患者佩戴虚拟现实设

备，带上手势感应手套，在空旷的室内进行虚拟现实

康复锻炼和虚拟游戏，虚拟康复锻炼主要包括按照虚

拟现实软件的提示进行抬手、伸腿、弯腰等锻炼，虚

拟游戏为 3D 模拟人生游戏，模拟人的日常生活及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虚拟康复锻炼和游戏每天一次，每

次 20 分钟。在实验组接受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生活

技能训练前、训练 1 个月、训练 3 个月时，分别对两

组患者进行精神分裂症生活质量量表（SQLS）和卡尔

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测量（CDSS）量表测量，并

分析测量结果。

1.3　量表

中文版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由

心理社会分量表、动力精力分量表、副作用分量表

组成，共 30 题，最后标准分总分 0~100 分，其中分

数越低，表示生活质量越好。中文版 SQLS 重测信度

为 0.87，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0~0.92。

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CDSS）是临

床用于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情绪的专用量表，

CDSS 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并且得分与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得分显著相关。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由 30 条项目组

成，共分成三个分量表，阳性症状群量表 7 项和，

阴性症状群 7 项，一般精神病理学量表 16 项，临床

上用来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状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使用 EXCEL 软件，使用 SPSS22.0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使用 χ2 检验。

2　结果

2.1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如表 1 所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年龄、受教育年

限、住院时间、发病年龄、性别、PANSS 量表得分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训练前、训练 1 个月和 3 个月时

SQLS、CDSS 量表得分的比较

如表 2 所示，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患者进行

生活技能训练前、训练 1 个月时，两组患者 SQLS、

CDSS 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3 个月后，实验组 SQLS 量表总分、心理社会和动力

精力评分低于对照组，CDSS 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训练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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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月后 SQLS、CDSS 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训练 3 个月后 SQLS 量表总分、

精力动力和心理社会评分、CDSS 量表得分均低于训

练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训练前、

训练 1 个月和 3 个月时 SQLS、CDSS 量表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因为 SQLS 量表得分越高表

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差，CDSS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患者

抑郁情绪越严重，因此实验组患者接受虚拟技术生

活技能训练后 3 个月生活质量高于训练前和对照组

患者，抑郁情绪低于训练前和对照组患者。

表2　两组患者训练前、训练1个月和3个月时SQLS、CDSS量表得分比较（分）

组别
SQLS量表

CDSS量表
总分 心理社会 精力动力 副反应

实验组 训练前 32.27±3.13 27.90±5.36 41.77±4.93 27.13±4.83 7.77±3.40

训练1个月 31.91±2.85 27.33±4.68 41.33±4.81 27.07±4.72 7.60±3.17

训练3个月 30.59±2.30*△ 25.33±3.52*△ 39.43±3.76*△ 27.00±4.67 6.17±2.45*△

对照组 训练前 32.71±3.06 27.53±5.51 42.23±4.95 28.37±5.64 8.03±3.44

训练1个月 32.90±2.95 27.63±5.26 42.37±4.92 28.70±5.40 8.10±3.25

训练3个月 33.32±2.78 27.97±5.05 42.87±4.66 29.13±5.47 8.13±3.12

“*”表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辅助心理治疗技术，

已有研究表明其对焦虑症、恐怖症等精神心理疾病患

者有显著的疗效［4-5］。本研究表明，长期的接受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的生活技能训练能够提高长期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患者的抑郁情绪。以往研

究表明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长期住院治疗，

活动局限在医院范围之内，无法正常地进行学习、生

活、工作和娱乐，缺乏社会交往，自身的社会功能和

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并常常伴

有抑郁情绪。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让住院患者在医院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各种生活、学习和娱乐情景，有效缓

解了长期住院患者由于活动范围受限，与社会逐渐脱

节的情况，也避免了患者由于病耻感而不愿与他人交

流的情况，改善了患者的社会交往能力［6］，患者得到

更多的心理满足和生活乐趣，从而生活质量得到提

高，抑郁情绪也得到缓解；同时以往对接受虚拟现实

技术训练的卒中后抑郁患者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技术可

以促进患者躯体功能的康复［7］，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

患者由于疾病以及长期住院缺乏室外活动的原因，往

往存在社会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应用虚拟现

实技术对患者进行生活技能训练可以提高患者社会生

活能力，改善患者躯体状况促进患者康复，使患者更

有精力和活力，也是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

原因。以往对大学生、癌症患者等其他人群的研究表

明［8-9］，生活质量的降低和抑郁情绪的增加会使其自

杀风险升高，因此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改善患者抑郁情绪的同时也会减少长期住院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自伤、自杀行为。

随着新一代虚拟现实设备正变得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多的诊所和患者家庭开始使用，开启了心理

健康的技术革命，患者可以在更加生态有效的条件

下接受虚拟现实技术生活技能训练。相对于以往的

音乐疗法、工娱疗法，虚拟现实生活技能训练更为

灵活，也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10］。而最近的研究表

明，虚拟现实技术也可以应用于早期神经精神疾病

的诊断［11］，因此今后的虚拟现实疗法可能会发展为

集早期诊断和治疗为一体的治疗方法，尽早的诊断

和有效的治疗也可以让患者从中获益，防止病情恶

化。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精神心理学的应用中也有

一些局限：①该技术尚处于临床应用的初期阶段，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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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x±s）

项目 实验组（n=30） 对照组（n=30） t/χ2值 P值

年龄（岁） 58.70±6.80 57.83±6.71 0.497 0.621

受教育年限（年） 9.50±2.13 9.77±2.28 -0.468 0.642

住院时间（月） 46.43±14.08 45.93±14.47 0.136 0.893

发病年龄（年） 30.67±5.99 29.43±5.48 0.832 0.409

PANSS（分） 59.17±6.49 59.23±6.51 -0.040 0.968

性别 男 18（60.0％） 12（40.0％） 0.069 0.793

女 17（56.7％） 13（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