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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Galli心理剧治疗对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及疗效的干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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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德国 Galli 心理剧治疗对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及疗效的干预效

果。方法　60 例少年精神障碍患者按入组先后顺序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用社会适应能

力诊断量表、临床大体印象量表（CGI）分别在治疗前 1 天、治疗 4 周后的次日进行评定，比较两组

评分变化。结果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的评分，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临床

大体印象量表的评分，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有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　德国 Galli 心理剧治疗可

提高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疗效，但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变无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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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daptive Capacity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German Galli Psychodrama Therapy for the 
Young with Mental Disorders of Intervention Study　　LIU Yanru，WANG Xilin，LIU Huaqing，et al. 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Beijing 10009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German Galli psychodrama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social adap-

tive capacity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of juvenile mental disorders. Method　60 cases of juvenile psychiatric patient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n=30）and control group（n=30）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assessment with SAC（social adaptive capacity）and CGI（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be-

fore and after therapy. Resul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about scores of SAC，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about scores of CGI，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P<0.05）. Conclusion　The German Galli psychodrama 

therapy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juvenil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but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level 

of social ada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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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然而

儿童和少年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在逐渐增加，综合干

预措施下，随着疾病症状的缓解，患者面临回归社

会却遇到了难以适应社会的问题与困惑。社会适应

能力是一个人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能力，社

会适应能力的高低表明一个人的成熟程度，对人的

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1］。目前关于精神障碍治疗与

康复的手段众多，其中心理剧（Psychodrama）是团

体心理治疗的一种，源于精神病学家莫雷诺（Jacob 

Levy Moreno 1889~1974）于 1921 年在维也纳创办的

“自发性剧院（Theatre of Spontaneity）”。 心理剧为“通

过演剧的方式来探求真理的科学［2］”，如同一场自发

的即兴表演的戏剧节目［3］。使参演患者的人格特征、

人际关系、心理冲突和情绪问题在戏剧过程中逐渐

呈现于舞台，在治疗师的间接干预和同台参演者的

帮助下，使心理问题得到解决［4］。德国 Galli 心理剧

治疗是心理剧的一种，参加成员在治疗过程中通过

表演来展示性格，更深刻的认识自己。本研究旨在

探讨 Galli 心理剧治疗对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及疗效的

效果，以期为少年精神障碍的干预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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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样

本次研究采用实验对照研究方法。

1.1　纳入标准

（1）符合 ICD-10 疾病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患

者；

（2）年龄 12~18 岁。

1.2　排除标准

（1）排除自杀风险因素评估量表分数≥ 11 分的

患者；

（2）排除无法配合治疗者；

（3）为避免疾病之间互相影响，排除共病其他

精神障碍者；

（4）为避免伴有躁狂或轻躁狂特征的患者可能

会夸大心理治疗的疗效或者疾病程度，进而在量表

评估时回答问题不客观，故排除轻躁狂、躁狂、双

相情感障碍混合状态者。

1.3　病例选择

研究组 30 例完成整个研究，男性 14 人，女性

16 人，年龄（15.53±1.55）岁，对照组 30 例完成，

男性 15 人，女性 15 人，年龄（15.73±1.34）。研究

组与对照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

常住地、受教育年限）及临床特征（诊断、病程、是

否首发）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2　研究量表

2.1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该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总分范围在 -40~40
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2.2　临床大体印象量表（CGI）

包含疾病严重度和疗效总评两部分。疾病严重

度得分越低，说明病情越轻；疗效总评得分越低，说

明疗效越好。

3　方案

3.1　主试选择

主试为获得 Galli 心理剧治疗认证的治疗师 2 名

及 1 名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精神科医生。

3.2　方法

分别在治疗前 1 天、4 周治疗后进行评定，其中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由患者自评，临床大体印象

量表由患者的主管医生采用盲法评定。治疗前后对

两组的 SAC、CGI 评分进行自身对照和相互对照。

3.3　活动设置

研究组每周一次心理剧治疗，每次治疗时间为

90 分钟，四周为一疗程。心理剧治疗并不是像传统

的团体心理治疗围坐在椅子上讨论生命及其问题，

而是运用动作技巧将生命带进房间，参与成员来扮

演剧中的演员［5］，以行动来体验生命。心理剧实施

所须具备的五项基本要素是：导演、主角、舞台、辅

角与观众［6］。每一次的心理剧应包含三个重要部分：

暖身、演出及分享［7］。

4　统计分析

主要采用 SPSS20.0 软件对各个量表的得分进行

统计分析。两组间年龄、受教育年限、病程时间、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C）、临床大体印象量表

（CGI）得分结果等计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

间差异比较采用 t 检验。性别、民族、常住地、临床

诊断、是否首发、服药情况等分类资料，用构成比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

5　结果

5.1　两组 SAC、CGI 的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SAC、CGI 严重度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表1　治疗前两组各量表结果（x±s）

变量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P

SAC 2.00±17.31  -2.33±15.25 1.03 0.308

CGI严重度 4.83±1.02 4.93±0.91 -0.40 0.690

注：SAC，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CGI，临床大体印象量

表。

5.2　研究组治疗前后各量表结果

研究组治疗前后自身对比，结果提示治疗后

SAC 量表评分有所提高，表明社会适应能力提高；

CGI 严重度评分有所下降，表明病情有所缓解，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2。
表2　研究组治疗前后各量表结果（x±s）

变量 治疗前（n=30） 治疗后（n=30） t P

SAC 2.00±17.31 6.53±14.71 -2.24 0.033

CGI严重度 4.83±1.02 2.87±1.20 13.32 0.000

5.3　对照组治疗前后各量表结果

对照组前后自身对比，结果提示 SAC 量表评分

有所提高，CGI 严重度评分有所下降，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5），见表 3。
表3　对照组治疗前后各量表结果（x±s）

变量 治疗前（n=30） 治疗后（n=30） t/χ2 P

SAC -2.33±15.250 2.07±14.186 -3.66 0.001

CGI严重度 4.93±0.91 3.73±0.87 9.20 0.000

5.4　两组治疗前后量表差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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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量表差值对比，结果

提示两组 SAC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观察

发现研究组平均差值较对照组高；CGI 严重度及疗效

评分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研究组疗

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4。
表4　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量表差值结果（x±s）

变量 研究组差值（n=30） 对照组差值（n=30） t P

SAC 4.53±11.066 4.40±6.59 0.06 0.483

CGI严重度 -1.97±0.81 -1.20±0.71 -3.89 0.000

CGI疗效 1.60±0.62 2.27±0.83 -3.53 0.001

6　讨论

结果发现：研究组治疗前后 SAC 评分有显著性

差异，对照组治疗前后 SAC 评分有显著性差异，考

虑与两组均接受病房内综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

一般性心理支持、康复训练）有关。组间对比干预

前后的差值，发现并无显著性差异，这与现有一些

研究结果不符，胡立红等［8］研究表明心理剧治疗能

够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但观察得分，

研究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C）总分变化较对

照组高，根据 SAC 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相应的社会

适应能力越高，说明研究组的社会适应能力仍较对

照组好，但统计结果无差异，考虑可能与样本量小，

加之心理治疗起效需要时间较长，但本研究观察时

间仅 4 周有关，也可能因为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

会适应能力严重受损，需要更加长程、更加综合的

治疗与康复。

疗效方面，本研究发现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

后均有一定疗效，这与两组均接受治疗有关。研究

组优于未参加者，虽然本研究纳入了不同类的精神

障碍患者，但因为心理剧治疗的作用不是针对疾病

的具体症状，而是针对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比如

会鼓励参与者在治疗过程中表达情绪与内心感受，

鼓励与人交往，发挥心理水平中正常的功能，故不

同种类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疗效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高。这与现有一些研究结果一致，胡立红等人证实

了心理剧治疗能改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症状［8］，赖

道丽等人研究证实了心理剧治疗能提高抑郁症患者

的疗效［9］，孙秀娟等的研究表明心理剧治疗能改善

广泛性焦虑症的焦虑症状［10］。

综上，德国 Galli 心理剧治疗能够改善疗效，有

可能提高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少

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提供了一种有效且无

创的手段。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因时间和精力有限，

样本量较小，未对所患疾病类别进行分组，且心理

剧治疗时间较短，观察时间仅 4 周。进一步研究方

向为扩大样本量，扩大患者年龄范围，对不同疾病

的疗效分别比较是否有所不同，延长治疗时间及观

察时间，以期进一步分析心理剧治疗对精神障碍患

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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