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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李海根 、 李聪慧

【摘要】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状况及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本

院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收治的 8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组，各 4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干预，观察组增加团体心理干预，评价两组康复状况及社会功能变化。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5.24％，高于对照组为 78.575％（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社会功能各指标评分明显改善，且

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护理前两组 WMS、WCST 评分均较低，且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

护理后，观察组 WMS、WCST 评分明显提升，且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加强团体心理

干预可以促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稳定，社会功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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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LI Haigen，LI Conghui. Rongkang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Luoyang 47101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func-

ti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July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42）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2）was given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rehabilitation status and social function 

chang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8.575％）.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each index of social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WMS and WCST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were lower，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WMS and WCS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has obvious 

effect on obtaining good rehabilitation effect，and improving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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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1］。药物

治疗是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团体心理护理干预

可促使医护人员与患者、患者与他人相互扶持，利

于患者接纳自己，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2］。因此，

本次研究探讨团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

状况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均为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

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84 例，均给予抗精神病类药

物治疗，依据随机数字抽取表法分组各 42 例，均

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相关诊断标准，且 PANSS

≥ 70 分［3］。患者或监护人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及目

的，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对照组患者年龄在 18
岁 ~4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25±3.74）岁，男

患者 25 例，女患者 17 例，偏执型 26 例、未定型 10
例、其他 6 例，PANSS 评分 70~125 分，平均（78.95
±6.85）分；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19 岁 ~44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32.04±3.71）岁，男患者 26 例，女患者

16 例，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 28 例、未定型 9 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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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5 例，PANSS 评分 71~128 分，平均（78.68±6.29）
分；排除近期病情不稳定患者药物依赖患者、酒精

依赖患者等。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经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P>0.05。两组患者均使用齐拉西酮治疗，对照

组剂量为 124.29±24.62 毫克，观察组剂量为 128.76
±31.56 毫克。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开展常规护

理护理，结合患者病情、心理问题等制定护理计划，

早期以健康教育为主，确保其了解到精神疾病发病

原因、康复医学知识等，利于提高其依从性［4］。患

者多伴随生活能力较差问题，需重视对其的个人卫

生指导训练，促使其掌握床铺整理，房间整理、清

洁打扫及花木管理等，并确保其养成良好的生活行

为习惯，起到锻炼基本生活能力目的。同时需开展

对其的社会功能训练，指导其通过扮演社会角色进

行训练，利于锻炼其基本社会交流能力。

1.2.2　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团体心

理护理干预，如下：①初始阶段，初始阶段需重视护

患良好关系的建立，通过营造良好的氛围进行相互

介绍引导，如护理人员自我介绍，并引导患者相互

减少，确保团体成员可建立良好关系，且可邀请专

业医师进行精神分裂症发病及治疗知识的讲解，详

细介绍疾病应对方法，并解答患者存在的疑虑［5］。

②干预阶段，引导和鼓励患者自主进行疾病知识、

治疗知识、既往遭遇、症状表现、自我感受等进行

讲解，利于促进患者相互沟通，此时护理人员针对

患者发言进行总结，分析其对疾病认知上是否存在

不足和差错，并针对性及时纠正，帮助患者树立正

确的认知。团体干预还可组织患者进行情景设计，

帮助不同患者设置相应的角色，活动中以角色角度

进行沟通，掌握人际交往技巧，利于锻炼其面对社

会的心态。定期开展团体心理干预，结束时可引导

患者描述其他患者的优点，并赠送祝福语，利于调

节心态，增强团体成员关系［6］。③社会支持，组织

团体成员参与共同兴趣活动，如唱歌、阅读等，起

到共情支持作用，借助活动主题落实美好心灵和积

极向上的理念，增强其信心；组织患者进行促进康复

的游戏活动，鼓励其表达自身感受和需求，以获得

社会支持［7］。

1.3　观察指标

护理 1 个月后对两组评价两组康复状况进行评

价，采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进行评

价。痊愈为与治疗前相比 PANSS 减分率≥ 75％，显

效为与治疗前相比 PANSS 减分率 50~75％，有效为

与治疗前相比 PANSS 减分率 25~50％，无效为与治

疗前相比 PANSS 减分率＜ 25％。治疗有效率 = 痊

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社会功能采用 IPROS 量表

进行评价，从社交能力（20 分）、生活能力（20 分）、

工疗情况（20 分）、关心兴趣（20 分）、卫生能力（20
分）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数越高，社会功能越差。

采用韦氏记忆量表（WMS）和威斯康星分类测验卡片

评定（WCST）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分数越高，

认知功能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将统计学软件 SPSS20.0 作为分析软件，计量资

料采用平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分析

分析表 1 可知，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5.24％，

对照组为 78.575，观察组康复效果更好，P<0.05。
表1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 42 35（83.33） 15（35.71） 2（4.76） 95.24

对照组 42 23（54.76） 10（54.76） 9（21.43） 78.57

χ2 -- -- -- -- 5.12

P -- -- -- -- 0.02

2.1　两组患者社会功能分析

分析表 2 可知，护理前两组患者社会功能无明

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社会功能各

指标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恢复效果分析

分析表 3 可知，护理前两组 WMS、WCST 评分

均较低，且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

察组 WMS、WCST 评分明显提升，且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一种严重精神疾病［8-10］，常

常伴随生活能力和社交能力损害，药物治疗对控制

症状有较好的作用，但社会功能的康复不能只依靠

药物［11-12］。团体心理干预模式是采用团体健康教育、

心理干预、兴趣指导、生活能力指导及社交游戏等，

促使患者积极参与到医护工作中，增强医护人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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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利于调节其心

理状态。团体心理干预以集体活动为主导，可促使

患者相互鼓励和支持，利于发现对方的优点和自身

的愿望，且可缓解其对人际关系敏感、社会性退缩

等问题，尽快恢复社会功能［13-14］。

本研究发现：在药物治疗没有明显区别的前

提下，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5 .24 ％，对照组为

75.575%，观察组康复效果更好，观察组患者社会功

能改善也优于对照组，观察组 WMS、WCST 评分明

显提升，且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患者认知

功能也恢复较好。上述结果表明：开展团体心理干预

对改善患者康复效果有良好作用，且对改善其认知

功能和社会功能效果较好。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因

素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包括疾病本身的因

素，患者对药物疗效的区别，患者病情个性、社会

支持情况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团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

复状况及社会功能的改善有积极的影响，利于控制

症状，从认知、生活、兴趣等方面改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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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社会功能分析（分，x±s）

组别（n=42）
社交能力 生活能力 工疗情况 关心兴趣 卫生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9.21±0.43 13.93±2.08 19.43±0.4113.63±1.59 18.22±1.53 12.25±1.02 19.44±0.4810.27±1.68 12.26±1.44 6.27±1.05

对照组 19.25±0.46 16.12±2.05 19.48±0.4517.71±1.97 18.08±1.46 15.36±1.13 19.42±0.4613.35±1.61 12.28±1.39 9.43±1.12

t 0.41 4.85 0.53 10.44 0.42 13.24 0.19 34.04 0.06 13.33

P 0.68 0.0000 0.59 0.0000 0.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3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恢复效果分析（分，x±s）

组别（n=42）
WMS WCST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00.62±10.87 113.86±8.74 64.96±6.76 72.78±6.68

对照组 100.58±10.19 106.18±9.51 64.86±6.15 68.15±7.15

t 0.01 3.85 0.07 3.06

P 0.98 0.0002 0.94 0.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