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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承诺疗法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生活质量及应对方式的影响

李　莉 1 、 史俊研 2 、 李　懋 1 、 贾跃辉 2 、 曹　勤 2 、 王斌红 2

【摘要】目的　探讨接纳承诺疗法团体干预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生活质量及应对方式的影

响。方法　将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随机分为接纳承诺疗法干预组（31 例）和对照组（30 例）。干

预组每周进行两次接纳承诺疗法团体干预，每次 80min，持续五周，共十次；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

教育。干预前、后分别对两组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SQL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认知融合问卷（CFQ）评定。结果　两组 SQLS（P< 0.01）、

SCSQ（P< 0.01）和 CFQ（P< 0.01）前后测得分差值差异显著。结论　接纳承诺疗法能够有效提高精

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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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on quality of life and coping styl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LI Li，SHI Junyan，LI Mao，et al.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roup intervention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oping style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Methods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intervention group（31 cases）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CT group interventions twice weekly，with 80 min in individual cycle for 5 

weeks（10 cycl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the schizophrenic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the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and the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assess-

ment.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cores of SQLS，

SCSQ and CFQ. Conclusio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 their coping style.

【Keywords】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Schizophrenia；Quality of Life；Coping Style

生活质量指个体在一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对

其生活地位及其相关的目标、期望、标准和关心的感

受和理解［1］，近年来生活质量已经正成为精神分裂症

等重性精神疾病研究和治疗的重要评估标准。国内

外研究［2，3］都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普遍较

低，严重影响患者康复和回归社会。接纳承诺疗法［4］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是第三代

认知行为疗法中的三大治疗理论之一，其目的在于提

高患者的心理灵活性，Natalie 等［5］发现 ACT 能够改善

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目

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将 ACT 用于干预精神分裂症患

者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接纳承诺

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就诊于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的 61 例精神

分裂症康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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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PANSS）≤ 60 分；③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④年

龄在 18~50 岁之间；⑤病情稳定、能配合完成相关的

量表检查并全程参与；⑥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严重的躯体障碍者；②酒

精物质依赖、滥用者；③精神发育迟滞、存在智能障

碍者；④孕期或哺乳期的妇女；⑤有过接纳承诺疗法

干预经历者。符合研究标准者入选 64 例，随机将患

者分入干预组和对照组，最后完成研究内容的 61 例，

脱落率为 9％。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P>0.05）（表

1）和社会支持系统（t = -1.038，P=0.304）上无显著

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变量 干预组（31例）对照组（30例） t/χ2 P

年龄（岁） 33.58±10.22 34.77±10.50 -0.447 0.656

性别 男性 16（51.6％） 20（66.7％） 1.428 0.232

女性 15（28.4％） 10（33.3％）

受教育年限
（年）

12.26±2.90 11.67±2.68 0.826 0.412

婚姻状况 未婚 21（67.7％） 16（53.3％） 3.327 0.189

已婚 6（19.4％） 12（40％）

离异或丧
偶

4（12.9％） 2（6.7％）

家庭所在 农村 10（32.3％） 7（23.3％） 2.376 0.498

乡镇 2（6.5％） 2（6.7％）

县城 6（19.3％） 11（36.7％）

城市 13（41.9％） 10（33.3％）

病程（年） 4.87±1.89 4.27±2.12 1.176 0.244

1.2　研究工具

①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6］，为 7 级评分，分值越高，症

状 越 严 重 ；②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生 活 质 量 量 表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cale，SQLS）［7］；共 30
项，包含心理社会、动机与精力、症状 / 副反应三个

维度，各维度得分与总分越低，表明患者的生活质

量越好；③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8］；共 20 个条目，分为积极应

对和消极应对 2 个维度，积极应对评分高，表明被

试者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消极应对评分高，表

明被试者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④认知融合问卷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9］，共 9 个条

目，七点计分，分数越高，认知融合程度越高，心

理灵活性水平越低。各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6-9］。

1.3　干预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 2 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包括

奥氮平、喹硫平、利培酮、阿立哌唑等，剂量基本

相同，并接受常规护理，对患者出现的药物副反应

进行及时处理。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周一次，

每次 1h，持续 5 周，共 5 次。介绍精神分裂症的症

状、治疗、病因及愈后等疾病相关知识，帮助其正

确的认识该病，了解自身情况，积极配合治疗。干

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上每周 2 次的 ACT 干预，每

次 80min 左右，持续 5 周，共 10 次。ACT 干预方案

以《ACT 就这么简单 -- 接纳承诺疗法简明实操手

册》［10］为基础设计，见表 2 。

表2　ACT干预方案

阶段 干预目的 主要技术

第1阶段（第1~2次） 互相认识，彼此熟悉，形成团队 正常化问题、问题分析表

第2阶段（第3~4次） 分享自我经历、感受，与痛苦体验进行解离，接纳自我 柠檬柠檬练习、随溪漂流的落叶、在流沙中挣扎的隐喻

第3阶段（第5次） 引导成员活在当下，发现资源并且学会寻求帮助和支持 接纳情绪的正念练习、“挣扎的开关”正念练习

第4阶段（第6~7次）体验创造性无望，使成员明白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积极做出改变 靶心图、推文件夹隐喻、DOTS表格

第5阶段（第8~9次） 明确价值，承诺行动做出改变，处理行动中的障碍 基于价值的目标表、迈出最小的一步、从“FEAR”到“DARE”

第6阶段（第10次） 回顾和总结团体，处理离别情绪

心理健康教育和 ACT 干预均各由一名心理治疗

师领导和二名心理咨询师协助进行，出于研究伦理

考虑，干预研究结束后，对对照组实施为期 5 周的

ACT 干预。

1.4　统计学处理

两组均在干预开始前一周收集前测数据，在干

预结束后一周收集后测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分

析，分别对两组的 PANSS、SQLS、SCSQ 和 CFQ-F

前测得分、差值（后测得分－前测得分）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对人口学资料的技术数据采用 χ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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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两组 PANSS、生活质量、应对方式

和经验性回避前测得分差异

干预前两组 PANSS、生活质量、应对方式和经

验性回避前测得分差异均不显著：（P>0.05），见表 3。
表3　干预组、对照组PANSS、SQLS、SCSQ和CFQ-F前测得

分（M±SD）

干预组（N=31） 对照组（N=30） t P

PANSS 47.58±13.49 48.53±9.41 -0.319 0.751

SQLS 44.35±16.03 42.97±13.07 0.368 0.714

SCSQ积极 1.70±0.52 1.78±0.65 -0.526 0.601

SCSQ消极 1.55±0.67 1.40±0.49 0.988 0.327

CFQ-F 37.52±11.54 34.13±5.89 1.449 0.154

2.2　两组精神症状干预前后得分差值

干预组、对照组 PANSS 总分及各分量表干预前

后得分差值差异不显著（P>0.05），见表 4。 
表4　干预组、对照组精神症状干预前后得分差值（M±SD）

干预组（N=31） 对照组（N=30） t P

PANSS总分 -10.06±10.20 -8.60±8.17 -0.618 0.539

阳性量表 -2.19±3.37 -3.50±3.96 1.389 0.170

阴性量表 -2.87±3.57 -2.37±2.43 -0.643 0.522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5.00±6.28 -2.73±2.43 -1.591 0.117

2.3　两组 SQLS、SCSQ 和 CFQ-F 干预前后得分

差值

干预组、对照组 SQLS、SCSQ 和 CFQ-F 干预

前后得分差值差异显著（P<0.05），干预组 SQLS 和

CFQ-F 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SCSQ 积极维度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SCSQ 消极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见表 5。
表5　干预组、对照组SQLS、SCSQ和CFQ-F干预前后得分差

值（M±SD）

干预组（N=31） 对照组（N=30） t P

SQLS总分 -9.27±5.10 1.92±4.78 -8.83 .000

SQLS心理社会 -10.94±7.46 2.90±8.40 -6.81 .000

SQLS动机与精力 -9.19±8.91 1.67±7.97 -5.01 .000

SQLS症状/副反应 -7.68±7.45 1.20±9.07 -4.18 .000

SCSQ积极应对 0.36±0.39 -0.22±0.54 4.83 .000

SCSQ消极应对 -0.28±0.38 0.13±0.60 -4.02 0.002

CFQ-F -9.06±9.62 3.90±8.29 -5.63 .000

3　讨论

Hayes 等［11］评估了简易版 ACT 对 80 名住院精神

病患者阳性精神症状的影响，ACT 组和常规组患者

报告症状的频率无显着差异，但是 ACT 组报告频率

和可信度都高于常规组，说明患者能更加接受幻觉、

妄想等症状存在，更愿意承认它们而不是否认它们。

本研究发现，经过干预后 ACT 组精神症状量表前后

测差值低于对照组，但是差异不显著，这与 Gaudiano

等［12］的研究一致：干预后以及随访发现患者在 BPRS

上没有整体组间差异，但 ACT 组一半以上的患者在

BPRS 上的改善在两个标准偏差以上。这可能是由于

ACT 不关注减少或减轻患者的精神症状，而是强调

接纳它们，与它们进行认知解离，以减小其对患者

行为和生活的影响程度。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幻觉、

妄想等症状并不能彻底消除，甚至伴随终身，因此，

让患者学会带着症状去生活显得很有必要。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在 SQLS 量表干预前后得

分差值上存在差异，干预组得分差值显著低于对照

组，这说明干预组在接受了 ACT 干预后，其生活质

量得到了显著提高。ACT 的目的在于提高患者的心

理灵活性，即提高个体接触当下并能基于现实环境和

事件、根据个人的价值来改变或者坚持某些行为的能

力［4］。另外，本研究中，干预组的 CFQ-F 问卷差值

得分也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干预组患者在干预后

心理灵活性得到了提高。而 Hayes［13］的研究发现，心

理灵活性与生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患者心理灵活性

越高生活质量水平就越高，另外，也有研究［14］证明

ACT 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在回归分析中发现生

活质量的改善与心理灵活性的变化有关。因此，本研

究中干预组患者在接受了 ACT 干预后生活质量得到

提高可能是由于患者的心理灵活性得到了提高。

ACT 通过六大核心过程（接纳、认知解离、以

己为景、活在当下、澄清价值和承诺行动）来提高

患者心理灵活性［10］。在干预过程中，我们通过接纳

和认知解离技术帮助患者调整与其想法、困扰经验

甚至一些症状和副反应之间的关系，而不陷于其中

导致心理僵化，以此来帮助他们接纳这些经验；患者

进行活在当下的正念练习之后，以自我为背景去关

注当下，明白了他们能够改变的只有当下，找到自

己的价值，并且承诺按照价值去行动，找到生活的

动力，更加有希望面对未来。

在接受干预后患者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而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的频率减少了，这说明，患

者的应对方式改善了，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

的困境。一方面可能是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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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其应对方式关系密切，

马云等人研究［15］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各维

度及总分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的因子（问题解决）呈

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的因子（自责）呈显著负相关。

研究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提高了，相对应地其积

极应对维度得分也得到提高，而消极应对维度得分

降低。另一方面，ACT 强调引导患者接纳他不能改

变的过去，活在当下，把握现在，明确自己的价值，

并在价值的引导下有意义的生活［10］，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帮助患者着眼现在和未来，帮助其培养一种更

积极的应对方式和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接纳承诺疗法能够有效提高精神分

裂症康复期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应对方式，

且投入较小，可操作性强，可推广使用。另外，本

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没有进行后续的追踪随访，

无法对其长期干预效果进行评估，因此，在后续的

研究中可以探讨接纳承诺疗法对患者生活质量和应

对方式的长期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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