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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刘海平 1 、 陆小兵 2

【摘要】 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社会功能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06 例精神分裂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53 例；对照组患者口服奥氮平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辅以团体心理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社会功能、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①治疗前两

组 PSP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 PSP 评分均改善（F= 53.27，P< 0.001）治疗后观察组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F= 627.55，P< 0.001）；②治疗前两组 PANSS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治

疗后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F= 532.17，P< 0.001），治疗后各时间点两组 PANSS 评分均改善

（F= 127.35，P< 0.001）；③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3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25％（P< 0.05）；④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χ2=0.541，P= 0.462）。结论　运用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患者的过程中

辅以团体心理治疗，可更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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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group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c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function　　LIU Haiping，LU Xiaobing.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in north 
of Guangdong，Shaoguan 512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group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c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106 case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July 2017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n=53）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and the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n=53）were 

given with group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n the base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ocial function，the clini-

cal efficacy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Results　（1）The PSP score of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PSP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F=627.55，P<0.001）. After treatment，the PSP score of both of 

two groups was improved（F=53.27，P<0.001）. （2）before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of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reatment，the PANSS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F=532.17，P<0.001）. The PANSS score of both of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F=46.35，

P<0.001）. （3）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34％，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79.25％）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4）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χ2=0.541，P=0.462）.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psych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olanzapine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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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病程迁延且复发率高。严重影响患

者的社会功能以及生活质量［1］。奥氮平等抗精神病

药物控制症状效果明确［2］，但单纯的药物治疗对患

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恢复效果并不令人满意［3］。

开展心理治疗可能进一步促进患者的康复，因此，

本研究运用团体心理治疗辅助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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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观察其临床疗效以及对治疗后患者社会功能

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06 例

精神分裂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选患

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其中对照组 53 例，男 29 例，

女 24 例，年龄 35~72 岁，平均年龄（50.6±21.2）岁，

平均病程（25.6±10.2）年；观察组 53 例，男 27 例，

女 26 例，年龄 33~70 岁，平均年龄（48.2±20.7）岁，

平均病程（24.0±9.8）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

明显差异（P>0.05），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排除及纳入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精神分裂症的相关诊断标准［4］；②

所有患者精神分裂症状处于需要治疗时期；③所有患

者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大于 60 分；④

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①合并全身重要器官功能障

碍；②合并脑炎、癫痫、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

迟缓等严重疾病；③存在伤人、自伤、激越等行为者；

④对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奥氮平治疗，具体剂量如下：起

始剂量为每天一次，每次 5mg，在治疗过程中可根据

患者的实际治疗状态进行调整，调整范围在 10~20mg/

d 之间。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辅以团体心理治疗，

具体步骤如下：①认识与团体组成，对在院患者，让

其相互认知，获得初步认知的经验，组成团体，同时

培养所有患者对幻觉以及妄想等常见精神症状的认

识，可促进团体的自知力的恢复；②情绪处理。让团

体患者合理宣泄情绪，同时对患者的情绪进行了解以

及辨别，让患者明白是何种原因导致的情绪变化，使

其懂得向他人寻求帮助，同时团体之间学习如何调节

情绪；③疾病知识宣教，采用问答方式对患者关心的

疾病知识进行健康讲解，使其了解病因，疾病恢复等，

同时讲解药物不良反应的相关症状以及处理方式，并

告知团体，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团体之间在遵医嘱的

情况下可互相监督其服药情况。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以及自知力的恢复；④自我了解，了解角色的多重

性，调整自我，接纳自我，接受患者的角色，同时也

应明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⑤交流沟通，体会治疗中

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学会聆听与表达，理解并信任患

者，认识到治疗过程中交流对患者疾病恢复以及自身

生活工作的重要性；⑥树立治疗信心，通过团体发现

患者的优点，增强患者的的自信心，使其更有治疗信

心，更加配合治疗，主动照顾好自己，从而加快回归

社会。团体治疗由精神科主治医师和精神科护士组成

的治疗团队完成，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

1.4　观察指标

①社会功能，治疗前后运用人际社会功能量表［5］

（PSP）对患者进行社会功能评定，该量表分 0~7 分

八个等级，得分越高则表明社会功能越好，比较两组

治疗前、治疗 4 周末、8 周末、12 周末、24 周末 PSP

评分结果；②临床疗效：运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6］

（PANSS）进行评定，由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以及一

般精神病理症状组成，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4 周末、

8 周末、12 周末、24 周末 PANSS 总分变化；以 PANSS

总分的减分率来评定临床效果，减分率≥ 80％为痊

愈，50％≤减分率＜ 80％为显效，30％≤减分率

＜ 50％为有效，减分率＜ 30％为无效；以痊愈、显

效、有效例数之和计算有效率；③分析比较两组不良

反应，如肝肾功能异常、血细胞减少、头晕、恶心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包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P<0.05 表示差异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社会功能 PSP 评分变化

治疗前两组 PSP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两组 PSP 评分有明显差异，观察组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F=627.55，P<0.001），治疗后各

时间点两组 PSP 评分均存在明显差异（F=153.27，

P<0.001）；治疗后两组 PSP 评分随时间变化而存在

差异（F=53.27，P<0.001），见表 1。

2.2　两组 PANSS 评分变化

治疗前两组 PANS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有明显差异，观察组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F=532.17，P<0.001），治疗后各时

间点两组 PANSS 评分均存在明显差异（F=127.35，

P<0.001）；治疗后两组 PANSS 评分随时间变化而存

在差异（F=46.35，P<0.001），见表 2。

2.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3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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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3 30 15 5 3 50（94.34）

对照组 53 22 16  4 11 42（79.25）

χ2 5.267

P 0.022

表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例数 肝功能异常 血细胞减少 头晕 恶心 发生率

对照组 53 1 0 1 1 3（5.66）

观察组 53 1 1  1 2 5（9.43）

χ2 0.541

P 0.462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严重损害患者生活质量并给患者家

庭带来严重影响［7］。奥氮平是一种第二代抗精神分

裂症药物，可有效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状。但单纯的

药物治疗对部分患者效果欠佳，使之无法完全回归

社会［8］。社会功能是个体在社会中执行社会任务的

一种能力，是个体生活质量中心特征［9］。我国住院

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达到 78％，尤其以精神分

裂患者为主［10］。因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心理

治疗和社会康复训练是精神分裂患者治疗和护理的

重点之一［11，12］。有激励性质的心理治疗措施可有效

的改善精神分裂患者的阴性症状以及社会功能［13］。

本研究采用了团体心理治疗，患者在团体内相

互交流，可使患者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增强其治疗

信心，从而取得治疗效果［14］。团体心理治疗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5］，①能使患者看到康复的希

望，当看到周围的人都获得改善时，自己也会对康

复产生更大的期待。②可为患者提供交流空间，可

通过一些活动进行倾诉，解决问题，分享经验。③

团体的存在可使患者产生共同感，当患者知道别的

患者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时，可有效减轻患者自身的

焦虑等状况。④可促进其他患者，在团体中，各个

患者之间相互帮助，可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自我认知，

使其提高自尊，促进团体人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从

而可提高其社会功能。本研究发现：观察组运用团体

心理治疗联合奥氮平治疗，治疗后其社会功能明显

优于对照组，PANSS 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这提示了团体心理治疗

联合奥氮平可以使得精神分裂患者得到更好的疗效，

并改善其社会功能。此外，两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

异，提示团体心理治疗不增加治疗的不良反应。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团体治疗的内容也有需

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在运用奥

氮平治疗精神分裂患者的过程中辅以团体心理治疗，

可更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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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被首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往往难以接受，

会产生担忧、焦虑等心理应激，这种现象是正常心

理反应。有学者认为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父

母普遍具有抑郁、悲观、焦虑等负性心理，对父母

的心理干预对于患者疾病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9］。

本研究发现：当患者父母接受综合心理干预后，

其心中存在的疑虑及不确定因素会得到一定的解释及

回答，对治疗也有了明确的方向，患者父母会接受事

实，其焦虑、抑郁情绪也会得到明显缓解。在综合心

理干预下，父母的情绪及心理有所改善，进而更好的

投入到患者的护理干预中，做好家庭护理，不仅能够

确保患者接受早期治疗，而且能够强化治疗效果，促

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早期康复。另外，综合心理干预在

改善患者病情的同时，也会对患者父母健康及生活质

量起到保护作用，正确认识精神分裂症，一方面能够

改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能够影响患者就诊形式，提

高就诊质量，在父母的干预作用下，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诊治，形成一种指导合作式、共同参与型

治疗模式，有利于患者疾病治疗［10］。

综上所述，心理综合干预在青少年首发精神分

裂症患者父母中的应用，有利于患者监护人焦虑、

抑郁情绪的缓解，改善患者就诊形式，确保患者接

受正规途径治疗，改善患者预后。但本研究是一个

初步研究，进一步研究还需要探索如何更好的对首

发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进行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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