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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难治性妄想患者的社会功能及自知力应
用效果

赵黎萍 1 、 姚培芬 2 、 张展星 1 、 邱义玲 1 、 孙秋芳 1

【摘要】目的　探讨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中伴有难治性妄想症状的患者的社会功能

及自知力的临床改善效果。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76 例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标准的伴有妄想症状的患者分为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干预组（实验组）和药物治疗组（对照组），两

组各 38 例，二组患者均维持原有精神科药物治疗不变，实验组同时辅以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进行干

预。在入组时、治疗结束时，干预后 3 个月、6 个月的时间点，利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及

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对两组患者的个人和社会功能、自知力、治疗态度和药物依从性进

行测评。结果　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总分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干扰和攻击行为”维度，自

知力与治疗态度，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社会关系这一维度在干预后即刻、3 个

月、6 个月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0）结论　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对伴有难治性妄想症状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及自知力与治疗态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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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s and insightin schizophrenics with refr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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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 on clinical improvement of 

social function and insight in schizophrenics with refractory delusion symptoms. Method　Seventy-six schizophren-

ics who met with ICD-10 criteria accompanied with delusion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dopted 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experimental group，n=38）and drug treatment group

（control group，n=38）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psychiat-

ric drug treatment，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so received 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 scale（PSP）and the 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ITAQ）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insight，treatment attitud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at enrollment，at the end of treat-

ment，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both groups. Result　PSP score，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dimensions of interference and aggression，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showed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core of social relations showed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at the end of 

treatment，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 is effective for so-

cial function，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of schizophrenics with refractory delusional symptoms.

【Key word】Integrated group psychotherapy;  Refractory delusion symptoms;  Social function; Insight

［基金项目］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6-E-35）。

［作者工作单位］1.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1900）；2.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第一作者简介］赵黎萍（1976.11-），女，上海宝山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卫生。

［通讯作者］孙秋芳（Email：sunqiufang389@12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100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致残性、

重性精神病。分裂症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感知觉、

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

不协调，其患病率约为 1％，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首

要疾病，是十大疾病负担源之一［1～3］。妄想是一种精

神症状，其是在病态基础上产生的歪曲的信念和病

态的推理、判断，是最常见及重要思维内容障碍［4］。

近年来，抗精神病药物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突

破，单纯药物治疗仍难以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临

床上有一些病程较长的患者，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

后，妄想症状仍根深蒂固［5］。有研究认为单纯的药

物治疗患者容易出现不配合的现象［6］。一部分患者

的妄想症状顽固而难以消除，药物进一步改善其症

状显得较为困难，原因可能是这些患者存在认知偏

差［7］。已有众多临床研究表明，团体心理治疗能有

效地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改善患

者的难治性妄想，对患者的认知偏差有改善作用，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8～12］。临床上往往应用多种心理

治疗方式以辅助药物改善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

各种心理治疗方式也有其优劣势［13］。本研究将团体

心理治疗整合于伴有妄想症状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治疗过程中，旨在探讨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这

种类型患者的个人及社会功能、自知力和治疗态度

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2 月间我院住院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共入组 76 人，在获得患者家属知

情同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运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本实验入组标准：

①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②入组性别

不限，年龄 18～65 岁；③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能

配合治疗且言语交谈无障碍；④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定

量表（PANSS）中妄想症状评分大于等于 4 分；⑤病

史大于 2 年，足量足疗程治疗给予 2 种以上不同化

学结构的抗精神病药物，妄想症状仍顽固无明显改

善；⑥征得患者及其监护人（监护单位）的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存在较为严重躯体

疾病者；②与其他精神疾病共病者；③极度兴奋躁动

及严重消极者；④未行其他心理治疗；⑤近 1 个月内

未行电休克治疗。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　目前两组均单用抗精神病药

物氯氮平片（规格：25mg/ 片）400mg/ 天。两组均予

持续性维持治疗，在此期间没有改变药物方案，药

物剂量也无变化。对照组仅行进了一般的音乐治疗、

作业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整合性团

体心理治疗。

1.2.2　研究设计　设计理念 在心理治疗的实践

中，不同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资本存在不足，心

理治疗在技术上也都在尝试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心理治疗的理论及技术

整合已经逐步发展成一种潮流［14，15］。

国内学者在积极尝试创建本土疗法的同时，在

努力以全局的观念将何种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整合

成为统一的治疗体系［16］。本研究以团体认知行为治

疗为基础的整合性团体治疗，依据住院患者的住院

周期一共设计了 40 次团体活动。整合团体心理治疗

分为 5 个部分如下：（1）团体教育，使用生物 - 心

理 - 社会模型提供精神疾病知识，内容有精神分裂

症发病原因、常见症状，通过影视片段分析等方式

让患者直面幻觉妄想的实质，提高其对幻觉妄想的

认识程度，并通过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促使其有

更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精神症状；（2）支持性心理治

疗技术，首先要系统地收集患者的资料，从而建立

良好的治疗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治疗

师才能与患者通过良性互动，建立理想的治疗联盟，

然后针对患者的症状，运用适当的治疗技术，比如

共情，充分理解、接纳，消除患者敏感、多疑、敌对、

恐惧，降低患者对自己患精神疾病的羞耻感，将患

者的经历正常化；（3）认知治疗技术，探究患者对

自己的精神症状的体验和一些非理性的想法，通过

检验方法，让分裂症患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非理性

思维，即识别自动思维，进而用其可接受的信念来

代替病态思维，帮助患者重建建立理性的认识。与

患者共同讨论寻求替代性行为弱化或掌控症状。最

终让患者认识到其妄想症状受到自己的认知偏差和

歪曲所影响；（4）行为治疗技术，通过放松训练、

暴露练习、角色扮演等技术帮助患者控制负性情绪，

如抑郁、焦虑、激惹，记录此时的自动思维和内心

体验，分析不良的认知模式，使患者战胜非理性信

念；（5）康复技能训练，通过看录像和问题回答，

角式扮演学会自我管理和评价药物作用、识别和处

置药物的不良反应；识别病情复发的先兆症状、学会

识别自己身上的先兆症状、识别和处理持续症状；音

乐鉴赏、绘画、书法等来培养兴趣，提高社交技能。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 100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研究方案 本研究釆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设计。

将符合入组标准的 76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配到

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的药物治疗和基

本的康复活动，实验组由专职心理治疗师按制定的

团体方案进行共计 40 次的团体心理治疗，每周三次，

每次 90 分钟。在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干预后的 3
个月、6 个月这 4 个时间点上，使用个体和社会功能

量表（PSP）和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对实

验组进行评定，以考察应用效果。

1.2.3　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表：包括一般

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和学历等。

（2）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PSP）：PSP 量表用于

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是否改善量表，其

中包括社会中有益活动、个人和社会关系、自我照

料、干扰和攻击行为这 4 个维度。PSP 通过对社会

功能这几个方面进行评定，全面了解被试即患者的

社会功能现状情况［17，18］。

（3）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该量表评

定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对住院和治疗的态度，共 11
个问题。评定标准：无自知力、部分自知力、全部自

知力，分别评定为 0 分、1 分、2 分；分值区间：0 分

~22 分［19］。

1.2.4　评定方法　2 名精神科医师同时对每个

被试即患者单独进行精神科访谈评定，如出现评定

结果不一致，则最后商讨确定评定结果。

1.2.5　质量控制　为了确保研究院的评定结果

具有一致性，规范管理数据和回收数据，所有的研

究员进行了施测操作规范培训。

1.2.6　统计处理　利用 EpiData3.1 对数据进行

录入和管理；利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χ2 检验、方差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人口学信息描述

由表 1 可见，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基线时年龄、

性别、文化程度、首发年龄、总病程、发病次数及

住院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一般资料比较

变量 干预组 对照组 t/χ2 P
例数（n） 38 38

年龄（岁） 53.9±10.7 47.9±11.8 2.318 0.023
性别

男性 22 20 0.213 0.645
女性 16 18

首发年龄 28.1±7.6 26.8±10.9 0.600 0.550
总病程 23.8±12.4 21.4±11.8 0.881 0.381

发病次数 4.6±3.1 4.4±3.6 0.240 0.811
住院次数 4.0±3.1 4.1±3.6 0.136 0.892

2.2　治疗前后两组 PSP 总分及各因子比较

由表 2 可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PSP 总分

治疗组别 × 时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00）。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干预组在干预结束后即刻、3
个月及 6 个月 PSP 总分逐步升高，与基线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F=27.563、57.540、74.223，均

P=0.000）；对照组在干预结束后即刻、3 个月及 6 个

月 PSP 总分逐步升高，与基线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F=22.222、32.000、50.277，均 P=0.000）。组

间比较显示，干预结束后 6 个月，干预组 PSP 总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

表2　治疗前后两组PSP总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基线 干预结束后即刻 干预结束后3个月 干预结束后6个月 F P

干预组 38 50.05±17.80 57.47±14.36 66.34±9.44 72.29±5.75 12.352 0.000

对照组 38 53.76±18.73 57.68±16.55 60.95±16.94 64.42±17.05

t -0.885 -0.059 1.715 2.695

P 0.379 0.953 0.092 0.010

结果：组别×时间交互作用：F（3，222）=12.352，P=0.000，时间主效应：F（3，222）=91.594，P=0.000，组别主效应：F（1，74）
=0.521，P=0.473

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 PSP 各因子评分中，

干预组在治疗后社会关系因子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有益活动、自我照料、

攻击性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表

3 可知，社会关系因子干预组别 × 时间交互作用有

统计学意义（P=0.000）。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干预

结束后各时点干预组社会因子得分逐步降低，干预

后即刻、3 个月、6 个月与基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00），而对照组在干预结束后各时点 ITAQ

总分无明显变化，与基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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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现阶段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主要是以药物治

疗为主，而在部分患者中单纯的药物治疗治疗效果

是欠佳的，常常会残留顽固的幻觉、妄想及阴性症

状［20］，这些残留的症状往往会伴随着患者认知功能

的衰退。有研究表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在改善精

神病性症状的基础上还能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起到改

善作用［21，22］。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单纯的药物治

疗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是有限的，且有学者认为，

长期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患者的认知功能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损伤［23］。对于大部分残留型的分裂症患

者来说，认知功能越完整，常常也意味着患者的社

会功能越好［24］。因此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联合康

复心理治疗仍显得非常必要，有学者主张在药物治

疗的基础上同时进行认知功能的训练，其主要目标

是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社会技能，这也是患者社

会功能恢复的关键点［25，26］。团体心理治疗在应用于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

社会功能 、工作学习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后

期生活质量［27］。已有众多研究表明，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康复过程中，心理治疗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既往心理治疗往往是单一心理干预，尚缺乏

针对整合心理治疗模式的相关研究［28，29］。因此在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心理治疗模式的心理干

预，并探究其功效就显得尤为重要。整合已成为近

几十年以来心理治疗演变的主要现象和趋势。整合

性团体心理治疗具有以下优势：首先满足不同来访者

的要求，比如心理治疗有效的成分，对来访者的需

要也能够灵活地满足，对治疗联盟也更敏感。 在近

20~30 年心理治疗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

师对整合性心理治疗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30］。 

3.1 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干预可以改善精神分裂

症难治性妄想患者的社会功能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支持性团体心理治疗，

P>0.05）。组间比较显示，干预结束后 3 个月，6 个

月，干预组社会关系因子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3、P=0.000）。

2.3　治疗前后两组 ITAQ 评分比较

由表 4 可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ITAQ 治

疗组别 × 时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00）。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干预结束后各时点干预组 ITAQ

总分逐步升高，虽然干预后即刻 ITAQ 总分与基线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606，P=0.115），但干预结

束后 3 个月及 6 个月得分与基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F=12.177、21.008，P=0.001、0.000）；而对照

组在干预结束后各时点 ITAQ 总分无明显变化，与

基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555、3.154、1.622，

P=0.461、0.084、0.211）。组间比较显示，干预结束

后 6 个月，干预组 ITAQ 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7）。

表3　治疗前后两组PSP中社会关系因子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基线 干预结束后即刻 干预结束后3个月 干预结束后6个月 F P

干预组 38 3.13±1.42 2.63±1.00 2.16±0.86 1.95±0.61 10.918 0.000

对照组 38 3.26±1.31 3.08±1.10 2.90±1.23 2.92±1.19

t -0.42 -1.86 -3.04 -4.47

P 0.675 0.067 0.003 0.000

结果：组别×时间交互作用：F（3，222）=10.918，P=0.000，时间主效应：F（3，222）= 39.602，P=0.000，组别主效应：F（1，74）
=5.806，P=0.018

表4　治疗前后两组ITAQ总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基线 干预结束后即刻 干预结束后3个月 干预结束后6个月 F P

干预组 38 3.50±5.50 4.29±4.85 5.76±4.73 7.08±4.34 10.246 0.000

对照组 38 4.16±4.37 4.37±4.62 4.68±4.50 4.55±4.64

t -.0.577 -.0.073 1.019 2.452

P 0.566 0.942 0.312 0.017

结果：组别×时间交互作用：F（3，222）=10.246，P=0.000，时间主效应：F（3，222）=16.427，P=0.000，组别

主效应：F（1，74）=0.503，P=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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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知行为治疗为核心技术，为研究组的成员创造

了一个类似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在这样类似真实

的情景中其实是提供了社交的机会，组员在这样充

满信任的良好气氛中，治疗师运用示范、训练、模

仿等方法，每个组员得到帮助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其

他人。在团体治疗中被团体积极关注和肯定，这可

以提升了自我价值感，组员本身也能从团体中继续

获取支持，继而矫正了非理性的信念或不良认知。

本研究发现，患者从团体心理治疗中认知功能得到

改善，这是获得的最大效果，其次加快团体治疗对

社会功能恢复起到积极作用，促进精神症状的消失，

最终，患者在治疗中学习到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

如病因、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这可以提高了患

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促进痊愈，减少复发［31］。

对于分裂症的治疗而言，不仅是希望患者能改

善症状、减少复发，同时也包括恢复社会功能、生

活质量能得到提高、早日回归社会［32］。本次研究发

现：通过实施团体心理治疗后研究组的 PSP 总分高

于对照组，有益活动因子、自我照料因子干扰和攻

击行为因子和对照组差别不大，而社会关系因子明

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团体心理治疗能改善社会功能，

尤其在社会关系方面较为显著。训练患者的社交技

能，使得他们学会倾听，表达自我，沟通能力得到

增强，孤僻懒散和社会退缩就会得到改善，患者主

动性和能动性就会得到提高，社会关系能力也会得

到改善。石银燕等［33］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关系、有

益活动、自我照料这三个维度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他们认为通过团体心理治疗可能促进研究组成员之

间的交流，增加了亲密感，提高了自信心，对疾病

接纳能力增加，生活自理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与此

同时阴性症状的改善也会对社会功能的改善起到协

同作用。

3.2　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干预可以改善精神分

裂症难治性妄想患者的自知力

自知力是患者对所患疾病的自我认知，自知力

缺乏作为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个特征性的症状，有研

究发现在许多患者中，自知力的缺乏并不会随着精

神症状的改善、消失而改变 ［34］。分裂症患者自知力

可以影响服药的依从性的服药依从性 ［35，36］。自知力

在精神科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依从性、治疗监

测、预后判断、疾病的康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37］。

本次研究显示在开展整合性心理治疗后，干预结束

后各时点干预组 ITAQ 总分逐步升高，在干预结束后

3 个月及 6 个月得分与基线差异明显，观察组对疾病

的认识、住院和治疗的态度总分高于治疗前与对照

组（P<0.05），提示心理治疗可以全面提高患者自知

力。由此得出整合性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提高患者自

知力从而改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从而增加对疾病

的重视程度，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治疗有重要指导

意义［38～40］。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所纳入的病例数少，观

察时间短。认知功能会对社会功能、自知力造成影

响，本研究没有排除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可能对患

者认知功能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广泛存在认知

功能损害，认知功能的损害可能也会影响到整合性

团体心理治疗的疗效。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

步扩大样本，完善科研设计，延长观察期，同时对

各种药物对社会功能和自知力的间接影响、分裂症

的进行性认知功能的损伤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杜雷，朱义江，宋天彬，等 . 功能磁共振成像在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的研究进展［J］.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2017，31
（1）：36-39.

2. Knapp M，Mangalore R，Simon J. The Global Costs of Schizo-

phrenia［J］. Schizophr Bull，2004，30（2）：279-293.

3. Bhugra，Dinesh.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Schizophrenia［J］. 

PLoS Medicine，2005，2（5）：e151.

4. Mary V Seeman. Pseudocyesis，delusional pregnancy，and 

psychosis：The birth of a delusion［J］. World Journal of Clini-

cal Cases，2014，08：338-344.

5. 游志毅，陈新潮，张锦黎 . 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分裂症难

治性妄想及认知偏差的效果［J］. 中国当代医药，2016，23
（13）：50-52.

6. 陈启豹，杜经纶，曹栋，等 . 长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对

首发缓解期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影响［J］. 精神医学杂

志，2016，29（6）：414-417.

7. Yung AR，Nelson B . Young people at ultra high risk for psy-

chosis：a research update［J］. Early Intervention in Psychiatry，

2011，5（1）：52-57.

8. Cooper RE，Laxhman N，Crellin N. The challenge of well-

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A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in-

terventions in schizophrenia［J］. Schizophr Res.2019，208（6）：

16-24.

9. Morrison AP，Law H，Carter L，et al. Antipsychotic drugs 

versus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versus a combination of 

both in people with psychosis：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ilot 

and feasibility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2018，5（5）：

411-423.

10. 周丽丽，孙权科，刘少鹏，等．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对恢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100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复期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J］. 临床精神医学

杂志，2013，23（1）：66．

11. 葛海燕，饶顺曾，占归来，等 . 团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2014，22（11）：1710-1712．

12. 田志林，李秀珊，王东新，等 . 团体心理治疗对康复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23（12）：1783-1785．

13. Clark CM. Psychosocial Treatments for Schizophrenia：An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ly Divergent Treatment Paradigms，

and Their Efficacy［J］. Clin Schizophr Relat Psychoses，2016，

10（1）：41-50.

14. 张庭辉 . 当代心理治疗理论及技术整合发展趋向的嬗变

［J］. 精神医学杂志，2018，31（3）：228-230.

15. Beitman BD，Goldfried MR，Norcross JC . The movement 

toward integrating the psychotherapies：an overview［J］. Amer-

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89，146（2）：138-147.

16. 宋焕霞，朱瓒，李荐中 . 心理治疗整合的取向及新趋势

［J］. 中国全科医学，2016，19（10）：1222-1224，1228.

17. 司天梅，舒良，田成华，等．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中文

版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23（11）：790-794．

18. 崔雪莲，余海鹰．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在精神分裂症的应

用进展［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2，39（3）：155-157.

19. 张敬悬 .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 山东：中国行为医学科

学编辑部，2001：169-170.

20. Dang J，Zhang J，Guo Z，et al. A Pilot Study of iPad-

Assisted Cognitive Training for Schizophrenia［J］.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2014，28（3）：197-199。

21. 王海娇 . 不同抗精神病药物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J］. 大家健康（中旬版），2018，12（2）：132.

22. Diego S，Rosa M，Maddalena M，et al. Variations in Dys-

bindin-1 are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response to antipsychot-

ic drug treatment［J］. Nature Communications，2018，9（1）：

2265.

23. Husa AP，Moilanen J，Murray GK，et al. Lifetime antipsy-

chotic medication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schizophrenia 

at age 43 years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birth cohort［J］. Psy-

chiatry Research，2017，247：130-138.

24. 李丹，徐彩娟，周燕玲，等 . 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社会功能与精神病性症状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J］. 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2018，26（2）：333-335，346.

25. 刘振英，王茜，牛艳君，等 . 团体心理治疗对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疗效观察［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2，9（2）：1-2．

26. Eack SM，Hogarty SS，Greenwald DP，et al.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erapy in substance misusing chizophrenia：

Results of an1 8-month feasibility trial［J］. Schizophrenia Re-

search，2015，161（2-3）：478-483.

27. 赵晋娴 . 探讨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团体心理治疗

的临床疗效［J］. 健康大视野，2019，（4）：72.

28. Thomas LP，Oscar RL. Adjunctive psychosocial therap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J］. Schizophr Res.2008，100
（1）：108-109.

29. Lucia RV，Paul T，Eric M，et 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

apy across the stages of psychosis：prodromal，first episode，

and chronic schizophrenia［J］. Cognit Behav Pract.2008，15
（3）：179-193.

30. 徐佳，唐登华 . 系统取向理论解析公开联合督导的个案

报告［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8）：574-577.

31. 赵富帅，赵丽丽，张延赤，等 .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团

体心理治疗的定性研究［J］. 内蒙古医学杂志，2015，（10）：

1200-1202.

32. PuigO，Baeza I，de la Serna E，et al. Persistent Negative 

Symptoms in First-Episode Psychosis：Early Cognitive and So-

cial Functioning Correlat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and 

Adult Onset［J］. J Clin Psychiatry.2017，78（9）：1414-1422.

33. 石银燕，夏泳 . 团体心理治疗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及疗效的影响［J］. 中华全科医学，

2018，16（06）：101-104.

34. Lysaker PH，Buck KD，Salvatore G，et al. Lack of aware-

ness of illness in schizophrenia：conceptualizations，correlates 

and treatment approaches［J］. 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

peutics，2009，9（7）：1035-1043.

35. Bitter I，Fehér L. Treatment adherence and insight in 

schizophrenia［J］. Tényi TPsychiatr Hung.2015，30（1）：

18-26.

36. Droulout T， Liraud F，Verdoux H.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

sight and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subjects with psychosis［J］. 

Encephale.2003，29（5）：430-437.

37. 钱程，陈楠，邹义壮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J］. 中

国心理卫生志，2019，33（2）：87-92.

38. 石少波，管洁 . 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自知力的作用［J］. 

医药前沿，2018，8（2）：376-377.

39. YiLmaz E，Okanli A. Test of Mindfulness-Based Psycho-

social Skills Training to İmprove Insight and Functional Re-

covery in Schizophrenia. ［J］. West J Nurs Res.2018，40（9）：

1357-1373.

40. Gawęda Ł，Krężołek M，Olbryś J，et al. Decreasing self-

reported cognitive biases and increasing clinical insight through 

meta-cognitive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J］.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015，48：98-104.

（收稿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