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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联合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疗效

李丽静 1 、 刘晓利 2

【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 2017 年 � 月 ~201� 年 � 月我院精神科收治的 �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

单用阿立哌唑治疗（n=40），观察组联用心理治疗（n=40）。用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总分及阴性症

状评分、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抑郁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认知功能评分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治疗前，PANSS 总分、阴性症状评分、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抑郁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

分无差异（P> 0.0�），治疗后 12 周，两组患者的各评分均有改善，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

两组治疗前，认知功能量表评分无差异（P> 0.0�），治疗后，两组患者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评分

均有降低，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评分均有升高，但观察组改善更为显著（P< 0.0�）。结论　阿立

哌唑联合心理治疗可显著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和抑郁，改善疾病严重程度、提高生活质

量，增强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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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on negat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of 
schizophrenia　　LI Lijing，LIU Xiaoli.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Luoyang，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psychotherapy combined aripiprazole on nega-

tive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Eighty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in our de-

partment from September 2017 to Sept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ized divied into two groups by digital table，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n=40）were treated by aripiprazole alone，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40）
were treated combined psychotherap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total scor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ore，

disease severity score，depressive symptom score，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ANSS total scores，negative symptom scores，disease severity score，

depressive symptom score，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t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all scales in both two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improve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s（P<0.05）. Befor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cale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the number of persistent errors，random er-

rors and the score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rrect and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classifications in both two groups were 

better than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improve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aripiprazole can significantly eliminate negative symptoms，reduc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improv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and enhance re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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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性 症 状 以 精 神 活 动 及 精 神 功 能 减 退 为 特

征，如缺乏主动性、情感迟钝、抽象思维困难、情

感退缩、社会退缩等，在精神分裂症中占比高达

52.2％［1］。它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2-3］。目前药

物改善阴性症状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心理治疗非

常重要［4-5］。本次研究探讨在阿立哌唑基础上加用心

理治疗对患者阴性症状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我院精神科收治

的 80 例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为研究对象，与国

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相关诊断标准符合。

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法随机分组，观察组 40 例，

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介于 29~52 岁之间，平均

（42.72±5.76）岁；病程介于 12~17 年之间，平均

（18.56±4.28）年。对照组 40 例中，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介于 27~50 岁之间，平均（42.76±5.72）岁；

病程介于 10~18 年之间，平均（18.71±4.19）年。组

间基线资料具均衡可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患者家属对

本实验目的知晓、理解，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报

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合并重大躯

体疾病者；②精神活动物质所致神经官能症、精神障

碍者；③脑器质性疾病引发的精神障碍者。

1.� 　方法 

对照组单用阿立哌唑方案，初始给药剂量为每

日 10mg，观察 4 周，依据患者可耐受情况，可增至

每日 10~30mg，持续用药 24 周。观察组：本组阿立

哌唑给药方案同上，同时联合心理治疗方案的实施。

每次 50min，每周 1 次，共治疗 24 次。具体内容如

下：（1）自我灵活性治疗：治疗师可采取积极的态

度，具导向性和目的性的与患者建立良好交谈，对

谈话内容个体性设置，重视“自由空间”思想的应

用，如“梦”、“愿望和幻想”、“自由联想”等均可作

为话题，以促进患者自我表达，感受到被关注，进

而获得安全感，对自我灵活性需求予以了满足。（2）
潜能利用治疗：引导患者对过往所经历的生活、工

作事件回顾，并与当下情形结合，明确当下困扰的

问题在以往应对时的成功解决经验，以对潜能探索，

如采取何种文娱活动可放松身心，与家庭、社会以

何种方式相处才可获得幸福的体验等，并充分对现

有资源利用，通过对自身潜意识动机探索，来发挥

稳定情绪的作用。（3）移情疗法：可采取将患者过往

的情感向治疗师身上转移的方式，使患者走出不良

状态，正确把握自身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中

移情包括正性移情，如爱恋、依赖等，负性移情如

不信任、憎恨等。以重现患者潜意识的痛苦、冲突，

针对性予以治疗。（4）正视疗法：鼓励患者对恐惧感、

无助感正视及积极面对，力图战胜和控制。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症状改善情况，即应用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表（PANSS）评估，共 30
项，其中阴性症状占 7 项，各项均采用 7 级评分制，

分值越低，症状越轻；（2）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病情

程度、抑郁程度和生活质量。其中病情程度采用采

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第 2 项（CGI-SI）予以评估，为

7 级，以 0~7 分为评估范围，评估值越低，症状程度

越轻；抑郁症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评估，无：经测验 <7 分；轻度抑郁：经测验分值介于

8~17 分之间；中度：分值介于 18~24 分之间；重度：

分值 >24 分；生活质量采用 QOL-100 量表评定，总

分 100 分，所获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理想。

（3）对比两组认知功能，即应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

测验（WCST）评分，包括完全分类数、总正确数、

随机错误数、持续错误数 4 个维度，卡片共 128 张，

其中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分值越低，情况越理

想，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分值越高，情况越理想。

1.�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涉数字资料采用 SPSS 22.0 展开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症状评分，病情程度、抑郁情况、

生活质量评分，认知功能评分采用（x±s）表示，施

以 t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PANSS 总分及阴性症状评分无差

异（P>0.05），治疗后 12 周，相较治疗前，各评分

均有降低，且观察组经评估，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

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症状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阴性症状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0）29.22±3.64 13.24±3.46 75.47±5.3936.84±3.72

对照组（n=40）28.98±4.24 16.81±3.74 75.38±6.7142.41±5.96

t 0.272 4.432 0.129 5.014

P 0.787 0.000 0.9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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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执行功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持续错误数 随机错误数完成分类数 总正确数

观察组（n=40）治疗前 20.30±9.68 18.48±9.01 2.92±0.98 25.23±2.81

治疗后 14.72±6.83 8.62±4.39 3.96±1.15 30.02±1.95

对照组（n=40）治疗前 20.02±8.04 18.47±8.17 2.93±0.97 25.01±3.35

治疗后 17.94±6.13 11.79±6.84 3.66±0.81 28.93±2.57

t1 - 0.141 0.005 0.046 0.318

P1 - 0.888 0.996 0.964 0.751

t2 - 2.219 2.475 1.349 2.137

P2 - 0.029 0.016 0.181 0.038

注：t1两组治疗前比较，t2两组治疗后比较。

3　讨论

阿立哌唑为临床应用较广泛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

物，通过调节 DA 通路来改善患者阴性症状与认知功

能［6-7］。阿立哌唑还拮抗 5-HT 受体。进一步发挥抗精

神病和改善认知功能的效应［8-9］。目前发现单纯应用

抗精神病药物对改善阴性症状作用有限。社会心理干

预工作可以进一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和

认知功能损害 ［10-11］。本次研究依据心理动力学理论开

展心理治疗，其核心在于聚焦于情绪、情感表达，不

强调压抑机制，善于探索利于对痛苦感受回避的潜

能，关注自由表达及治疗关系，以最终发挥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消除阴性症状的作用［12-13］。首先，通过自

我灵活性治疗，可使患者感受被关注，自我认可感得

以发展，安全感逐步增强；其次，通过潜能利用，可

减少患者原始性防御，避免为适应不良情绪而出现的

强迫性重复体验；再次，通过移情疗法，可使患者正

确把握现实与自我的关系，领悟情绪放松技巧。又次，

正视疗法的运用，可鼓励患者正视困难，激发战胜困

难的勇气和信心，进而促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全面

推动康复进程［14］。结果发现：观察组在症状评分改善、

病情严重程度缓解、抑郁情绪减轻、生活质量提高、

认知功能增强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提示心理治疗方案

的辅助应用，通过提升患者联想能力、激发自身潜能

和自我照护水平，可在消除症状的同时，提高认知功

能和生存质量。本研究结果与陈启豹等［15］报道的一

致。在后者研究中，针对首发缓解期精神分裂症阴性

症状患者，取长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方案加用，在

改善患者阴性症状方面作用明显。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偏小，其

次，一些因素会影响患者的疗效，如患者对阿立哌

唑治疗反应的个体化，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等等，

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这些因素。但本研究初步说明

针对临床收治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在阿立

哌唑给药基础上，加用心理治疗方案，可显著消除

阴性症状，降低抑郁程度，改善疾病严重程度、提

高生活质量，增强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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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病情、抑郁情况、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抑郁症状评分、生活质

量评分展在治疗前经测验无差异（P>0.05），治疗

后各项分值经测验较治疗前均有改善，且观察组改

善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　两组认知功能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认知功能量表各维度即持续错误

数、随机错误数、完成分类数、总正确数评分无差

异（P>0.05），治疗后，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评

分均有降低，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评分均有升高，

但相较对照组，观察组降低和升高程度更为显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病情、抑郁情况、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 抑郁症状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0） 5.36±0.79 2.85±0.71 23.52±1.86 7.49±2.31 13.89±3.20 17.39±2.23

对照组（n=40） 5.39±0.71 3.22±0.56 23.72±2.19 11.28±2.34 13.81±3.27 15.74±1.58

t 0.179 2.587 0.440 7.289 0.111 3.739

P 0.869 0.012 0.661 0.000 0.9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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