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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疗效与自知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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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治疗（CB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自知力的影响。方法　本研

究为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对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患者 1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合并认知行为治疗，完成 74 例）和对照

组（单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完成 72 例），CBT 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 18 次 CBT。用 PANSS

量表、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量表（ITAQ）分别于入组时、治疗第 8、12、24 周末各评定 1 次。

结果　①第 8、12 周末，两组 PANSS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第 24 周末，治疗组 PANSS 总分、阴性症状及一般精神病理分减分比对照

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②在 12、24 周末时，ITAQ 得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24 周末时治疗组 ITAQ 显著高于对照组（t = -1.792；P< 0.05）。③ PANSS 变化值受 ITAQ 总分

变化值的影响（B=0.423，P= 0.001；B=0.156，P= 0.004）。结论　认知行为治疗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临床症状，且明显有助于患者自知力的恢复，自知力的恢复可促进总体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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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on the efficacy and insight of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cs. Methods  The study is classfied as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by nature. 160 

Schizophrenics，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and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in which 

they are hospitalized，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receiving drug treatment as well a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eutics，74 cases finished）and the control group（receiving drug treatment purely，72 cases finished）. CBT group 

received CBT of 18 times along with the drug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at the time of group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 8th，12th and 24th week respectively by virtue of PANSS（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and ITAQ（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 At the end of 8th and 12th week，the PANSS scores of each group 

showed obvious differences after treatment as opposed to prior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ere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showed in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P>0.05）. At the end of 24th week，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total scores of PANSS，negative syndromes and Psychopathology showed sharp 

decrea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1）. ② At he end of 12th and 24th 

week，ITAQ has remark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prior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24th week，the 

total scores of ITAQ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1.792；P<0.05）. ③

The fluctuation of PANSS in total scores is subject to the variation of ITAQ（B=0.423，P=0.001；B=0.156，P=0.004）. 

Conclusion  CBT can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very of insight 

and in turn，the recovery of insgiht is beneficial to the overall therepeutic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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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疾病，

病情反复、迁延，疾病负担重，近年来在探索精神

分裂症病因及病理机制、研发有效抗精神病药方面，

有了很大进展［1］，如何提高精神分裂症的疗效、改

善预后、促进患者康复，国内外精神医学工作者对

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和结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平衡管理及降低致残率、促进患者回归社会成为精

神分裂症治疗的重要目标［2］。自知力缺乏是精神分

裂症患者预后和诊断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依据［3］，

如何提高患者的自知力成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热点

之一。

为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疗

效及自知力的影响，对 160 例住院患者进行认知行

为治疗并进行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铜陵市第三人民

医院住院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第 10 版（ICD- 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20～55 周岁；③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④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for Schizophrenia，PANSS）总分≥ 60 分；⑤单一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可短期合并苯二氮䓬类、安坦、普

萘洛尔等；⑥药物治疗的种类和剂量已保持稳定一周

以上；⑦本研究通过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每位受试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精神疾病；②近 1 个月之

内接受过无抽搐电痉挛治疗；③接受其他方法心理治

疗者；④合并严重或不稳定的躯体疾病。退出标准：

①受试者或其监护人可以在研究的任何时间自愿退

出研究；②治疗期间病情恶化或患者出现严重自杀倾

向，需要紧急干预者；③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事

件者。

共入组患者 1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

分配到认知行为治疗组（治疗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

（对照组），每 80 例。至研究结束因病情异常及不愿

意继续配合者共脱落 14 例（治疗组 6 例，对照组 8
例，两组间脱落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其中，治疗组男性 33 人，女性 41 人，平均年

龄在（29.4±9.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3.3±1.2）年，

平均病程（5.2±1.7）年；对照组治疗组男性 32 人，

女性 40 人，平均年龄在（28.7±10.1）岁，男性 21 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12.6±1.4） 年，病程（4.8±1.9）年。

经 t 检验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均无显著性差

异（P>0.05）。

1.2　治疗方法

1.2.1　本研究不限制药物治疗的种类，两组根

据病情选用利培酮、喹硫平、阿立派唑、奥氮平单

一药物治疗，2 周内逐渐调至治疗量，不合用其他

抗精神病药物，在治疗期间根据需要可酌情应用普

萘洛尔、盐酸苯海索、苯二氮䓬类进行对症处理。

治疗组药物为利培酮 21 例，喹硫平 19 例，阿立哌

唑 18 例，奥氮平 22 例，对照组药物为利培酮 20 例，

喹硫平 17 例，阿立哌唑 21 例，奥氮平 22 例，两

组使用各种抗精神病药物例数无显著性差异，两组

药物剂量经与利培酮等效处理，治疗组平均（5.2±
1.9）mg、对照组平均（4.9±2.3）mg，无显著性差异

（P>0.05）。

治疗组实施认知行为治疗自患者住院第三周开

始。实施前两组 PANSS 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

状、一般精神病理分，以及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

量表（ITAQ）评定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　认知行为治疗

研究准备阶段：通过参阅国外 CBT 治疗相关书

籍［4-7］，并结合国内精神分裂症认知特点的研究结果

以及预实验，编制成 CBT 操作手册。课题组邀请国

内精神分裂症 CBT 领域知名专家，对 CBT 组治疗师

进行了 3 次共计 140 学时的精神分裂症 CBT 系统培

训。这 8 名治疗师由我院取得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

询师且既往接受过认知行为治疗专项培训的一线工

作人员组成。治疗师的一致性检验值是 0.83。治疗

安排：以团体治疗的形式，具体方法是第 3～5 周每

周进行 2 次认知行为治疗，第 6～12 周每周进行 1
次，第 14 ～23 周每 2 周进行 1 次。每次治疗时间是

60 min。24 周共计治疗 18 次。

具体培训内容如下：第 1 次：建立关系，评估—

发现主要潜在问题或影响因素；第 2、3 次：案例解

析—正常化和教育，分享他人的幻听和妄想及精神

症状的模式等信息；第 4、5 次：妄想评估及治疗—

思维记录、检查证据，ABC 技术，修正图式；第 6、

7 次：幻觉评估及治疗—形成问题列表和治疗目标，

发展合理的解释，正常化幻觉，声音日记，逐级暴

露；第 8、9 次：情绪问题—建立应对技能，识别适

应性的认知和行为，行为干预，逐级任务分配；第

10、11 次：人际关系 - 识别症状干扰，寻求社会支

持，角色扮演，关系技能训练，适当的自我暴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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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次：认知功能损害—使用思维链接，识别与

思维障碍相关的主要情感、结构化、总结反馈；第

14、15 次：阴性症状—动机激发，社会化，行为激活，

设定具体目标；第 16、17 次：提高治疗依从性—识

别原因，行为提醒策略，制定书面的依从性计划；第

18 次：治疗获益的维持—识别复发的潜在原因，复

发预防策略，分离并演练。

督导过程：治疗师每周 1 次同伴督导，2 周 1 次

专家督导，由 CBT 专家针对治疗方向、治疗过程、

可选择治疗技术的范围以及案例的解析提出意见与

建议。

1.3　评估工具

评估方法：使用的评定量表为 PANSS 量表以及

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量表（ITAQ）。①阳性与阴性

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症状，包括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情感症状、认知功能和敌意等 5
个因子。② ITAQ 量表评定自知力，ITAQ 量表由回

龙观医院刘华清教授翻译、试验、修订，具有良好

的信度、效度，是一种有价值的测量工具［8］。

治疗前、治疗第 8 周末、12 周末以及 24 周末

分别予以 PANSS 量表、ITAQ 量表评定，评定医师

均是经过专业量表培训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其一致

性检验值是 0.91。PANSS 量表评定其疗效，PANSS

减分率≥ 75 ％基本痊愈；50 ％-74 ％显著进步；

25％-49％进步；＜ 25％无效。显效减分率≥ 50％；

总有效率 =（总例数 - 无效例数）/ 总例数 ×100％。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 软件包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

对 t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之间的 PANSS 总分以及各因子

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PANSS 总分

以及各因子分均明显下降，较治疗前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1）；两组间 PANSS 总分以及各因子分在第

8 周末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第 12 周末以及 24
周末有明显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两组患者疗效PANSS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PANSS总分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

治疗组 治疗前 75.16±3.75 26.13±3.97 17.89±3.02 31.32±3.94

8周末 55.36±6.33☆ 16.22±3.49☆ 14.65±4.41 24.23±4.12

12周末 48.26±7.13☆ 12.47±5.08☆ 10.33±3.86☆ 20.74±4.26☆

24周末 28.35±7.89☆☆★★ 7.64±3.32☆☆ 7.22±3.55☆☆★★ 14.45±4.09☆☆★★

对照组 治疗前 75.33±4.78 26.18±3.02 18.96±4.11 29.08±5.54

8周末 54.24±4.89☆ 17.35±3.41☆ 15.08±4.37 25.04±3.88

12周末 50.12±6.07☆ 13.16±4.17☆ 12.35±3.78☆ 22.66±5.23☆

24周末 37.34±7.21☆☆ 9.38±5.27☆☆ 11.96±6.12☆ 18.72±4.76☆

注：☆与基线较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2.2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 24 周末治疗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77％，明

显高于对照组 54％，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两

组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2）。
表2　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组别 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显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23 15 2 77％☆ 97.3％

对照组 23 16 28 5 54％ 93.1％

注☆与对照组较比较，☆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 ITAQ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 ITAQ 评分均有改善，第 8 周末两

组较前均无显著性改善，组间亦无统计学差异，第

12 周末治疗组较前有统计学差异，但与对照组间无

显著性差异，直至第 24 周末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差

异明显（P<0.01）
表3　治疗组与对照组ITAQ评分

组别 治疗前 8周末 12周末 24周末

治疗组 6.42±5.41 7.31±5.24 9.46±5.35☆ 15.16±4.39☆☆★

对照组 6.32±5.30 7.22±5.17 8.24±4.28☆ 10.37±4.55☆☆

注：☆与基线较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比

较，★P<0.05，★★P<0.01。

以基线～12周和 12～24周 PANSS 差值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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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量表 ITAQ 得分差值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ITAQ 变化进入回归方程。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调查 B值 β值 t 值 P 值

基线~12周PANSS差值 0.142 1.511 0.423 5.122 0.001

12~24周PANSS差值 0.049 0.857 0.156 3.212 0.004

注：调整R2：调整决定系数；B：偏回归系数；β：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3　讨论

抗精神病药物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

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幻觉、妄想并不能彻底消除、

阴性症状改善不明显，导致症状残留、病情不能完

全痊愈、职业技能的丧失，尤其是心理功能的改善

滞后导致融入社会困难［9］。所以，基于精神分裂症

发生、发展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药物治疗联合心理

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提示治疗后两组 PANSS 总分以及各因子

分较治疗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药物能改善精神

分裂症症状。但随着认知行为治疗时间的延长，治

疗组从第 12 周开始二组比较有明显差异，说明在药

物治疗同时配合认知行为治疗，可提高治疗的效果。

大量的研究［10-13］表明 CBT 治疗能够有效缓解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减轻患者的幻觉妄想，

改善焦虑、抑郁情绪。至 24 周末二组有效率相似，

但治疗组患者的显效率及 PANSS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说明认知行为治疗给患者带来的认知功能或思

维能力改变，能提高临床痊愈程度，也能减少精神

残疾的发生［10］。

本研究疗程结束时，治疗组阴性症状分和精

神病理分比对照组改善显著，说明通过认知行为治

疗可矫正患者的不合理信念，改善其适应不良行为

和负性情绪，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一个客观科学的

认识，改善患者的自尊，增强治疗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3］；认知行为治疗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阳性症状、

巩固治疗效果，对阴性症状也有疗效，这与国内外

一些研究一致［14-15］。阴性症状恢复，有助于患者以

积极的方式面对生活，改善心理功能和激发动机，

促进患者回归社会［16］。

认知重建可纠正患者的非理性信念，提高对

疾病的认识，从而减轻整体病情和降低复发率［17］。

本 研 究 提 示 两 组 患 者 在 自 知 力 与 治 疗 态 度 问 卷

（ITAQ）亦存在明显差异，说明认知行为治疗在提

高患者的疾病认知方面意义显著；CBT 的基本程序可

分为 3 个步骤［11］：（1）找出与不良行为有关的错误认

知；（2）寻找证据认证这一认知的错误；（3）分析错

误认知的根源，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12］。以基线～12
周和 12～24 周 PANSS 差值为因变量，自知力与治

疗态度问卷量表 ITAQ 得分差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 ITAQ 变化进入回归方程，说明自知力

的变化可以预测总体治疗疗效［16］，也表明自知力缺

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的一个危险因素［17-18］。

本研究证实 CBT 结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

显著，不仅改善精神病性症状，对自知力的恢复明

显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

推广。但是本研究也存在局限，如样本量小、研究

过程中脱落，治疗师经验有限以及患者个体化因素

等，均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未来的研究还应尽量

规避上述局限。综上，CBT 联合药物治疗对精神分

裂症的治疗效果肯定，能有效促进患者康复，建议

国内加强相关研究并逐步规范精神分裂症的 CBT 治

疗方案，以便该疗法在临床广泛运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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