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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远期疗效

薛　峰 1 、 徐　奇 1 、 姚志珍 1 、 卢　瑛 2

【摘要】目的　探讨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远期康复

疗效。方法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9 月选取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随机抽样方法，入选样本

84 例，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干预组接受支持性心理干预和社区日间康复干

预 6 个月，对照组按社区常规随访 6 月。12 个月末采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康复量

表（MRSS）、自知力与态度问卷调查（ITAQ）、复发率和再住院率评估两组的康复疗效。结果　干预

组、对照组患者入组时 PANSS、MRSS 以及 ITAQ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干预组

的 PANSS 总分及阴性量表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0.05）、MRSS 总分及依赖性、活动

能力、社交能力较对照组下降，ITAQ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0.05），症状行为因

子分两组无差异（P> 0.05）。干预组复发率及再住院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结论　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能更好地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提高其

自知力，降低复发率和再住院率，对促进其康复水平有积极意义。【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支持性心

理干预；社区日间训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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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erm effect of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mmunity da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XUE Feng，XU Qi，YAO Zhizhen，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China，20012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ong term effect of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mmunity da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　84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

phrenia were recruited from Octo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All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each group containing 4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mmunity rou-

tine follow-up for 6 months，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

bined with community da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6 months，then 12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PANSS ，MRSS and ITAQ as well as relapse rate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for medical effect evalu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ANSS ，MRSS and ITAQ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score of MRSS and the scores of dependence，activity and social ability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score of ITAQ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

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ymptom behavior 

factor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The relapse rate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mmunity da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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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重性精神疾病之一，以常规护理

和抗精神病药物应用能有效地缓解病情，但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很少，

衰退和缺损症状难以恢复，造成社会功能的低下［1］。

其多起病于青壮年，常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

行为等多方面障碍［2］。精神分裂症具有病程迁延、容

易复发、需长期治疗、容易走向衰退等特征［3-4］。随

着社会物质发展，精神疾病发病率也出现逐步提高的

趋势。面对捉襟见肘的专科医疗资源，同时也为了

更好的缓解病患的社会功能损害，越来越多的精神

疾病患者需在社区中完成康复过程，这就是精神疾

病“去机构化”治疗［5-6］。本研究借助于支持性心理干

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手段，期望通过支持性心

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的干预模式，为广大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一种疗效确切、稳定的社

区康复方案，为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提供新的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为：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的诊断标准［7］，临床表现为慢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病程超过 5 年以上；年龄≥ 15 岁；不

伴有痴呆、盲和聋哑等残疾；患者与家庭成员共同居

住。排除标准：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脑器质性及躯

体性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心境障碍和神经症。脱

落标准：拒绝配合而依从性差者（每月参与社区日间

康复训练小组活动少于 1 次者，累计 3 次以上）；自

行退出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并发症和特殊生理变

化等不宜继续接受研究者；有高自杀危险。本研究取

得了医院医学伦理机构的审核批件。

1.2　研究方法  

按照随机同期对照临床研究设计，2012 年 8 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在册管理精神病患者 650 人

（精神分裂症 305 人），随机抽取 2 个居委内的患者

作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以避免同一个社区内两组病

人互相交流而影响干预效果，选取符合条件的 84 例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前详细告知

患者家属本研究的意义、具体实施办法及有关事项，

征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治疗组、对

照组各 42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病程

等人口学数据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组患

者给予 6 月的支持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社区康复治疗（抗精神药物治

疗、定期随访）。两组患者原使用抗精神药物不变，

根据患者病情进行药物调整。

1.3　评估工具  

采 用 阳 性 和 阴 性 症 状 量 表 （ P A N S S ）［8］、

Morningside 康复状态量表（MRSS）［9］、自知力与治

疗态度问卷（ITAQ）［10］进行评估。（1）PANSS：由阳

性量表 7 项目、阴性量表 7 项和一般精神量表 16 项

目，共 30 项，及 3 个补充项目评定攻击危险性，主

要用于评定精神症状的有无和各项症状的严重程度，

按 1～7 级评分，得分越高，精神症状越严重。（2）

MRSS：由依赖性、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症状行为

表现为 4 个部分，共 28 个项目，用 0～7 级评分法，

得分越高，表示状态越差。（3）ITAQ：量表共 11 个

问题，包括对疾病的认识和对治疗的态度。按 0～2
级三级评分：0 无自知力，1 部分自知力，2 全部自

知力，问卷最低得分为 0 分，最高得分为 22 分，分

数越高，表明患者自知力越充分。评估时间分别是

在干预前、12 个月末进行评定。

1.4　质量控制  

采用盲法评定，测量医生为两名经过量表测评

培训的区级精神科主治医师，经评定工具和诊断标

准一致性检验 Kappa 系数为 0.88。

1.5　社区日间康复训练方案  

采用以群体化干预和个体化指导为主的综合康

复措施。

（1）个体化干预—支持性心理治疗：精神科和

全科责任医生主要运用支持性心理治疗技术提供个

体指导。主要是通过预防性谈话方式对患者患病后

的心境、家属的不理解以及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

视提供支持，具体包括倾听、疏泄、解释、鼓励、

保证、指导和建议、促进自助［1112］。①倾听：营造良

好的会谈氛围，护理人员保持和蔼可亲、认真耐心

的服务态度，主动与患者交谈，耐心倾听，充分了

解患者对疾病与药物的认知情况，患者自身的需求、

the sympotoms and insigh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also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re-hospitaliza-

tion rate.It has positive meaning for the rehabilitation level.

【Key words】Schizophrenia；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ommunity da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Re-

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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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等。②疏导和劝慰：让患者倾述内心的痛苦，使

得其情感得到充分宣泄，降低患者的焦虑，减少患

者的防御行为。③解释和鼓励：向患者或家属说明病

情的性质和病因以及治疗措施，使患者正确对待自

己，减轻患者精神的恶化和功能上的退缩，提高患

者战胜疾病的信心。④保证：在全面了解病史和充分

掌握患者病情的基础上，向患者指出目前存在的心

理问题的可解决性，使得患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

病。⑤指导和建议：指导培训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理

能力、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改善社会关系、增加

人际交往。⑥促进自助：消除依赖心理，提高疾病自

我管理能力，协助患者学会监控自己的病情、正确

服药，学会处理生活中的压力。每 2 周 1 次，每次

约 3O 分钟。

（2）团体干预—社区日间康复训练：按每小组

10～20 人，每周 1～2 次，每次约 1～2 小时。以社

会技能康复和工娱活动为主，提高患者适应社会的

能力，提高其社会角色水平和生活质量。社会技能

康复：精神科医师和全科医生担任日间康复训练师，

分 8～10 人小组进行训练，每周训练 2 次，每次

60～90 分钟，持续 12 周。内容包括：生活自理技能

训练、人际交往训练、应对精神应激训练、角色扮

演训练、认知能力训练和社会理解能力训练等。每

次活动后由干预小组成员做出评价。

（3）药物指导和监护人教育：与患者家庭建立

信任和支持的关系，系统向家属讲解精神分裂症的

病因、发病过程、临床表现药物治疗的作用、副作

用、维持治疗的重要性。

（4）对照组管理：按照目前精神病患者社区日

常管理，主要是药物治疗、定期随访。每月上门随

访 1 次，每 3 个月做一次危险性评估，了解患者的

精神症状、自知力、工作或社会功能、药物不良反

应以及躯体疾病情况等，并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健

康教育、药物指导，对病情异常者及时转介。

（5）安全管理：因精神病患者不同于其他疾病

患者，对干预过程中病情不稳定患者，及时与精神

科医生沟通，采取措施患者控制病情，保护患者的

整个群体，并保证患者退出的权利。

（6）人员培训：干预前，开展对精神科医师或

全科医师进行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的强化培训，对

责任医生在对精神分裂症的支持性心理干预等疑难

问题给予重点指导。

1.6　统计学方法

脱落者未纳入统计。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

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以（x±s）的

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符合入组病例 84 例，干预期间治疗组（因搬迁

至外区和自动退出各 1 例）、干预组（1 例病例因病

情加重长期住院而踢除、1 例因家庭矛盾而中途退出

各 1 例），两组脱落率无统计学差异。纳入统计分析

有效病例干预组、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精神分裂症

患者共 80 人，男 44 例，女 46 例，平均年龄 40±11
岁，平均病程 16±8 年，两组年龄、文化程度、病程、

婚姻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康复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入组时 PANSS、MRSS 以及 ITAQ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干预后 12 月末康复疗效比较 

在干预后 12 月末，PANSS 评分比较显示：干预

组在 PANSS 总分、阴性量表分及一般精神分裂症量

表分与对照组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干预组病情改善状况总体仍优于对照组。MRSS

评分比较显示：干预组 MRSS 的量表总分及活动、社

交、症状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依赖因子

分之间无差异（P>0.05）。ITAQ 总分比较显示：干预

组 ITAQ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例数
性别 年龄 婚姻 文化程度

病程
男 女 （±） 已婚 未婚 本科及以上 大专 中专　 小学及以下

对照组 40 15 25 41±9 26 14 14 11 10 5 17±8
干预组 40 19 21 39±12 22 18 17 15 6 2 15±9
t（χ2） 0.818* 0.973 0.906 3.036 1.251*

P 值 0.366 0.334 0.368 0.219 0.215
注：*为t 值，余检验统计量为χ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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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预前两组PANSS、MRSS、ITAQ总分比较（x±s，分）

项目
康复训练前

t 值 P 值
干预组 对照组

PANSS 阳性量
表

8.70±2.15 8.35±1.72 0.804 0.424

阴性量表 11.00±2.77 10.80±2.49 0.339 0.735
一般精神病量表 21.40±3.97 21.43±3.99 -0.028 0.978

PANSS总分 41.10±6.86 40.58±6.58 0.349 0.728
MRSS 依赖性 22.10±4.63 21.98±4.31 0.125 0.901

活动能力 15.25±2.30 15.40±2.24 -0.296 0.768
社交能力 21.08±4.00 20.93±4.13 0.165 0.869
症状行为 13.93±3.74 14.00±3.68 -0.090 0.928

MRSS 总分 72.35±13.88 72.30±13.56 0.016 0.987
ITAQ总分 11.30±4.17 11.68±4.33 -0.394 0.694
表3　干预后12月末两组PANSS、MRSS、ITAQ总分比较 

（x±s，分）

项目
康复训练后12月末

t值 P值
干预组 对照组

PANSS 阳性量表 7.88±0.99 8.28±1.10 -1.700 0.093
     阴性量表 8.33±1.49 11.18±1.63 -8.155 0.000

一般精神病量表 18.65±2.25 20.65±3.42 -3.008 0.003
      总分 34.43±3.44 40.10±4.27 -6.543 0.000

MRSS    依赖性 18.28±3.62 19.70±3.20 -1.865 0.066
      活动能力 9.35±2.29 14.95±2.94 -9.509 0.000
      社交能力 14.58±3.50 19.68±4.95 -5.318 0.000
      症状行为 10.08±3.30 14.75±4.32 -5.440 0.000

总分 52.28±11.20 69.08±11.39 -6.422 0.000

ITAQ总分 18.15±6.43 12.85±6.78 3.589 0.001

2.4　复发和再住院率比较

在康复训练 12 月末，康复组患者复发 2、短期

住院 1 例，对照组复发 8、短期住院 6 例。干预组复

发率、再住院率分别为 5％、2.5％，对照组复发率、

再住院率分别 20％、15％，两组之间复发率和再住

院率情况进行检验，有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4　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12月末复发率和再住院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复发人数 复发率（％） 再住院人数 再住院率

干预组 40 2 5 1 2.5
对照组 40 8 20 6 15

χ2 4.11 3.91
P 值 <0.05 <0.05

3　讨论

（1）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有

助于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状态，促进其社会

功能 本究显示，在 12 个月末，干预组在 PANSS 总

分、阴性量表分及一般精神分裂症量表分与对照组

存在差异（P<0.01），两组在阳性量表分之间无差异

（P>0.05），提示干预组病情改善状况总体仍优于对

照组。干预组 MRSS 的量表总分及活动、社交、症

状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依赖因子分两组

之间无差异，提示干预组康复效果仍优于对照组。

干预组 ITAQ 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自知力改善优于

对照组。分析原因可能为：一方面通过支持性心理干

预，改善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评价，建立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通过社区日间康复训练，

提高了其工作和社交的技能。

（2）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能

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和再住院率 在实施干预后

12 月末，干预组患者复发率和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

组，提示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改

善了患者及家属心理知识的匮乏，纠正他们对疾病

的偏见，提高服药的依从性，使得患者在自我药物

管理得到了加强。

（3）支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训练的

康复疗效较持久，但还需长期维持  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社区康复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康复知识及技能，

社区精神分裂症病患较易出现服药依从性差、病情

易波动、疾病复发率高的问题，通过支持性心理干

预联合社区日间康复治疗，不仅对患者具有缓解控

制病情、提升生活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还

具有效率性、康复效果长期性特点。

综上所述，对病情稳定的精神病患者，采用支

持性心理干预联合社区日间训练模式不同于以往精

神病患者的常规康复模式，这将使患者从家庭封闭

式的康复模式转变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进行康复，

无疑将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莫大的帮助，节约医疗

资源，减少社会的负担，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岳英，冷晓赟，徐海飞，等。社区个体化全病程管理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疗效。中华精神科杂志，2011；44
（4）：212-216.

2. 邹义壮，崔界峰，王健，等。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

测验中文版临床信度及效度的研究。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9；42（1）：29-33.

3. 宓为峰，邹连勇，李梓萌，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依从

性及复发情况的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12；45（1）：

25-28.

4. 方文莉，陶华，季卫东等。认知行为干预对社区慢性精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4 期 - 595 -

◎

论
著◎

 Treatise

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疗效评估。上海精神卫生，2010；22
（1）：26-29.

5. 倪立，肖启，章浩明。社会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社区康复的作用。浙江医学教育，2012；11（3）；54-56.

6. 孙国英，易正辉，张艳欣等。家庭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疗效及家庭功能的影响。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5；

（2）：35-38.

7.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78.

8. 舒良。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150-176.

9. 王善澄。实用康复精神医学。长沙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7；289-298.

10.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济宁：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杂志社，2001；350.

11. Penn DL，Mueser KT，Tarrier N，et al. Supportive therapy 

for schizopherenia：posssible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adjunctive psychosocial treatments. Schizophrenia Bull. 2004；

30（1）：101-102.

12. Hellerstein DJ，Markowitz JC. Developing Supportive Psy-

chotherapy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Am J Psychiatry，

2008；165（10）：1355-1356.

　　　　　　　　　　（收稿日期：2016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