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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中的效果评价

乔云栓 1 、 张士巧 1 、 崔卫东 1 、 苏秀茹 2

【摘要】目的　观察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中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例居家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在给

予药物治疗的同时分别采用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和常规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干预，分别于

干预前、干预 12 个月时采用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PANSS）、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PSP）、社会功

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对患者进行评估。结果　与干预前比较，干预组 PANSS、PSP、SDSS 量表

总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差异均明显降低（P< 0.05）；干预结束时，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PANSS、PSP、

SDSS 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差异均明显降低（P< 0.05）；入院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　心理健康

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可改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对严重精神障碍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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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iverse family therapy effect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ho have serious mental 
disorders　QIAO Yunshuan ,ZHANG  Shiqiao ，CUI Weidong， et al. Hebei hengshui city mental hospital，Hengshui   
0538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diverse family therapymodel serious men-

tal disorders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effect. Methods　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o 100 cases of hom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drug treatmen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education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multiple family therapy 

intervention mode and traditional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the 12 months prior to the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us-

ing negative and positive symptoms scale (PANSS), personal and socialperformance scale (PSP), social function defect 

screening scale (SDSS) to evaluate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group PANSS, 

PSP, SDSS scale total score and all subscales scor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At the end of the inter-

vention, interven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ANSS, PSP, SDSS scale total score and all subscales score dif-

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Admiss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iverse family therapy model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rehabilit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erious mental disorders.

   【Key words】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iverse family therapy; Mental disorders; Rehabilitation; Social function

精神障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治疗时间长、患

者依从性差、易复发，从而形成了：发病 - 住院 - 出

院 - 再发病 - 再住院的恶性循环，家人因此对治疗

失去信心，最终导致患者社会和生活技能的全面退

缩。因此注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全程治疗”，注重精

神疾病的康复就显得尤为重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的康复是精神卫生工作（预防、治疗、康复）的最后

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1］，受到了当前党和国家

的高度关注。本研究将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

模式（PMFG）应用于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探讨

其对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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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纳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中的衡

水市农村精神障碍患者中随机抽取患者 200 例，所

有患者均经精神科执业医师依据 ICD-10 进行复核诊

断。纳入标准：1）能理解实验内容，自愿参与研究

并合作。2）至少有下列 1 项显著的功能障碍：①日

常生活料理当前存在显著困难或困难持续存在，需

要大量的他人协助。②在照管家庭或者谋生工作的

维持方面，困难显著。③在自身居住安全的照管方

面困难显著。排除标准：1）患者或家属拒绝参与该

研究。2）重度精神发育迟滞者、

酒精及物质依赖、人格障碍、合并严重器质性

或全身性疾病、有严重自杀、自伤倾向。最后确定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配表将其分

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 50 例，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36.6±17.3）岁，病程（12.60±8.79）年，

住院次数（2.02±1.20）次，其中精神分裂症 36 例

（72％），偏执性精神病 2 例（4％），分裂情感性障

碍 1 例（2％），双相情感障碍 2 例（4％），癫痫所致

精神障碍 5 例（10％），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4 例（8％）；对照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32.8±15.5）岁，病程（10.71±10.24）年，住院次

数（2.92±1.70）次；精神分裂症 37 例（74％），偏执

性精神病 2 例（4％），分裂情感性障碍 1 例（2％），

双相情感障碍 3 例（6％），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4 例

（8％），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3 例（6％）。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学比较，差异无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均

知情同意。研究过程中无患者脱落。本研究获衡水

市精神病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干预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心理健康教育多

元家庭治疗模式进行干预，每两周一次，每次 90 分

钟，共实施干预 1 年。干预过程中，如果病情不稳

定达到入院标准，则入院治疗。对照组在药物治疗

的同时进行常规社区管理模式干预，每年随访至少

4 次，共实施干预 1 年，干预过程中，如果病情不稳

定时，随时给予干预，如果达到入院标准，则入院

治疗。

1.2.2　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内容

（1）每两位医生为一个治疗小组，对拥有共同

问题的 5～8 个家庭实施干预。（2）分别与每个患者

及其家庭成员晤谈，搜集患者的情况及其家庭信息，

与其建立平等、尊重、友好的治疗同盟。（3）医生指

导患者与家属共同开展教育性讨论，通常进行 12 次，

整个过程一定要维持和谐的气氛，遵循家庭指导的

策略，提供有关的疾病知识，教授有效的疾病应对

策略，处理由疾病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提供情感支

持并促进家庭间的交流，分享经验等［2］；（4）干预过

程中始终贯穿解决问题技术，逐步进行讲解与训练；

（5）职业和社会康复，针对性解决疾病相关问题，

促进患者的社会和职业恢复。

1.2.3　量表评定

采用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个人

与社会表现量表（PSP）［3］和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SDSS）对患者进行评估。PANSS 量表采用他评，

根据患者近 1 个月的临床表现进行评估，量表包括

阳性症状量表、阴性症状量表和一般精神病理学症

状量表，共有 30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采用 1～7 级

评分，得分越高，症状越重［4］。

PSP 量表包含了 A 社会中有用的活动；B 个人关

系和社会关系；C 自我照顾；D 扰乱和攻击行为和总

体评分 5 个子项目，1～6 评分，1 为无，2 为轻微，

3 为明显，4 为显著，5 为严重，6 为非常严重。

SDSS 量表共有 10 项内容，分别为职业和工作、

婚姻职能、父母职能、个人生活自理、家庭内活动

及家庭外活动等，每项内容采用 0～2 级评分分，总

分为 0～20 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会功能障碍越严

重［5］。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配

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 

PANSS 总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干预组在干预结束

时显著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与干预前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结束时干预组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 PSP 评分比较 

PSP 总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干预组在干预结束

时显著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与干预前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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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 SDSS 量表评分比较 

SDSS 量表评分干预组在干预结束时显著低于干

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干预

前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前两组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结束时干预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50 16.42±2.35 11.45±2.05*△

对照组 50 16.58±1.68 16.08±2.05

t 值 0.0269 4.683

P 值 0.9762 0.0000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入院情况比较

干预结束后，研究组无人入院，住院天数为 0，

对照组 2 人住院，平均住院天数为 1.81 天 / 人 / 月。

3　讨论

严重精神障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中应用的名词，它是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

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

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

神障碍［6］。大多数属于慢性残疾性疾病，病程漫长，

致残率很高，且需长期的巩固维持治疗，难以根治。

再加上长期服用抗精神药物治疗以及社会对其偏见

及歧视等使得其人际交往、社会功能水平等不能很

好的恢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社会功能［7］。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的普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

理治疗服务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8］。目

前关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治疗的研究众

多，如宋珀槿等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健康

教育以增加服药依从性；徐清芝等提供家庭心理干

预以提高社会支持；周玉英等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帮

助病人重拾工作［9-11］；李四东等通过家庭综合干预提

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12］等。中国文

化自古以来一直重视家庭观念，居家精神疾病患者

绝大多数与家属同住，因而以家庭为基础的 PMFG

干预模式所强调的如何恰当地与家庭患病成员相处

及处理疾病带来的挑战十分符合患者及其家庭的实

际需要［2］。本研究引进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

模式（PMFG），应用于农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

（P>0.05）；干预前两组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结束时干预组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PANS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PANSS阳性 PANSS阴性 一般病理 PANSS总分

干预前

　对照组 50 10.93±3.95 14.49±6.36 27.69±7.33 53.11±14.12
　干预组 50 11.42±4.03 17.64±7.42 29.89±6.94 58.95±13.92
干预12月后

　对照组 50 10.65±4.32 13.78±5.24 26.89±6.67 51.32±16.23
　干预组 50 7.89±2.43△ 10.56±4.77△ 28.45±6.04△ 46.9±13.07△

减分值

　对照组 50 0.28±0.46 0.71±1.12 0.80±0.66 1.79±2.12 

　干预组 50 3.53±3.43* 7.08±2.65* 1.44±0.90* 12.05±0.85*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P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A B C D 总分

干预前

　对照组 50 5.25±1.32 4.57±1.59 5.14±1.51 3.487±0.89 18.24±4.96
　干预组 50 5.11±1.23 4.62±1.11 4.91±1.02 3.69±1.17 18.23±4.43
干预12月后

　对照组 50 4.85±1.05△ 4.61±1.07△ 4.89±1.11△ 3.56±1.02△ 17.92±4.25△

　干预组 50 2.86±1.06* 3.06±1.01* 2.34±1.21* 1.64±0.35* 9.9±3.63*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5 期- 84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治疗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与干预前比较，干预

组 PANSS、PSP、SDSS 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差

异均明显降低（P<0.05）；干预结束时，干预组与对

照组比较，PANSS、PSP、SDSS 量表总分及各分量

表评分差异均明显降低（P<0.05）；入院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说明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采取心理健康

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比常规

社区管理模式更为有效，可明显改善精神障碍患者

自我照料能力、提高患者社会交往能力、工作能力、

降低复发和再住院，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技

能，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自信心，调动患者的积极

性，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13］，值得进一步研究并

在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中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有星 , 姜杨 , 俞银华 , 等。团队技能训练在精神障碍

患者康复中的效果评价。中国护理管理 , 2014；14(2): 

190-192.

2. 马晓倩 , 刘浉妍 , 罗兴伟 , 等。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

疗模式在重性精神疾病中的应用及进展。中国临床心理

学杂志 , 2015；23(2): 373-375.

3. 乔颖 , 何燕玲 , 赵靖平。个体和社会功能量表信效度研究。

中国医药导报 , 2012；9(26): 11-14.

4.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CD］。北京 : 中华医学电子

音像出版社 , 2005: 97-359.

5.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 2011: 163-16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员培训教材》编写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务人员培训教材》［M］。北

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13. 

7. 张雅敏。社区综合性精神康复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

存治疗的影响。中国实用医药 , 2016；11(2): 268-269. 

8. 陈卫东 , 柴煜峰。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

程序结构。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37(1): 

124-136. 

9. 宋珀槿 , 裴双义 , 孙淑红。家庭心理干预联合社会技能训

练治疗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中国老年学杂志 , 

2013；10(33): 5019-5020. 

10. 徐清芝 , 姜英 , 赵方 , 等。健康教育对改善社区康复期

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和社会功能的研究。中国健康教育 , 

2010；26(5): 384-386. 

11. 周玉英 , 张紫娟 , 吴勤华 , 等。职业技能训练对社区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效果分析。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 

2013；28(2): 166-167. 

12. 李四东 , 阳前军 , 陈钰 , 等。家庭综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 2014；41(4): 

202-204. 

13. 谢巍 , 李亚男 , 赵川 , 等。心理干预对干扰素致丙肝患

者抑郁症康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 

2015；42(6): 76-77. 

 　　　　　　　　　( 收稿日期 : 2016 年 3 月 10 日 )

欢迎广大读者到当地邮局订阅《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邮发代号4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