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1 期 - 4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社区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观察

王西建 、 亢晓燕 、 焦宁波 、 李　琨 、 庄　蓉 、 吴岳峰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社区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 �2 例，根据完全随机化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4�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社区康复训练。� 个月后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

分。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 PANSS、ITAQ 与 SDSS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干

预后，干预组 PANSS 阳性量表、阴性量表、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及总分、ITAQ 与 SDSS 评分改善

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且与同组干预前比较，以上评分均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

而对照组以上评分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社区康复训练可明显改善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增强患者自知力和社会功能，促进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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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WANG Xijian，KANG Xiaoyan，JIAO Ningbo，et al. Xi'an Mental Health Center，Xi'an 7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s　92 cases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 our community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

ciple of completely randomized，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each group with 

46 cases. Wherein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schizophrenia medication，while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

tive Syndrome Scale（PANSS），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 Questionnaire（ITAQ）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PANSS，ITAQ and SDS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cale，general psychopathology scale，total PANSS scale，ITAQ and SDSS scale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

tervention，the abov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While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enhance the insight and social 

functions，promote their recovery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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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障碍，起病

较早，多于成年早期或青年起病。目前我国约有精

神分裂症患者 1700 多万，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1］。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呈慢性疾病状态，病情复

杂，迁延不愈，给家庭与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抗

精神病药物可有效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但在功能

恢复方面效果不佳，可能残留部分社会功能缺损［2］。

社区康复已成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治疗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探讨探讨社区康复训练对慢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西安，7100�1）。

［第一作者简介］王西建（1�72.12-），女，陕西富平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王西建（Email：wxj���@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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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社区在册管理的病情稳定的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 92 例，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

第 3 版（CCMD-3）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病程

＞ 5 年，在社区与家属共同生活，患者或其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持续合作者，

合并痴呆、盲、聋哑等残疾症者，合并心、肝、肾

等重要脏器严重器质性疾病者，有药物或酒精依赖

者。根据完全随机化原则，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

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46 例。其中对

照组男 26 例，女 20 例；年龄 16～56 岁，平均（34.9
±7.2）岁；病程（10.8±3.2）年。干预组男 27 例，女

19 例，年龄 17～55 岁；平均（34.2±7.4）岁；病程

（11.0±3.4）年。两组患者以上资料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

包括利培酮、奥氮平、舍吲哚等常规抗精神病药物，

并定期随访。干预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社区康复

训练。具体方法如下：①建立研究对象的电子健康管

理档案，由患者、家属、社区与社会共同参与实施

康复训练，建立一支由精神科医生、全科医生、社

区干部、街道助残员、护士组成的实施小组，发挥

各自的优势解决患者的治疗与护理问题。②健康宣

教，包括患者与其家属，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

宣教，每月 1 次，每次 1h，内容包括抗精神病药物

的基本知识，其治疗的作用、副作用等，症状行为

对策，自我处置技能训练，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发

病机制，复发先兆与预防复发等。③支持性心理治

疗，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心理状态及生活习惯等

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支持方案，采用个人单独治疗的

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每周 1 次，每次 1h。耐

心倾听患者的心境，详细解释患者疑惑的问题，对

其做出正确的引导和建议，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学会自我放松和自我管理，增强患者对社

会心理因素的承受能力。④社会技能康复，每周 2
次，每次 1h，内容包括人际交往训练，角色扮演训

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理解能力训练和认知

能力训练，并可通过与患者进行访谈教育鼓励患者

积极与他人接触，生活规律、劳逸结合，培养患者

适应环境的能力。两组患者干预时间均为 6 个月。

1.�　观察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

表（PANSS）［3］、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4］、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5］评分。其中 PANSS

评分按 7 级评分，包括 7 项阳性量表、7 项阴性量

表、16 项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得分越高病情越严重。

ITAQ 评分包括 11 个问题，每个问题 0～2 分，总分

22 分，得分越高对疾病的自知力越强。SDSS 评分包

括 10 部分，每个问题 0～2 分，总分 20 分，评分越

高社会功能缺陷情况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表示为（均数±标准差），两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干预治疗，均具有较高的

服药依从性，对本结果未产生不良影响。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PAN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 PANSS 阳性量表、

阴性量表、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

组；且与同组干预前比较，以上评分均明显降低，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以上评分无

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ANSS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对照组（n=46） 干预组（n=46）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阳性量表评分 9.8±2.5 9.5±2.3 9.9±2.6 8.0±1.9ab

阴性量表评分 11.2±2.9 10.9±2.5 11.0±2.8 8.8±2.1ab

一般精神病理
量表评分

22.6±3.9 21.1±3.3 22.5±3.6 18.8±3.1ab

PANSS总分 43.8±9.7 40.2±9.4 43.6±9.6 36.1±7.2ab

注：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同组干预前相比，b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ITAQ 与 SD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ITAQ 与 SDSS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的 ITAQ

与 SDSS 评分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且与同组干预

前比较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对照组以上评分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ITAQ与SDSS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对照组（n=46） 干预组（n=46）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ITAQ评分 11.6±3.9 12.3±3.7 11.7±3.7 18.9±3.5ab

SDSS评分 9.2±3.0 9.0±2.8 9.1±2.9 7.8±2.5ab

注：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同组干预前相比，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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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1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特征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精神疾病，

其发病受到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具有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突发性、难

治性等特征，使其成为困扰广大精神卫生工作者的

重大问题［6］。临床研究证明，单一的药物治疗对患

者的全面康复作用有限，难以降低患者的复发率，

其复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对药物依从性、康

复环境、社会环境等 ［7］，因此除治疗患者的症状外，

其自知力和社会功能等的康复显得尤为重要。传统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管理模式为封闭式的家庭生活

模式，患者处于与外界环境隔离的状态，生活内容

简单枯燥，导致其主观能动性降低，社会功能减退，

加重疾病严重程度［8］。随着现代医学管理模式的转

变，精神分裂症的社区康复训练逐渐取代传统的封

闭式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2　社区康复训练的优势

首先，社区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干预组

PANSS 阳性量表、阴性量表、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

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且与同组干预前比较，以上

评分均明显降低，而对照组以上评分无明显变化。

提示干预组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与徐奇

等［9］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原因是建立的电子

健康管理档案可系统的管理和处理患者的疾病状况，

具有较好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另外，针对患者及其

家属的健康宣教加强了其对精神分裂症防治及康复

知识的了解，也提高了家属对患者症状的应对能力，

且增加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从而变消极治疗为积

极主动治疗［10］。其次，社区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和社会功能。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后，干预组的 ITAQ 和 SDSS 评分改善情况均优

于对照组；且与同组干预前比较明显改善，而对照组

以上评分无明显变化。可能原因是，通过与患者的

相互交流沟通减轻其对疾病的疑虑，增加患者对疾

病的自我管理，从而增强其自知力；通过支持性心理

治疗增加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增强其心理承受

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总之，

社区康复训练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了一个拓展视

野、放松心情的时间与空间，使患者重拾对生活的

信心，增加患者的集体感和社会感。且社区康复训

练给患者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支持，从生理、情感等

多方面入手，使患者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国内外

许多研究显示，社区康复训练是一种覆盖面广、消

耗小、效果显著的治疗手段［11］，可为精神分裂症患

者提供连续性、及时性、协调性的康复服务，为促

进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具有反复发作

性，本研究仅随访 6 个月，虽近期效果较好，但其

远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且本研究的研究

对象仅 92 例，研究样本较小。故下一步需进行长时

间的队列研究，对更多人群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社区康复训练可明显改善慢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增强患者自知力和社会功能，

促进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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