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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康复干预方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社会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　健 、 史丽娜 、 胡媛媛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心理康复干预方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社会功能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 ~2017 年 7 月收治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共 14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70 例）和试验组（70 例），分别采用正念认知疗法与在此基

础上加用利伯曼精神康复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

SDSS 评分、SQLS 评分、SES 评分及 GSES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和干预前（P< 0.05）。结论　强化

心理康复干预方案用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可有效降低症状严重程度，提高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并有助于改善患者自尊及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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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on severity of symptoms,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cs　　SUN Jian，SHI Lina，HU Yuanyuan. Depart-
ment of Psychiatry，Psychiatric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Henan Province，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on sever-

ity of symptoms，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cs. Methods  140 patients 

with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cs were chosen in the period from July 2015 to July 2017 in our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both groups including control group（70 patients）with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and experiment group

（70 patients）with Lieberman ment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and the PANSS score，SDSS 

score，SQLS score，SES score and GSE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NSS score，SDSS score，SQLS score，SES score and GSES score after intervention of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interventnion（P<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reha-

bilitation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cs can efficiently reduce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higher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be helpful to improve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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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正念认知疗法被广泛用于精神分裂症辅

助治疗，在缓解负面情绪和提高治疗依从性方面显

现出一定效果，但仍有相当部分患者未见明显社会

功能、自尊及自我效能等方面的改善［1］。利伯曼心

理康复疗法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利伯曼教授创

立的精神康复干预手段，其主要以认知行为作为治

疗基础，在促进精神系统疾病患者社会独立及生活

技能恢复方面效果确切，但对于精神分裂症康复期

患者其与正念认知疗法联用能否获得协同增效作用

仍缺乏相关随机对照研究证实［2］。本文旨在探讨强

化心理康复干预方案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

严重程度、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更佳心

理康复干预方案的制定积累循证医学证据，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2017 年 7 月

收治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40 例，以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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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 70 例；对照组

患者中男性 48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为（53.62
±6.29）岁，平均病程为（15.97±3.02）年，根据受

教育水平划分，小学及以下 21 例，初中 19 例，高

中 17 例，大专及以上 13 例；根据服用抗精神类药物

划分，氯丙嗪 22 例，利培酮 20 例，喹硫平 17 例，

阿立哌唑 11 例，其中氯丙嗪平均用量为（72.34±
18.12）mg，利培酮（2.19±0.37）mg，喹硫平（362.71
±45.40）mg，阿立哌唑（21.95±3.65）mg；试验组患

者中男性 45 例，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为（53.84±
6.34）岁，平均病程为（15.80±3.08）年，根据受教

育水平划分，小学及以下 23 例，初中 20 例，高中

15 例，大专及以上 12 例；根据服用抗精神类药物

划分，氯丙嗪 22 例，利培酮 20 例，喹硫平 17 例，

阿立哌唑 11 例；其中氯丙嗪平均用量为（73.08±

18.30）mg，利培酮（2.12±0.34）mg，喹硫平（360.53
±44.96）mg，阿立哌唑（21.83±3.62）mg。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 CCMD-3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即存在

以下标准中至少两项，①病程持续 1 个月以上，且

排除因意识障碍、智能障碍、情感高涨或低落引起：

反复出现言语性幻听；明显思维松弛、思维破裂、言

语不连贯或思维贫乏；思想插入、播散、撤走、思

维中断、或强制性思维；被动，被控制，或洞悉体

验；原发性妄想（包括妄想知觉，妄想心境）或其它

荒谬的妄想；思维逻辑倒错、病理性象征性思维，或

语词新作；情感倒错，或明显的情感淡漠；紧张综合

征、怪异行为，或愚蠢行为；明显的意志减退或缺

乏［3］；②住院时间 1 年以上，急性发作后经药物干预

症状缓解；③康复期标准：出院时精神症状消失，自

知力恢复或者部分恢复，PANSS 评分总分＞ 40 分［3］；

④药物种类及剂量维持不变 4 周以上；⑤可正常沟通

交流；⑥年龄 18～65 岁；⑦方案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且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1.2　排除标准

①脑部器质性病变；②听觉视觉感知障碍；③药

物或酒精成瘾；④严重躯体性疾病；⑤妊娠哺乳期女

性；⑥临床资料不全。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正念认知疗法治疗，选择固定

活动室作为治疗场所，保证环境舒适安静，每次 2h，

每周 1 次，主要内容包括：①在躯体扫描和静坐冥

想基础上，由指导老师带领进行葡萄干训练、行走

冥想及 3min 呼吸空间训练：②完成后继续带领患者

以“活在当下”、“感受非事实”及“接受”为主题进行

讨论“，使患者主动诉说心中困扰及负面心理情绪，

同时指导其采用正念技巧对以上困扰进行识别应对，

完成自身问题更新体验及认知。全部治疗均由同一

名心理治疗师指导；试验组患者则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利伯曼精神康复疗法治疗，每次 2h，每周 5 次；

第 1~2 周行始动性功能训练，协助患者建立积极生

活习惯；第 3~4 周进行药物管理干预，包括：①讲授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基本原理及疗效；②强调养成自

我管理药物能力的好处，传授具体管理方法，并对

药物作用进行主动评价；③指导患者学习药物自我管

理处置手册，掌握识别及处置药物不良反应方法；第

5~6 周针对性进行症状识别处理训练，掌握识别先兆

症状、持续症状及负面情绪反应症状方法，明确记

录生活学习过程中相关症状重要性，并尝试自行处

理；第 7~10 周进行院内康复和社交技能训练，通过

室内室外观摩实践，使患者感觉工作在日常生活工

作中的重要地位，增强重返社会信心；第 11-12 周进

行回归社会训练，制定相关计划并根据此计划联系

社区进行沟通。两组干预时间均为 12 周

1.3　观察指标［4］

①精神分裂症状严重程度评价依据 PANSS 评分

量表，包括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精神病

理评分及总分；②社会功能评价采用 SDSS 量表，总

分 20 分，分值越高提示社会功能越差；③日常生活

质量评价采用 SQLS 量表，包括心理社会、精力 / 动

力及症状 / 副作用；④自尊状态评价采用 SES 量表；

⑤自我效能水平评价采用 GSES 量表。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选择 SPSS22.0；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以％

表示；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干预前（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 评分比较

对照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 评分分别为（13.42±
2.75）分，（9.45±1.95）分；试验组患者干预前后 SDSS

评分分别为（13.25±2.68）分，（6.04±1.21）分；试验

组患者治疗后 SDS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干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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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ANSS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精神病理 总分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对照组 70 25.46±4.89 16.26±4.08△ 31.92±5.90 25.91±4.55△ 35.76±6.72 31.78±5.90△ 73.93±10.03 68.52±8.16△

试验组 70 25.19±4.81 12.79±3.24※△ 31.54±5.82 18.15±3.40※△ 35.84±6.59 26.34±4.28※△ 74.28±10.15 61.61±7.39※△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QLS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心理社会 精力/动力 症状/副作用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对照组 70 28.68±4.85 17.51±3.93△ 42.34±8.49 35.15±6.72△ 28.95±5.33 16.47±3.15△

试验组 70 28.72±4.89 12.80±3.06※△ 43.08±8.62 27.42±4.53※△ 28.52±5.25 11.99±2.03※△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ES评分和GSES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SES评分 GSE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12个月

对照组 70 23.46±2.96 26.45±3.50△ 21.14±3.71 24.63±4.60△

试验组 70 23.63±2.99 29.24±4.28※△ 21.33±3.78 27.37±5.34※△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QLS 评分比较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SQL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干预前（P<0.05），见表 2。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ES 评分和 GSES 评分

比较

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SES 评分和 GSES 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干预前（P<0.05），见表 3。

3　讨论

利伯曼心理康复疗法是基于《社会独立生活技

能训练模式》的一种新型心理干预模式，通过对患者

药物自我处置、症状自我监控及回归社会能力进行

针对性训练，从而达到提高症状控制效果和生活质

量的目的［5］。首先，指导老师通过授课或播放视频

达到增强患者药物自我处置能力的目的，增强其对

疾病及药物相关知识认知理解程度，保证用药依从

性；其次对于症状自我监控能力培训可使患者更为准

确及时发现疾病复发先兆症状，通过向医护人员及

家属求助实现早期控制；同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及病

情应急方法，有效避免疾病复发次数；第三，职业康

复、兴趣培养及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交技能培训可进

一步改善阴性症状，提升自信心和自我价值认同感，

从而为重返社会奠定良好基础［6］。

本次研究结果中，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PANSS 评

分、SDSS 评分及 SQL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干预

前（P<0.05），证实利伯曼心理康复疗法辅助用于精

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治疗有助于提高病情控制效果、

改善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社会功能改善是精神分

裂症患者临床治疗主要目的；在加用利伯曼精神康复

干预后一方面提高患者对于精神病常用药物特点掌

握程度，提高用药依从性，另一方面使其认识到药

物无法消除所有症状，减轻心理负担。同时观摩院

内院外训练场景、参加康复实践及模拟工作训练亦

有助于增加患者间沟通，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进一

步加快社会功能提高。

本次研究结果中，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SES 评分

和 GSES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前（P<0.05），

表明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在正念认知疗法基础上

辅以利伯曼心理康复疗法治疗在保护自尊心和提高

自我效能感方面具有优势。已有研究显示［7］，康复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行药物治疗后尽管精神症状和自

知力均有所改善，但受多种内外因素影响，患者往

往遗留程度不一的社会功能障碍甚至自理缺陷，表

现为情感反应缺乏、自我价值感欠缺及社交焦虑等

症状，严重影响康复进程；而利伯曼心理康复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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