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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行为疗法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病耻感的影响

张雪莹 1 、 武克文 2 

【摘要】目的　探讨辩证行为疗法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病耻感的影响。方法　选

取住院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抗精神病药物和工娱

治疗。实验组 30 例，在药物和工娱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辩证行为疗法干预（每周两次，每次 60 分钟，

共 8 次）。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SI）、精

神病患者病耻感评估量表、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评价干预效果。采用副反应量表

（UKU）进行安全性评价。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 SSSI、SQLS 及病耻感前后测得分的差值上存在

显著差异（t = -9.53，P< 0.01；t = -13.20，P< 0.01；t = -7.16，P< 0.01）。两组在精神症状上没有显著

差异（P> 0.05）。结论　辩证行为疗法可以有效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恢复患者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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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 and Stigma of Schizophrenics in R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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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 and stigma in pa-

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mission period.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remission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of 30 cases，the routine antipsychotics and entertainment treat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30 patients were given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intervention based on drug and enter-

tainment therapy（60 minutes twice a week，8 times in total）.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PANSS），

social function rating scale for hospitalized chronic schizophrenia（SSSI），stigma rating scale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schizophrenics（SQL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The Udvalg for Kliniske 

Unders Lgelser Side Effect Rating Scale（UKU）were assessed at 8week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SSSI，SQLS and stigma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 = -9.53，P<0.01；

t = -13.20，P<0.01；t = -7.16，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sychiatric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tigma of schizophrenia pa-

tients and restore their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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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病因不明的

重性精神疾病。一般情况下患者意识和智力是清晰

的，但会出现不同程度社会功能的损害。研究发现，

低收入、离婚、居住环境差、社会歧视、无工作、

社交活动少、情绪波动等都会对患者的社会功能造

成影响［1］。社会刻板印象和自我污名化使得患者过

度自责，情绪逐渐低落，不愿意求助，病耻感体验

明显。有研究显示，康复期患者病耻感难以克服，

导致后续治疗依从性减退，自尊心受损，社会功能

退化，生活质量下降［2］。因此如何有效降低精神分

裂症患者病耻感，恢复患者社会功能是现阶段临床

急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除了继续服用药物外，

配合心理治疗会使得预后效果更好，可以使患者在

重返社会或生活遇到困难时树立信心、克服心理问

题。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社会技能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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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家庭干预及认知矫正，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

是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是一种新型认知行为疗法，以辩证

法基本原则为理论基础，以哲学辩证法为原则。传

统的 CBT 侧重于改变负面的认知和培养积极的思维，

认为认知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和情绪。而 DBT 不强调

认知和思维的作用，以鼓励患者无条件的接纳冲突

为主，通过社会心理技能训练，如正念、承受痛苦、

人际效能和情绪调节等有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干预。

DBT 的应用范围正逐步扩大，如治疗边缘型人

格障碍、缓解抑郁症状，降低自杀意念［3］、减少进

食障碍患者的暴食行为和清除行为［4］、也可用于其

他人群，如儿童行为问题、大学生酗酒行为［5］等。

已有研究证明辩证行为疗法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

功能、病耻感干预是有效的［6-7］。俞洋等在抗抑郁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联用 DBT，减轻了抑郁症严重程度，

同时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程度，降低

其病耻感，改善生活质量［6］。Lori 等运用 DBT 对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进行干预，有效改善了患者的情绪，

提高幸福感和心理社会功能［7］。国内学术界对于辩

证行为疗法的研究成果丰富，常用于进食障碍、有

自杀倾向的抑郁症和罪犯等人群，但鲜见运用 DBT

来改善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病耻感的

研究，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其临床的干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 60 例山西省某精神专科医院的缓解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入组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0 例，男

女各 15 例，年龄（35.20±9.80）岁；对照组 30 例，

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36.33±9.16）岁。

入组标准：①符合 ICD-10 中关于精神分裂症诊

断的标准；② PANSS 量表评分≤ 60 分；③病程在 10
年之内；④受教育年限≧ 9 年；⑤年龄在 18～50 岁之

间；⑥病情稳定、自知力基本恢复、能主动参加康复

活动、配合完成相关的量表检查并全程参与；⑦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两组在干预前、后进行 PANSS、SSSI、SQLS、

精神病患者病耻感评估量表评定。①阳性与阴性量

表（PANSS），由 30 项条目组成，7 级评分。评分

越高，症状越严重［8］。②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

功能评定量表（SSSI）由 10 个条目组成，采用 0、

1、2 三级计分［9］。③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

表（SQLS），采用 0～4 分的５级评分。每个量表从

0～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差［10］。④精

神病患者病耻感评估量表，由 32 个条目组成，采用

0～3 级评分：0= 从来没有，1= 很少，2= 有时，3=

经常。评分越高，歧视程度越高［11］。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工娱治疗，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 DBT 干预。以《辩证

行为疗法》一书为基础，设计 DBT 干预方案［12］。一

共 8 次，每次 60 分钟，采用活动和练习、正式与非

正式干预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正式干预练习在

每次活动中完成，非正式练习在家庭作业中进行。

主要内容：①第 1 阶段（第 1～2 次）：成员和领

导者之间互相认识，形成团队意识，建立契约合作

关系。初识 DBT，掌握正念技巧，帮助患者增加对

自身的认识和接受度。②第 2 阶段（3～4 次）运用转

移注意力、自我安抚、放松、制定新的应对策略等

方法，帮助患者冷静面对困难处境，采取智慧的行

动，减少负性的情绪反应。③第 3 阶段（第 5～6 次）

运用识别情绪、克服阻碍健康情绪的障碍、增强正

性情绪、冥想等方法，帮助患者减少情感脆弱性，

提高改善情绪的能力。④第 4 阶段（第 7～8 次）运

用倾听、表达、协商谈判等沟通技巧，帮助患者在

不破坏人际关系和不伤及自尊的前提下获得个人目

标最大化，同时适当提高自信。

1.4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分别对两

组的 PANSS、SSSI、SQLS、病耻感量表前后测得分

差值（后测得分 - 前测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性别（ t =0 .769，P=0 .445）、婚姻状况

（t = -0 .786，P=0 .435）、有无子女（t = -0 .254，

P=0.800）、是否在工作（t =0.00，P=1.00）、受教

育年限（t =1.140，P=0.259）、年收入（t =0.622，

P=0.536）、家庭所在地（t =0.413，P=0.681）、职

业（t = -1.628，P=0.10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2　干预前后两组在症状情况、社会功能、生

活质量和病耻感得分比较

干预前后两组在症状情况、社会功能、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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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病耻感得分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表1　实验组、对照组在PANSS、SSSI、SQLS、病耻感干预前

测得分（M±SD）

实验组（N=30） 对照组（N=30） t P

PANSS 51.10±5.15 53.50±4.12 -1.99 0.05

阳性 11.07±2.98 11.73±3.17 -0.84 0.41

阴性 13.27±2.80 14.73±3.31 -1.85 0.07

一般精神病理 26.77±3.37 27.03±3.01 -0.32 0.75

SSSI 6.53±2.96 5.80±2.22 1.09 0.28

SQLS 36.37±9.68  33.80±7.87  1.13   0.26

病耻感 29.70±11.82 29.00±8.21 0.27 0.79

病耻感 社交 15.80±6.71 16.53±4.63 0.03 0.62

病耻感 能力 8.23±3.79 7.27±2.33 0.00 0.24

病耻感 治疗 5.67±2.70 5.20±2.51 0.69 0.49

2.3　两组 SSSI、SQLS、病耻感量表干预前后得

分比较

两组 SSSI、SQLS、病耻感量表干预前后得分

差值存在显著差异（P<0.01），实验组的得分差值

均低于对照组。两组在精神症状上没有显著差异

（P>0.05），见表 2。
表2　实验组、对照组在PANSS、SSSI、SQLS、病耻感干预前

后得分差值（M±SD）

实验组（N=30） 对照组（N=30） t    P

PANSS -11.43±5.16 -9.47±4.59 -1.56 0.12

阳性 -2.70±3.54 -2.13±3.00 -0.67 0.51

阴性 -2.83±3.16 -2.70±2.40 -0.18 0.86

一般精神病理 -5.90±3.33 -4.63±2.95 -1.56 0.12

SSSI -5.60±2.46 -0.73±1.34 -9.53 0.00

SQLS -25.43±8.76 -3.63±2.27 -13.20 0.00

病耻感 -12.70±7.64 -2.20±2.52 -7.16 0.00

病耻感 社交 -7.50±4.94 -1.37±1.81 -6.39 0.00

病耻感 能力 -2.97±1.81 0.433±0.63 -7.25 0.00

病耻感 治疗 -2.23±1.94 -0.40±0.68 -4.89 0.00

2.4　两组患者的副反应量表（UKU）与干预后

的 PANSS、SQLS、病耻感和 SSSI 得分比较

两组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t =0.24，P=0.8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副反应量表（UKU）

与干预后的 PANSS、SQLS、病耻感和 SSSI 得分无相

关关系（P>0.05），即药物不良反应对症状情况、社

会功能、生活质量和病耻感无影响，见表 3。

表3　UKU与干预后PANSS、SQLS、病耻感和SSSI得分的相
关性分析

UKU PANSS SQLS 病耻感  SSSI

r值 -0.11 -0.09 0.04 0.09

P值 0.43 0.51  0.78  0.51

3　讨论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虽然大量使用抗精神病药

物使精神分裂症治疗水平、症状及预后效果成效明

显，但社会功能受损较重，改善效果不理想［13］。在

重返社会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人际沟通不良、与

社会脱节等，产生心理落差，负面情绪。根据患者

这一特点，运用 DBT 的人际效能技巧进行干预，培

养患者与他人互动的能力、能够清晰具体地描述自

己的需求、主动表达自身感受和接受他人建议。干

预后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明显的改善，说明 DBT 能够

促进患者的重新社会化，逐渐恢复其社会功能。这

与国外的报道相一致，Fassbinder 等证明了辩证行为

疗法在青少年中减少自杀企图、自伤和自残的有效

性，改变其不合理的信念，提高社会功能水平［3］。

Perepletchikova 等研究了 DBT 对童年期的破坏性情

绪失调障碍的疗效，结果显示，辩证行为疗法可以

提高童年期儿童的治疗依从性，改善社会功能［14］。

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具有较高的病耻感，对生活中

的痛苦、刺激和歧视的反应更为强烈。通过学习

DBT 的承受痛苦技巧可以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

弹性，缓和情绪、学会自我抚慰和自我激励。研究

显示，经 DBT 干预后的患者病耻感水平降低，对自

己的接受度提高。研究发现，两组 8 周干预前后的

PANSS 量表的评分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其

原因可能为精神症状方面需要用精神类药物来控制，

DBT 干预对改善阳性症状的效果不显著。

由于时间限制，患者出院等因素，没有对患者

进行后期的追踪研究和电话随访。DBT 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病耻感是否有长期效果，需要进

行持续深入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辩证行为疗法可能有助于缓解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和病耻感水平的改善，

值得在临床实践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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