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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对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照护者的情绪干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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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在门诊精神分裂症 (SP)患者家庭照护者的情绪干预中采取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的应

用效果。方法：在2020年1月～2021年2月于本院门诊治疗SP患者的家庭照顾者中选取80例，使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两组，各40例，采取常规药物治疗为A组，在A组基础上给予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为B组，对比

两组疗效。结果：干预前，两组SAS、FBS、ADL评分对比无差异 (P>0.05)，干预后相较于A组，B组评分

更优 (P<0.05)。结论：对SP患者的家庭照护者采取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可显著改善其负面情绪，减轻其心

理负担与压力，进而改善预后，提升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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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in emotional intervention for 
family caregivers of outpatient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SP).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80 family caregivers of SP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and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group A.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AS, FBS and AD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A(P<0.05). Conclusion: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and pressure, 
improve the prognosi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mily caregivers of SP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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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SP)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外研究表明，SP终身患病

率为 13%，而我国为 7% ～13%[1]。SP因病情易反

复、治疗难度大以及病程迁移等，被纳入我国重症

精神疾病管理中，不仅对患者心理、生理造成一定

损害，同时对家庭照护者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

经济负担，引发心理疾病 [2]。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

是一种基于Freud焦虑理论学说发展的与精神分析理

论密切有关的心理治疗方式，其在治疗焦虑症、抑

郁症患者中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但目前关于心理

动力性心理治疗SP家庭照护者相关文献报道较少，

故本文就此进行分析，阐述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于 2020 年 1 月～2021 年 2 月在本院选取的 80
例门诊 SP 患者，以每例患者 1 例主要家庭照护者

作为实验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40 例。A 组家庭照护者男、女各 16、24 例，年龄

在 22～50岁，平均为 (37.14±6.58) 岁。B组家庭

照护者男、女各 17、23例，年龄在 20～50岁，平

均为 (38.01±6.47) 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差异

(P>0.05)。
1.2方法

A组给予家庭照护者常规药物治疗，给予其服

用北京益民药业有限公司地西泮片 (批号：国药准字

H11020898，规格：2.5mg)2.5～10mg/次，2～4次 /
d；或给予患者服用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盐酸氯米

帕明片 (批号：国药准字H10970080，规格：25mg)
治疗初期1片 /次，2～3次 /d。随后依据患者对药物

耐受情况逐渐增加剂量，如在治疗第一周每隔2、3d
增加25mg，直至4～6片 /d。

B组在A组基础上对患者实施心理动力性心理

治疗，操作如下：(1)心理治疗师资质：接受过系统

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培训；治疗师有 5年以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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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临床工作经验，并通过全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考

试的培训后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具有 3年以上心

理治疗经验；每年接收指导30h案例辅导。(2)设置：

每周实施一次治疗，治疗时间为50min/次，治疗时

间应>6个月。(3)基本治疗技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

给予针对性心理治疗措施；对患者存在的问题，澄

清矛盾，认清自我，学习新的思维方式等，促使潜意

识内容上升为意识，以促进人际关系协调。(4)在治

疗后，若患者病情有所改善，则可进一步加强治疗，

若患者病情无改变甚至加重，则重新拟定治疗方案；

若患者出现自伤、自杀行为，则立即停止治疗。

1.3观察指标

治疗后随访两周，使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3]对

两组家庭照护者主观感受进行评分，量表以 50为界

限，50～59分：轻度焦虑、抑郁，60～69分：中度

焦虑、抑郁，≥ 70分：重度焦虑、抑郁。使用家庭

负担会谈量表 (FBS)[4]对家庭照护者家庭负担进行

评估，该表由家庭日常活动、家庭成员躯体健康等

7个项目组成，共 25个条目，总分在 0～50分，负

担越重分值越高。使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对
两组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分值在0～100
分，分值越低生活质量越差。

1.4统计学处理

本文选择SPSS 20.0系统计算数据，x±s表达计

量数据，选择 t检验，%表达计数数据，选择c2检验，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后选用P<0.05表达。

2结果

两组干预前 SAS、FBS、ADL 评分对比无差

异 (P>0.05)，干预后，B组SAS、FBS均低于A组，

ADL评分均较高 (P<0.05)。见表1。

表1　对比两组SAS、FBS、ADL评分 [(x±s)分 ]

组别 n
SAS FBS AD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B 组 40 64.59±10.21 41.25±8.97 36.94±4.11 18.72±2.56 51.24±10.01 64.85±8.72

A 组 40 63.97±10.45 52.31±8.75 35.48±4.51 26.34±2.42 50.61±10.47 57.33±8.41

t - 0.268 5.582 1.513 13.680 0.275 3.926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SP是临床常见重症精神疾病，因该病病情易反

复发作，加之我国精神卫生资源有限，故大部分SP
患者是与家属居住在一起，家庭照护者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以及负担，其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降低其生活质量 [5]。

目前针对抑郁、焦虑患者多采取药物治疗，虽

有一定疗效，但服用后极易产生多种不良反应，降

低其治疗依从性 [6]。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发展与精

神分析理论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该治疗模式更适

合社会发展需求，其理论基础以及治疗技术的应用

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以及灵活性。评估患者是否适进

行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在治疗阶段中与患者建立

良好的关联，识别以及利用移情，介质与识别其防

御机制以及阻抗，以此改变患者行为达到治疗目的。

本文结果显示，干预后B组SAS评分低于A组，表

明对患者实施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可缓解患者负

面情绪，使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本

文结果显示，干预后，B组FBS评分较低，表明心

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可显著减轻患者心理负担以及压

力，促使治疗进展更为顺利。本文研究结果得出，

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的应用，可使

SP患者的家庭照护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进而

促进治疗进展，减轻其心理负担，提升家庭照护者

生活质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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