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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主要的异常死因, 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8～10倍，

大约有 20%～40%的患者在一生中尝试自杀，其中

有 10%的患者完成自杀[1]。目前国内外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自杀风险因素的研究已有很多报道 [2-4]。住

院患者自杀的风险干预多以药物治疗及自杀风险护

理为主 [2，5，6]，系统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较少。认知

行为治疗可有效降低自杀风险[7-9]，目前国内外专家

推荐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帮助

其应对精神症状，恢复社会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10-

12]。有学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

行自杀风险干预，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可降低患者的

自杀风险[13-15]。Lecomte等[16]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进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发现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在

患者应对精神病性症状，改善消极情绪，应对自杀和

药物滥用等方面有效。Barrowclough等 [17]采用团体

认知行为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发现团体认

知行为治疗可减少患者的无望感、自卑感和对未来

的绝望感。目前国内尚未见采用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干预精神分裂症自杀风险的研究报道，国外为数不

多的研究存在着样本量少，缺乏长期的追踪随访等

问题。本研究尝试采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帮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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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干预效果。方法：将60例存在自杀风险的住

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31例和对照组2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及自杀风险护理，实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BECK自杀意念问

卷（BSI-CV）（最近 1周）及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结果。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 SIOSS、BSI-
CV（最近1周）评分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实验组治疗后评分显著性降低；对HAMD评分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治疗阶段的主效应显著。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实验组治疗后绝望分量表、自杀意念、自杀意念严重程度及实

施自杀可能性因子分数显著降低。结论：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对于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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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on suicide risk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60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suicide risk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
mental group (31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29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
ment and suicide risk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group CB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SIOSS), BECK 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ire (BSI-CV) (last 1 week)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vari⁃
ance results of repeated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 score analysis of SIOSS and BSI-CV (the last 1 week) showed signifi⁃
cant interaction. Further simple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The HAMD scor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main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stage was significant. The paired sample T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subscale, suicidal ideation, sui⁃
cidal ideation severity and suicide probability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suicide risk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Suicide risk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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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抑郁、绝望情绪，应对自杀意念及自杀行为，取

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19年 5月—7月，在兰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 512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通过简明国

际神经精神访谈表中文版（The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自杀风险模块[18]（≧
6分）及自编自杀风险访谈表，筛选出 126名具有自

杀风险的患者，按照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标准筛选出

68名患者作为入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根据 ICD-10诊断标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
经过抗精神病药物系统治疗后精神症状大部分消

失，PANSS量表≦60分，精神科医师临床评定为精神

病性症状基本消失；（3）患者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4）年龄16～45岁；（5）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自

愿参加，并愿意配合研究。本研究通过了兰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排除标准：（1）伴
有严重的脑器质及躯体疾病患者；（2）严重认知障

碍、意识障碍患者；（3）视听言语功能障碍者；（4）其

他精神疾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 68名患

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34人。在研究过程中

实验组有3名患者，对照组有5名患者因出院退出研

究。最后确定实验组31人，对照组29人。实验组：

男性 12例、女性 19例；年龄 33.42±9.56岁；职业：全

职9例、临时工作6例、退休1例、无业15例；文化程

度：初中10例、高中12例、大学及以上9例；民族：汉

族 27例、少数民族 4例；婚姻状况：未婚 12例、已婚

14例、离异5例；居住地：农村19例、城镇12例；家庭

月经济收入：<3000元21例、3000元～5000元6例、>
5000元4例；医疗付费：自费5例、医保付费26例；精

神疾病家族史：有家族史4例、无家族史27例；病程：

1年以下12例、2～5年7例、5～10年5例、10年以上

7例；自杀未遂史：有自杀未遂史8例、无自杀未遂史

23例；平均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相当于利培酮(3.31±
1.29) mg。对照组：男性 14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2.38±6.12岁；职业：全职10例、临时工作8例、退休

0例，无业 11例；文化程度：初中 9例、高中 11例、大

学及以上9例；民族：汉族25例、少数民族4例；婚姻

状况：未婚12例、已婚14例、离异3例；居住地：农村

16例、城镇 13例；家庭月经济收入：<3000元 18例、

3000元～5000元6例、>5000元5例；医疗付费：自费

6例、医保付费 23例；精神疾病家族史：有家族史 6

例、无家族史23例；病程：1年以下9例、2～5年7例、

5～10年7例、10年以上6例；自杀未遂史，有自杀未

遂史7例、无自杀未遂史22例；平均服用抗精神病药

物相当于利培酮(3.42±1.31) mg。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自杀访谈表 主要包括一般背景资料，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居住地、

自杀未遂史等；自杀现象描述：自杀前发生了什么事

情？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因素、保护因素；自杀行

为的发生：自杀意念如何转变为自杀行为、自杀能

力、保护因素。

1.2.2 简 明 国 际 神 经 精 神 访 谈 表 中 文 版（The
MINI- International Neuro 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 是由 Sheehan和Lecrubier开发的一个定式

访谈工具，主要用于筛查、诊断《精神障碍诊断和统

计手册第四版（DSM-IV）》和《国际精神障碍统计分

类手册（ICD-10）》中 16种轴 I精神疾病和一种人格

障碍，包括 130个问题。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

试验和临床实践。

1.2.3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elf- rating of Suicide
Scale, SIOSS）[19] 量表构思框架包括绝望、乐观、睡

眠、掩饰等。条目均以“是”或“否”回答记分，得分越

高,自杀意念越强。

1.2.4 BECK 自杀意念问卷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20] 分成

2个因子，自杀意念和自杀倾向因子。前5个条目代

表自杀意念。后14个条目代表自杀倾向因子。主要

由 3个成分构成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实施自杀的

可能性和自杀的准备程度，既可自评，也可他评；既

可评估访谈当时的状况又可评估最严重时的状况。

1.2.5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19] 由Hamilton于 1960年编制，是临床上

评定抑郁状态时用的最广泛的量表。评分标准采用

0～4分，五级评分法。本研究采用24项版本。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选择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以利培

酮、奥氮平为主。采用精神科自杀风险护理，包括病

情观察、心理护理、加强巡视、安全检查、重点监护

等。

1.3.2 实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团体认知行

为治疗。

1.4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方案

依据《团体认知行为治疗》、《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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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高效短程认知行为治疗图解指南》［21-23］

等相关资料，参照国内有关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文献，

制定了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团体认知行

为治疗方案。本研究治疗周期为6周，每周2次，共

12次，每次1.5～2小时。实验组的31名患者，分为3
个小组，A组 11人，B组 10人，C组 10人。由 1名具

有心理治疗资质的精神科副主任医师，1名应用心

理学博士，6名应用心理学硕士组成治疗团队。团

队成员均接受过系统认知行为、团体心理治疗培训，

并有咨询经验。在治疗开始前，团队开展了30学时

的评估、治疗等方面的培训。每次治疗后均开展案

例督导。团体治疗内容详见表1。

团体阶段

团体形成

开始过渡

工作阶段

巩固结束

节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

目标

团体形成

设置团体结构

改善患者抑郁、绝望情绪

改善患者抑郁、绝望情绪

改善患者抑郁、绝望情绪

提高患者应对自杀意念的能力

提高患者应对自杀意念的能力

提高患者应对自杀意念的能力

提高患者应对自杀意念的能力

提高患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患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和巩固团体治疗的效果

内容

通过热身游戏使团体成员相互熟悉，组长介绍团体心理治疗方案，主要事项及契约，

成员签署团体心理治疗知情同意书；建立治疗联盟。

团体成员相互熟悉，组长向团体成员介绍认知行为疗法，强调做作业的必要性，处理

团体成员的顾虑、阻抗、焦虑和矛盾。建立治疗联盟。

学习认知行为三角模型，制定治疗目标，学习情绪命名、心境检查、学习正念吃葡萄

干，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学习使用功能失调思维记录三栏表，识别自动思维，学习区别自动思

维与情绪。学习正念躯体扫描。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学习识别不合理认知模式，学习使用功能失调思维记录五栏表，使用

适应性想法替代功能不良的自动思维。学习正念观呼吸。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引起自杀想法（行为）的情境与想法的关系，学习使用具有适应性的想法和行为

应对自杀意念（行为）。学习正念放松训练。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讨论不合理的认知模式，采用苏格拉底式提问及箭头向下技术使患者

识别矫正中间信念。学习正念伸展运动。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讨论生存的理由和意义，学习识别促发自杀意念的诱因并制定应对策

略及安全防范措施。学习正念观呼吸、躯体反应、想法。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分享应对自杀意念的方法及安全防范措施，分享过去生活的意义及未

来生活的期待。练习正念观呼吸、躯体反应、想法。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组长向团体成员介绍问题解决治疗的原理和结构，讨论“多重任务处

理”的困难及途径，练习头脑风暴。布置家庭作业。

讨论家庭作业，讨论情绪、无效行为、特定思维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练习头脑风

暴。讨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讨论团体结束事宜，处理团体成员情绪反应。

复习团体治疗过程，强化团体成员的改变，为团体成员提供资源，处理团体成员情绪

反应。

表1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具体内容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χ±s 表示，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自杀意念、抑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两组被试自杀意念自评量表、BECK自杀意

念问卷(最近 1周)及汉密顿抑郁量表得分进行 2(组
别：实验组、对照组)×2(治疗阶段：治疗前、治疗后)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对两组被试自杀

意念自评量表的得分进行分析发现：治疗阶段的主

效应显著，F(1, 58)=17.832，P<0.001，η2=0.235；组别

的主效应显著，F(1, 58)=4.689，P=0.034，η2=0.075；二
者交互作用显著，F(1, 58) =10.172，P=0.002，η2=

0.14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实验组治疗后自

杀意念自评量表的得分显著低于治疗前，F(1, 58)=
28.417，P<0.001，η2=0.329；对照组治疗前后得分之

间无显著差异 F(1, 58) =0.517，P=0.475，η2=0.009。
（2）对两组被试BECK自杀意念问卷（最近1周）的得

分进行分析发现：治疗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8)=
7.866，P=0.007，η2=0.119；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58)=2.131，P=0.150，η2=0.035；二者交互作用显

著，F(1, 58)=8.778，P=0.04，η2=0.131；进一步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实验组治疗后的评分显著性降低，F(1,
58)=17.205，P<0.001，η2=0.229；对照组治疗前后得

分之间无显著差异 F(1, 58) =0.012，P=0.913，η2=
0.000。（3）对两组被试汉密顿抑郁量表得分分析发

现：治疗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8)=44.527，P<
0.001，η2=0.434；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8)=
0.335，P<0.565，η2=0.006；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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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8)=0.314，P=0.577，η2=0.005。见表2。
表2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BECK自杀意念问卷(最近1周)、

汉密顿抑郁量表治疗前、治疗后描述统计结果

2.2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BECK自杀意念问卷(最
近1周)各分量表评分结果

（1）实验组在治疗后自杀意念自评量表绝望分

量表分数明显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掩饰、

乐观、睡眠分量表分数无显著性差异（P>0.05）。（2）
实验组治疗后BECK自杀意念问卷(最近1周)中，自

杀意念、自杀意念严重程度、实施自杀的可能性这三

个因子评分降低，有显著性差异(P<0.05)。自杀的准

备程度因子评分无显著性变化(P>0.05)。见表3、表4。
表3 实验组心理治疗前、后自杀意念

自评量表分量表评分结果（χ±s）

表4 实验组心理治疗前、后BECK
自杀意念量表因子评分结果（χ±s）

3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因素调查国内外已有

很多研究报道，主要包括遗传生物学、社会人口学、

精神疾病等方面［4，24，25］。心理学家认为自杀行为是

逃避无法忍受的心理痛苦的尝试，认知狭窄是自杀

个体的常见特征，自杀最常见的情绪是绝望感和无

助感 [26]。有学者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的危险因

素进行了meta分析，绝望感被最一致地公认为是精

神分裂症自杀的高危因素[27]。研究发现，有自杀意

念和自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更严重，

抑郁症状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的一个预警

因素［25，28］。根据自杀的三阶段理论，自杀的预防和

干预可以从减少痛苦，增加希望，加强联结和降低自

杀能力入手[29]。Skodlar等[30]认为认知行为治疗可降

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风险。

本研究采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导致患者出现

抑郁、绝望情绪的自动思维及不合理认知模式进行

工作，通过制定自杀防范计划帮助患者应对自杀意

念及自杀行为，通过正念训练帮助患者学会应对消

极情绪。结果显示对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

患者中存在着“以偏概全”、“极端思维”、“个性化”的

不合理认知模式。在治疗中通过让患者学会对其功

能障碍性自动思维进行矫正，使其建立起适应性的

认知模式，从而缓解患者抑郁、绝望的情绪反应。从

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实验组患者自杀意念自评问卷

中绝望分量表分数、汉密顿抑郁量表分数有明显的

下降，说明通过心理治疗患者抑郁、绝望情绪得以改

善。患者乐观分量表分数没有明显变化，表明患者

并未形成乐观的认知模式，这也是后期研究中需要

调整和改善的地方。此次研究中并未涉及调整患者

睡眠的心理治疗，患者在前期的精神科药物治疗中，

对患者的睡眠问题都进行了调整，因此患者睡眠分

量表分数没有明显变化。

研究中针对患者的自杀意念、自杀未遂行为在

团体成员间进行讨论，制定了帮助患者摆脱心理痛

苦、识别自杀意念诱发因素的应对策略。团体成员

制定了自杀防范安全卡，在卡片上列出活着的特定

理由，紧急联系人电话及应对自杀意念的行为方案，

从而预防自杀行为的出现。通过系统心理治疗，实

验组BECK自杀意念问卷（最近1周）中、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严重程度因子分、实施自杀可能性因子分

有显著性下降，说明此次研究对于降低患者自杀意

念、自杀行为有一定的效果。因为此次研究对象是

住院患者，住院环境中对于自杀行为有严密的防范，

患者没有条件做自杀准备，自杀的准备程度因子分

数无显著性变化。

本次研究中团体成员都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存

在自杀意念或曾有过自杀未遂行为，团体的同质性

较高。在患者入组前，研究团队对于本次研究的目

的和心理治疗的流程、方式向团体成员及家属做了

详细的讲解，打消了团体成员及家属对于自杀议题

的顾虑。整个治疗过程中团体成员之间形成了较好

的团体凝聚力，团体成员大多数之间能做到相互支

持，相互学习，对增加患者自我价值感起到了良好的

量表

自杀意念自评
量表

BECK自杀意念
问卷（最近1周）

汉密顿抑郁量表

分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n
31
29
31
29
31
29

治疗前M(SD)
14.39(5.78)
14.86(4.97)
16.13(6.59)
15.45(6.56)
25.10(13.23)
26.28(12.87)

治疗后M(SD)
9.19(5.44)

14.14(5.96)
11.09(5.13)
15.59(5.92)
16.32(12.23)
18.86(14.75)

绝望分量表

乐观分量表

睡眠分量表

掩饰分量表

治疗前M(SD)
7.45（3.66）
2.58（1.91）
2.06（1.23）
2.29（1.40）

治疗后M(SD)
5.29（3.76）
1.96（2.01）
1.64（1.30）
2.29（1.46）

t
2.70
1.32
1.43

-0.66

P
0.011
0.198
0.162
0.517

因子

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严重程度

实施自杀的可能性

自杀的准备程度

治疗前M(SD)
5.61（2.43）
5.13（2.59）
3.00（1.86）
2.38（1.62）

治疗后M(SD)
4.74（1.73）
3.90（2.39）
1.90（1.51）
1.77（1.78）

t
2.13
2.58
3.55
1.49

P
0.041
0.015
0.001
0.14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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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做讨论，以免引起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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