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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疾病负担的精神科疾病。精神分裂症患者
合理有效的康复治疗是降低疾病复发率、致残率和负担的关键；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中使用绘画治疗是一种常用的措施。现就绘画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应用进展作
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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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izophrenia is a psychiatric disease with high recurrence rate，high disability rate and
high disease burden.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disability rate，and burden of disease for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Painting therapy is often used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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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指以阴性症状、阳
性症状和认知缺陷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疾病，是
［1］

影响患者心理社会功能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

。

我国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 0.6%，男女患病率
［2］

大致相等，发病高峰年龄为 18～34 岁

。其发病因

［3］

素可能为遗传和环境

，大部分患者病程长，对重

精神病的阴性症状［5］。绘画治疗是艺术疗法之一，
将其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中，能帮助他们提
高社会功能，改善生活质量及缓解阴性症状，以更好
地回归社会。现拟对绘画治疗起源、应用、理论基础，
以及在精神分裂症中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一、绘画治疗的起源、应用、理论基础

返社会缺乏信心，自尊心低下，自我效能感下降，严

目 前 国 内 外 对 于 绘 画 治 疗 并 无 统 一 定 义，

重阻碍患者的康复进程。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目前

Schwartz［6］认为绘画就像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一样，

已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抗精神病药物主要用于

能够连接作画者和观赏者的心灵和思想，因为作画

缓解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对于阴

的创造性过程使作画者与自我的联系更加紧密，也

［4］

性症状及认知缺陷改善不明显

。艺术疗法使个体

更加了解自我。而一些绘画治疗师认为绘画是比语

能够用艺术创造性地表达自己，并以不同的方式与

言更能反映患者的问题和内心世界的一种心理投射

自己、他人和他们的现实进行交流，被认为可以改善

技术［7］。参考美国艺术治疗协会和英国艺术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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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的定义，将绘画治疗定义为是个体通过自由或
非自由作画，对自我绘画内容进行阐述，与既往经
历联系及分享内心体验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
将不能通过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创造性地通过绘
画表达出来并融合到自我人格中，以达到治疗目的。
绘画治疗可分为自由作画、给定主题的非自由
作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给予一定限制但不限定主
题的作画方式［8］。
1. 绘画治疗的起源及应用：绘画治疗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19 世纪末，Tardieu 提到，根据
精神病患者绘画内容来进行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可行
的［9］。20 世纪初，Nolam 和 Lewis 最早将自由绘画在
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使用。20 世纪中期，Jakab 提
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绘画内容特征，探讨了精神疾
病与绘画的关系［9］。20 世纪中期，绘画治疗被确立
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种方式，此后，绘画治疗便
出现了大量的测验方式，如房 - 树 - 人测验、画树测
验、人像绘画实验等，并将其运用到人格评定、认知
能力评定、心理问题筛选、技能损伤和心理障碍的
诊断等中。在此之后，国外学者将多个绘画测验联
合起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绘画治疗［10］，应用范围
也更加广泛，如心理治疗与诊断［11］、躯体疾病的辅
助治疗，如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焦虑和抑郁［12］，使癌
症儿童生活质量得到提升［13］，老年妇女抑郁症的辅
助治疗［14］等中。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绘画治疗逐渐发展，慢慢
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治疗的一种辅助措施。进入 21 世
纪，我国的绘画治疗进一步发展应用逐渐扩展到心
理、躯体疾病的辅助治疗中，但应用绘画治疗最多的
还是精神卫生领域，如改善焦虑症患者情绪状态［15］，
降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提高正性情绪，改
善其执行功能［16］以及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
2. 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心理投射理论、斯佩
里左右脑分工理论及弗洛伊德升华作用是绘画治疗
主要的理论基础［17］。心理投射理论是指将个人的
个性特征投射在外界事物和他人上，如绘画治疗通
过笔触、构图、用墨等来表达内心世界。左右脑分
工功能理论来自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所进行的割裂
脑实验。他认为大脑左右半球有着不同的优势分工，
左半球主要的优势机能与语言相关，右半球的优势
机能则主要是感知觉物体的空间关系，情绪和艺术
等。由于大脑的这种左右两半球分工的存在，所以
用语言表达情绪等心理机能会造成大量信息的遗
失，而用艺术表达情绪等心理机能的效果更好，因
为艺术和情绪等心理机能均由右半球所控制。升华

作用认为，人类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时，这些欲望
就会转化成艺术灵感、工作热情及创作冲动等，以
减轻本能欲望带来的压力，成为高尚的追求。故当
患者进行绘画创作时，能发泄自身无法得到排解的
欲望，减轻压力，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二、绘画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
相对于临床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绘画治疗具
有独特的优势：
（1）不受限于语言表达能力；
（2）不限
制受试者的反应及自我表达；
（3）治疗目的具有隐藏
性，减少了受试者自我伪装的机会；
（4）具有投射的
特点，可反映受试者的无意识心理状态［18］。
绘画治疗的进行会因所需进行治疗的患者及治
疗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多数绘画治疗基本分
为机制阶段、素描阶段和创作阶段［19］。绘画治疗进
行的时间及次数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不论是首发还是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基础治
疗都应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20］。其阳性症状在抗
精神病药物的治疗下能得到极大改善，但是阴性症
状包括社会功能的恢复，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认知
功能的提升等改善不明显［21］。且精神分裂症患者
住院环境不佳（在大多数医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在
封闭病房接受治疗），生活环境相对狭小，活动受到
限制，不常与外界接触，生活单调乏味，意志极易被
削弱，自我价值定位低，对外界的刺激变得不敏感，
与人接触沟通少［22］，即使控制好了阳性症状，阴性
症状持续存在也会使生活质量低下。因此，在目前
的临床工作中，应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提
高生活质量以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1. 绘画治疗在国外的研究进展：国外学者对于
绘画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应用所进行的研究较少，
但现有研究均表明绘画治疗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阴性症状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有效。Crawford 等［23-24］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应用团体艺术治疗，观察临床
效益，结果显示，包括绘画治疗在内的团体艺术治疗
能够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尤其是精力下降、注
意力障碍及人际交往障碍等阴性症状。Teglbjaerg［25］
在两组门诊患者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艺术治疗后发
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应用团体绘画治疗，可以
促进患者感知自我，增强自信、自尊，对于社会功能
的恢复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在 Cho 等［26］对慢性
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中，试验组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每周两次，为期 6 周的包括绘
画治疗在内的团体艺术治疗并进行动机性访谈，结
果表明该治疗方法配合动性访谈能有效改善阴性症
状，促进患者自我表达，改善患者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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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中使用绘画治疗，结果发
2. 绘画治疗在国内的研究进展：孟沛欣等［18］于
现，经过 20 次绘画治疗后，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004 年将 100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随机分为
干预组（绘画治疗）和对照组（其他康复治疗）。结果 （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临床总体印
象 - 疾病严重度他评量表（CGI-S）评分均低于治疗
显示，相对于对照组，干预组在治疗后精神症状得
前，抑郁、焦虑情绪有明显改善。
到明显的改善，使患者自我概念和生活质量得到提
三、展望
升，社交、情绪和认知等功能得到恢复。
综上所述，绘画治疗作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
国内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应用绘画治疗做了许
种，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康复与辅助治疗有着不可替
多研究，绘画治疗多与药物治疗联合应用以改善症
［27］
代的优势，它对于患者语言表达能力没有限制，对
状，特别是认知功能。赵雪芬等 将 68 例恢复期
受试者反应没有限制，可以测量个体的无意识成分。
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能缓解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提升自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治疗组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尊水平，对于他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有较大的帮助；
和绘画治疗的联合治疗。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的
能增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的依从性；能使残
精神症状及认知功能变化，结果显示，经过 12 周的
绘画治疗后，治疗组的住院患者观察量表（NOSIE） 留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得到明显改善，提
高其社会功能、认知功能等。但是，目前绘画治疗
评分和自知力及治疗态度测量问卷（ITAQ）评分均
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
显著高于对照组，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DSS）评分低
内外相关研究较少，当前国内关于绘画治疗的研究
于对照组，在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采用抗精神
所用样本大都较小，且进行绘画治疗所需时间一般
病药物联合绘画治疗，能够明显地改善精神症状，
较长等，希望国内外学者能够多进行一些相关研究，
特别是认知功能。
进一步探究绘画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
绘画治疗不仅能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
此外，如果治疗者能远程指导患者进行绘画治疗，
平，还能提高服药依从性。张传海等［28］将 60 例精
那么患者在社区医院就能进行绘画治疗，节约精神
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在
病院的医疗资源，或许能更有利绘画治疗的开展。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绘画治疗，对照组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只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将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自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构思与设计、获取资助、论文修订为李先宾，文
尊量表评分与治疗前相比较，结果显示，在精神分裂
献调研与整理、论文撰写为王玉萍
症患者中进行绘画治疗，对其自尊水平的提高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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