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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治疗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述情障碍的作用

陈文泽 1 、 陈雪芬 2 、 包祖晓 2 、 陈宝君 1，2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团体心理治疗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的作用。方法　随机选取

180 例确诊躯体形式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90 例）和对照组（90 例）。对照组行常规治疗，试

验组于此基础上行团体心理治疗，评估两组治疗结果。结果　干预因素和时间因素对 TAS 因子Ⅰ、

Ⅱ、Ⅳ存在交互作用，P< 0.01；干预前的 TAS 因子分数和团体心理治疗可显著预测 TAS 因子Ⅰ、Ⅱ、

Ⅳ的减少值，P< 0.01；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0.01；团体心理治疗、TAS 因子Ⅰ、Ⅱ和Ⅳ是影

响治疗结果的主要因素（OR=9.322-1.240）。结论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经团体心理治疗后

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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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omatoform disorders alexithymia 
　　CHEN Wenze，CHEN Xuefen，BAO Zuxiao，et al. Enze Medical Center in the Tai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Luqiao hospital，Taizhou 31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on alexithymia in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 Methods　180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were randomly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90 cases）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90 cases）.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terfering factors and time factors have interactions on TAS factors Ⅰ，Ⅱ，Ⅳ，P<0.01；TAS factor scores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before intervention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reduction value of TAS factors Ⅰ，Ⅱ，Ⅳ，

P<0.01；the ef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1.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TAS factor Ⅰ，Ⅱ and Ⅳ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the alexithymia of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Key words】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omatoform disorders；Alexithymia

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的担心或者相信各

种躯体症状优势观念的并且治疗过程相对复杂，痊

愈较为困难的神经症，述情障碍是一种以情绪表达

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症状，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常

伴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述情障碍症状，其治疗效果

往往不佳［1］。述情障碍是因疾病异常反应和心理困

扰而继发的精神症状，当患者发生躯体形式障碍时

可因对自感身体异常状况难以阐释而发生述情障碍，

故而述情障碍在多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身上有不同

程度的体现。现有研究表明，当躯体形式障碍患者

发生述情障碍时，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时的进

行治疗性心理干预是有明显效果的。为更好地服务

于患者，争取更多临床治疗依据，本次研究集中探

讨了团体心理干预对述情障碍的影响，现将本次研

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于 2009.6～2014.12 期间，选取台州市中心医

院、路桥医院、台州医院的 180 例躯体形式障碍患

者，根据接诊编号随机分为对照组（90 例）和试验组

（90 例）。纳入标准主要如下：（1）符合中国第 3 版

精神障碍诊断标准（CCMD-3）；（2）排除严重的中枢

神经病变和躯体疾病患者。两组的性别（χ2=0.31）、

年龄（t =0.18）、病程（t =0.17）、教育年限（t =0.37）、

［基金项目］躯体化障碍患者交感神经皮肤反应和治疗的多中心研究（编号：121ky-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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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χ2=0.15）等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 0.05。其中，对照组有 1 例患者因突发心肌梗死

去世于研究开展一年后失访；试验组有 1 例患者因搬

迁于研究开展两年后失访；详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

项目 对照组（90） 试验组（90）

性别（n） 男 31 35

女 59 55

平均年龄（岁） 37.4±11.2 38.6±10.8

病程（年） 4.8±2.9 4.9±3.2

教育年限（年） 12.3±2.1 11.1±1.9

婚姻 单身或未婚 18 21

已婚 72 69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的用药主要有三大

类，一是抗抑郁类药物，主要药物及用法如下：丙咪

嗪 12.5～25mg/tid，氟西汀 20mg/ 日，帕罗西汀，氟

伏沙明每日 100～200mg，分 1～2 次服。二是抗精

神病类药物，主要药物及用法如下：氯丙嗪，氟哌啶

醇，氯氮平，首次口服 25mg/ 次，后缓增至治疗量

200～400mg，泰尔登 200～450mg/ 日，三是镇静催

眠类药物，主要药物类型是巴比妥类药物，但一般

在出现严重症状时使用。在两组患者中有 158 例进

行联合用药，余下 30 例进行单一用药。两组患者在

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验组使用团体心理治疗

法，具体操作以及内容如下：

首先，由 1 名心理学教授和 1 名心理专业教师

负责护理人员的专业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

试验组接受团体心理治疗，3h／次，1 次／周，首个

疗程为 10 周，治疗共三个疗程，但本次实验收集的

为首个疗程后的患者资料。试验组的干预内容如下。

（1）第 1 次治疗是“缘聚你我”，开展滚雪球、刮大

风等热身活动，介绍团体治疗的干预目标、性质和

主要内容。（2）第 2 次治疗是“我的兄弟姐妹”，由

护理人员负责患者分组，并开展关于团队协作的文

化宣讲。（3）第 3 次治疗是“我是谁”，由医生和护

理人员开展天生我材等手语操教学，正面鼓励患者

了解、接纳自己。（4）第 4 次治疗是“我和我的伙

伴”，开展信任背摔、生日排队、优点轰炸、我的金

鱼缸等活动，鼓励患者在活动和合作中欣赏彼此，

感受自己的团体位置，增加患者的人际信任感。（5）
第 5 次治疗是“我的情绪我做主”，通过情绪知多少、

情绪脸谱、情有可原等活动，鼓励患者沉着分析、

敏锐观察，自行调整情绪。（6）第 6 次治疗是“我的

归因模式”，开展自我归因方式、成功树上的苹果和

两难选择等活动，指导患者客观、多维地体会失败

和成功的联系，对自身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确保

掌握积极归因方式。（7）第 7 次治疗是“我的未来不

是梦”，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生活相似圈、过去现在

未来、我的五把金钥匙等内容的活动，指导患者正

面考量人生目标和职业生涯规划。（8）第 8 次治疗

是“感恩人生”，通过感恩主题的写作、绘画、歌唱，

指导患者学习感恩意义和表达方法，提升感恩能力。

（9）第 9 次治疗是“小组才艺大比拼”，开展手语操

表演、心理剧等团队比赛，指导患者自我突破和情

感表达，强化患者的团队协作意识。（10）第 10 次治

疗是“明天会更好”，开展礼物交换、歌颂明天、传

递水晶球等活动，指导成员如何祝福他人、积极面

对学习和生活 ［3］。

1.2.2　评估指标　结合自制量表，对患者的姓

名、年龄、性别、职业、婚姻、教育年限、诊断、

病程、治疗方案等资料进行统计。（1）在述情障碍

方差的重复测量中，着重探讨干预前后两次测量结

果的强烈相关性，及时间因素对结果有无影响。（2）
在述情障碍改变值的逐步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为各

多伦多述情障碍表（简称 TAS，是 1984 年由 Taylor

等人制订的信度和效度较高的，能够较为全面且正

确的评估患者述情障碍存在以及严重程度的评估表，

它能够在临床中对某些疾病起到帮助治疗作用）因

子分数变化值，自变量为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干预前 TAS 因子分数、心

理治疗与否。（3）治疗结果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

对自制量表中的各个因素行回归分析。

1 .2 .3　疗效标准　在本次研究中，对治疗效

果的判断的依据为 WHO 修订的临床疗效总评量表

（CGI）［4］：在该评量表中，将疗效状况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为显效、有效、稍有效和无效或恶化，依据病

例自身感受与临床检查，发现病例处于显效与有效

两个等级上时，病例的自身感觉以及体检状况较为

乐观，而当病例处于稍有效与无效或恶化等级上时，

病例的自身感觉与体检状况较不乐观，且等级过多

不利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故而在本次研究中，为

更好的进行资料收集与数据整理和分析，将原有的

“显效”和“有效”划分为“有效”，将原有的“稍有

效”和“无效或恶化”划分为“无效”。多伦多述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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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量表（TAS）：共 26 项，每级 1～5 分，总分越高者，

情障碍程度越严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各组计量

资料以 t 值检验，计数资料以 χ² 检验，重复方差测

量，Logistic 回归分析，视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方面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的述情障碍的重复方差测量

表中各因素间有交互作用，P<0.01；见表 2。
表2　治疗前、后述情障碍的重复方差测量（χ±s）

组别 时间 例数
TAS因
子Ⅰ

TAS因
子Ⅱ

TAS因
子Ⅲ

TAS因
子Ⅳ

实验组 干预前 76 18.8±4.9 21.9±4.7 16.3±2.5 23.1±4.5

干预后 76 11.7±3.4 16.7±2.7 13.3±1.5 15.6±3.1

对照组 干预前 81 19.1±5.0 22.2±4.8 16.5±3.6 22.9±6.0

干预后 81 14.8±4.6 20.1±3.2 14.0±2.1 20.3±3.7

干预主效应 F 值 4.423＊ 5.556＊ 2.416 4.191＊

时间主效应 F 值 89.863△ 32.336△ 46.886△ 36.119△

干预时间交互作用 F 值 11.980△ 8.022△ 0.331 9.808△

注：＊P<0.05，△P<0.01

2.2　治疗前、后的述情障碍变化值

行逐步回归分析后发现，各因素相互影响；见

表 3。
表3　述情障碍改变值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值 t 值 F 值 R2

TAS因子Ⅰ减少值 干预前TAS因子Ⅰ 0.597 6.884△ 36.114△ 0.528

团体心理干预 0.431 4.461△

TAS因子Ⅱ减少值 干预前TAS因子Ⅱ 0.642 9.133△ 35.227△ 0.728

团体心理干预 0.301 4.666△

病程 0.247 3.714△

受教育年限 0.212 3.015△

性别 0.161 2.310＊

婚姻 0.138 2.007＊

TAS因子Ⅲ减少值 干预前TAS因子Ⅲ 0.823 12.042△ 134.556△ 0.733

TAS因子Ⅳ减少值 干预前TAS因子Ⅳ 0.788 13.011△ 110.449△ 0.762

团体心理干预 0.329 5.303△

注：＊P<0.05，△P<0.01

2.3　治疗结果比较

试验组的治疗有效率（78.95％）优于对照组

（51.85％），χ2=12.65，P<0.01；见表 4。

表4　两组的治疗结果比较

组别（n）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81） 42 19 51.85

试验组（76） 60 16 78.95

2.4　治疗结果的 Logistic 分析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发现，影响躯体形式障碍

疗效因素的降序为团体心理治疗、TAS 因子Ⅰ、Ⅱ

和Ⅳ；见表 5。
表5　治疗结果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OR值 95％ CI P 值

团体心理治疗 9.322 1.512-147.338 0.004

TAS因子Ⅰ减少值 1.673 1.182-2.559 0.006

TAS因子Ⅱ减少值 1.302 1.025-1.612 0.041

TAS因子Ⅳ减少值 1.240 1.036-1.460 0.022

注：Nagelkerke R 2=0.721；C值=0.899

3　讨论

躯体形式障碍主要包括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 i o r d e r ）、 疑 病 障 碍 、 未 分 化 的 躯 体 形 式 障 碍

（hypochondriasis）以及躯体形式的疼痛障碍和自主

功能紊乱等，病因尚未明确，发病率尚未查明。其

中，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常有各种程度的不适、躯体

疼痛和损害性行为，危害患者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3］。

在对躯体形式障碍的研究中发现该障碍与患者

的心理归因呈正相关，另有部分报道提示躯体形式

障碍与遗传相关，但尚无定论。研究发现：脑干网状

系统功能障碍存在于多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中，表

现为：患者的边缘系统或脑干网状结构的整合滤过功

能异常，机体对内在变化的敏感度增强，长期的异

常感觉波动可能被系统误视为“躯体不适”［4］。患者

的生活经验也被证实可增加其机体的易感性［5］，主

要包括患者的治疗体会和亲情体会，如患者幼年被

照护过度或缺乏照护、长期与慢性病患者接触等，

性格特点和环境因素也与躯体形式障碍发病有关：现

有的精神病患者在社会上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

视和偏见，也往往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顾，

增加了患者的敏感度。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躯体

形式障碍患者呈现自我关注过度、敏感多疑的性格

特点，可明确感受到轻微程度的不适或环境变化，

焦虑程度也可随之加重，进而引发更大程度的不适

和更重的躯体症状，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患者对自

身变化的敏感度越来越高，进而引发更为严重的焦

虑或情感不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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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述情障碍的临床评估中，国内外均涉及使用

多种述情障碍量表，但尚有一定的局限性。如 1972
年 Sifneos 编订的 Beth Israel 医院心身问卷，分别在

1979 年、1980 年、1980 年和 1983 年等多个年份被

Apfel 等、Kleiger 等、Taylor 等和 Lesser 等学者认定

为信度不佳，易受无关因素干扰而影响研究结果。

针对于现有评估体系缺陷，国外学者也在不断改正、

订进相关评定量表。目前，我国尚未有系统的述情

障碍量表的编订正，因而多借鉴外国量表［8］。笔者

总结临床经验发现，TAS 量表维度较广，简便易行，

基本吻合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因而被广

泛应用。TAS 量表可帮助受评者患者排除环境因素

并独立完成评估［9］。评估前，由主治医生和责任护

士负责向患者介绍测评措施和测评目的，提醒患者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回答，确

保诊治的准确性，并同时确保对患者的相关信息进

行保密、赢得患者的信任。在分析评估结果的过程

中，分析认识应以常模为基准并将其与统计结果分

析；述情障碍者得分较常模者显著增高，且情障碍越

越重者得分越高者，各因子分析同上，但需注意男

患、女患应遵照不同常模行分开对照。

有研究提示［10］，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中有超过

75％的患者被建议采取多种内容和形式的心理治疗，

进而发展成为一套适用于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较为

完整的治疗干预体系，而团体辅导和团体箱庭等团

体心理治疗对述情障碍的效果显著。首先，团体咨

询具有广覆盖、强感染力、高效率等特点，同时游

戏互动也可帮助患者营造一个温馨、积极、融洽的

气氛，帮助团队成员完成真诚地沟通和交流，感受

信任的可贵，更进一步帮助患者认识自己、悦纳自

己，从而更好地体谅他人、关心他人，最终完成强

化人际交流、增强患者自信的理念，确保患者在治

疗后有良好的社会适应力［11］。本次研究中，躯体形

式障碍患者经团体心理干预治疗后的述情障碍有显

著改善，且团体心理治疗也被验证为是影响临床疗

效的重要因子，证实了团体心理治疗在改善躯体形

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中的有效性，因而可考虑在

临床中行合理推广。同时，作为一种新兴治疗方案，

团体心理干预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研究，如何

能将团体心理治疗优势与个性化治疗优势相结合，

值得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

此外，经临床研究总结发现，医生在掌握基础

用药的原则上还应重视用药时间、药物剂量和药物

基本性能，同时结合患者个体状态灵活用药，充分

体现药物治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12］。遗憾的是，本

次研究集中探讨团队治疗对于述情障碍的改善效果，

并未对个性化的干预效果进行同期比较，仍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的补充、完善。综上所述，团体心理治

疗可较为有效地改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

可考虑在临床中行合理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付全，唐秋萍，刘破资。述情障碍与躯体化。国际精

神病学杂志，2005；32：184-186
2. Sharma MP，Manju LA. Behavioural and Psychological man-

agement of somatic disorder：an overview.  Int  Rev  Psychia-

try，2013；25（1）：116-124
3. 吴文源。临床疗效总评量表。见：张明园，主编 . 精神

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50-153
4. Simth GC，Clarke DM，Handrinos D，et al. Consultation-

liaison  Psychiatrists’management  of  somatoform  disorder. 

Psychosomatics，2000；41（6）：481-489
5. Briley PE，Henry JD. Alexithymia，somatization and nega-

tive affect  in a Community sample. Psychiatry Res.2007；150：

13-20
6. 谢淑娟，李红，刘倩。心理护理程序在神经症病人心理

护理中的应用研究。护理研究，2010；24：2009-2011
8. 黄丽娟，黎观梅，柯玉兰。支持性心理护理对心血管神经

症的治疗作用。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08；14：1682-1684
9. Mewes R，Rief W，Brahler E，et a1.Lower decision thresh-

old for doctor visits as a predictor of health care use in somato-

form disorders an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Gen Hosp Psy-

chiat.2008；30（4）：349-355.

10. 王瑞，毕晓莹，陆峥。综合医院常见躯体形式障碍临床

特点及规律的横断面研究。上海精神医学，2009；21（3）：

177.

11. 国效峰，赵靖平。心理社会干预对精神分裂症结局的作

用。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09；21（3）：177.

12. Tazaki M，Landlaw K.Behavioural mechanisms and cognitive 

behavioural interven -tions of somatoform disorders.Int Rev 

Psychiatry，2006；18：67.

 　　　　　　　　　　（收稿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