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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在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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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在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临床应用方式和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于我院治疗的双相障碍的患者共 150 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人际

心理治疗 + 基础药物治疗组（A 组）和基础药物治疗组（B 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8 周的

HAMD-17 评分、YMRS 和 WHOQOL_BREF 评分以评估人际心理治疗的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的平

均病程和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D-17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后 A 组评分显著低于 B 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8 周后的

YMR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后 A 组 WHOQOL_BREF 评分显著高于 B 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人际心理治疗在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患者中应用有助于减轻

患者的抑郁症状，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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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ve episodes in bipolar disorder 
　 CHEN Shaofeng，LIU Yi，LI Shuzhen，et al.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Qilihe District of Lanzhou，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effects of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for de-

pressive episodes in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150 case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as selected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 in our hospital，which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the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 

based drug treatment group（group A）and based drug treatment group（group B）. HAMD-17 score，and YMRS and 

WHOQOL_BREF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 of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and 8 weeks after treat-

ment.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 on average course of disease，education degree，

HAMD-17 scores and YMRS scores（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8 weeks）（P>0.05）. After treatment，

HAMD-17 score of the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B group（P>0.05），WHOQOL_BREF score of 

the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B group（P<0.05）. Conclusion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

py for depressive episode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can help alleviate symptoms of depression，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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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属于精神障碍

中的一种，这是导致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主要的精

神疾病之一［1］。目前，BD 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药物控

制患者症状，但 BD 患者往往合并多种的心理障碍，

而且心理因素在 BD 的病情变化中起关键作用 ［2］。个

体心理干预是目前主要的针对性心理干预方式，但

因该方法面对的人群较少，且耗费的人力资源和时

间较多，难以服务于更多的患者［3］。因此，团体心

理治疗的方式逐渐被临床所应用，传统的方式包括

团体认知和精神分析方法，但该方式的长期疗效和

优势并未确定［4］。新型的团体心理干预方式逐渐被

临床所开展和接受，国外研究［5］发现，团体性的人

际心理治疗能显著改善双相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

人际心理治疗有个体和团体两种方式，其主要通过

鉴别患者人际关系的压力源和冲突，将它们与情绪

症状联系起来，以改善人际交往功能来减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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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治疗方案在国内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通

过前瞻性研究，探索人际心理治疗在双相障碍抑郁

发作的临床应用方式和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分组

选取从 2013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因于我院诊

治的双相障碍并抑郁发作的患者共 150 例，纳入标

准：（1）符合双相障碍诊断标准［6］；（2）年龄范围为

18~60 岁；（3）汉密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

评分总分等于或高于 17 分；（4）躁狂评定量表

（YMRS）评分小于 20 分；（5）患者有能力完成检查

和评估并由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

合并严重的自杀倾向或严重的冲动行为；（2）不能

完成系统治疗的患者（3）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4）
药物依赖的患者；（5）近三个月内使用电刺激治疗

的患者；（6）合并人格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的患者。

150 例患者入院后由专科医生评定，并由上级医

生确认诊断，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人际心理治疗

+ 基础药物治疗组（A 组）和基础药物治疗组（B 组），

每组 75 例。

1.2　治疗方法

团体人际心理治疗：A 组患者在基本药物维持的

情况下，进行人际心理治疗。每周对患者进行一次，

每次时间为 1 小时，以 8 周为一个周期。组织患者

进行小组群体治疗，一次治疗的人数控制在 25~30
人，治疗团队组成包括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社会工

作者或志愿者和护士。医生主要负责鉴别患者的压

力源，并指导和训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沟通方

法；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主要负责参与患者的活动，

并进行交流沟通；护士主要负责现场人际关系技能的

教育。治疗的方案包括：（1）失落或悲哀情感的缓

解：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帮助团体患者接纳导致失落

或悲哀情感的原因，让患者与其家属建立依恋关系，

以取代人际关系的丧失；（2）人际关系冲突的缓解：

医生帮助所有患者确认并认识人际关系冲突的存在，

并帮患者制定合适的交流方式，让患者和周围的人

建立正确的交流方式；（3）角色转换的帮助：帮助患

者认识角色转换，放弃旧的角色，并让患者体验新

的角色情感，同时学习技巧以获得新的情感依恋和

支持，进一步认识新角色的积极方面；（4）人际关

系技能提升：让患者学习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先让

患者跟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建立维持关系，并进一

步让患者学习和周围的人建立人际关系。

基本药物处理：A 组和 B 组患者均使用锂盐进行

维持治疗，剂量使用为：碳酸锂 750mg~1500mg 每天，

具体根据患者药物效果和耐受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1.3　疗效评估

记录患者的患病病程、教育程度，在诊疗前和

两种方案治疗后 8 周对两组患者进行以下量表评分：

（1）HAMD-17 评分，共 17 项，每项分数为 0~4 分，

总分为 68 分，高分反应病情更严重；（2）YMRS 评

分，共 11 项，每项 1~5 分，总分为 55 分，分数越

高表明躁狂症状越严重。（3）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

质量评分（WHOQOL_BREF），共 28 个项目，总分为

80 分，分数越高表明生存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计量资料用（x±s）进行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构成比采用卡方检验，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其中 A 组共有 3 名患

者不能系统完成治疗方案和 4 名患者失访而脱落，

B 组有 1 名患者出现自杀倾向和 5 名患者失访而脱

落。两组患者之间的性别比例和平均年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其中 A 组患者的平均患病病

程为 3.3±1.8 年，B 组患者为 3.9±2.1 年，两组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794，P=0.075），而两组

患者的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560，

P=0.121）。（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例）
性别

年龄（岁）
患病病
程（年）

教育程
度（年）男 女

A 68 36 32 42.3±10.3 3.3±1.8 11.2±5.4

B 69 44 25 39.9±12.2 3.9±2.1 12.5±4.3

统计值 χ2=1.652 t =1.243 t =1.794 t =1.560

P 0.199 0.216 0.075 0.12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症状评估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D-17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 =0.280，P=0.780）；治疗后，A

组 HAMD-17 评分低于 B 组，对比有统计学差异

（t =6.209，P<0.001）。（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躁狂症状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YMR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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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t =0.952，P=0.343），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的

分数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

8 周后 A 组和于 B 组之间的评分差异具无统计学意

义（t =0.383，P=0.702）。（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17评分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

A 68 44.1±8.3 26.6±6.2 13.929 <0.001

B 69 43.7±8.4 34.2±8.0 6.803 <0.001

t值 0.280 6.209

P 0.780 <0.001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YMRS评分对比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

A 68 8.6±4.2 7.6±3.2 1.562 0.121

B 69 7.9±4.4 7.4±2.9 0.788 0.432

t值 0.952 0.383

P 0.343 0.702

2.4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WHOQOL_BREF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 =0.098，P=0.922），治疗 8 周后 A 组

和 B 组患者的 WHOQOL_BREF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上

升（P<0.001）。而治疗 8 周后 A 组 WHOQOL_BREF

评分为 53.6±13.2，显著高于 B 组的 46.4±10.6，具

有统计学差异（t =3.523，P=0.001）。（表 4）
表4　两组患者的WHOQOL_BREF评分对比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

A 68 34.1±10.3 53.6±13.2 9.604 <0.001

B 69 33.9±13.4 46.4±10.6 6.077 <0.001

t值 0.098 3.523

P 0.922 0.001

3　讨论

BD 属于重性精神疾病，因患者服药依从性和

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且患者的病情容易不定期复发，

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担［7］。目前对于 BD 的

治疗主要以基本的药物治疗为主，其中锂盐属于一

线用药，已经在 BD 的治疗和预防复发中取得了良

好的临床应用效果［8］。抑郁症状发作是 BD 疾病过程

中的常见表现，长期的抑郁症状使患者的工作生活

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严重障碍，抑郁的症状容易导

致恶性循环，甚至进一步使 BD 病情加重。研究［9］指

出，新型的团体心理治疗已经逐渐在抑郁症的治疗

中应用。但目前对于 BD 疾病合并抑郁症状应用团体

心理治疗的研究比较少。BD 疾病中抑郁症状发作时

严重影响患者的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心理治疗是新

型团体心理治疗其中一种应对人际关系处理的重要

治疗方式。

本研究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表明两组患者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两组患者治疗前其评分均表明

合并明显的抑郁症状，治疗后的 HAMD-17 评分表

明基础的药物治疗和人际心理治疗结合基础药物治

疗均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的抑郁症表现。本研究采用

小组式的形式，并使医生、志愿者和护士共同参与，

以缓解患者在人际关系中的适应。Strauss 等［10］研究

表明人际心理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融入团体活动

中的能力。同时 Poleshuck［11］的研究指出，人际关系

治疗可以提高抑郁患者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因此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的治疗方案设计不但针对性地

提高 BD 患者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同时也针对性地教

育改善人际关系交往的技巧，以减少 BD 患者在与人

交流中遇到的问题。

患者治疗前后的躁狂症状评分表明，两组患

者在治疗前并未合并明显的躁狂症状，人际心理治

疗主要改善患者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虽然结果没

有显示对躁狂症状的改善，但其有可能通过改善患

者与人交流的人际关系心理，减少与人之间遇到问

题所引起的躁狂症状。同时，对患者的生存质量进

行评估时发现，进行 8 周的人际心理治疗的患者在

WHOQOL_BREF 评分显著高于基础药物治疗组，因

生存质量评价很重要一部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际

交往中。通过人际心理治疗改善 BD 患者的人际关

系，可以增强他们在生活中的信心，进一步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12］。

综合上述，对于双相障碍合并抑郁症表现的患

者，在基础的药物治疗同时增加人际心理治疗，将

有助于患者的抑郁症状的缓解，利于患者生存质量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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