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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的接纳与承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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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和（或）强迫行

为为临床表现的一类神经症性障碍。认知行为治疗（CBT）为目前强迫症心理治疗的一线方法，但是

拒绝率和脱落率高，而且并非对所有的患者有效。所以探索其他的治疗方法一直在进行，其中被誉

为“新一代的 CBT（认知行为治疗）”成为热点，本文就 ACT（接纳承诺疗法）及 ACT 治疗强迫症进

展作以综述。

【关键词】强迫症；心理治疗；接纳承诺疗法；正念

【中图分类号】R7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1-0033-03

［作者工作单位］1.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080）；2.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第一作者简介］刘琼（1988.07-），女，安徽安庆人，本科，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强迫症的 ATC 治疗。

［通讯作者］刘琼（Email：715805035@qq. com）。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是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和（或）强迫行为为临床

表现的一类神经症性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终身患

病率约为 2.3％。长期患病导致患者出现社会功能损

害，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认

知行为治疗（CBT）为目前强迫症心理治疗的一线方

法，但是拒绝率和脱落率高，而且并非对所有的患

者有效。所以探索其他的治疗方法一直在进行，其

中被誉为“新一代的 CBT”成为热点，“新一代 CBT”

又称“第三浪潮的行为治疗”和“语境 CBT”，包括辩

证行为疗法（DBT）、正念认知行为治疗（MBCT）和

接纳承诺疗法（ACT）三大理论。本文就 ACT（接纳

承诺疗法）及 ACT 治疗强迫症进展作以综述。

一　ACT相关理论及核心技术

1　ACT（接纳承诺疗法）理论基础及病理观

ACT（接纳承诺疗法）是以关系框架理论为基

础，以功能语境主义为背景发展起来的，是 CBT 的

特殊形式。ACT（接纳承诺疗法）理论强调心理事件

的关系和功能，而不是其内容、形式和它们出现的

频率。ACT 理论认为经验回避和认知融合是产生疾

病的原因。

2　ACT 核心技术

ACT 治疗旨在提高心理灵活性，即不受限制的

接触当下，改变或坚持以价值为导向的行为的能力。

ACT 通过六个核心过程来提高心理灵活性。这六大

核心过程包括接纳，认知解离，观察性自我，接触

当下，明确价值和承诺行为。

（1）接纳：接纳意味着允许内在想法的出现，

而不去调节和控制它们。接纳有多种心理学含义，

不过在 ACT 中，仅指人们如何应对他们的内心体验

和不接受的事件或动作。

（2）认知解离：指的是将自我从思维内容、记

忆感觉、语言规则中分离，使个体与自己的想法和

经验保持一定距离，以减少其对行为的影响。

（3）观察性自我：是指不变的自我意识，是以

自我为背景的觉察，它不受思维、感觉和过去经验

的影响，可以一直观察自己的感觉、想法、情绪和

行为。

（4）关注当下：是指有意识地关注和体验内在

和外部事件的发生，但不对它们进行任何评价或判

断，强调体验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经过认知加工

形成的样子。

（5）明确价值：价值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

是选择的生活方向。价值没有终点，只有某个方向，

在 ACT 治疗中是由语言构建的。

（6）承诺行动：承诺行动聚焦于行为改变，要

患者做出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承诺和行为，承诺行动

要求用语言明确表达，更强调从当下开始做起。

运用 ACT 六大核心技术，可以缓解焦虑，减慢

心率，提高疼痛阈值，广泛应用于心境障碍、焦虑

相关障碍和慢性疼痛等的治疗中。

二　ACT相关评估工具

1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Ⅱ）（AAQ-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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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与行动问卷（AAQ）是 2004 年 Hayes 等人

开发的作为心理灵活性的重要指标，以测量经验回

避为主要内容，经验回避程度越高，表示心理灵活

性越差。AAQ 有较低的内部一致性、因素结构不稳

定性和未检验的递增效度等局限。故 Bond 等于 2011
年开发了 AAQ 第二版（AAQ-II），最终版问卷共 7 个

条目，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法，从低到高表示条目描

述的情况出现频率逐渐增高（1 分 = 从不，7 分 = 一

直），分数越高表示经验回避程度越高，进而表示心

理灵活性越差。

2　思维行动融合量表（Thought Action Fusion 

Scale）（TAFS）

是 Shafran，Thordarson，Rachman 等于 1996 年

开发的用于评估思维和行动混淆的量表，包括 19 个

条目，每个条目 0~4 分评分。TAFS 有两个分量表，

即现实思维行动融合（思维使行动很可能发生）和精

神思维行动融合（思维等同于行动）。强迫症患者在

现实思维行动融合和精神行动融合评分中，其平均

分分别是 9.18 和 20.03，而在正常人中，其平均分分

别是 3.12 和 12.74。

三　ACT与其他强迫症治疗方法的比较

1　ACT 与 SSRI（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

物疗效比较研究

实证研究证明 SSRI（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类药物和暴露 - 反应预防能有效治疗强迫症，但不

少病人在治疗后仍然存有明显的强迫症症状。近年

来有研究证实 ACT 能提高强迫症治疗的有效率。由

Yaghoob Vakili 等人做过一项比较 ACT 和 SSRI（5- 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治疗强迫症的研究。入选

门诊 32 名符合 DSM-IV 强迫症诊断标准的患者，随

机分成三组即 ACT 组，SSRI 药物组和 ACT 与 SSRI

药物联合组。其中，27 名患者顺利完成实验。结果

显示在治疗结束后，与单用 SSRI 类药物相比，ACT

和 ACT 与 SSRI 类药物联合组在治疗强迫症症状和

经验回避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提高，有显著差异。但

ACT 组和联合组无明显差异，说明在试验中，增加

SSRI 类药物也不会增加 ACT 治疗成人强迫症的疗效。

2　ACT 与 PRT（Progressive Relaxation Training，

渐进放松训练）的随机对照研究

Michael P. Twohig、Steven C. Hayes 等人对 ACT

和 PRT 治疗强迫症做了随机对照研究，共入选 79 名

强迫症患者，试验结束后，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拒绝

率和脱落率均低（拒绝率：2.4％ ACT，7.8％ PRT；

脱落率：9.8％ ACT，13.2％ PRT），两组患者生活

质量均提高，但 ACT 提高较 PRT 明显，ACT 能改

善至少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且 ACT 改善强迫症状

较 PRT 明显（Y-BOCS：ACT 治疗前 =24.22，治疗后

=12.76，3 月后随访 =11.79；PRT 治疗前 =25.4，治疗

后 =18.67，3 月后随访 =16.23）。

�　暴露反应预防 ERP（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认知治疗 CT（cognitive therapy）和接纳

承诺疗法（ACT）比较

（1）ERP：Himle and Franklin 对 ERP 的描述：系

统暴露在恐惧和逃避的刺激中可使行为消退；暴露于

正确的信息中可改变了恐惧和逃避刺激相关的信念和

记忆结构；可以增加自我效能感或控制感；可以增加

恐惧的忍受力；可禁止刺激联系的发展。特别是强调

强迫症是神经生物学和后天环境因素共同所致的疾

病。鼓励患者关注和改变自己的行为，特意做恐惧和

逃避的事情，逐级制定方案，依次执行这些活动。

（2）CT：Chosak 等对 CT 的描述：一些如夸张的

责任感和预计过高的伤害等不合理信念是引发焦虑

的原因，CT 强调教病人认识常见的认知歪曲和错误

的想法，帮助患者确定自己的核心信念，用合适的

和理性的信念来修正不合理的信念。

（3）ACT：ACT 理论强调试图控制想法和情感是

疾病的维持因素，直接控制强迫想法和抑郁情绪是

不可能的，ACT 教患者不要去干涉强迫想法，而对

其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不直接对他们做出评判和

行为，只是静静地观察他们。它鼓励病人集中注意

放在改变她的回避行为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行动上。

尽管 ERP，CT 和 ACT 有不同的机械理论机制，

但是治疗师和病人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因此这

三个治疗方法均归于广泛的认知行为治疗范畴。

四　ACT在强迫症中的应用

Twohig、Hayes 等对 ACT 做了一系列研究，他

们 将 A C T 治 疗 过 程 分 为 8 次 ， 每 周 一 次 ， 每 次

1~1.5h。其基本过程：第 1~2 次主要是介绍接纳与承

诺疗法和保密原则，了解患者的强迫症状，评估患

者的治疗动机和预期目标，引导患者体验悲伤的感

觉；第 3~4 次主要是引入“控制即是问题本身”，告

诉患者控制强迫的想法和行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是疾病的维持因素；第 5~6 次主要是帮助患者以

一种积极开放、不批判的态度接纳当下，体验当下，

感受自我，区分概念化自我和情境化自我，逐渐消

除特定情境下刺激的影响作用，达到认知解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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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次主要是明确价值，承诺行动。他们主要在治

疗前后、治疗三月后评估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强

迫症状、经验回避、认知混淆等症状。实验结果显

示患者的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强迫症状、经验回

避、认知混淆均明显减少。在治疗后自评强迫症状

减少 74％，回避行为减少 79％，在 3 月随访时，自

评强迫症状减少 80％，回避行为减少 87％。治疗

后 Y-BOCS 减少 51％，OCI-R 减少 55％，PIOS 减

少 50％，BDI-II 减少 73％，AAQ-II 减少 40％，而

QOLS 生活质量提高了 26％，在 3 月随访时仍然呈

这样的趋势。这项研究表明 ACT 在短期内对强迫症

治疗有很好的疗效小，且拒绝率和脱落率均低。

五　小结

ACT 作为第三代行为治疗理论的典型代表，有

接纳，认知解离，观察性自我，接触当下，明确价值

和承诺行为六大行为过程，旨在提高心理灵活性，其

理论已在国际中得到很高的认可，目前常用于心境障

碍、焦虑障碍和慢性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国外对 ACT

应用于强迫症治疗做了很多研究，包括 ACT 与 SSRI

类药物、PRT 等治疗强迫症的疗效研究，研究已证实

ACT 对强迫症有明显疗效，且满意度高脱落率低。但

是国内 ACT 的研究和应用屈指可数，以后的研究将

进一步证实 ACT 的有效性，并探索 ACT 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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