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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认知行为团体治疗疗效的研究进展

张　飞 、 范　青 、 陈永军 、 肖泽萍

【摘要】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应用在强迫症人群已有了大量临床研究，结果证实其疗效与个体认知

行为治疗效果相当，可以显著改善强迫症状，与药物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治愈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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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是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为临床表现的

一类精神障碍，其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并且病程迁徙，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美国精

神医学学会已认可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和认知 - 行为治疗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CBT）可作为强迫症一

线治疗方案。近年来，认知行为团体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group therapy，CBGT）以其效率高、受益广

的优势而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它是作为 CBT 的

一种治疗模式，将认知行为治疗原理应用于一组人

群中，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到治疗目的的心

理治疗方法，其疗效已得到许多研究证实。本文从

循证医学的角度综述了目前 CBGT 治疗强迫症的疗

效以及其疗效与个体的 CBT 和药物相比如何。

一　CBGT 对成人和儿童青少年 OCD 患者的

疗效

1　CBGT 对成人 OCD 患者的疗效

CBGT 能有效改善 OCD 患者的强迫症状，在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结束后，Y-BOCS（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Y-BOCS）量表上的得分

要明显低于治疗前。Aristides 等［1］在一项针对成人

的 OCD 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中，47 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CBGT 组和

等待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强迫症严重程度，结果

显示 CBGT 组患者的强迫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好转

率（Y-BOCS 上减分达到 35％以上）达到 69.6％，而

等待组好转率只有 4％，这表明 CBGT 对 OCD 有显

著疗效。该结果也得到许多研究证实，Jónsson 等 ［2］

的一篇 meta 分析中纳入了以往 30 篇针对成人患者的

研究，结果同样表明 CBGT 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强迫

症状，前后测的效应量达到了 1.18，疗效显著。

此外，OCD 患者病程易与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

共病，许多研究都发现 CBGT 能显著减轻患者的焦

虑和抑郁水平。如 Colette 等［3］研究发现经 CBGT 干

预之后的患者在 BDI 和 BAI 上的分数明显下降，焦

虑和抑郁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善。有研究还发现 CBGT

还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国内宋晓红等［4］将 CBGT

与帕罗西汀联合治疗和单独帕罗西汀治疗的患者进

行比较，发现两组在治疗之后强迫症状明显减轻，

且疗效相当，但用 WHOQOL 测量患者干预前后的生

存质量却发现，联合治疗组在干预之后的总有效率

高于单独的药物组，这样的结果提示 CBGT 有助于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2　CBGT 对儿童青少年 OCD 患者的疗效

对起病于儿童青少年期 OCD 患者，有回溯研

究表明，这类早发性的 OCD 更难以治疗，虽然药

物能明显减轻患者的强迫症状，但也发现大量的青

少年和儿童在药物治疗之后仍有症状残留，一旦停

药之后所取得的疗效也不能维持。目前针对儿童青

少年 OCD 患者 CBGT 的研究较少，在 Thienemann［5］

等人早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8 名青少年经过 14 周

的 CBGT 治疗之后，9 名患者改善程度能达到 25％

以上，疗效尚可，但这个研究中大部分患者之前参

与过个体 CBT 或是在治疗中服用药物，该研究结

果需要进一步验证。在 Fernando［6］等人的一项比较

CBGT 和药物对青少年 OCD 患者的疗效研究中，40
名 9～17 岁的 OCD 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CBGT 组和舍

曲林药物组，经过为期 12 周的治疗，结果表明两组

患者经治疗之后强迫症状都得到显著改善，改善程

度两组均达到 60％以上，好转率无显著差异。9 个

月的随访结果表明，CBGT 组患者在治疗结束之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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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疗效在随访期间能够很好维持，这表明 CBGT

对儿童青少年 OCD 患者具有显著疗效且与药物相

当。但目前已有的文献大体发现 CBGT 对于儿童青

少年 OCD 患者的疗效要低于成人，这样的结果可能

与儿童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更多会与儿童期

的精神疾病共病等因素相关。

二　CBGT治疗OCD的远期疗效

CBGT 治疗 OCD 的远期疗效稳定，Braga 等［7］对

42 名接受 CBGT 治疗的 OCD 患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

随访研究。结果表明在随访时间内，64.5％的患者

能够维持疗效，表明在一年的时间内 CBGT 的疗效

稳定。但该研究选取的样本小，缺乏控制组并且在

随访期间存在药物和额外的 CBT 干预等影响因素。

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的随访研究同样得出类似结论，

Barrett 等［8］在治疗结束后随访 3 个月和 6 个月的结果

都显示，经治疗取得的疗效在随访期间能够很好维

持。在 Braga ［9］团队另一个为期两年的随访研究中，

除了得出相似的结果之外，还发现治疗结束后患者

的好转程度与随访期间疾病的复燃情况相关，治疗

结束后达到治愈标准的患者在两年的随访期间无一

人复燃，而达到部分好转的患者 41.9％都在随访期

间出现复燃情况，这样的结果提示部分缓解的患者

鉴于高复发风险，在治疗结束之后应该被给予更多

的关注和措施预防其复发。

三　个体CBT与CBGT疗效的对比研究

BCGT 作为 CBT 的一种治疗模式，跟个体 CBT

相比，其优势在于它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广受

益的心理治疗形式，可以在精神科门诊和病房开展，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团体治疗可以达到个体治疗的

疗效。在 Jo′nsson 等［10］的 RCT 研究中，110 名 OCD

患者被随机分配参加个体 CBT 或 CBGT，在治疗前

后以及随访 6 个月和 12 个月评估强迫症严重程度。

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模式对于 OCD 都有着稳定且明

显的疗效，在效力大小、脱落率以及患者对治疗的

满意率方面都没有明显差异。但该研究缺乏控制组，

评估时未采用双盲。Anderson 等［11］早年的一个对照

研究发现的结果也表明两种治疗模式跟对照组相比

治疗 OCD 有显著疗效且无显著差异，但通过临床的

效果评估发现个体 CBT 组的病人相较于 CBGT 组的

病人能更快速的减轻病情，经治疗达到好转的患者

比例个体 CBT 也比 CBGT 高，但一个月随访的结果

显示二者在好转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四　CBGT 与药物治疗疗效对比及二者联合治

疗的疗效研究

1　CBGT 与药物治疗 OCD 的疗效比较

药物治疗 OCD 的优势在于药物对于病人没有

特殊要求，治疗方便，起效周期短，病人投入的时

间跟心理治疗相比也较短，但缺点在于部分病人会

有症状残留和药物不良反应。有研究发现 CBGT 疗

效优于药物治疗。Marcelo 等［12］在 RCT 中比较了舍

曲林和 CBGT 对于 OCD 的疗效。56 名病人被随机

分成 GCBT 组和舍曲林药物组，干预之后的结果显

示 CBGT 组和舍曲林组的患者强迫症状都有明显改

善，但是在对 Y-BCOS 量表子项的分析发现，在强

迫行为方面 CBGT 的疗效是显著高于舍曲林组，在

强迫思维方面没有发现类似结果，并且病情改善的

病人比例 CBGT 组是 68％，药物组为 40％，这表明

CBGT 组的疗效优于舍曲林药物组。而 Cristina 等［13］

比较了 CBGT 与氟西汀对于 OCD 的疗效，结果显示

二者对于 OCD 疗效显著，且效果相当。该研究还关

注了患者的共病情况，发现有一到两种疾病与 OCD

共病的患者与只患有 OCD 的患者相比，干预之后所

取得的疗效相对更低。该研究还发现性别为男性，

与抑郁症、社交恐怖症或是恶劣心境共病等因素会

主要影响患者对 CBGT 的反应，从而降低疗效。

2　CBGT 与药物联合治疗的疗效研究

以往研究已证实 CBGT 与药物治疗 OCD 的疗

效，但药物治疗存在的不良反应和症状残留以及团

体治疗起效缓慢，有许多研究发现二者联合治疗能

够有效提高治愈率，延长疾病的缓解期以及降低停

药后的不良反应。目前将 CBGT 与药物联合治疗的

研究较少，但国内文有生等［14］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比

较了 CBT 联用药物和单用药物治疗 OCD 的疗效，结

果显示联合组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单用药物组，这

样的结果表明 CBT 联用药物的疗效是明显优于单用

药物治疗。黄芳芳［15］等人的一篇 meta 分析也报告了

同样的结果，该研究通过收集以往 RCT 研究中比较

联合治疗和单用药物或 CBT 治疗 OCD 疗效的文献，

选取联合治疗组与单用治疗组的 Y-BOCS 量表测量

数据并采用均差作为效应量进行 meta 分析，结果表

明联合治疗组对强迫症状的改善优于单用药物组，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强迫症状，安全可靠。前文已

述已有的研究表明 CBGT 的疗效与个体 CBT 无显著

差异，这表明 CBGT 与药物的联合治疗理论上也是

优于单一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治愈率。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 229 -

◎

综
述◎

 Sum
m

arize

五　总结

综上所述，CBGT 能够有效地改善成人和青少

年儿童的强迫症状，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生存质

量。虽然起效时间与个体 CBT 相比更长，但治疗效

率更高，疗效方面并无显著差距。CBGT 疗效与药物

相当，对于药物副作用大的患者来说，CBGT 可作为

优先考虑的治疗方案，并且与药物联合有助于提高

疗效，减少复发，降低停药后的不良反应，延长疾

病的缓解期，但这种联合治疗的效果需要进一步验

证。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 CBGT 疗效的研究相对较

少，已有文献发现与成人相比效力较低，可能是由

于儿童的认知水平较低，在团体内不能很好的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理解重要概念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

更多与其他儿童期的精神疾病共病，在团体内更难

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对于老年期的 OCD 患者研究较

少，缺少足够的研究证据。根据上述结果，CBGT 可

作为治疗 OCD 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临床推广。

尽管目前的研究都证实 CBGT 对于 OCD 有显著

疗效，但各个研究之间得到的效果大小都不尽相同，

可能与样本大小，强迫症所包含的亚型，是否有规

范的治疗手册，治疗师的资质或是未用盲法评定，

以及研究者对效果的过分夸大等因素有关。已有的

文献发现 OCD 与其他的精神疾病共病会影响 CBGT

的疗效，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在国内目前对

于 CBGT 的 RCT 研究较少，并且这类研究多为 CBGT

与药物比较，对于 CBGT 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是否还

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治疗起效的因素等还需要更

多的证据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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