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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心理治疗的需求日趋增加。心

理治疗的临床疗效肯定的同时，其负效应却容易被忽视。本文综述心理治疗负效应及其相关因素的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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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有关心理治疗负效应（negative effect）

的研究较少。有研究表明，尽管接受了规范的心理

治疗，部分患者仍可能病情恶化（deterioration）或出

现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1］。据估计，5％～10％

的来访者在心理治疗后出现更严重的精神 / 心理症

状［2］，尽管这些症状的出现不能仅归咎于心理治疗

本身。本文综述了国外对心理治疗负效应及其相关

因素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启示。

一　心理治疗负效应的概念

心理治疗的负效应易被临床忽视，其可能的原

因，一则心理治疗相关的不利影响不易被识别［3］；二

则心理治疗师可能因担心被误解成治疗操作不熟练

或不当，而不公开承认其负效应。心理治疗的管理

规范与药物治疗有较大不同：心理治疗没有相当于药

物的 I-IV 期临床试验。人们通常认为的不良作用更

侧重于躯体，而认为心理治疗只是“简单的谈话”，

不会影响躯体。然已有研究发现心理治疗可能会带

来脑代谢和脑功能磁共振神经影像学的改变［4］。因

此，重视心理治疗的负效应有重要的意义。

1　心理治疗负效应的定义

在 接 受 规 范 的 心 理 治 疗 后 ， 大 部 分 来 访 者

能从中获益，但仍有一部分没有获益，一小部分

甚至情况恶化［1］。心理治疗的“负效应”，是指

在心理治疗开始至结束期间，来访者的某个或多

个方面的功能（与同期的对照组比较）存在显著

下降，且这种功能下降在治疗终止后仍持续相当

长的时间。Strupp 等（1976）认为它不仅指来访

者病情恶化（deterioration）、出现新症状（novel 

symptoms），还包括治疗师滥用心理治疗（misuse of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和承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目

标（undertaking unrealistic tasks and goals）等［5］ 。

2　心理治疗负效应的形式

Rozental 等（2015）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临床医

生，并据此归纳出心理治疗负效应常见的四种形式［6］：

2.1　短期负效应（short-term negative effects）　

心理治疗可能诱发来访者出现强烈而暂时的不适感。

例如，进行现实暴露疗法（exposure in vivo）的患者很

可能导致焦虑情绪的加重，尽管从长远来看这是有益

的。短暂不适感的增加被许多治疗师认为是心理干预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患者可能并未做好准备，且因

此选择提前结束治疗，这反过来可能使他们在未来遇

到困难时，更倾向于不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2.2　治疗无效（no treatment effect）　进入治疗

后未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被一些治疗师认为是心理

治疗负效应之一。因为它可能使患者产生无助感，

并验证了患者的负性自动思维（如现在的局面都是

我自己的错，治疗没有效果）。

2.3　病情恶化（deterioration）　一些患者进行

治疗后情况更糟，或出现新症状，如失眠、低自尊

和疾病角色的持续存在；

2.4　影响其他方面的生活（impact on other life 

domains）　心理治疗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影响被一些

治疗师描述为潜在的负效应，特别是可能使患者的

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比如，使用暴露反应预防治疗

强迫障碍，可能需要患者从工作中休病假，以便管

理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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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理治疗负效应的相关因素

心理治疗的负效应不仅与临床治疗操作有关，

亦与来访者本身有关［7］。

1　来访者因素

1.1　来访者群体　比如大于 65 岁的来访者、性

少数群体（如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者

等）易受心理治疗负效应的影响［7］。

1.2　来访者本身的某些特征　比如自我效能感

低下、人际关系严重受损、脆弱、精神上受过创伤、

极度自恋或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特征、受虐狂或药物

依赖等，在接受同种治疗时，这些特殊类型的来访

者相比其他人的治疗效果更差［8］。因此，充分了解

来访者的自身特点对治疗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治疗

师需结合来访者更多的特点来提高对疗效的预测［9］。

1.3　来访者的期望和对治疗的态度　心理治疗

负效应与来访者缺乏动力有关，期望与治疗动机不

仅受来访者自身影响，好的治疗师可以在治疗过程

中诱导和促进正确的期望和动机。研究发现，从心

理治疗获益的来访者中 15％者可能与其治疗期望有

关。来访者对治疗结果的预期与治疗后功能改善呈

正相关［10］。把来访者对心理治疗的期望比喻为他们

对世界期望，而对世界不现实的期望使这类来访者

就像盲人行走于世界一样，羁绊于一个又一个不幸

的灾难，心理治疗则是灾难之一。因此对这类来访

者治疗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他们改变对生活的不良认

知并教会他们面对困难的方法［8］，让来访者意识到

当前的困难与自己持有的非理性观念有关，从而教

会他们更有逻辑性和自助性的信念，发展有适应性

的思维，引导产生建设性的行为变化［11］。

2　临床治疗因素

2.1　治疗方法的选择　一些心理治疗师认为

“做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好”（doing someth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心理治疗至少是无害的［12］。

有学者却对此持有质疑。目前依据疾病病因的理论

假设产生了超过 500 种心理治疗技术［13］，然精神障

碍的病因学尚未达成普遍共识的理论，大部分心理

治疗技术的效果并未在受控的试验条件下进行验证。

有研究任务，在进行适当的检验之前就假定所有流

派的心理治疗均安全是个错误的观点［14］。

Meta 分析显示，来自不同理论的完善的心理

治疗在疗效上大致相等［18］。然某些心理治疗可对某

些来访者产生危害。因此，Lilienfeld 列出了潜在有

害疗法（potentially harmful therapies，PHT）的暂定

清单，将潜在有害心理疗法分为两个等级：Ⅰ级，

很可能有害的心理治疗技术（probably harmful for 

some individuals）；Ⅱ级，可能有害的心理治疗技术

（possibly harmful for some individuals）［14］。见表 1。

表1　潜在有害疗法的暂定清单［14］

干 预 方 法 潜 在 伤 害 证据主要来源

I级（对部分患者极可能有害）

紧急事件应激晤谈（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对创伤后应激综合征高危险 RCTs

恐惧直接干预（scared straight intervention） 行为问题剧增 RCTs

易化沟通（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虚假指控家人虐待儿童 重复个案报道的低基线概率事件

依附疗法（attachment therapies） 死亡和对儿童严重伤害 重复个案报道的低基线概率事件

记忆恢复（recovered-memory） 产生对伤害的错误记忆 重复个案报道的低基线概率事件

DID 取向疗法（DID-oriented therapy） 引起人格“改变” 重复个案报道的低基线概率事件

个体正常居丧反应的哀伤咨询（grief counseling for individuals with normal 
bereavement reactions）

抑郁症状增加 Meta分析

表达-体验疗法（expressive-experiential therapies） 情感痛苦剧增 RCTs

品行障碍的集中训练干预（boot-camp interventions for conduct disorder） 行为问题剧增 Meta分析

DARE 计划（DARE program） 增加酒、烟等物质摄入量 RCTs

II级（对部分患者可能有害）

品行障碍的同伴干预（peer-group interventions for conduct disorder） 行为问题剧增 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

惊恐发作易感者的松弛治疗（relaxation treatments for panic-prone patients） 引起惊恐发作 RCTs

注：RCTs =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DID = 身份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ARE = 药物滥用

与抵制教育（drug abuse and resista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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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治疗的过程　有研究通过调查来访者

对心理治疗过程的体验发现，那些不确定自己接受

了何种类型治疗的来访者，更有可能出现心理治疗

的负效应［7］；而那些被要求对治疗进展给予反馈的

来访者，则其治疗失败的可能性也相应降低［15］。研

究发现，心理治疗负效应产生的因素主要来自八个

方面［16］：诊断程序（diagnostic procedures）、理论解释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筛选干预目标（selection of 

the treatment focus）、治疗过程（treatment procedures）、

致敏过程（sensitization processes）、脱抑制过程

（disinhibition processes）、治疗的直接效果（direct 

treatment effects）和治疗师 - 患者关系（therapist–

patient relationship）。

（1）诊断程序 心理治疗前的诊断基于对来访者

信息的了解，包括来访者的病史、人格特点、目前

症状、躯体状况和对来访者进行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对来访者的评估和诊断皆由治疗师在其所持有的理

论概念指导下进行［3］，但可能因为治疗师未认识到

疾病的真正病因或需要其他可替代的治疗方法而给

治疗带来不良影响。如，有失眠、气促、乏力和注

意力不集中等症状的中年来访者，应先排除诸如多

发性梗塞性痴呆等脑器质性病变，才能考虑可能的

“功能性”诊断。因此，对心理治疗负效应的评估必

须考虑到超出心理治疗领域之外的疾病，心理治疗

有可能阻碍来访者接受其他更有效的治疗方式，无

论是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2）理论解释 解释技术是指在心理治疗中，心

理治疗师运用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来访者的思维、情

感和行为的原因、实质等，并将这些内容传达给来

访者。这些理论可能来自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比

如认知 - 行为治疗或动力性心理治疗。而解释技术

可能导致潜在的不良影响，因为治疗师和患者对同

一事件的解释和概念可能不一样，即使治疗师的理

论解释是正确的，来访者也可能因此自己推导出了

错误的结论，并因此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决定。

此外，理论解释还可能诱导错误记忆的发生，

比如夸大甚至对童年性虐待经历的错误记忆。理论

假设很容易变成来访者的信念，甚至是“记忆”。

（3）筛选干预目标 心理治疗的目标是由来访

者和治疗师共同商定，也是目前治疗所需要的。信

念、认知模式、行为、被压抑的过去经历和现在正

产生着的自我体验、面对外部世界所作出的反应和

人际网络，都可以作为干预目标。而由于心理活动

的整体性、身心统一性、以及人与环境的互相调试

性，在一个治疗目标上引起的变化可能产生系统性

的“滚雪球”效应。因此，若选择的治疗目标不能解

决来访者的问题，则可能使其状况更糟。

（4）治疗过程 如前所述，正确的治疗也可能带

来负面影响。比如暴露疗法被认为是恐惧症的首选

疗法，但治疗过程本身可以增加患者的焦虑情绪。

（5）致敏过程 所有心理治疗师在与来访者会谈

过程中均可能谈及来访者所处的困境，而提及这些

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来访者的负面情绪。而当来

访者接受简单的心理教育后，他们“更多地”了解自

己原来未曾察觉的症状和问题。当治疗的重点是回

忆负面或创伤性经历时，则更具有持续性的负面效

应，甚至可能导致新的精神障碍。例如，若对创伤

后应激障碍使用暴露疗法，需让来访者面对触景生

情的类创伤情景，唤起来访者的创伤记忆，然后治

疗这些记忆的病理成分，以消除或减少恐惧。而在

此过程中，若治疗师过分专注于分析应激事件的细

节，可能会导致来访者出现基于现实应激事件的幻

想，甚至因此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6）脱抑制过程 任何治疗都可能刺激患者，使

其最终作出对自身或其环境有害的行为。有如抗抑

郁药物可能激发患者的自杀行为，心理治疗也可能

通过多方面作用使来访者的病态行为脱抑制。心理

治疗可增强内驱力和减少抑制，但来访者也因意志

活动的增强而出现不良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来访

者回忆自身的困难处境本身就可能增加患者的心理

痛苦，甚至使其感到绝望，作出报复或消极行为。

（7）治疗效果 心理治疗促进来访者的行为改

变，并教授其改变个体和人际行为的技术，如自信、

问题索解和应付技巧。来访者学习得越多，对世界

的看法改变就越大，心理治疗则被认为越有效。然

而，治疗中所期望的效果也可能带来问题。来访者

在心理治疗中学到的新技巧的施展可能给他带来新

的行为模式，而这可能使他需要其他方面的技巧去

改善自身处境。如果心理治疗不能给予他这些额外

的技巧，则治疗的成功又导致了新问题。因此，对

治疗的正性和负性效应需进行多维评估。

（8）治疗师 - 患者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所

有心理治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在治疗关系中，治

疗师与来访者处于不对等的位置，治疗师知道来访

者的生活的细节，并拥有专业知识，因而不可避免

地处于支配地位。因此，治疗师应避免与来访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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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朋友关系、商业关系，甚至性爱关系。这类关系

对治疗不利，且有伦理、法律上的风险。然而，正

确的治疗关系也可能导致不良治疗反应（adverse 

treatment reactions，ATR）。比如，来访者对心理治

疗的依赖性，甚至可导致类似药物的“戒断症状”［1］。

三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心理治疗的负效应，犹如药物的不

良反应，是可能普遍存在的，其产生不仅与临床治

疗操作有关，亦与来访者本身有关。由于心理治疗

的负效应可能对患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使心

理治疗负效应的评估工具难以制定［17］。基于以上问

题，治疗师应注意识别和评估这些心理治疗中产生

的负效应，并尽早加以防范，以减少和避免心理治

疗过程中负效应的产生，有益于来访者的真正的、

全面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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