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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冥想训练联合心理引导治疗对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情绪加工和认知控制
的影响

李红娟 、 王　璇 、 徐海婷 、 王　宁 、 陈景旭 

【摘要】目的　探讨正念冥想训练联合心理引导治疗对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情绪加工及认知控制的

影响。方法　选择 86 例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包括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3 例，对照组采用心理引导干

预，观察组加用正念冥想训练，干预前后评定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情绪加工特点的变

化，调查患者认知控制状况。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表、元认知问卷（MCQ-30）、自动思维问卷（ATQ）

及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 - 歪曲、抑郁 - 非歪曲、非抑郁 - 歪曲评分低于对照组，CBQ 表非抑郁 -

非歪曲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正性词遗漏数、错判数少于对照组，反应时短于对照组，

负性词遗漏数少于对照组，反应时短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正念冥想训练联合心理引导可改

善中重度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减轻其情绪加工强化，纠正其认知偏差，提高患者认知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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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herapy on emotional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on　　LI Hongjuan，WANG Xuan，
XU Haiting，et al. 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Beijing 10009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meditativ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

ance therapy on emotional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on. Methods　

Eighty-six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includ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guidance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mindfulness 

meditative intervention. The relief of negative emotions after intervention was evaluated and changes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ituation of cognitive control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Scores 

of HAMA，HAMD，MMSE，MCQ-30 and ATQ，scores of depression-distortion，depression-non-distortion and non-

depression-distortion in CBQ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non-depression-non-distortion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number of miss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s and wrong judgm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response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 can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on，relieve their 

emotional processing enhancement，correct their cognitive biases，and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control.

【Key words】Depression；Mind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Psychological guidance；Emotional processing；Cog-

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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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病机复杂，与遗传、心理、社会及环境

等因素均有关联，患者可伴认知及行为变化［1］。心理

学家指出，抑郁症患者大脑内部存在明显负性认知

模式，更倾向选择负性信息［2］。心理引导干预可部分

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但对认知控制无明显效应［3］。正

念冥想训练以正念技术为中心，已证实可缓解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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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改善失眠症［4］。但其对抑郁症的干预价值尚未

明确。为探讨正念冥想训练联合心理引导对中重度

抑郁症患者情绪加工及认知控制的影响，现对医院

收治的 86 例患者展开了相关研究，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7 年 7 月医院收治的 86 例

中重度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中、

重度抑郁症诊断标准［5］；既往未接受任何治疗；年龄

＞ 18 岁；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D）评分＞ 17 分；

正视眼、右利手。排除标准：合并心肝肾肺器质性功

能障碍者；有严重颅脑外伤史或脑部器质性疾病史

者；合并精神发育迟滞者；伴严重精神疾病或双相障

碍者；有明确家族史者；有物质滥用史者；冲动、不

合作、严重违拗等无法配合研究者；合并严重感染

者；有严重自杀倾向者；妊娠或哺乳期女性。据患者

及其家属干预意愿将其纳入观察组，共 43 例；后选

取我院同期收治，与观察组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

相近，接受常规心理引导的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43 例

为对照组。入组患者及其家属知情且自愿签署研究

同意书，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对

照组男 15 例，女 28 例；年龄 26~77 岁，平均（44.6
±10.7）岁；受教育年限（14.5±4.6）年；病程（2.9
±0.7）年；抑郁程度：中度 22 例，重度 21 例。观察

组男 16 例，女 27 例；年龄 25~76 岁，平均（44.7±

10.5）岁；受教育年限（14.6±5.0）年；病程（2.8±

0.7）年；抑郁程度：中度 23 例，重度 20 例。两组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均接受相同抗抑郁药物方案治疗：早口服

盐酸氟西汀分散片（批号：H20110443）20mg.

对照组采用常规心理引导：向患者及家属讲述

抑郁症相关知识；给予积极心理疏导，耐心倾听患者

诉求，建立有效沟通，指导其自我控制负面情绪；建

议患者多参与社会活动，对重度抑郁症患者强化病

房巡视，密切跟踪了解其心理状态，共干预 8 周。

观察组加用正念冥想训练干预：由资深心理治疗

师、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干预小组，干预过程均遵循

正念原则，干预 8 周。①正念冥想教育。训练前向患

者讲解正念冥想训练相关知识，取得患者配合；②认

知主动引导。第一周，重视认知自动引导，开展进

食葡萄干训练与躯体扫描训练，葡萄干练习嘱患者

以看、嗅等体验感受观念及情绪改变；躯体扫描取让

患者在音频指导下，依次将注意力从左脚开始集中

于身体各部位，告知患者认同感受及感觉；③处理阻

碍训练。第二周重视处理阻碍训练，此阶段进行躯

体扫描、正念呼吸、行禅训练、正念伸展运动干预。

躯体扫描方法同上；正念呼吸嘱患者观察通过鼻腔的

气流，引导患者客观感受；行禅训练指导患者静坐冥

思，时间 30min，感知自身情绪、观念及外界声音，

接纳过往事件；正念伸展采用瑜伽形式，督促患者随

呼吸节奏起伏放松身心，并客观评价脑内事件及想

法；④正念呼吸。第三周强调正念呼吸，训练内容包

括正念呼吸、正念冥想、步行冥想等，正念呼吸方

法同上；正念冥想督促患者察觉脑内思维、想法、情

绪及冲动，引导患者客观觉察消极情绪并合理反馈；

步行冥想指导患者留意步行时身体动作，培养患者

对身体的细节观察；⑤日常生活中的正念。第四到六

周复习、巩固前期内容，每周均训练 2~3 次，每次

30 min，并鼓励患者通过正念冥想接纳自我并适应环

境；⑥运用正念冥想应对未来心境。第七到八周强调

运用正念冥想应对未来心境，客观察觉生活中的事

件、想法及感受，打破消极思维方式，接纳自身。

1.3　观察指标

①负面情绪观察。干预前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HAMD 表评定患者情绪。HAMA 表［6］共

14 个条目，每项 0~4 分，总分越高提示焦虑越严重；

HAMD 表［7］共 17 个条目，每项 0~4 分，总分越高提

示抑郁越严重；②情绪加工评定。干预前后采用美国

Neuroscan 公司 Stim 神经刺激反应系统记录患者视觉

识别汉语情绪词反应，包括反应时、遗漏数、错判数

等；③认知情况。干预前后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MMSE）、元认知问卷（MCQ-30）、自动思维

问卷（ATQ）及认知偏差问卷（CBQ）调查患者认知控

制状况。MMSE 表［8］主要包括定向、记忆、计算、理

解、表达等内容，评分越高，表示认知缺损越严重。

MCQ-30 表［9］总分 30~120 分，评分越高，表示元认知

偏差越高。ATQ 问卷［10］，每项 1~5分，总分 30~150分，

评分越高，表示自动出现消极思想程度越高。CBQ 问

卷［11］共 0~23 分，抑郁 - 非歪曲、抑郁 - 歪曲、非抑

郁 - 歪曲等评分越高，表示认知偏差越严重，非抑郁 -

非歪曲维度评分越高，表明认知偏差改善越明显。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x±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HAMA、HAMD 评分比较

干预 8 周，两组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观察组

干预 8 周 HAMA、HAMD、MMSE 评分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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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 2。

2.2　两组干预前后情绪加工特点变化

干 预 8 周 ， 两 组 正 性 词 遗 漏 数 、 错 判 数 减

少，反应时缩短，负性词遗漏数减少，反应时缩短

（P<0.05），观察组正性词遗漏数、错判数少于对照

组，反应时短于对照组，负性词遗漏数少于对照组，

反应时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干预前后认知偏差各量表评分比较

干预 8 周，两组 MCQ-30 表、ATQ 表评分均

降低，CBQ 表抑郁 - 歪曲、抑郁 - 非歪曲、非抑

郁 - 歪曲评分均降低，非抑郁 - 非歪曲评分上升

（P<0.05），观察组 MCQ-30 表、ATQ 表评分低于对

照组，CBQ 表抑郁 - 歪曲、抑郁 - 非歪曲、非抑郁 -

歪曲评分低于对照组，CBQ 表非抑郁 - 非歪曲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1　两组干预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表 HAMD表 MMSE表

观察组 干预前 26.51±5.66 26.74±5.78 27.98±2.68

干预8周 10.26±6.35*# 12.25±4.66*# 10.54±3.41*#

对照组 干预前 26.71±5.73 26.12±6.02 27.95±2.73

干预8周 14.71±4.56* 16.36±5.01* 14.52±2.97*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
#P<0.05。

表2　两组干预前后情绪加工特点变化（x±s，分）

组别 时间
正性词 负性词

遗漏数（个） 错判数（个） 反应时（ms） 遗漏数（个） 错判数（个） 反应时（ms）

观察组 干预前 7.41±4.23 2.31±1.23 550.26±52.02 3.34±2.65 1.32±1.01 540.34±40.26

干预8周 3.41±2.12*# 1.10±0.47*# 500.23±31.43*# 1.42±0.26*# 1.21±1.06 510.26±16.52*#

对照组 干预前 7.42±4.25 2.33±1.25 550.31±51.98 3.35±2.68 1.33±1.03 540.35±39.67

干预8周 4.98±1.62* 1.69±0.15* 520.34±20.56* 2.05±0.41* 1.24±1.05 520.79±13.45*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认知偏差各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MCQ-30表 ATQ表
CBQ表

抑郁-歪曲 抑郁-非歪曲 非抑郁-歪曲 非抑郁-非歪曲

观察组 干预前 87.21±11.07 84.95±12.78 4.46±2.42 5.36±1.97 5.16±1.84 8.01±3.02

干预8周 72.26±9.74 72.46±7.69 1.91±0.48 4.01±0.19 3.92±0.35 14.51±2.66

对照组
干预前 88.34±10.65 85.01±11.03 4.45±2.41 5.38±1.95 5.19±1.85 8.03±3.05

干预8周 79.45±7.66 78.45±6.54 2.68±0.39 4.56±0.24 4.57±0.29 10.25±2.79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P<0.05。

3　讨论

报道指出，抑郁症群体特定区域脑神经结构及

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可引起认知功能损害［12］。

孔凡贞等［13］指出，抑郁症患者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是

造成其抑郁的关键认知因素。本研究发现，中重度

抑郁症患者均存在焦虑、抑郁负面情绪，且中重度

抑郁症患者其情绪加工强化特点主要表现为认知偏

向源于正负性信息加工减少方面，提示抑郁症患者

可能存在正性情绪加工减少，而负性情绪加工占优

势的认知结构，可能与抑郁症患者存在潜在负性认

知图示有关。抑郁症患者均伴不同程度智能障碍、

认知偏差，存在潜在抑郁性认知图式、自动性思维、

认知歪曲等表现。因此必须重视对其情绪加工增强

及认知偏差的干预。

常规心理疏导对抑郁症患者情绪加工及认知改

善收效甚微，正念冥想训练通过调节个体负性情绪、

促成正性情绪表达。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示，正念

冥想可通过激活左侧前额叶脑区实现对情绪的调节

作用［14］。本研究中，观察组焦虑、抑郁量表评分降

低幅度高于对照组，同时正性及负性情绪加工改善

情况均优于对照组，认知偏差较对照组改善显著，

认知缺损程度明显减轻，分析可能原因为：正念冥想

训练可将患者与外界、现实生活暂时隔离，减少现

实烦恼，启动情感并加深自我察觉，脱离以自我为

中心的主观看法，帮助患者纠正抑郁情感与认知歪

曲，提高其对现实的认知及接受能力，并通过改善

患者负面思维图式，纠正其认知歪曲，树立理性认

知，提高其认知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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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正念冥想训练所需干预时间较长，

干预效果易受影响，患者对干预的依从性具有不稳

定性，建议后期加强对患者治疗依从性方面的研究

与指导。同时患者教育水平不一，干预过程中发现，

不同教育水平患者对正念冥想训练接受程度与干预

效果有所差别，后续可就该方面行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正念冥想训练联合心理引导可改善

中重度抑郁症患者负面情绪，减轻其情绪加工强化

特征，纠正患者认知偏差，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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