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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法辛联合团体人际心理疗法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疗效及自我效能感、焦
虑症状的影响

刘振东 1 、 王文婷 2

【摘要】目的　探讨文拉法辛联合团体人际心理疗法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76 例社交恐惧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单盲法将其随机分为

对照组 38 例和联合组 38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文拉法辛治疗，联合组患者同时接受团体人际心理治

疗。比较两组的疗效。结果　（1）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4.74％，对照组为 68.42％（P= 0.003）；（2）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均显著降低，GSES 评分显著升高，且联合组治疗后 HAMA 和 GSES

评分均显著低于和高于对照组（P< 0.05）；（3）治疗 12 周时，联合组 SAD 总分和两个维度评分较治

疗前均显著降低，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4）联合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无明显

差异（P> 0.05）。结论　团体人际心理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相比单纯的药物治疗效

果更为显著，二者相互补充能显著改善患者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焦虑、担忧和恐惧

等症状，还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而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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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on the Efficacy，Self-Efficacy 
and anxiety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ocial Phobia　　LIU Zhendong，WANG Wenting. Psychological consulta-
tion and treatment clinic，Linyi mental health center，Linyi 276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on 

social phobia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e on GSES and HAMA. Methods　76 patients with social phobia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control group（38 cases）and combination group（38 case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venlafaxine，while 

the combined group received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74％ in the combined group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68.42％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3）. （2）The HAMA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HAMA scores 

of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GSES score of the combined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3）At 12 weeks of treatment，SAD 

total score and two dimension score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4）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combin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venlafaxin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drugs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social phobia. Their complemen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anxiety 

and fear in daily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and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social phobia，with 

fewer adverse reaction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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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恐惧症又称社交焦虑障碍（SAD），是指在

人前表演、操作或在社交场所中存在的持续的、显

著的恐惧和担忧，感觉自己被关注，担心会面临窘

境，而且在这些场合中会出现不受控的焦虑反应，

从而极大地影响患者正常的生活和社交活动［1］。作

为一种慢性疾病，SAD 自发缓解可能性不大，一旦

确诊，需积极治疗［2］。药物治疗是目前 SAD 主要的

治疗方式，其中文拉法辛则是常用的治疗药物，其

能有效抑制患者多巴胺神经元兴奋性，缓解其临床

症状［3］。除药物外，团际心理治疗也显示出切实的

疗效，而且二者联合应用往往能相互补充，进一步

提升疗效。团际心理治疗能改善患者的认知和行为，

通过心理治疗能达到纠正患者错误认知，主动调动

自身能动性的目的［4］。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团际心理治疗已经被确定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焦虑症、

抑郁症和 SAD 等疾病的方法，但在国内尚缺乏相关

的临床研究［5，6］。因此，本研究进行随机单盲对照研

究，对文拉法辛联合团体人际心理疗法对社交恐惧

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自我效能感和焦虑症

状的影响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为该种联合治疗方

式在临床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 76 例社交恐惧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

性原则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 38 例和联合组 38 例。

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4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4）》[7] 的描述，存在在公共场合或对

社交场合时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和持续的恐惧等患者本

人可认识到的不合理的症状；（2）年龄 18~60 周岁；

（3）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1）对本研究应用药物存在禁忌症者；（2）

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严重病变者；（3）有

其他重型精神疾病史者；（4）处于妊娠和哺乳期者。

对照组中男 16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21.75±2.09）

岁；受教育程度：初中 4 例，高中 10 例，大专与本

科 22 例，硕士 2 例；病程 8 个月 ~14 年，平均（5.02
±1.34）年。对照组中男 18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

（20.82±2.35）岁；受教育程度：初中 5 例，高中 8 例，

大专与本科 24 例，硕士 1 例；病程 6 个月 ~15 年，平

均（5.17±1.60）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病

程、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所 有 患 者 均 给 予 盐 酸 文 拉 法 辛 缓 释 片

（H20070269）治疗，75mg/ 次，1 次 /d，在早晨或晚

间一个较为固定的时间和食物同时服用。对治疗效

果不佳的患者可适当增加剂量，最大为 150mg/d。

联合组患者同时接受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具体

方法为：（1）建立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团队，该团队

中的治疗人员均为专职接受过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

和实践培训的心理治疗师。以团体治疗形式进行，

8~10 人 / 组，持续 12 周，1 次 / 周，90min/ 次，治疗

分为 4 个阶段；（2）治疗前阶段：心理治疗师单独约

见每一位患者，进行 1.5~2h 的谈话，主要了解患者

的社交恐惧症状，向患者明确 SDA 是一种疾病，并

不是自身存在问题；了解患者的问题、烦恼和症状发

作时的负性认知，如“我的丑态肯定被人们看到了”

“我肯定会被他们嘲笑”等。向患者明确导致其症状

的核心认知、最主要的问题和治疗目标；解释团体心

理治疗的模式和方法，确认其意愿；（2）第一阶段：

第 1~3 次的治疗。团体成员进行自我介绍，让大家彼

此认识，增强其舒适感和信任感。解释团体成员都

存在 SDA，SDA 是一种疾病，是一种临时的“不安全

角色”“角色缺陷”或临时状态，不是一种人格缺陷，

其可通过心理治疗技术的应用来得到缓解和治疗；告

知治疗过程；（3）第二阶段：第 4~10 次治疗。成员

之间相互倾听，在心理治疗师的引导下采用头脑风

暴法互相提供治疗策略，针对性地治疗患者的回避

或逃避行为，围绕挑战和重建这种非理性认知和行

为展开，向患者介绍其产生逃避或回避行为的机理

和暴露疗法、认知 - 行为治疗等疗法，指导患者通

过情绪监控表的应用来了解和掌握自己在暴露过程

中焦虑情绪的变化情况，令患者了解自身焦虑水平

会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4）第三阶段：第

11~12 次治疗，终止阶段。让成员谈论自己生活和工

作中发生的变化，说出自己对变化的看法；帮助成员

讲述自己哪些症状缓解或消失了，而什么症状还存

在；让他们谈论自己未来担忧的事情，讨论自己对问

题行为仍未发生改变的感受；治疗师可与患者共同讨

论未来没有治疗师时如何处理相似的问题［5，6］。

1.3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12 周时的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4］、社交回避及苦恼

量表（SAD）［5］ 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8］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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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评价治疗效果 ［4］：根据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患

者 HAMA 评分减少率（治疗前后差值与治疗前比的

百分率）进行评价，减分率低于 25％为无效，25％

~50％为好转，50％~75％为显效，治疗后 HAMA 评

分低于 7 分或减分率在 75％及以上为痊愈。总有效

率 =（痊愈 + 显效 + 好转）/ 总例数 ×100％。要求进

行疗效评估人员进行盲法评定，对评估对象的分组

情况、治疗情况等均不知情。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记录所得的数据资料均应用 SPSS23.0 统

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比较应用 t 检验、χ²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 12 周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8.42％；联合

组为 94.74％，联合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 和 GSES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 HAMA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联合

组治疗后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治疗 12 周时对照组与联合组 GSES 评分较治疗前

显著提高（P<0 .05），且联合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8 1（2.63） 10（26.32）15（39.47）12（31.58）26（68.42）

联合组 38 5（13.16）15（39.47）16（42.11） 2（5.26） 36（94.74）

χ2 8.756

P 0.00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和GSE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 GSES

治疗前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12周

对照组 38 21.93±6.24 10.94±2.51* 22.31±6.02 26.51±6.58*

联合组 38 22.07±6.81 7.53±1.79* 22.90±6.45 31.24±7.16*

T 0.093 6.818 0.412 2.998

P 0.926 0.000 0.681 0.00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D 评分比较

治疗 12 周时，联合组 SAD 总分和各维度评分较

治疗前均显著降低，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社交苦恼 社交回避 总分

治疗前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12周 治疗前 治疗12周

对照组 38 10.28±3.03 7.72±1.60* 10.57±2.83 8.50±2.59* 20.85±3.61 16.22±3.14*

联合组 38 10.81±2.95 5.94±1.31* 10.94±2.90 6.24±1.66* 21.75±4.85 12.18±2.36*

t 0.773 5.306 0.563 4.529 0.918 6.340

P 0.442 0.000 0.575 0.000 0.362 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严重不良

反应，不良反应均为轻度或中度，不影响治疗的进

行，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见表 4）。

表4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胃痛 呕吐 头晕 活动减退

对照组 38 8（23.53） 6（17.65） 4（11.76） 2（5.88）

联合组 38 5（14.71） 3（8.82） 2（5.88） 2（5.88）

χ2 0.856 1.153 0.183* 0.267*

P 0.355 0.283 0.669 0.606

注：*为Fisher精确检验。

3　讨论

现有的临床研究证实，SAD 完全能够得到有

效的治疗，其中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显示出确切

的治疗效果，而且二者联合应用往往能相互补充和

促进［9］。文拉法辛是一种新型的 5- 羟色胺和去甲

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其已经被很多国

家应用于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一线治疗药

物。文拉法辛及其活性代谢产物—O- 去甲基文拉

法辛（ODV）能够对去甲肾上腺素（NE）和 5- 羟色

胺（5-HT）的再摄取产生抑制作用，其与 5-HT 的

亲和力相比 NE 更高。文拉法辛及 ODV 可阻断前脑

5-HT1A 受体，抑制背侧缝际核的 5-HT 神经元、兰

斑 NE 神经元突触终端和胞体 - 树突自受体和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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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从而使突触后 NE 和 5-HT 释放增加，使突触

前膜自身受体“脱敏”过程加快，这就解释了该药物

在抗焦虑和抗抑郁方面的效果［10］。同时其不良反应

轻微，患者耐受性和依从性良好，这对于长期应用

维持治疗极为有利。

人际心理治疗（IPT）是一种限时、短程且具有

较强可操作性的治疗方式，其将社会功能减退和人

际关系障碍看作是社交障碍的主要后果，通过患者

对人际问题的提升来缓解症状。应用 IPT 治疗前，

患者需要对人际问题形成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认知。

本研究在前期对 SAD 患者进行调查时发现，SAD 患

者面对的最常见且核心的问题是人际冲突和角色转

变，而角色转变以疾病、学习压力、离婚、工作压

力、失恋等负性生活事件为多；而人际冲突主要表现

在社会工作情景、家庭中，一方面在于患者和其他

他认为的重要人之间往往对情景存在不同期望，另

一方面患者在人际冲突中多存在无法有效表达自己

情感和需要的不良沟通模式。由此可见，以人际交

往为核心的社交技巧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对于调节

人们的情绪、适应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我们通过随

机单盲对照的方法对单独文拉法辛和文拉法辛联合

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社交恐惧症患者的疗效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相比单纯应用文拉法辛药物治疗的对照

组，联合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的联合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更高，HAMA 和 SDA 评分降低和 GSES 评分提

高更为明显，提示文拉法辛联合团体人际心理治疗

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疗效显著，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社

交恐惧、焦虑、社交回避等症状，提升患者的自我

效能感。笔者分析其疗效显著的机制可能在于：（1）
团体人际心理治疗为社交恐惧症患者提供了一个可

进行人机互动认识的微型社会系统，患者在这个团

体中能够看到其他人与自己有着一样的困扰和问题，

这有利于减少其焦虑感；（2）团体人际心理治疗为

患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稳定、保密的团体，成

员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模式能展现出

来，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观察、讨论和反馈，有助

于其以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人际模式，进而

将其自我改变的愿望激发出来；（3）借助于团体这

个微型社会缩影，成员能够正视自己的人际问题，

练习和提高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和提高自

己的人际交往技巧［12］。

综上所述，团体人际心理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对

社交恐惧症患者相比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二者相互补充能显著改善患者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

动中所表现出的焦虑、担忧和恐惧等症状，还有助

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而且不良反应少，值得

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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