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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接纳承诺疗法对双相情感障碍缓解期患者社会功能的干预效果分析

李　懋 1 、 史俊研 2 、 封　钢 2 、 庄　妍 2 、 李　莉 1 、 王斌红 2

【摘要】目的　探讨接纳承诺疗法（ACT）对双相情感障碍（BD）缓解期患者社会功能的干预效

果。 方法　将 60 例双相情感障碍缓解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30 例）维持原有治疗，ACT 干

预实验组（30 例）在对照组基础之上，依据 ACT 制定干预方案，每周进行 2 次团体干预，每次 1.5h，

均干预 5 周。干预前后对两组均分别采用 YMRS、SDS 评估症状，SDSS 评估患者社会功能，CFQ 评

估团体 ACT 干预效果。 结果　ACT 干预组 CFQ（t = 8.83，P< 0.05）、SDSS（t = 10.04，P< 0.05）前后测

比较以及对照组 SDSS（t = 3.02，P< 0.05）前后测比较差异显著，对照组 CFQ（t = -0.77，P> 0.05）前

后测比较差异不显著；ACT 干预组 SDSS（t = -4.61，P< 0.05）、CFQ（t = -8.10，P< 0.05）干预前后测

差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CT 能在减轻症状的同时，降低 BD 患者认知融合程度，提升患者

心理灵活性，改善患者社会功能受损程度。

【关键词】接纳承诺疗法；双相情感障碍；社会功能；认知融合；心理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R395.5，R74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5-0834-03

The intervention of Group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for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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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on the so-

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BD）.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of bipolar disor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30 cases）maintained the original treatment，and the ACT in-

tervention group（30 cases）was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Group interventions were performed twice a week for 1.5 

hours each and for 5 week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by YMRS and SDS，SDS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ocial function，and CFQ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group ACT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ACT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CFQ（t =8.83，P<0.05）and 

SDSS（t =10.04，P<0.05），also in control group of SDSS（t =3.02，P<0.05）. The difference of CFQ（t = -0.77，

P>0.05）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not significant；the differen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DSS（t = -4.61，

P<0.05）and CFQ（t = -8.10，P<0.05）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in ACT intervention group has statistical signifi-

cant. Conclusion　ACT can reduce the cognitive fusion of BD patients while reducing symptoms，improve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and improve the degree of social function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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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患者在社

会功能方面表现出不足，以情绪缺陷为主的症状影

响患者的社会功能［1］，且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

患者在缓解期仍然无法恢复社会功能的重要原因。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2］基于正念，能促使个体避免陷于不良认知与

情绪，在行为方面产生此时此刻体验性的改变，使

得个体可以将治疗理念延伸至生活各领域。国内已

有 ACT 对社会功能应用的研究［3］，但缺少对重性精

神疾病缓解期患者的干预研究以及具体的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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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在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选取 60 例 BD 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ACT 对于 BD 患者社会功能的

干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山西省精神中心 2018.07~2018.12 住院及

门诊符合纳入标准的 BD 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

ICD-10 双相情感障碍诊断标准，经药物治疗之后病

情趋于稳定，病程≤ 5 年；②年龄 18~40 岁；③初中

及以上文化水平；④由精神科主治大夫的初步筛选以

及干预前访谈获取患者知情同意，患者自愿参与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⑤排除器质性疾病、其他精神疾病以

及严重自杀倾向；⑥排除参与过接纳承诺疗法相关治

疗的患者。预实验阶段，选取 20 例 BD 患者验证干

预流程的可行性和干预方案的有效性。在修改和完

善干预方案以及流程设置的基础之上，再次选取 60
例 BD 患者正式实验，匹配性别年龄后随机分为 ACT

实验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由于病情反复以及住院

治疗结束造成被试脱落，最终有效人数 55 人，其中

ACT 实验组 28 例和对照组 27 例。ACT 实验组男性

12 例，女性 16 例，年龄 18~37 岁，平均年龄 26.28±

6.06；对照组男性 13 例，女性 14 例，年龄 18~37 岁，

平均年龄 26.03±6.56，两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工具

1.2.1　杨氏躁狂量表［4］（YMRS）评定患者近一

周狂躁程度　抑郁自评量表［5］（SDS）评定患者抑郁

程度以及随治疗变化的情况。社会功能缺陷量表［6］

（SDSS）主要用于评定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程

度，0~2 级评分，分值越高社会功能缺陷程度越高。

认知融合问卷（CFQ）国内张维晨等［7］翻译并进行

信效度分析，采用认知融合分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Fusion，CFQ-F）得分越高，认知融合

程度越高。

1.2.2　接纳承诺疗法干预流程　实验组与对照组

均维持原有药物治疗及常规心理健康教育，ACT 实验

组在此基础之上分为 3 组，每组 8~10 人，进行为期

五周，每周 2 次，一次 1.5 小时，共计 10 次的 ACT 干

预。每次治疗由参与过接纳承诺疗法培训的心理治疗

师作为领导者，根据 ACT 实操手册讨论修订的 ACT

干预方案统一进行，确保各组干预过程的一致性。为

保证干预效果，每次结束时均留有与干预内容相关的

家庭作业，在下一次干预之前需要分享体验，领导者

根据团体成员的问题进行适当地解答和引导。

ACT 实验组具体治疗流程为：①第 1~2 次：相互

认识，简单介绍团体性质、功能和目标并签订契约，

形成团体意识；②第 3 次：觉察和接纳不良情绪，团体

成员相互倾听帮助缓解不良情绪；③第 4~5 次：学习以

己为景技术通过正念训练提升对当下有意识觉察，关

注当下与团体成员的交往过程，学习适当拒绝的人际

交往能力，引入融合概念，觉察人际互动时不合理认

知及消极情绪并与之解离；④第 6 次：通过价值澄清技

术，帮助成员制定基于价值的目标；⑤第 7~8 次：分析

实现目标的阻碍，觉察伴随的不合理的认知以及不良

情绪，深入体验接纳与解离，通过行为训练增强恢复

社会功能的信心。⑥第 9 次：回顾前八次团体活动内

容及活动设置原因，分享收获相互告别结束团体。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对 YMRS、SDS、SDSS、CFQ 进行 t 检验。干预前 2
组对照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干预结束后分别对各组

前后测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对两组前后差值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P<0.05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症状、社会功能及

认知融合程度比较

实验前干预组与对照组躁狂程度（t = -1 .40，

P=0.17>0.05）、抑郁程度（t =1.76，P=0.09>0.05）、

社会功能（t =1.91，P=0.061>0.05）以及认知融合程

度（t =1.97，P=0.054>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症状、社会功能

及认知融合程度差值比较

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躁狂程度（t = -2.44，

P<0.05）、抑郁程度（t = -7.96，P<0.05）、社会功能

（t = -4.61，P<0.05）以及认知融合程度（t = -8.10，

P<0.05）方面的差值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1。

2.3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症状、社会功能

及认知融合程度比较

实验组干预前后躁狂程度、抑郁程度、社会功

能以及认知融合程度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干预前后躁狂程度比较差异显

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表 1 差值

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躁狂程度差异小于实验组，

抑郁程度社会功能以及认知融合程度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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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CT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YMRS、SDS、SDSS、
CFQ评分比较（x±s）

项目 分组 t P

YMRS 实验组 8.37 <0.001

对照组 0.28 <0.001

SDS 实验组 7.21 <0.001

对照组 5.04 0.78

SDSS 实验组 8.95 <0.001

对照组 0.21 0.84

CFQ 实验组 8.83 <0.001

对照组 -0.77 0.450

3　讨论

即使在缓解期，BD 患者依然会反复发作，所伴

随的社会心理问题使得患者社会功能受损［8］，严重

影响 BD 患者进行正常社会活动，带来巨大的社会负

担。研究显示［9］BD 患者相较于单纯抑郁型患者以及

正常人承担更重的精神负担，需要在药物治疗基础

之上给予心理治疗帮助其恢复。

本研究结果显示：ACT 在药物基础之上对 BD 患

者相对于单纯药物治疗更有利于躁狂、抑郁症状以

及社会功能的恢复，这与以往研究相同［10］。ACT 是

Hayes［11］在认知行为疗法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强调对

心理灵活性的提升，从 ACT 角度解释，可能是因为

个体产生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失去对此时此刻

的真实体验，并依附于概念化自我，缺乏基于价值

的目标以及行动，导致严重的心理僵化，对诸多的

生活事件缺乏灵活有效的应对，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功能的恢复。本研究结果显示：ACT 干预可以减少患

者的认知融合，提升患者的心理灵活性，这与以往

的研究相同［12］，这可能是因为 ACT 有一系列针对心

理灵活性提升的技术方法，并在团体活动过程中不

断实践体验并巩固。

近年来在 BD 患者治疗研究的发展中，越来越重

视心理治疗的作用，也越发重视在接受心理治疗之

后将其运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本研究运用融入东

方哲学的治疗方法更有利于患者接受。双相情感障

碍属于重性精神疾病，由于脱落率及患者自身病情

的反复使得临床案例的收集困难，需要扩大样本量，

并增加后续随访收集更完善的信息，为治疗的有效

性提供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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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干预前后ACT实验组与对照组YMRS、SDS、SDSS、CFQ评分及差值比较（x±s）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差值 对照组差值

YMRS 10.20±5.67 11.64±6.51 4.13±4.88 7.40±4.36 -6.70±4.66 -3.82±4.08 -2.44 0.018

SDS 56.23±12.09 50.52±11.91 40.10±9.01 50.40±10.79 -17.81±10.34 -0.21±5.38 -7.96 0.000

SDSS 7.70±2.71 6.14±3.30 3.52±1.60 4.79±3.40 -4.18±2.17 -1.35±2.38 -4.61 0.000

CFQ 47.15±9.65 41.64±10.98 26.52±10.21 42.68±12.37 -20.63±1.04 12.13±7.15 -8.1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