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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治疗对康复期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秦　晶 、 刘洪敏 、 王　洁 

【摘要】 目的　探讨团体心理治疗对康复期抑郁症患者疗效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0 月我院收诊的 60 例康复期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成对照组、

观察组两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配合团体心理治疗。对比观察临床疗效，且

分析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 结果　（1）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0％ vs 73.3％）（P<0.05）；（2）

观察组治疗后的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3）观察组 MOSIE 各指标评分优于

对照组（P<0.05）；（4）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家庭关系与团体治疗的疗效有关。 结论　

康复期抑郁症通过团体心理治疗，可取得满意疗效，但也容易受到一些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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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convalescence 
　　QIN Jing，LIU Hongmin，WANG Ji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 the curative effect in group psych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convalescence.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October 2019，6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convalescenc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group psychotherapy. The clinical effect were 

compare and the affect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1）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90％ vs 73.3％）（P<  0.05）. （2）The HAMD score and HAMA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3）The MOSIE scores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  0.05）. （4）It was found that age，gender，

education level，working status，family relationship were related to clinical efficacy. Conclusion　The group psycho-

therapy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convalescent depression，but it is also easy to be interfered by some factors.

【Key words】Group psychotherapy；Convalescence；Depression；Efficacy；Influencing factors

抑郁症（depression），也称抑郁障碍，以显著且

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发病率高［1-2］。单纯药

物治疗虽然可缓解病情，但很难改变病人的认知理

念及人格特点［3-4］。抑郁症进入至康复期，临床症状

得到有效控制，但面对现实生活，很多抑郁症病人

会表现出继发性情绪波动，不利于疾病的康复［5］。

对此，本研究选择 60 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观察团

体心理治疗对康复期抑郁症患者疗效的影响因素。

现在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0 月为时间段，选择

我院收诊的 60 例康复期抑郁症患者作为对象。根据

随机数表法，将其分成对照组、观察组两组，每组

30 例。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

案与诊断标准》［6］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均处于

恢复期；（2）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 le，HAMD）［7］≥ 18 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8］≥ 14 分；（3）年

龄 30～60 岁，男女不限；（4）自愿参与研究，签署

有同意书；（5）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

意。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研究者；（2）严重心肝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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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不全者；（3）严重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者；

（4）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5）其他精神疾病。对照

组，19 例男性，11 例女性；年龄 32~57 岁，平均（39.45
±2.17）岁。观察组，17 例男性，13 例女性；年龄

31~60 岁，平均（40.52±2.36）岁。组间基本资料无统

计学差异（P>0.05），可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配合团体心理治

疗，组建同性质开放式团体，每组 8-10 人，每周开

展 1 次，每次 90 分钟，一共组织 8 次。整个过程分

成 4 个阶段：（1）准备阶段。治疗师采取个别访谈

的形式，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向其解释团体心理

治疗，在病人知情的情况下，鼓励其参与；（2）早

期阶段。第 1-2 次治疗，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营造氛围，团体成员互相介绍，建立信任关系；（3）
中期阶段。第 3-7 次治疗，引导患者面对疾病，正

视现实，纠正其不良认知，让患者学会珍惜生命；

（4）终止阶段。第 8 次治疗，帮助患者回顾患病以

来的情绪变化及躯体改变，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

受，寻求社会支持。

治疗过程：组织第 1 次团体心理干预时，治疗师

先自我介绍，简要说明团体心理治疗的目的及意义，

随后，组织小组成员相互介绍，彼此认识。结束前，

治疗师适时终止病人间的互相影响，简要总结评价

本次治疗。经 1-2 次治疗，小组成员们已经彼此熟

悉，治疗内容也可慢慢深入。

治疗内容：向病人介绍抑郁症相关知识，包括病

因、主要表现、药物治疗以及心理健康的标准等，帮

助患者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增强其处理应激的能力，

减轻自责、悲观失望等情绪，保持适当期待值，加强

认知行为干预，纠正患者错误认知与思想，通过放松

训练等活动，减轻患者抑郁情绪，保持乐观心态。

治疗地点：抑郁症患者容易出现自杀观念及行

为，因此，我们开展团体心理治疗工作时，应该将

其安排在容易观察的房间，且保持安静，不易被打

扰，窗帘选择色调柔和、温馨的，室内环境舒适，

有足够的沙发、椅子，组织患者围坐一圈，方便观

察彼此。同时，提供一些水果、食品。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身心状态佳，判定显

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抑郁情绪缓解，判定有效；

病情无好转，甚至加重，判定无效［9］。

（2）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

及 HAMA 评分。

（3）经不同方式干预，采取 MOSIE 量表［10］，从

社会功能、社会兴趣、个人卫生与抑郁四个方面评

估患者的社会功能康复情况。

（4）分析观察影响团体心理治疗疗效的因素。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两组患者采取不同方案治疗，结果发现，观察

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表1　对比观察患者的临床疗效【n=30，％】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4 13 3 27（90％）

对照组 7 15 8 22（73.3％）

χ2 9.307

P 0.002

2.2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无统

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2　对比观察治疗前后的 HAMD评分及HAMA评分

【n=30，分】

组别
HAMD评分 HAMA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58±5.12 12.45±3.17 30.72±4.57 9.45±2.13

对照组 39.45±5.91 16.32±4.52 31.23±4.26 13.41±1.95

t 0.495 4.581 0.872 6.384

P 0.512 0.000 0.173 0.000

2.3　MOSIE 评分

观察组社会功能、社会兴趣、个人卫生评分高

于对照组，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二组数据有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对比观察患者的MOSIE评分【n=30，分】

组别 社会功能 社会兴趣 个人卫生 抑郁

观察组 31.47±3.44 21.34±1.37 30.45±5.68 3.31±1.08

对照组 28.12±2.71 18.15±2.45 22.37±3.12 4.97±2.47

t 3.475 4.572 8.945 3.123

P 0.009 0.000 0.000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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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因素

根据 HAMD 评分减分率将观察组 30 例经团体心

理治疗的患者分成 2 组，HAMD 评分减分率≥ 50％

设为疗效高组（n=17），HAMD 评分减分率 <50％设

为疗效低组（n=13）。分析影响临床疗效的因素，如

表 4 所示。
表4　分析影响团体心理治疗临床疗效的因素

影响因素
疗效高组
（n=17）

疗效差组
（n=13） t/χ2 P

年龄（岁） 35.92±1.27 39.45±1.35 2.974 0.023

性别 男 11（64.7％） 6（46.2％） 6.927 0.008

女 6（35.3％） 7（53.8％）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11.8％） 5（38.5％） 6.283 0.009

高中 8（47.1％） 6（46.2％）

大学 7（41.1％） 2（15.3％）

工作状态 有 12（70.6％） 7（53.8％） 6.002 0.014

无 5（29.4％） 6（46.2％）

家庭关系 和睦 15（88.2％） 8（61.5％） 18.934 0.000

不和睦 2（11.8％） 5（38.5％）

3　讨论

抑郁症发病率高，危害性大，不仅给病人带来

痛苦，而且给家庭、社会造成影响［11-12］。故此，一

旦确诊，建议尽早治疗，且应该注意康复期抑郁症

患者的干预指导。根据表 1-3 可知，观察组总有效

率 90％高于对照组 73.3％，治疗后观察组 HAMD 评

分、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12.45±3.17 vs 16.32±

4.52；9.45±2.13 vs 13.41±1.95），而且观察组 MOSIE

各指标评分优于对照组，说明康复期抑郁症患者通

过团体心理治疗可取得满意疗效。本研究与许成

等 ［13］的研究结果一致。

分析表 4 发现，影响团体心理治疗疗效的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家庭关系。

第一，年龄因素：年龄越大，心理负担重，加上身体

状态逐渐下降，影响治疗效果；第二，性别因素：相

比男性，女性心灵脆弱，敏感，很容易惆怅、伤心，

抑郁情绪严重，不利于临床治疗；第三，文化程度因

素：文化程度低，受教育时间短，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不高，不知道用科学的办法舒缓情绪，容易焦虑、

不安，故而影响疗效；第四，工作状态：工作可以转

移对抑郁症的关注，有助于缓解病情，改善预后；第

五，家庭关系因素，和睦的家庭关系，为病人提供

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得到家

庭支持，对疾病康复是有帮助的。本研究样本量比

较小，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综上所述，团体心理治疗在康复期抑郁症治疗

中的作用显著。需注意的是，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工作状态、家庭关系等因素会影响团体心理治疗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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