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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精神障碍中的应用进展

朱佳倩 1 、 袁勇贵 2，3

【摘要】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

能给用户身临其境的感觉，让用户和虚拟环境产生交互反应。本文简要概述了 VR 在精神障碍的评

估、治疗及机制研究方面的进展，总结了 VR 在精神科应用的挑战和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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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指在计算机生

成环境中，通过呈现一个交互式三维虚拟世界，保

留来自真实世界的感官输入，创造出沉浸感的技术。

头戴式显示器可以给用户的眼睛呈现虚拟世界视

图，用户通过它模拟立体深度感知，并通过传感器

跟踪头部运动来环顾虚拟环境。沉浸感反映系统技

术能力，“存在”则反映用户主观体验，研究人员认

为“存在”是 VR 取得治疗疗效的关键因素 。存在与

心理意象生动性呈正相关，与控制心理意象能力的

关联较弱；当用户对事件进行叙述时，VR 激发出的

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越真实，“存在”就越强；而当

用户经历精力减退和身体障碍时，“存在”就会下降。

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指出：从 2013 年到 2025 年，中

国精神障碍负担预计将增加 10％ ［1］ 。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治疗精神障

碍的有效方法，基于 VR 的 CBT 相对于传统 CBT 具

有以下优势：VR 可提供私密且能重复进行的交互式

体验；VR 的多功能性允许生成各种场景，且治疗师

可以在场景中控制在自然环境下不可能控制的变量

（如天气和旁观者行为），直接向患者提供反馈，降

低了治疗门槛，弥补了传统 CBT 的不足，可以说 VR

具有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条件。

二　VR在精神障碍评估中的应用

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MDD）、创伤

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及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CZ）患者的信息处

理、记忆、学习和情感加工能力可以通过患者在 VR

任务上的表现异于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HC）

来评估。

MDD 患者在 VR 环境中进行视觉运动训练，用

认知视觉诱发电位法评估时发现：当用高空间频率

过滤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的图像时，枕顶叶区域诱

发电位的主要成分（P100 和 P170）的振幅显著降低，

表明患者在信息处理的早期阶段，视觉功能中的细

小通道有功能障碍 ［2］，值得庆幸的是，小细胞视觉通

路系统可在训练后恢复视觉信息处理 。

PTSD 患者在 VR 情景记忆测试中表现出在情景

记忆形成和心理时间旅行方面存在障碍，以及难以

利用情景记忆中的信息解决问题，提示患者记忆功

能受损 ［3］ 。

首 发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 F i r s t  E p i s o d e 

Schizophrenia，FES）在 VR 莫里斯水迷宫中表现出空

间指向和导航准确性较低，在 VR 旋转木马迷宫中表

现出记忆能力、空间能力以及认知灵活性和协调性

的缺陷，提示 FES 患者存在视觉空间功能的明显缺

失 ［4］ 。由于记忆能力与海马有密切联系，所以有研

究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 VR 导航任务评估 SCZ 的海马功

能，结果发现：与 HC 相比，患者的左后外侧前额叶

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左枕

/ 颞皮层激活降低，而在全脑水平或感兴趣区域分析

中，海马激活均无差异，表明 SCZ 在空间导航期间

与 DLPFC 的任务相关性低激活相关，但其海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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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生变化 ［5］ 。有趣的是，SCZ 使用响应策略后

在 VR 导航任务中的表现与 HC 相同，响应策略指通

过学习刺激 - 响应关系来进行导航，涉及到自我反

省。最近对认知洞察力的神经基础研究已确定右前

额叶腹外侧皮质（right-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在自我反省中的作用。f-MRI 和 VR 源记

忆范式可评估 rVLPFC 对 FES 的自我反省作用：在双

侧 rVLPFC 簇中，FES 组在自我反省和位置对象对比

度的激活之间观察到显著正相关，而在 HC 组中未

发现，证实 rVLPFC 支持 FES 的自我反省 ［6］。此外，

SCZ 患者对情感面孔的加工过程可通过基于面部表

情情感分析的 VR 系统来评估：与 HC 相比，患者总

体上对积极情绪的反应比对消极和中性情绪的反应

更为强烈，注视持续时间和扫描路径长度较短且没

有战略性地以有利于感知情绪表达的方式对面部进

行视觉扫描，存在社交缺陷 ［7］ 。

三　VR在精神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在 MDD 的治疗中，VR 锻炼允许患者在进行 VR

游戏的同时，进行剧烈锻炼，在减轻症状的同时，

可避免在现实环境中与运动相关的伤害和倦怠。基

于同情心的 VR 干预通过增加自我同情，显著降低

MDD 严重程度，效果优于冥想。

在 广 泛 性 焦 虑 障 碍 （ G e n e r a l i z e d  A n x i e t y 

Disorder，GAD）的治疗中，基于 VR 的正念疗法和

解释的认知偏差修正（virtual reality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s，VR-CBM-I）疗法显著

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正念、情绪调节水平以及感

官意识，提高依从性；增加患者对事件正面解释的认

可，减少负面解释，且由于 VR 具有交互和身临其境

的特性，VR-CBM-I 降低状态焦虑和对应激源情绪

反应的程度优于 CBM-I。

在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

的治疗中，16 次 VR-CBT 有效减少了患者抑郁、焦

虑和偏执，提高生活质量。VR 社交场景中没有认知

成分的言语互动有效减少了患者的焦虑和回避，但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并未显著减少 ［8］，表明将更广泛、

更灵活的对话，面部表情和认知元素纳入场景，可

能会通过增加患者在虚拟环境中的存在进一步提高

治疗效果。正如研究发现患者在与他人的积极对话

中存在眼神交流，而在冲突对话中一旦担心拒绝被

激活，就会减少眼神交流，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到

最终的对话中 ［9］，提示在 VR 场景中可通过操纵 VR

人物对患者言语的正负面反馈比率来提高治疗效果。

在特定恐惧（Special Phobia，SP）的治疗中，当

患者暴露在与其恐惧对象相关的场景中时，其恐惧

和回避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且疗效与实景暴露（in-

Vivo Exposure，iVE）和增强现实暴露（Augmented 

Reality Exposure，ARE）相似，与个体基线特征（恐

惧、焦虑和年龄）无关，仅就治疗前在行为回避测

试覆盖距离上表现较差的被试，iVE 比虚拟现实暴露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VRE）和 ARE 更有效 ［10］ 。

此外，VR 模式也对患者治疗反应有影响：犬的种类、

身体特征、声音和行为与其引发的患者的恐惧程度

有关，患者最害怕的犬类是杜宾犬，对奔跑中的张

牙咧嘴发出叫声的深色犬的恐惧程度高于安静躺着

的浅色犬 ［11］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在 VRE 基础上

额外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repetitive-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对恐高患者内侧前额叶

皮层（medial-Prefrontal Cortex，mPFC）进行高频刺

激，发现其在第二次暴露后一周内就改善了对症状

的治疗反应，证明 rTMS 刺激 mPFC 可加速 VRE 效果 
［12］，未来可证实该结果是否能推广到其他焦虑障碍

患者，如 SAD、GAD 或惊恐障碍患者。

在 PTSD 的治疗中，以阿富汗和伊朗战争或 9.11
事件为背景的 VRE，可显著改善军事性创伤和 9.11
事件急性患者的 PTSD 和抑郁症状。如 VRE 可减少

与 PTSD 回避和麻木症状最密切相关的迫害意念和

与 PTSD 重新体验最密切相关的视听幻觉。需要注意

的是，VRE 主要减轻 PTSD 症状，可通过干预患者

自杀意念间接影响该症状，进而减轻抑郁症状，且

D- 环丝氨酸作为认知增强剂可能起到增强作用［13］ 

。此外，由于患者的静息心率（Heart Rate，HR）和

HR 反应性更高，其早期全因死亡和由心血管疾病导

致死亡的风险也更高，所以有研究探索 VRE 是否能

减轻患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发现患者的静息 HR

和 HR 反应性在治疗后降低，表明 VRE 可能减轻与

PTSD 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来改善心血管功能，但

合并创伤性脑损伤的患者，其神经心理功能在接受

VRE 后仅在情绪 Stroop 测试中有所改善，表明其在

接受 VRE 的同时，需额外治疗 ［14］ 。

创伤治疗（Trauma Management Therapy，TMT）

是将 VRE 与团体干预相结合的治疗 PTSD 的另一种

疗法，与 VRE 相比，具有社会隔离显著减少的优势 

。Frueh 等 ［15］ 为支持强化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

供了证据：由于强化治疗具有能够更快缓解症状，缩

短可能出现各种负面结果的时间范围（如自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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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滥用、人际暴力、关系破裂），允许现役或雇佣的

退伍军人在其职责之外以合理休病假的方式接受治

疗以解决病耻感的优势，3 周强化门诊 TMT 可能对

患者更有效。

在 SCZ 的治疗中，与常规治疗组相比，7 周 VR

辅助疗法通过与创建的最令患者痛苦的人或实体的

化身对话，改善了情绪调节，增强了自尊，从而显

著减轻了患者难治性言语幻听的严重程度，抑郁症

状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并持续到了 3 个月的随访

阶段，且对言语幻听的治疗效果尤为突出 ［16］ 。此外，

VR 用于患者社会功能训练，可改善其一般心理功能

和记忆力；减轻临床症状，特别是阴性症状；提高工

作面试技巧、六个月后的就业率以及社交功能。

四　VR在精神障碍治疗和发病中的机制研究

VR 在 MDD 的治疗中主要是通过与建设性冥想

相关的场景起作用。VR 使用多感官刺激来诱发身体

交换错觉，允许患者从第三个角度看自己，并有从

外部触摸自己的错觉，增加对自我 / 他人积极的品质

（自我同情），降低对自我消极的品质（自我批评），

提高对心理事件和身体感觉的意识和关注；也可能通

过对虚拟身体的敬畏感和自我认同，与自我同情相

互作用来降低 MDD 严重程度。

VR 治疗焦虑障碍的机制主要是 VRE。患者在

VR 中逐渐暴露于引起焦虑或恐惧的刺激，最大程度

地减少对刺激的强烈反应和不良行为。

由于很难开发能捕捉到 GAD 患者众多的个性化

担忧的标准化场景，GAD 很难用 VRE 进行治疗。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VR 可作为一种工具来针对与 GAD

相关的重要领域（如注意力、意识和认知）。由于

VR 具有沉浸性和在场性特点，患者感知控制、现实

世界分离以及情感和认知参与水平显著提高，导致

状态焦虑的急剧降低和对压力源的钝化情绪反应。

在 SAD、PTSD 和 SP 的治疗中，VRE 可以将患者暴

露于与其恐惧或创伤结构特定方面（恐惧刺激，生

理和其他反应的形成，以及这些刺激对个体的意义）

相匹配的场景，患者在场景中进行情感处理，或通

过合并新信息（如将新的安全体验与以前担心的刺

激相关联）重组个人恐惧结构；或通过暴露，体验到

他们担心的后果没有发生（违反期望），反过来减轻

恐惧和相关症状。

VR 在 SCZ 中主要是通过个性化场景和针对性社

会功能训练程序起作用。通过创建最令患者痛苦的

人或实体的化身作为恶意声音的源头，患者面临重

现的幻觉体验，并被鼓励与化身进行对话，在对话

过程中改善情绪调节和增强自尊，从而达到治疗难

治性言语幻听的目的 ［16］ 。患者在针对性社会功能训

练程序中，表现出一种学习模式，社会活动及动力

的增加使患者更加了解现实，缩短了康复周期，促

使其掌握社会技能，从而减少阴性症状，减少阴性

症状可能是实现这些技能的关键途径。

VR 在精神病中的应用主要是研究与其发作和维

持相关的心理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精神病易感

性的被试，其偏执和主观苦恼随虚拟环境中社会压力

的增加而增加，且精神病易感性和预先存在的症状可

加重其偏执和痛苦的水平，表明对社会压力的高度敏

感可能在精神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7］ 。

儿童创伤可能导致被试对社会压力的敏感性增强，增

加日后精神和情感失调的风险 ［18］ 。此外，有研究者

在 VR 中探索缓解患者面对社会压力源时的偏执和主

观困扰的人格特征时，发现消极自尊更多与偏执和主

观困扰有关；偏执和主观困扰与环境社会压力水平呈

正相关，并且独立于精神病易感性，而积极自尊可缓

解社会压力源增加对主观困扰水平的影响 ［19］ 。

五　VR应用中的挑战及前景

虽然 VR 在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中

的研究取得较大成效，但仍存在不足。第一、临床

工作者总体上虽对 VR 持积极态度，但他们担忧：治

疗时在虚拟世界的改善不会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改善，

用户体验到的虚拟环境不够真实，场景提供不及时 

。第二，因设备占据室内空间、调试不方便，费用

较高，在家庭中不便展开，不利于疗效巩固。第三，

长时间 VR 治疗可能会给用户头部、颈部和眼部带来

损害，缆绳还会给老年人带来跌倒风险，且 VR 不适

合有认知和视觉缺陷的用户。第四，由于 VR 的单头

盔设计，用户不能进行同时治疗和及时交流，降低

了治疗效率。第五，现有研究大多是疗效和现象研

究，更深层次的机制研究较少；研究较少使用双盲和

大样本；缺乏合适的对照环境，且常忽视从理论和实

践上区分不同媒介本身的影响。研究者需要不断优

化虚拟系统，提高用户在场景中的主观体验，尽可

能降低研发成本；研究应更多集中在机制上，且需在

大样本中进行有质量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已

有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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