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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心理危机干预Calm-downs策略

刘让华 、 赵　会 、 管玲玲 、 黄　曼 、 汤文辉 、 孙志国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诱发或加重一系列精神心理问题，快速、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

干预策略有利于减轻事件带来的心理社会影响，缓解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躯体紧张。本文在回顾心理

危机干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心理治疗实践，提出心理危机快速简易干预策略，可以为

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心理卫生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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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12 月下旬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迅速在全

球爆发流行［1］。世界卫生组织亦将此次疫情定义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对新型病毒认

知的局限，重症肺炎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以及特异

性治疗手段缺乏、防护物资短期供应不足等，导

致不同层级的人群均可能激发精神和行为问题。

COVID-19 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迅即

响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

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在经历了甲型流感爆发、

SARS、汶川地震等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和自然灾害等

危机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在我国得以基本建

立，但目前在组织、管理和技术规范等方面，仍存

在不足［2］。本文在回顾常见心理危机干预模型的基

础上，结合临床心理治疗实践，提出疫情期间心理

问题快速简易干预策略，旨在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

人员提供参考。

一　相关概念和理论来源

1　急性应激反应与应激相关障碍

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的诊断系统中，急性应激反应被重

新概念化。在 ICD-10 应激相关障碍分类单元中，急

性应激反应包括其中，而在最新版本 ICD-11 中，应

激相关障碍不再包含急性应激反应。急性应激反应

不再作为独立诊断，被认为只是经历创伤性事件后

的正常反应，仅仅归类于“列出原因的非疾病或非障

碍性临床状况部分”［3］。

2　危机干预与心理急救

（1）心理危机（Psychological Crisis）的定义目前

在学术界尚缺乏准确限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和理解。基于对人体生理内稳态（Homeostasis）的认

识，Everly 等［4］ 认为，心理危机是个体应对危机事

件时表现出的心理失衡状态，是个体常规应对机制

的失效。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是应对心理

危机的自然对策。危机干预的目标在于：①稳定和减

轻急性应激反应的症状表现；②恢复心理功能至稳定

状态；③减少功能损害，帮助恢复适应功能。

（2）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PFA）

是危机干预的重要内容，指对遭受创伤而需要支援

的人提供人道性质的支持［5］。PFA 策略和技术有效

的基础，来源于 Hobfoll 等［6］归纳总结的五项基本

原则（“五感”原则），即构建安全感（Establishing 

a sense of Safety）；创造平静感（Promoting Calming）；

激发自我效能 / 集体效能感（Instilling a sense of 

self- and community Efficacy）；建立与他人的联结

感（Establishing social Connectedness）；培育希望感

（Fostering Hope）。

（3）心理急救的核心行动：Vernberg 等［5］提出

了心理急救的八个核心行动，即：①接触与承诺

（Contact and Engagement）；②安全与抚慰（Safety 

and Comfort）；③协助稳定（Stabilization）；④信息收

集（Information Gathering）；⑤实用性帮助（Practical 

Assistance）；⑥联结社会支持（Connection with 

social Supports）；⑦提供应对信息（Information on 

Coping）；⑧协同服务联结（Linkage with collaborative 

services）。

［作者工作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 923 医院贵港医疗区（贵港，537100）。

［第一作者简介］刘让华（1982.09-），男，湖南娄底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适应障碍、自我伤害与自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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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危机干预模型介绍

（1）Roberts 七阶段干预模型（Roberts' seven-

stage crisis intervention model，RSSCIM）：Roberts 及其

合作者［7］提出了一个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七阶段

危机干预模型，操作性强，适合各种身份的危机干

预工作者。具体内容为：①阶段一，社会心理与自杀

评估（Psychosocial and lethality assessment），提供基

于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的系统评估；②阶段二，快

速建立共情（Rapidly establish rapport），表达真诚、

尊重与接纳；③阶段三，识别主要问题或危机诱发

事件（Identify the major problems or crisis precipitants），

聚焦当下的现实问题及导致危机出现的因素；④

阶段四，处理情绪与情感（Deal with feelings and 

emotions），允许干预对象表达情感并挑战性回应；

⑤阶段五，提供并探索替代性方案（Generate and 

explore alternatives），提供具体的行为选择和讨论方

案的可行性；⑥阶段六，实施行动计划（Implement 

an action plan），执行具体的策略及认知重构；⑦阶段

七，随访（Follow-up），确保危机的解决及评估危机

后的具体状态。

（2）SAFER-R 模型［8］：Everly 及其合作者提出

了危机干预的 SAFER-R 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五个步

骤。①稳定化处理（Stabilize），避免危机进一步升级，

减少伤害；②确认危机（Acknowledge），通过倾听和

沟通技术明确发生了什么以及当事人反应如何；③增

进理解（Facilitate understanding），干预者及干预对象

进一步增加对危机的理解，明确需求；④鼓励适应性

的应对（Encourage adaptive coping），包括切实可行的

干预策略，比如应激管理与放松技术；⑤恢复适应功

能或转诊（Restore functioning or refer）。

（3）危机干预任务模型（Task Model）：已有大量

模型提供策略用于危机干预，但这些模型中多数是按

照危机事件的时间进程来构建干预措施，属于线性、

阶段或阶梯式的风格。Myer 等［9］认为，心理危机干预

有时并非是线性的或阶段性的，有时也是任务导向，

聚焦于问题解决。通过对多个代表性模型进行内容分

析，将多样的心理危机干预过程、环节或措施，拆解、

归纳为 3 个连续任务（评估、保障安全、提供支持）

和 4 个焦点任务（建立联系、重建控制、问题解决、

后续追踪），并初步构建了一个任务模型。这个模型

包含七项任务：①任务一，积极接触（Contact），建立

心理联结，澄清意图；②任务二，定义危机（Defining 

the Crisis），共情、真诚、接纳或积极关注，积极倾听，

理解危机；③任务三，提供支持（Providing Support），

包括安全、心理、后勤、社会支持和信息支持；④任

务四，检查可替代性方法（Examining Alternatives），重

新思考情景支持、应对机制、积极与建设性思维方式；

⑤任务五，重建控制（Reestablish Control）；⑥任务六，

获得承诺（Obtaining Commitment），干预对象承诺内容

力求清晰、准确、操作性强，目标是促使快速恢复危

机前的平衡；⑦任务七，随访（Follow-up），确保计划

的有效性及干预对象的安全。高雯等［10］以 Myer 等的

模型为框架，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任务进行了进一

步的阐释和建构。

（4）RAPID 心理急救模型（RAPID Psychological 

First Aid，RAPID PFA）：RAPID PFA 模型由 Everly

等［4］开发，旨在对没有或很少接受过正式心理健

康培训的人员进行快速培训，为初级和次级幸存

者提供帮助。RAPID PFA 模型的核心要素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①反应性倾听（Reflective listening and 

establishing rapport），聚焦发生事件及个体的反应，

建立共情关系；②需求评估（Assessment of need），

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评估医疗、生理和安

全需要；③明确优先次序（Psychological triage and 

Prioritize），评估应激反应分类，区别轻重缓急；④提

供有效干预（Intervention tactics），通过短程认知行

为干预手段，稳定和减轻不良急性应激反应；⑤处置

和提供后续服务（Disposition and facilitating access to 

continued care），识别可供利用的资源。

4　战斗与军事行动应激反应（Combat  and 

Operational Stress Reactions，COSR）

（1）COSR 曾被称为炮弹休克、战争神经症、

战场疲劳等，指的是暴露于战斗或非战争军事行动

中的服役人员，表现出的一系列可逆转的心理和躯

体症状，这些症状涉及生理、心理、认知及行为等

层面［11］。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军即采用了战斗

与军事行动应激控制（Combat and Operational Stress 

Control，COSC）策略用于预防和管理 COSR［12］。短

期的 COSC 目的在于快速恢复战斗力，长期的目标

在于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

（2）BICEPS 干预原则：BICEPS 原则由 Salmon

在“一战”后（1919）提出，在后来美军的战斗应激

反应控制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13］。BICEPS 代表首字

母开头的六项基本原则，包括：①简洁（Brevity），指

在靠近战场的初级干预机构，持续治疗时间不超过

3 天；②立即（Immediacy），一旦症状出现，治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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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展开；③集中（Centrality /Contact），将出现战斗

应激反应的军人集中干预，但不把他们当病人看待，

尽量不后送；④期待（Expectancy），告知存在战斗应

激反应的军人，他当前的反应是面对极端应激下的

正常反应，能够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恢复战斗力；⑤就

近（Proximity），治疗在能够接近其原单位的地方开

展；⑥简单（Simplicity），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促

进身体的康复及自信。

（3）战斗与军事行动应激急救（Combat and 

Operational Stress First Aid，COSFA）：COSFA 由美国

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中心

共同协作完成，是一种指向型的预防策略。通常由

医护人员实施，包含多种工具，不仅针对心理维度

的康复，还包括社会、生理以及精神维度的康复。

COSFA 与 PFA 有所不同，PFA 通常处理独立的创

伤性事件，而 COSFA 不仅处理创伤应激反应，同

时还处理持续的和累积的压力、哀伤与丧失、内在

冲突与道德等。COSFA 由七个核心（7C）行动所组

成，即查验（Check，评估军人当前的痛苦程度、功

能状况及风险）、协调（Coordinate，确定谁可以帮助

当事个体，谁需要了解这些军人的当前状态）、庇护

（Cover，保障军人的身体安全）、平静（Calm，减少

有害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联系（Connect，帮助军人

识别可信赖的、有益的军队支持和家庭支持，并与

之建立联系）、胜任力（Competence，帮助军人在生

理和心理能力方面重获信心）和信心（Confidence，

运用指导关系来促进掌控感，创建具有现实性的期

望，加强军人对自己以及对上级的信任）。这些成分

共组成三个水平：持续救援（包括查验和协调）、基

本急救（庇护和平静）和次级急救（联系、胜任力和

信心）。

二　CALM-DOWNS危机干预策略介绍

本危机干预策略来源于众多危机干预理论和实

践模型中的核心要素，结合作者们在临床实践中的

策略总结，提取最有价值和操作性较强的部分，为

利于同行记忆和操作，形成 CALM-DOWNS（平静）

干预策略的组合，每一个字母代表一种干预策略的

核心要点。具体介绍如下：

1　平息抚慰情绪（Calming down the mind）

进化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观点认为［4，14］，人类

大脑的构造可能更倾向于担心，这样可以减少伤害，

有利于生存。当不确定性危机事件或强烈威胁发生

的时候，大脑更容易表现出焦虑和恐惧。在应激背

景下，个体可表现出情绪、躯体、认知和行为反应，

其中情绪问题往往出现较早，并较为突出［15］。稳定

化技术（Stabilization）的核心是平静、专注、安全、

放松（Calm、Attention、Safety、at Ease，CASE），可

以帮助受助者快速平缓情绪。此外，腹式呼吸、外

化技术、正念同样是常用的技术。

2　有限获取信息（Acquire information limited）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大量信

息不断产生，对民众正常生活和心理产生剧烈激荡。

有研究者［16］认为，信息过载过度激活大脑皮质和自

主神经系统，导致感知觉受损，产生不良心理问题，

甚至导致精神障碍。有限获取信息，避免短时间大

量浏览信息，可以减少信息过载对生活和心理健康

的干扰。此外，在信息的获取上，注意正规信息渠

道，尤其不点击浏览、传播小道消息或负面消息。

3　情感联结支持（Linking with close）

通过反应性倾听、鼓励倾诉、积极关注，可以

建立稳定可信任的帮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这

是心理危机干预的基础。鼓励受助者与亲友对话，

建立和保持联系，有利于受助者获得良好有效的社

会支持。

4　身体保持活动（Movement frequently）

身体活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①运动。在限制

外出的特殊时期，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开展运动。从

静态关节肌肉拉伸到原地踏步跑步，从体操广场舞

到瑜伽冥想，从自娱自乐到家庭内部狂欢，都是有

效的身体活动；②调整身体姿势。体验和练习微笑，

抬头、扩胸、挺腰，可以帮助获得自尊感和力量感；

③做家务，整理房间，也可以保证有效的身体活动。

5　焦虑降级管理（Downgrade anxiety intensity）

恐慌心理必然导致焦虑水平的升级，产生扭曲

性认知和失控感，严重时甚至有可能诱发惊恐发作

或其他精神障碍。焦虑降级管理的核心在于，将正

常焦虑与病理性焦虑看成连续谱。在应激事件的刺

激和累积下，正常的焦虑水平可能发展至病理性的

焦虑状态。焦虑降级可以帮助恢复理性思考，增强

掌控感和希望感。降低焦虑有效的策略包括运动、

保持专注、认知重构、树立目标感、放松训练、药

物等。

6　优化干预策略（Optimiz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基于生物 - 心理 - 社会的评估和干预模式，坚

持尊重、有利、高效、知情协商原则的同时，明确

问题、需求和干预策略的先后次序，提供最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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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保持与干预对象的连续沟通，动态评估，探

讨和确认策略实施的可行性、有效性。

7　保证正确知识（Warrant correct knowledge）

知识宣教重点聚焦日常健康常识（比如饮食营

养、个人卫生、健身娱乐、体重管理等）和病毒学知

识（比如知晓新型冠状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传播途

径、毒力和传染力），使干预对象保持良好健康状态。

（1）日常健康常识：①饮食营养、新鲜、清淡，

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牛奶、鸡蛋、肉类）的摄入；②

勤洗手、洗脸、洗澡、更换衣物；③保护眼口鼻等皮

肤薄嫩（黏膜）部位，有意识关注手与颜面部的接触，

避免搔抓挠痒和习惯性动作，比如托颌、举腮、揉捏

鼻，比如搓脸、咬指、扶眼镜；④通过减少主食、限

制零食、饮料控制体重；⑤规律健身，增强呼吸功能。

（2）病毒学知识：①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

酒精、含氯消毒剂等敏感；②传播途径以飞沫传播

和接触传播为主，气溶胶传播有待研究证实，洗手、

戴口罩是基础防护，住所通风换气、紫外灯消毒可

以有效清除气溶胶带来的潜在威胁；③大规模的流行

病学数据显示［1］，COVID-19 平均潜伏期为 5.2d，早

期阶段流行加倍时间为 7.4d，由一人传至另一人的

平均间隔时间为 7.5d，基本再生数（RO，每例患者

平均感染的人数）为 2.2；④多数 COVID-19 患者表

现为普通型和轻型，粗病死率为 2.38％，合并基础

疾病的老年男性病死率较高。

8　正常应激反应（Normalize stress reactions）

急性应激反应从诊断系统中脱离出来，不再作

为一种精神障碍实体，代表了专业人员看待应激反

应的正常化。当应激性事件发生，存在应激反应是

自动化的防御方式，是适应性模式，只是短暂心理

失衡的表现。急性应激反应常表现为六种功能性防

御模式，即：静止、逃走、战斗、投降、惊恐和昏厥

（Freeze，Flight，Fight，Fawn，Fright，Faint，6F），

前五种在很多哺乳动物中都会出现，昏厥则是人类

独有的反应［16］。心理问题也常常转换为身体不适，

比如头晕头痛、疲乏不适、心慌、胸闷、出汗、手

抖等。鼓励受助者接纳自我变化，允许有失眠、情

绪反应、躯体不适或其他变化。承诺存在有效的干

预策略，可以快速缓解不适反应。

9　聚焦解决方案（Solution-focused protocol）

在应激状态下，个体可能出现认知功能受损，

导致既往有效策略的失能，新的应对策略难以建立。

COVID-19 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情绪

困扰、认知失调、躯体不适、人际关系激化、宣泄

渠道匮乏等心身问题，也可能是制度规则约束、自

由出行不便、防护物资不足、生活保障困难、经济

收入减少等现实问题。焦点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基

于现实需求，提供简短、具体、简单、实用的（Short，

Specific，Simple，Solid，4S）策略和帮助。

三　总结

CALM-DOWNS 危机干预策略是基于实证的

专业支持，通过与受助者建立共情关系，传递有

效知识，提供概念化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实际策

略，帮助干预对象快速平缓情绪，复元心理状态。

COVID-19 疫情期间，CALM-DOWNS 危机干预策略

在热线咨询，以及针对精神科普通病房和发热隔离

病房的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

心理治疗过程中，得到了初步应用，被证明具有较

好的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本危机干预策略非具体化的、操作性的流程，

倾向于为心理危机干预提供指导性的原则，具体的

技术操作和干预效果依赖个体经验。主要用于个体

干预，经适当调整也可应用于团体干预。局限性在

于未能精确区分干预的分级人群，也未能针对性用

于自杀危机干预。目前在小范围得到了应用，是否

值得推广，仍需同行进一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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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自身的人格特征、动机和社会

支持等影响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和发展，社会支持越

高、主动性人格倾向越明显对自我同一性获得的影

响越显著［11］。而这些影响因素又是复原力的内在和

外在保护因子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提升大学生

的心理复原力水平，可达到自我同一性更高状态，

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效途径。

综上，大学生复原力总体水平较好，但仍有部

分大学生心理复原力水平较低。大学生作为社会中

思想活跃的群体，相比于其他同龄人面临着更多的

应激事件，直接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复原力

作为个体的一种保护性资源可以减少负性事件对心

理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应让

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复原力对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激发他们内在的潜力，并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促进

其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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