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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模型在抑郁症中的应用研究

刘　敏 1，2 、 孙　宁 1，3

【摘要】抑郁症是一种高疾病负担的精神疾病，表现为认知、情感、躯体各方面的障碍。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临床医生认识到现有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疗效的局限性，有学者发现抑郁症患

者与健康人群间在元认知功能上存在差异，且做了许多有关抑郁症元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并提出

抑郁症的元认知模型来解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本文主要介绍抑郁症的元认知研究的背景和理论模

型，并就近年来抑郁症的元认知相关研究现状和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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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性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

意志活动减退为主要特征的常见精神疾病。据 2019
年发布在柳叶刀上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抑郁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高达 6.9％，位居全

部精神疾病榜首［1］。尽管已有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

疗疗效显著，但在抑郁症的治疗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尚未解决，如治疗后的高复发率和治疗期间的脱落

率。因此，探明抑郁症的心理病理机制、优化现有

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一　元认知概述

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Flavell

于 1979 年提出的，它最初被描述为“个体对自身认

知过程的知识和认知”。自 Flavell 正式提出元认知这

一概念后，元认知一词就受到科学界的广泛欢迎，并

很快进入心理学教科书。国内学者董奇在元认知发

展历史的基础上将元认知归纳为：“个体在参加认知

活动时对认知过程所进行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意识”［2］。

国内有研究总结了现有的元认知研究，认为元认知

是一种涵盖性的对心智化进行衡量的指标，它包括

了对认知和情感进行理解、思考、调节的过程中，

所有相关的知识、体验和监控［3］。一般认为，元认知

包括静态知识体系和动态活动过程，由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三部分组成。

元认知自进入学界以来，一直被广泛应用于教

育心理学领域，在教育心理学中，元认知通常被用

来表示关于何时以及如何使用特定策略进行学习或

解决问题的有意识的反思性知识。随着元认知的发

展和人们研究的深入，元认知的应用集中体现在不

同学科、不同研究对象、比较研究以及民族差异等

方面［4］。Wells（2002）将这一观点发展成对精神健康

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相应地治疗这些问题的理解［5］，

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心境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强

迫症等一系列精神疾病的元认知研究，由此开发出

各种针对元认知的心理治疗方案，使元认知疗法成

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波浪潮之一。

近年来，元认知在抑郁症病程中所起的作用得

到较多关注。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功

能与健康人群存在显著差异［6］，且在抑郁症状缓解

后仍不能恢复到与健康人群相当的水平［7］。在此基

础上，英国学者 Wells 等提出了情绪障碍的自我调

节执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S-REF）和反刍与抑郁的临床元认知模型，

以期从元认知的角度来探究情绪障碍的发病机制。

我们主要介绍这两个元认知模型及其相关的最新研

究进展，以及现有的元认知干预和治疗手段，希望

能为临床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　元认知模型

1　自我调节执行功能（S-REF）模型

Wells 和 Matthews 提出的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

是一种情绪障碍的跨诊断模型［8］。该模型认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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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最相关的结构是加工情绪信息时所执行自

我调控的元认知功能。自我调节过程不仅对外界事

件和身体信号的意义进行评价，而且具有评价个人

思想的重要性和指导后续认知的元认知功能。Wells

等进一步提出，在 S-REF 模型中，一种特殊的认知

注意综合征（cognitive attentional syndrome，CAS）会

导致情绪障碍和治疗后的复发。CAS 是一组心理过

程，包括重复的消极思维（担忧和反刍）、威胁监控

以及相关的无益的认知和行为策略。CAS 受到包括

关于思维、记忆和注意的潜在元认知信念的调控，

要么是积极的（例如，“如果我反刍，我就会明白我

的处境”），要么是消极的（例如，“我无法控制我的

反刍”）。Wells 等认为这种由元认知信念调控的认知

注意综合征的自我调控方式是有问题的，元认知信

念可能是焦虑抑郁情绪的一个核心潜在机制。许多

研究证实了 CAS 在包括重度抑郁症在内的情绪障碍

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9］。

2　反刍与抑郁的临床元认知模型

在 S-REF 模型的基础上，Wells 团队于 2003 年

进一步提出了反刍与抑郁的临床元认知模型，将抑

郁概念化为主要通过反刍来维持，而反刍又通过功

能失调性元认知来维持［9］。反刍（rumination）是一种

对抑郁情绪的反应方式，它被定义为“个体反复关

注自身抑郁的事实；关于自身的抑郁症状；以及抑郁

症状的原因、意义和后果”。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

反刍是影响抑郁情绪发展及维持的一种关键性结构。

根据这个模型，在特定的触发因素（例如，负

面的想法或图像，有关失去或失败的记忆）下，关

于反刍的积极元认知信念（即：认为反刍是有益的、

有帮助的）会激励个体进行持续的反刍，而一旦反

刍被激活，负面影响和想法将会扩展，个体会将反

刍评价为不可控的和有害的，且很可能产生有害的

人际关系和社会后果。这些消极元认知信念会导致

个体持续的消极思维，并且放弃对思维过程的适当

心理调控，削弱个体的元认知效能，加重抑郁情绪，

进而实现消极信念的自我强化，使个体陷入不良情

绪的恶性循环。

三　元认知与抑郁症

1　元认知与抑郁症状相关

很多横断面研究显示元认知信念、抑郁症状和

反刍之间存在显著联系，与心理健康的人相比，有

抑郁症状的人反刍的次数更多，对反刍有更多的积

极元认知信念，对反刍的危险和后果有更多的消极

元认知信念［9］。Solem 等的一项包含 1433 名被试的

挪威大样本人群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信念和

反刍可以解释抑郁症状的发生，进一步证实了抑郁

症的元认知模型［10］。Yilmaz 等对 236 名大学生抑郁

症状的研究也证明积极元认知和消极元认知水平的

提高与抑郁症状水平的提高有关［11］，在重度抑郁症

患者中也同样验证了元认知信念与抑郁症状关系［12］。

在对围产期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同样发现，关于反

刍和担忧的消极元认知信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

患者的痛苦程度［13］，进一步证明了元认知与抑郁症

状的关系。

2　抑郁症患者的不良元认知

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较健康对照被试

元认知水平偏低［12，14］，抑郁症患者会使用一些积极

元认知信念来肯定他们的不良应对方式（例如：反

刍、担忧、过度分析等），而这些不良的应对方式又

会导致患者产生消极元认知信念，从而导致抑郁。

Halvorsen 等的研究显示，当前患抑郁症的被试比先

前患过抑郁症以及从未患过抑郁症的被试更容易采

用消极元认知信念这种思维控制策略［15］。Yilmaz 等

则检验了“认知信念”和“元认知信念”对抑郁症状

的独特贡献，认为与不良认知信念相比，关于反刍

的不良元认知信念似乎更容易导致抑郁症状［11］，但

Faissner 等的研究却发现不良认知信念比不良元认

知信念更能预测抑郁症状［6］，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

两位学者采用的量表有所不同，以及选取的样本不

同造成的。此外，有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抑

郁症患者的疗效可能是由积极元认知信念介导了重

复消极频率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治疗效

果［16］。因此，抑郁症患者的不良元认知信念可能是

导致其抑郁症状产生的主要原因。

除不良元认知信念这一特质外，还有一些其

他研究将元认知分解为不同的元认知维度来探讨元

认知与抑郁症的关系。Quiles 等将元认知分解为元

认知意识（metacognitive awareness）和元认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发现：元认知意识只有在

社会认知测量中才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而元认知

知识得分则在所有认知领域均与抑郁症状得分呈正

相关［17］。而 Stange 等则将元认知分解为持续性认知

（Perseverate cogni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er），发现

持续性认知越多、去中心化程度越低的个体出现抑

郁症状的风险越大［18］。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特定作用于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6 期- 1108 -

◎

综
述◎

 Sum
m

arize

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成分，而特定的元认知成分可

能会作用于特定的抑郁症状，抑郁症患者可能普遍

存在不良元认知信念，在一般认知的元认知意识方

面与正常人并无差异，但在社会认知方面的元认知

意识和元认知知识这两个方面与正常人表现不同。

3　元认知与抑郁症易感性的关系

Jamshidifar 等研究发现，有抑郁风险的学生与

非抑郁的学生在元认知问卷（MCQ-30）的整体得分

与各分量表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19］，说明元认知

可能是导致抑郁风险增加的一个潜在原因。英国学

者 Nordahl 团队的关于特质焦虑作为情绪障碍易感性

衡量标准的研究表明，元认知信念可能是特质焦虑

导致情绪障碍易感性的潜在机制［20］。Faissner 等对比

了元认知与认知对抑郁易感性的影响，发现元认知

信念比认知信念更加稳定，更能准确预测抑郁症的

复发，更能甄别出抑郁易感性人群［6］。但 Kraft 等则

认为元认知信念可以预测较高的抑郁水平，却不能

预测抑郁症状的复发［21］。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 Kraft 等的研究只关注了抑郁症状的短期复发（12
个月内），Faissner 等则是基于 3.5 年的随访评估数据

得出的，这提示我们元认知可能是预测抑郁症状复

发的长期风险因素（超过一年）。

这些研究意味着，存在潜在抑郁风险的人可能

可以通过元认知治疗等方法来降低抑郁症的易感性，

从而通过调整元认知的特定维度来增强心理弹性，

预防心理疾病。

四　抑郁症的元认知疗法

大量研究表明，元认知各种疗法均能够有效

改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具有较高的患者满

意度。Wells 等基于 S-REF 模型提出了元认知疗法

（Metacognitive therapy），此疗法强调在治疗过程中，

识别与 S-REF 模型提出的认知注意综合征（CAS）

相关的元认知信念和过程，通过调整与 CAS 相关的

三个特征（持续性反刍、无益的应对策略和适应不

良的注意策略）来改善患者的元认知及其临床症状。

Normann 团队关于元认知疗法的 Meta 分析表明，不

论是团体元认知疗法，还是个体元认知疗法均能够有

效减轻患者的临床主诉、焦虑、抑郁和功能失调性元

认知等症状，且证实了元认知疗法的治疗变化是通过

元认知的变化来实现的［22］。而 Knowles 等针对元认知

疗法中的一种特殊治疗技术注意训练技术（Attention 

Training Technique，ATT）的综述表明，ATT 治疗抑

郁症的疗效显著，且 ATT 是通过直接作用于认知注

意综合征中的不良注意策略，改变患者对注意力的

控制来治疗抑郁症的［23］。此外，Moritz 团队开发了一

种可以用于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训练（Metacognitive 

Training for Depression，D-MCT）干预技术，其原理

是通过解决功能失调性元认知以及功能失调性认知

来帮助患者改善元认知功能，减轻抑郁症状。研究

表明 D-MCT 的确能够有效改善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

功能和抑郁症状，且 D-MCT 对抑郁症状变化的影响

是通过减少功能失调性元认知信念来实现的［24］。这

些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元认知在抑郁症治疗中的重要

性，并验证了抑郁症的元认知理论模型。

五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抑郁症与元认知之间关

系的研究逐渐增多，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元认知模型

在抑郁症中的适用性，元认知对抑郁症的预测、诊

断和治疗等方面均有一定影响，并由此引申出多种

针对元认知的有效心理治疗手段。然而，关于抑郁

症的元认知性病因仍不十分明确，决定抑郁症的特

定元认知成分或特征还不清楚，关于抑郁症的元认

知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未来对于抑郁症的元认知研究应强化对临床样

本的纵向研究，探讨影响抑郁症的特定元认知因素，

进一步研究元认知对难治性抑郁及抑郁症的高复发

率方面的影响，以及元认知对社会功能的预测作用，

以更好的改进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元认知疗法、元

认知训练等在内的元认知治疗和干预手段，来为抑

郁症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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