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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行为疗法联合舍曲林药物治疗对伴非自杀性自伤抑郁症青少年的疗效

林信竹 、 况　利

【摘要】目的　了解辩证行为疗法（DBT）对于青少年抑郁症伴非自杀性自伤的效果，为 DBT 的

深层次研究和推广提供依据。方法　筛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2 月期间门诊及住院部收治的 28 例伴非自杀性自伤

的抑郁症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给予单纯药物治疗，研究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辩证行为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渥太华自伤量表（OSI）评分结果。结果　在治疗 6 周后，研究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P 均 <0.0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　辩证行为疗法能有效缓解抑郁症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减少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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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icacy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drug therapy on Ado-
lescent Depression with Non-suicidal Self-harm　　LIN Xinzhu，KUANG Li.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with non-suicidal self-harm，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n-depth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DBT. Methods　Selected 

28 cases of depressed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dmitted to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s 

from July 2019 to February 2021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University-Town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rugs alone，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Ottawa self-injury scale（OSI）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both P<0.01）. The chi-squar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

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depressed adolescents，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on-suicidal self-harm，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Youth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主要特

点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缓，可伴有自伤

自杀行为和不同程度的认知改变［1］。在快节奏的生

活和不断增大的社会压力之中，患抑郁症的人数呈

不断上升的趋势。青少年期是从儿童过渡到成人的

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有众多矛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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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且由于身心发育还不成熟，在冲突面前易出

现心理波动和紊乱。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

患病率高达 15％～20％，其一生患病率可能高达

20％［2］。由于青少年的心理年龄落后于生理年龄，

其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建立完善，人际交往和自我实

现的需要难以实现，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会更容易

采取自伤行为。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是指没有自杀意图的、故意破坏自身组织引起组织

损伤的行为，一般不会导致死亡［3］。关于自伤的研

究模型主要包括二维模型、体验回避模型、发展心

理病理模型和整合模型。以上模型都认为自伤是一

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且强调了早期创伤经验的

致病性［4］。常见的自伤行为包括切割、搔抓、妨碍

伤口愈合、烫伤、啃咬等，极端的 NSSI 行为可能会

导致死亡、残障等严重后果。一项来自不同国家调

查显示，青少年 NSSI 发生率为 10％-20％，而处于

青春期的学生是 NSSI 行为的高发人群［5］。同时，多

项研究证实，NSSI 在青春期以前发生率较低，青春

期及以后显著升高，但在成年期之后又会下降［6］。

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由 Marsha linehan 教授于 1991 年创立，它聚焦

于对自杀和自伤的个体进行治疗。其治疗核心是帮

助人们提高对消极感受的耐受力，学会自我接纳，

并增强应对能力最终减少情绪失调和行为异常发生

的可能性。正念是 DBT 治疗中重要一环，其主张以

不加评判的、接纳的态度来觉知当前发生于身心内

外事件的体验，Linehan 教授认为，来访者因太过

害怕自己的消极情感，故常急于采用一些适应不良

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正念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对消

极感受的耐受力，从而减少冲动，提升有效应对能

力［7］。DBT 主要通过正念、痛苦耐受、情绪管理和

人际技能四个模块来起作用。心理灵活性是指个体

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个体反复出现的与情境相匹配的

动力适应过程［8］。本研究采用 DBT 治疗对伴非自杀

性自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以探究 DBT

对改变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以及缓解焦虑、抑郁情

绪上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 2019 年 7 月～2021 年 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和住院部的首发青少年抑郁症伴

非自杀性自伤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龄：12～18 周岁②文化程

度：小学及以上③临床医生根据 DSM-5 诊断为“抑

郁症”④渥太华自伤量表项目一为“阳性”⑤ SDS 标

准分大于 53 分或 SAS 标准分大于 50 分。排除标准：

①有头部外伤史，意识丧失超过 30 分钟；IQ 小于（包

含）90 分②根据临床医生诊断，符合 DSM-5 中“双

相情感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③既往或目前患有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及其他严重躯体

疾病，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者，妊娠、哺乳期女性。

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28 例，其中研究

组 14 例，对照组 14 例。所有被试均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评定工具

1.2.1　个人信息调查问卷　自制问卷，调查内

容包括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精神疾

病家族史等相关内容。

1.2.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量表共 20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标准分超

过 50 分为有焦虑症状，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的程度越

重。根据中国常模，分为四个等级，标准分 49 分以

下为无焦虑，标准分 50-59 分为轻度焦虑，标准分

60-69 分为中度焦虑，标准分 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2.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量表共 20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

标准分超过 53 分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的

程度越重。根据中国常模，分为四个等级，标准分

52 分以下为无抑郁，标准分 53-62 分为轻度抑郁，

标准分 63-72 分为中度抑郁，标准分 73 分以上为重

度抑郁。

1 .2 .4　渥太华自伤量表（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OSI）　包括 27 项，前 3 个问题综合作为

青少年自伤筛查问卷，其他 24 题各自涉及自伤的 1
个方面，用以评估自伤的一般状况、自伤动机、主

要伤害部位、常用自伤方式、抵制和治疗方式等，

各题均独立计分。OSI 变异度为 66.5％，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9［9］。其中，把自伤的频率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近一个月未发生、至少一次、每周一次、每

日都有。

1.2.5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服用舍曲林

进行药物治疗，对照组只予以药物治疗，研究组在

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为期 6 周，每周 1 次的 DBT

心理治疗。对于研究组，采取每周一次的个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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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每次时间为 50 分钟。在高度结构化的治疗过

程中，教授患者正念技术，帮助患者去改善负性自

动化情绪，与负性情绪共存，同时发现、分析并解

决患者的心理问题。在个体心理治疗中，在建立起

牢固的协作关系的基础上，以“链分析”为核心，通

过技能培训、认知修正和暴露疗法对易感因素及刺

激事件进行提前干预，再对突变管理进行结果干预，

一环扣一环，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

1.2.6　量表测评及回收　 应用手机问卷星平台

将所需问题及问题设置要求编辑为电子问卷，患者

通过微信扫描问卷星的二维码在手机上完成各项量

表，然后在后台提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7　数据处理　本研究得到的数据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满足正

态分布行方差分析，并进行协方差分析，控制协变

量，组间同一时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不

同时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8　质量控制　 研究开始前，所有参与研究

的医师和心理咨询师均持有医师资格证书或心理咨

询师证书，且统一接受过 DBT 专门培训，并取得相

应合格证书。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

研究组共 14 例，年龄（14.36±1.99）岁，对照

组共 14 例，年龄（14.71±1.49）岁，两组年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 =0.538，P=0.595）。研究组共 14
例，其中男性 0 例，女性 14 例，对照组共 14 例，其

中男性 1 例，女性 13 例。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000，P=0.327），见表 1。
表1　被试基本信息表

组别
P

研究组 对照组

年龄 14.36±1.99 14.71±1.49 0.595

性别 男 0 1 0.327

女 14 13

2.2　两组被试治疗前后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的

协方差分析

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治疗后，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和表 3。

表2　SAS评分协方差分析

Ⅲ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组别 2081.414 1 2081.414 15.973 0.000

治疗前SAS评分 2118.123 1 2118.123 16.255 0.000

因变量：治疗后SAS评分

表3　SDS评分协方差分析

Ⅲ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组别 2115.526 1 2115.526 10.249 0.004

治疗前SDS评分 1643.708 1 1643.708 7.963 0.009

因变量：治疗后SDS评分

2.3　两组被试治疗前后 SAS 评分比较

经 SAS 评分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同时对两组治疗前后进行自身比

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无统计

学差异，见表 4。
表4　两组治疗前后SAS评分比较

时期 对照组（n=14） 研究组（n=14） P

治疗前 66.07±13.80 64.21±10.91 P>0.05

治疗6周后 64.93±14.95 46.29±13.79 P<0.01

P P>0.05 P<0.01

2.4　两组被试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经 SDS 评分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周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同时对两组治疗前后进行自身比

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无统计

学差异，见表 5。
表5　两组治疗前后SDS评分比较

时期 对照组（n=14） 研究组（n=14） P

治疗前 79.36±11.80 73.50±7.08 P>0.05

治疗6周后 75.07±14.09 52.07±18.03 P<0.01

P P>0.05 P<0.01

2.5　两组被试在治疗前关于伤害方式的统计分析

渥太华自伤量表结果显示，切割为最常用的自

伤方式，54％的个体都采用过切割的方式来自伤，

其次 50％的个体通过用尖利物体刺伤皮肤来伤害自

己，43％的个体采取搔抓的方式，见图 1。

2.6　两组被试在治疗前关于伤害部位的统计分析

渥太华自伤量表结果显示，71％的个体都会选

择手作为伤害部位，54％的个体会选择伤害自己的

下臂或腕部，50％的个体会选择伤害自己的上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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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肘。这可能跟上肢易于受到伤害有关，见图 2。

图1　伤害方式分布图

图2　伤害部位分布图

2.7　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关于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的卡方检验

对研究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是否存在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

在治疗后的非自杀性自伤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6。
表6　关于两组被试在治疗后的是否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进

行的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P

皮尔逊卡方 7.337a 1 0.018

3　讨论

DBT 以生物社会理论和辩证法为基础，以接受

和改变为治疗理念，它聚焦于对自杀的自伤的个体

进行治疗。最早被 Linehan 教授用于对女性边缘性

人格障碍当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10］。DBT 在个体

心理治疗中，以接纳和改变为核心理念，通过教会

患者正念、痛苦耐受、情绪管理和人际关系的技能，

达到治疗的目标，促进患者的成长［11］。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六周干预结束后，研究组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同时研究组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显著低于同期

对照组，说明 DBT 在缓解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方

面是有效的，这与杨小龙［12］的研究结果也一致。近

年来，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比重越来越大，全球范围内

青少年自伤总数快速增长［13］，雷修龙等［14］的研究也

显示，13～14 岁是自伤行为的高发期，这与本研究中

自伤行为发生的平均年龄一致。本研究中，自伤方式

主要以切割、搔抓、刺伤身体部位等通过外力的方式

来伤害自己，自伤部位也以方便实施自伤行为的上肢

为主，这也表示，由于这些行为不需要借用复杂的工

具和不需要特定的场合，所以发生的可能性较高，这

与崔莹莹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

卡方检验显示，在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差异显著。研究组表现出更少的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表示 DBT 能够有效对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进行干预，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张卓

维［16］的研究结果也显示，DBT 能够减少抑郁症患者

的自杀或自伤行为。

综上所述，DBT 对青少年抑郁症伴非自杀性自

伤患者疗效显著，可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同

时减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值得临床应用。

不过，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该研

究的被试主要为女性，男性被试样本量不足；其次，

样本量较少，所获取的信息和代表性有限；此外，所

有数据都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数据可靠性不如

他评量表。未来的研究，可以优化研究设计，扩大

研究的样本量，优化样本结构，结合生物学指标进

行长期追踪随访，进一步探索 DBT 的机制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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