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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的

精神疾病。抑郁症病因未明，可能与个体性格特征，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有关，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包

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药物治疗合并心理治疗。

本研究探讨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对抑郁症的疗效，并

进行系统评估。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1.1　纳入及排除标准　A. 符合 ICD-10 抑郁症

的诊断标准，且为轻度抑郁症患者，即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17 项评分大于 7 分，但小于 17 分；

B. 年龄 18～60 岁，男女不限；C. 文化程度为初中以

上；D. 排除其他精神障碍及严重消极自杀倾向者。

1.1.2　一般资料　82 例均来自上海市虹口区的

常住人口，并长期在上海市康平医院门诊就诊。采

用随机数字表双盲双模拟的方法，将入组患者分为 2
组，分别为抗抑郁药物合并团体治疗组（研究组）42
例，及单纯抗抑郁药物治疗组（对照组）40 例。

1.2　治疗方法  

研究组采用常规药物合并认知行为团体心理治

疗。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在治疗期间

接受正常的门诊随访，不给予任何专业的心理治疗，

观察 24 周。由不参加团体心理治疗的 2 名副主任以

上职称的医师应用 HAMD，HAMA 及 CGI 量表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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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合并抗抑郁药对社区轻度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社

区轻度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抗抑郁药物合并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研究组 42 例）和抗抑郁药物治疗

（对照组 40 例），于治疗前、治疗 12 周及 24 周评定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A）及临床疗效总评量表。结果　HAMD-17、HAMA 及 CGI 总分及各因子时间主效应均存在

统计学意义；HAMD-17 总分及焦虑 / 躯体化分及睡眠障碍因子分、HAMA 总分及各因子分 及 CGI 评

分组间主效应均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抗抑郁药物治疗及抗抑郁药物合并团体心理治疗均能有效

改善抑郁症状，合并组改善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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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group psychotherapy on the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2 inpatients who had met ICD-10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42）and control group（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42）and control group（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42）and control group（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and control group（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and control group（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40）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for an 24 week observation．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group psychotherapy 

combined medication，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medication．HAMD，HAMA and CGI were ad-，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medication．HAMD，HAMA and CGI were ad-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medication．HAMD，HAMA and CGI were ad-．HAMD，HAMA and CGI were ad-HAMD，HAMA and CGI were ad-，HAMA and CGI were ad-HAMA and CGI were ad-

opted for the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Results  After 24 weeks’treatment，the total scores of HAMD，，the total scores of HAMD，the total scores of HAMD，，

HAMA and CGI of two groups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but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but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but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Conclusion Group psychotherapy can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depres-

sion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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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治疗 12 周及 24 周评估患者病情变化。

团体心理治疗实行定期预约，每周 1 次，每组

10 人，每次 1.5 至 2 小时，共进行 12 周，团体心理

治疗由经过系统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培训的资深心

理治疗师实施。团体心理治疗分为 3 个阶段，分别

为初始阶段（第 1～4 次治疗）、中间阶段（第 5-10
次）及终止阶段（11～12 次治疗）。

1.3　观察项目及检测方法

1.3.1　HAMD-17［1］（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17）：共包括 17 项，按 0-4 级评分，

0 为无，1 轻度，2 中度；3 重度；4 很重。评定总

分及认知障碍、焦虑 / 躯体化、睡眠障碍、阻滞及

体重变化等 5 个因子。抑郁程度判断为：轻度抑郁：

7 分 <HAMD17 项评分＜ 17 分；中度抑郁：17 分≤

HAMD17 项评分≤ 24 分；重度抑郁：HAMD17 项评

分 >24 分。

1.3.2　HAMA（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共包括 14 项，按 0-4 级评分，0 为无，1 

轻度，2 中度；3 重度；4 很重。评定总分及各因子分，

包括有精神性焦虑和躯体性焦虑 2 个因子分。

1.3.3　CGI（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CGI）：本

量表共分病情严重程度（SI）、疗效总评（GI）和疗效

指数（EI）三项，SI 及 GI 均采用 0～7 分评分，EI 需

综合疗效和治疗引起的副反应等，给予评定。疗效

分 4 级：副反应也分 4 级，疗效指数（EI）= 疗效分

／副反应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对于计

量资料进行 T 检验及方差分析，对于计数资料进行

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之间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组 42 例，男女各 21 例，平均年龄（48.3±

17.5）岁，平均病程（18.6±11.5）月，初中 19 例，

高中及以上 33 例，抗抑郁药物使用时间（1.11±

0.84）年，舍曲林 14 例，剂量（79.9±28.17）mg，西

酞普兰 4 例，剂量（26.71±10.92）mg，艾司西酞普

兰 16 例，剂量（18.33±10.34）mg，帕罗西汀 8 例，

剂量（22.58±7.45）mg。对照组 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51.3±18.5）岁，平均病程（19.6
±18.5）月，初中 20 例，高中及以上 20 例，抗抑郁

药物使用时间（1.3±0.91）年，舍曲林 16 例，剂量

（81.7±30.17）mg，西酞普兰 5 例，剂量（28.82±

10.55）mg，艾司西酞普兰 14 例，剂量（17.99±8.02）

mg，帕罗西汀 5 例，剂量（24.61±6.65）mg。两组

性别、年龄、首发年龄、发作病期、文化程度、抗

抑郁药物使用剂量、抗抑郁药物使用时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HAMD-17 总分及各因子分

比较（表 1）

HAMD-17 总分及各因子分时间主效应均存在统

计学差异；HAMD-17 总分、焦虑 / 躯体化分及睡眠

障碍因子分组间主效应存在统计学差异。

2.3　两组治疗前后 HAMA 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表 2）

HAMA 总分及各因子分在组间主效应及时间主

效应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2.4　两组治疗前后 CGI 评分比较   

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CGI 评分在组间主

效应（F 值）分别为（SI 33.872/GI 23.731/EI 21.076）；

时间主效应（F 值）分别为（SI 85.354/GI 90.566/

EI135.7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不同国家、地区对于抑郁症的团体认知行为治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AMD-17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D总分 焦虑/躯体化分 认知障碍分 阻滞分 睡眠障碍分 体重变化分

研究组 42 治疗前 10.0±3.8 2.6±1.9 0.9±0.8 4.8±3.6 2.4±1.5 0.3±0.6
治疗12周 5.2±2.8 1.1±1.1 0.5±0.7 2.8±2.5 1.5±1.4 0.0±0.2
治疗24周 3.2±1.7 0.5±0.7 0.3±0.5 1.9±2.3 1.0±0.9 0.0±0.2

对照组 40 治疗前 9.0±2.2 3.6±1.6 1.0±0.6 3.9±1.0 1.0±1.0 0.2±0.5
治疗12周 7.9±1.8 2.9±1.3 0.6±0.6 3.5±0.9 0.8±0.9 0.1±0.2
治疗24周 7.0±1.7 2.6±1.2 0.5±0.6 3.0±0.9 0.7±0.8 0.0±0.3

组间主效应（F值） 37.021** 38.749** 1.348 1.088 9.232** 0.293
时间主效应（F值） 129.216** 66.649** 19.278** 47.347** 24.867** 9.322**

交互效应（F值） 18.891** 7.850** 0.391 9.825** 10.342** 0.590
注： *P<  0.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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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有不同治疗方案［2-3］，目前针对上海社区的抑郁症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研究较少，本研究试图探索一套

符合上海特色的针对上海城区社区轻度抑郁症的团

体认知行为治疗方案，聘请了资深的参加过多次国

内外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培训的高级心理治疗师制定

了一套系统的团体心理治疗操作手册，对上海市虹

口区社区的轻度抑郁症患者在服抗抑郁药物治疗同

时进行为期 3 月共 12 次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本研究结果发现两组在治疗后疾病严重程度

（HAMD-17，HAMA 及 CGI）分显著降低，但是两

组间比较，研究组疾病严重程度降低更显著，这与

国内外有类似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 Cuijpers 等［4］集

合 25 项研究做了 meta 分析发现心理治疗结合药物治

疗优于精神科常规药物治疗。Zobel 等［5］研究发现心

理治疗结合药物治疗优于精神科常规药物治疗。宋

丽等［6］，高颖等［7］发现团体心理治疗能有效改善抑

郁症的精神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重

返社会。当然，也有部分研究为阴性结果，如 Blais

等［8］通过前瞻性研究发现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二

者的联合治疗都能显著改善抑郁症的症状，但是组

间比较疗效无显著差异；Hsiao 等［9］发现心理治疗联

合药物治疗的疗效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抑郁症状

的改善无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样本量不足，研究

样本同质性以及疾病亚型的细分等。本研究认为团

体心理治疗之所以有效，最重要的环节是利用了“团

体的情感支持”、“正性体验的感染”、“负性认知的克

服”。使患者改变了绝对化、过分概括化、糟糕至

极等负性认知，从而改善负面情绪。团体认知行为

心理治疗还通过改变病人的认知与情绪状态，使之

学会处理日常生活的应激事件与人际关系，掌握一

定的心理保健知识与技巧，从而对患者产生长期的、

普遍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结论为抗抑郁药物治疗合并团体心理治

疗疗效优于单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本研究局限性是

研究病例数较少，而且是轻度抑郁症患者，面向人

群窄，因此今后进一步研究目标是扩大样本对不同

严重程度的抑郁症患者进行长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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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A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HAMA总分 精神性焦虑 躯体性焦虑

研究组 42 治疗前 8.4±2.4 6.2±3.0 2.2±2.0
治疗12周 4.5±2.4 3.8±2.0 0.6±0.9
治疗24周 2.7±1.6 2.4±1.4 0.3±0.5

对照组 40 治疗前 9.6±2.4 6.8±1.6 2.8±1.3
治疗12周 7.7±2.3 5.5±1.4 2.2±1.2
治疗24周 6.6±1.9 4.7±1.1 1.9±1.1

组间主效应（F值） 43.450** 31.460** 31.913**

时间主效应（F值） 106.471** 101.828** 42.267**

交互效应（F值） 9.220** 8.281** 4.898**

注： *P<  0.05；**P<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