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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念治疗研究进展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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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国 2010 年 ~2016 年间发表的有关正念治疗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并述

评。我国研究者集中探讨了正念的起源、正念治疗的操作方法与疗效及正念治疗的最新进展。现有

研究体现了我国研究者视野的开放性，但也存在定义和作用机制不明确、应用范围狭窄等弱点。后

续研究应关注正念治疗在我国的本土适应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关键词】正念减压；正念认知；正念训练干预；冥想放松；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4-0584-03

正念（mindfulness）属于东方佛教禅修中主要修

练心性的方法，也被译为“观禅”，是一种追求的理

想状态，达到身心最佳平衡的理念。在 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被介绍到西方，吸引了一些临床医生、运

动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后经 Kabat Zinn 等学者

研究，逐渐整合为重要的心理治疗概念和技术。正

念训练对各类神经症、成瘾 行为、人格障碍等的治

疗，以及身心健康一般领域，都有很好的效果。作

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调节自我身心状态的技术，近

年来正念研究的文献数量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

2010~2016 年间中国期刊发表的正念及正念治疗研

究相关论文进行梳理和展望，以期为后续正念研究

者提供借鉴。

一　相关论文的基本情况

本文的文献搜集是在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期

刊服务平台、CNKI 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分

别以“正念”、“正念治疗”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

索。检索时间为 2010 年 ~2016 年。在此基础上整

理出相关文献共计 237 篇。国内发表的有关正念研

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由 2010 年的 26 篇上升至

2016 年的 106 篇。发表正念研究论文较多的期刊是

中国临床心理学、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和中国心理卫

生杂志。发表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浙江

大学、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等高校机构。正念

治疗的研究对象中病患所占比重最大，如张佳媛，

周郁秋等（2015）的研究证明正念减压疗法能有效降

低乳腺癌患者知觉压力水平。其次是运动员，钟伯

光等（2013）在运动员正念训练实践中证明了正念 -

接受 - 承诺干预计划的有效性［1］。苑泉等（2015）的

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有效改善男性长刑服刑人员

的攻击性及睡眠质量［2］。庞娇艳等（2010）探讨了正

念减压疗法应用于护士职业倦怠预防和干预的合理

性。 王俊霞等（2015）探讨了正念训练联合娱乐疗法

心理干预有助于养老院老年人建立新的情绪调节方

式［3］。 耿柳娜，赵群（2013）探讨了正念在吸毒人群

对艾滋病污名的干预中的作用［4］。李波等（2013）使

用正念团体训练方法对企业员工睡眠质量、应对方

式以及职业延迟满足进行了干预训练，效果显著［5］。

二　正念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

对纳入标准的论文，笔者依据文章的主要关注

点对其进行了区分。这 237 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概

念内涵介绍类、研究进展综述类、身心机制探讨类、

相关因素分析类和训练干预实证类等 5 个类别。5 个

类别所占比重如表 1 所示。

表1　相关论文的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 篇数 比例（％）

概念内涵介绍类 24 10

研究进展综述类 30 12.4

身心机制探讨类 31 13.2

相关因素分析类 60 24.8

训练干预实证类 95 40

其他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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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正念的理论研究存在概念不清和测量过于多元两

大问题。张鸽子等（2012）对以正念接受为基础的心

理干预方法 MAC 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介绍。曾祥龙，

刘翔平（2013）梳理了十日内观课程在国内监狱服刑

人员的心理干预效果的应用。徐慰，刘兴华（2013）

对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梳理。余青

云，张海钟（2010）对正念训练的机制，基于正念训

练的心理疗法，正念禅修的主要技术做了综述。王岩

等（2012）研究表明，正念训练促进了 Stroop 和前瞻

记忆任务的完成。陈语，周仁来（2011）的研究发现，

正念特质是通过改善前额叶对边缘系统反应的调节来

实现对情绪的调节作用。汪芬，黄宇霞（2011）研究

发现：在心理机制上，正念与感知觉敏感性的变化，

注意、记忆和情绪的改善有关，还与前额叶、扣带回、

脑岛等脑区功能激活和结构改变有关［7］。张晓旭，朱

海雪（2014）的研究表明正念认知疗法对个体手机依

赖的干预效果明显。杨舒，张忠秋（2014）对运动员

采用有针对性的正念认知干预训练，有效地改善其情

绪状态［8］。李建民，马素慧（2015）研究显示：正念训

练可减轻脑梗死后肩手综合征患者疾病不确定感［9］。

王姗姗，赵敏（2016）探讨了正念防复吸的理论、实

证效果及神经影像学研究 ［10］ 。

三　正念治疗的研究进展

1　概念

关于正念治疗的概念，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比较

一致，认为正念疗法是以“正念”为基础的一系列心

理疗法。熊韦锐，于璐（2011）提出目前较成熟的正

念疗法包括：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以及辩证

行为疗法、接受与投入疗法。正念训练主要技术包

括：正念冥想、行禅、身体扫描、三分钟呼吸空间、

正念瑜伽等。

2　治疗过程

张晓燕，杨荣，颉建玲（2014）以 Segal 的正念

团体训练为框架制定 8 周的训练计划，包括 12min

的呼吸空间、躯体扫描、葡萄干练习、瑜伽练习、

家庭作业和小组心得交流等内容，比较干预前后护

士的睡眠质量和工作倦怠状况，效果明显。刘典

英，刘明矾（2015）的研究安排 8W 的干预方案：每

周参与者参与正念觉知训练 1 次，每次 2h，共计 8
次。研究者指导参与者学习练习要点及布置家庭作

业。要求参与者及时记录练习情况。每次检查参与

者上周练习情况并让其 讨论分享练习体会。学习的

主要内容：内观呼吸、躯体扫描、正念觉知散步、观

想法等有关正念觉知训练的内容。陈友庆，朱思嘉

（2016）提出：正念减压疗法的方案一般持续 6~10
周，参与者 10~40 名。他们每周需要花 2~2．5 h 来

进行正念冥想训练，一起讨论跟压力与适应相关的

主题，并需要完成家庭作业。整个课程结束后，还

要有额外的一个全天的正念课时（7~8 h）。在课程期

间，指导师会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 正念实践来

教授参与者正念技能，包括呼吸、思 考、身体感觉、

声音及一些日常活动的正念。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对课程内容和过程会进行微调，但通常都会包含对

正念态度以赤子之心、不加评判、确认认同、、顺其

自然、自我信任的介绍，及从正念饮食、正念步行、

正念呼吸、正念冥想、身体扫描、哈达瑜伽到情绪

调节的由浅入深的实践。曹海涛，张 婉（2014）探

讨正念行为训练对老年髋部骨折固定术后患者功能

恢复的影响。对照组给予早期康复锻炼；试验组在早

期康复锻炼基础上给予正念行为训练，90 min / 次，

1 次 / 周，历时 12 周，共 12 次。治疗前和治疗后分

别测评两组患者的髋关节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心境状态量表评分、正念水平评分。

3　疗效及预后

刘典英，刘明矾（2015）对老年抑郁症患者干预

8 周后发现，正念治疗组抑郁症状的改善程度明显优

于工娱治疗组。目前有关正念减压疗法（MBSR）的

相关研究表明其在焦虑抑郁症的治疗中都取得了很

好的临床效果，以正念为基础的减压计划对于癌症

患者情绪的干扰以及压力的控制效果，可以有效治

疗纤维肌痛（雷雪雪，于颖 2015）。有证据表明患有

慢性疾病，抑郁症，紧张和焦虑可以从 MBSR 受益。

正念训练治疗抑郁症有较好的疗效，对情绪调节、

自我接纳、改善睡 眠、提高自尊等方面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谭钧文，吴和鸣，2011）。短期正念行为训

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初诊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且这种依从性在出院后会得到延续（陈慧利，

王平，2016）。正念认知疗法（MBCT）能够显著改善

患者睡眠质量，同时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尽

管 MBCT 的疗效得到了很多权威机构的认可，但要

广泛运用于临床，还需后来者取得更多循证医学方

面的证据（及若菲，黄国平，2016）。耿柳娜，沈 晖

（2015）探讨正念训练对戒毒人员接纳他人的影响。

方法：采用实验组和控制组对照的前后测设计，以女

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学员为研究对象，将被试随机分

为高正念组（实验组）和低正念组（控制组）。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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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分四天进行，每天 30 分钟。每天给被试呈现一

类社会成员的图片（家庭成员、戒毒社工、招聘面

试官和以前的毒友），并让其回答问题。要求高正念

组以多角度思维，从差异化的视角回答问题；低正念

组则从单一角度回答问题。结果表明正念训练对提

升戒毒人员接纳他人水平是有效的。 

四　研究展望

1　在概念内涵上

“Mindfulness”被引入中国大陆时，出现了一些

翻译上的分歧，有将其翻译为“心智觉知”，也有学

者则翻译为“沉浸”。随着研究对此概念及理论理解

的不断加深，大部分学者采用“正念”这一翻译。是

否可采用一个更明确、易理解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个

体对当下经验的觉知。此外还有一些争议尚待解决。

比如对正念概念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方面的理解。

是从东方整体哲学观还是西方哲学价值观来审视？

这也导致了关于正念测量的多元化发展。基于禅宗

式的正念禅修心理疗法的适应症和适用人群，仍然

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2　在研究内容上

首先，目前仍缺乏对正念统一的操作性定义。

其次，虽然正念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够。

研究深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已有研究结果的不确定

性上。例如，研究表明海马、杏仁核、额叶等诸多

脑区和皮层结构均与正念有关，但这些变化所代表

的心理意义并不明确。最后，正念的应用价值需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正念疗法其适用领域是否仅囿于

临床治疗的舒缓压力、调节情绪、应对疼痛等方

面［11，12］，除了针对疾病，正念治疗的最终指标则是

发展或维持最佳的健康。正念认知训练是否适合所

有群体？如何实现正念技术的可操作性以及正念训

练方法的精准科学性？这些都是未来应用研究的方

向。“正念”疗法本身存在问题吗 ? 最明显的不足在

于其理论基础不坚实，无法对心理疾病的心理机制

进行详细的解释。因此“正念”疗法与其他替代疗法

一样，注定只是一种过渡和辅助。

3　在方法学上

由于实验设计、控制组、取样和测量方法等差

异，正念研究结果一致性较差。横断研究较多，纵

向研究相对缺乏，目前还未发现交叉设计的实证研

究。其次，测量工具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改进。正念

研究大多采用问卷和量表等主观测量方法，测量工

具也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今后应

多在严密的实验设计基础上，尽量排除时间、个体

差异等因素干扰，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测评手段。 

目前正念疗法的干预效果评价指标仅为心理自

评量表，缺乏相应生理客观指标，且干预时程短暂，

未进行长程的效果追踪研究。此外也有研究发现，

正念疗法的冥想技术可能会导致癫痫的发病率增加。

因此，正念疗法的作用机制以及干预效果的评估和

长程追踪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可在未来的研究中

进一步加入心率、血压、脑电波和神经影像学等客

观生理观察指标的测定，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更准

确地反映正念疗法的远期干预效果，以提高其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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