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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正念认知治疗对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疗效、应对方式和
自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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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正念认知治疗对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疗效、应对方式和

自尊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1 例广泛性焦虑障碍

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40 例）

接受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41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正念认知治疗，两组均持续治疗 2 个

月。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自尊量表（S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评分。结果　（1）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两组患者 HAMA、SES、

SCSQ、FFMQ 评分明显改善。（2）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SES 评分高于对照

组（P< 0.05）；观察组患者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积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

FFMQ 各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正念认知治疗能有效提高广

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自尊水平，改变应对方式，从而改善患者焦虑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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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on 

the efficacy coping style and self-esteem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81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40 cases）were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observation group（41 cases）were 

treated with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continuously for 2 months. Two months later，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elf-esteem scale（SES），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and Five-

factor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FFMQ）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the HAMA，SES，SCSQ，FFMQ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0.05）. （2）
After treatment，HAM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SES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positive response score of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negative response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P<0.05）. The scores of FFMQ dimens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mind-

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esteem level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change their coping style，so as to improve their anxiety symptom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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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焦虑障碍是一种以持续的紧张不安并伴

自主神经功能兴奋和过分警觉为特征的综合征。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压力逐

渐增加，该病发病率逐年攀升，已成为严重危害身

心健康的精神疾病。据研究表明，该类患者在面对

应激事件时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来面对，同时患者

多存在自我否定、自尊水平低等现象［1］。关于该病

的治疗临床多以抑制 5- 羟色胺再摄取的药物为主，

虽获得一定效果，但患者用药时间长，极易产生依

赖。正念认知治疗［2］是由东方正念技术与西方认知

行为治疗有机结合而成，是西方国家流行的热门疗

法可改变患者对外界刺激的危险评价。本研究旨在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合并正念认知治疗对广泛性焦虑

障碍患者疗效、应对方式和自尊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期间在我院进

行治疗的 81 例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和分类》第 10
版（ICD-10）中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3］；学历均

在初中以上，能配合完成治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并签字，。排除标准：排除其他精神系统疾病者，对

研究所用药物存在禁忌者，合并严重脏器功能不全

者，不能配合完成治疗者等。该研究获得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对照组 40 例患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37～50 岁，平均（43.18±3.51）岁；病程

1～5 年，平均（2.72±0.69）年；学历：本科及以上

者 18 例，初中及以上者 22 例。观察组 41 例患者中，

男性 20 例，女性 21 例；年龄 33～55 岁，平均（42.97
±3.73）岁；病程 1.5～4 年，平均（2.59±0.81）年；

学历：本科及以上者 20 例，初中及以上者 21 例。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接受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国药准字：

H20143391，规格：10mg/ 片）口服，初治剂量 5mg/

次，1 次 /d，2 周内调整至 10mg/ 次，1 次 /d；药物治

疗过程中，药量可根据患者情况予以调整，不增加、

联合任何增效剂，若有睡眠困难或睡眠障碍者酌情

加用非苯二氮䓬类辅助睡眠药。

观察组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基础上参照 Mark 

Williams 所著的《在喧嚣的世界中获取安宁》［4］进行

正念认知治疗，步骤如下：（1）第一周：组建正念认

知治疗团体，建立医患融洽关系，简单讲解疾病相

关知识及正念认知治疗概况，让团体内患者之间互

相介绍、互相认识，使其能更好配合治疗。（2）第二

周：正念认知疗法包括① 1 分钟正念冥想：嘱患者端

坐在椅上，脊柱处于自行支撑状态，双脚平放地面，

眼微闭，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注意空气吸入、呼

出，注意每次呼吸的不同感受，若注意力游走则轻

轻将注意转回呼吸上，请不要对自己过于严苛，无

须责备自己，1 分钟后睁开双眼，环顾室内景象。②

吃葡萄干练习：拿起一粒葡萄干，首先将其放在手

上，或夹在手指之间，注意观察它，全神贯注盯着

葡萄干，关注它的色泽、凹陷、褶皱及其他特征，

触摸它、把玩它，用心感受它的质地，将其置于鼻

下，吸气时吸入它的芳香，然后放入口中，注意手

和手臂如何准确的知道要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不要

咀嚼，用舌头去探索，而后有意识的咬 1 口，注意

葡萄干的味道和质地，当你认为可以吞咽的时候，

看看自己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吞咽意识，最后

看看吞咽过后还剩下什么感觉，完成这次全神贯注

品尝练习后，身体会有什么感觉。③身体扫描：嘱患

者平躺在垫子上，双手平放，双脚自然张开，观照

身体平躺的感觉，察觉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首先将

注意力放在腹部，感觉呼气、吸气时腹部扩展与收

缩，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双脚，让注意力的聚光灯

照着双脚和脚踝，尽量察觉该部位的知觉，如果察

觉不到这很正常，不需要假装产生感觉，只要真实

地观照存在身体现象，然后将注意力慢慢转移至大

腿、膝盖、小腿、左右手臂，颈部、脸部等逐一观照，

察觉每个部位的感觉，最后放下对身体部位的察觉，

纯粹平躺，察觉身体的自然面貌，回到身体仿佛回

到家一样。（3）第三周：正念欣赏音乐、正念散步、

正念肌肉放松训练等，嘱患者放松身体，开放心态，

尽可能去接纳、聆听声音，单纯的聆听所听到的一

切声音，重要的是感知并非声音。（4）第四周：向患

者讲解情绪的 ABC 理论，使其明白激发事件只是引

发情绪及行为的间接原因，而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

的直接原因是个体对激发事件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

信念，如果我们能保持一种开放、接纳、乐观的态

度去认知和评价激发事件，就不会出现非理性信念，

亦不会被情绪所控制。（5）第五周：回顾、总结正念

认知疗法，并将以上所学到的正念知识运用到生活、

工作、学习当中，培养正念感知，最后让患者之间

互相道别，互相鼓励去积极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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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

者治疗前后焦虑症状严重程度，包括 14 个项目，

0～4 分，5 级评分法，≥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虑；。

（2）采用自尊量表（SES）评估患者治疗前后自尊水

平，主要由 5 个正向计分及 5 个反向计分的项目组

成，1～4 分 4 级评分法，评分范围 10～40 分，得分

越高提示自尊水平越高，自尊程度越高。（3）采用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患者治疗前后应对

方式，包括 12 条积极应对项目（36 分）和 8 条消积

应对项目（24 分），0～3 分 4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提

示该种应对方式应用越多。（4）采用五因素正念问卷

（FFMQ）评估患者治疗前后正念学习水平，包括 39
条题目，对观察（33 分）、不判断（38 分）、描述（39
分）、有觉知的行动（32 分）、不反应（26 分）5 个维

度进行评估，得分越高提示正念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 及 SE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A 及 SES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

患者 HAMA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SES 评分明显升高

（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HAMA、

SES 改善明显（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评分及SE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SES评分

对照组（n=40） 治疗前 32.05±3.11 20.93±2.17

治疗后 16.19±2.07△ 23.71±3.48△

观察组（n=41） 治疗前 31.89±3.25 21.04±2.25

治疗后 11.03±1.14△▲ 29.08±4.7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CSQ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

两组患者消极应对评分较前明显降低，积极应对评

分明显升高（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评分改善明显（P<0.05），见

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CS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积极应对 消积应对

对照组（n=40） 治疗前 16.95±2.41 16.05±2.33

治疗后 19.41±3.55☆ 12.19±1.74☆

观察组（n=41） 治疗前 17.08±2.50 15.97±2.42

治疗后 24.50±4.04☆★ 8.82±1.13☆★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FMQ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FFMQ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FFMQ

评分明显升高（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患者 FFMQ 评分升高更明显（P<0.05），见表 2。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FM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观察 不判断 描述 有觉知的行动 不反应 总分

对照组（n=40） 治疗前 19.89±1.81 19.05±2.58 21.19±1.83 18.82±1.57 18.79±1.63 96.79±5.11

治疗后 21.37±2.25* 20.18±2.87* 22.78±2.34* 20.38±2.03* 20.56±1.88* 107.18±7.51*

观察组（n=41） 治疗前 20.04±1.68 19.13±2.52 21.25±1.80 18.77±1.60 18.83±1.58 97.04±4.90

治疗后 24.19±2.51*# 22.79±3.26*# 24.9±3.11*# 22.56±2.72*# 22.67±2.05*# 117.8±9.58*#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广泛性焦虑障碍是以持续的、全面的、无明确

对象或固定内容的紧张不安及过度焦虑感为特征的

综合征，这种焦虑与周围情境无关，而是患者过度

担忧引起，患者常表现为过分担心或烦恼，过分紧

张不安，甚至产生运动性不安症状及自主神经功能

失调症状等。关于该病形成原因，一般认为多与遗

传、社会心理及生物学等因素有关。研究显示，基

于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取得良好效

果，提示脑内苯二氮䓬受体系统异常为该病的生物

学基础，同时非苯二氮䓬类抗焦虑药物如 5- 羟色胺

1A 受体激动剂治疗该病亦取得良好效果，提示 5-

羟色胺系统与该病发生存在相关性［5-6］。艾司西酞普

兰为外消旋西酞普兰的左旋对映体，其主要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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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中枢神经系统 5- 羟色胺能的作用，抑制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其对 5- 羟色胺具有较高选择性，

近年在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抑郁症等方面取得较

好效果，但用药疗程长，不良反应较多，患者往往

因难以耐受不良反应，用药依从性差而停止治疗。

研究显示，广泛性焦虑障碍其发生发展有明显

的社会心理因素存在［7］。心理分析学派认为自我与

本能冲动之间无意识的矛盾冲突是广泛性焦虑障碍

的根源，本我的欲望力求表现，自我不允许这种冲

动的表现，导致产生一种弥漫性焦虑，故而心理分

析治疗主要是帮助患者认知到被压抑的心理冲突是

真正的根源［8］。而正念认知治疗认为人体对危险事

件作出过度评价 - 功能失调性假设导致病理性焦虑

反应的形成，故而正念认知治疗宗旨在于改变患者

对外界刺激的危险评价。正念认知疗法是指一切以

“正念”为基础的心理疗法总称，正念又叫心智觉知，

它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方式，通过将注意力和思维

集中于当下的行为，且对当下不做任何评判，只是

去觉知、体验这种状态，虽不能直接减轻患者压力、

痛苦，但能教会患者怎样调节压力、痛苦，从而间

接减少患者痛苦，改变患者认知，改善情绪反应［9］。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用的认

知和行为方式，是一种包含多种策略的、复杂的、

多维的态度和行为过程，多数患者在面对突发事件

或应激事件时多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消极应

对方式不仅是患者心理压力的来源，亦是影响疾病

预后的重要因素［10］。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正念认

知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CSQ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积极应对方式多于对照组，消极应对方式少于对照

组，提示正念认知治疗能有效改变患者应对方式，

使患者积极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苦难和挫折，究其

原因可能是正念认知治疗能使患者对情绪、想法等

身心现象不予评判，如实地观察自己当下的身心状

况，并教会患者如何与自己当下身心状态和平共处，

使患者对自己身心认知更为清晰，从而改变患者目

前认知偏差，改变应对方式，使其以更为积极的方

式来应对困难［11］。

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经正念认知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 FFMQ 各维度评分及 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正念认知

学习水平、自尊水平及焦虑症状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提示正念认知治疗能提高患者自尊水平，改善自我

否定，减轻焦虑症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正念认

知治疗过程中以不评判、不责备为前提，通过吃葡

萄干、身体扫描等正念训练，提高患者对正念认知

治疗的了解，并让患者将以上所学到的正念知识运

用到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培养正念感知，使患

者对自身予以更多肯定和接受，与以往消极体验相

比，正念认知治疗能使患者充分观察自身情况，从

而改善患者消极思想，减轻消极思想对自尊水平的

影响，缓解焦虑状态。

综上所述，在医学模式多元化的今天，广泛性

焦虑障碍的治疗不应仅仅依靠药物，正念认知治疗

疗法在该病治疗中亦有较好效果，有利于患者自尊

水平的提高，帮助患者改变应对方式，改善焦虑症

状，值得临床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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