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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接纳承诺疗法对一名惊恐障碍的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经治疗后，来访者经验性回避、

认知融合水平显著降低，惊恐症状缓解、情绪改善，充满希望。治疗有效且短期内未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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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Case report

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PD）是一种急性焦

虑障碍，主要临床表现是反复出现的不可预测的惊

恐发作和对未来惊恐发作的担忧，有过度换气，头

晕，心动过速，血压升高，胃肠道症状等自主神经

反应［1］。患者可能因为急性症状发作，频繁就诊于

医院的多个科室，反复检查，但是检查结果并不足

以解释患者的躯体症状［2］。相关研究［3-4］ 统计显示，

PD 年发病率和终身患病率分别为 2.1％ 和 5.1％。

PD 患者的日常功能，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显著受

损。探究 PD 的诱发因素和治疗方案，以降低 PD 的

发生率并提高 PD 患者的社会功能，这一目标成为

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PD 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

和非药物治疗，常用的非药物治疗有认知行为治疗、

精神分析治疗。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

ACT）作为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的代表，能帮助患者

从“行动思维模式”到“存在思维模模式”［5］，提升心

理灵活性，学会接纳，进而较好地改善患者的症状。

ACT 提出了接纳、认知解离、接触当下、以己为景、

澄清价值以及承诺行动的 ACT 灵活六边形。其中接

纳、承诺行动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契合，对国人来说

可以有较大的接受度。且 ACT 在国内强迫症、异食

症的个案咨询中均发现有一定的疗效［6-7］。还有研

究推荐将其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首选治疗方法［8］，

但在惊恐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未见报道。因此，本文

通过对一例惊恐障碍医学生的 ACT 治疗，探讨在中

国文化背景下 ACT 对惊恐障碍的治疗效果。

一　来访者的基本信息

1　人口学信息

小 K，男，独生子，19 岁，大学二年级。

2　第一印象

偏瘦，短发，穿着随意。主动倾诉问题，交谈

自如，治疗动机强烈。 

3　主诉

紧张担心 4 月，阵发性心慌胸闷 10 天。

4　现病史

患者自述从 2020 年 2 月开始，因疫情待在家

中，患者出现紧张担心、尿频、腹部不适。自查百

度后，疑心自己身患“前列腺炎、阴囊炎、精囊炎、

阴茎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丧失信心。患者多次到

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均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仍

紧张担心自己患有疾病。开学后患者又出现了胃胀、

嗳气、反酸等症状，于是患者怀疑自己身患“胃炎、

胃穿孔、胃癌”，为此焦虑恐慌、夜间心跳加速、眠

差。2020 年 6 月 10 日，患者担心加重，在课堂上突

感心慌、胸闷，呼吸困难，有濒死感。当时患者老

师拨打 120 将患者送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科就诊，患者在急诊科行多项检查均未查及明显异

常，急诊科请心身医学科会诊，会诊医师诊断患者

为“惊恐障碍”，患者因担心药物副作用拒绝使用药

物治疗，同意接受心理治疗。

5　个人史

独生子，精力充沛，热爱运动，性格外向，有

良好的同辈社交。小时候常目睹关系不良的父母争

吵。母亲控制欲很强，曾通过不让进家门、不给饭

吃等方法惩罚不听话的小 K。父母常在家中谈论疾

病，讨论身边因病住院或逝世的人和事。小时候小

K 骑父母的自行车出门时，曾误陷泥地，在从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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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往回走的过程中体验了极度的恐惧。小 K 认为

这件事对他影响较大，常回想那时恐慌的情绪体验。

此外，初中时因生物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癌症，而自

己又在一天内嚼了大量泡泡糖，颈部发肿，遂开始

疑心自己甲状腺囊肿。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诊断：患者存在紧张担心，阵发性心慌胸闷及

濒死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过度关注，检查结果呈

阴性无法打消患者疑虑，夜眠差，持续时间达 4 个

月，严重影响社会功能。体格检查排除了器质性病

变，参照《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诊

断为惊恐障碍。 

鉴别诊断：

器质性精神障碍。支持点：患者存在阵发性心

慌胸闷，反酸嗳气等躯体症状。

不支持点：患者行相关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故不考虑为器质性精神障碍。

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支持点：患者有心慌

胸闷等症状。不支持点：患者无成瘾物质使用史，故

可鉴别。

精神分裂症。支持点：患者敏感多疑，自知力

部分完整。不支持点：患者未查及幻觉妄想，故可鉴

别。

7　精神检查和量表评估

精神检查：患者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注意

力、记忆力正常，智力粗测正常。紧张焦虑，反复

诉说自己的不适，未查及明显幻觉、妄想及思维形

式障碍，无明显轻度低落或高涨，自知力部分完整。

量表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题版

本）得分 7 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 题版

本）得分 21 分。90 项症状清单（SCL-90）各因子得

分：抑郁情绪 2.08，焦虑情绪 3.50，显著高于正常值，

提示可能有轻度抑郁和中度焦虑。接纳与行动问卷

第二版（AAQ- Ⅱ）得分 34，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

（CFQ）得分 38。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水平较高。

8　ACT 中的个案概念化

小 K 选择的价值是做一个身体健康，有节制、

有毅力的人。他还向往“庄周”的自由随心。但他背

离了自己的价值方向，生活作息紊乱，缺乏锻炼。

对躯体的过度关注，导致疑病和惊恐发作。小 K 常

卷入一些不合理信念中，比如：“尿频可能就是前列

腺炎”、“心跳过速可能是熬夜熬出心脏病了”、“胃寒

胃痛可能是得胃癌”等。卷入到这些想法里，导致他

长期处于担心、恐惧的情绪中，脱离了现实，未能

活在当下。为了减轻这些负面的感受，小 K 通过打

游戏，看视频等来缓解痛苦情绪，转移注意力，但

这些行为只能让他获得短暂的放松，不仅操作条件

有限，还是无效的经验性回避行为。小 K 的高融合

和高回避以及与现实的脱离，导致他离价值方向越

来越远，并陷入了融合、回避、痛苦、融合的恶性

循环中。

二　ACT治疗

治疗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2
日。每周日上午一次，每次 50 分钟，共八次治疗，

分为 5 个阶段。心理治疗师为心理学研究生，具有

临床实践经验，接受过 ACT 系统培训。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与建立关系（1-2 次）

本阶段主要采用提问、倾听等一般心理咨询技

术收集个案信息，与来访者建立真诚、信任、良好

的咨访关系。小 K 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身体健康，

无家族遗传病史，性格开朗大方，同伴关系良好。

受其父母影响，对躯体疾病和身体健康的关注很高。

小时候曾因陷入泥地而恐慌，成长过程中也出现过

因疑病而紧张恐惧的情况。疫情期间，出现尿频、

胃胀等躯体症状。利用 HAMA、HAMD、SCL-90、

AAQ- Ⅱ、CFQ 对来访者进行心理状态评估。

与来访者共同制定短期咨询目标：1、减少不良

情绪对生活带来的影响；2、减少刷视频、玩游戏等

回避性无效行为；3、澄清价值，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长期目标为积极投入有价值的生活之中，朝着价值

方向一路前进，完善自我。

向来访者介绍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惊恐障碍

和 ACT 的相关知识及保密原则。

第二阶段：认知解离和接纳（3-4 次）

通过“铁钦钠式重复”，来访者在 30 秒内重复

“柠檬”这个词，让他体验柠檬的形象与柠檬这个词

之间联系的减弱和消失，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奇怪

的声音、一种空气振动，并不代表任何意义。通过

“我有一个想法—我心跳过速有可能是我有心脏病”

进行认知解离练习，拉开小 K 与头脑中不合理认知

的距离，将卷入其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和小 K

一起探讨那些负面认知的功能和有效性，不去辩驳

其对错，只看其能否为自己带来有价值的生活。通

过创造性无望来让他学会接纳那些恐惧、担忧、痛

苦的情绪，去感受而不是控制这些情绪。通过“正念

呼吸”和“随溪漂流的落叶”体验正念和接纳，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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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能够带着这些负面情绪，朝着有价值的方向生活。

第三阶段：接触当下和以己为景（5 次）

小 K 投入大量时间来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总

是卷入各种疑病的念头中，如“我尿频又来了，一天

晚上就让我上了七八次厕所，睡着了又被尿意惊醒，

还有这胃胀，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胃里

长了肿瘤啊？”咨询师通过“推文件夹”的隐喻来使

小 K 意识到脱离当下，沉浸于想法会带来不良影响。

此后引入正念训练，通过“手部正念”让小 K 观察自

己的手，去发现生活是如此的有趣和充实。将正念

呼吸布置为家庭作业，帮助小 K 加强自我觉察。

第四阶段：澄清价值和承诺行动（6-7 次）

通过“靶心图”及提问“你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个

人优点和品质？你希望别人是怎么评价你的？”来

澄清小 K 的价值。小 K 最看重的是健康，他希望自

己能够拥有规律的生活，成为一个有节制和有毅力

的人。和小 K 探讨打游戏、刷视频等不良行为和他

想要健康生活的价值之间的关系——虽然打游戏等

行为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他痛苦的情绪，但是从长期

来看，是不符合他的价值追求的。结合小 K 喜欢体

育运动，讨论体育锻炼和他价值之间的契合度，并

和他一起制定计划，拉钩宣誓，承诺行动。

第五阶段：总结与巩固（8 次）

回顾治疗整体过程并对治疗要点进行总结，对

小 K 的积极改变和进步表示祝贺与鼓励。 小 k 表示自

己状态在变好，咨询师鼓励坚持悦纳自己，带着情

绪去生活，拉开和负面想法的距离，活在当下，明

确自己的价值方向，在生活中努力运用从治疗中学

到的内容，降低不良事件对自己的影响。并向小 K

推荐书籍《ACT 与爱》和《快乐是一种陷阱》，讲述

海斯的故事，鼓励其在治疗结束之后继续学习 ACT

的相关内容。 

三　结果

1　来访者自我评定

小 K 表示，在接受心理治疗后，紧张、恐惧等

负面情绪有所缓解，即使自己刻意去诱导，也再没

出现过惊恐发作。他认识到只要自己做好心理调适，

把对疾病的恐惧减小，这些症状都会迎刃而解。意

识到这些之后，他减少了对自己喉咙发痒、胃痉挛

等症状的关注，并发现，这些症状最后会趋于平静

直至消失。他的睡眠质量得到改善，不再半夜惊醒，

且结识许多好朋友，坚持每日跑步，开始了有规律

的生活。

2　咨询师评定

来访者基本缓解了不良情绪，实现了和不合理

负面认知之间的解离，虽然偶尔还是会出现那些疑

病的想法，但是对自己的影响变小了。此外，他用

来逃避和摆脱负面想法和情绪的无效行为变少了。

他开始为了身体健康而跑步，也不再为了逃避而打

游戏，他积极地面对和投入生活，咨询目标基本

实现。

3　心理测量结果

表1　来访者心理治疗前后SCL-90得分比较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划分标准 1.37±0.48 1.62±0.58 1.65±0.51 1.50±0.59 1.39±0.48 1.48±0.56 1.23±0.41 1.43±0.57 1.29±0.42 129.96±38.76

治疗前 2.08* 2.4* 2.33* 2.08* 3.5* 1.67 1.86 1.33 1.2 2.28 191*

治疗后 1.67 1.9 1.44 1.53 1.6 1.17 1.43 1.17 1 1.43 132

注：*表示该因子得分超过划界标准

如表 1，SCL-90 初始测量时，焦虑、抑郁因子

得分异常，分别为 3.5 分、2.08 分，治疗结束后各因

子分回到正常水平。表 2 可见，HAMD 初始测量总

分 7 分，结束治疗时为 3 分；HAMA 初始测量分为 21
分，结束治疗为 3 分；CFQ 初始得分 38，治疗结束

后为 20 分；AAQ- Ⅱ初始得分 34 分，结束治疗时为

15 分。焦虑抑郁情绪明显降低，心理灵活性水平显

著提高。

4　随访结果

三个月后的电话随访，小 K 坚持阅读了咨询师

推荐的书籍，完成了与咨询师共同制定的生活学习

计划。与母亲关系有所改善，对疾病的关注减少，

更关注当下，有方向地积极生活。

表2　来访者心理治疗前后各量表得分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减分率

HAMA 21 3 86％

HAMD 7 3 57％

AAQ-Ⅱ 34 15 55％

CFQ 38 2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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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讨论

ACT 以功能性语境主义为哲学背景，以关系框

架理论（Relational frame theory，RFT）为理论基础［9］，

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心理痛苦和心理问题，根源在于

心理僵化［10］。认知融合和经验性回避是常见的两种

心理僵化形式，为了改善个体僵化的心理，ACT 致

力于构建个体的心理灵活性，也就是要通过认知解

离和接纳等 ACT 技术来提升心理灵活性。不同于认

知行为疗法，ACT 并不专注于发掘个体存在的负性

自动思维和核心信念，不强调转变和重建个体的不

合理信念。也不同于传统的其他治疗模型，ACT 不

关注症状的减轻，而是致力于澄清个体的价值、强

调正念和趋向价值的行动，ACT 期望的结果是正念

的，有价值的生活。治疗是为了改变个体与症状之

间的关系，拉开与症状之间的距离，ACT 只把症状

的减轻看作是治疗的红利。

因此，在小 K 的心理治疗过程中，不强调转变

他关于疾病的不合理信念，不强调去判断困扰他的

想法正确与否，而是通过解离技术拉开他和这些想

法的距离，降低这些想法对他的影响。在治疗过程

中，也不致力于教授他一些控制策略去转移注意力

或控制负面想法和情绪，而是通过正念技巧让他自

我觉察、活在当下，让他体验带着痛苦生活的感觉，

转变他对痛苦的态度，让他带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接

纳那些不能改变的痛苦。同时，积极帮助他澄清自

己的价值，改变那些违背价值的行为，如打游戏，

刷视频，执行那些能让他过上有价值生活的行为，

如看书、运动。

小 K 在治疗过程中配合度高，他对庄周“生命

自由”的追崇，促使他能迅速理解和接受 ACT。接

纳的技术对小 K 来说有较大的作用，他在体验正念

呼吸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明显的情绪放松，担忧、

恐惧等负面情绪对他的影响减小。因此，他在之后

的咨询间隔期中坚持练习正念呼吸，自我报告产生

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在惊恐发作的时候进行正

念呼吸，然后感受到自己的躯体症状以及紧张情绪

慢慢趋于平静，一次是惊恐发作时，他在运用正念

的基础上尝试背单词。两次正念的尝试都让他体验

到了有效性，并且增强了他治愈的信心和对 ACT 的

认同，极大地促进了咨询的顺利进行。

该案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治疗周期缩

短，治疗节奏较快，不能更好地深入挖掘和解决问

题。其次，患者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过度关注和家庭

因素有关，如能进行家庭系统干预则更有利于症状

改善和防止复发。最后，本研究仅对一例惊恐障碍

患者进行了干预，其结果的代表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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