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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综述国外常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几款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CCBT）程序；计算

机化认知行为治疗在青少年抑郁症、成人抑郁症、晚发性抑郁症及预防重度抑郁症复发中的应用现

状；目前抑郁症 CCBT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我国将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应用于抑郁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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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其发病年龄早、持续时间长、终生患病率相对较高，

约为 2 ％～15 ％，且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要健康问题

及致残原因之一［1］。预计到 2020 年抑郁症将是发展

中国家排名首位的健康问题，并将成为仅次于冠心

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研究证实认知行为治疗是患有轻中度抑郁症

青少年和成年人首选治疗方案［2］。20 世纪 60 年代

A.T.Beck 首次提出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它是根据认知影响情感和行为的理

论假设，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改变患者不良认知与

行为心理治疗方法总称。虽然认知行为治疗是治疗

抑郁症最有效的方法［3］［4］。但当前心理治疗存在治

疗费用高、专业治疗师太少、病人治疗依从性较差、

边远地区路途时间长、治疗延迟、治疗影响工作等

问题［5］。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根据认知行为治疗原

理设计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程序，使心理治疗更

便利。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CBT）：即指通过电脑交互界面，

以清晰的操作步骤、高度结构化的多种媒介互动方

式（如网页、漫画、视频、声音等）来表现认知行为

治疗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治疗方式［6］。国内外众多临

床研究已经证实，抑郁症 CCBT 能够改善患者抑郁

情绪。

一、国外常用于治疗抑郁症的CCBT程序

抑郁症 CCBT 程序一般包括日程安排、负面思

考、自动识别负性思维、确认核心信念和归因风格、

问题处理、逐步暴露、渐进式放松等 2~12 个单元。

CCBT 能够诊断并监视患者的情绪症状，并帮助患者

记录其情绪、认知及药物使用情况［7］。目前国外已

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抑郁症 CCBT 程序，现简要介绍

如下［6］。

1.　Mood GYM（https：//mood gym.anu.edu.au/

welcome．）

用于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 CCBT 免费程序，并

有中文程序界面。它由五个设定的互动模块组成，

包括：介绍 CCBT；识别消极情绪和思想（如识别消

极和不正常想法，向患者展示情绪、认知和行为的

关系；改变歪曲思维（教会患者改变不正常想法，寻

求进一步策略来建立自尊以及提出发展新技能和培

养兴趣的重要性）；释放压力（教会患者各种放松技

术）；人际关系模块（介绍和演示解决人际关系问题

的策略）。完成每个模块需 30~60 分钟。

2.　Beating The Blues（http：//www.beatingth-beatingth-

eblues. co. uk．）. co. uk．）

为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推荐的用于治疗轻度和

中度抑郁症 CCBT 程序，应用最为广泛。该程序主

要由视频介绍和基于认知行为治疗原则制定的 8 个

单元组成，每个单元约需要 50 分钟，患者每周完成

一单元治疗及相应的作业。在每单元结束后患者会

得到相应反馈，此外 CCBT 会对患者进行自杀风险

的评估。

3.　Living Life to the Full（http：//www.llttf.ca．）

是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分支机构和合作组织，

是用于治疗青少年和成人抑郁症程序，同时在大学

校园和职场中广泛应用。该程序一共持续 8 周，每

周 1.5 小时，共 12 小时。每一单元包括小册子和工

作表，也包括会议讨论，患者分享抑郁症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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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程序能够激励他们应对生活压力做出适应改变。

在上述抑郁症 CCBT 程序中，Beating The Blues

应用最广泛，Living Life to the Full 和 Mood GYM 是

免费的，更易于获得。此外，This Way Up（http：//

www.hcf.com.au/thiswayupclinic/）、Blues Be Gone（http：

//www.bluesbegone.co.uk/．）等抑郁症 CCBT 程序也值

得关注。

二、CCBT程序在抑郁症中应用现状

抑郁症的典型症状表现为情感低落、思维迟

缓、运动性抑制，其中情感低落、兴趣下降、乐趣

丧失为核心症状。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常在青春期发

病，并持续到成年，增加了患其他精神疾病的风险。

CCBT 治疗的目的在于减轻患者认知修正过程的痛

苦，重新调整对现实的想法，帮助抑郁症患者重新

构建认知结构、评价自己、改变认知、纠正不良的

情绪或行为及增强自信心。

1.　青少年抑郁症  

澳大利亚学者 Helen 等［8］将 30 所 1477 名青少年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等待治疗组。干预组给予 CCBT，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干预 5 周，每周 1 次，每

次 20～40 分钟。等待治疗组未给予任何干预。在 5
周后及 6 个月后随访发现，干预组患者抑郁水平明

显低于等待治疗组；Helen 发现，男性患者抑郁水平

明显降低，而女性患者抑郁水平未显著降低。Helen

还发现通过邮件及电话提醒，可以提高课程完成率

并降低脱落率。Sethi 等［9］将 38 名青少年随机分为

CCBT 组、CCBT 联合面对面认知行为治疗组、面对

面认知行为治疗组及等待治疗组。研究结果虽然更

支持面对面认知治疗。但当青少年面对治疗师可获

得性、费用、寻求专业帮助有关的污名、治疗等待

时间长等方面问题时，CCBT 是个不错的选择。现有

研究表明 CCBT 可用于治疗青少年抑郁症，但整体

效果、质量及长期疗效有待研究。

2.　成人抑郁症  

英国学者 Kessler 等［10］在初级卫生保健中将

CCBT 应用于抑郁症人群中，结果表明干预 4 个月

后，CCBT 组、等待治疗组抑郁症康复率分别为

38 ％、24 ％，8 个月后随访发现 CCBT 组、等待治

疗组抑郁症康复率分别为 42 ％、26 ％。一项对美

国 1171 名注册护士的横断面调查显示［11］，其抑郁症

发病率为 18％，显著高于成人抑郁症发病率 9.4％，

而聘用制护士抑郁症发病率更高，研究者建议高级

实践护士帮助其识别抑郁症并进行保护性的干预措

施，其中包括建议使用 CCBT。现有研究表明 CCBT

能够有效改善成人抑郁情绪，但是预防抑郁症复发

的长期疗效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且成人抑郁症患

者依从性低、脱落率高，会影响潜在的有效性，然

而国外对于治疗依从性尚无系统研究。

3.　其他不同人群的研究  

瑞典学者 Johnsson 等［12］研究表明，经过 10 周的

CCBT 干预，CCBT 组和对照组重度抑郁症复发率分

别为 10.5％、37.8％。6 个月后随访发现 CCBT 组抑

郁症康复率有升高趋势。说明 CCBT 预防抑郁症复

发有较好的效果。然而 Cole 等［13］对老年抑郁症的治

疗效果进行研究，12 个月后随访发现，重度抑郁症

和轻度抑郁症的康复率分别仅为 13％、28％，绝大

多数患者都处于好转伴复发状态，需要延长疗程。

日本学者 Imamura 等［14］通过对 381 名上班族进行为

期 6 周 CCBT 干预，12 个月后随访发现重度抑郁发

作次数减少。作者建议针对继发性抑郁患者应制定

个体化治疗方案，以达到良好治疗效果。 

三、目前抑郁症CCBT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

1.　风险行为评估及处理的有效性

抑郁症 CCBT 程序风险性关系病人的自杀风险

及治疗后无效甚至恶化的风险。在 CCBT 的相关研

究中，通常使用两种方式来评估自杀风险：其一是

计算机化评估，在病人首次登入的时候进行诸如贝

克抑郁量表中自杀题目测量；其二是在首次会谈时由

CBT 治疗师来评估风险。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使

用风险评估以排除存在高风险的患者，使得研究更

为便利，而并非为考察 CCBT 处理风险行为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显然上述的风险评估及处理方式较为

简单且具有明显的选择偏倚。

2.　可操作性

抑郁症 CCBT 是基于计算机化“人－机”治疗模

式，存在大量人与计算机的交互过程，相比传统 CBT

治疗模式，可操作性尤为重要。一方面，可操作性与

病人自身的个人特征密切相关，如病人的教育程度、

电脑水平、就业状况等影响个体的可操作性。目前大

部分接受治疗的病人都是大学生或已就业者，具有较

高学历和计算机操作水平，且绝大多数研究都排除不

会读写的病人［15］。虽然被试者选择偏倚为研究者提供

了便利，但研究结果缺乏可推广性。而且这些治疗往

往需要相应的操作培训，病人实际需要的额外服务支

持时间差异较大，从 0~150 分钟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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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体化体验

Mood GYM 等抑郁症 CCBT 程序对男性和女性

呈现出不同的治疗效果。因为男性和女性在治疗偏

好上存在差异，男性在处理负性情绪时更喜欢认知

行为治疗的系统逻辑取向，但女性更喜欢人际取向，

更喜欢与他人分享她的想法和感情。因此我国研究

者在编制适合我国国民的抑郁症治疗程序时，可以

对 CCBT 程序进行一些个性化定制，服务于女性的

CCBT 应更强调互动，比如融合时下流行的 Flash 和

Silverlight 技术，增加声音、图像、动画及视频等感

性的元素，从而提高患者体验。

综上所述，国外将 CCBT 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的治

疗中，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

国内计算机化抑郁症心理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未来我们研究重点：首先，选择合适的方法系统

分析病人自杀和治疗后无效甚至是恶化的风险，评估

其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为病人自杀和治疗后无效甚至

是恶化的风险选择合适的风险处理办法提供依据。其

次，CCBT 在农村抑郁症患者及低学历患者中的易用

性、适用性及可接受性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在

CCBT 治疗中充分考虑病人的个体特征，如具体病症、

个人特征、文化及偏好等。让抑郁症 CCBT 治疗从实

证支持治疗（EST）阶段进入循证实践（EBP）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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