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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团体训练干预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效果ꎬ为制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措施提供参考ꎮ 方法　 计

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期刊网、万方知识平台、中国生物医学、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等中英文中关于团体训练对在校抑郁倾向大学生的随机对照试验ꎬ检索年限从建库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中文检索词

为“团体训练”“团体辅导”“团体咨询”“抑郁”ꎬ英文检索词为“ ｇｒｏｕ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ａｍ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ｇｌｏｏｍｙ”“ｄ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ꎬ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３ 和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Ｂｅｔａ ３.１３ 软件对纳入文献

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检出 １４２ 篇相关文献ꎬ经筛选最终共纳入文献 １０ 篇ꎬ累计研究对象 ４１５ 例ꎬ其中团体训练组 １９７
例ꎬ对照组 ２１８ 例ꎮ 团体训练组抑郁情绪即刻得分高于对照组(ＳＭＤ＝ －１２.６３ꎬ９５％ＣＩ＝ －１４.４０~ －１０.８６ꎬＰ<０.０１)ꎻ团体训练

组抑郁随访得分与即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ＳＭＤ＝ ２.２０ꎬ９５％ＣＩ＝ ０.１８~ ４.２２ꎬＰ＝ ０.０３)ꎮ 结论　 针对性的团体训练可降

低抑郁倾向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水平ꎬ可为大学生开展针对性团体训练提供循证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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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种在无助状态和自我无法

满足自尊愿望的情况下表达的情感[１] ꎬ是一种常见的

负性情绪状态[２] ꎮ 现今在校大学生承担着升学、经

济、人际交往以及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ꎬ可能会使他

们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ꎮ 有研究报道ꎬ大学生抑郁情

绪的发生率为 １０％ ~ ８５％[３] ꎻ抑郁水平越高ꎬ越容易产

生自杀意识甚至自杀行为[４－５] ꎮ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等[６]调查发

现ꎬ只有 ２２％的抑郁学生得到了有效的心理援助ꎮ 团

体训练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ꎬ能够在同一时

间内帮助多个个体ꎬ最大限度地缓解这种矛盾并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ꎮ 本研究将团体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

绪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旨在为大学生

心理健康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检索语种仅限于中文和英文ꎬ中文以

“团体训练” “团体辅导” “团体咨询” “抑郁” 为检索

词ꎬ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期刊网、万方知识

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ꎮ 英文以“ ｇｒｏｕ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ｔｅａｍ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ｇｌｏｏｍｙ”“ｄ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为检索词ꎬ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Ｅｍｂａ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ꎬ检索年限均从建库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ꎮ 检索步骤:(１)首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维普期刊网、万方知识平台、中国生物医学、

６７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
ｒｅｃｔ 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ꎻ(２)由 ２ 名已系统培训学习

循证护理学的研究者分别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ꎬ如果

初步符合纳入标准ꎬ则进一步浏览全文ꎻ(３)通过滚雪

球的方式ꎬ查找纳入文献对应的后附参考文献ꎮ
１.２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抑郁倾

向者ꎻ(２)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ꎻ(３)干预组采用

结构化的团体训练方案ꎬ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ꎻ(４)文

献中报道了 ２ 组抑郁即刻得分或随访得分或能用文中

所占比例计算出所需的指标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综述类或重复发表的文献ꎻ(２)
文献中数据存在明显异常ꎻ(３)研究设计构思不合理ꎬ
分析评价方法错误ꎮ
１.３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２ 名研究者独自阅读

文献标题和摘要ꎬ剔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ꎬ
对可能符合的文献阅读全文后决定是否纳入ꎮ 而后 ２
名研究者就纳入研究的结果进行讨论ꎬ若有异议与第

３ 名研究者商榷ꎮ 研究者资料提取的内容包括:(１)纳

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第一作者、发表年份)ꎻ(２) 样本

量ꎻ(３)干预方式ꎻ(４)测量量表ꎻ(５)文献质量评价ꎮ
最终形成正式的文献提取表ꎮ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由 ２ 位研究者以互盲的形式[７]

分别完成ꎬ首先每人按照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手册评价标准对纳

入文献进行质量评鉴ꎬ评鉴项目包括随机分组方法、
是否采用分配隐藏方案、参与者与研究者盲法、结果

评价者盲法、选择性报告偏倚、结局指标的完整性、其
他偏倚[８－９] ꎬ每项均以“偏倚风险高” “偏倚风险低”和

“不清楚”来测评ꎮ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提示发生偏倚

风险可能性低ꎬ文献质量等级为“ Ａ”ꎻ部分满足的为

“Ｂ”ꎻ完全不满足的文献提示发生风险偏倚可能性大ꎬ
文献质量为“Ｃ”ꎮ ２ 位研究者就评价结果进行讨论并

形成共识ꎬ若有异议ꎬ将与第三位研究者商榷[１０] ꎮ
１.５　 数据分析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３ 和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Ｂｅｔａ
３.１３ 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首先通过 Ｉ２ 检

验确定各研究间异质性ꎬ当 Ｐ>０.１ꎬＩ２ <５０％时ꎬ认为纳

入研究间不具有异质性ꎬ采用固定模型进行结果合

并ꎻ当 Ｐ<０.１ꎬＩ２ ≥５０％时ꎬ有临床异质性ꎬ用随机效应

模型分析[１０] ꎮ 效应值合并时用连续性变量和标准化

均数差(ＳＭＤ 值)、二分类变量用比值比(ＯＲ 值)、９５％
的置信区间表示[１１] ꎮ 根据倒置漏斗图判断是否存在

发表偏倚[１２] 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初次检索得到相关文献 １４２ 篇ꎬ
经 ＥｎｄＮｏｔｅＸ ３ 软件去除重复文献 ６３ 篇ꎬ经阅读题目

和摘要排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文献 ４３ 篇ꎬ进
一步检索全文后排出无法获得全文、研究设计不符、
结局指标不符的 ２６ 篇文献后ꎬ最终纳入较好的文献

１０ 篇ꎬ累计研究对象 ４１５ 例ꎮ 文献检索过程见图 １ꎬ纳
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过程和结果

表 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样本量

团体训练组 对照组
干预方式 测量量表

李婷婷[３] ２０１６ ３５ ３５ ４ 周ꎬ２ 次 / 周ꎬ１２０ ｍｉｎ / 次ꎬ共 ８ 次 ＳＤＳ 自评抑郁量表
刘婷[１３] ２０１３ ８ ２８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２ ｈ / 次ꎬ共 ８ 次 ＢＤＩ 贝壳抑郁量表
张东宁[１４] ２００６ ７ ８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１００ ｍｉｎ / 次ꎬ共 ８ 次 Ｂｅｃｋ 抑郁量表
董杉[１５] ２０１１ ２０ ２０ ７ 周ꎬ１ 次 / 周ꎬ２ ｈ / 次ꎬ共 ７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何元庆[２]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５ ８ 周ꎬ集体训练ꎬ１ 次 / 周ꎬ９０ ｍｉｎ / 次ꎻ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非集体训练ꎬ６ 次 / 周ꎬ３０ ｍｉｎ / 次
李婷婷[１６] ２０１６ ３５ ３５ ４ 周ꎬ２ 次 / 周ꎬ２ ｈ / 次ꎬ共 ４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吴家栋[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１ １１ ７ 周ꎬ１ 次 / 周ꎬ２ 课时 / 次ꎬ共 ７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李婷婷[１８] ２０１６ ３３ ３５ ４ 周ꎬ２ 次 / 周ꎬ１２０ ｍｉｎ / 次ꎬ共 ８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李兰兰[１９]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５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９０ ｍｉｎ / 次ꎬ共 ８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穆薇[２０] ２０１３ １６ １６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２ ~ ３ ｈ / 次ꎬ共 ６ 次 ＳＤＳ 抑郁自评量表

２.２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根据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手册

(５.１.０)质量评价标准ꎬ由 ２ 名研究者分别对纳入的 １０
篇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分级ꎮ 纳入的 １０ 篇文献中ꎬ全

都评为 Ｂ 级ꎻ８ 篇文献采用随机方法进行分组ꎻ由于研

究实施者是整个训练的策划人ꎬ难以对其做到盲法ꎮ
见图 ２ꎮ

７７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图 ２　 纳入研究偏倚风险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抑郁情绪干预后即刻效果　 纳入的 １０ 篇文献

均关注了团体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后即刻

效果(均标明均数和标准差)ꎮ 将 １０ 篇研究进行效果

合并ꎬ显示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Ｐ ＝ ０.０４ꎬＩ２ ＝ ４８％)ꎬ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合并效应值 ＳＭＤ ＝
－１２.６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４０ ~ －１０.８６ꎬＰ<０.０１ꎮ 见图 ３ꎮ 本

研究 ９５％可信区间不包含 ０ꎬ表明团体训练对大学生

抑郁情绪有积极影响ꎮ

图 ３　 团体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即刻效果

２.３.２　 干预后随访效果　 纳入文献中有 ５ 篇文献在

团体训练干预结束后ꎬ对团体训练组的抑郁情绪得分

进行随访调查ꎬ研究对象有 ２４２ 例ꎮ 将 ５ 篇研究进行

效果合并ꎬ显示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 Ｐ ＝ ０. ８９ꎬ Ｉ２ ＝
０)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间
隔一段时间后ꎬ团体训练组抑郁情绪随访得分与即刻

评价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ＳＭＤ ＝ ２.２０ꎬ９５％ＣＩ ＝
０.１８ ~ ４.２２)ꎮ 以时间间隔进行亚组分析ꎬ干预结束后

４ 周、６ 个月时ꎬ团体训练组前后抑郁情绪得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间隔 ３ 个月(Ｐ ＝ ０.９６ꎬ
Ｉ２ ＝ ０)时ꎬ团体训练组前后抑郁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Ｚ ＝ １.９６ꎬＰ ＝ ０.０５)ꎮ 见图 ４ꎮ

图 ４　 团体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长期效果

２.３.３　 发表性偏倚　 纳入的 １０ 篇文献以抑郁得分的

ＳＭＤ 值为横坐标ꎬ标准误为纵坐标绘制漏斗图ꎬ用漏

斗图进行发表偏倚的分析ꎬ见图 ５ꎮ 纳入研究的对称

性一般ꎬ提示可能存在发表性偏倚ꎬＢｅｇｇ 秩相关检验

无统计学意义(Ｚ ＝ １.２３ꎬＰ ＝ ０.１７４)ꎻＥｇｇｅｒ 回归检验显

示无统计学意义(双尾 Ｐ 检验为 ０.６９１) [１１] ꎮ 上述检

验提示不存在发表性偏倚ꎬ但由于本研究纳入文献数

量较少ꎬ且文献质量一般ꎬ故不能排除发表性偏倚的

存在ꎮ

图 ５　 纳入研究效应值分布状况

２.３.４　 敏感性分析 　 对本研究各项对比指标分别用

固定和随机 ２ 种不同的模型计算并比较结果ꎬ可以根

据 ２ 个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来判断可靠性大小[２１] ꎮ 结

果发现ꎬ２ 种模型合并的 ＳＭＤ 值及 ９５％ＣＩ 值差别不

大ꎬ故认为本研究的文献结果可以合并ꎮ

３　 讨论

个体持久且相对稳定的愉快感缺乏称为抑郁[２２] ꎮ
抑郁情绪依据个体心理压力标准对生活事件作出整

体反映ꎬ代表特殊群体对生活态度的承受程度ꎮ 大学

生的抑郁情绪与性别[２３－２４] 、 生活事件[２５] 、 社会支

持[２６] 、自尊、应对方式[２７] 、完美主义者[２８] 等相关ꎮ 团

体训练已被认可是一种有效缓解情绪的心理辅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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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９] ꎬ通过团体内交互作用ꎬ促进个体学习、体验、认
识自我、接纳自我、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ꎬ发展良

好生活适应过程ꎬ在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提高自信、
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汇总关于团

体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随机对照试验ꎬ目的是为

团体训练在改善在校大学生抑郁情绪方面提供询证

依据ꎮ
本研究在干预结束后 ４ 周、６ 个月的随访评价时

显示ꎬ团体训练组抑郁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说
明团体训练对减轻大学生抑郁情绪具有稳定性ꎮ 但

在干预结束后 ３ 个月时ꎬ团体训练组抑郁得分高于即

刻抑郁得分的现象ꎬ原因可能是被调查大学生在这段

时间接受某些外界因素的干预ꎬ也可能与研究人员数

据收集偏倚等相关ꎬ故还需扩大样本量和纳入高质量

文献进一步验证ꎮ 部分研究中的团体训练组对象表

示ꎬ在团体训练中获得了增强自信心、减轻焦虑、摆脱

心理困惑等诸多技巧ꎬ形成良好的心理韧性ꎬ较之前

能更好的适应环境[１３ꎬ１５－１７] ꎮ
部分学者认为ꎬ如果对对照组中有抑郁倾向的大

学生不采取及时针对性治疗ꎬ而是任其发展可能会形

成抑郁症ꎬ而抑郁症不仅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ꎬ还
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相关研究报道显示ꎬ抑
郁倾向大学生在不采取任何心理指导环境下ꎬ抑郁程

度有上升的趋势[２] ꎬ 非理性消极应对情绪持续存

在[１７] ꎬ而积极应对策略未能建立[１５ꎬ１７] ꎮ 如果能帮助

处于抑郁初期的大学生走出负性情绪的阴影ꎬ将会影

响他们以后的人生ꎮ
综上所述ꎬ团体训练能降低在校抑郁倾向大学生

的抑郁情绪ꎬ且维持程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ꎮ 后续研

究可扩大样本量、纳入高质量的文献来证实该研究的

正确性ꎻ同时还可以适当延长随访动态时间监测ꎬ以
确定团体训练对抑郁情绪干预效果维持时间[８] ꎮ

当今大学生容易在学校、工作和经济的精神压力

下产生负性情绪[３０] ꎮ 因此心理治疗不仅要面向已经

出现心理疾病症状的学生ꎬ还应建立心理问题倾向人

群的心理防御机制ꎮ 团体训练较个体心理治疗和心

理健康教育的优势有:(１)受益面广泛ꎬ受益对象从单

一个体到众多人群ꎬ受益对象不仅包含已出现症状人

群还包括潜在倾向的大学生ꎻ(２)增加成员间的互动

交流机会ꎬ摆脱传统的“填鸭式”说教方式ꎬ学生之间

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ꎬ起勉励作用ꎻ(３)将团体当成一

个微型社会ꎬ使学生在受到不良情绪前有一个缓冲阶

段ꎮ 在进行团体干预时也要综合考虑以下 ２ 个方面:
(１)由于学生专业和年级不同ꎬ不仅抑郁产生原因有

差异ꎬ而且心理问题产生的时间也有差别ꎻ(２)由于学

生心理需求不同ꎬ在设置团体训练干预课程时要有针

对性ꎮ
Ｍｅｔａ 是循证医学中统计学处理的基本方法ꎬ可以

汇总多个研究后给出肯定结论ꎬ但 Ｍｅｔａ 分析还存在许

多不足之处:首先ꎬＭｅｔａ 分析是一种回顾性研究ꎬ其质

量好坏受原始文献的影响[３１] ꎻ其次ꎬ本研究检索了已

发表的文献而对未发表文献可能造成的结果偏倚未

采取措施ꎮ 此外ꎬ１０ 项研究的测量工具不完全相同ꎬ
信效度检验水平不一致ꎬ从而夸大或缩小研究的真实

状况等ꎻ且纳入的文献中样本量和高质量文献量相对

较少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ꎮ 但从总

体来看ꎬ本研究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１)严格

按照纳入 / 排除标准筛选文献ꎬ纳入的文献设计较合

理、数据信息完整ꎬ结果较可信ꎻ(２)所纳入的研究结

果显示团体训练能调节学生抑郁情绪ꎬ与汇总后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一致ꎻ(３)本研究对团体训练后抑郁即刻得

分指标所纳入的文献进行了偏倚漏斗图分析、Ｂｅｇｇ 秩

相关检验、Ｅｇｇｅｒ 回归检验等验证不存在发表性偏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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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知晓率明显提高ꎬ基本达到了“全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全民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知

晓率达到 ８５％的目标[１５] ꎮ 但有些知识如活动期肺结

核患者具有传染性ꎬ结核分枝杆菌分离培养阳性 / 肺
部病变是确诊标准的知晓率分别只有 ８１. ７６％ꎬ
８０.５０％ꎻ态度行为中如自己有结核病会告诉他人ꎬ定
期翻晒被褥至少 ２ 周一次ꎬ还达不到 ８５％的目标ꎮ 今

后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健康教育ꎬ同时加强教育过程中

的互动交流ꎬ充分利用微信的语音、视频功能ꎬ对疑难

问题在群里展开讨论ꎬ并将肺结核的病因、诊断、预防

治疗与日常行为相结合ꎬ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结核病防

治知识ꎬ以提高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正确

态度行为形成率ꎬ有效控制结核病在学校的流行与

蔓延ꎮ
在本研究中ꎬ微信组学生对该微信群的关注度、

参与度分别为 ９２.１％和 ８６.７％ꎬ较高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有利于健康教育的实施ꎮ 要想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参与度ꎬ群管理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微信的多种功能ꎬ
将不同形式的宣教内容轮流发送ꎬ定期请结核病防治

专家解答疑难问题ꎬ定期发动群成员进行讨论ꎬ同时

检查督促ꎬ要求群成员进群浏览信息留言ꎬ发现经常

不进群的及时进行沟通ꎮ 建群最好以班级为单位ꎬ每
班 ５０ 人左右ꎬ便于管理ꎮ 为使群成员阅读方便ꎬ建议

将发在群里的宣教内容个人收藏ꎬ以利于日后阅读学

习ꎮ 给群成员分配任务ꎬ如要求每人每周发送至少 １
条有关结核病防治的信息ꎮ 也可考虑与有关部门合

作ꎬ将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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