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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焦虑障碍(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ＳＡＤ)又称

社交恐怖症(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ｏｂｉａ)ꎬ是指对社交场合或在公众

前演讲时存在显著、持续的紧张或恐惧ꎬ甚至出现回

避行为[１] ꎮ 青春期是许多精神疾病发生的易感期ꎬ其
中 ＳＡＤ 是较为常见的情绪障碍ꎬ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恐

惧会严重干扰青少年人际交往[２] ꎮ 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ꎬ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为 ８.８９％[３] ꎬ高于国内大中学

生及国外儿童青少年时点患病率ꎮ
目前关于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干预策略较为复杂ꎬ

干预方式为 ２ 种或多种的结合ꎻ从信息加工的角度ꎬ干
预策略又可分为外显的认知行为干预和内隐的注意

调节策略ꎮ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ꎬ对于疗效的评

估不仅仅依赖自评或他评的结果ꎬ而且研究者开始采

用事件相关电位( ＥＲＰ)、脑功能成像技术ꎬ从神经生

物学角度对干预效应进行客观解释ꎮ 笔者拟梳理近

年来社交焦虑障碍的几种主要心理干预方法ꎬ做出总

结ꎬ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ꎮ

１　 社交焦虑障碍的认知特征及相关生理、行为症状

认知模型指出ꎬＳＡＤ 患者具有典型的认知特征ꎬ
如负性思维、高自我批评、过度自我关注等ꎮ 在面临

恐惧的社交情境时ꎬＳＡＤ 个体先前的失败体验以及自

身存在的负性自动思维ꎬ易使患者对社交活动产生负

性预期ꎬ导致个体将注意资源过多集中在威胁刺激和

自我相关信息ꎬ倾向于对他人的评价和模糊社交信息

做出负性解释[４] (认为自己是失败的ꎬ别人对自己充

满了蔑视和批评)ꎮ 对威胁性信息存在早期注意偏向

也是维持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５] ꎬ社交焦虑者优先加

工威胁刺激(内部消极想法和外部威胁信息)ꎬ对周围

环境形成负性的知觉表征ꎬ从而表现出持久、明显的

紧张与恐惧ꎬ促使其采取退缩或逃离的行为ꎻ另外ꎬ还
可引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ꎬ产生脸红、出汗、肌肉紧

张、心跳加速等一系列不良的生理反应ꎮ 生理上的焦

虑症状ꎬ导致 ＳＡＤ 个体对自我更为负性的评价ꎬ进一

步导致更高的焦虑ꎬ形成恶性循环ꎮ

２　 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心理干预方法

２.１ 　 认知行为干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ＣＢＩ) 　 ＣＢＩ 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治

疗技术ꎬ其核心是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改变歪曲的信

念或思维ꎬ从而改变不良情绪和行为ꎮ 经典的 ＣＢＩ 技

术包括暴露技术、放松技术、社交技能训练、认知重建

４ 个组成部分ꎮ ＣＢＩ 作为一种成熟的干预策略ꎬ在国

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大量研究表明 ＣＢＩ 是 ＳＡＤ 心

理治疗方法中的金标准[６－７] ꎮ 关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

为治疗主要以“团体、个体和网络传递” 三种形式进

行ꎬ以下分别分析不同形式 ＣＢＩ 对青少年 ＳＡＤ 的

疗效ꎮ
２.１.１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ＧＣＢＩ) 　 国内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

ＧＣＢＩ 研究处于探索阶段ꎬ但多数研究均证实了 ＧＣＢＩ
的良好疗效[８－１０] ꎮ Ｗｅｒｓｅｂｅ[１１] 对 ＧＣＢＩ 疗效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ＧＣＢＩ 组的治疗效果显著大于控制组焦

虑症状的改善效果ꎬ进一步证实了 ＧＣＢＩ 对青少年

ＳＡＤ 患者的有效性ꎮ 随着研究进展ꎬ关于 ＧＣＢＩ 的研

究不仅仅局限于疗效观察ꎬ更多的随机对照研究、长
期报告、成本效益分析研究也相继开展ꎬ并证实了 ＧＣ￣
ＢＩ 的优越性[１２－１４] ꎮ 相关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ｆＭＲＩ)研

究表明ꎬ经过 ＧＣＢＩ 治疗后ꎬ７ 名青少年焦虑患者在愤

怒表情刺激下的右侧前额叶腹内侧皮质激活增强ꎬ脑
功能趋于正常[１５] ꎮ 总之ꎬＧＣＢＩ 适用于 ＳＡＤ 最大的优

势在于能够提供安全、同质的环境ꎬ患者可通过团体

人际互助方式建立成员间的情感信任ꎬ进而促进个体

在社会交往中重新认识、接纳自我ꎬ学习并锻炼新的

社交技能ꎮ
２.１.２　 个体认知行为干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ＩＣＢＩ) 　 段桂芹等[１６] 通过案例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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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ＩＣＢＩ 的疗效ꎬ自我报告结果显示ꎬ患者在社交情

境下表现出较少的焦虑情绪和回避行为ꎮ Ｈｅｄｍａｎ
等[１７]通过探讨比较团体和个体两种干预形式对于社

交焦虑症状的改善效果发现ꎬ个体认知行为疗法比团

体认知行为疗法效果更显著ꎬ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两

者的作用机制不同ꎬ个体认知疗法主要用于调节回避

以及自我聚焦ꎬ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于自我聚焦、负
性期待以及事后加工方面更有效ꎮ Ｄｏｇａｈｅｈ 等[１８] 的

研究同样证实ꎬ尽管在降低惧怕负性评价方面ꎬ团体

优于个体形式ꎬ但两者的临床意义及改善率相当ꎮ 对

于社交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干预ꎬ团体和个体哪种形

式效果更好ꎬ尚无定论ꎮ 与个体形式相比ꎬ团体形式

虽然益处颇多ꎬ但也伴随着用时较长、高丢失率、无法

深入缓解复杂症状等问题ꎮ
２.１.３　 网络认知行为干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网络 ＣＢＩ 即将 ＣＢＩ 与互联网

结合起来ꎬ利用网络来传递 ＣＢＩ 要素ꎬ大部分是以网

页文本的方式进行ꎬ同时结合治疗师在线指导的一种

治疗方法[１９] ꎮ Ｅｒｉｋ 等[２０] 对比了 ＧＣＢＩ 和网络 ＣＢＩ 的

干预效应ꎬ从成本分析和长期疗效的角度评估疗效ꎬ
得出 ２ 种干预方法均能有效减轻症状ꎬ４ 年的随访中

发现网络 ＣＢＩ 效果更持久ꎬ且在疾病经济负担方面ꎬ
成本消费更低ꎮ Ｍｎｓｓｏｎ 等[２１] 借助 ｆＭＲＩ 和支持向量

机学习技术来预测网络 ＣＢＩ 的长期干预效果ꎬ患者缓

解率达到 ９２％ꎬ显著高于依靠临床总体印象改善量表

评估得出的结果ꎮ 网络 ＣＢＩ 对国内青少年 ＳＡＤ 的疗

效也已得到肯定ꎬ 并且与面对面 ＣＢＩ 具有同等疗

效[２２] ꎮ 网络认知行为疗法具有很好的前景ꎬ这与它基

于网络辅导ꎬ能够解决青少年因学习繁忙或羞于主动

求治的困难ꎬ被试可自学课程ꎬ无时间地点约束、易于

推广使用等优点相关ꎬ该方法虽已取得初步成效ꎬ但
仍需深入研究ꎮ
２.２　 注意偏向训练(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ａ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ＡＢＴ) 　
近年来ꎬ社交焦虑障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都表

明ꎬ社交焦虑者对威胁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ꎬ并且大

量研究表明ꎬ无论是临床或非临床社交焦虑人群ꎬ还
是成人或儿童青少年ꎬＡＢＴ 对焦虑症状均有明显地缓

解效果[２３－２４] ꎮ ＡＢＴ 是继 ＣＢＩ 之后ꎬ用于社交焦虑障碍

最为广泛的心理干预方法ꎬ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

点领域ꎮ
注意偏向训练也叫注意偏向矫正、注意训练ꎬ是

对个体的注意偏向进行改变或矫正的系统化训练程

序[２５] ꎮ 目前运用比较多且成熟的注意训练程序有 ２
种ꎬ改版的点视觉探测任务和改版的视觉搜索任务ꎬ
其主要作用是易化个体对中性刺激或积极刺激的加

工ꎬ间接地使个体远离威胁刺激ꎮ 总体而言ꎬＡＢＴ 基

于计算机操作ꎬ相对简单ꎬ被试在家或学校即可完成ꎬ

以图片形式呈现刺激可增加实验趣味性ꎬ适合在儿童

青少年社交焦虑人群中推广使用ꎮ
Ｈｅｅｒｅｎ 等[２６]基于点探测任务对社交恐惧症患者

进行连续 ４ ｄ 的注意训练ꎬ将注意导向正性刺激ꎬ发现

被试自我报告的社交焦虑分数降低ꎬ而且皮肤电反应

也减弱ꎬ２ 周后注意训练效果仍旧存在ꎮ 此外 Ｈａｋａ￣
ｍａｔａ 等[２７]也通过元分析发现ꎬＡＢＴ 缓解社交焦虑症

状的效应量与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相当ꎮ 不仅

如此ꎬＡＢＴ 对社交焦虑个体的干预效果还会迁移到相

关任务中ꎬＨｅｅｒｅｎ 等[２８] 对 ５７ 名社交焦虑大学生进行

连续 ４ ｄ 的注意偏向训练后ꎬ发现他们在即兴演讲任

务中的表现得到提升ꎮ ＡＢＴ 的 ＥＲＰ 研究显示ꎬ注意训

练主要作用于随意神经系统ꎬ提高焦虑患者对威胁刺

激的注意解除能力ꎬ表现在干预前后 Ｐ２、Ｎ３、Ｐ３ 波幅

显著变化ꎬ早期波 Ｐ１ 和 Ｎ１ 没有差异[２９] ꎮ 虽然 ＡＢＴ
能够降低社交焦虑障碍者的负性注意偏向分数ꎬ缓解

焦虑症状ꎬ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ꎮ 另外ꎬ有些

研究表明 ＡＢＴ 对于改善焦虑症状并无效果ꎬ可能与实

验室环境、任务量、被试不适应等有关ꎬ因此进一步控

制无关变量ꎬ对于增加 ＡＢＴ 干预效果的可信度将很有

意义[３０] ꎮ
２.３　 音乐放松疗法(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ＭＴ) 　 ＭＴ 以心理

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ꎬ运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心理

效应ꎬ达到消除心理障碍ꎬ恢复或增进心身健康的目

的ꎮ Ｇｏｌｄｂｅｃｋ[３１]运用多通道音乐疗法对焦虑障碍青

少年进行治疗ꎬ自评和他评结果显示干预效果持久稳

定ꎬ治疗组患者症状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另有研

究还对某一类音乐疗效进行了探讨ꎬ奥尔夫团体音乐

作为众多音乐疗法中的一类ꎬ同样可以有效改善青少

年社交焦虑症状[３２] ꎮ 与其他心理治疗相比ꎬＭＴ 可通

过营造轻松自然的娱乐氛围ꎬ引导患者深入体验内心

世界、表达情绪感受ꎬ使患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自我

成长ꎬ为 ＳＡＤ 患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ꎮ 关

于音乐材料的选择ꎬ引进音乐本土化等方面还需进一

步分析ꎬ从而确定 ＳＡＤ 患者最佳的音乐模式ꎮ
２.４　 联合干预法　 为了提高干预效果ꎬ往往综合多种

干预方法ꎬ基于不同形式或环境进行对比ꎬ探索最佳

干预方案ꎮ Ｓｐｏｒｔｅｌ[３３]在对比 ＧＣＢＩ 和认知偏向修正训

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ＢＭ)对青少年社交焦

虑和考试焦虑的改善效果时ꎬ整合解释偏向、注意偏

向训练等多个实验任务ꎬ以扩大 ＣＢＭ 的综合效果ꎮ 童

萍等[３４]对 ＣＢＩ 和 ＭＴ 结合矫治 ＳＡＤ 的疗效进行分析ꎬ
发现音乐疗法能较快缓解焦虑症状ꎬ虽然后期疗效不

如 ＣＢＩꎬ但两者联合效果更好ꎬ可能与音乐疗法能够较

快地缓解早期紧张情绪以及躯体症状ꎻ认知行为疗法

着眼于认知重建和行为改善ꎬ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有

关ꎮ 另外还有研究尝试将生物反馈疗法与认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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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联合治疗 ＳＡＤ 患者ꎬ发现干预方法的互补效果ꎬ
联合效果优势显著[３５] ꎮ
２.５　 其他干预　 除了以上介绍的常见心理干预方法

外ꎬ其他各种不同的干预方案也层出不穷ꎬ比如自信

心团体训练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焦虑状态和增强自信

心ꎬ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提高自尊水平ꎬ降低焦虑和抑

郁水平ꎻ词语联想任务可用于纠正 ＳＡＤ 患者的解释偏

向等[３６－３７] ꎻ团体沙盘游戏可减轻焦虑患者的参与压

力ꎬ通过自由摆放沙具呈现无意识内容ꎬ能够提高患

者的认知与行为移情能力[３８] ꎮ 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发

病与家庭环境因素密切相关ꎬ其中父母焦虑状况、婚
姻冲突、教养方式、过度保护或拒绝都会导致儿童青

少年 ＳＡＤ 的发生ꎮ 因此直接针对家庭系统进行治疗

已成为青少年 ＳＡＤ 治疗方法之一ꎬ且取得一定疗

效[３９－４０] ꎮ
综上所述ꎬ针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各种心理

干预方法有一定的效果ꎬ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比
如干预疗效指标过度依赖自我报告问卷ꎬ掺杂主观效

应ꎬ导致结果缺乏科学性、准确性ꎮ 鉴于儿童青少年

情绪调节的脑区仍在不断发育成熟ꎬ因此今后研究应

更多的从神经生理角度去解释心理现象ꎮ 考虑到

ＳＡＤ 的共病及病程长等特点ꎬ联合治疗在未来将更为

普遍ꎬ两种及以上干预联合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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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免疫功能

不够完善ꎬ是多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１] ꎮ
学生因病缺课是青少年健康受影响的一个重要指

标[２] ꎮ 学生因病缺课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

能力的形成ꎬ也影响学校教学计划的实施[３] ꎮ 为掌握

浙江省台州市中小学生因病缺课状况ꎬ笔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对台州市中小学生因病缺课监测

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ꎬ现将相关结果分析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分层抽样原则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学年在台

州市 ９ 个县(市、区)中随机抽取 ３ 个县(市、区) ７ 所

学校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学年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学年基础上再增

加 ２ 个县(市、区)ꎬ达到 ５ 个县(市、区) １５ 所学校ꎻ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学年在 ５ 个县(市、区)不变的前提下部分

监测学校有所调整ꎬ达到 １６ 所ꎮ 每所学校所有学生均

列为监测对象ꎮ ３ 学年共监测学生 ８９ ２５９ 人次ꎬ其中

男生 ４７ ９５７ 人次ꎬ女生 ４１ ３０２ 人次ꎮ
１.２　 监测方法　 在«浙江省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与

常见病防治方案» [４]中因病缺课报表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统一报表ꎮ 由各监测点校班主任对学生因病缺

课情况逐日登记ꎬ每周汇总交给校医(保健老师)备案

并录入数据库ꎮ 学生每天只要因病缺课 １ 课时即计为

因病缺课ꎻ每人缺课 “１ ~ ３ 课时”计为 ０.５ ｄꎬ“４ 课时

及以上”为 １ ｄꎮ 此外ꎬ因病缺课的登记以病例为单

位ꎬ１ 次疾病过程为 １ 个病例ꎮ 评价指标主要为因病

缺课率(某时期因病缺课总人天数 / 同时期总授课人

天数×１００％)、因病缺课疾病构成等ꎮ
１.３　 统计方法　 应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并录入、
核实和维护数据ꎻ应用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包完成数据统

计分析工作ꎬＰ<０.０１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学年学生因病缺课监测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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