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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搐症综合行为干预法 



2001 年，美国图雷特综合症协会

的行为科学学会 (Tourette Asso-
ciation of America’s Behavioral 
Science Consortium) 测试并发

表了第一次大型研究，表明非药物

疗法能够有效地减轻抽症严重程

度。这种疗法名为¬抽搐症综合性

行为干预，简称 CBIT (see-bit) 
。这种新疗法的开发为 TS 患者

带来极大的希望，让他们兴奋不

已。本手册旨在介绍 CBIT 疗法

和常见问题，讨论 CBIT 的有效

性，并概述如何寻找接受过培训的 

CBIT 提供者。    

CBIT 是什么？

CBIT 是一种非药物疗法，包括三个重要组份：

(a) 培训病人使其更加了解抽搐症和抽搐冲动。

(b) 培训病人在感觉到抽搐冲动时做出对抗行为

(c) 对日常活动做出改变，使其能够 帮助减轻抽搐症。

这其中很多策略在 TS 症状管理中已经得到普遍使用。许多 TS 成人患者称自己

发现了与 CBIT 类似的管理抽搐症的方法。CBIT 采用最有效的概念，并将这些

概念与帮助人们快速学习技能的策略相结合。

您如何学习 CBIT？
CBIT 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疗法，由理疗师每周执行一次。标准疗法是 10 周

内完成 8 次治疗，但可以根据病人或其家人的需求进行调整。CBIT 的第一

步是教导病人熟悉自身的抽搐症以及抽搐发作前他们感觉到的冲动。接下来向

病人教授在发现抽搐冲动或出现抽搐症状时可以采用的对抗反应。对抗反应是

使抽搐更难以完成的一种特殊行为或运动。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减轻，甚至在

某些情况下消除抽搐症。例如，存在频繁的清嗓抽搐症的患者会学习在出现抽

搐冲动时进行慢节奏的呼吸。摇头抽搐症可以使用收紧脖颈的方法加以控制。

患者会学习辨认冲动并收紧头部或颈部肌肉。 

某些环境、情况或反应可能引发甚至加重抽搐症。这时就需要进行功能性干预

(FI)。FI 的目标是识别加重抽搐症的日常情况，并且改变这些情况以降低抽搐

症发作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有些患者在做作业时或工作展示之前抽搐症发作

频率更高，那么他们会学习在这些情况之前或过程中如何管理压力。同样地，

久坐不动时抽搐症状发作频繁的患者可能会被鼓励在一天中的活动之间有规划

地休息。



我们一直被告知 TS 是神经系统
疾病而且抽搐症是不自主的。如果这种说法
正确，那么 CBIT 为何能奏效？

毫无疑问，抽搐症本质上是¬神经系统疾病。不过，抽搐症对于发生的环境也经

常是极度敏感的。每位 TS 患者都经历过抽搐症加重的情况。同样地，大多数 

TS 患者了解其他情况或活动可以帮助控制抽搐症。CBIT 试图帮助儿童和成人

熟悉自己并识别加重抽搐症的环境因素；教授营造更稳定、可预测、易于管理

的环境相关的技巧¬也十分重要。      

既然 CBIT 有效，这是否意味着 
TS 患者能够抑制抽搐症？

抽搐症患者往往能暂

时抑制抽搐症状，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

够一直控制抽搐症。

有意识的自主性抑制

会给人造成压力，通

常也很耗精费神、令

人沮丧甚至可能增

加应激性。CBIT 与
自主性抽搐抑制不

同。CBIT 为 TS 患
者提供了一套可用于

管理抽搐冲动或行为

的特殊技巧，无需有

意识地进行抑制。这

种疗法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并练习学习对抗反应。CBIT 鼓励患者练习与理疗

师共同开发的特殊对抗反应。以镇静而专注的方式执行的对抗反应能够减少抽

搐症状，使患者感觉更有控制力。    

我被告知要忽视孩子的抽搐症，因为让孩子更加意识到
抽搐症，病情反而会越严重。CBIT 会使抽搐症加重吗？

抽搐症在应激源的作用下会加重，例如在家里、学校或工作场所唤起对抽搐症的更

多注意。CBIT 的目标并非使儿童和成人患者加强自我意识，而是让他们更自我意

识到自己的抽搐症。由于 TS 患者的自我意识增强并了解了 TS 是什么，所以他

们通常很放松，感觉自己更有力量也更加自信——这些情绪均会减轻而非加重抽搐

症。在 CBIT 疗法中，培养自我意识的目标是有益的，能够帮助患者了解减轻或

加重抽搐症的因素。



我听说当 TS 患者尝试停止抽搐时，会加重其他的抽搐
症状或者在停止尝试之后造成抽搐症反弹。CBIT 不会引
起相同的问题吗？

CBIT 教授的并非有意识的自主性抑制，而是控制其他与抽搐不相容的行为，

直到抽搐冲动或抽搐症状减轻或消失的技巧。练习与¬抽搐不相容的行为并非

自主性抑制。研究表明 CBIT 使用的策略不会导致当前抽搐症加重或引发新的

抽搐症。更确切地说，新出现或加重的抽搐症是 TS 诊断的一部分，与疗法无

关，也并非 CBIT 的副作用。 

CBIT 不会导致对抗反应
成为新的抽搐症吗？

TS 患者普遍观察到他们会出现新的抽搐症，而旧症状会消失。这对于 TS 是
正常的。因此，患者有时担心做出对抗反应会成为新的抽搐症。幸运的是，没

有证据能够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并不常见，在研究中也

从未出现过。    

CBIT 对 TS 患者的效果如何？

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的大型多点研究表明超过半

数的 CBIT 疗法使用者的抽搐症严重程度显著减轻，功能行使能力增强。 

CBIT 疗法有时还能帮助患者消除所有抽搐和其他 TS 症状。CBIT 并不能治

愈 TS，而是帮助个人更好地管理抽搐症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  



每一位 TS 或抽搐症患者都适合使用 CBIT 疗法吗？

明白并非每个人都能从 CBIT 中获益非常重要。向未经治疗的 ADHD 儿童教

授这种技巧可能会更困难，因为儿童难以集中注意力、容易冲动且挫折容忍度

较低。同样地，任何其他阻碍参加治疗的精神或社会问题都可能导致 CBIT 疗
法¬更难以奏效。CBIT 可以在不治疗共病症状的情况下使用，但我们建议患者

在评估后解决共病症状。这些条件或症状可能会影响患者实践 CBIT 的能力。  

CBIT 易于操作吗？

CBIT 可能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技能和疗法，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任何新技能

一样，CBIT 奏效需要一定的努力和时间。随着时间推移，CBIT 会越来越容

易。

CBIT 应该作为一线疗法与药物共同使用吗？
如果我之前使用药物，可以停止使用吗？

这必须由您与适当的医疗保健医生共同决定。CBIT 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果

对于药物使用和副作用存在担忧，可以将 CBIT 用作一线疗法。不建议在实施 

CBIT 疗法之前停止或减少药物使用，除非患者的开方医生建议使用该策略。 

CBIT 疗法掌握之后会持续终生吗？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通过 CBIT 好转的参与者中，有 87% 的参与者在

治疗之后的 6 个月内情况良好。请记住，CBIT 并非一种治愈方法，而是一种

管理策略。患者可以学会一套管理技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可根据需要随时应

用。.

既然 CBIT 是一
种行为疗法，这
是否意味着孩子
出现抽搐症状时
我应该惩罚他，
没有出现抽搐时
应该奖励他？

30 多年以来，专

业人士都排斥使用

惩罚来解决任何问

题。CBIT 对抽搐症

不使用，也不提倡使

用惩罚措施；其做法

恰恰相反。惩罚出现抽搐症状或不抑制抽搐症状的儿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抽



搐症状而责骂儿童、提高嗓音或剥夺特权均是无益的，还有可能造成痛苦或加

重抽搐。因为孩子未出现抽搐症状而给予奖励同样也是无益的。 

帮助儿童了解 CBIT 的最大快乐之一，就是在他们真正掌握这种技巧并且抽搐

症状有所减轻时，分享他们的兴奋之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儿童练

习对抗反应，也希望家长奖励并支持孩子所做的努力（而非抽搐症减轻本身）

。CBIT 学起来可能有一定挑战，所以家长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以及练习 CBIT 
管理技巧时的积极反馈，在治疗早期能够为孩子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

如果我的孩子拒绝练习 CBIT，
我该怎么做？

我们有多少人总是做符合我们最佳利益的事——锻炼、合理饮食、保证良好的

睡眠质量等等？尝试一些新事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一些 TS 儿童患者可能

会在学习 CBIT 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认识到这对他们来说很难，帮助他们保持

乐观情绪，激励他们不断努力，这些都是家长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好的方法是

鼓励孩子练习 CBIT。 

帮助他人、教师、学校工作人员和雇主了解 CBIT 也十分有益，因为这样他们

可以为患者的努力提供支持，帮助创造和维护 CBIT 发挥最大效果所需的积极

环境。

我应该去哪里学习 
CBIT 疗法？

接受过培训的临床医师可以教

授 CBIT，包括心理学家、医

生、护士、社会工作者或其他

理疗师。与其他疗法一样，临

床医师的培训和技能对于结果至

关重要。我们建议仅由接受过

认知行为疗法原则培训并接受

过具体 CBIT 培训的理疗师来

提供治疗。不幸的是，目前接受

过 CBIT 培训的临床医师为数

不多。 

我们正努力在全国设立 CBIT 培训项目，为与 TS 患者及家人合作的专业人士

提供培训。在完成这些之前，接受过 CBIT 培训的理疗师缺乏的情况可能会持

续。一些¬未接受过 CBIT 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士会尝试此疗法，但需要明白的

是，他们的结果可能不会像接受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 CBIT 临床医师带来的结

果一样好。我们鼓励您谨慎选择理疗师并询问他们的 CBIT 培训情况。 



由于认识到接受过有关图雷特综合症 (TS) 
和抽搐障碍的治疗培训的行为理疗师存

在严重短缺，图雷特综合症协会建立了图

雷特综合症行为疗法机构 (TS-BTI)。该

项目由美国图雷特综合症协会行为科学学

会的会员开发，旨在帮助增加 CBIT 培
训理疗师的数量和可用性。我们的 TAA 
TS-BTI 机构教师定期在美国不同地点举

办培训项目。完成此项目和咨询会议后，

参与者会被列入由图雷特综合症协会维护

的 CBIT 理疗师推荐名单。欲详细了解

或申请参加 TS-BTI 项目，请发送电子邮

件至 Denise.Walker@tourette.org 或
致电 888-4TOURET，分机 222 联系 

Denise Walker。

总结

CBIT 是一种强大的技能，已经被证明能

够减轻抽搐症的严重程度，并反映出对于

环境如何塑造大脑的现代理解。图雷特综

合症协会和该协会的行为科学学会致力于

清晰地传达这种研究的意义，从而促进此

疗法得到¬正确而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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