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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所运用美国 Matrix干预模式的体会与思考 

孟怡然 ，张丽琼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昆明市 650228) 

【摘要】 本文介绍了针对合成毒品滥用者的美国Matrix干预模式的产生背景、特点、效果以及我所在强 

制隔离戒毒所初步尝试运用 Matrix模式后的反思，旨在为今后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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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effects of the Matrix intervention model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ynthetic drug abusers，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after our institute tried to use the 

Matrix model in compulsory isolation and detoxification center．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taffofthe relatedfiel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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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毒品的滥用问题在我国日趋严重。截至2016 

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0．5万名。全国登记在册 

的吸毒人员 中，滥用合成毒 品人员 151．5万名，占 

60 5％，滥用规模居所有毒品的首位，合成毒品使用人 

员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合成 

毒品滥用者都存在治疗需求，但目前国内机构治疗对象 

以治疗阿片类物质滥用者为主 嘲，针对合成毒品滥用者 

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及干预和治疗手段，相关的综合性 

心理行为干预模式研究也相对欠缺。 

1 国内针对海洛因和合成毒品滥用者干预治疗模 

式现状 

针对海洛因滥用者，肖杨 嘲等人运用动机一技能 一 

脱敏 一心理能量模式对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海洛因成瘾的 

98名男性学员进行干预对照研究，发现学员的抑郁情绪、 

毒品渴求度和冲动陛均有改善，且后续一年操守率较好 。 

但该模式还没有运用到合成毒品滥用者中的相关研究。 

国内针对合成毒品滥用者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合成毒品所致精神障碍、情绪障碍的对症治疗和个体 

心理干预上 f6]，这些干预措施对于滥用者的精神症状、 

认知和情绪有一定改善效果；另外还有以特殊方法为基 

础的干预，如音乐治疗 口】、汉式团体心理咨询 】、团体 

辅导加运动 [91、太极康复操 哪等，对于滥用者的身心 

康复、情绪改善也有一定帮助。一些文献指出，针对合 

成毒品滥用者，心理行为干预的方式应该更加多元化， 

尤其要注重动员滥用者家庭、社会支持的力量，才能促 

使其更好地康复并回归社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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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trix模式简介 

Matrix模式源于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加州等地 

区可卡因成瘾较为严重的时期 n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 

断积累，针对可卡因、甲基苯丙胺等兴奋剂滥用者， 

可以精准归纳出实证疗效、易于操作、涵盖内容全面 

的治疗方法体系也随之诞生。这是一套以临床实证为 

基础的，整合了认知行为治疗、预防复吸技术、动机 

强化治疗、心理教育、家庭治疗、12步骤法等的系列 

治疗项 目。 

从治疗体系来划分，该模式可以分为团体治疗 (团 

体类型包括早期康复技能、预防复吸、家庭教育和社会 

支持)以及个体，家庭治疗，这些项 目集中在 16周之内， 

同时伴随每周一次的尿检来监控病人的药物使用情况， 

表 1 治疗日程范例表 

详见表 1。 

从内容上看，早期康复技能团体主题主要有 8个： 

停止恶性循环、学会辨识内外部触发点、介绍 12步骤 

法或互助小组活动、康复中身体的化学变化、早期康复 

中的常见挑战、情绪，想法和行为、12步骤法的优势。 

预防复吸团体主题包括 32个，涵盖了滥用者在康复过 

程中与其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且往往会遇到的问题，如 

酒精使用、情绪触发点、康复的动机、工作与娱乐、人 

际关系与信任等。 

3 Matrix模式特点 

3．1 治疗频率密集 。强度大 

参与者在 16周的治疗计划中，每周有三天全天时 

间都需要参与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团体治疗，必要时还会 

穿插有个体治疗 ，评估和家庭治疗。 

3-2 指南详细，高度结构化，可操作性强 

目前 Matrix模式的干预指南相关书籍已由美国物 

质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SAMHSA)出版，国内还 

没有中文译版。指南对每一次个体干预、团体干预的主 

题以及操作流程都做详细说明，新手咨询师易于操作。 

3．3 干预形式多元化，从不同方面给予滥用者支持。 

治疗过程注重使滥用者更好地回归社会和正常生活 

Mathx模式书籍包含了针对咨询师、兴奋剂滥用 

者和滥用者家人的指导手册，以及专门针对女性兴奋剂 

滥用者的指南，目的在于让滥用者尽可能多通过不同渠 

道获取支持。 

4 Matrix模式效果 

从 1985年起，有关Matrix的疗效评估研究已经跨越 

近三十年[14】。目前包括美国、西班牙、南非、新西兰、日本、 

泰国 在内的21个国家已有该模式的培训和认证项 

目。许多研究已证明，Matrix模式的参与者在使用药物和 

酒精方面有统计学意义的减少，心理指标得到改善，与 

HIV传播相关的高危性行为也有所降低 ；对比参与常 

规住院治疗、普通门诊治疗项目的滥用者，其康复的状 

况更好，复吸率更低 [1510但也有研究指出Matrix模式在 

一 些收入水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实证运 

用研究非常欠缺 『1q；另外对于缺乏各种资源支持的病人 

来说，他们很难长期留在该治疗模式中[15]0目前国内尚 

未出现运用Matrix模式针对合成毒品滥用者的系统研究。 

5 在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所运用 Matrix模式的体会 

与思考 

基于对该模式国外运用的经验总结和对其系列干 

预书籍的翻译，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尝试性地选 

取该模式中的团体心理咨询部分并多次运用到强制隔离 

戒毒所合成毒品滥用者的团体心理咨询中，结合开展团 

体的实际情况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5．1 团体心理咨询学员筛选、评估与主题选取 

在开展团体之前，明确团体目标和排除标准，并通 

过Matrix干预手册中的初始评估 (包括学员基本状况、 

个体定位、治疗期待等涞 了解该学员是否适合参与团体。 

并从手册中选取并制定详细的每次团体主题。可根据戒 

毒所学员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来从干预指南中选 

取每一次的主题，如针对初入所学员可选取早期康复技 

能团体中的停止恶性循环、康复中身体的化学变化等内 

容；针对即将出所学员可选取预防复吸团体中的情绪触 

发点、人际关系与信任等内容。选取贴近学员需要的主题 

能增强团体动力，对学员解决自身问题、促进康复也更有 

帮助。对于手册中涉及到不太适合国内滥用者文化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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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讨论精神信仰、性与康复等，则不作为团体主题。 

5．2 团体心理咨询的流程 

(1)回顾上次的主题和内容，团体暖场； (2) 

咨询师引出本次团体讨论的主题，对特殊概念做出解释 

(3)成员分享与主题相关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或进行 

一 些小练习； (4)成员完成主题相关的评估量表或阅 

读书面资料； (5)布置家庭作业，咨询师提前告知或 

由成员共同提出下一次团体主题； (6)团体结束，咨 

询师根据手册做出团体整体评估和成员个体评估。 

5．3 团体心理咨询运用的思考 

Matrix模式融合了认知行为治疗、预防复吸技术、 

动机强化治疗 、心理教育、家庭治疗、12步骤法等多 

种方法，除去家庭治疗、12步骤法、每周尿检等在戒 

毒所内不适用的项目，其他方式均有在戒毒所内实施的 

可能。对于在所内的学员可以分阶段 (初入所、早期康 

复、即将出所)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团体心理干预，并 

视学员需求情况结合个体干预，出所后继续追踪其康复 

情况，进一步巩固干预效果。 

6 小结 

目前，我国学者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团体心理 

干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对提高强制戒毒人员的心理 

健康水平，更有地戒除毒瘾、减少复吸率、帮助其回归 

社会有积极的意义[I2]0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如团体心理干预方法虽然多样，但以大量实证研究为基 

础，用系统的模式、结构完善且可操作性强的指南来指 

导干预的并不多。 

作为一种强化治疗模式，Matrix模式中虽然有讨 

论精神生活与信仰意义、性与康复等可能不适用于国内 

滥用者的话题或形式，且密集的治疗频率可能会影响到 

滥用者的正常生活，但它的核心在于帮助病人建立康复 

的积极认知，重塑良好的生活模式，习得个体化的危机 

应对方式，并获取多方面的支持系统。其系统完善，可 

操作性强的指南在强制戒毒所合成毒品滥用者中的运用 

也具备可能性。本文通过介绍 Matrix模式和运用体会， 

旨在为今后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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