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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应对方式与冲动控制相关性研究★

盛鑫1，杭荣华p+，叶明全1，王士梅2，王同利2

(1．皖南医学院，安徽省芜湖市241002；

2．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徽省淮南市232000)

【摘要】 目的：研究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应对方式与冲动控制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现场研究的方法

对淮南市符合入组标准的63名MHT患者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Barratt冲动量表进行施测。结果：简易

应对方式量表总分均分=27．29±10．54；Barratt冲动量表总分均分=60．62±10．37；两表总分均分相关系数

，1=0．54，呈中等水平正相关。结论：卜1MT患者的应对方式与其冲动控制水平存在相关性，消极的、不适切的

应对方式可能增加患者冲动性觅药、偷吸行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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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b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铆een the coping style and impulse contr01 of methadone

maintains仃ea缸nent’s patients．Methods：A丘eld study was used to measure 63】ⅥMT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of entry group by using the simple coping st)，le scale and the Ballratt impulse scale in

Huainan．Results：The responses of MMT patients were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impulse control in

general(F O．54)．Conclusion：The correlation be觚een MMT patients’coping style and inlpulse con仃ol

level．Negative and in印propriate coping s够les will increase the patient’s impulsiVe dmg seeking，stealing

and reduce the compliance of the treatment．We should increase the guidance of the coping s够le in the

patient’s 1ife and improVe the cornpliance in the course of treatIllent．

【Key words】methadone maintains臼．eatment；coping st)rle；impulse control

美沙酮(methadone)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代替

吗啡镇痛的阿片类镇痛药被研制和合成的，后经过研究

发现美沙酮可有效地控制海洛因依赖的戒断症状并被

广泛用于海洛因依赖型的脱毒治疗。美沙酮维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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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是以医学一心

理一社会的模式为基础，通过美沙酮代替海洛因类毒品

进行维持，并能减少患者高危行为及恢复其社会功能的

一种综合性治疗方法川。

通过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和冲动控制

是影响MMT患者服药依从性和康复水平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通过对MMT患者进行量表施测，探究MMT患

者在应对方式与冲动控制间有无相关性、相关程度如

何，为今后开展MMT患者心理干预工作提供重要的参

考，并为改进门诊服务、规范管理、促进监督提供意见

和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现场研究的方法，纳入标准患者均为符合

“2006年滥用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

作方案”国家工作组制定的入组标准。研究现场纳入

77人，实际有效63人，量表有效率8l％。

1．2排除标准

无法提供知情同意，不能进行配合调查的患者；

有重大精神疾病和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

1．3研究工具

1．3．1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解亚宁等人(1998)【21结合

我国文化的特点，将国外应对方式量表简化修改编制而

成。量表采用4级评分法，由20个条目组成，涉及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全量

表cmnbach’s口系数为o．90，符合本次研究的要求。

1．3．2 Barratt冲动量表

Ba玎att冲动量表由美国学者Barratt于1959年制

定，并经修改至第11版。国内版本由周亮、肖水源等

人(2006)口1翻译修订，全表包括26个条目，涉及注

意力冲动性、运动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三个维度。全

量表cmnbach’s口系数为0．76，符合本次研究的要求。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双轨录入数据，采用sPssl8．0工

具对数据进行spea咖an相关检验，检验水准口=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63人，男性45人、女性18人，男女比

例l：0．4；平均年龄39．5岁，最小28岁、最大52岁；

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居多(33人，占52．4％)；调查对

象吸毒年限集中在5～10年(25人，占39．7％)，最

长吸毒史报告22年，最短4个月；接受美沙酮维持治

疗时间多在2～5年(27人，占42．8％)，最近人组接

受治疗对象治疗时间为3个月。

2．2简易应对方式量表、Barr酣冲动量表得分及相

关性结果

调查对象的应对方式量表总分均分为27．29分，

应对倾向均分为0．21分；Bamtt冲动量表总分均分为

20．60分。详见表1：

表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与Barratl冲动量表得分

调查对象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与Bamtt冲动量表

总分上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其中积极应对与运动冲动

性、注意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均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详见表2、表3：

表2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与Ba丌锄冲动量表总分相关性结果

表3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与Bar限tt冲动量表各因素间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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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我国MMT相关研究范围涉及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药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包含个体、

家庭和社会多个层次。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应

对方式和冲动控制在MMT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重建心

理健康的过程有显著的影响作用【4一”。

药物成瘾人群的冲动控制较一般常模群体较差，

表现出高冲动、低可控的特征。患者绝大多数具有容忍

性差、易冲动、情绪波动性大等个性特点，高冲动性个

体可以从吸毒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满足，且高冲动性个体

更容易沉迷于寻求毒品的行动中去哆】，同时，吸毒行为

影响了个体的冲动性，更易使个体陷入冲动一觅药一再

冲动的恶性循环中。研究者【9’10】对海洛因依赖者冲动

性特质进行测量的结果显示，海洛因依赖者在冲动性总

分和冲动型三个维度：注意冲动性、运动冲动性、无计

划冲动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其表现出不

加控制的吸食药物且不考虑长期的严重后果注重眼前的

享乐。研究还发现，未接受MMT的患者在总冲动性和

冲动型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接受MMT的患者。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MMT患者的应对方式与冲动

控制水平在总体情况上呈中等水平相关。积极应对与冲

动性三个因素均呈中等程度正相关，消极应对、应对倾

向对冲动性三个因素呈弱相关。在应对倾向中，运动冲

动性与其相关性程度最高。

综合研究结果来看，提示相关人员在今后的门诊

MMT患者管理过程中不仅要加强患者社会一心理水平

的康复工作，保证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心理功能的发

展朝着全面、健康的方向，更需要加强监管和积极引导，

减少患者因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正确的引导而导致“群体

复吸”“冲动性觅药”等行为的发生。

由于海洛因成瘾患者具有高警觉性和回避性，使

进行现场研究时配合难度大，目标对象配合度不高，样

本总量不足，虽研究结果与全国学者研究相一致，但未

能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得出应对方式与冲动控制间的主次

关系。研究过程中未能发现与国内其他学者研究相不同

的特性，示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需要继续增大样本含

量，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找寻相关性

结果内各个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明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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