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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在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心理及社会功能康复方

面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纳入研究的 80 名戒毒康复人员随机分配入干预组（n ＝

40）和对照组（n ＝ 40）。干预组接受萨提亚与情绪取向家庭治疗（共 8 次，每次 2.5 小时），对照组接受

认知行为干预。干预前后采用激惹及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戒毒信心量表和新型毒品依

赖患者社会适应评估量表进行测量。采用协方差分析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接受干预后，干预组的

抑郁分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P ＝ 0.013），正性情绪分量表（P ＝ 0.007）、戒毒信心量表（P ＝ 0.001）和新

型毒品依赖患者社会适应评估量表（P ＝ 0.004）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结论：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

庭治疗可有效改善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的抑郁症状，强化其正性情绪，提高其戒毒信心和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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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a comprehensive family intervention program, which based on the Satir model 

and 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on improving mental and social function in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ando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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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是一种具有高成瘾性的中枢神经系统

兴奋剂，也是目前我国吸毒人员主要滥用的非法物质之

一。甲基苯丙胺的滥用和依赖不仅危害个体身心健康，

也严重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随着禁毒工作

的持续推进，以甲基苯丙胺为代表的合成毒品滥用增长

趋势已得到一定的控制。然而，在 2017 年全国查获的

53.2 万复吸人次中，合成毒品滥用者仍高达 60.1%[1]。

如何有效降低戒毒患者出所后的高复吸率，仍然是目前

戒毒矫治工作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强制隔离戒毒是我国戒毒工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

分，也是国内开展戒毒矫治及复吸预防工作的重要战线
[2]。近年来，湖北省戒毒系统以“三期一延伸”为主线、“五

个重建”为核心，探索构建了“351 戒毒模式”，在戒

毒患者的复吸预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4]。根据“351

戒毒模式”的理论构念，复吸行为与生理、心理、家庭

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3-4]；在患者完成急性脱毒

和心理康复之后，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便成为其戒毒成

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5]。因此，在戒毒患者处于回归准备

期时，应通过家庭治疗等干预技术帮助其重建自身与家

庭和社会的正常心理联结，进而促使其保持操守。

在当前国内外所普遍采用的家庭治疗技术中，萨提

亚家庭治疗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6]。该模式以人

本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家庭系统为干预对象，旨在改善

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提高家庭成员的自我价值感
[7]。目前，已有研究者将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应用于国

内的毒品依赖人群，在提升患者的内在自我价值感、缓

解精神病理症状等方面均报告出一定的治疗效果 [8-9]。

因此，我们拟将萨提亚治疗模式作为戒毒患者回归准备

期的主要干预方案。此外，考虑到戒毒患者不成熟的防

御机制 [10-11]，以及外部支持系统的长期缺乏 [12]，其内

在情绪可能很难得到合理的表达和有效的处理；而这些

长期未得到有效处理的内在情绪又可能会对其自我评价

以及家庭关系产生影响。鉴于此，在萨提亚家庭治疗模

式的基础上，我们拟进一步引入情绪取向治疗技术，以

帮助患者改善情绪表达，重塑积极的情绪体验。相关研

究表明，情绪取向治疗作为一种以情绪为中心的治疗技

术，在婚姻家庭关系、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方面均

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13]。因此，我们认为，将萨提亚家

庭治疗模式与情绪取向治疗技术进行有机整合，可以进

一步提升针对戒毒患者所开展的家庭干预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旨在有机整合萨提亚治疗模式和

情绪取向治疗技术，构建一套有针对性的综合家庭干预方

案，并评价其在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期

为针对国内戒毒患者所开展的家庭干预工作提供参考。本

研究假设，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可以改

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其戒毒信心和社会适应功能。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湖北省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中的

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纳入标准：① 在进入戒毒机构

前以甲基苯丙胺（麻果、冰毒等）为主要滥用物质，符

合 ICD-10 依赖综合征诊断标准；② 18 ～ 55 岁，武汉

市居民；③ 无其他生理或心理的严重疾患；④ 具有接

受团体辅导的耐心和意愿，具有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能力

和意愿，具有参与家庭治疗的意愿；⑤ 在回归社会后

有共同居住的家人，且家人愿意一同参加心理辅导活

动；⑥ 患者及其家人愿意提供联系方式，且愿意在患

者出所后接受随访；⑦ 剩余强戒期 1 ～ 2 个月。根据

纳入标准，本研究在武汉市 2 所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中招

controlled trial, in which 80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a treatment group(n ＝ 40) or a control 

group(n ＝ 40). Participa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the Satir family therapy and 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8 times, 2.5 h per 

time) , while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he Irretabilit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ale(IDA),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Drug Abstainers’ Refraining Self-Confidence Scale(DARCS) , and Social Adaptation 

Rating Scale for New-type Drug Users(SARS-NDU) were used respectively at baseline and post-treatment. A series of analyses of 

covarianc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Results: For participa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scores of the Depression 

subscale of IDA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post-treatment, whereas scores of the Positive Emotion subscale of PANAS, 

DARCS, and SARS-NDU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family 

intervention program, which based on the Satir model and 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could attenuate the drug addicts’ depressive 

symptoms, enhance their positive emotions, and increase their levels of self-confiden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Key words] methamphetamine; drug dependence; the Satir model; 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depression; emotion; 

confidence; soc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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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80 名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入干预

组（n ＝ 40）和对照组（n ＝ 40）。其中，干预组和对

照组分别有 4 和 5 人未在接受干预后提供有效评估问卷，

因此在纳入分析时予以剔除。最终纳入分析的研究对象

共 71 人。纳入分析与未纳入分析者的基线特征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本次研究的流程见图 1。

1.2　干预内容
对照组接受基础干预，即认知行为干预（戒毒技能、

情绪技能、生活技能）授课 3 学时。干预组在 3 学时基

础干预的基础上，接受为期 4 周的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

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共 8 次，每周 2 次，每次 2.5 小时），

其亲属接受为期 2 天的帮教技能授课（共 2 次，每天 1 次，

每次 2.5 小时）。本次干预方案已获湖北省婚姻家庭研

究会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进行

预注册（注册号：ChiCTR1800020156）。干预开始前已

获得所有研究对象签署的书面知情同意。基于萨提亚和

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方案详见表 1。

图 1　研究流程图

表 1　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方案
内容 目标

A. 对学员进行的干预 用于干预组学员的团体家庭治疗，使他们能够获得家庭支持及正能量

1. 建立关系、认识自我资源、提升自尊

为建立团体成员之间、成员与团体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开展一系列团队建设活动，最终形成相互信任、合作的

团体氛围；通过曼陀罗的一系列活动记住自己的八大资源及认识到吸毒导致的资源破坏、戒毒带来的资源恢复，

懂得珍惜自己的资源，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提升自尊

2. 觉察自我和家人的需求及内在“冰山” 使团体成员能够从横向和纵向角度深层次地理解家人的所思、所想、感受和行为方式

3. 家庭问题六成分分析
帮助成员分析过去导致复吸的家庭矛盾、在矛盾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自己和家人的心路历程；帮助其消除过去矛

盾留下的残余阴影、转变对收集到的信息的解释、采取积极的防御机制和规则，预防家庭矛盾

4. 生存姿态及转化，建立家庭沟通新模式

让戒毒学员意识到以往自己和家庭成员所采用的生存姿态（例如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打岔型或表里一

致型）；通过团体辅导中的练习，帮助戒毒学员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将不一致的沟通模式转化成一致型沟通模式；

通过练习和角色扮演掌握一致型沟通模式，在练习中理解家人，化解以往的家庭矛盾

5. 家庭关系修复（小物件家排）
让戒毒学员选择自己喜欢的物件，并以此为中介，代替家人觉察彼此的感受，进行沟通，化解家庭矛盾，修复

关系，加强心理联结，获得亲情联结所带来的家庭支持的正能量

6. 情绪取向治疗（1）：认识爱与依附关系

让学员从科学的角度了解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情感是如何失去联结的？失去情感联结对一个人的发展又有

什么影响？以此增加他们对自己成瘾的深度理解，缓解自身的罪恶感、愧疚和自责；帮助他们理解关系变得淡漠、

疏远甚至破裂的原因

7. 情绪取向治疗（2）：找到关系中的痛点
带领学员由表及里，认识关系中的“痛处”，找到“痛处”背后的感受和意义，理解这些“痛处”对个人和关

系的影响

8. 情绪取向治疗（3）：情感的投入与联结 让学员学会用“可亲、回应、投入”的联结质量来重建伴侣和家人间断裂的情感通道

B. 对亲属进行的干预 用于对干预组亲属的授课，正确帮教学员，给学员提供正能量

1. 家人如何帮助学员提升戒毒动机
用科学的方法激发学员的戒毒动机，改变说教式、唠叨式管教方式，减少学员的抵触情绪，让学员乐意接受家

庭关于戒毒的教育

2. 家人如何帮助学员管控毒品
根据复吸事件链条，预防复吸事件链条的发生，针对苗头逐个事件科学管控，将复吸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止复

吸事件链条的发展

3. 家庭关系和谐技能
了解自己和学员的心理需求和内在冰山，分析家庭矛盾与复吸的关系，学会一致型沟通技术，预防和化解与学

员的矛盾，与学员加强亲情联结

4. 家庭关系成长技能 了解家庭关系质量与成瘾的关系，认识爱与依附的重要性，挖掘关系中的痛处，学会情感的投入与联结的对话方式

C. 基础干预 用于预防和控制复吸事件的发生与发展

1. 戒毒技能 学会预防和控制渴求与借口，学会拒绝技能，认识和改变貌似无关决定，学会制订通用计划

2. 情绪技能
认识情绪发展和心理成长的基本规律，学会在震惊、讨价还价、愤怒、失落期的情绪中调节，学会通过接受事

实来转弯子，制订新计划并付诸行动

3. 生活技能
认识沟通与家庭和谐的关系，认识时间、金钱管理、解决问题和压力的关系；学会沟通技能、时间、金钱管理

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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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工具
本研究采用以下心理测试量表对干预效果进行

评价：① 激惹、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Irritabilit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ale，IDA）[14]；② 正性负性情

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15]； 

③ 戒 毒 信 心 量 表（Drug Abstainers’ Refraining Self-

Confidence Scale，DARCS）[16]；④ 新型毒品依赖患者

社会适应评估量表（Social Adaptation Rating Scale for 

New-type Drug Users，SARS-NDU）[17]。

1.4　统计方法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差异采用 t 检验、Fisher 确切

概率检验或 Wilcoxon 秩和检验进行比较。经检验，所

有量表得分均满足正态性、方差齐性、线性相关性和平

行性，因此采用协方差分析对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后的

各量表得分进行比较。所有数据均采用 SAS 9.4 软件进

行分析处理，检验水准设置为双侧 α ＝ 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比较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见表 2。分析结果显示，两组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明两组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分布均衡。

2.2　研究对象干预前后的各量表得分比较
分别以干预前的各量表得分为协变量，组别为自变

量，干预后的各量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在校正了干预前的各量表得分后，两组患

者的 IDA 抑郁分量表（P=0.013）、PANAS 正性情绪分

量 表（P=0.007）、DARCS（P=0.001） 和 SARS-NDU

（P=0.004）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患者的

IDA 焦虑（P=0.104）、内向激惹（P=0.588）和外向激

惹分量表（P=0.187）、PANAS 负性情绪分量表（P=0.868）

得分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 2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比较

基线特征
干预组

（n ＝ 36）
对照组

（n ＝ 35）
t 或 
Z 值

P 值

年龄（X±S，岁） 35.2±8.2 37.4±8.2 1.12 0.267

性别 [n（%）] 0.02 0.893

　男 20（55.6） 20（57.1）

　女 16（44.4） 15（42.9）

文化程度 [n（%）]* 0.372

　小学及小学以下 5（13.9） 4（11.4）

　初中 18（50.0） 24（68.6）

　高中或中专 7（19.4） 5（14.3）

　大专及大专以上 6（16.7） 2（5.7）

婚姻状况 [n（%）]* 0.930

　未婚 16（44.4） 15（42.9）

　同居 1（2.8） 0（0.0）

　已婚 11（30.6） 10（28.6）

　离异或丧偶 8（22.2） 10（28.6）

入所前职业 [n（%）]* 0.657

　全职 6（16.7） 6（17.1）

　兼职或临时工 6（16.7） 3（8.6）

　无业 24（66.7） 26（74.3）

平均月收入（median, 元）# 2 000.0 2 000.0 0.42 0.676

毒品使用时长（X±S，年） 8.7±4.6 11.0±6.1 1.77 0.081

毒品使用频率（X±S，天 /周） 4.8±2.1 4.6±2.1 0.30 0.768

注：*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Wilcoxon 秩和检验。

表 3　研究对象干预前后的各量表得分及协方差分析结果（X±S）
干预组（n ＝ 36） 对照组（n ＝ 35）

F 值 P 值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IDA 得分

抑郁分量表得分 4.53±1.93 3.36±2.10 4.94±1.88 4.66±2.10 6.46 0.013

焦虑分量表得分 4.22±2.47 3.50±2.58 4.66±2.51 4.54±2.23 2.72 0.104

内向激惹分量表得分 2.56±2.16 2.50±1.93 2.51±1.79 2.71±2.27 0.30 0.588

外向激惹分量表得分 3.58±1.92 3.28±1.91 3.29±1.89 3.66±1.83 1.78 0.187

PANAS 得分

正性情绪分量表得分 28.22±8.09 31.72±7.09 29.43±5.61 28.97±5.13 7.68 0.007

负性情绪分量表得分 19.97±6.46 21.50±7.81 19.29±5.15 20.89±5.86 0.03 0.868

DARCS 得分 74.75±10.35 79.86±10.19 74.37±11.19 72.23±12.82 13.17 0.001

SARS-NDU 得分 4.85±0.92 5.60±0.92 5.21±0.80 5.23±0.89 9.11 0.004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

疗方案，对处于回归准备期的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进行

干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 IDA

抑郁分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PANAS 正性情绪分量表、

DARCS 和 SARS-NDU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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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可有效缓解患者

的抑郁症状，强化其正性情绪，提高其戒毒信心和社会

适应水平。这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干预方案系将萨提亚治疗模式

和情绪取向治疗技术进行有机整合所形成的一套针对回

归准备期戒毒患者的综合家庭干预方案。其中，萨提亚

治疗模式注重对个体的内部资源进行整合，引导个体觉

察自身内在深层次的自我价值感 [7]，在国内毒品依赖患

者中已报告有一定的应用效果 [8-9]。虽然目前仍未见将

情绪取向治疗应用于国内成瘾人群的研究报告，但相关

研究业已表明，情绪取向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来访者的家

庭关系不良、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 [13]，且干

预效果相对更为有效且持久 [18]。因此，我们推测，本

次干预方案对萨提亚治疗模式和情绪取向治疗两者的综

合应用，可能是本研究取得良好干预效果的原因所在。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萨提亚治疗模式和情绪取向治

疗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状况 [8，13]。本次研究也发现

了同样的干预效果，即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

庭治疗可缓解甲基苯丙胺患者的抑郁症状。鉴于国内强

制隔离戒毒患者往往会因负性生活事件、外部支持系统

缺乏、拘禁反应等因素而出现抑郁症状 [19-20]，我们认为

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在针对国内强制

隔离戒毒患者的干预工作方面将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和

前景。本次研究还发现，该综合家庭治疗也可缓解患者

的焦虑和激惹症状，但组别效应并无统计学意义，这可

能是由于样本含量不足而使检验效能降低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

庭治疗可使患者的正性情绪得到强化。这可能是由于萨提

亚治疗模式和情绪取向治疗都可增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
[21-22]。然而，本次研究并未发现干预组患者的负性情绪有

所减少，这可能与情绪取向治疗所采取的特殊的情绪调节

方式有关。在情绪取向治疗中，情绪调节的目的在于帮助

个体进行自我强化，增强其正性情绪。情绪取向治疗并非

采用宣泄、抑制等方式处理负性情绪，而是对适应不良的

负性情绪进行“转换性加工”（例如采用适应性的悲伤情

绪替代适应不良的愤怒情绪）[22]。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

用 PANAS 对情绪干预效果进行评价，但该量表的条目仅

为描述情绪体验的形容词，因而可能无法区分患者所具有

的负性情绪是否适应不良。因此，这一评价工具的局限性

可能影响本研究在负性情绪改变方面的准确评估。

本研究还发现，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向的综合家庭

治疗有效提升了患者的戒毒信心，这可能与患者的内、外

部支持系统均得到改善有关。自信属于人格中的自我系统，

是个体对自身的肯定程度，是对自身能力和价值进行正向

认知与评价的一种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相对独特的

性质 [23]。在物质滥用领域，戒毒信心可认为是患者对于

自身远离毒品的能力与资源的信念感 [16]。对于戒毒患者

而言，长期经历戒毒失败、家庭变故等负性生活事件往往

容易使其对自身成功戒毒的能力和资源作出消极的评价。

本次研究所应用的萨提亚治疗模式和情绪取向治疗技术

不仅在个体内部层面提升了患者的内在自我价值感，使其

重塑积极的情绪体验，进而提高其对自我能力和资源的正

面评价；同时也帮助患者学会了如何从外部系统（如家庭

及其成员）中获取支持。这对于提高患者的戒毒信心而言

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在接受团体干预的过程中，治疗

团体即为每位患者营造出了包容和支持的外部环境，患者

可以在治疗团体中体验到接纳和尊重，这也同样为患者提

供了良好的内、外部支持系统。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干预组患者的社会适应

能力得到了提升。这也同样可能是在患者的内、外部支持

系统均得到改善的基础上所呈现出的良好干预效果。对于

戒毒患者而言，社会适应的过程体现在其是否能够主动接

受家庭和社会的监督和帮扶，重新融入正常的家庭和社会

环境 [24]。本次干预方案中所采用的萨提亚治疗模式可有

效帮助患者改善沟通模式、修复家庭关系，这有助于患者

获取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并主动接受来自于家庭和社

会的监督和帮扶，进而实现良好的社会适应。

本次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仅

在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中进行初步探索，因此在其他毒品

成瘾人群中的应用效果仍有待检验；其次，本次研究的干

预对象均为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患者，因此未来仍需对接

受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患者进行干预研究，

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推性；最后，本次研究的观察时间较

短，仅报告了短期干预的效果，对于该方案的长期干预效

果，尤其是患者在回归社会之后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状况、

复吸状况等均有待开展随访研究以进行观察。

总之，本次研究以萨提亚治疗模式和情绪取向治疗

为基础，以处于回归准备期的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为干

预对象，构建了一套综合家庭干预方案。在初步开展的

探索性干预研究中，该方案展现出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为戒毒患者的戒毒矫治工作提供了参考。鉴于本研究所

展示的良好干预效果，我们认为，基于萨提亚和情绪取

向的综合家庭治疗在帮助患者预防复吸、保持操守方面

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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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手术、烧伤后也偶尔可以发生溃疡穿孔。胃、十二

指肠穿孔患者中 80%~90% 有溃疡病史，症状多在 1 年

以上，在发生穿孔前常自觉溃疡症状复发或加重，发

生穿孔后，症状很剧烈，疼痛性质明显、腹部体征也

很特殊，压痛、反跳痛、肌紧张（板状腹）。因此大

多数患者能早期就诊。10%~20% 的患者没有溃疡病

史，或仅有很短期的症状，这些也可能发生急性溃疡 

穿孔。

该患者反复使用海洛因长达 24 年，患者既往无

腹部疼痛或其他不适症状；也无急性胃穿孔明显诱

因。由此推断该患者存在因海洛因的镇痛 [2-5] 作用掩

盖了既往消化道溃疡症状的可能性。提示在戒毒临床

工作中，对那些长期海洛因依赖患者，既使他们没有

胃溃疡病史、也无腹部疼痛症状的患者，临床医护

人员都应该密切观察腹部体征和完善辅助检查以免 

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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