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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干预对提高美沙酮维持治疗者
合适剂量和治疗依从性效果的研究
张波

杨丽萍 王华

【摘要】 目的

姬红瑞

徐艳

闻泽

李瑜

李建华

王常合

探讨心理咨询干预措施对提高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MMT）者的美沙酮治

疗剂量以降低尿吗啡检测阳性率、减少毒品使用和增加治疗依从性的效果。方法

在 16 个社区

MMT 门诊招募近 12 周尿吗啡检测至少有 1 次阳性记录的治疗人员，由医务人员进行每 2 周 1 次、
同伴教育员每 1 周 1 次的心理咨询干预，干预时间 12 周，记录研究对象干预前和干预期 12 周内尿
吗啡检测、日均服用美沙酮剂量和服药天数，比较干预前和干预期间的变化。结果

共对 492 名

研究对象实施了干预，3 项指标均有明显的变化：尿吗啡检测阳性率从干预前的 50.1%下降低到
干预期间的 27.1%，平均日服用美沙酮剂量从干预前 1 周的 63.0 mg 增加到 72.6 mg，12 周内服用
美沙酮的天数从干预前的人均 69.4 d 增加到干预期间的人均 73.9 d。 结论

强化咨询干预措施

对于减少参加 MMT 海洛因成瘾者治疗期间偷吸毒品，增加其服用美沙酮剂量，提高治疗依从性
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海洛因依赖；美沙酮维持治疗；心理咨询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on increasing methadone dosage and reducing
heroin use among patients receiving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Zhang Bo1，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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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learn about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heroin use，increasing methadone dosage and improving compliance rate of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 Methods Subjects who had had at least one positive result for
regular urine morphine tests during the past three months were recruited from 16 MMT clinics. During
the three-month intervention period，the subjects received regula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rovided
by doctors （once every other week） and peer education （once a week）. Positive rates of urine
morphine tests，average days receiving MMT during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during
the intervention，and average daily dosage of methadone during the last week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during the last week of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conducted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492 patients receiving MMT were survey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ositive rates
for urine morphine tests，average daily dosage，and average days on MMT before and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e positive rate for urine morphine tests dropped from 50.1% to 27.1%；the
average daily dosage of methadone increased from 63.0 mg to 72.6 mg；the average days receiving
MMT increased from 69.4 days to 73.9 days. Conclusion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w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heroin use，increasing methadone dosage and improving
compliance rate of MMT among patients receiving MMT.
【Key words】 Heroin addict；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应

用最广泛的治疗阿片类物质成瘾的方法，其主要做
法就是对海洛因成瘾者进行合适剂量美沙酮治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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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维持。合适的剂量对于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出
于各种原因，接受治疗的海洛因成瘾者可能会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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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期间使用海洛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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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剂量不足［1-5］，因此，足剂量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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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一。对于参加 MMT 期间有偷吸毒品行为的海

束时每个研究对象共计有 6 次标准化程序的医生

洛因成瘾者，提高其治疗剂量是减少偷吸毒品的重

干预。内容分别为：美沙酮基本知识及对海洛因成

要措施。

瘾的治疗作用；足剂量维持治疗的判断标准及剂量

MMT 是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的

调整的方法；合适的剂量对治疗的重要性；MMT 与

治疗方法，其中心理咨询干预对于减少治疗过程中

戒毒治疗的区别；偷吸毒品的危害及减少偷吸的方

负面事件（偷吸毒品、依从性差等）的产生具有一定

法；MMT 中常见的问题及应对方法。②同伴教育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Miller 建立了动机

心理咨询干预：同伴教育员对每个干预对象进行每

的效果

［6-7］

强 化 理 论 并 运 用 于 临 床 实 践 中 ，80 年 代 初 期 ，

周 1 次一对一、面对面的强化咨询干预，为期 12 周，

DiClemente 将动机强化理论用作治疗成瘾性疾病。

项目结束时每个研究对象共计有 12 次同伴干预。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动机强化访谈法能够有效

干预内容有 6 项，
每 2 周重复干预 1 项。6 项干预内容

的帮助毒品使用者退出毒品使用或者是减少毒品的

包括：如何正确认识 MMT；如何判断是否“吃饱”
（足

使用。动机强化访谈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剂量）；足剂量维持治疗的重要性；MMT 期间的注意

MI）是一种协作的对话风格，目的是为了强化一个

事项；
预防偷吸毒品的方法；
艾滋病基本知识及 HIV/

人对自己改变的动机和承诺；激活自身关于改变的

AIDS 的区别。

动机和资源的方法，以人为中心，重在解决改变矛

干预维持 12 周，期间每 2 周进行 1 次尿吗啡检

盾心态的常见问题 。但是国内在动机强化访谈法

测。设计统一记录表，收集研究对象接受干预前 12

干预方面的工作开展较少，缺乏足够的应用实践。

周尿吗啡检测情况、MMT 的天数和干预前 1 周日均

本研究通过采用个体化心理咨询干预的实施，探讨

服用美沙酮的剂量；记录研究对象干预 12 周内尿吗

心理咨询干预对减少海洛因成瘾者参加 MMT 期间

啡检测结果、美沙酮治疗天数和最后 1 周日均服用

偷吸毒品，提高 MMT 剂量和治疗依从性的效果，为

美沙酮的剂量。

［8］

更好地开展心理咨询干预提供方法和建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本研究在云南省 16 个社区 MMT

对比干预前和干预期间尿吗啡检测阳性率（每
个研究对象尿检阳性次数占本人尿检总次数的比
例）、干预开始前 1 周和干预最后 1 周日均服用美沙
酮的剂量、干预前 12 周和干预 12 周期间的服药天

门诊和 1 个延伸治疗点招募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

数，分析干预对减少毒品使用、治疗依从性和日均服

①门诊收治或长期转入的正在参加 MMT 人员；②

药剂量的影响。

年龄 18 周岁以上；③参加 MMT 时间≥12 周；④纳入

3. 统计学分析：使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

研究前 12 周内尿吗啡检测 2 次以上，且至少有 1 次

使用 SAS 9.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干预前和干预期

为阳性；⑤知情同意。研究对象排除标准：①治疗人

间尿检阳性情况变化、服药天数的变化和日均服药

员有严重躯体疾病或精神疾患；②干预前或干预过

剂量的变化采用配对样本比较的 Wilcoxon 符号秩

程中参加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因抗病毒药物和美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沙酮有拮抗作用，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美沙酮剂量会

结

大大增加，无法正确评价干预效果，实际研究过程中

果

未遇到此类病例）；③研究过程中出现无法实施干预

1. 一般情况：492 名研究对象中，男性为主，平

的情况，如被羁押、疾病、无法联系等。本研究招募

均年龄（39.8±8.0）岁，婚姻状况已婚或同居居多，文

符合入组条件研究对象 517 人，干预过程中，退出研

化程度初中最多（50.2%），汉族占 75.0%，超过一半

究 25 人，干预结束时有效研究对象 492 人，保持率为

为无业人员（表 1）。

95.2%。
2. 研究方法：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心理咨询干

2. 吸毒行为与参加 MMT 情况：研究对象开始
吸毒至研究开始时的平均时间为（15.0±7.1）年，

预，主要通过医生和同伴两种途径实施，干预开始前

吸 毒 时 只 口 吸 或 烫 吸 的 占 44.3% ，只 注 射 占

均对干预人员（医生和同伴）进行统一培训，干预活

43.3% ，既 口 吸 或 烫 吸 又 注 射 的 占 12.4% 。 参 加

动包括：①医务人员采用动机强化访谈法进行心理

MMT 平均时间为（4.0±2.4）年，有 33.5%的人曾经

咨询干预：医务人员对每个研究对象每 2 周进行 1 次

退出过 MMT。

一对一、面对面的动机强化干预，为期 12 周，项目结

3. 接受干预活动情况：干预 12 周内，95%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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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和日均服药美沙酮剂量的变化见表 3。

研究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基本人口学特征

Chin J Epidemiol，August 2015，Vol.36，No.8

人数

百分比(%)

男

398

80.9

女

94

19.1

性别

年龄组(岁)

表 3 研究对象干预前和干预期间治疗行为变化
治疗行为

干预前 干预期间

S

P值

平均尿检阳性率(%)

50.1

27.1

35 231.5 ＜0.000 1

日均服用美沙酮剂量(mg)

63.0

72.6

-32 123.0 ＜0.000 1

平均服药天数（d）

69.4

73.9

-19 000.0 ＜0.000 1

20～

47

9.6

30～

196

39.8

40～

197

40.0

50～

52

10.6

未婚

163

33.1

周内，所有研究对象均至少 1 次尿吗啡检测阳性。

已婚/同居

婚姻状况

（1）阿片类毒品使用情况：在干预开始前的 12

239

48.6

在干预期间的 12 周中，有 164 名（33.3%）研究对象未

离异

72

14.6

丧偶

18

3.7

检出尿吗啡阳性，328 名（66.7%）研究对象检出尿吗

文盲

16

3.3

27.1%。所有研究对象中，362 人（73.6%）尿检阳性

小学

139

28.3

率降低，63 人（12.8%）未发生变化，67 人（13.6%）的

初中

247

50.2

高中/技校/中专

78

15.9

人 升 高 。 对 阳 性 率 进 行 配 对 Wilcoxon 符 号 秩 检

大专及以上

12

2.4

汉

369

75.0

回

19

3.9

彝

13

2.6

其他

91

18.5

无业

266

54.1

（12.0%）日均剂量未发生变化，66 人（13.4%）日均剂

农民

量降低。干预前 1 周研究对象日均剂量为（63.0±

文化程度

民族

职业
146

29.7

个体经营者

25

5.1

工人

19

3.9

其他

55

11.2

492

100.0

合 计

啡阳性。研究对象平均尿检阳性率从 50.1%下降到

验，S＝35 231.5，P＜0.000 1，尿检阳性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大部分研究对象干预期间阿片类毒
品使用率有了明显降低。
（2）日均服用美沙酮剂量的变化：对比研究对象
接受干预前 1 周和干预最后 1 周的日均服用美沙酮
的剂量显示，367 人（74.6%）日均剂量增加，59 人

28.0）mg，干预最后 1 周日均剂量为（72.6±32.9）mg，
比干预前日均剂量增加了 9.6 mg，对剂量变化进行
配 对 Wilcoxon 符 号 秩 检 验 ，S＝-32 123.0，P＜
0.000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干预活动提高了研

研究对象接受了全部的心理咨询干预，平均接受医

究对象美沙酮的日均剂量。

务人员一对一咨询 6 次，最少 3 次，最多 6 次；平均接

（3）服药天数变化：对比研究对象接受干预前

受同伴教育员一对一咨询 12 次，最多 12 次，最少 4

12 周 和 干 预 期 间 12 周 的 服 药 天 数 显 示 ，267 人
（54.3%）服药天数增加，94 人（19.1%）服药天数未发

次（表 2）。
表2
类 别
医务人员咨询

同伴教育员咨询

生变化，131 人（26.6%）服药天数减少。干预前 12 周

研究对象接受强化咨询次数
次数

人数

百分比(%)

研究对象平均实际服药天数为（69.4±16.9）d，
干预12

3

1

0.2

周期间平均实际服药天数为（73.9±13.5）d，
干预期间

4

5

1.0

5

10

2.0

平均服药天数比干预前增加了4.5 d，
对服药天数变化

6

476

96.8

合计

492

100.0

0.000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干预期间研究对

＜5

1

0.2

象服用美沙酮的天数有所增加，即治疗依从性有
所提高。

5～10

16

3.3

≥10

475

96.5

合计

492

100.0

进行配对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S＝-19 000.0，P＜

讨

论

4. 干预前与干预期间治疗情况：研究对象干预

心理咨询干预方法在促进参加 MMT 的海洛因

前 12 周和干预 12 周期间尿吗啡检测阳性率、服药天

成瘾者行为改变方面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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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过医务人员和同伴教育员开展 12 周的心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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