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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访谈对酒依赖患者自我效能感、负性情绪及预后的影响

张鸿鹤 、 张　轩

【摘要】目的　探讨动机访谈对酒精依赖综合征患者自我效能感、负性情绪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某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112 名酒精依赖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采用动机访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RS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评分及复饮和再住院的随访情况。结果　动机访谈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GSES 评分高

于对照组，HRSD 和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6 个月内的复饮率及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

（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我意义）。结论　动机访谈能有效提高酒瘾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缓解焦虑抑

郁情绪，降低复饮率改善预后，适合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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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on self-efficacy，negative emotions and prognosis of alcohol depend-
ent patients　　ZHANG Honghe，ZHANG Xua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Xiamen Xianyue Hospital，Xiamen 
Mental Health Center，Xiamen 361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on self-efficacy，negative emo-

tion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112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admitted to a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We compare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scores，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RSD）scores，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be-

fore and after th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also the follow-up of relapse and readmission. Results　After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treatment，GSES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s，HRSD score and 

HAMA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6-month relapse rate and readmiss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Motivational interview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alcoholics，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duce the relapse rate，improve the prognosis，and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Alcohol dependence；Self-efficacy；Negative emotions；Prognosis

酒精是多个世纪以来在多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使

用的具有产生依赖特性的精神活性物质。用残疾调

整生命年来衡量，由酒精导致的全球疾病和损伤负

担比例为 5.1％［1］。酒精依赖（Alcohol Dependence）

是对酒精强烈渴求、冲动性使用的一种慢性易复发

的成瘾疾病，患者的身心健康、家庭功能、社会功

能均受到严重损伤。酒精依赖患者的复饮率高达

60％～80％，且患者常共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增加了患者戒酒的难度，预后更差。

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的概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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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酒精中毒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由学者 Miller 在

1983 首次描述动机访谈的概念，其定义为一种“以

来访者为中心的，通过发现差异并解决矛盾心理、

提升患者内在自我改变动机的指导方法”［2］。动机性

访谈是帮助客户认识并解决他们当前或潜在问题的

一种特殊方式，尤其对那些不愿改变或对改变行为

犹豫不决的来访者特别有用。动机访谈的策略强调

动机在治疗结果中的作用，使改变从内部产生，而

非从外部强加，具有说服力的同时兼顾了支持性。

既往的研究和荟萃分析证实，针对酒精使用相关障

碍患者进行动机访谈治疗，患者更有可能尝试戒酒，

并且减少酒精摄入量［3，4］。此外，动机访谈也在戒烟、

减肥、哮喘和糖尿病的治疗、坚持治疗和随访、增

加体力活动等多方面广泛使用。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亦称为个人效能，用

于衡量个体本身对完成任务和达成目标能力的信念

的程度或强度。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对环境的控

制感，以自信的理论看待个体处理各种压力的能力。

既往研究提示，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可降低复饮

率，提高生活质量［5］。本研究通过对酒精依赖患者

进行动机访谈，探讨动机访谈对该患者群体自我效

能感、负性情绪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某三甲精神专

科医院物质依赖病房的 112 名住院患者，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56 人和研究组 56 人。纳

入标准：①男性患者，年龄 18～60 岁；②符合国际

疾病分类 -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中 F10.2 关于酒精依赖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①住院时间 <3 天或 >180 天；发生震颤谵

妄的严重戒断症状患者；②共病有脑器质性疾病及严

重躯体疾患者；③合并有除烟草外的其他精神活性物

质滥用者（如海洛因、苯丙胺类兴奋剂、笑气等）。

本研究得到院内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受试者均自愿

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及健康宣教，适当应用苯

二氮䓬类药物（如奥沙西泮、地西泮）、输液或口服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护肝药、护胃药）等对症

支持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动机访谈

治疗。入院第二天评估两组患者的戒断症状，入院

第二天及动机访谈治疗结束后分别评估两组患者的

负性情绪及自我效能感。患者出院后随访 1 年，获

取上述患者 6 个月及 1 年内的复饮率和再住院率。

动机访谈的基本原则是表达共情、呈现差距、

避免争论、化解阻抗及支持自信。以患者为中心，

暴露和解决患者在成瘾物质滥用过程中的矛盾心理，

激发患者积极改变自己的内在潜能，促使其发生改

变。具体方法：每次 60 min，每周 2 次，共为期 4
周。建立治疗关系之后，评估患者状态，根据患者

目前所处阶段（沉思前期、沉思期、决定期、行动

期、保持期、复发期）针对性实施个体化心理治疗。

①处于沉思前期的患者多否认存在酒瘾，拒绝改变。

治疗师应避免强迫患者改变，对患者的酒精滥用行

为做客观的反馈，以便让患者清楚继续高危饮酒可

能带来的损害。②处于沉思期的患者在想改变与不

愿改变之间摇摆不定，动机访谈可视为打破这种变

与不变的平衡，处理患者的矛盾心理。可以尝试给

患者布置家庭作业如开具得失清单，列出改变或不

改变分别带来怎样的代价和益处。③进入决定期的

患者经过反复思考，承认其无节制的饮酒行为给自

己、家人或社会带来许多问题，准备采取行动做出

改变，协助患者制定具体计划；④关注、回应行动期

患者当下的反应，肯定患者的努力，鼓励患者相信

自己具有实现预期行为改变的能力和技能。在这过

程中协助患者认识到已明确的改变带来的益处如睡

眠改善、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缓解。⑤给予保持期

的患者阶段性总结，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给予歪

曲认知的纠正，不能盲目自信，避免因偶饮、社交

性饮酒陷入复发，保持戒酒状态。⑥当患者在保持

期的种种努力后，由于各种原因重新开始了饮酒行

为，逐渐回到酒精依赖状态，告知患者酒精依赖作

为一种易复发的慢性成瘾性疾病，复饮常常是无法

避免的，鼓励其重拾信心，陪同患者梳理和回顾既

往复饮的原因，避免再次出现陷入诱发复饮的情境。

协助患者重新制定计划，再次开始戒酒。

1.3　测评工具

①酒精戒断状态评定量表（Clinic  Ins t i tu te 

Alcohol Withdrawal Syndrome Scale，CIWA-Ar）为 

Sullivan 等于 1989 年修订形成的具有 10 个条目的量

表，禚传君等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及信效度的测试，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证实临床上可使用该量表

评估酒精依赖综合征患者的戒断状态严重程度及疗

效指标［6］。CIWA-Ar 量表包括震颤、出汗、恶心呕

吐、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触觉障碍、激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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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头胀、定向力等 10 个条目。定向力的条目评分

范围为 0～4 五级评分，其余 9 个条目评分范围均为

0～7 八级评分。总分 7～10 分时考虑为轻度戒断状

态，11～15 分考虑中度戒断状态，≥ 16 分为重度戒

断状态。

②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 Schwarzer 等编制［7］，由王才康等

人翻译修订形成汉化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GSES 采用四级评分方法评

估受试者的感觉、思维和行动等指标，“1” 表示完

全不正确；“2”表示有点正确；“3” 表示多数正确；

“4”表示完全正确，10 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即为量

表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效能越高。

③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包括 14 个项目，广泛用于评定各类患者焦

虑症状的严重程度［8］。采用 0-4 分的 5 级评分法，评

分标准：总分 < 7 分：没有焦虑症状；7～14 分：可能

有焦虑；14～21：肯定有焦虑；21-29：肯定有明显焦

虑；总分  >29 分，可能为严重焦虑。

④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RSD），是临床评定抑郁状态使用最为

普遍的量表，本研究使用的是 17 项版本［9］。HRSD

大部分项目采用 0～4 分的 5 级评分法，少数项目采

用 0～2 分的 3 级评分法，评分标准：总分  < 7 分：正

常；总分 在 7～17 分：可能有抑郁症；总分 在 17～24
分：肯定有抑郁症；总分  >24 分：严重抑郁症。

1.4　统计

选择 SPSS 20.0 统计软件，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选择 χ2 检验。P 值在 0.05
以下表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如年龄、病程、受

教育年限等，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人口统计学资料调查情况

组别 n 年龄（岁） 病程（年） 受教育年限（年）

对照组 56 49.71±5.23 20.39±3.88 12.89±2.98

观察组 56 47.28±6.11 21.56±3.71 14.22±2.35

t 1.781 0.808 0.734

P 0.081 0.421 0.523

2.2　两组患者戒断症状、一般效能感及负性情

绪的评估比较

两组患者 CIWA-Ar 评分未见统计学差异；两组

患者一般效能感住院治疗前无统计学差异，观察组

访谈后 GSES 评分显著提高，且高于对照组访谈后

GSES 评分；两组患者访谈前 HAMA、HRSD 评分无

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患者访谈后 HAMA、HRSD 评分

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访谈后 HAMA、HRSD 评分，

详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对照组戒断症状、一般效能感及抑郁、焦虑情

绪评分

组别 n 时间 CIWA-Ar GSES HAMA HRSD

对照组 56 访谈前 15.94±2.53 24.84±3.42 13.34±1.48 15.43±2.15

访谈后 / 27.38±2.32 10.57±1.33* 13.41±1.38

观察组 56 访谈前 16.16±3.26 25.09±3.73 12.09±1.29 14.36±2.19

访谈后 / 33.19±3.35*# 7.79±1.24*# 8.34±1.18*#

与访谈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随访情况比较

表 3 内容为两组患者的随访数据，观察组患者

出院后 6 个月复饮率和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组，两

组患者 1 年内的复饮率、再住院率无统计学差异。
表3　研究组与对照组随访复饮率及再住院率调查情况［n（％）］

组别 n
复饮率 再住院率

6个月 1年 6个月 1年

对照组 56 29（52） 40（71） 8（14） 13（23）

观察组 56 18（32）* 39（70） 2（4）* 11（2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酒精依赖与抑郁发作、严重焦虑、失眠、自杀

和滥用其他药物有关，还会影响心血管、胃肠和免

疫系统，缩短患者的预期寿命［10］。动机访谈的简短

干预能够减少患者的酒精使用，减少酒精相关的不

良事件如误工、酒驾、酒后人际冲突等［11］。在动机

性访谈中，医生或咨询师与患者共同探索其饮酒模

式，强调大量饮酒的危险，建议减少酒精消费的方

法，并帮助识别和避免最可能发生大量饮酒的情况。

为患者提供风险反馈，鼓励患者承担改变的责任，

提高自我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患者在动机访谈的干

预后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明显提高，HAMA 及 HRSD

评分明显减低。自我效能感是在社会认知理论体系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成功实施或完成某个目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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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某种困难情境的能力或信念。很多酒依赖

患者均反复经历过依赖 - 戒酒 - 复饮 - 依赖这样的

循环，失去自己能够戒酒成功的信心，自我效能感

低，因此增强酒精依赖患者的自我效能，是预防复

饮的关键［12］。通过动机访谈中对于既往经历的回顾，

发掘患者尝试戒酒和维持戒酒的动机，吸取既往复

饮过程的经验教训，找到可能诱发复饮的线索、环

境或心境，在之后的戒酒过程中尽量避免；同时在健

康教育中强化关于酒精依赖是一种慢性易复发的脑

部成瘾疾病的观念，复发率高，有时无可避免，强

调慢性病程管理的重要性，需要坚持服药及定期复

诊，增强患者治疗依从性。

长期无节制饮酒的酒精依赖患者存在强烈的躯

体依赖及心理依赖，戒断过程中常存在焦虑、抑郁

情绪，增加了患者的冲动行为及复饮风险，对预后

不利。既往研究提示自我效能感动态影响患者的治

疗过程，促进患者心理社会适应及情绪调节，有效

提升整体对于治疗的依从性［13］。研究结果中观察组

患者焦虑情绪及抑郁情绪显著缓解且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考虑动机访谈中的表达共情与支持自信能

够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且动机访谈重视发掘动机，

调动患者自身潜能，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进

一步缓解抑郁焦虑情绪［14］。对两组患者的随访提示

出院后半年内动机访谈的防复饮效果较好，出院后

一年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复饮率和再住院率

无统计学差异。考虑患者的长期预后与其病程、躯

体共病、依从性、家庭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相关，无

法通过住院期间的短期干预得到持久的保障。

本次研究在动机访谈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了随访，

证实了动机访谈可能有效提高酒瘾患者的自我效能

感，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短期预后，降低复饮

率，针对该患者群体的临床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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