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治疗规范  

（2013年版） 

 

    为加强医疗机构心理治疗的规范管理，提高医疗质量，

保证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执业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办法》

《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医疗机构临床心理科门诊基本

标准（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一、心理治疗的定义  

    心理治疗是一类应用心理学原理和方法，由专业人员有

计划地实施的治疗疾病的技术。心理治疗人员通过与患者建

立治疗关系与互动，积极影响患者，达到减轻痛苦、消除或

减轻症状的目的，帮助患者健全人格、适应社会、促进康复。  

心理治疗要遵循科学原则，不使用超自然理论。  

    二、心理治疗的人员资质  

    以下两类在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学、心理学工作者可以成



为心理治疗人员：  

    （一）精神科（助理）执业医师并接受了规范化的心理

治疗培训。  

（二）通过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心理治疗专业），

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卫生技术人员。 

三、心理治疗的对象和场所  

    （一）心理治疗的服务对象是心理问题严重、需要系统

性心理治疗的人员，以及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国际疾病

分类（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的患者。  

    心理治疗的适应证包括以下种类：  

1.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式障碍； 

2.心境（情感）障碍； 

3.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如进食障碍、

睡眠障碍、性功能障碍等）； 

4.通常起病于儿童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 

5.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 

6.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7.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碍和妄想性障碍； 

8.心理发育障碍，以及器质性精神障碍等。在针对以上

各类精神障碍的治疗中，心理治疗可以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

也可以作为其它治疗技术的辅助手段。  

    心理治疗的禁忌证主要包括：  



    1．精神病性障碍急性期患者，伴有兴奋、冲动及其它

严重的意识障碍、认知损害和情绪紊乱等症状，不能配合心

理治疗的情况。  

    2．伴有严重躯体疾病患者，无法配合心理治疗的情况。  

（二）心理治疗属于医疗行为，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  

（三）医疗机构应该按照心理治疗工作的需要，设置专门的

心理治疗场所。  

    四、心理治疗的伦理要求  

    （一）心理治疗人员应有责任意识，在自身专业知识和

能力限定范围内，为服务对象提供适宜而有效的专业服务。

如果需要拓展新的专业服务项目，应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

能力评估。应定期与专业人员进行业务研讨活动, 在有条件

的地方应实行督导制度。当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所在

场所条件不能满足服务对象需要时，应及时转介。  

    （二）心理治疗人员应当建立恰当的关系及界限意识。

尊重服务对象（包括患者及其亲属）,按照专业的伦理规范与

服务对象建立职业关系，促进其成长和发展。  

    1.应平等对待患者，不因患者的性别、民族、国籍、宗

教信仰、价值观等因素歧视患者。  

    2.应对自己的专业身份、所处的位置对患者可能产生的

潜在影响有清楚的认识；应努力保持与患者之间客观的治疗

关系，避免在治疗中出现双重关系，不得在治疗关系之外与



服务对象建立其他关系，不得利用患者对自己的信任或依赖

谋取私利。一旦治疗关系超越了专业的界限，应采取适当措

施终止这一治疗关系。  

    （三）应当尊重服务对象的知情同意权，让服务对象了

解服务的目的、主要内容及局限性、自身权益等信息，征得

服务对象同意后提供服务。  

    （四）应当遵循保密原则，尊重和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

权；向接受治疗的相关人员说明保密原则，并采取适当的措

施为其保守秘密。但法律、法规和专业伦理规范另有规定的

除外。  

    1.以下情况按照法律不能保密，应该及时向所在医疗机

构汇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及时向

其监护人通报；如发现触犯刑律的行为，医疗机构应该向有

关部门通报：  

（1）发现患者有危害其自身或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时；  

（2）发现患者有虐待老年人、虐待儿童的情况时； 

（3）发现未成年患者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  

    2.心理治疗人员应该参照医疗机构病案管理办法，对心

理治疗病案作适当文字记录。只有在患者签署书面同意书的

情况下才能对治疗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在因专业需要进行

案例讨论，或采用案例进行教学、科研、写作等工作时，应

隐去那些可能会提示患者身份的有关信息(在得到患者书面



许可的情况下可以例外)。  

    3.心理治疗工作中的有关信息需妥善保管，无关人员不

得翻阅。  

    （五）心理治疗过程中应避免下列行为：  

1.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心理治疗工作。  

2.索贿、受贿，或与患者及其亲属进行商业活动，谋取

专业外的不正当利益。  

3.与患者发生超越职业关系的亲密关系（如性爱关系）。  

4.违反保密原则。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其它行为。  

    五、法律责任  

    心理治疗以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违反国家有关

法律规定，给患者或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章 心理治疗的分类  

    心理治疗的理论流派、临床技术很多，按学术思想分类

可分为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人本主义治疗（或

咨客中心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和系统式治疗；按治疗对象

分为个别治疗、夫妻治疗或婚姻治疗、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

等；按言语及非言语技术使用情况分为言语性技术和非言语

性技术；按心理干预的强度、深度、紧急程度分为一般支持

性治疗、深层治疗和危机干预；此外，还可按照文化背景进

行分类。  



    本规范以上述各种传统分类方法为基础，根据临床用途、

实施范围、对治疗师的技术要求等主要指标，选取13种心理

治疗技术作为医疗机构内的适宜技术进行推广，并实施规范

化管理。这些心理治疗技术可以大致分为三组：  

一、基本心理治疗技术 

指综合上述各个流派的基本共性特点，在临床工作中对

多数患者，尤其是对较轻的心理问题具有普遍实用性的一般

性心理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建立治疗联盟的关系技术、用于

心理健康教育及解决一般心理问题的支持-解释性心理治疗

等。属于心理治疗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运用的通用技术。  

    二、专门心理治疗 

    指针对有适应证的患者，根据一定的流派理论进行的较

有系统性、结构性的特殊心理治疗，包括精神分析及心理动

力学治疗、人本主义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系统式家庭治疗，

以及催眠治疗、危机干预、团体治疗、表达性艺术治疗等。

心理治疗师应受过相应技术的专门训练。  

三、其它特殊心理治疗 

    指在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心理学原理和技

术，在相应的文化群体中有成功应用经验的某些心理治疗理

论和方法，以及一些基于传统的或创新的心理学原理开发的

治疗技术。对于这些心理治疗方法，宜进行充分的科学探索，

在严格规范管理之下谨慎使用，经充分验证、论证后再加以



推广。  

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操作技术  

    一、支持性心理治疗与关系技术  

    （一）概述。支持性心理治疗与关系技术指心理治疗人

员在医疗情境中，基于治疗的需要，在伦理、法律、法规和

技术性规范的指导下，与患者积极互动而形成支持性、帮助

性工作关系。治疗关系不等同于日常发生的社会行为，是心

理治疗操作技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向患者提供心

理支持的作用，在精神卫生领域的临床工作中作为各种心理

治疗的共同基础性技术。  

    关系技术适应于各类心理治疗的服务对象，无绝对禁忌

证。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进入治疗师的角色。心理治疗人员要以平等、理性、

坦诚的态度，设身处地理解患者，建立治疗联盟，避免利用、

操纵性的治疗关系。  

    2．开始医患会谈。建立让患者感到安全、信任、温暖、

被接纳的治疗关系。  

    3.心理评估与制定治疗计划。在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

人格特点、人际系统、对治疗的期望、转诊背景等基础上，

进行心理评估，与患者共同商定治疗目标，制定可行的治疗

计划。  



    4.实施治疗。采用倾听、共情与理解、接纳与反映、肯

定、中立、解释、宽慰、鼓励、指导等技术实施心理治疗。  

    5.结束治疗。简要回顾治疗过程，评估疗效，强化治疗

效果，帮助患者与治疗人员完成心理分离，鼓励患者适应社

会。  

    （三）注意事项。 

    1．使用支持、保证的技术时，要尊重患方自主性，注

意自我保护，承诺须适当，不做出过分肯定、没有余地的担

保与许诺。  

    2．在鼓励患者尝试积极行为时，避免根据治疗人员自

己的价值观代替患者做出人生重大决定。对于具有攻击行为、

妄想观念等症状的患者，要慎用鼓励的技术。  

    二、暗示－催眠技术  

    （一）概述。暗示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人情感和思想影

响的现象。暗示疗法是运用暗示现象获得疗效的治疗方法。

催眠是持续地对患者进行暗示，以诱导催眠状态、达到催眠

治疗目的的技术。本条所述规范限于临床专业人员针对特定

问题,旨在诱导意识状态改变而有意地、系统地使用的暗示及

催眠技术。  

    催眠是心理治疗的基础技术，可以单独使用以达到镇静、

降低焦虑水平、镇痛的目的，也可以与其它技术联合使用。  

按照使用暗示治疗的用途，可以分为直接暗示和系统催



眠治疗，应用于广泛的精神障碍及部分躯体问题。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前期准备。评估暗示性及合作意向：通过预备性会

谈、暗示性实验或量表，检验受试的个体性反应方式，评测

接受暗示的程度，以及有无过度紧张、怀疑、犹豫、不情愿

等负性情绪或态度，避免出现副作用。  

    2．直接暗示。在排除器质性障碍，或确认器质性病变

基础与当前症状、体征不甚符合时，可以利用业已建立的医

患关系及医师的权威角色，营造合适氛围，直接使用言语，

或借助适当媒介，如药品、器械或某种经暗示即能诱发的躯

体感觉，实施直接针对症状的暗示，而不一定刻意诱导意识

改变状态。  

3．催眠诱导。  

（1）建立关系：运用关系技术，建立信任的关系。  

（2）注意集中：请其盯视某点，同时用讲故事或强化

躯体感觉的方法诱导内向性注意集中，促进入静。  

（3）使用合适的语音模式，如节律性同步、重复、标

记、困惑、分离和批准等。  

    4．判断催眠程度。通过观察感觉、认知、运动、生理

四个方面变化，判断催眠的程度。  

    5.治疗阶段。入静达到合适的深度后，进一步做催眠性

治疗。主要包括：催眠后暗示；促进遗忘；重新定向。  



    (三)注意事项  

1．以下情况不宜做催眠治疗：早期精神病、边缘型人

格障碍、中重度抑郁；急性期精神病；偏执性人格障碍。对

抑郁障碍患者有可能加重病情，包括自杀倾向。  

2.分离性障碍患者及表演性人格障碍者慎用。  

3．在滥用的情况下，在医疗机构之外实施的群体性催

眠，有可能使具有依赖、依恋、社会不成熟、暗示性过高等

人格特征的参与者发生明显的退化、幼稚化，损害社会功能，

加重原有问题。  

4．注意处理副作用：少数患者可能出现失代偿、头痛、

激越等副反应。  

5.治疗师必须接受过规范、系统的催眠技术培训，且在

督导师指导下治疗过病人。  

6.在患者暗示性极低、医患关系不良情况下，不宜使用；  

7.不是对于器质性疾病的对因治疗方法。  

8.对儿童要慎用。  

9.不推荐采用集体形式的催眠治疗；不应在医疗机构外

以疗病健身术名义，使用群体性暗示技术有意或无意地诱导

意识改变状态。  

    三、解释性心理治疗  

(一)概述。解释指对心理、行为及人际情境中的关系或

意义提出假设,促使患者用新的词汇、语言及参照系，来看待、



描述心理和行为现象，以帮助患者澄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以新观点看待和理解病理性问题与各种内外因素的关系，获

得领悟，学习自己解决问题。 

该疗法适用于以下情况：  

    1.增加患者对自身人格发展、当前临床病理问题及其处

理策略的认识，改变功能不良的信念、态度和思维方式。  

2.健康教育，指导康复。      

3.临床其它专业领域参考、借用于日常医患交流，保障

患者知情同意及知情选择权，增加依从性。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根据施用于患者时引发的感受、

干预的力度和发挥作用的时间的不同，解释分为以下4个层

次：  

1.反映：治疗师给患者的解释信息不超过公开表达出来

的内容 。  

2.澄清：只是稍微点明患者的表达中所暗含、暗示的，

但自己未必意识到的内容。  

3.对质：治疗师利用患者呈现出来的情感和思想作为材

料，提醒病人注意暗含的，但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情感

和思想。  

4.主动阐释：按照与当前临床问题有关的理论，治疗师

直接导入全新的概念、意义联系或联想。  

5.隐喻性阐释：通过利用譬喻、象征的方法进行交流，



以促进病人及其相关系统产生自己对问题的理解的方法。  

    (三)注意事项。  

1.重视对方反应，注意其接受力，避免说教式的单向灌

输；  

2.注意避免过多指责、批评患者。  

3.对有意识障碍、明显精神病性症状和中重度精神发育

迟滞、痴呆的患者不适用。  

4.对心理分化程度低，自我强度弱，缺乏主见，暗示性、

依赖性高的患者，引导、干预力度较高的解释释宜配合其它

旨在促进自我责任能力的疗法使用。  

    四、人本心理治疗  

    (一)概述。人本心理治疗是一组体现人本心理学思想的

心理疗法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人为中心疗法、存在主义疗法、

完形疗法等，其中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影响最大。本条仅涉及

罗杰斯所代表的以人为中心疗法。该疗法可用作一般的发展

性咨询和精神疾病的心理治疗。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确定治疗目标：加深自我理解，在整合现实的方向

上，达到自我重组、发展更自在和更成熟的行为方式。  

2．建立治疗关系：核心要素是真诚一致、共情、无条

件的积极关注。  

3．实施治疗过程：以如何对待个人感受为指标，分阶



段进行循序渐进的互动、访谈，使患者从僵化且疏远地看待

自己及内心活动，直至其内心不受歪曲、束缚，达到自由的

状态，实现以人为中心疗法去伪存真的治疗目标。  

（三）注意事项。  

1．患者表现出依赖治疗师或其他人的倾向时，应帮助

当事人为自己接受治疗负起责任，进而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

任。  

2．在患者陈述自己的问题，并表达相关的负面情绪的

过程中，应鼓励患者自由地表达出与问题有关的情感，接纳、

承认和澄清这些消极情感。  

3．当患者对可能的决定和行动进行澄清时，帮助澄清

可能会做出的不同选择，并认识到个体正在经验的恐惧感和

对于继续前进的胆怯，但不督促个体做出某种行动或者提出

建议。  

4．患者逐渐感到不再需要帮助，应该鼓励结束治疗。  

五、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治疗  

    （一）概述。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治疗是运用精神分

析理论和技术所开展的心理治疗活动。精神分析指高治疗频

次的，以完善人格结构、促进心理发展为目标的经典精神分

析疗法；心理动力学治疗由经典精神分析疗法发展而来，是

相对短程、低频次的治疗方法，通过处理潜意识冲突，消除

或减轻症状，解决现实生活情境中的问题。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治疗设置。精神分析的设置为长程、高频次的精神

分析，每周3-5次、每次45-50分钟。  

心理动力学治疗的设置为低频，通常为每周1-2次，每次

45-50分钟，治疗疗程相对灵活。  

2.治疗联盟。治疗联盟为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的非神

经症性的、现实的治疗合作关系。  

3.初始访谈与诊断评估。通过心理动力学访谈，对患者

的人格结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发展水平、潜意识的心理

冲突、人际关系等进行评估和动力学诊断，确定治疗目标。  

4.治疗过程与常用技术。将移情与反移情、阻抗作为探

索潜意识的线索和治疗工具，通过自由联想、梦的分析、肯

定、抱持、反映、面质、澄清、解释、修通、重构等技术达

到治疗目标。  

心理动力学治疗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经典精神分析的基

本概念和技术，但方法较为灵活；治疗过程中更关注现在与

现实，注重开发患者的潜能和复原力，促进人格完善与发展。  

5.结束治疗。回顾治疗过程，评估疗效，强化治疗效果，

帮助患者与治疗人员完成心理分离，促进患者适应社会。  

（三）注意事项。 

1．处于急性期的精神病患者、有明显的自杀倾向的抑

郁患者、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不宜做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



学治疗。 

2．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治疗是一类以追求领悟和促

进心理发展水平为主要目标的疗法，对患者智力、人格、求

助动机和领悟能力等要求较高。对于心理发展水平较低、人

格结构有严重缺陷的患者，要避免使用经典精神分析技术。

要注意克服过度理智化的过程在患者方面引起的失代偿，促

进认知与情感、行为实践的整合。  

3．治疗关系与技巧同样重要。防止治疗师过分操纵、

以自我为中心。 

4．注意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  

    六、行为治疗  

    （一）概述。行为治疗是运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技术，

通过行为分析、情景设计、行为干预等技术，达到改变适应

不良行为、减轻和消除症状、促进患者社会功能康复的目标。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行为治疗基本原则：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目标明

确、进度适当；赏罚适当；激活并维持动机。  

    2．常用技术。  

（1）行为的观测与记录：定义目标行为：准确辨认并

客观和明确地描述构成行为过度或行为不足的具体内容。  

（2）行为功能分析：对来自环境和行为者本身的，影

响或控制问题行为的因素作系统分析。以分析为基础，确定



靶行为。 

（3）放松训练：①渐进性放松：采取舒适体位，循序

渐进对各部位的肌肉进行收缩和放松的交替训练，同时深吸

气和深呼气、体验紧张与放松的感觉，如此反复进行。练习

时间从几分钟到30分钟。②自主训练：有6种标准程式，即

沉重感；温暖感；缓慢的呼吸；心脏慢而有规律的跳动；腹

部温暖感；额部清凉舒适感。 

（4）系统脱敏疗法：①教患者学会评定主观不适单位

（SUD）。②松驰训练：按前述方法进行放松训练。③设计

不适层次表：让患者对每一种刺激因素引起的主观不适进行

评分（SUD），然后按其分数高低将各种刺激因素排列成表。

④系统脱敏：由最低层次开始脱敏，即对刺激不再产生紧张

反应后，渐次移向对上一层次刺激的放松性适应。在脱敏之

间或脱敏之后，将新建立的反应迁移到现实生活中，不断练

习，巩固疗效。 

（5）冲击疗法：又称为满灌疗法。让患者直接面对引

起强烈焦虑、恐惧的情况，进行放松训练，使恐怖反应逐渐

减轻、消失。治疗前应向病人介绍原理与过程，告诉患者在

治疗中需付出痛苦的代价。  

（6）厌恶疗法：通过轻微的惩罚来消除适应不良行为。

对酒依赖的患者的治疗可使用阿朴吗啡（去水吗啡）催吐剂。  

（7）自信训练：运用人际关系的情景，帮助患者正确



地和适当地与他人交往，提高自信，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

需要。  

（8）矛盾意向法：让患者故意从事他们感到害怕的行

为，达到使害怕反应不发生的目的，与满灌疗法相似。 

(9)模仿与角色扮演：包括榜样示范与模仿练习。帮助患

者确定和分析所需的正确反应，提供榜样行为和随时给予指

导、反馈、强化。  

（10）塑造法。用于培养一个人目前尚未做出的目标行

为。  

（11）自我管理。患者在行为改变的各个环节扮演积极、

主动的角色，自己对改变负责任。  

（12）行为技能训练。结合使用示范、指导、演习和反

馈，帮助个体熟悉有用的行为技能。  

    （三）注意事项  

    从条件化作用的角度对精神病理现象做出过分简单化

的理解和处理，可能对于存在复杂内心冲突的神经症患者产

生“症状替代”的效应，在消除一些症状的同时导致出现新的

症状。  

    冲击疗法引起强烈的心理不适，部分患者不能耐受，尤

其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和心理适应能力脆弱者，要避免

使用。厌恶疗法的负性痛苦刺激可能有严重副作用，应慎用，

而且须征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七、认知治疗  

    （一）概述。认知治疗认源自理性－情绪治疗和认知治

疗。焦点是冲击患者的非理性信念，让其意识到当前困难与

抱持非理性观念有关；发展有适应性的思维，教会更有逻辑

性和自助性的信念，鼓励他们身体力行，引导产生建设性的

行为变化，并且验证这些新信念的有效性。  

认知治疗使用许多来自其它流派的技术，特别是与行为

治疗联系紧密，以致二者现在常被相提并论，称为认知行为

治疗。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认知治疗强调发现和解决意识

状态下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针对问题进行定量操作化、

制订治疗目标、检验假设、学习解决问题的技术，以及布置

家庭作业练习。  

1．识别与临床问题相关的认知歪曲。  

（1）“全或无”思维；  

（2）以偏概全，过度泛化，跳跃性地下结论；  

（3）对积极事物视而不见；  

（4）对事物作灾难性推想，或者相反，过度缩小化；  

（5）人格牵连；  

（6）情绪化推理。  

    2．识别各种心理障碍具有特征性的认知偏见或模式,•

为将要采用的特异性认知行为干预提供基本的努力方向。  



3．建立求助动机。  

4．计划治疗步骤。  

5．指导病人广泛应用新的认知和行为，发展新的认知

和行为来代替适应不良性认知行为。  

6．改变有关自我的认知：作为新认知和训练的结果，

患者重新评价自我效能。  

7．具体的基本技术。  

（1）识别自动性想法。  

（2）识别认知性错误。  

（3）真实性检验（或现实性检验）。  

（4）去注意。  

（5）监察苦恼或焦虑水平。  

（6）认知自控法。  

    （三）注意事项。有明显自杀倾向、自杀企图和严重思

维障碍、妄想障碍、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不适合做认知治

疗。  

    认知和行为二者做到“知行统一”最为关键。应避免说教

或清谈。在真实性检验的实施阶段，患者易出现畏难情绪和

阻抗，要注意在治疗初期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  

    八、家庭治疗  

    （一）概述。家庭治疗是基于系统思想，以家庭为干预

单位，通过会谈、行为作业及其它非言语技术消除心理病理



现象，促进个体和家庭系统功能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家庭

治疗有多种流派，如：策略式或行为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

治疗、精神分析、系统式家庭治疗及家庭系统治疗等。  

    各流派共同的理论观点主要是：  

1．家庭是由互相关联的个体和子系统，以复杂方式自

我组织起来的开放系统和因果网络。  

2．个体的异常心理及行为与生理功能、人际系统处于

循环因果关系之中。它们不仅是作为后果发生于个体内部的

过程，还受到人际系统内互动模式的影响，而且其本身也是

对于系统过程的反应或干预调节。  

    （二）操作方法及程序。  

    1．一般治疗程序  

    （1）澄清转诊背景，重点评估以下方面特点：  

①家庭动力学特征。②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③家庭在

其生活周期中的位置。④家庭的代际结构。⑤家庭对“问题”

起到的作用。⑥家庭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和技术。⑦绘制家

谱图：用图示来表现有关家庭信息。 

（2）规划治疗目标与任务，旨在引起家庭系统的变化，

创造新的交互作用方式，促进个人与家庭的成长。 

（3）（3）治疗的实施。每次家庭治疗访谈历时1到2小

时左右。两次座谈中间间隔时间开始较短，一般4到6天，以

后可逐步延长至一月或数月。总访谈次数一般在6到12次。  



2．系统家庭治疗的言语性干预技术。 

（1）循环提问；  

（2）差异性提问；  

（3）前馈提问；  

（4）假设提问；  

（5）积极赋义和改释；  

（6）去诊断。  

3. 非言语性干预技术  

（1）家庭作业。为来访的家庭布置治疗性家庭作业。

常用的有：  

①悖论（反常）干预与症状处方；②单、双日作业；③

记秘密红账；④角色互换练习；⑤厌恶刺激。  

（2）家庭塑像、家庭“星座”，以及其它表达性艺术治疗

技术。  

（三）注意事项。与个别治疗相比，家庭治疗的实施有

以下特殊问题要加以重视：  

1．治疗师须同时处理多重的人际关系。保持中立位置

或多边结盟很重要。  

2．干预对象和靶问题不一定是被认定为患者的家庭成

员及其症状。此点可能产生阻抗。要在澄清来诊背景基础上，

合理使用关系技术中的“结构”和“引导”。 

 



3．部分干预技术有强大的扰动作用，应在治疗关系良

好的基础上使用，否则易于激起阻抗，甚至导致治疗关系中

断。  

4.家庭治疗适应证广泛，无绝对禁忌证。在重性精神病

发作期、偏执性人格障碍、性虐待等疾病患者中，不首选家

庭治疗。  

九、危机干预  

（一）概述。危机是个体面临严重、紧迫的处境时产生

的伴随着强烈痛苦体验的应激反应状态。危机干预是对处于

困境或遭受挫折的人予以关怀和短程帮助的一种方式。常用

于个人和群体性灾难的受害者、重大事件目击者，尤其是自

杀患者和自杀企图者的心理社会干预。强调时间紧迫性和效

果，在短时间内明确治疗目标并取得一定成效，即：围绕改

变认知、提供情感支持，肯定当事人的优点，确定其拥有的

资源及其已采用过的有效应对技巧，寻找可能的社会支持系

统，帮助当事人恢复失衡的心理状态。  

精神病性障碍的兴奋躁动、激越，严重的意识障碍，不

属于单独使用心理治疗性危机干预的范畴。  

（二）操作程序及方法。  

1．危机干预的一般目标：  

（1）通过交谈，疏泄被压抑的情感；  

（2）帮助认识和理解危机发展的过程及与诱因的关系； 



（3）教会问题解决技巧和应对方式；  

（4）帮助患者建立新的社交网络，鼓励人际交往； 

（5）强化患者新习得的应对技巧及问题解决技术，同

时鼓励病人积极面对现实和注意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2．特殊心理治疗技术：  

根据患者情况和治疗师特长，采用相应的治疗技术，包

括综合性地运用关系技术、短程心理动力学治疗、认知治疗、

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催眠、放松训练，配合使用抗焦虑或

抗抑郁药物、建议休养，等。主要分为三类技术：  

（1）沟通和建立良好关系的技术。  

（2）支持技术。旨在尽可能地解决目前的危机，使当

事者的情绪得以稳定。可以应用暗示、保证、疏泄、环境改

变，以及转移或扩展注意等方法。如果有必要，可使用镇静

药物或考虑短期住院治疗。  

（3）解决问题技术。使当事者理解目前的境遇、他人

的情感，树立自信，引导设计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方案，用

以替代目前破坏性的、死胡同式的信念与行为；注意社会支

持系统的作用，培养兴趣、鼓励积极参与有关的社交活动，

多与家人、亲友、同事接触和联系，减少孤独和隔离。  

3．危机干预的步骤。  

（1）第一阶段：评估问题或危机，尤其是评估自杀危

险性，评估周围环境—家庭和社区。  



（2）第二阶段：制定治疗性干预计划。针对即刻的具

体问题，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家庭环境等因素，制定适合当

事者功能水平和心理需要的干预计划。  

（3）第三阶段：治疗性干预。首先需要让有自杀危险

的当事者避免自杀的实施，认识到自杀不过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方式而已，并非将结束生命作为目的。 

（4）第四阶段：危机的解决和随访。渡过危机后，应

及时结束干预性治疗，以减少依赖性。同时强化、鼓励应用

新习得的应对技巧。  

（三）注意事项。在治疗初期注意保持较高的干预力度

与频度，以保证干预效果逐步巩固，不致问题反弹。特别要

防范已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再次自杀；非精神科医师在紧急

处理自杀行为的躯体后果（如中毒、外伤、窒息）后，应提

供力所能及的心理帮助，或申请精神科会诊。  

如危机当事人因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经危机干预后仍

持续存在某些心理或行为问题，应建议当事人继续接受专业

的创伤治疗，以促使个体进一步康复。  

十、团体心理治疗  

（一）概述。团体心理治疗是在团体、小组情境中提供

心理帮助的一种心理治疗形式。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

促使个体在互动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

自我、接纳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



与行为方式，发展生活适应能力。  

团体治疗依据的治疗理论可以有多种，如心理动力学理

论、系统理论及认知-行为治疗理论。  

现代团体治疗主要有三种：心理治疗、人际关系训练和

成长小组。心理治疗的重点是补救性、康复性的，组员可以

是患者，也可以是有心理问题的正常人。社交行为障碍明显

者，以及治疗师担心个别治疗会加剧患者依恋的情况，比较

适合团体治疗。后两种团体是成长和发展性的，参加者是普

通人，目的是为了改善关系，发挥潜能，自我实现，广泛应

用在医院及其它场所，适于不同的人参加。  

（二）操作程序及方法。  

1．形式。由1～2名心理治疗师担任组长，根据组员问

题的相似性，组成治疗小组，通过共同商讨、训练、引导，

解决组员共有的发展课题或相似的心理障碍。团体的规模少

则3～5人，多则10余人，活动几次或10余次。间隔每周1-2

次，每次时间1.5～2小时。  

2．治疗目标。 

一般目标：减轻症状、培养与他人相处及合作的能力、

加深自我了解、提高自信心、加强团体的归属感凝聚力等。  

特定目标：每个治疗集体要达到的具体目标。  

每次会面目标：相识、增加信任、自我认识、价值探索、

提供信息、问题解决等。  



3．治疗过程。团体心理治疗经历起始、过渡、成熟、

终结的发展过程。团体的互动过程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治疗因

素，产生积极的影响机制。  

（1）起始阶段。定向和探索的时期，基本任务是接纳

与认同。  

（2）过渡阶段。协助组员处理他们面对的情绪反应及

冲突，促进信任和关系建立。  

（3）工作阶段。探讨问题和采取有效行为，以促成组

员行为的改变。  

（4）终结阶段。总结经验、巩固成效，处理离别情绪。  

4．组长的职责。注意调动团体组员参与积极性；适度

参与并引导；提供恰当的解释；创造融洽的气氛。  

5．具体操作技术：  

（1）确定团体的性质，如结构式还是非结构式，小组

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组员是同质还是异质。  

（2）确定团体的规模。  

（3）确定团体活动的时间、频率及场所。  

（4）招募团体心理治疗的组员。  

（5）协助组员投入团体。  

（6）促进团体互动。  

（7）团体讨论的技术，如：脑力风暴法；耳语聚会；

菲力蒲六六讨论法；揭示法。  



（8）其他常用技术，尤其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法。  

（三）注意事项。团体心理治疗对于人际关系适应不佳

的人有特殊用途。但应注意其局限性：  

1．个人深层次的问题不易暴露；  

2．个体差异难以照顾周全；  

3．有的组员可能会受到伤害；  

4. 在团体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某个人的隐私事后可能无

意中泄露，给当事人带来不便；  

5．不称职的组长带领团体会给组员带来负面影响。因

此，团体治疗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  

6.有以下情况者不宜纳入团体治疗小组：有精神病性症

状；有攻击行为；社交退缩但本人缺乏改善动机；自我中心

倾向过分明显、操纵欲强烈。这些情况有可能显著影响团体

心理动力学过程。如果是在治疗过程中才发现这些情况，需

及时处理。  

7.在团体治疗中使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技术时，必须注

意艺术性、科学性原则的结合，注意伦理界限。要防止出现

强烈的情感反应失控、非常意识状态（或意识改变状态）；

避免在治疗师与被治疗者之间发展不恰当的崇拜、依恋关系；

不可引入超自然和神秘主义的理念和方法；避免不恰当的身

体接触；  

十一、森田疗法  



（一）概述。森田疗法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医学和

哲学思想与技术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具体操作程序与方法

包括：  

1.准备。选择有适应证及神经质个性特征的患者，建立

治疗关系。  

2.实施。住院式森田疗法可分为绝对卧床期、轻作业期、

重作业期和社会康复期4个阶段，共40天在家庭式的环境中

进行住院治疗。  

十二、道家认知治疗  

（一）概述。道家认知治疗是在道家哲学思想的引导下，

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观念和调整应对方式来达到调节负性

情绪、矫正不良行为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二）操作程序与方法。可分为五个基本步骤：  

1.评估目前的精神刺激因素；  

2.调查价值系统；  

3.分析心理冲突和应付方式；  

4.道家哲学思想的导入与实践。让患者熟记32字保健决，

并理解吸收。先向患者简单介绍老庄哲学的来龙去脉，以及

儒道两家哲学的互补性。然后逐字逐句辨析解读道家认知疗

法的四条原则，即32字保健诀，与其现实事件或处境相结合：

①利而不害，为而不争；②少私寡欲，知足知止；③知和处

下，以柔胜刚；④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5.评估与强化疗效。  

(三)治疗时间与疗程。标准的道家认知治疗疗程分五次

完成，每次60~90分钟，每周可安排1-2次。  

（四）注意事项  

道家认知治疗是基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认

知治疗理念发展而来的新型治疗方法，要求治疗师对传统哲

学有深刻理解，并且对当代社会竞争性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的利弊有丰富的体会和反思。要在鼓励患者进取、勤奋、合

群、执着探索精神的前提下，发展均衡、全面、达观、灵活

的心态和心理能力，避免鼓励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防止过

度使用应对挫折及冲突时的“合理化”心理防御机制。  

十三、表达性艺术治疗  

（一）概述  

表达性艺术治疗简称为表达性治疗或艺术治疗，是将艺

术创造形式作为表达内心情感的媒介，促进患者与治疗师及

其他人交流，改善症状、促进心理发展的一类治疗方法。其

基本机制是通过想象和其它形式的创造性表达,帮助个体通

过想象、舞蹈、音乐、诗歌等形式，激发、利用内在的自然

能力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以处理内心冲突、发展人际技能、

减少应激、增加自我觉察和自信、获得领悟,促进心理健康、

矫治异常心理。表达性艺术治疗适用于大多数人群，从一般

人群到适应困难者，再到多数精神障碍患者。 



表达性艺术治疗包括很多形式，常见的如绘画治疗、戏

剧治疗、音乐治疗、舞蹈治疗、沙盘治疗、诗歌治疗、园艺

治疗等。  

表达性艺术治疗可以以个别治疗方式进行，也可以以团

体治疗方式进行。  

由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异质性，没有明确统一的禁忌症。

一般而言，精神障碍急性发病期，兴奋躁动、严重自伤和自

杀倾向的患者，不宜接受表达性艺术治疗。  

（二）操作程序及方法  

1.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主要形式。根据不同的理论取向，

表达性艺术治疗有多种形式。  

（1）舞蹈治疗：利用舞蹈或即兴动作的方式治疗社会

交往、情感、认知以及身体方面的障碍，增强个人意识，改

善个体心智。舞蹈治疗强调身心的交互影响、身体－动作的

意义。  

（2）音乐治疗：在音乐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利用音乐

体验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治疗关系，

帮助被治疗者达到健康的目的。可分为接受式、即兴式、再

创造式音乐治疗等不同种类。  

（3）戏剧治疗：系统而有目的地使用戏剧、影视的方

法，促进心身整合及个体成长。戏剧疗法通过让治疗者讲述

自己的故事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得到宣泄，扩展内部体验



的深度和广度，理解表象的含义，增强观察个人在社会中的

角色的能力。  

（4）绘画治疗：通过绘画的创作过程，让绘画者将混

乱、困惑的内心感受导入直观、有趣的状态，将潜意识内压

抑的感情与冲突呈现出来，获得抒解与满足，而达到治疗的

效果。 

（5）沙盘游戏治疗：采用意象的创造性治疗形式，通

过创造和象征模式，反映游戏者内心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的沟通和对话，激发个体内在的治愈过程和人格发展。  

（6）其他方法：应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原理，还可以

结合其他的创造性、娱乐性方法，如陶艺、书法、厨艺、插

花艺术等，为患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心理帮助。  

2.表达性艺术治疗的过程  

大多数表达性艺术治疗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准备期：热身、建立安全感；  

（2）孵化期：放松，减少自主性意识控制；  

（3）启迪期：意义开始逐渐呈现，包括积极方面和消

极方面；  

（4）评价期：讨论过程意义，准备结束。  

四个阶段大体是一个从理性控制到感受，再到理性反思

的过程。  

（三）注意事项  



1．表达性艺术治疗师需要受到专门训练；  

2．对于严重患者，有时只是其它治疗的一种补充，需

要和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合作；  

3．注意艺术性、科学性原则的结合，注意伦理界限。

表达性艺术治疗很多时候会强调身心灵一体，要防止出现强

烈的情感反应失控、非常意识状态（或意识改变状态）；避

免在治疗师与被治疗者之间发展不恰当的崇拜、依恋关系；

不可引入超自然和神秘主义的理念和方法；避免不恰当的身

体接触；  

4．根据不同对象选择合适的表达性艺术治疗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