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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线索暴露对海洛因戒断者焦虑和抑郁 

状态及心理渴求的影响* 

钟 飞 吴鎏桢一 韩济生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要 目的：研究环境线索对海洛因戒断者心理渴求及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选取70例处于戒断6o一9o 

d的海洛因依赖者及28例健康志愿者暴露于海洛因相关环境线索中，测量暴露前后视觉模拟尺记录的渴求程度， 

以及心率、汉密尔顿焦虑和抑郁量表评分，并完成自编海洛因依赖受试者基本情况登记表等社会学资料。采用配 

对 t检验统计暴露前后的渴求程度、心率及焦虑和抑郁评分。结果：暴露后海洛因戒断者的心理渴求和心率明显 

高于暴露前，差别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O1)。焦虑和抑郁评分在暴露后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 

0．01)。结论：环境线索可以使戒断期海洛因依赖者心理渴求和心率明显增加，但同时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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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l CT Objective：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heroin—related cue 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craving of heroin absfinents．Methods：Seventy heroin addicts who had finished detoxification and 28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to expose to heroin—related cue．Craving，heart rate，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evaluated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and Hamilton rate scale of 

depression(HRSD)．Paired—t test was adop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VAS，HAMA and HRSD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exposure．Results：Heroin abstinents’craving SCOreS an d heart rate increased after exposure， 

andthe difference,was significant(P <0．01)，whil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decreased after 

exposure，and the difference was also significant(P<0．01)．Conclusion：Heroin—related cue can induce 

drug craving of heroin abstinents and alleviat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t one time． 

KEY、)I l妯 s cue；heroin addicts；craving；anxiety；depression 

预防复吸是戒毒治疗中的最大难题，近年有国 

内学者报道脱毒 1 a后的复吸率高达 82．5％_1 J。导 

致复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较公认的是：药物本 

身(drug)、药物相关暗示(cue)以及应激(stress)三方 

面 J，其中药物相关暗示又是导致复吸最主要的原 

因之一_3 J。国内关于环境线索诱发心理渴求方面 

的临床研究甚少，而且我国吸毒者主要使用的毒品 

是海洛因，因此有必要弄清楚海洛因相关线索对戒 

受 国家重 点基 础研究 发展计划 (973)课题 (2003一 

cB575400)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0170814)资助 

一通讯作者：E—mail；liuzw@bjmu．edu．cn 

断期海洛因依赖者渴求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为找 

出临床行之有效的复吸干预策略提供有力的理论根 

据。另外海洛因依赖受试者无论在脱毒治疗期还是 

在脱毒治疗后都存在者较为严重的抑郁，焦虑症 

状_6 J，这对于海洛因戒断者脱毒后康复是极为不 

利的。环境线索对海洛因戒断者在戒断后焦虑和抑 

郁状态及心理渴求是否有影响，我们对70例海洛因 

戒断者和28例健康对照者进行了临床观察，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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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Chin J Dru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海洛因依赖者70例选自2004年7一l1月在北 

京安康医院住院的病人。人组标准：所有病例人院 

前均已滥用海洛因三个月以上，符合 DSM一1V诊断 

标准 ]，尿液吗啡检测均为阳性。试验前均已人院 

脱毒一个月以上且尿液吗啡检测为阴性，经过相关 

实验室检查(如心电图、脑电图、肝肾功能、尿液常规 

分析，血球常规分析)无重大躯体疾病及合并症，无 

性传播疾病和精神性疾病。健康对照者28例来自 

本校招募的志愿者，亦无重大躯体疾病及合并症，无 

性传播疾病和精神性疾病。 

1．2方法 

1．2．1基本情况登记表 采用自编海洛因成瘾受试 

者基本情况登记表，其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历、 

职业、首次吸毒时间、吸毒原因、吸毒方式、是否多药 

滥用、吸毒剂量、复吸的原因等。 

1．2．2环境线索 采用经剪辑而成的两段现场自拍 

录像，内容分别是两名男性海洛因依赖者模拟烫吸 

地西泮，及两名女性海洛因依赖者模拟静脉注射地 

西泮，录像持续时间为3 min。 

1．2．3心理渴求程度的测量 使用视觉模拟尺(visual 

analog scale，VAS)让受试者自我评价_9J，尺子的范围 

从0分(没有渴求)至 100分(极度渴求)，评分结果 

用百分数记录。 

1．2．4测量心率 使用手腕式电子血压计(Panasonic 

EW3032)~量受试者心率。 

1．2．5焦虑和抑郁状态的评价 采用当前精神科中 

使用最为频繁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I-lAMA)和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RSD)，按全国量表协作组资料 

I-lAMA评分总分超过29分可能为严重焦虑，超过21 

分，肯定有明显焦虑，超过 14分肯定有焦虑，超过7 

分可能有焦虑，小于6分没有焦虑；按照 Davis JM的 

划界分，HRSD评分总分超过 35分，可能为严重抑 

郁，超过20分，可能是轻或中等度抑郁，如小于 8分 

病人没有抑郁。所有临床量表的评定工作固定由1 

名工作人员独立评定，评定时对受试者采取统一的 

指导用语。 

1．2．6实验程序 受试者平静 5—10’min后，呈现 

VAS给受试者，让受试者评价 自己此刻的海洛因渴 

求程度，然后由专科医生使用 HAMA和 HRSD评价 

受试者的焦虑和抑郁程度，以上的结果作为受试者 

的基线水平；接着将受试者暴露于药物相关的暗示 

3 min(观看使用毒品的录像3 min)，录像结束后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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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VAS让受试者评价自己观看录像过程中对海 

洛因的渴求程度，然后再次由专科医生使用 I-lAMA 

和 HRSD评价受试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1．2．7数据处理和统计 实验结果中海洛因渴求评 

分、心率、HAMA和HRSD的评分以露±s表示。数 

据使用Graphpad统计软件公司的Prizm 4．0做环境 

线索干预前后配对 t检验及组间t检验。以 P< 

0．05作为差异显著性标准。 

2结果 

2．1受试者的临床资料 

70例海洛因戒断者中男性 50例，占71．4％，女 

性20例，占29．6％。年龄为18—47(27．3±s 5．1)a， 

滥用海洛因时间为 5．65 a±s 3．9 a，海洛因 日用量 

为0．9 g±s 0．7 g，其中60例(占86．7％)被试者只 

使用海洛因，10例(占 13．3％)被试者除海洛因之 

外，还使用“摇头丸”、大麻及哌替啶等精神活性物 

质。吸食方式：烫吸27例，占38．6％，静脉注射42 

例，占 60％，烫吸与静脉注射混合使用 1例，占 

1．4％。43例(占61．4％)复吸的原因是回到以前吸 

毒相关的环境，27例(占38．6％)为生活中遭遇挫 

折。28名健康对照者中男性 19例，占67．9％，女性 

9例，占22．1％。年龄为19—38(26．5±s 4．3)a。海 

洛因成瘾者和健康对照者的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见 

表l。经Chi—Square检验成瘾者与健康对照者之间 

男女比例和文化程度差异均无显著性；通过 检验成 

瘾者与健康对照者之间年龄也没有差别(P>0．05)。 

表 1 海洛因依赖者与健康志愿者一般社会人口学 

资料 

2．2环境线索暴露前后心理渴求评分及心率的比较 

表2显示，健康志愿者基线渴求分值为0．00±s 

0．0o，暴露于相关的环境线索下后，渴求分值为0．64± 

s 1．12，变化不明显(P>0．05)。处于戒断操守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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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依赖者暴露于相关的环境线索下后，受试者 

自我报告的渴求分值明显增加，与基线渴求分值相 

比差别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提示药物相 

关的环境线索可以诱发出海洛因戒断者明显的心理 

渴求。而且暴露前后海洛因依赖者的渴求分均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者(P<0．01)。心率方面，健康志愿 

者基线值为每分钟69．71±s 5．18次，暴露于相关的 

环境线索下后心率为 68．37±s 7．24次，变化不明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Chin J Drua Deoend)2005，14(6)：428—433 

显(P>0．05)。海洛因戒断者的心率明显增加，与基 

线心率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提示药物相 

关的环境线索可以加快海洛因戒断者的心率。暴露 

后海洛因依赖者的渴求分值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者(P<0．01)。 

2．3环境线索暴露前后HAMA评分的总分及各项因 

子分 

表3、4显示，健康志愿者HAMA评分的总分和 

表 2 环境线索暴露前后心理渴求评分及心律的变化( ±S) 

～ P<0．01。与暴露前比较； P<0．01，与健康志愿者比 

表 3 环境线索暴露前后HAMA评分的总分及各项因子分( ±S) 

一 P<0．01，与暴露前比较； P<0，01，与健康志愿者比较 

表 4 环境线索暴露前后 HAMA因子分析比较( ±S) 

表示 P<0．05，与躯体性焦虑比较； 表示 P<0．01，与暴露前比较 

各项因子分均为正常。海洛因成瘾者在戒断后的 

HAMA总分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P<0．01)，处于明 

显焦虑状态；分析其单项评分显示，较重的症状(单 

项分在 1．5分以上)有失眠、焦虑心境、认知障碍和 

植物神经系统症状、抑郁心境。暴露于环境线索后， 

分值较高的焦虑心境 、紧张和会谈时的行为表现等 

项目分值均有明显下降，而且HAMA总分明显低于 

暴露前(P<0．01)，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提示 

环境线索暴露可以缓解海洛因戒断者的焦虑情绪； 

比较 HAMA因子评分显示，海洛因依赖者在环境线 

索暴露前后，精神性焦虑因子分值明显高于躯体性 

焦虑因子分值，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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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说明海洛因依赖者戒断后的焦虑情绪以精神 

性焦虑为主。进一步对环境线索暴露前后 HAMA 

因子分值比较显示，仅有精神性焦虑因子分差异有 

显著性 (P<0．01)，提示环境线索暴露可能主要缓 

解病人精神性焦虑方面的成分。 

2．4环境线索暴露前后HRSD评分的总分及各项目 

评分 

表5显示，健康志愿者 HRSD评分的总分和各 

项因子分均为正常。海洛因成瘾者在戒断后的 

HRSD的总分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P<0．0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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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显焦虑状态；比较单项评分显示，戒断后单项分 

值较高(单项分均值在2．0分及以上)的分别是睡眠 

障碍、全身乏力、能力减退、忧郁情绪和自卑感。暴 

露于环境线索后，分值较高的全身乏力、能力减退、 

忧郁情绪和自卑感等项 目分值均有明显下降，且 

HRSD总分降低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 

示海洛因依赖者戒断后存在抑郁症状和情绪，而且 

在暴露于药物相关环境线索后可以暂时缓解抑郁症 

状和情绪。 

表5 环境线索暴露前后 IIRSD评分的总分及各项因子分( ± ) 

一 P<0．01，与暴露前比较； P<0．01，与健康志愿者比较 

3讨论 

本次研究中，受试者暴露于药物相关线索后，被 

诱发出的心理渴求分值明显高于暴露前。Franken 

等人曾经报道，这种被诱发的心理渴求产生的原因 

是对相关线索选择性加工所导致，与动机系统处理 

异常有关 。。。Childress_l卜14]等人发现，戒断期的成 

瘾者观看可卡因相关录像时，可被诱发出明显渴求， 

通过正电子断层摄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功能性 核磁 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IM )可见检测到在杏仁核、前额皮 

质、前扣带回等脑区的局部脑血流量及代谢率信号 

增强；而观看中性录像时，相关脑区检测指标降低， 

可见，相关环境诱发心理渴求进而导致复吸的过程 

中涉及一系列脑区参与。本研究中暴露前后心理渴 

求分值的标准差较大，尤其受试者相互之间渴求分 

值偏差较大，可能与受试者目前处于强制戒毒所，虽 

然实验前已做好相关解释说明，但是部分受试者由 

于法律威慑不敢如实报告自己的真实想法有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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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暴露前后不同人反应的心理渴求程度不尽相同， 

可能是由于不同人对不同的环境线索有不同的敏感 

程度导致抑或是与遗传因素有关系，这对于指导脱 

毒后的康复治疗有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海洛因依赖者在戒断后的康复期普遍存在着焦 

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_6 J，因此如何缓解海洛因成 

瘾者脱毒后抑郁和焦虑情绪的研究有助于戒毒临床 

治疗及康复。我们的研究采用了HAMA和HRSD两 

种精神科量表对海洛因依赖者暴露于药物相关线索 

前后的精神状态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海洛因 

依赖者脱毒后存在焦虑和抑郁症状，并且实验结果 

首次证实暴露于药物相关线索后的HAMA及HRSD 

总分均明显低于暴露前，提示海洛因受试者戒断后 

的焦虑心境和认知障碍、植物神经系统症状以及易 

倦、兴趣丧失、生活空虚等精神性焦虑和负性情绪是 

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而环境相关线索虽然可以诱 

发心理渴求，但是同时也能缓解海洛因受试者的焦 

虑及抑郁情绪，因此，环境相关线索有可能作为抑 

制复吸的一种外部干预措施。现在已有研究发现当 

海洛因戒断者被反复给予海洛因相关暗示后心理渴 

求和条件性情感反应会减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海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Chin J DrIlg Depend)2005，14(6)：428—433 

洛因相关暗示暴露疗法 (cue exposure treatment， 

CET)，这种治疗方法类似于临床常用的脱敏疗法， 

即多次给予受试者海洛因相关暗示，改变受试者的 

负性行为模式增强无毒生活方式的信念，然而该疗 

法由于实验病例少而且缺乏对照条件所以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_l 。但是我们的实验恰好能从线索暴 

露缓解海洛因戒断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角度进 
一 步佐证CET治疗方案的可靠性，为该方法的临床 

使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 

目前，国外对环境线索诱发渴求从而增加复吸 

可能性的研究较多，但国内这方面的探索较少。本 

文的结果初步评价了环境线索暴露对心理渴求和某 

些生理指标的影响，并且首次证实暴露于药物相关 

线索可以缓解海洛因戒断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然 

而本实验亦有不足之处，例如尚需针对不同处境下 

的海洛因依赖者、尽量完善实验条件进一步探讨，而 

且这种习得性条件反射性行为可能会通过某些认知 

行为治疗而获得一定的改善u ，复吸和环境相关线 

索的关系正日益受到药物依赖研究领域的关注，因 

此临床上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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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阿片类药物依赖戒断的机制非常复杂，涉及多 

系统多靶点的变化，目前临床无法用单一的西药来 

治疗，而复方中药具有多靶点和整体调节的优势。 

因此，中医药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成为戒毒研究的 

重要方向之一H]。复方瑞康欣由元胡、当归、川芎等 

中药组成，药物原料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sF1)A)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 

的中药浓缩颗粒，中药成分均经指纹图谱检测，其主 

要成分是延胡索乙素和川芎嗪。据文献报道，中药 

延胡索乙素可以阻断脑内多巴胺受体，具有镇痛、镇 

静、催眠作用 ]。川芎嗪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钙离 

子拮抗剂，可以抑制戒断反应引起的血清单胺类递 

质的升高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复方瑞康欣具 

有明显抑制吗啡依赖大鼠戒断症状的作用，缓解体 

重丢失，而延胡索乙素和川芎嗪可能是其防治阿片 

类依赖的的天然有效成分。 

研究认为，在吗啡耐受和依赖形成的过程中，单 

胺类神经递质受到抑制，而在停用吗啡或纳洛酮催 

促戒断下，吗啡动物出现戒断综合征的同时，单胺类 

神经递质分泌发生剧烈的改变，NA，DA，5一HT及其 

代谢产物5一HIAA等显著升高 ]。本研究结果也 

支持上述观点，即在脑干中，Mor维持组的单胺类神 

经递质改变最大，该组戒断症状的评分值也最高。 

这提示，在阿片类药物依赖所致戒断症状发生的病 

理生理过程中，中枢神经系统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发 

生了代偿适应性上调，此上调过程参与了吗啡戒断 

症状的发生。本文的实验研究表明，吗啡依赖大鼠 

自然戒断后复方瑞康欣对其治疗5 d，在纳洛酮催瘾 

后，能使脑干中的 DA，5一I-IT，5一HI AA含量降 

低(P<0．05)，NA含量轻度下降，但对脊髓的单胺 

类递质无影响。综合复方瑞康欣对吗啡依赖大鼠自 

然戒断后戒断综合征及体重方面的影响，复方瑞康 

欣对吗啡依赖大鼠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机制之一 

可能与下调戒断后脑干中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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