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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20 年来，美国出现了一种发展初级保健与心理健康整合式服务的趋势，该服务整合了初级保健和心理

健康服务，以治疗患者的身心疾病、维护人们的身心健康为目标。 本文介绍了初级保健与心理健康整合式服务的概

念界定、历史背景、实践模式、实践效果和存在问题，希望对我国的心理医疗保健发展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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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ent 20 years has seen a trend of developing integrated primary car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which
aims at treating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enhancing bodily and mental health,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finition, history, models, effec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integrated service with a hope of mak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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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有一种发展初级保健与心理健康整合式服务

（Integrated Primary Car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以下简称

“整合式服务”）的趋势，该服务综合运用医学 和 心 理 学 的 理

论、方法和技术，治疗患者的身心疾病并维护 人 们 的 身 心 健

康 ，它 是 对 初 级 保 健 （primary care）和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mental
health service）的整合，具有协调、全面、持续的特点。 从构成

上看，整合式服务包含初级保健和心理健康服务两部分。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分为四部分：一般医疗/初级保健部

门、专业心理健康部门、公众服务部门和志愿者 支 持 网 络 [1]。

其中，初级保健和心理健康服务分别由初级保健部门和专业

心理健康部门提供。

所谓初级保健，是指由医 师 所 提 供 的 整 合 的、可 获 得 的

服务，医师负责满足患者的大部分医疗保健需 要，和 患 者 建

立持久的合作关系，并在患者所在的社区或家庭开展工作 [2]。

所谓心理健康服务，是指针对心理障碍（mental disorder）所进

行的必要的医学门诊和住院治疗 [3]。 也就是说，心理健康服务

主要针对心理障碍，服务手段主要是医学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

虽然作为整合式 服 务 的 构 成 部 分 的 初 级 保 健 和 心 理 健

康服务含义明确， 但是对于整合式服务的含义却存在分歧。

不同学者对于整合式服务的含义各有侧重。 有的强调服务方

式， 认为整合式服务就是将初级保健 和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的 方

法、技术或人员相结合 [4-8]；有的强调服务目标，认为以治疗身

心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为目标的服务都可称为整合式服务 [9]；

有的则强调服务特点，认为只要具备了协调性、全 面 性 和 持

续性，就是整合式服务[10]。

1 历史背景

整合式服务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

于美国初级保健系统和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的长期分离。

1960 年以前，两大服务系统都表现出了相同趋势，即从

基于家庭和社区的个 别 治 疗 转 向 基 于 大 型 医 院 的 集 中 治

疗[11]，但是因为两个系统分别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管理，所以

在运作上缺乏协调 [12]。 1960 至 1980 年，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在

开展社区心理健康运动，其目标是建立面向 社 区 的、全 面 的

心理健康服务系统 [13]，为此，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本应和医疗系

统广泛合作 [14]，但 由 于 双 方 在 财 政 、组织 和 文 化 上 差 异较

大[15]，所以仍然相互分离 [16]。 1980 年以后，为控制医疗保险支

出，管理式护理（managed care）渐成主流[17]。 在管理式护理中，

心理健康服务通常被外包（carve-out）出去，即同一受保人的

生理和心理健康服务分别由两家公司管理 [1]。 不同公司的政

策差异加剧了初级保健系统和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的分离 [11，18]。

如今， 这种相互分离 的 服 务 系 统 已 无 法 满 足 患 者 的 需

要，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心理障碍患者的生理疾病没

有得到有效治疗。 一系列研究表明，心理障碍患者患慢性疾

病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 [19-21]。 他们的死亡率高于一般人群，预

期寿命低于一般人群，而且主要原因是慢性 病，而 不 是 自 杀

或意外事故[19，22-25]。 第二，初级保健领域的患者的心理障碍没

有得到有效治疗。 由于缺乏心理健康知识、更信赖自己的初

级保健师（如家庭医生）以及自我污名等因素，患者在出现心

理障碍后更倾向于求助初级保健师 [26，27]。 但是，初级保健师因

为缺乏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训练， 同 时 受 到 治 疗 流 程 的 限

制，往往无法识别、诊断并治疗患者的心理障碍 [18，27，28]。为解决

上述两方面问题，初级保健和心理健康整合式服务在过去 20
年中受到了极大重视，发展迅速[12，29，30]。

2 实践模式

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整合式服务的具体实践模式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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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在对实践模式进行分类时，不同学者提出了各自的划

分依据，例如整合水平的高低 [31，32]、服务的获取途径 [33]、初级保

健和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的关系 [34，35]或者服务的具体组织方式[36]。

为了展现整合式服务的具体运作方式，本文将按组织形

式划分。 从组织形式上看，整合式服务主要分为两类：通过服

务者的综合实践实现的整合以及通过 服 务 系 统 间 的 合 作 实

现的整合[36]。

2.1 通过服务者的综合实践实现的整合

所谓服务者的综合实践，是指由一名服务者综合地提供

初级保健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 具体来说，可分为自学的全

科医师和受过训练的全科医师 [32]。

2.1.1 自学的全科医师 所谓自学的全科医师，就是自学了

心理健康知识的初级保健师。 在治疗患者时，初级保健师运

用自学的知识为患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服务以提供心理健

康信息为主。 自学的全科医师常常和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者

保持联系，以便在患者出现心理障碍时进行转介。 在整合式

服务的所有实践模式中，自学的全科医师的整合水平最低。

2.1.2 受 过 训 练 的 全 科 医 师 虽 然 受 过 训 练 的 全 科 医 师 也

是初级保健师， 但是他们接受过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培训，

并获得了相关证书。 因此，受过训练的全科医师可以适当地

为患者提供简单的心理健康服务（如咨询、测 验 等），但 是 仍

以提供心理健康信息为主。 为便于转介，受过训练的全科医

师也常常和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者保持联系。

上述两种实践模式存在以 下 三 个 共 同 点：第 一，都 以 初

级保健师为主体。 无论是自学的还是受过训练的全科医师，

都由初级保健师担当。 第二，都以提供心理健康信息为主。 即

使经过专门培训，初级保健师所掌握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技术

仍然很有限，因此他们在进行心理健康服务时，只 能 以 提 供

信息为主。 第三，都有误用的可能。

2.2 通过服务系统间的合作实现的整合

所谓服务系统间的合作，是指初级保健师和心理健康服

务者相互合作，共同为患者提供服务。 按照合作水平的高低，

该组织形式可分为协调式服务、合作式服务和整合式服务三

类[4，29，36]。

2.2.1 协调式服务 在协调式服务中，初级保健师和心理健

康服务者在不同的机构工作。 他们虽然交流，但是这种交流

是非正式的、缺乏计划的。 通常情况下，只有在遇到疑难个案

时，一方才会向另一方征求意见、寻求帮助。 在这一模式中，

转介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合作途径。

2.2.2 合作式服务 在合作式服务中，初级保健师和心理健

康服务者在同一地点工作。 虽然他们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非正

式的、缺乏计划的，但是由于双方距离较近，所以联系也更紧

密。 当一方遇到疑难个案后，不仅可以向另一方征求意见，而

且可以邀请对方会诊。 在治疗过程中，转介仍然存在，但是联

合治疗也成为了可能。

2.2.3 整合式服 务 这 里 的“整 合 式 服 务”是 狭 义 上 的 整 合

式服务，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整合式服务。 在这一实践模式中，

初级保健师和心理健康服务者组成了正式的服务团队，团队

还有专门的领导者（通常由初级保健师担任）和协调者。 在治

疗过程中，服务者会召开正式会议，在会上 讨 论 个 案 并 制 定

治疗计划，最后按照计划实施团队治疗。

3 实践效果

3.1 整合式服务和一般服务之比较

目前的研究主 要 是 比 较 整 合 式 服 务 和 一 般 服 务 对 于 抑

郁症和焦虑症的疗效 [35]。研究发现，虽然整合式服务对抑郁症

的疗效不会立刻显现 [37，38]，而且在治疗的前 6-12 个月内疗效

会有所减弱 [39-41]，但是相对于一般治疗，整合式服务在减轻患

者的症状、防止疾病的复发上疗效更好 [37，39-42]。 在对焦虑症的

治疗上，整合式服务也表现出了相同的情况 [43-45]。

除了比较整合 式 服 务 和 一 般 服 务 对 于 抑 郁 症 和 焦 虑 症

的疗效外，研究者还比较了两种服务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的疗效。 研究发现，整合式服务在对老年 [41，46，47]和成年 [48]抑郁

症患者的治疗上优于一般服务。 但是，在对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的治疗上，研究结果存在分歧。 Clarke 等人发现，在对青少

年抑郁症的治疗方面，整合式服务和一般服务没有显著差异[49]；

Asarnow 等人的研究则表明， 整合式服务在治疗青少年抑郁

症方面显著优于一般服务 [50]。 这种分歧可能是由于心理疗法

所占的比重不同造成的。 在 Clarke 等人的研究中，心理治疗

只包含了简短的认知行为干预；而在 Asarnow 等人的研究中，

心理治疗包含了系统的认知行为治疗和心理健康教育。 可见

整合式服务的实际疗效还和服务中的具体治疗手段有关。

附图 患者人群分类图

采 自 ：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unity Behavioral Healthcare，
2003

3.2 不同模式的整合式服务之比较

目前，还没有研究比较 不 同 模 式 的 整 合 式 服 务，但 是 学

者们普遍认为：不存在最好的实践模式，需 要 视 具 体 情 况 灵

活选用。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较

重的疾病需要整合式服务，而较轻的疾病只需一般服务 [51]；有

的学者认为须视患者的意愿而定，虽然整合式服务可能疗效

更好，但是也有患者偏爱简单直接的一般服 务，对 于 这 些 患

者，一般服务可能更合适 [52]。

美国社区行为医疗保健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unity Behavioral Healthcare）则认为，在为患者提供服务

时，需要考虑患者群体的特点 [53]。他们曾提出一个对患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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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划分的理论模型，见附图。 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患

者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需要，需要水平 越 高，所 需 的

看护与治疗水平也越高。 第一象限表示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需要都很高的人群（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 这 部 分 人 群，

整合水平最高的团队治疗可能最合适；第二、四 象 限 表 示 只

有一种需要较高的人群（如心脏病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在治

疗这类人群时，应该以一类服务者（如初级保健师）为 主，另

一类服务者（如心理健康服务者）为辅，故协调式服务或合作

式服务较为合适；第三象限表示两类需要都较 低 的 人 群（如

一般的社区居民），对于这类人群，只需配备自学的或受过训

练的全科医师。

4 对我国医疗保健服务的启示

尽管整合式服务还存在种种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管理政

策、缺乏成熟的合作模式、专业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等等，但

它仍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优点。 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以

下三方面：第一，关注现实的革新精神。 整合式服务之所以出

现， 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无法满足患者的健康需要。

可以说，整合式服务是美国医疗保健界关注现 实 问 题、解 决

现实问题的一次努力。 这种关注现实的革新精神应该为我们

所提倡。 第二，强调身心健康的全面健康观。 整合式服务的目

标在于治疗患者的身心疾病，维护人们的身心健康。 这也应

该成为我国医疗保健的发展目标。 虽然身心并重的健康观已

经在我国逐步树立起来，但要在实践中落实这 一 观 念，仍 然

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第三，灵活多样的实践方式。 美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整合式服务的实践模

式也多种多样。 我国不仅和美国国情不同，而且无论在国土

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上都要超过美国，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立 足 国

情，发展自己的整合式服务。

总结整合式服务的优缺点，结 合 我 国 国 情，整 合 式 服 务

对于我国医疗保健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发

展符合我国国情的整合式服务。 公民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

心理健康两方面，因此，发展整合式服务对于 维 护 公 民 身 心

健康很有必要。 第二，由政府主导整合式服务的发展。 整合式

服务属于医疗保健，是公益事业，不能单纯地 依 靠 市 场 进 行

调节。 在发展整合式服务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对各社会团体、专业组织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制定完备而

统一的管理政策，建立健全不同学科的合作机制以及专业人

才的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推动整 合 式 服 务 的 发

展。 第三，努力争取平等的合作关系。 和美国一样，在中国，心

理健康服务业的地位同样要低于初级保健业。 只有建立平等

的合作关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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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干预前后两组 MSSMHS 评定结果比较

干预前和干预 42 周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心理

健康水平都有所提高，干预 42 周时干预组和对照组

无显著差异；干预 84 周后，干预组心理健康水平继

续提高，但对照组无继续提高，干预组和对照组差异

显著。 见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在针对心理问题进行心理咨询和心

理治疗时，从心理问题的回访人数来看，对照组回访

比率是干预组的 2.68 倍（对照组 63/95，干预组 25/
101），说明积极心理教育重视积极情绪体验，关注和

致力于积极品质培养，比传统心理教育“问题定位”

思想能产生更持久和更优的效果。

本研究还考察了干预组和对照组本身在干预前

后、干预 42 周和 84 周的变化，以及干预组和对照组

的差异。 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持续上升：干预 42
周后和干预前比较所有因子都产生了显著差异。 干

预 84 周与 42 周比较：强迫、偏执、敌对因子分继续

显著降低，学习压力因子极显著降低。干预组和对照

组本身在干预 42 周后较干预前都产生了很明显的

效果，均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不是

对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简单否定， 而是对传统心理

健康教育模式的矫正、发展和补充，它能实现传统心

理教育的效果。 从 43 周—84 周的干预，对照组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改善不明显。通过个案的分析，发现一

些学生暂时消除了某个心理问题的症状， 由于对该

问题的认知或应对方式没有改变， 心理问题复发可

能性增大 （这解释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回访人数多

的原因），抑或又产生新的心理问题，导致心理健康

整体水平提升不明显， 这就凸显了传统心理教育的

局限性。

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人关注积极

情绪体验，注重积极人格的塑造和积极环境的建设，

通过增强人的积极力量或积极品质来克服问题，对

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很好的效果。 而传统心理干预对

心理问题的咨询和辅导， 能在某种程度暂时消除心

理问题，却不能很好地防止复发或是保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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