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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心态问题

Making mindset matter
来源：BMJ 2017;356:j674 doi: 10.1136/bmj.j674

Alia Crum 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患者心态和医疗保健的社会背

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改善治疗效果。

随机对照试验，通过去除安慰剂效应
来鉴别有效的因素，被公认为是目前评估
药物及治疗方案的标准。该模式通过将治
疗与所谓的
“与医学无关的”
治愈因素进行
比较，有效地将医学治疗分隔开；这些“无
关的”治愈因素包括社会背景（如医疗常
规、医患关系、公共机构的声誉、品牌效应
等）、
患者的心态（如患者的意识状态、
求治
欲望），
以及躯体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

要点
心态和社会背景或好或坏影响着每一个医
疗过程。
心态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并非神奇或神
秘的。
细致的心理评估和先进的生物学技术使它
们能够被测量、
分类和量化。
理解和利用医学中的心理和社会作用有助
于优化医学治疗的效果和认知。

随机对照试验虽然是评价新治疗方
案的金标准。但是这个模式掩盖了在医
疗实践中，以心理、社会因素为基础的安

慰剂效应对疗效的影响（图 1）。事实上，
医疗诊治从来不是独立于患者的心态和
社会背景而存在的。
在跟患者沟通时，医生通过主观判

断、分析预期疗效、分析患者的主观想法，
来向患者解释疾病的科学诊疗过程。患
者对医生的信任、医生如何倾听患者、如
何做好共情、如何告知病情都会对患者造
成影响。一些社会背景或外在因素（如药
物的品牌、价格及广告，或医院或医生的
资质）也会对患者造成影响。这些心理社
会因素在决定临床疗效中扮演着至关重
1-3

要的作用，而不仅是偶然因素 。
从这个角度来看，安慰剂效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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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仅仅满足于评价诊疗方案与安慰剂
的区别，而开始研究更深层次的问题，例
如什么原因导致了安慰剂效应？无论是
作为患者还是医生，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有
效利用这些原因以改善医疗诊治？

科学依据
安慰剂效应是由患者心态（主观意识

或预期疗效）造成的，它可以使大约 60%~

90%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包括疼痛、焦

虑、抑郁、帕金森病、哮喘、过敏、高血压、
免疫缺陷、阿尔茨海默病，甚至有利于术

后康复 1-2。过去 30 年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表明，对治愈的期望可以激活与焦虑、疼

痛和奖赏回路相关的大脑区域，也能刺激

丸，而成为了心理社会因素这一支持系统

包括心血管、内分泌、呼吸系统、神经系统

对患者产生疗效的立足点，而且这种疗效

和免疫系统在内的外周生理变化 1-2。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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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排除了医疗诊治的所有作用。因此，我

有所改变。安慰剂不再是个有奇效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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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相比，前者会改变皮质醇活动和阻碍脱氢
表雄酮反应 8。一项包括 28 000 名受试者的队列研

究表明，
将实际压力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认为压力会
影响健康的人有 43%的几率更容易过早死亡 9。

心态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社会背景决定

的。在医学实践中，这些社会背景可以来自于医生
为患者建立的疗效期待，也可以来自于患者所处的
社会环境。一项
“半盲设计研究”
的综述报道，
当医生
或医疗服务者向患者公开诊疗过程，告知患者治疗
是有益的（如减轻疼痛、
降低血压），
其疗效明显比不
医患沟通
公开诊疗过程要好得多 10。这些研究表明，
另一些微妙的暗示（如医生的穿着、
药物
非常重要 11，
的标签、
颜色、
价格、
广告）也会影响疗效 12-13。
除了药物的实际作用外，医患关系（如移情、相
互理解）也能带来可观的病情改善，通过提高患者
期望、缓解焦虑、增强心理支持、缓和患者情绪来达
到此效果。例如，医生的移情作用可以使糖尿病患
者获得更好的疗效（包括将血红蛋白 A1c 和低密度

脂蛋白控制在适当水平 14，减少急性代谢并发症的
发生 15）。同样，一项针对新发感冒患者的随机试
在安慰剂对照试验中，心理社会因素通常被视为与药物

验发现，医生的关心与症状严重程度的改善、症状

效应是竞争关系（上图），但在日常实践中，心理社会因素是所有

持续时间的缩短有关，这表现在白细胞介素和中性

治疗效果的基础（下图）。安慰剂效应和药效的相对百分比在不

粒细胞数的降低上 16。医患关系可以通过直接影

同的药物和控制条件中有差异

响心血管和免疫系统、间接提高患者依从性、减少

图1

外，本研究显示不同的心态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客观
联系，通过一连串特有的生理效应产生相应的预期
效果。例如，认为疼痛能缓解的心态会激活大脑内
的内源性阿片系统，而认为焦虑会减轻的心态能激
活前扣带和眶额皮质以及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从而
降低血压和心率 2。
心态也会造成负性影响或“反安慰剂”效应，例
如，
在患者被告知注射会引发疼痛后，
患者的疼痛反
应会增加；当医生告知某种药物服用后可能会带来
的一些副作用后往往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如恶
心、疲劳和性功能障碍 4。在临床试验中，由于反安

慰剂效应，大约有 4%~26%随机服用安慰剂的受试

者会终止试验 5。研究还显示，
行为疗法的获益程度
受到患者对该疗法看法的影响。例如，营养素产生
6

的生理效应因个人对营养素的看法而异 。同样，
锻
炼身体的益处取决于个人认为哪项体育运动是
“好
7

不必要的治疗而影响疾病预后 14-15。

进一步工作
尽管心理社会因素在医疗诊治中有潜在益处，
但它们受到的关注比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少得
多。大多数医生每天都会无意识的利用心理社会
因素，但他们对其有效性的认识各不相同。医生接
受的如何利用这些因素使患者获益的培训少之又
少。除了承认心理社会因素是医疗诊治中普遍而
重要的因素，我们还需要其他措施来有效地理解并
运用它们。我们给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医疗保健
系统提供以下建议。
医学研究
健康心理科学的迅速发展，使我们能够量化、
理解和调节主观思维体验、医患关系和医患间相互

的锻炼方式”。研究表明，认为压力会影响个人表

信任带来的相关临床效应。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在

现、
降低工作效率与认为压力会优化个人表现、
提高

现有医疗实践中调节心理社会因素的跨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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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生理状况作为评价指标的研究，将使我们能

疾病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用尽所有可利用的工具来

够处理一些问题，例如应该如何告知患者治疗风险

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随着药物和外科治疗的进

及副作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害。那么，我们应该

步，进一步理解社会背景和患者心态的作用，激发

如何为各种族、各性别、各年龄和各种背景的人创

身体的自愈能力，可以成为健康和疾病治疗的一项

造有益的社会心理（如热情而有益的人际关系）？

特殊方式。我们需要开放地接受这种可能性。

在优先考虑医生自我保护以及减少患者的厌倦心
理的同时，了解什么样的个人心态和社会背景可以
帮助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如何利用心理社
会因素防止严重疏忽、医疗差错、诊断延误和过度
诊疗 17-18？
医疗实践和教育
最好的情况是，医生和患者都能利用安慰剂效
应的潜在益处。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在治疗过程中作
用的培训应尽快发展起来，
为医学生、
住院医师提供
知识和技能以帮助他们利用个人优势去跟不同的患
者建立联系；
在迷茫、
感到威胁的环境中建立患者的
心理预期；
告知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
让他们选
择良好的心态，
为其建立有利的社会背景。
医疗保健体系
制度改革应与医疗诊治中的心理社会因素相
结合，并促进心理社会因素得到有效利用。第一步
是反思和改革随机试验的标准，试验应包括自然条
件组（没有安慰剂治疗）和条件组（社会背景和患者
心态存在与否，即高或低剂量安慰剂），让研究者了
解信仰、品牌、社会背景如何放大药效及其他治疗
的效果。此外，应该考虑如何告知副作用，以避免
导致更大的副作用。
必须提供积极的系统性激励和充足的资源，以
确保在医疗培训中讲解的经验教训能够理解并在
实践中证明和衡量它们的效益。这应该包括为医
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奖励措施，以调整医患关系。
在合作治疗模式中，组成多学科的综合医疗团队，
充分利用患者的心态和社会背景对其进行综合治
疗。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的时间应该更自
由，使其能更多地关注临床治疗的社会背景和医患
关系。在有效实施的前提下，这些技术的进步可以
使医生回归真正的医疗实践，其中就包括良好医患
关系的建立，这是医疗技术无法代替的 19。

未来展望
面对未来的健康威胁和日益增加的非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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