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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考察不同专业背景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的临床工作现状。方法：研究采用分层 

方便取样。调查了全国28个省份的专业人员 1201名，其中，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 470名，医学314名，教 

育学 190名，其他 194名，33人未报告此信息。使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情况调查表来调查专业工作一般情 

况、提供临床心理服务的类型、对各种诊断标准的使用、获得疗效反馈信息的途径以及与来访者互动状况。 

结果：(1)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最高 (硕士以上者占49．5％)，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每周从 

事专业工作时间最长 (平均 10．8小时／周)，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每周案例讨论和督导时间最多 (均 

为2．3 zbB?／周)。但 3类人员接受小组督导和个人督导的时间均小于 l小时／周。(2)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 

员提供心理咨询的频率多于其余 3类专业人员 [(3．7±0．9)VS．(3．3 4-0．9)， (3．4±0．9)， (3．3± 

0．9)；P<0．o1]；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提供心理治疗的频率 (2．9±1．0)、药物治疗的频率 (2．9±1．1)均 

最多；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更多从事心理测量工作 [(2．4±1．0)， (2．5±1．1)VS．(2．1±0．9)， 

(2．2±1．1)；P<0．01]。(3)医学背景专业人员运用诊断标准更多也更严格。(4)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对 

来访者的治疗或咨询更多地按计划结束 (3．1±0．8)。结论：医学背景和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从事了更多的 

专业工作并做得相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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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s in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by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Methods：Totally 1201 professional personn el from 28 provinces 

were investigated by a s~afified convenience sampling in this study．Among the whole subjects，there were 470 pro— 

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psychology background，3 14 with medicine background，190 with education background。 

194 with other background，and 33 subjects didn t report this information．The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of counse— 

ling and psychotherapy work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professional work，type s of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ffered，usage of diagnostic criteria，methods of acquiring feedback on efficacy，and interaction with cl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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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Results： (1)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psychology background had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lever f master 

and above degree was 49．5％ )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medicine background spent more time on clinical work 

(average 10．8 h per week)．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medicine or psychology background spent more time in 

case discussion and supervision(average 2．3 h per week)．But the group supervision hours and individual supervi— 

sion hours in a week were all less than 1 h among all professional personne1．(2)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psy— 

chology background did more counseling work than other three backgrounds[(3．7±0．9)VS．(3．3±0．9)，(3．4 

±0．9)， (3．3±0．9)；Ps<0．01]．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medicine background did most psychotherapy 

(2．9±I．0)and medication treatment(2．9±1．1)．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both psychology and medicine 

background use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more often [(2．4-i-1．0)， (2．5±1．1)VS．(2．1±0．9)， (2．2± 

1．1 J；P<0．01】． (3 J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medicine background used diagnostic tools more often and 

more strictly．(4)Mor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psychology background finished their clinical work with clients 

under planning (3．1±0．8)．Conclusion：As a whole，pro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psychology and medicine 

background do more an d better professional work than persons with other backgrounds． 

【Key words】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professional backgrounds；psychology；medicine；educa· 

don；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cross—sectional studies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有了较 

快速的发展，但与欧美等行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相 

比，无论是行业管理还是培训与资质认证方面，都还 

有不小的差距  ̈。 

目前，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主要 

包括有医学背景的医务人员、有心理学或教育学等文 

科背景的学校人员以及心理学的爱好者 J，他们的 

学科背景主要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及其他学科。 

在研究者既往的实际工作经验中发现，不同专业背景 

的训练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专业人员的培训 

和I临床工作都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 目前国内 

已有一些针对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现状调查以及有关 

职业发展建议的论文 j，并得到对行业发展与建设 

有积极意义的发现与探讨，但没有对不同专业背景的 

专业人员工作状况进行比较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 

针对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专业 

人员的工作现状进行考察，以了解各专业背景专业人 

员的特点，为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学历教育、继续 

教育和专业工作提供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研究对象为 1201名来 自全国28个省市区的心理 

健康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涉及省区市包括华北 

(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北)、东北 (黑龙 

江、吉林、辽宁)、中南 (河南、湖北、湖南、广 

东)、华东 (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福建)、西北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和西南地区 (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按照 

以下方法抽取调查对象：每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非省会 

城市各 1个，在每市选择医疗机构 (省区市医院、 

精神科专门医院各 1—2所)、教育机构 (大学、中 

学各 1—2所)及其他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每个机 

构调查专业人员 2—3人。因实际取样时遇到一定困 

难，在强调上述要求的情况下，根据方便取样的方式 

尽可能按照上述要求搜集相关人员的数据。 

在 1201名调查对象中，男性 446名，女性 749 

名 (6人资料缺失)；年龄20～74岁，平均 (36-i-9) 

岁；教师571人，医生 278人，专职心理咨询与治疗 

师 56人，个体经营人员 27人，其他职业 73人，资 

料缺失 196人 。 

1．2工具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情况调查表 。本研究选 

取调查表中有关心理健康服务的部分信息，包括以下 

4部分：(1)专业工作一般情况。共 8个题 目，即专 

业工作为专职还是兼职，是否担任督导，是否担任培 

训教师，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的时间，每周进行 

心理治疗或咨询的小时数，每月参加案例讨论的小时 

数，每月接受专业督导的小时数，每月进行个人体验 

的小时数。 (2)临床心理服务工作类型。测量专业 

人员提供各类l临床心理服务的频率，共4个项目，包 

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测量和药物治疗。(3) 

诊断标准使用。测量专业人员使用各种诊断标准进行 

诊断的频率，共 5个项 目，包括使用美国 《精神障 

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国际疾病 

分类第十版)》 (ICD一10)和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 

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一3)、主要根据自己的经验 

进行诊断以及有些案例无法诊断。 (4)与来访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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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状况。测量治疗中发生几种与来访者互动状况的发 

生频率，共 5个项 目，包括来访者的治疗完成、脱 

落、转介、危机干预等。除专业工作一般情况外，调 

查中各条目均为 1—5点计分 (没有、较少、适中、 

很多 、总是)。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进行 F检验、 

检验，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进行两两分 

析。以尸<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人口学情况比较 

卡方检验表明，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的年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背景专业人员的年龄高于其余 

3类专业人员；性别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背 

景专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稍高于男性，而其余3类专业 

人员均以女性居多；教育水平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的教育水平多集中在硕士和 

大学本科，医学背景专业人员多集中在大学本科，其 

次为硕士和大专，教育学背景专业人员多集中在大学 

本科，其次为硕士 (表 1)。 

表 1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的人口学情况比较／例 (％) 

注 ：数据有缺失 ； P <0．05，一 P<0．01。 

2．2专业工作任职情况及工作时间比较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的临床工作的专／兼职情 

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教育学背景专业人员的兼职比 

例最高，其次为其他背景专业人员，医学、心理学背 

景的专业人员兼职比例最低，但仍达到约45％。担 

任培训教师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心理学、教育学 

背景的专业人员担任培训教师的比例较高，达到约 

40％，而其他和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担任培训教师的比 

例也达到约30％ (表2)。 

表 2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的专业工作任职情况比较／例 (％) 

注： P<0．05，一P<0．01。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 或咨询的小时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背景专业人 

的时间 (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背景专业人 员每周工作时间最长，其次为心理学背景，再次为教 

员的工作时间多于其余3类专业人员；每周心理治疗 育学和其他背景人员；每月参加案例讨论的小时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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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和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均多于 统计学意义，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专业人员均多于教育 

教育学背景人员；每月接受小组督导的小时数差异有 学背景人员，但各组均小于 1小时 (表 3)。 

表 3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的专业工作时间比较 ( ± ) 

注 ： P <0．05，一 P<0．O1。 

2．3提供不同类型临床心理服务的频率 

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的频率多于 

其余3类专业人员；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提供心理治疗 

的频率最多，其次为心理学背景人员，而教育学和其 

他背景人员最少；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人员提供心理测 

量的频率多于教育学背景人员；在药物治疗方面，医 

学背景人员使用得最多，其次是心理学背景人员，而 

教育学和其他背景人员最少 (表4)。 

表 4 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提供不同类型临床心理服务的频率比较 ( ±s) 

注： P <0．05，一P<0．O1。 

2．4临床心理服务工作中使用各种诊断标准的频率 

在DSM．IV、ICD．10、CCMD-3诊断标准的使用 

中，医学、心理学背景人员使用最多；主要根据经验 

诊断的情况，医学背景人员使用最低；案例无法诊断 

的情况，教育学背景人员的报告频率高于医学背景人 

员 (表 5)。 

表 5 不同专业背景人员在临床心理服务工作中使用各种诊断标准的频率比较 ( ±s) 

注： P<0．05，一P<0．0l。 

2．5与来访者各种互动状况的发生频率 

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对来访者的治疗或咨询更多 

地按计划结束。来访者的治疗按照计划结束的状况， 

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发生频率多于教育学和其他背景 

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脱落的情况，医学背景人员报告 

最多，心理学、教育学背景人员报告多于其他背景人 

员；遇到需要进行危机干预的来访者的情况，医学背 

景人员遇到的多于教育学和其他背景人员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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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0．05，一 P<0．01。 

3 讨 论 

3．1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概况及其专业工作的一般 

情况 

首先，本次调查发现心理学背景者学历水平最 

高，本科及以上比例达到 91．2％且硕士比例明显高 

于其余三类专业背景，但四类专业背景中学历在大学 

本科以下的比例仍占6％ 一16％，尤其以医学背景居 

多，这说明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的教育水平 

仍偏低。在美国，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师被要求至少具 

有硕士教育水平，而心理治疗师须为博士毕业 。 

根据我国国情，赞同汪新建等的建议，即要求心理咨 

询与治疗专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不低于本科毕业，且 

应限定在相关的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医学和社会 

学的范围内L6j，未来考虑逐步向专业研究生水平过 

渡。 

其次，本调查还发现了不同专业背景专业人员在 

专业工作一般情况方面的差异：(1)与过去从事心理 

咨询与治疗的人员大多是兼职相比 '7_，’目前心理学 

和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员中专职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 

教育学和其他背景中专职人员比例也有约 1／3；另一 

方面，仍有超过一半的专业人员处于兼职状态，加上 

我国的专业人员极为缺乏 (与美国对比美国心理治 

疗师与居民人口的比例为 1：582l10]的现状相比)，提 

示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在中国的职业化发展程度不 

高。(2)心理学、教育学背景的专业人员担任培训 

教师的比例较高 (约40％)，这可能缘于他们工作时 

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且有更具优势的专业训练背景 

有关。 

此外，在专业工作时间方面，结果发现：医学背 

景者每周从事专业工作时间最长 (平均 l0．8小时／ 

周)；心理学和医学背景者每周案例讨论和督导时间 

最多 (均为 2．3小时／周)；但三类人员接受小组督 

导和个人督导的时间均小于 1小时／周。与国外情况 

(例如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平均每周进行 15．5小时的 

心理咨询，平均每周接受督导 1．2小时  ̈)相比较， 

我国的专业人员无论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工作 

的时间上，还是在接受督导的时问上均较少，均需进 
一 步提高。 

3．2临床心理服务的提供情况 

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面：心理学背景专业人 

员比其余三类专业背景者更多地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医学背景专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心理治疗服务，原因可 

能与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专业人员受到的专业训练的侧 

重及其工作机构所接待的来访者的不同特点有关  ̈。 

在心理测量服务方面：心理学和医学背景从业人员比 

教育学背景从业人员更多地提供心理测量服务，这一 

结果部分与 1996年龚耀先等调查所发现的医院和医 

学院校使用心理测验最多相似" 。在药物治疗方面： 

医学背景从业人员采用药物治疗多于其他三类从业人 

员，其他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中也有一定比例者在使 

用药物治疗，提示需要注意非医生越权使用药物的情 

况。在使用诊断标准的情况方面：心理学和医学背景 

专业人员对诊断标准的使用更为频繁；除医学背景 

外，其他三类专业人员更多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诊 

断，这一结果提示应加强对非医学专业背景的专业人 

员在诊断标准使用的培训。 

3．3 l临床心理服务中与来访者的互动状况 

在本研究中，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对来访者的治 

疗或咨询比教育学背景者更多地按计划结束；医学背 

景专业人员的来访者出现脱落的情况最多，这可能与 

其面对的来访者问题通常更为严重有关。而是否能够 

按计划坚持治疗或咨询、是否可在适当的时间结束治 

疗的影响因素很多，专业人员是否受到系统培训可能 

是其中之一。目前国内专业人员所接受的多为短期培 

训 (上海的一项调查发现，接受培训的时间在 3个 

月以下最多，占48．81％；其次为 3～6个月，占 

35．84％)̈ ，因此加强培训是提升心理咨询与治疗 

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体来说，医学背景和心理学背景专业人员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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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专业工作实践的专业性方面稍优于其他人员，但整 

体水平仍与美国等行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有相当大 

的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专业人员的学历教育与 

在职教育，提升专业水平，并根据不同专业背景人员 

的特点与工作性质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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