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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放松想象训练对A型性格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唐　婕 、 朱小玲 、 蒋光芬 、 尹德阳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放松想象训练（MRIT）对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　选择 120 例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60）予以常规药物治疗

联合常规护理，观察组（n=60）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 MRIT。比较 2 组血压控制效果，评估并比较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A 型行为类型评定量表（TABPQ）和生存质量测定量

表简表（QOL-BREF）评分。结果　观察组血压控制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干预后，观察

组的 SAS、SDS、TABPQ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QOL-BREF 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结论　MRIT 能够改善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高其生活质量，有助于

血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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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usic relaxation imagination training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type A personality　　TANG Jie，ZHU Xiaoling，JIANG Guangfen，et al. Dazhou Central Hospital，
Dazhou 63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usic relaxation imagination training（MRIT）on psychologi-

c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type A personality. Methods　A total of 120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type A personal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60）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and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60）received MRI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

trol group. Th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Type A Behavior Patern Questionnaire（TABPQ），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and Quality of Life-BREF（QOL-BREF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 Results　Th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AS，SDS，TABP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QOL-BREF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MRIT can，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hy-

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type A personality，which can contribute to blood pressure control.

【Key words】 Hypertension；Type A personality；Musical relaxation imagination training；Psychological health；

Quality of life

高血压是是脑卒中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

危险因素，需要终身规律服药控制，被称为威胁人

类健康的“无形杀手”［1］。研究表明，性格行为与高

血压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均具有密切相关性，而 A

型性格被证实与高血压及相关并发症关系密切［2］。因

此，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开展合理的心理行为干预至

关重要。业已证实，音乐疗法、运动疗法等运动心

理学疗法在负性心理患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的康复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对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

的影响目前尚鲜见报道［3］。本研究在 A 型性格高血压

患者的治疗中引入音乐放松想象训练（MRIT），观察

了其对患者血压控制效果、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的

［作者工作单位］达州市中心医院（达州，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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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旨在为这类患者的治疗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A 型

性格高血压患者 120 例。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

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4］对高血压的诊断分型标准；

（2）高血压病程 >1 年；（3）符合 A 型行为类型评

定量表（TABPQ）［5］中对 A 型性格的评定标准；（4）

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正常；（5）文化程度在小学以

上；（6）年龄 45~80 岁；（7）患者自愿加入实验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脑、肝、肾等重

要脏器功能障碍或器质性疾病者；（2）合并泌尿系

统、呼吸系统等急慢性炎症性疾病者；（3）合并恶

性肿瘤、精神疾病史或精神系统疾病者；（4）语言

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者；（5）合并肢体功能障

碍等其他影响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疾病者。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观察

组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45~80（61.45±5.61）

岁；病程 1~15（5.64±1.23）年；受教育年限 6~16
（14.02±2.13）年；收缩压（SBP）142~178（165.47±

11.67）mmHg；舒张压（DBP）90~107（97.21±5.12）

mmHg。对照组中男 37 例，女 23 例，年龄 48~78
（62.33±5.94）岁；病程 1~13（5.71±1.15）年；受教

育年限 6~19（13.13±2.45）年；SBP 141~179（163.45
±13.71）mmHg；DBP 90~108（96.44±5.75）mmHg。

2 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病情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者常规降压药物治疗和常规护理，

包括常规健康宣教、饮食指导、用药指导、生活行

为指导与心理疏导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在

安静舒适环境内，患者取静卧位，为患者播放音乐，

音量 30~40dB，在研究人员统一指导语引导下进行

MRIT 干预，30min/ 次，早晚各 1 次。选择中央音乐

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设计的《音乐减压放松系列

CD》，包括《草原冥想》、《小溪吟诵》、《高山悟语》

和《大海遐想》4 张 CD，患者试听后根据其喜好选择

其中 1~2 张 CD。（1）呼吸训练：患者放松身心静卧

于舒适温软的病床上，轻闭双眼，左手置于胸上方，

右手置于腹部。采用提示性语言指导患者缓慢经鼻

吸气并凸起腹部，吸气至最大气位时憋气 3~5s，然

后经口缓慢呼气并回纳腹部，全程维持腹部柔韧而

不僵硬，呼吸深慢均匀，呼吸频率通常 6 次 /min。

（2）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在音乐背景下，患者跟

随指导语，按照上臂、前臂、手部、前额部、面颊

与鼻子、下颌、颈部、肩背部、胸腹部、大腿、小

腿与脚部等顺序进行各部位肌肉收紧 - 维持 - 放松

练习。先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组肌群，在深吸气时

收紧肌肉，维持 5~10s，体验紧张感后，缓慢吐气并

放松肌肉，体验松弛感。反复训练数次并逐步加深

肌肉紧张 - 松弛程度，直至能够自如地进行全身肌

肉收紧 - 维持 - 放松。（3）引导性音乐想象训练：患

者在音乐背景下跟随指导语体会音乐美感，想象大

海、沙滩、蓝天白云、辽阔草原等美好的画面，想

象和感受美好的自然景色、过往良好生活体验或对

未来的憧憬，逐步放松身心。

1.�　观察指标

护理干预前及干预 4 周末进行量表评价。（1）心

理健康状况［5］：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评价焦虑、抑郁症状，SAS>50、SDS>53
分为存在焦虑、抑郁，得分越高负性情绪越重；采

用 TABPQ 量表评价 A 型行为，包括时间紧迫感量表

（TH）、过分竞争意识（CH）和可信度（L）三个维

度，剔除 L ≥ 7 分，CH+TH ≥ 28 分为 A 型行为，27
分为中间型行为，≤ 26 分为 B 型行为。（2）生活质

量：采用 WHO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OL-BREF）

评价生活质量，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独立性、

社会关系、周围环境、生活信念 6 个维度和 1 个生

活质量总量表，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好。

1.4　疗效标准

显效：DBP 降低≥ 10mmHg 且恢复至正常或降

低 >20mmHg；有效：DBP 降低 <10mmHg 但恢复至正

常范围或降低 10~19mmHg，或 SBP 降低 >30mmHg；

无效：未达上述标准［4］。

1.�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x±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n，％）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血压控制效果比较

观察组 39 例显效，20 例有效，1 例无效，有效

率为 98.33％（59/60）；对照组 27 例显效，24 例有效，

9 例无效，有效率为 85.00％（51/60）。观察组的有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6.982，P=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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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A 型行为是一种应激易感性人格特征，主要可

分为“时间紧迫感与过分竞争意识”和心理 AIAI 反

应即“易恼火、易激动、易发怒和不耐烦”两部分组

成［2］。临床研究表明，A 型性格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

因子，约 79.5％的高血压患者具有 A 型性格，这种

特殊的性格行为偏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疾病转归［6］。

因此，对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调节心理行为状态对

血压控制及生存质量维持也具有积极意义。

MRIT 是一种非药物性辅助干预措施，其强调有

意识的训练，能够转变个体应对机制，根据认知行

为理论认为，通过矫治应对方式能够使人格特征的

矫治变得可行和容易［7］。MRIT 通过一定程式的局部

和全身肌肉放松训练，受训者在音乐背景下，跟随

指导语调整体态、呼吸节律、意识状态并渐进性收

紧 - 放松全身肌肉等，实现竞争性刺激交互抑制作

用，最终达到收放自如、紧张与放松的交互，获得

精神与躯体的整体放松，这实际上是一种层次的精

神 - 行为干预［8］。同时，良性语言引导与特殊想象训

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进入放松状态后实现身心舒畅、

愉悦的高峰体验，进一步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免

疫系统等，减轻神经、血管和肌肉的紧张程度，有

助于稳定降压［9］。音乐与人的意志、情感等密切相关，

通过音乐声波与频率刺激，可引起颅腔、胸腔或机

体组织细胞的和谐共振，从而直接影响人的呼吸节

律、心率和脑电波等，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10］。同

时，音乐情态诱导患者获得情绪的宣泄、释放，还

可调节交感神经系统活性与自主神经功能，起到镇

静、缓解焦虑抑郁、减缓心率、平稳呼吸及降压等

作用［11］。随着生理反应系统的放松，患者更容易获

得精神放松，从而维持良好的心态，重塑性格。

本研究结果显示，2 组干预后 SAS、SDS 评分

均获得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证实

MRIT 较传统护理能够更好地减轻 A 型性格高血压患

者的负性情绪，改善心理健康。Kumutha 等［12］研究

表明，放松训练不仅可缓解高血压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绪、减缓心率、降低血压，还可帮助患者建立科

2.2　2 组干预前后 SAS、SDS、TABPQ 评分比较

干预前 2 组 SAS、SDS、TABPQ 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2.�　2 组干预前后 QOL- BREF 评分比较

干预前 2 组 QOL- BREF 各维度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1　2组干预前后SAS、SDS、TABPQ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60） 对照组（n=60）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SAS 53.21±8.90 39.21±5.52* 10.355 0.000 52.84±8.17 46.91±8.85 3.814 0.000

SDS 51.23±10.13 41.39±7.81* 5.959 0.000 50.19±9.98 46.62±8.05 2.157 0.033

TABPQ 38.87±5.12 27.11±3.09* 15.232 0.000 37.91±5.07 32.23±4.12 6.735 0.000

注：*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2组干预前后QOL-BREF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生理健康 12.21±1.03 16.23±1.27* 19.043 0.000 12.23±1.12 13.43±1.24 5.563 0.000

心理健康 11.24±1.12 15.17±1.43* 16.759 0.000 11.35±1.24 12.79±1.31 6.184 0.000

独立性 10.09±0.91 14.12±1.44* 18.325 0.000 10.23±1.02 11.31±1.24 5.210 0.000

社会关系 12.01±1.42 15.99±1.73* 13.774 0.000 11.68±1.34 12.67±1.55 3.743 0.000

周围环境 10.29±1.23 14.98±1.39* 19.573 0.000 10.43±1.32 12.31±1.35 7.713 0.000

生活信念 10.02±1.34 14.98±1.73* 17.557 0.000 10.12±1.35 12.09±1.41 7.817 0.000

总评分 72.39±6.79 88.01±8.91* 10.801 0.000 73.41±6.98 80.44±7.24 5.415 0.000

注：*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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