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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不良情绪与肢体运动的影响

吴　娟 、 江文宇 、 张延玲 、 庞苏焱 、 陈　红 、 吴　昊 、 林　卫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不良情绪与肢体运

动功能的影响。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110 例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55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及康复治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进行干预。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评估患者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A）、功能性步行能力（FAC）、Zung’s 抑郁自评量表（SDS）、Barthel 指数（BI

指标）、Zung’s 焦虑自评量表（SAS）。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FAC、SDS、SAS 积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FAC 积分均增加，SDS、SAS 积分减少，试验组变化

水平大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BI 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经治疗后两组患

者 BI 指数均增加，试验组变化水平大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

激治疗能促进肢体的活动功能，缓解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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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n adverse 
emotions and limb motor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WU Juan，JIANG Wenyu，ZHANG 
Yanling，et al. Jiangbin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n adverse emotions and limb motor function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110 stroke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drugs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On the basis of this，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o intervene. Fugl-Meyer motor function rating 

scale（FMA），functional walking ability（FAC），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Zung'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Barthel index（BI）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FMA、 FAC、SDS and SA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FMA and FAC increased，while the scores of SDS and SAS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 level of chan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BI index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and the change leve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usic relax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an promote 

limb activity，improve daily activity ability，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Music relaxation therapy；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herapy；Stroke；Hemiplegia；Bad 

mood；Limb mot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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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

特点［1］。肢体活动障碍是致残的主要原因，并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发病早期进行康复治疗可

减轻患者肢体活动障碍［3］。音乐放松疗法通过音乐

调节神经传导，提高大脑皮层兴奋性，恢复或增进

心身健康，促进脑功能的恢复。经颅直流电刺激治

疗是一种可以改善大脑皮层兴奋性的非侵入性治疗

方式，可改善肢体的运动功能和语言能力［4］。目前

尚未见两种治疗方式联合治疗脑卒中偏瘫疗效的报

道，因此，本研究探讨了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

流电刺激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不良情绪与肢体运

动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11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与

对照组，每组 55 例。两组患者病程、年龄、卒中类

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同意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病程（天）
卒中类型 偏瘫类型

男 女 脑梗塞 脑出血 左侧 右侧

试验组 25 30 63.79±3.68 45.47±3.95 31 24 23 32

对照组 27 28 64.89±3.04 45.83±5.04 29 26 21 34

t/χ2 0.150 1.709 1.790 0.151 0.167

P 0.703 0.090 0.076 0.708 0.697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脑卒中，符

合脑卒中的诊断标准［1］；（2）脑卒中为首次发现，病

程 1-6 个月；（3）肌力 Ashworth 分级小于 2 级；（4）

患者病情较稳定；（5）患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病变者；（2）
不能配合本次研究者；（3）多发、大面积脑梗死者；

（4）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者。

1.3　研究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于我院就诊的脑卒中偏瘫患者 110 例分为试验组与

对照组，每组 5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及康复治

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

直流电刺激治疗进行治疗，自主选择音乐类型，嘱

患者放松心身，耳机音量控制在 40~60 分贝之间，

并在音乐治疗师指导下反复放松和收紧局部肌肉；同

时，予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刺激强度 1.5 mA，电

极放置：双侧 t DCS 刺激 M1 区（即阳极 DCS 作用于

损伤侧半球，阴极 DCS 作用于对侧半球）。音乐放

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激同时进行，20 min/ 次，1
次 /d，每周 5 次，持续 4 周。

1.4　观察指标

1.4.1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评价患者的身

心状态　用功能性步行能力（FAC）量表评价步行能

力，根据步行能力对患者进行积分并分级，级别越

高则表示步行功能越好，采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

评定量表（FMA）评价上肢部分功能，得分越高则上

肢功能越好；用 Barthel 指数（BI）评价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得分越高则 ADL 越好［5］。采用 Zung’s 抑郁自

评量表（SDS）和 Zung’s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SDS>53 分、SAS>50 分说明存

在焦虑、抑郁症状，评分越高症状越重［6］。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或

独立资料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n（％）］的形式表示，

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秩和检验；检验标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FMA、FAC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FAC 积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FAC 积分

均增加，试验组大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患者FMA、FAC比较（x±s）

组别
FMA（分）

t P
FAC（分）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13.78±1.14 27.92±2.83 34.371 0.000 0.76±0.09 3.48±1.03 19.510 0.000

对照组 14.01±1.07 21.89±1.64 29.844 0.000 0.73±0.11 2.96±0.95 19.689 0.000

t 1.091 13.672 1.565 2.752

P 0.278 0.000 0.12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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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 BI 指数比较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B I 指 数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BI 指数均增加，试验

组大于对照组（P<0.05）。
表4　两组患者SDS、SAS比较（x±s）

组别
BI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63.79±3.16 73.85±2.71 17.922 0.000

对照组 64.11±2.96 69.58±2.17 11.053 0.000

t 0.548 9.121

P 0.585 0.000

3　讨论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且死亡率和致残率高，

其中偏瘫是主要的并发症之一［7］。临床上常表现为

一侧肢体活动障碍，严重者伴有感觉障碍［8］。目前

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康复理疗、药物治疗等，但由

于费用高、治疗周期长等问题使脑卒中偏瘫的治疗

效果不理想［9］。因此探讨新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

FMA、FAC 主要用于评估上下肢的运动功能，

得分越低则表示运动功能越差，日常活动能力用 BI

指数表示，BI 指数越高则表示日常活动能力越强。

本研究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 FMA、FAC 积分、BI

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两组患

者 FMA、FAC 积分、BI 指数均增加，试验组变化水

平大于对照组（P<0.05）。表明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上下肢的运动功能明显恢复，相比于常规治疗，试

验组的疗效更佳，对运动功能的改善更加明显。研

究表明音乐疗法通过对卧病在床的患者进行训练，

通过训练师的言语指导促进患者对动作的想象和不

断回忆，提高患者的思维活动和运动功能［10-11］。程

攀等［12］的研究发现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联合电针治

疗能明显改善上肢的运动功能，缓解痉挛状态，日

常活动能力明显提高。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

偏瘫患者长期卧病在床，与外界缺乏信息交

流，容易产生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有研究认为焦虑

和抑郁等情绪的产生主要与大脑皮质功能受损和神

经递质传导通路受损有关［13］。SDS、SAS 积分分别

用于评价焦虑和抑郁状况，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进行量化评估，本研究发现：经治疗后两组患者

SDS、SAS 积分均减小，试验组变化水平大于对照

组（P<0.05）。表明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

刺激治疗能更有效缓解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研究

发现［11］，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产生主要是大脑左半球

激活不足和右半球的过度激活，而经颅直流电刺激

治疗通过输入低强度电流使大脑左右半球激活平衡，

再结合舒缓、放松的音乐对人体身心的积极促进作

用和对交感神经紧张性的缓解作用，可明显改善患

者的焦虑抑郁状态。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音乐放松疗法联合经颅直流电刺

激治疗能促进卒中患者的肢体的活动功能，提高日

常活动能力，缓解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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