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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干预联合音乐疗法对老年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认知功能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周　艳 、 杨瑞瑞 、 王明霞 、 史静杰 、 刘德全

【摘要】目的　探讨给予老年脑卒中患者音乐疗法联合团体心理干预后患者的认知功能、心理状

态、生活质量变化。方法　将我院 99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应用掷币法分为团体心理组 49 例及音乐联

合组 50 例，团体心理组患者采用团体心理进行干预，音乐联合组患者增加音乐疗法联合治疗，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神经功能、心理状态、认知功能、生活质量改变。结果　干预 1 月后，音乐联合

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评分低于团体心理组，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LOTCA）评分、简明健康测量量表（SF-36）评

分及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均高于团体心理组（P< 0.05）。结论　音乐疗法联合团体

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老年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神经功能及不良心理状态，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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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music therapy on mental state，cognitive func-
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ZHOU Yan，YANG Ruirui，WANG Mingxia，et al. Luoyang 
Central Hospita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cognitive function，mental state，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ho treated with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99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psychology group（n=49）and music combination group（n=50）by coin 

toss. Patients in the group psychology group were given group psychology，and patients in the music combination group 

added music therapy combination therapy.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mental state，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1 month of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in the music joi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psychology group（P<0.05）. Lowens 

The scores of Dayto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ve Assessment（LOTCA），Concise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SF-36）
and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roup psychology group（P<0.05）. 

Conclusion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

tion，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poor mental state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words】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Music therapy；Stroke；Cognitive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脑卒中是常见疾病，起病急，病情进展迅速，

患者往往不能够接受病后的现状，极易出现焦虑抑

郁等情绪［1］。由于卒中造成大脑神经功能损伤，患

者的认知功能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上述这些都

对患者预后的康复造成严重影响，降低患者生活质

量。团体心理干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护理模式具有

更高的护理效率及护理效果，通过将患者分为若干

小组，联合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医护人员的工

作效率，同时组员间相互进行沟通，加之病情相同，

更易引起共情，相互帮助鼓励下更利于疾病的恢复

及患者情绪的调整［2］，但是仍有部分患者在进行干

预后恢复效果不理想。音乐疗法是近年来临床上一

种新型的治疗方案，其不仅能够调整机体的心理状

态，同时能够通过物理能量引起的共振现象调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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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理状态，有研究指出［3］，其对于调节机体等

意识状态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该研究旨

在观察音乐疗法结合团体心理干预对脑卒中老年患

者情绪、认知等功能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及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后，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进

行治疗的 99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初次发病；②年龄≥ 60 岁；③符合脑卒中诊

断标准［4］；④病情稳定；⑤语言及听觉功能正常；⑥

符合焦虑抑郁及认知障碍诊断标准［5-6］。排除标准：

①入组前应用抗精神药物及认知训练治疗者；②家族

精神病史；③伴有严重并发症者；④未接受过教育者。

将符合标准的 99 例患者采用掷币法分为两组，团体

心理组患者共计 49 例，男女比例为 33：16，；年龄范

围为 61～73 岁，平均为（66.95±3.38）岁；接受教育

年限：5～15 年，平均为（10.03±1.33）年；疾病类型：

脑出血 12 例，脑梗死 37 例。音乐联合组患者 50 例，

男女比例为 35：15，；年龄范围为 62～75 岁，平均为

（66.99±3.43）岁；接受教育年限：5～15 年，平均为

（9.96±1.38）年；疾病类型：脑出血 11 例，脑梗死

39 例。音乐联合组患者及团体心理组患者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团体心理组患者应用团体心理干预模式进行干

预，（1）团队组建，组内通过再次掷币进行分组，8-9
人为一小组，共分为 6 个小组，干预时间，3 次 / 周，

40min/ 次，干预时间共计 4 周；（2）初步了解（第一

周进行），医护人员将团体心理干预的方案、步骤等

详细向患者或家属进行讲解，使患者了解干预过程

及注意事项；随后由患者进行自我介绍，选举小组组

长进行统一管理；（3）认识疾病（第一周进行），医

护人员通过 PPT、小视频、图片等形式向患者讲解疾

病的发病及诊疗过程，随后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引

导患者讲解自己的发病经历及治疗过程，重点讲解

发病后自身生理、心理的变化及对生活的影响，由

心理治疗师记录患者心理历程，座谈会结束后进行

针对性的疏导、安慰，在座谈会开展期间，引导患

者间进行交流，探讨，同时指导患者进行冥想放松、

腹式呼吸等放松训练；（4）家庭支持（第 2～3 周进

行），引导患者家属参与患者疾病护理，记录观察患

者的行为及心理变化，医护人员观察家属与患者的

沟通过程，指导训练相互间的沟通技巧，营造温馨

家庭氛围，并能够参与到缓解患者负面情绪的调节

工作中去；（5）重新审视生命（第四周进行），引导患

者直面恐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调整患者心态，

使患者能够直面疾病，接受疾病带来的变化，并应用

阳光的心态进行对抗疾病及生活，由患者进行总结

发言，提出建设性意见；音乐联合组患者在团体心理

组基础上增加音乐疗法联合干预，（1）主动音乐疗法，

选择患者喜欢的音乐进行播放，在播放过程中引导

患者可通过打节拍、共同演唱、扭动身体等方式主

动参与；（2）被动音乐疗法，以背景音乐方式进行，

音乐选择以轻快为主，在播放音乐期间指导患者可

同时进行呼吸训练、读书等训练或活动，30min/ 次，

5 次 / 周，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4 周。

1.3　观察指标

（1）神经功能：依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

量表（NIHSS）评分评估，0 分为正常，1～4 分为轻

度障碍，5～15 分为中度障碍，16～20 分为中重度

障碍，21～42 分为重度障碍；（2）心理状态：记录

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及焦

虑自评量表评分（SAS）进行评估，SAS 及 SDS 评分

内均包含 20 项内容，满分均为 100 分，最终得分与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以 50 分为

分界线，>50 分即判定存在焦虑抑郁情绪，<50 分

为情绪正常；（3）认知功能：依据简易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MMSE）评分、洛文斯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

（LOTCA）评分进行评估，MMSE 评分包含 30 项内

容，评分范围为 0～3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认知

功能越佳；LOTCA 评分包含逻辑问题、图片排序、

物品使用、图形重叠识别等 26 项内容，总分 115 分，

分数越低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差；（4）生活质量：依

据简明健康测量量表（SF-36）评分评估患者干预

前后生活质量，SF-36 评分内包含 36 项内容，总分

18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将本次研究内数据收集整理后，统一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n（％）］表示性别、疾病

类型等计数资料，结果应用 χ2 检验，认知评分、情

绪评分、年龄等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结果采

用 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功能

干 预 前 两 组 N I H S S 评 分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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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干预 1 月后音乐联合组患者低于团体心

理组患者（P<0.05），见表 1。
表1　NIH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NIHSS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团体心理组 49 15.86±2.11 13.15±1.76△

音乐联合组 50 15.91±2.13 11.02±1.15△

t 0.1173 7.1132

P 0.9068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2　心理状态

团体心理组患者干预 1 月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

分均较音乐联合组患者水平高（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1月后心理状态情况对比 

（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团体心理组 49 59.98±5.56 50.09±3.38△ 61.63±5.69 50.11±2.96△

音乐联合组 50 60.03±5.61 43.43±3.43△ 61.66±5.71 44.16±3.31△

t 0.0445 9.7292 0.0262 9.4215

P 0.9646 0.0000 0.9792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3　认知功能

干预 1 月后对比显示，团体心理组患者 LOTCA、

MMSE 评分均较音乐联合组患者水平低（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MMSE、LOTC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MMSE LOTCA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团体心理组 49 19.16±2.20 25.63±2.02△ 69.38±10.13 90.61±8.85△

音乐联合组 50 19.19±2.22 28.03±1.16△ 69.43±10.16 103.11±7.71△

t 0.0675 7.2302 0.0245 7.4977

P 0.9463 0.0000 0.9805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4 　生活质量

音乐联合组患者干预 1 月后 SF-36 评分显著高

于团体心理组患者（P<0.05），见表 4。
表4　干预前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1月后 t P

团体心理组 49 78.79±10.35 123.68±13.39 18.5674 0.0000

音乐联合组 50 78.83±10.43 158.68±11.21 38.8753 0.0000

t 0.0192 14.1131

P 0.9848 0.0000

3 讨论

脑卒中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群，尤以男性较为

多发［7］，是导致我国中老年人死亡和致残的首要因

素［8］。脑卒中并发症较多，常见的有语言功能障碍、

肢体功能障碍、卒中后抑郁、认知功能障碍等。脑卒

中后抑郁以情绪不稳、兴趣低落、疲乏、悲观等为

主要症状表现，是卒中后患者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卒中后抑郁的发病率约为 60％

左右。认知是一种大脑皮层的高级活动表现，卒中

后约有 40％～90％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如不能

及时进行干预，继续进展极易导致痴呆的发生［9］。

团体性心理干预是当前临床上调节卒中后患者

心理状态及认知功能的常用方案，在干预过程中，

通过将患者分为若干小组进行统一管理，既能够减

少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同时通过团队重建及初

步了解使患者能够互相支持，团体共同干预为患者

提供良好的倾述氛围，患者在共情作用及同伴鼓励

的影响下能够勇敢的进行表达，倾述疾病对自身的

影响，进而将负面情绪进行释放，家属的参与能够

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支持，提升患者面对疾病的信

心；在干预过程中通过认知教育、同伴支持鼓励更利

于患者对于疾病知识的掌握及心态的调整，进而能

够正面疾病，促进患者心理及认知的双重改善［10］。

本研究结果显示，团体心理组患者治疗后 SAS、

SDS、NIHSS、MMSE、LOTCA、SF-36 评分均较干

预前显著改善，提示团体心理干预的应用能够有效

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患者认知功能、神经

功能及生活质量。本研究还发现，音乐联合组患者

干预后各项评分改善效果较团体心理组患者更为显

著，表明在团体心理干预基础上增加音乐疗法能够

进一步提升干预效果，促进患者心理状态、认知、

神经功能等进一步改善，进而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分析认为，音乐能够有效激发机体大脑的活性，音

乐的应用能够促使机体的神经功能系统兴奋，通过

刺激听力，促使大脑内额叶、扣带回前部等大脑网

络激活，促进大脑内多巴胺及神经递质分泌，同时

通过兴奋副交感神经，放松患者紧张的情绪，营造

平衡内环境，促使机体放松，进而有效消除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随着身心的放松，有效改善机体的思

维，改善记忆障碍，最终改善机体的认知功能［11］。

团体心理干预联合音乐疗法协同作用下产生增益效

用，更为显著的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更利于神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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