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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对卒中患者抑郁焦虑情绪影响的临床
观察

舒孔亮 1 、 熊鸣琴 1 、 刘激扬 1 、 廖　梅 2 、 张　燕 2

 【摘要】目的　探讨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对卒中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统一进行临床常规治疗和康复治疗，同时给予实验组

积极情绪认知治疗和音乐放松治疗干预六周。采用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和贝

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采用卡方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两组治疗前后

BAI 和 BDI 分数进行比较。结果　①治疗前，实验组和对照组 BAI 和 BDI 得分无明显差异；②治疗

后，实验组 BAI 和 BDI 得分显著下降，均较对照组低（P< 0.05），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BAI 及 BDI 得分

无显著差异。结论　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能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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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mbined emotion congnitive therapy and music relax therapy on depressive mood and anx-
iety in post-stroke patients　　SHU Kongliang，XIONG Mingqin，LIU Jiyang，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
sha，Changsha 4100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emotion congnitive therapy and music relax therapy on 

depressive mood and anxiety in post-stroke patients. Methods　All the 40 post-strok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mo-

tion cognitive & music therap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ceiving clinical routin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emotion cognitive & music therapy program for 6 weeks.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evaluated with the 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before and after emotion cogni-

tive & music therapy. Chi-square tests and two-sample independent t-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Paired sample t test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BAI and BDI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Results　① Before therapy，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BAI and BDI in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② At the end of emotion cognitive & music therapy，both the scores of BAI and BDI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BAI and BDI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Emotion cognitive & music therapy had a posi-

tive effect on mood for post-stroke patients and may be beneficial for mood improvement with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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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情绪是指卒中后出现的，以心境

低落、兴趣下降、思维行动迟缓、睡眠障碍等为

特征的情感障碍。国外报道卒中后抑郁症发病率

32.9~35.9％，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

10％［1］。卒中后焦虑情绪表现为持续性精神紧张（害

怕、担忧、不安全感）或发作性惊恐状态（运动性

不安、小动作增多、坐卧不宁），常伴有自主神经

功能失调表现（口干、胸闷、心悸、出冷汗、双手

震颤、厌食、便秘等），焦虑症在卒中后的发生率为

18.4％［2］。焦虑与抑郁情绪常常同时存在，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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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和躯体运动功能的康复，影响了卒

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影响生活质量［3］，甚至

增加了卒中患者的复发率、残疾率、自杀率和病死率。 

针对卒中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治疗，强调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否则会影响患者愈后［4］。临床治疗

应注重以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方法等相结合［5］。临床

治疗不仅关注卒中躯体症状治疗，还要关注减轻抑

郁焦虑情绪症状，减少脑卒中后抑郁和焦虑症的发

生。在卒中后药物治疗基础上，早期进行充分而深

入的心理治疗如认知治疗、催眠、放松训练、生物

反馈等，可促进患者康复［6］。本研究以积极情绪认知

疗法联合音乐放松治疗的方法，对卒中患者进行干

预，以期寻找简单易行的心理治疗方法改善卒中后

抑郁焦虑情绪，增加患者和家属的疗效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首次脑卒中发作病程在 3 个月内

的住院患者共 40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头部

CT 或 MRI 检查确诊。所有受试者简易智能状况检查

量表（Mini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MMSE）评分

均大于 20 分，排除既往有精神障碍、智能低下、其

它大脑疾病病史、耳聋及严重语言障碍者、严重躯

体疾病史及本次发病后有意识和认知障碍者。

1.2　对象和方法

1.2.1　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接受临床常规对症

治疗，如予以抗凝、扩张脑血管药物等神经内科常

规治疗。对伴发的其他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分别

给予降血压、降血糖治疗。均接受全面的康复治疗

如物理治疗，均未应用抗抑郁剂。20 例患者自愿参

加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作为实验

组，选择年龄和 MMSE 得分匹配的 20 例患者作为对

照组。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2　研究方法　实验组接受积极情绪认知治

疗和音乐放松治疗。

首先接受积极情绪认知治疗：安排患者在环境优

雅、安静、光线适中的心理治疗室，由专业固定心理

治疗师一对一与患者交谈，无旁观者。积极心理治疗

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信任关系，教会患者积

极心理诠释：如患者描述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感

到烦恼和快乐？治疗者引导性给予积极的诠释。 第二

阶段：治疗师以结构式的访谈进行治疗。请患者指出

什么样的冲突是积极和消极的。由此探索冲突与现实

能力之间的联系；第三阶段：处境鼓励，治疗师帮助

患者识别积极情绪，肯定患者的所作所为，乐观面

对现实；第四阶段：语言表达，治疗师通过布置作业，

使患者通过语言表达识别积极情绪和负性自动想法，

认识到抑郁、焦虑的产生与其不良认知有关。相信在

治疗师的指导下，通过发掘自身潜力，发挥积极思维

和表达积极情绪，转变不良认知，促进积极情绪产生；

第五阶段：时刻强化，这是积极心理治疗的最后步骤。

患者时刻运用积极思维和表达，看待现实问题。积极

情绪心理治疗会谈 30 分钟／次，2 次／周。

其次，进行音乐放松治疗。音乐疗法包括 40 分

钟的放松治疗和个性化音乐放松治疗。首先用歌声

分享生活中快乐的事件（5 分钟），其次放松音乐（20
分钟），包括呼吸频率和放松方式的调整，再次即兴

发挥，玩手铃，唱歌，分享音乐和共享的感受（10
分钟），最后告别歌（5 分钟）的表达，鼓励患者即兴

根据自己的感觉唱儿童和民歌等。

1.3　评估工具

用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

评估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情绪状况改变，以确

定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的效果。

1.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用 x
±s 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两独立样

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采用两独

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 MMSE、BAI、BDI 分数的差

异，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两组治疗前后 BAI 和

BDI 分数的比较。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实验组共纳入男性 11 名，女性 9 名，实验组

与对照组在性别构成上无明显差异（P>0.05）。实

验组平均年龄 54.8（11.0）岁，对照组平均年龄 52.3
（10.4）岁，两组在年龄、脑卒中性质及病程上无明

显差异（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均数（标准差）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脑卒中性质（例）

病程（天）
男 女 脑出血 脑梗死

实验组 20 11 9 54.8（11.0） 12 8 37.7（17.8）

对照组 20 10 10 52.3（10.4） 11 9 35.4（14.1）

t/χ2 0.100 0.722 0.102 0.453

P 0.752 0.475 0.749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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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经 6 周治疗后，实

验组 BAI/BDI 评分下降均比对照组明显（P<0.05），

表明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可进一步

改善脑卒中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对提高其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具有积极作用，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积极情绪认知治疗，通过心理技巧训练，使受

试者从积极心理学角度看待现实问题，改善负性认

知，从而转变思维，改善抑郁焦虑情绪。当人们坚

持某些不合理信念，如有负性认知或灾难化认知，

就会长期处于负性情绪状态之中，最终会导致抑郁

焦虑情绪障碍的产生。积极情绪认知治疗［7］打破这

种非理性思维——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帮助患者

用积极心理学角度看待问题，即为乐观的思维方式

和信念代替悲观的思维方式及信念，从而最大限度

地减少不合理的信念给患者带来的不良情绪影响，

帮助患者减少或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

对于康复期的脑卒中患者，临床医生多注重神

经功能的恢复［8］，常忽略或不重视患者情绪的改变，

而负性情绪可影响临床疗效、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生

存质量。如果我们逐渐改善患者的悲观情绪，患者

可以积极乐观思考问题，积极情绪可增加脑卒中患

者参与日常活动的欲望，尝试许多力所能及的日常

活动，会减少患者对他人的依赖，主动与人沟通，

进而增加临床治疗效果。

音乐放松治疗会改善人的生理现象，如血压，

心跳，呼吸，瞳孔放大，以及情绪方面［9］。研究者发

现放松音乐引导下受试者调整呼吸节奏，紧张的肌肉

可以放松，从而身体形成一个舒适的内环境，以降

低心率和血压，并通过增强大脑α波缓解紧张压力，

改善记忆等［10］大脑认知功能。放松音乐对减少有呼

吸系统疾病和颅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抑郁和焦虑指

数有显着效果。据报道，音乐放松治疗可显着降低

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的患者的焦虑和血压［11］；Buffum

等发现音乐放松治疗能减少血管造影患者的焦虑情

绪［12］；有研究者发现音乐放松治疗对抑郁症的缓解也

是有疗效的［13-14］。这些研究显示，音乐放松治疗减少

抑郁和焦虑情绪，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

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的一个

主要优点是无创，不使用药物，副作用少。一项以

核磁共振影像学方法研究音乐放松治疗的脑机制研

究［15］发现，不愉快的音乐刺激激活大脑边缘系统，

动听的音乐激活了反映工作记忆的额下回。这些结

果表明，音乐有能增强大脑康复功能的能力，通过

治疗抑郁和焦虑情绪，促进患者临床康复。

脑卒中后抑郁和焦虑情绪的早期干预可改善卒

中后康复的临床结果，这已经是临床医生的共识。

我们的研究整合了积极情绪认知治疗和音乐放松治

疗。在临床研究中，对卒中后抑郁焦虑情绪的改善

是有效果的。积极情绪认知治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

帮助他们用乐观积极的认知看待现实问题，用音乐

放松自我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对患者康复的不良影

响，可以激发积极性的康复治疗。同时，本研究也

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治疗后未对患者的神经功能进

行评估，不能明确两组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恢复是

否存在差异，未来需要进一步进行积极情绪认知治

疗联合音乐放松治疗对改善日常生活功能和神经功

能水平等方面的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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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前后 BAI 和 BDI 分数比较 

治疗前，实验组与对照组 MMSE、BAI 和 BDI 分

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 BAI 和

BDI 分数明显下降（P<0.05），且均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 BAI 和 BDI 得

分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AI和BDI得分比较

组别 MMSE
BAI BDI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实验组 27.1（1.52） 9.45（3.28） 7.00（3.45） 2.549 0.020 12.1（5.38） 8.60（2.96） 3.349 0.003

对照组 26.6（1.90） 8.55（3.25） 9.00（2.29） -1.254 0.225 10.0（2.36） 10.40（1.82） -0.890 0.385

t* 0.919 0.871 -2.159 1.599 -2.316

P 0.364 0.389 0.037 0.118 0.026
* 两独立样本t检验；# 配对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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