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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回顾音乐疗法发展基础上，介绍音乐治疗作用机制及音乐疗法对卒中并发症的临床应用研究现状，指出音乐疗法领域

的研究问题是: 如何将音乐疗法与传统的中医理论有机的结合，如何定量研究音乐治疗的生物效应及将音乐疗法应用于心脑血管

疾病的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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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法是一个系统干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

疗师利用音乐体验的形式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

帮助病人达到健康目的。它是一门新兴的，集音乐、医
学和心理学为一体的边缘交叉学科。

音乐疗法具有悠久历史，我国利用音乐治疗疾病

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灵枢·五音五味》篇中详细地

记载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音阶调治疾病内容，提

出“五音疗疾”的理论。“角、徵、宫、商、羽”这五个音

阶分别被中国传统哲学赋予五行的属性: 木( 角) 、火

( 徵) 、土( 宫) 、金( 商) 、水( 羽) 。运用五行原理，使它

们相生、相克，又相互制约，五音搭配组合，适当突出某

一种音调和身体。属肝的音阶: 角音，相当于简谱中的

“3”，有大地回春，万物萌生，生机盎然旋律，曲调亲切

爽朗，有“木”之特性，可入肝。属心的音阶: 徵音，相

当于简谱中的“5”，徵调式乐曲热烈欢快，活泼轻松，

构成层次分明，性情欢畅的气氛，具有“火”之特性，可

入心。属脾的音阶: 宫音，相当于简谱中的“1”，宫调

式乐曲风格悠扬沉静，淳厚庄重，有如“土”般宽厚结

实，可入脾。属肺的音阶: 商音，相当于简谱中的“2”，

商调式乐曲风格高亢悲壮，铿锵雄伟，具有“金”之特

性，可入肺。
1 音乐疗法的作用机制

音乐治病虽然历史悠久，但音乐疗法作为一种系

统的治疗方法，是一门完整的现代学科，于 20 世纪中

期在美国兴起。音乐治疗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

确，但从其作用的特点来看可以分为两种: 音乐的生理

作用和心理作用。
生理机制: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大脑皮层

右侧颞叶音乐活动中枢、边缘系统、下丘脑、脑干网状

结;②对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对副交感神经系

作者单位: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 ( 山东潍坊 261040 ) ，E-mail: sdwyy@

126．com

引用信息: 王玉勇，王颖，魏洪玉，等．音乐疗法治疗卒中并发症的相关研

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7，15( 23) : 2994-2996．

统起影响;③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影响乙酰胆碱、去甲

肾上腺素、多巴胺、内啡肽; ④对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

的影响。
心理机制: 感知觉、运动知觉、情绪情感。

2 音乐疗法治疗卒中并发症的临床应用

音乐疗法目前在临床中主要应用: 精神病及抑郁

症的治疗、失眠的治疗、疼痛的治疗、高血压病及冠心

病的治疗、脑动脉硬化的治疗、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
卒中、痴呆的治疗等方面。现将音乐疗法治疗卒中相

关并发症的情况综述如下。
2．1 对卒中后失语的治疗作用 通过单纯音乐治疗

或者音乐治疗结合其他疗法治疗卒中后失语取得了较

好疗效。郑爽等［1］通过临床研究证实: 针康法结合音

乐疗法能有效治疗运动型失语症，疗效显著，是临床治

疗失语症一种可行有效的方法。费英俊等［2］以失语商

为观测指标，比较音乐疗法结合言语训练对脑卒中后

非流畅性失语病人的治疗效果，结果音乐疗法结合言

语训练和单纯言语训练对脑卒中后非流畅性失语病人

的治疗均有效，且音乐疗法结合言语训练的疗效优于

后者，音乐疗法能增强单纯言语训练的疗效，且音乐疗

法无创，方法简单，参与治疗脑卒中后失语有重要意

义。唐颖等［3］通过临床研究探讨应用音乐疗法结合康

复训练治疗卒中后所致运动性失语，结果应用音乐疗

法配合康复训练组疗效优于单纯康复训练组。
2．2 对卒中后失眠的治疗作用 王云等［4］选取 96 例

脑卒中后失眠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以单纯针

刺治疗，治疗组予以针刺结合音乐疗法治疗，两组治疗

前后分别进行 SPIECEL 睡眠量表评分及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量表评分，结果显示治疗组对脑卒中病人神经

功能康复影响优于治疗组，说明针刺结合音乐疗法治

疗中风后失眠有良好疗效，与单纯针刺治疗比较，起效

快，同时具有促进病人神经功能康复的优点。杨玉秀

等［5］观察音乐疗法联合 SW 脑反射治疗仪治疗脑卒中

后失眠的疗效，结果脑卒中后失眠病人，采取音乐疗法

结合 SW 反射治疗仪治疗，临床疗效较理想，具有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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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的治疗作用 徐晓容［6］

通过临床研究证实，早期应用音乐疗法结合康复治疗

脑卒中病人运动功能障碍的疗效优于单纯康复治疗。
丛壮等［7］将强制性运动疗法与音乐疗法结合，与常规

康复方法和强制性运动方法比较，各组治疗后 Fugl-
Merger 评分法( FMA)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改善方面明

显优于治疗前( P ＜0．01) ，说明 3 种康复方法对提高病

人上肢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恢复方面有积极的效

果。3 组间两两比较，在 FMA 评分改善方面，强制组

和结合组均显著优于常规组( P ＜0．01) ，但强制组和

结合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虽然二者在

改善上肢功能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但结合组均数高于

强制组，说明上肢功能恢复过程中，结合组临床效果优

于强制组。在 Barthel 指数改善方面，各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0．01) ，结合组优于强制组，强制组优

于常规组。刘艳萍等［8］使用被动感受音乐干预结合运

动疗法研究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病人，治疗组与对照

组均行常规药物治疗，治疗组增加运动疗法和音乐干

预，结果发现治疗 1 个月后被动感受音乐干预结合运

动疗法可改善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病人的运动功能，

降低肌张力。
2．4 对卒中后认知障碍的治疗作用 王鑫等［9］将缺

血性卒中后认知障碍病人分为常规肢体康复治疗组和

音乐治疗组，两组分别进行 8 周常规肢体康复治疗和

常规肢体康复治疗合并音乐治疗，结果显示常规肢体

康复治疗组病人总体认知功能显著改善。康复治疗合

并音乐治疗组病人治疗前后显著改善，与同期常规肢

体康复治疗组比较有显著改善。证明音乐疗法可改善

卒中后认知障碍病人的总体认知功能和执行功能。
2．5 对卒中后意识障碍的治疗作用 张思忠等［10］选

取 50 例中风神昏住院病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2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治疗，治疗组

在此基础上加用醒脑开窍针刺法结合音乐疗法。结果

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为 75． 00%。
两组治疗后格拉斯哥昏迷指数评分较前均有显著增

加，但治疗组评分增加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证实醒

脑开窍针刺法结合音乐疗法治疗中风神昏疗效明显。
2．6 对卒中后吞咽功能的治疗作用 曾秋萍［11］将 40
例脑卒中病人随机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

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护理，在此基础上

训练组给予吞咽训练配合音乐疗法，训练前后分别进

行吞咽功能评定。结果训练组吞咽功能恢复的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证实吞咽训练配合音乐疗法可增加

病人训练的趣味性，使病人及家属更积极配合，取得良

好的训练效果，有效改善病人的吞咽功能，提高病人的

生活质量。
2．7 对卒中后抑郁的治疗作用 刘海平［12］通过临床

观察表明，中药结合音乐疗法对脑卒中后抑郁病人是

有效的疗法，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 治疗组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未出现不良反应，安

全性高，因此，中药结合音乐疗法能改善卒中后抑郁病

人的抑郁情绪，加快其抑郁症状的恢复，促进其神经功

能的康复。李琳等［13］将 76 例脑卒中后抑郁病人随机

分为氟西汀联合体感振动音乐疗法治疗组和单用氟西

汀对照组，治疗 8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改良爱

丁堡-斯堪的纳维亚量表和日常生活量表评定两组临

床疗效。结果治疗组应用氟西汀联合体感振动音乐疗

法治疗 8 周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改良爱丁堡-斯堪的

纳维亚量表和日常生活量表评分较对照组均明显改

善。证实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氟西汀联合体

感振动音乐疗法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情绪，促进

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朱建中等［14］将

80 例脑卒中后抑郁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均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观察组同时配合音乐

治疗。治疗前后均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和

护士观察量表( NOSIE) 评分。治疗 2 个月后，两组病

人 HAMD 总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NOSIE 总分

明显提高; 两组间比较，观察组 HAMD 总分低于对照

组，NOSIE 总分及各单因子分中社会功能、社会兴趣、
个人整洁、易激惹及抑郁因子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证实

音乐治疗作为精神科的辅助治疗方法具有临床实践意

义，为脑卒中后抑郁病人全面康复创造条件。
3 小 结

音乐疗法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发展，是现代生活特

点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音乐疗法本身

作用决定的，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如何将音乐疗法与传

统的中医理论有机结合，更好发挥作用。定量研究音

乐治疗的生物效应，将会为音乐疗法的研究提供可靠

的理论根据。将音乐疗法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等治疗

中，是未来音乐疗法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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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影像技术在心血管病中医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谢谨捷1，王 丽2

摘要: 传统中医在心血管病辨证分型上存在主观因素，借助现代医学手段协助辨证有助于提高心血管病中医诊断的准确性和

效率，超声影像学作为无创、可重复检查手段在心血管病中医辨证应用得到进一步研究和证实。采用超声对心脏功能和颈动脉斑

块检测协助中医辨证是目前研究方向，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
关键词: 心血管病; 超声; 中医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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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药在心血管病治疗中发挥越来越大作

用。中医根据其证候辨证分为许多证型，但由于其病

证不仅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并见，更有气血阴阳诸虚并

存，气滞血瘀，痰浊寒凝互相掺杂，因此临床辨证较困

难，借助现代医学手段协助辨证将有助于提高心血管

病中医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使中医辨证分型更客观

化与规范化。因此，许多学者进行大量研究，为中西医

结合诊断和治疗心血管病提供依据。现将超声影像技

术 在心血管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应用研究进展概述

如下。
1 高血压

高血压病属中医“头痛”“眩晕”等病症范畴，同时

和“不寐”“心悸”“中风”等病症有一定联系。中医认

为

高血压病因病机常与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和内伤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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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有关，重要的病理基础是阴阳失调、气血紊乱。
目前中医对高血压病辨证分型缺乏统一标准，临

床研究采用较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

药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将高血压病分

为肝火亢盛、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痰湿壅盛 4 型［1］。
西医认为，高血压心脏重塑是高血压靶器官心脏

损害的表现之一，病人常表现为室间隔与左室后壁厚

度增加及心室扩大，这一结果由于高血压血流动力学

与神经内分泌变化导致，也是高血压维持和发展的重

要危险因素。肖梅等［2］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病不同

中医证型心脏结构改变不同，其中不同证型出现异常

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 肝火亢盛型＜阴虚阳亢型＜痰湿

壅盛型＜阴阳两虚型。屈治学等［3］研究表明，高血压

病不同中医辨证分型之间心脏形态学结构有明显差

异，心脏重塑的严重程度随着由实至虚不断加重，肝火

亢 盛 型 在 心 脏 结 构 改 变 方 面 与 其 他3个 分 型 差 异

明显。
随着高血压病对心脏结构影响，心脏功能逐渐出

现异常。早期可能对病人的心脏泵血功能影响不大，

随着心脏结构重塑，心脏可从早期舒张功能障碍发展

为后期收缩功能下降，直至出现心力衰竭。肖梅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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