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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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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低频(2Hz)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符合 DSM-Ⅳ分类与诊断标准的 63例首次发作抑郁障碍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分为 rTMS组（n=32）和氟西汀组（n=31），治疗 6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和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评定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经 6周治疗，

rTMS组和氟西汀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1.2％vs. 87.0％,P＞0.05)；在治疗第 1周

末 rTMS组和氟西汀组 HAMD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4±2.3）vs.( 19.8±2.4),P＜

0.05]；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5％vs.41.9％,P＜0.01)，其中 rTMS组

常见头痛（9.4％）、头晕（3.1％），氟西汀组恶心（12.9％）、头晕（9.6％）、疲乏

（6.4％）、失眠（9.6％）、口干（3.2％）。结论  低频(2Hz)rTMS 治疗首发抑郁症起效

快，疗效与氟西汀相当，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氟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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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w-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Methods  63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TMS 

group(32 cases treated with rTMS) and fluoxetine group (31cases treated with fluoxetine)for 6 

weeks.The efficacy was assessed with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the safety was 

assessed with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was 81.2％

in rTMS group and 87.0％in fluoxetine group after 6 weeks(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efficacy.But the score of the HAMD in rTMS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fluoxetine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eek [(18.4±2.3)vs.(19.8±2.4),P＜

0.05].The rate of side effects was 12.5% in rTMS group and 41.9% in fluoxetine group.There was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1).The common side effects related to 

rTMS treatment were headache(9.4％),dizziness(3.1％),and in fluoxetine treatment were 

nausea(12.9％),dizziness(9.6％),fatigue(6.4％),insomnia(9.6％),dry mouth(3.2％).Conclusion  

rTMS had more early effect than fluoxetine,and it was as effective as flu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The rate of side effects in rTMS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fluoxetin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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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加，抑郁症已逐步成为现代社会常见病之一。选

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作为一线的抗抑郁剂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大多数患者

服药后可达到症状缓解，但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不良反应，起效慢等现象，严重影响预后

及治疗依存性。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一种新型无创性物理治疗技术，目前越来越多地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rTMS治疗抑郁症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高频（＞5Hz）刺激左侧

前额叶背外侧部位；另一种是低频（≤5Hz）刺激右侧前额叶背外侧部位[1]。高频左侧

rTMS治疗抑郁症的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2]，而低频右侧 rTMS治疗抑郁症的疗效意见尚不

统一[3]。为观察低频（2Hz）rTMS 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及其不良反应，本研究以氟

西汀为对照进行研究，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了天水市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资料来源于 2011年 10月～2013 年 6月在

甘肃省天水市精神病医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患者，以 DSM-IV-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

（病人版）[4]心境发作章筛选病例。入组标准：①符合 DSM-Ⅳ分类与诊断标准[5]抑郁障碍，

单次发作诊断标准；②无明显精神病性症状和自杀行为；③HAMD 评分≧17 分；④年龄

18～65 岁；⑤检查血压、脉搏、血常规、心、脑电图、肝肾功等均正常。排除标准：

①HAMA 评分≤21 分；②入组前 2周内已使用抗抑郁药或抗精神病药；③伴精神发育迟滞

或脑器质性疾病及其它心、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④有癫痫病史者；⑤安装心脏起搏器、

人工瓣膜、体内有金属植入物者。

所有入组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共入组 63例。根据接受治疗时间先后按事先

准备好的随机数字分为 rTMS组（接受 rTMS治疗）和氟西汀组（接受氟西汀治疗）。

rTMS组 32例，其中男 12例，女 20例，平均年龄(39±13)岁，病程平均(2.9±2.2）月，

基线 HAMD评分（22.3±2.6）分；氟西汀组 31例，其中男 12例，女 19例，平均年龄

（38±13）岁，病程平均（2.3±1.8）月，基线 HAMD评分（23.0±2.3）分。两组人口学

和基线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所有受试者均完成本试验，未出

现脱落病例。

1.2方法

1.2.1评定工具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6]:本研究采用 17项版本，用

来评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HAMD≥24 分为严重抑郁，17～24 分为轻或中度抑郁，＜7分

为无抑郁。

治疗时出现的症状量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6]: 用来评估治

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量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2名主治医师进行盲法评定，一致性检验 Kappa值＞0.85。分

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 1、2、4、6周末各评定 1次。

1.2.2疗效评定

根据 HAMD减分率评定疗效，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显著进步，25％～

49％为进步，﹤25％为无效。有效率=（痊愈+显著好转+好转）÷该组总病例数。

1.2.3治疗方法 

rTMS组接受 rTMS治疗，rTMS 刺激仪由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圆

形头帽；刺激部位:右侧额叶背外侧；刺激方法:头帽与头皮相切，线圈柄朝后；刺激强度:

100%MT的阈刺激强度；刺激频率:2Hz，治疗时间为每次 20min，每周治疗 5次，休息 2天，

共治疗 30次。氟西汀组接受氟西汀治疗，起始剂量 20mg每早饭后顿服，根据病情在 1～

2周内可加至 60mg／d。在治疗期间禁止合并 ECT治疗、心境稳定剂、其他抗抑郁药和抗精

神病药，对失眠者，在治疗第 1周时可适当合并苯二氮卓类药物，但不超过 1周。在治疗

前、治疗第 4周及治疗结束时分别测血压、脉搏并检查血常规、心、脑电图、肝肾功 1次，

并记录。

1.3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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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数据采用 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 t检验。重复测验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治疗前后两组 HAMD评分及疗效比较 

在治疗第 1周末两组 HAMD总分即开始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HAMD总分下降幅度逐渐增大；治疗第 1周末两组

HAMD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一致

（F=5.82，P=0.019）。rTMS组有效率为 81.2％，氟西汀组为有效率 87.0％，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40,P＞0.05）。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评分比较（ sx  ）分

项目 rTMS（n=32） 氟西汀组（n=31） F值 P值

治疗前 22.3±2.6 23.0±2.3 2.56 0.295

第 1周末 18.4±2.3 19.8±2.4 0.48 0.019

第 2周末 15.4±2.8 16.6±3.0 1.45 0.111

第 4周末 12.4±3.6 13.4±4.0 0.74 0.327

第 6周末 10.4±4.6 10.0±4.8 0.04 0.737

注：rTMS，重复经颅磁刺激；F与 P值为组间各治疗阶段 t检验统计的结果。

2.2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检验结果显示：治疗结束时两组 TESS评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2）。

rTMS组共有 4例(12.5%)出现不良反应，其中头痛 3例，头晕 1例，而氟西汀组共有 13例

（41.9%），主要表现恶心 4例，头晕 3例，疲乏 2例，失眠 3例，口干 1例，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2，P＜0.01），两种分析方法结果一致。治疗中两组

血压、脉搏及血常规、心、脑电图、肝肾功均未发生有临床意义的异常改变。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TESS评分比较（ sx  ）分

时间 rTMS组 氟西汀组 F值 P值

治疗前 0.02±0.19 0.01±0.11 0.68 0.408

6周末 0.47±1.27 1.68±2.07 30.86 0.007

注：rTMS，重复经颅磁刺激；F与 P值为组间治疗前后 t检验统计的结果。

3 讨论

研究发现大脑皮质左侧前额叶背外侧区（left DLPFC）参与正性情绪的产生和调节，

右侧前额叶背外侧（right DLPFC）参与负性情绪的产生和调节，抑郁症患者的左侧

DLPFC功能异常减弱，右侧 DLPFC功能异常增强,在理论上 rTMS高频刺激左侧 DLPFC区，

或者低频刺激右侧 DLPFC区均有可能起到治疗抑郁症的作用[7]。O'Reardon[8]通过大样本研

究发现 rTMS治疗时间长者疗效更好。本研究通过 6周治疗后，两组 HAMD总分均较基线分

显著下降（P均＜0.01），表明低频（2Hz）rTMS 与氟西汀一样能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抑

郁症状，有效率达 81.3％，其疗效与氟西汀相当（P＞0.05）。本研究还发现，在治疗第

1周末 rTMS组 HAMD减分较氟西汀组显著（P＜0.05），表明 rTMS治疗抑郁症起效较氟西

汀快，支持 rTMS对抑郁症有快速起效的观点[9]。目前 rTMS的抗抑郁机制尚不清楚，我们

也支持对不同脑区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的调节作用可能是低频 rTMS抗抑郁机制的观点[10]。

低频 rTMS治疗抑郁症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可能与实验选取的治疗

参数不同有关，如刺激频率、强度、部位、治疗时间长短及选取的病例本身存在差异等因

素有关。本研究采用 2Hz、100%MT的阈值刺激右侧额叶背外侧，取得了满意效果，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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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病例病程较短，治疗时间较长有关。

本研究中 rTMS组 TESS评分低于氟西汀组（P＜0.01），与张咏梅等[11]报道的

rTMS治疗抑郁症不良反应少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明，低频（2Hz）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首发抑郁症患者起效快，疗效确切，

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没有将伴有自伤、自杀行为及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纳入本研究，且

未做较长时间的跟踪随访，对 rTMS治疗首发抑郁症的远期疗效缺乏观察；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进一步明确其有效治疗参数（如刺激部位、频率、强度及治疗时间等）以指导临床治疗

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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