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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与帕罗西汀联合治疗对焦虑抑郁障碍患者的疗效及认知功能影响

孙宝民 、 吕燕华 、 孙惠清 、 李翠萍

【摘要】目的　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在焦虑抑郁障碍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对患

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医院诊治的焦虑抑郁障碍患者 90 例，将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5 例）和观察组（45 例）。对照组采用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予以帕罗西汀

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

和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总分变化评定疗效，采用事件相关电位（P300）及眼动测定患者认知

功能。结果　观察组治疗 4 周有效率为 95.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0％（P< 0.05）；两组治疗前

HAMA 量表评分、HAMD 量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上述量表评分均逐渐地明显

降低（P< 0.05）；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2 周、4 周 HAMA 量表、HAMD 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治疗后 P300 的潜伏期，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后 P300 波幅及眼

动测定 NEF 和 RSS，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焦虑抑郁障碍患者中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

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比帕罗西汀单药治疗效果更理想，能更好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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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atients and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4 to May 2016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

trol group (45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5 cases)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h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paroxetine.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17 (HAMD-17) and the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 (CG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us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300) and eye movement to measu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 Results　The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 was 95.6%,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80.0%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the scale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graduall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scores of HAMA 

scale, HAMD scal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for 2 weeks, 4 week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300 lat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and P300 amplitude and eye movement determination of NEf and RS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arox-

etine has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 than paroxetine only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isorder. It can be more ef-

fective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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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抑郁障碍是常见的两组综合征，在临床分

类系统中可以相互区别的诊断实体，又常在同一个

个体中共存。数据结果显示［1］：60.0~90.0％抑郁症患

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障碍，且 50.0％的抑郁症患

者同时符合焦虑障碍诊断标准［2］。常规方法虽然能

改善患者症状，但是长期疗效欠佳，患者认知功能

恢复较差，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近年来，重

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在焦虑抑郁障碍患者中

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3-4］。为了探讨重复经颅磁

刺激联合帕罗西汀在焦虑抑郁障碍病患者中的临床

治疗效果及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医院诊治的焦虑抑郁障碍患者 90
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医院诊治的焦虑

抑郁障碍患者 90 例，根据治疗措施将患者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45 例，男 23 例，女 22 例，年

龄（46~69）岁，平均（58.2±2.1）岁。观察组 45 例，

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45~70）岁，平均（57.7±

2.0）岁。入选患者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五版（DSM-V）中关于焦虑抑郁障碍临床诊断

标准。排除标准：排除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排除

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排除合并其他疾病者。

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患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

医院伦理会批准，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帕罗西汀治疗方法：患者逐渐加量

至每天口服 20mg 帕罗西汀（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10950043），早餐后顿服，连续服

用 4 周（1 个疗程）［5］。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重复经

颅磁刺激治疗方法：采用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CCY- Ⅰ型磁场刺激仪对患者额

叶部位给予低频刺激，线圈直径设置为 12cm，每天

刺激 1 次，将刺激频率设定为 1Hz，每串刺激 10 次，

每次 10s，总共 160 串。最大刺激强度为 60％刺激

患者额叶部位（双刺）1 个序列，每次连续刺激 30
次，连续刺激 4 周（1 个疗程）。采用事件相关电位

测试剂及眼动测定患者认知功能，相关操作步骤由

我院电生理室专业人员完成［6］。

1.3　疗效评价

1.3.1　疗效评估量表：①焦虑抑郁评分。采用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包括精神性焦虑和躯体

性焦虑 2 个因子，总分≥ 29 分，可能为严重焦虑；≥

21 分，肯定有明显焦虑；≥ 14 分，肯定有焦虑；超

过 7 分，可能有焦虑；如小于 7 分，便没有焦虑症状；

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版本）：总分 < 8 分：

正常；总分 在 8~20 分：可能有抑郁症；总分 在 20~35
分：肯定有抑郁症；总分 >35 分：严重抑郁症 ［7］。

1.3.2　两组治疗 4 周疗效率：显效：症状消失，

HAMA、HAMD 评分下降 >50.0％，未出现药物不良

反应；好转：症状得到改善，HAMA、HAMD 评分下

降在 25.0％～50.0％，部分患者出现轻微药物不良

反应；无效：症状无明显变化或调整治疗方案。

1.3.3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认知

功能情况。采用事件相关电位（P300）及眼动测定患

者认知功能，其中眼动监测观察 15 秒内的凝视点数

（NEF）和反应性探索评分（RSS）。一个凝视点是指

眼球对某一点（眼球活动范围在 2°以内）的注视时

间超过 200ms。RSS 评分是指把 S2 或 S3 分成 7 个区

域，有仪器测定眼光注视到的区域数，共计 5 秒钟，

受试者的眼光只要注视过某一区域，就记 1 分，而

不论注视几次。。

1.5　统计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

研究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

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 4 周有效率为 95.6％，显著高于对

照组的 80.0％（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4周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5 31（68.9） 12（26.7） 2（4.4） 43（95.6）
对照组 45 26（57.8） 10（22.2） 9（20.0） 36（80.0）

χ2 / 6.91
P / <0.05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1 周、2 周、4 周

HAMA 量表、HAMD 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 量表评分、HAMD 量表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周、2 周、4
周 HAMA 量表、HAMD 量表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均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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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在焦虑

抑郁障碍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较理想。本研究

中，观察组治疗 4 周临床有效率为 95.6％，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 80.0％（P<0.05）。帕罗西汀是临床上使

用较多的治疗药物，该药物是一种苯基哌啶类衍生

物，患者用药后药物能从消化道较好的吸收，并且

不会受到进食的影响［8］。同时，帕罗西汀的应用具

备明显的首过效应，药物半衰期为 24h，患者每天用

药一次即可以满足机体需要。文献报道显示［9］：帕罗

西汀药物治疗效果理想，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且

药物不良反应多为嗜睡、失眠等，提高患者的认知

功能。重复经颅磁刺激也是临床抑郁和焦虑共病的

临床治疗效果，该方法主要利用电磁交换，在强电

流作用下线圈能在特定的磁场下，对患者双侧额叶

部位给予刺激能引起受刺激部位的微小电流，能刺

激大脑皮质层局部活动，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10］。

同时，重复性脉冲能通过不同的频率给予大脑皮质

功能进行兴奋或抑制，实现大脑功能的双向调节作

用。在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时能以不同的部位、强

度、频率及线圈方向等强化治疗效果，改善机体

认知功能。临床上，抑郁和焦虑共病患者中采用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效果理想，能发

挥不同治疗方案，达到优势互补，提高临床疗效

率，改善机体认知功能［11-12］。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 2 周、4 周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治疗后 P300 的潜伏期，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 P300 波幅及眼动

测定 NEF 和 RSS，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焦虑抑郁障碍患者中采用重复经颅

磁刺激联合帕罗西汀治疗与帕罗西汀单药治疗相比，

效果更理想，能更好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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