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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孤独谱系障碍患者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柯晓殷 、 张　英 、 寇　聪 、 齐云柯 、 肖　舟 、 卢建平

【摘要】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治疗对孤

独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患者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的影响。

方法　21 例年龄为（7.91±1.55）岁的 ASD 患者入组后接受 rTMS 治疗和康复训练，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进行 ERP 测试，并完成心理教育评定量表中文修订版（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education profile-

revised，C-PEP）评估。结果　ASD 患者在治疗后 P300、N400 潜伏期缩短、波幅增高（P< 0.05），与

治疗前相比较，C-PEP 总分和各分量表分的提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5）；ASD 患者 ERP 变化与

C-PEP 总分、口语认知分、认知表现分的变化未发现相关（P> 0.05）。结论　rTMS 联合康复训练能

有效改善 ASD 患者 ERP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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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teration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 after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KE Xiaoyin，ZHANG Ying，KOU Cong，et al. Shenzhen Mental Health 
Center，Shenzhen 518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TMS on the ERP in children with ASD. Methods　21 ASD 

children were enrolled. The average age was（7.91±1.55）years. All the participants received rTMS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ERP and C-PEP was tested at the base-line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rTMS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latencies and amplitudes of P300 and N400 improved significantly（P<0.05），as well as total 

and sub-scales scores of C-PEP（P<0.05）. Alteration of P300 and N400 indice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of 

C-PEP total score，verbal cognition score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rTMS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RP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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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是一种神经精神发育障碍，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

疗方法。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一种通过磁场改变皮

层神经元电活动进而影响神经或精神活动的皮层刺

激方法，具有安全可靠、无痛无创、操作简便等优

点。目前 rTMS 主要用于治疗抑郁障碍和精神分裂

症，国内外有研究［1-4］表明，rTMS 治疗可使 ASD 患

儿部分症状得到改善。

P300 是较早发现的内源性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成分［5］，主要与人在从事某

一任务时的认知活动如：注意、辨别及工作记忆有

关。P300 可能代表期待的感觉信息得到确认和知

觉任务的结束，目前已被广泛用来研究认知功能。

N400 是 ERP 的另一种内源性成分，反映了言语识

别、加工过程中大脑皮层电位变化，因其产生于言

语刺激有关，故又被称为“语言相关电位”。研究发

现，ASD 患者存在 P300［6］及 N400［7］异常。

为了探讨 rTMS 对 ASD 患者语言处理、认知功

能的影响，本课题组对 ASD 儿童在 rTMS 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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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相关电位进行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自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深圳市康宁

医院住院治疗的孤独谱系障碍患者。入组标准：符

合《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10）关于童年孤独症、不典型孤独症

或 Asperger 综合征的诊断标准，经 2 名主治以上医师

确诊；年龄为 6～12 岁；右利手。排除标准：①患有

Rett 氏综合征、童年瓦解性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特

定性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者；②

患有染色体疾病、内分泌疾病或慢性器质性疾病者。

所有被试均由监护人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本

研究经由深圳市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方法

ASD 组被试入组后完成心理教育评定量表中文

修订版（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Education Profile-

Revised，C-PEP）评估，并进行 ERP 检测，经 12 周

治疗后复测 C-PEP 和 ERP，复查时间窗为 1 周。

1.2.1　量表评估　C-PEP 包括 7 个分量表：模

仿、精细动作、手眼协调、口语认知、知觉、粗大

动作、认知表现。该量表用于个体化评估孤独症及

相关发育障碍儿童相应领域的能力，由 1 名专职的

心理治疗师根据量表操作手册对患者进行评估。

1.2.2　治疗方法　为开放性研究，入组患者接

受经颅磁刺激治疗（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rTMS 治疗仪器为英国 Magstim

公司 The Magstim Company Limited 产 RAPID2 型神经

磁刺激器；刺激部位包括左侧 Broca 区、左侧额前、

左枕叶；频率为 10 Hz，每序列刺激持续 10 s，间

隔 50 s，每次治疗共需时 10 min，初始强度为 30％

运动阈值，在 6 次之内渐加至 80％运动阈值；每个

疗程 20 次，5 次 / 周，连续 4 周，每个疗程只刺激

一个部位，一个疗程结束后则选择其余部位治疗。

如不能耐受 rTMS 治疗，按以下步骤处理：①降低

强度；②仍不能耐受，降低频率至 5～10 Hz；③仍

不能耐受，停止。另外，ASD 患者还接受结构化

的孤独症及相关障碍儿童治疗教育课程（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TEACCH）。TEACCH 课程根

据孤独症儿童能力和行为的特点设计个体化的训练

内容，训练内容包括儿童模仿、粗细运动、知觉能

力、认知、手眼协调、语言理解和表达、生活自理、

社交以及情绪情感等各个方面。

1.2.3　ERP 检测方法　采用经典 Odd ball 范式，

使用德国 Brain Product 16 导事件相关电位仪记录被

试儿童的脑电数据，包括 P300 潜伏期（ms）、P300
波幅（μv）、N400 潜伏期（ms）和 N400 波幅（μv）。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ASD 儿童治疗

前后 P300 潜伏期、P300 波幅、N400 潜伏期和 N400
波幅服从正态分布，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分别比较

治疗前后 P300 潜伏期、P300 波幅、N400 潜伏期和

N400 波幅；C-PEP 总分不服从正态分布，用配对资

料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治疗前后 C-PEP 总分；治

疗前后 C-PEP 总分、口语认知和认知表现变化服从

正态分布，治疗前后 P300、N400 潜伏期和波幅变化

不服从正态分布，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治疗前后

ASD 组 P300、N400 变化与 C-PEP 评分变化的关系；

检验水准α为 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ASD 组人口学资料

ASD 组共入组 21名患者，其中孤独症 6例，不典

型孤独症 8例，Asperger 综合征 7例。患者男性 17例，

女性 4例，年龄为 6～10岁，平均（7.91±1.55）岁。

2.2　治疗前后 ASD 组 P300、N400 潜伏期和波幅

治疗前后 ASD 组 P300、N400 潜伏期和波幅

的结果见表 1。与治疗前相比较，ASD 组在治疗

后 P300 潜伏期（t =3.779，P=0.001）、P300 波幅

（t = -2.576，P=0.018）、N400 潜伏期（t =4.862，

P<0.001）和 N400 波幅（t =2.796，P=0.011）的改变

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1　治疗前后ASD组P300、N400潜伏期和波幅水平（x±s）

P300潜伏期
（ms）

P300波幅
（μv）

N400潜伏期
（ms）

N400波幅
（μv）

治疗前 372.86±33.96 10.58±7.01 517.05±49.67 -5.97±2.22

治疗后 351.24±31.56 12.65±7.04 477.24±57.86 -7.88±3.36

t 3.779 -2.576 4.862 2.796

P 0.001 0.018 <0.001 0.011

2.3　治疗前后 ASD 组 C-PEP 量表

治疗前后 ASD 组 C-PEP 量表结果见表 2。治疗

前 ASD 组的 C-PEP 总分为（42.29±20.24）分，治疗

后为（55.86±19.72）分，治疗后 C-PEP 总分的提高

有统计学意义（Z= -3.92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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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治疗前后 ASD 组 P300、N400 变化与

C-PEP 评分变化相关分析

治疗前后 ASD 组 P300 潜伏期、波幅差值分别

为 -21.62±26.22 ms，2.07±3.69 μv，N400 潜伏期、

波幅差值分别为 -39.81±37.53 ms，-1.91±3.14 μv，

C-PEP 评分变化分别为总分 13.57±8.63，口语认知 

2.43±2.79，认知表现 2.81±2.40。治疗前后 ASD 患

者 P300、N400 各指标的变化与 C-PEP 口语能力、

认知表现及总分变化均无相关（P>0.05），详见表 3。
表3　治疗前后ASD组P300、N400变化与C-PEP评分变化相

关分析

Δ总分⑤ Δ口语认知⑥ Δ认知表现⑦

ΔP300
潜伏期①

相关系数 -0.021 0.328 0.117

P 0.928 0.147 0.615

ΔP300
波幅②

相关系数 0.088 -0.064 0.263

P 0.704 0.784 0.249

ΔN400
潜伏期③

相关系数 0.281 0.224 0.232

P 0.217 0.328 0.311

ΔN400
波幅④

相关系数 0.200 0.117 0.201

P 0.384 0.613 0.383

注：①治疗前后P300潜伏期变化

②治疗前后P300波幅变化

③治疗前后N400潜伏期变化

④治疗前后N400波幅变化

⑤治疗前后C-PEP总分变化

⑥治疗前后C-PEP口语认知分量表分数变化

⑦治疗前后C-PEP认知表现分量表分数变化

3　讨论

本研究比较了 rTMS 联合康复训练对 ASD 患者

事件相关电位 P300、N400 的影响，结果显示 ASD

患者治疗 12 周后 P300、N400 潜伏期缩短、波幅增

高，且临床症状改善，而 ERP 变化与言语、认知症

状改善均无关。

本文发现，ASD 患者接受连续 rTMS 刺激后

P300 变化与既往研究［2，8-10］结果一致。P300 潜伏期

反映对刺激物评价或归类所需要的时间即反应速度，

随作业难度的增加而延长，而波幅反映了心理负荷

量，即被试投入到任务中的脑力资源的多少。ASD

患者 P300 潜伏期缩短、波幅增高提示其大脑对感觉

信息处理速度、加工能力有提高。N400 波幅反映语

言认知加工的难易程度，潜伏期反映了语言认知加

工的时间进程。ASD 患者 N400 潜伏期缩短、波幅增

高提示其大脑对语言处理速度、加工能力均提高。

本研究发现 rTMS 能提高 ASD 患者语言、认知、

模仿、知觉、粗细动作及手眼协调能力，与既往研

究结果［1，3，4，10］一致。rTMS（≥ 5 Hz）除能兴奋局部

脑组织，还可以兴奋邻近区域的脑组织，产生长时

程作用。Broca 区是运动性语言中枢，前额叶与执行

功能密切相关，ASD 患者语言、认知等症状的改善

可能与高频 rTMS 兴奋激活前述脑区有关［11］。Broca

区还是镜像神经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镜像神经

元是能映射出别人的动作、情绪、意图等的一类具

有特殊映射功能神经元，其参与动作的理解、模仿、

共情、社会认知等认知活动［12］，高频 rTMS 激活镜像

神经元系统，促进了 ASD 患者的模仿、交往能力。

然而，本研究未发现 P300、N400 变化与 C-PEP 口

语认知、认知表现、总分等变化相关。rTMS 治疗

ASD 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之处：①样本量不足，需要

在今后继续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②本研究 ASD 组

纳入标准包括童年孤独症、不典型孤独症和 Asperger

综合征，病种不同可能成为研究的混杂因素，需要

在扩大样本量的基础上根据诊断分层进行分析；③入

组的 ASD 智商有差异，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倚，

需要设计更严格的研究方案以排除此因素的影响；④

康复训练可能对疗效及 ERP 结果有潜在影响，且没

有正常对照组，无法完全排除时间效应对研究结果

的影响，今后需设立单独接受康复训练组及正常对

照组进行研究分析。

综上所述，rTMS 联合康复训练能有效改善 ASD

患者 ERP 表现，且使多个领域的功能障碍得到缓解。

表2　治疗前后ASD组C-PEP量表（x±s）

总分 模仿 精细动作 手眼协调 口语认知 知觉 粗大动作 认知表现

治疗前 42.29±20.24 5.24±2.68 5.14±2.31 6.10±3.51 5.95±4.33 6.14±2.69 7.52±2.75 6.19±4.70

治疗后 55.86±19.72 6.33±2.50 6.05±2.56 8.62±3.47 8.38±4.80 8.33±2.06 9.14±2.26 9.00±4.28

Z -3.924 -2.897 -2.375 -3.112 -3.310 -3.760 -3.501 -3.612

P <0.001 0.004 0.018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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