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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能力与精神行为症状的
影响

刘艳华 、 王丽娜 、 边艳辉 、 田红军 、 赵　乐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频率的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行为症状的

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列表法选取 2014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的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轻

中度老年痴呆患者 180 例，随机分为 5Hz 组、15Hz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三组均予神经内科老

年痴呆的基础疗法，不给予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与认知功能康复训练，同时三组分别予 5Hz、15Hz 

rTMS 与伪刺激。治疗前后分别行 MMSE、MoCA、BEHAVE-AD、ADL、NPI、BNT 及 DST 评估，比

较三组的疗效。结果  治疗后，5Hz 组与 15Hz 组的 MMSE、MoCA、DST、BNT 评分与总有效率均比

对照组显著升高，ADL 与 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降低（P< 0.05）；治疗后，5Hz 组的 MMSE、MoCA、

DST、BNT 评分与总有效率均比 15Hz 组的显著升高，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降低（P< 0.05），两组

ADL 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rTMS 能有效地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行为

症状，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中，5Hz 的作用更强，安全性较高，可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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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LIU Yanhua，WANG Lina，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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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TM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Methods　180 patients with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June 2016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5Hz group，

15Hz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sides standard basic treatment for Alzheimer’s disease，three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5Hz，15Hz and sham rTMS，respectively. The behavioral pathology in BEHAVE-AD，MMSE，MoCA，ADL，

NPI，BNT，DST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effects on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MMSE，MoCA，BNT，DST and curative effect in 5Hz group and 15Hz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and scores of NPI and ADL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MMSE，MoCA，BNT，DST and total curative effect in 5Hz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15Hz group，and score of NPI was lower than that in 15Hz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ADL in 5Hz group and 15Hz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rT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

c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AD patients with high safety. Particularly good effect and safety can be achieved 

with 5Hz rTMS，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

【Key words】rTMS；Senile Dementia；Cognitive Function；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作者工作单位］ 天津市安定医院（天津，300222）。

［第一作者简介］ 刘艳华（1971.10-），女，天津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老年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 刘艳华（Email: liuyanhua_tj@126.com）。 

老年痴呆是因生物、社会与心理因素导致的

认知能力与生活能力减退的慢性进行性病症，多发

于老年人群。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

年痴呆的发生率逐年增加，目前患病人数超过 800
万［1］。在临床中最常见的老年痴呆是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其会引起认知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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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记忆与分析判断能力的减退和精神行为的异

常，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治疗方法预后

较差，因此在临床上亟需探讨疗效与安全性均较高

的治疗方法。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能无创地调节大脑皮质中

神经元的动作电位，调控脑组织的代谢与电生理的

平衡［2］。目前，rTMS 在 AD 的研究较片面，缺少不

同频率的 rTMS 对 AD 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行为症

状的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 2014 年 10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我院治疗的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轻中度老年痴

呆患者 180 例展开研究，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列表法选取 2014 年 10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我院治疗的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轻中度老

年痴呆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 NINCDS-ADRAD

规 定 的 A D 确 诊 标 准［3］， 存 在 进 行 性 记 忆 和 认

知功能减退；②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行为量表［4］ 

(behavioral pathology in Alzheimer’s disease rating 

scale, BEHAVE-AD) 分值≥ 8 分，简易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5］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分值 

10～26 分；③年龄 60～80 岁；④患者签订知情同意

协议。排除标准：①存在癫痫病史与颅脑术史者；②

伴有严重颅脑外伤与全身性疾病者；③安置心脏起搏

器者；④在一月前曾应用精神类药物者。入组共 180
例，男 95 例，女 85 例，平均年龄是（72.4±4.8）岁，

平均病程是（5.3±1.9）。将 180 例患者随机分为 5Hz

组、15Hz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三组一般资料

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可比。

1.2　治疗方法

三组患者均予神经内科老年痴呆的基础疗法，

不给予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与认知功能康复训练，

同时三组分别予 5Hz、15Hz rTMS 与伪刺激。rTMS 

的仪器来自于丹麦 Medtronic 公司的 Magpro R30 刺

激装置，方法具体如下：将刺激探头安装于左右前额

叶的背外侧脑区，刺激的强度设置为 80%MT，刺激

量为 1200 脉冲，每次治疗 0.5 h，每周 5 次，治疗持

续 12 周。对照组行伪刺激，即线圈和头皮的角度为 

90°，无实质刺激。

1.3　指标观察

治 疗 前 后 分 别 行 M M S E 、 蒙 特 利 尔 认

知评分（Montreal  Cogni t ive  Assessment  scale , 

MoCA）、BEHAVE-AD、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神经精神量表评分

(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 questionnaire, NPI)、Boston

命名测验评分 (Boston naming test，BNT) 及数字广度

测验评分 (digit span test, DST)，比较三组的疗效与不

良反应。

1.4　疗效评价标准

①综合疗效的判定按 BEHAVE-AD 降低幅度［4］，

显效：降低幅度 >60%，好转： ［60%，30%），无效：

≤ 30%。② BEHAVE-AD ［4］有 25 项分为 7 个分量

表，即幻觉、偏执妄想、恐惧、日夜节律紊乱、行

为紊乱、情感障碍、攻击行为与焦虑，分值越高表

示精神行为障碍的严重程度越高。③ MMSE ［5］有 30 

项分为 5 个分量表，即定向力、语言能力、记忆能

力、视空间与计算能力，分值越小表示认知功能的

缺损程度越高。④ MoCA［6］有 8 项，即定向力、注意

力、执行能力、记忆水平、语言能力、视空间能力、

抽象思维与计算能力，若教育年限高于 12 年则总分

加 1 分，分值越高说明认知水平越高。⑤ ADL［7］有

20 项，分为基本与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按 4 级评

分，分值越小表示日常生活活动水平越高。⑥ NPI［8］

有 12 项，即易激惹、暴躁、失控、幻觉、妄想、食

欲异常、激越淡漠、讼决、不常举动、负性情绪与

行为异常，应用于痴呆精神症状的判定。⑦ BNT［7］

有 30 张图，分值越高表示语言水平越高。⑧ DST［7］

分为倒背与顺背，分值越高表示认知水平越高。

1.5　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应用软件 SPSS 22.0 分析，对各量表评

分等计量资料以（平均值 ± 标准差）的形式描述，

组间行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组内行配对 t 检验；对有

效率等计数资料以“%” 的形式描述，进行 χ2 检验。

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总有效率情况

治疗后，5Hz 组与 15Hz 组的总有效率均比对照

组显著升高， 5Hz 组的总有效率比 15Hz 组的显著升

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5Hz组 60 36（60.0） 18（30.0） 6（10.0） 90.0*#

15Hz组 60 24（40.0） 20（33.3） 16（26.7） 73.3*

对照组 60 20（33.3） 13（21.7） 27（45.0） 55.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15Hz组相比，#P<0.05

2.2　三组量表评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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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前 三 组 的 各 量 表 评 分 没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治疗后，5Hz 组与 15Hz 组的 MMSE、

MoCA、DST 与 BNT 评分均比对照组显著升高，

ADL 与 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治

疗后，5Hz 组的 MMSE、MoCA、DST 与 BNT 评分

均比 15Hz 组的显著升高，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

降低（P<0 .05），两组 ADL 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的量表评分情况

组别 n 时间 MoCA/分 DST/分 BNT/分 MMSE/分 ADL/分 NPI/分

5Hz组 60 治疗前 22.17±2.55 4.66±1.05 15.97±3.44 17.32±1.85 29.45±1.78 19.98±2.63

治疗后 29.13±1.24*# 5.27±0.64*# 18.82±2.23*# 26.63±1.03*# 26.48±1.83* 15.72±1.00*#

15Hz组 60 治疗前 22.14±1.78 4.65±1.22 15.95±3.47 17.38±1.98 29.51±1.99 19.99±2.61

治疗后 25.86±2.01* 4.98±0.98* 16.92±2.95* 21.76±2.21* 26.59±2.03* 17.52±1.98*

对照组 60 治疗前 22.15±2.18 4.63±1.54 15.98±3.56 17.40±1.92 29.48±2.14 19.97±2.56

治疗后 22.64±2.00 4.60±1.46 16.11±3.20 17.55±2.02 29.37±2.06 19.86±2.02

注：与对照组，*P<0.05；与15Hz组相比，#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年痴呆的

发病率明显升高。AD 属于临床发生率最高的老年痴

呆，患者的神经系统发生退行性的病变，常伴有认

知能力减退、精神行为症状缺损等症状，严重影响

患者的正常生活。而认知能力可包含学习记忆能力、

分析判断水平、注意力、语言能力、视空间能力与

计算水平等［9］。以往研究中所应用的评估患者的认

知能力与精神行为症状的量表较单一，缺乏系统评

价，可信度偏低，因此本文采用多个量表进行联合

评估，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Ash 等［10］的研究表

明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能够明显提高 AD 患者的认

知功能，然而不同的高频刺激对 AD 患者的疗效尚缺

乏研究。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疗后 5Hz 组与 15Hz 组的

MMSE、MoCA、DST、BNT 评分与总有效率比对照

组显著升高，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降低； 5Hz 组的

MMSE、MoCA、DST、BNT 评分与总有效率比 15Hz

组显著升高，NPI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降低，可知应用

频率为 5Hz 与 15Hz 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都能明显

增强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与精神行为症

状，且 5Hz 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具有更高的疗效，

发分析其原因是 AD 患者大脑皮层的 SAI 值减低，而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能促使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增加，

调节突触可塑性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升高 BDNF

因子与 pCREB 因子的含量，改变神经元的超微结构

形态，恢复线粒体的能量代谢水平，提高大脑皮质

神经元的可塑性和联系，调节神经突触的活动，增

加靶位皮质的血流量与代谢速率［11］。当频率是 5Hz

时大脑皮质神经元的动作电位与生理电位最接近，

有利于神经元细胞正常的代谢作用与突触传递。5Hz

与 15Hz 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差别较低，可

推测控制日常生活活动的脑区对不同频率的高频重

复刺激的敏感性较低。另外，本文仅比较在临床中

经常采用的 15Hz 与 5Hz 的频率的疗效，今后还需探

讨多种频率对 AD 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行为症状的

影响，以期寻找疗效与安全性最佳的频率。

综上所述，经颅磁刺激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痴

呆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行为症状，在高频重复经

颅磁刺激中，5Hz 的作用更强，安全性较高，可应

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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