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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进展

刘艳华 、 张玖龙 、 崔　朋 、 刘春龙 、 赵　乐 

【摘要】经颅磁刺激技术是一种作用于大脑皮质和脊髓等部位的无创电刺激技术，能够经改变神

经元的兴奋性调控大脑皮质各区域的功能。而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是经颅磁刺激技术的一种类型，

基于其安全性高的特点，目前，研究人员应用这一技术治疗老年痴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对

低频经颅磁刺激进行概述，并对其在治疗老年痴呆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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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概述

经颅磁刺激技术有单脉冲磁刺激、双脉冲磁刺

激及重复经颅磁刺激三种模式［4］。其中，单脉冲磁

刺激和双脉冲磁刺激两种技术只能暂时激活需要的

神经元，而 rTMS 则是重复序列规律性的 TMS 脉冲

刺激，能持续激活特定的神经元，调控大脑皮质的

兴奋性。根据频率的不同，rTMS 包括低频 rTMS 及

高频 rTMS，其中高频 rTMS 的刺激频率 > 1 Hz，主

要产生兴奋性电位。低频 rTMS 的刺激频率 ≦ 1 Hz，

主要产生抑制性电位，抑制皮层的功能，促使运动

诱发电位的阈值增加且波幅减小［5］。AD 患者的大脑

皮质神经元存在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而低频 rTMS 能

够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影响刺激部位与协同作用

的远端皮层功能，刺激大脑皮层数据网络功能区的

重建，应用于 AD 的治疗。

二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作用

以往的研究证实［6］，rTMS 可作为临床治疗 AD 

的辅助方法，延缓病情的恶化、改善患者的认知功

能和精神行为症状。

1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

能的作用

A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记忆力、注意力、思

维能力、推理能力和智力等方面的异常，主要的临

床表现为认知速率的降低、反应时长的增加、短时

记忆容量的缩小、语言障碍以及视空间能力障碍［7］。

低频 rTMS 对 AD 患者的各认知功能的作用如下。

对记忆力的作用：记忆是各类信息在大脑中进

行储存与再现的过程，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核

心症状是记忆力减退。Cotelli 等［8］ 发现 rTMS 刺激

AD 患者的左顶叶皮质能够缓解其短期遗忘的症状。

Turriziani 等［9］ 通过 rTMS 刺激 DLPFC 得出低频 rTMS 

刺激右侧 DLPFC 能够加强健康人群与 AD 患者对面

孔和词语的记忆能力，调节大脑神经网络的兴奋性，

而高频 rTMS 会降低这类记忆能力。章礼勇等［10］ 发

现 rTMS 能够提高 AD 患者的 MoCA 与记忆分值。谭

涛等［11］ 研究证明低频 rTMS 能增强 AD 大鼠突触的

可塑性，改善其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李葳等［12］ 研究

表明 rTMS 能增强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赵文娟等［13］

研究低频 rTMS 降低 AD 大鼠在水迷宫实验结果中的

逃避潜伏期，可见低频 rTMS 能修复 AD 大鼠的记忆

障碍。

对语言功能的作用：语言能力是进行人际交流

的主要方式，包括语言表达能力、书面语言能力、

手势语与面部表情。而言语障碍是人们使用语言能

力进行沟通存在困难。Hamilton 等［14］采用低频 rTMS

抑制右侧大脑半球的特定部位，发现患者的命名能

力和语言功能明显增强。Ahmed 等［15］使用低频 rTMS 

刺激 AD 患者 DLPFC 区，在治疗后三个月患者的精

神状态检查量表中的语言能力指标评分显著改善，

可见低频 rTMS 能够显著改善 AD 患者的语言能力。

吴越等［16］ 研究低频 rTMS 对 AD 患者的作用，结果表

明低频 rTMS 能有效改善 AD 患者的 ADAS-Cog、语

言因子、记忆因子的评分和脑电图指标，可见低频 

rTMS 能有效增强 AD 患者的语言功能，改善失语症

状。虽然低频 rTMS 应用于语言功能的恢复，但是研

究的样本数量较少，各研究中评价语言功能的方式

缺乏一致性，因此低频 rTMS 对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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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亟需规范化、统一性的研究。

对定向力的作用：定向力是指人们的空间认知能

力、时间认知能力和自身当前状态的认知能力。徐

光青等 ［17］研究低频 rTMS 对大脑皮层的右侧 DLPFC

与后顶叶皮质的影响，可知后顶叶皮质在抑制刺激

后，其警觉与定向功能降低，DLPFC 在抑制刺激

后，其执行功能降低，定向功能提高。 Grant 等［18］研

究 rTMS 作用于 AD 患者 DLPFC，治疗三个月后患者

的定向功能明显提高。Ahmed 等使用低频 rTMS 刺激 

AD 患者 DLPFC 区，在治疗后三个月患者的精神状

态检查量表中的定向力指标评分显著改善，可见低

频 rTMS 能够显著改善 AD 患者的定向力。 Hsu 等［19］ 

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研究 rTMS 对 AD 患者认知功能

的作用，系统化统计的结果表明经低频 rTMS 治疗后 

AD 患者的空间认知能力、时间认知能力和定向功能

显著增强。以上研究均证实低频 rTMS 对健康人及

AD 患者定向功能均有较好的效果，且无副作用。

2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精

神行为症状的作用

AD 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的主要表现包括人格特

征改变、妄想症、抑郁症、躁狂症、幻觉、攻击性、

行为异常、睡眠状况和身份辨别障碍。精神行为症

状能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能反作用于患者

的认知功能，造成该病进行性的恶化。Ahmed 等使

用低频 rTMS 刺激 AD 患者 DLPFC 区，在治疗后三

个月患者的精神状态、生活以及抑郁量表的评分均

显著改善，可见低频 rTMS 能够显著改善 AD 患者

的精神行为症状和抑郁情绪。杨婵娟等［20］研究低频 

rTMS 治疗 AD 六周后，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评分明

显减少，不良反应低。上述研究表明，低频 rTMS 对 

AD 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具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三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作

用机制

AD 患者的典型性神经病理学特点有：大脑皮层

与海马等部位出现因淀粉样蛋白沉积引起的老年斑；

神经元中蛋白质高度磷酸化引起的双股螺旋纤丝和

缠结。AD 患者发病时会出现在大脑皮质与海马部位

中神经元与突触选择性的丢失，突触传递功能减弱。

低频 rTMS 对 AD 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可

能的机制包括低频 rTMS 能够抑制大脑皮质的兴奋

性，增强大脑皮质神经元的可塑性与神经元间的相

互联系，增加大脑皮质的血流等。

1　低频 rTMS 调节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和受体

表达

rTMS 刺激频率的差异对大脑皮质兴奋性的调节

作用不同，高频 rTMS（>1 Hz）增强大脑皮质的兴奋

性。低频 rTMS（≤ 1 Hz）上调皮质神经网络中的抑

制指标，抑制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减弱突触活性，

导致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LTD），且抑

制效果能持续一定时间。但是高强度的低频 rTMS 却

能够增强大脑皮质的兴奋性，这一方面还需进行深

入的研究。低频 rTMS 大多作用于第一皮层运动区之

外的大脑皮层，作用于前额区能调节情绪、抑郁及

认知功能［21］。低频 rTMS 能有效改善 AD 患者的躁狂

症，抑制神经元的过度激活，调整语言中枢的神经

网络分布 ［22］。

Wang 等［23］发现低频 rTMS 能够提高大鼠海

马 CA1 区域特定 NMDA 受体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增强 AD 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AD 患者的海马

区和额叶区 BDNF 受体的表达水平明显减少，而

低频 rTMS 能上调 AD 大鼠海马区神经营养因子 

BDNF 水平，增强 AD 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24］。 

  2. 低频 rTMS 调节神经功能连接

AD 患者的神经功能连接异常，包括额叶和顶

叶间的功能连接减弱，在脑叶中的功能连接过强。

rTMS 能够调节神经元的突触可塑性及连接性，加

强神经元的重塑与恢复功能连接的作用，即长时程

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与长时程抑制。

rTMS 频率的差异对神经元的可塑性与连接性的调

节作用不同。高频 rTMS 引发 LTP，而低频 rTMS 能

下调 MEP 幅值，引发 LTD，调控突触的密集度、

NMDAR 的活性和 AMPAR 通道。但是高强度的低频

rTMS 能够引发较强的 LTP。低频 rTMS 作用于前额

叶能修复具有记忆编码等认知功能的网状系统［25］。

低频还能引起刺激侧和对侧半球大脑皮层兴奋调节

神经功能和半球间神经活动的平衡。低频 rTMS 不仅

抑制靶区域皮层的兴奋性，还能改变远端皮层的功

能，揭示低频 rTMS 对皮层神经网络的重塑作用［26］ 。

低频 rTMS 对 AD 患者大脑皮质各部位间的神经连接

性的具体作用还需深入研究。

四　展望

目前，低频 rTMS 作为 AD 患者的新型治疗手段，

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

解决：（1）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大脑皮质的生理状况

存在差异，因此应针对不同年龄段选取合适的低频 

rTMS 强度；（2）低频 rTMS 应用于语言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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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较少，各研究中评价语言功能的方式缺乏一

致性，因此低频 rTMS 对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区的疗

效亟需统一性的研究；（4）缺乏低频 rTMS 的治疗时

长和疗效的相关性研究；（5）由于 AD 患者需长期用

药，而低频 rTMS 对药物的影响缺乏研究；（6）低频 

rTMS 应用于 AD 患者的治疗安全性高，和高频 rTMS 

相比不易引发癫痫、头痛及听力障碍等不良反应，

但是由于高强度的低频 rTMS 的强烈兴奋作用，可能

引发更高的不良反应，因此还需对低频 rTMS 强度和

不良反应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低频 rTMS 技术无痛、无创、安全性

高，对 AD 的治疗具有广阔的前景，但还需对该技术

的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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