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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强迫症的非药物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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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介绍了几种非药物治疗方法（包括无抽搐电休克、重复经颅磁刺激、深部脑刺

激、立体定向损毁术），以及它们对难治性强迫症的原理、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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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症是一种慢性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强

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严重影响患者社

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强迫症在临床上十分常见，终

身患病率约为 2％～3％，在精神疾病发病率中排名

第 4［1］。目前临床上一线治疗方法是药物或认知行为

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但仍有大

约 40％的强迫症患者使用上述方法效果不理想或无

效［2］，这类患者通常被界定为难治性强迫症。随着

对强迫症发病机制的认识逐渐深入，除了传统药物

和心理治疗外一些非药物治疗手段，如无抽搐电休

克、重复经颅磁刺激、深部脑刺激、立体定向损毁

术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被逐渐用于难治性强迫

症的临床治疗。本文就这些非药物治疗技术在难治

性强迫症患者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一 .  无抽搐电休克（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

MECT，又称改良电休克，是指在给患者注射适

量的肌肉松弛剂后利用一定量的电流刺激大脑，引

起患者意识丧失，达到无抽搐发作的治疗方法。目

前推测 MECT 通过调整脑内 5-HT 和血浆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水平来改善强迫症状。强迫症患者脑内 5-HT 水平较

正常水平明显下降，MECT 可使突触前 5-HT 受体再

摄取减少，提高突触后 5-HT 的浓度。Zai 等人［3］研

究表明强迫症患者 BDNF 含量低于正常水平，BDNF

是脑内重要的神经营养因子，主要分布在大脑皮质、

海马等部分，能促进中枢神经细胞损伤后再生，参与

神经元可塑性调节，Altar 等人（2003 年）对大鼠进行

连续 10d 的 MECT 治疗，结果发现大鼠额叶皮质、纹

状体、海马等脑区血清中 BDNF 的水平明显升高［4］。

王佩蓉等（2001 年）将 39 例难治性强迫症患者

分为氯丙嗪加 MECT 组和氯丙嗪组，氯丙嗪加 MECT

组进行了每周 3 次共 10 次的 MECT 治疗，结果显示

氯丙嗪加 MECT 组患者 Y-BOCS 评分较单用氯丙嗪组

有显著下降（P<0.01）。Thomas 等（2003 年）的研究

表明 MECT 对强迫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刘严等人

（2012 年）将 62 名难治强迫症患者随机分成帕罗西

汀组和帕罗西汀加 MECT 两组，治疗 8 周后帕罗西汀

加 MECT 组有效率为 60.0％，帕罗西汀组有效率为

25.8％，并且帕罗西汀加 MECT 组 Yale-Brown 强迫量

表（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分均较单用药物组显著下降（P<0.01）。

MECT 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轻度的头晕

和头痛、近记忆力减退等，恶心、轻度的头晕和头

痛主要出现在治疗的初期，随着 MECT 次数增加而

逐渐减轻；近记忆力减退主要出现在治疗后期，一般

治疗结束后半年内恢复。

虽然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证实 MECT 对于强迫症

甚至是难治性强迫症患者有显著的疗效。但目前研

究样本量均不大，还缺乏长期疗效观测。未来研究

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进行长期随访，更加深入了

解 MECT 对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疗效和作用机制，制

定合理和规范化的方案及如何维持、预防复发等等。

二 . 　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ve Stimulation，rTMS）

经颅磁刺激（TMS）原理是在头皮特定部位放

置线圈的电流脉冲诱导出磁场脉冲来直接刺激人类

大脑皮层，使局部的皮层神经元发生去极化改变。

rTMS 通过连续、重复且有规律的刺激可以使其产生

的生物学效应在刺激停止后仍能延续并产生累积效

应，从而使局部脑代谢发生改变，具有无创、非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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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安全等特点。不同频率的 rTMS 刺激会产生不

同效应，低频（小于 1Hz）rTMS 能通过抑制神经元

的活动降低局部皮质的兴奋性，而高频（大于 1Hz）

rTMS 能通过促进神经元活动，提高相应皮质的兴奋

性。根据目前神经生理学和影像学发现，强迫症的可

能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功能减弱及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额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CF）的

功能亢进相关。因此，通过应用高频 rTMS 对 DLPFC

的兴奋作用或者低频 rTMS 对 SMA、OCF 的抑制作用

来调节上述脑区的功能［5］。

Greenberg（1997 年）首次研究 rTMS 对强迫症的

疗效，在不同的日期随机对 12 名患者分别在左侧前

额叶、右侧前额叶或作为阴性对照的枕叶进行单次

20Hz、80％MT 的 rTMS 刺激（持续 20min，2s/min），

每次刺激结束时、30min 后及 8h 后进行评估，结果

在刺激右侧前额叶时患者刺激结束时强迫意向较基

线水平显著下降（P<0.01），并且效果维持 8h 以上

（P<0.05），刺激左侧前额叶时和枕叶结束时、30min

后及 8h 后患者强迫意向改善均不明显（P>0.05）。

但当时的研究对不同部位仅进行了单次刺激，且

没有严格设置对照，只能算作一次尝试。Prasko 等

（2006 年）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方法，将 32 名难治

性强迫症患者随机分配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在 2 周

内对试验组左侧 DLPFC 进行 10 次 1Hz、110％MT 的

rTMS 刺激，同时给予对照组相同区域的伪刺激，结

果显示两组 YBOCS 的分数下降都有统计学意义，且

两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Sachdev 等（2007 年）将

12 名难治性患者随机分配至左侧或者右侧 DLPFC

的 rTMS 治疗组，刺激均为 10Hz，100％MT。结果

4 周后左侧 rTMS 治疗组患者 YBOCS 分数平均下降

了 27％，右侧 rTMS 治疗组患者 Y-BOCS 分数平均

下降了 57％。早期研究者希望 rTMS 对左侧或右侧

的 DLPFC 进行刺激，提高该区域的兴奋性达到控制

强迫症状的目的，但对此区域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至少从目前研究不能说明刺激 DLPFC 对改善强迫症

状会获得确切疗效。

Rufini 等（2009 年）在 OFC 部位进行了随机单

盲对照研究，将 23 位难治性强迫症患者随机分配

到 rTMS 研究组（n=16）和对照组（n=17），用 1Hz、

80 ％MT 的 rTMS 刺激研究左侧 OFC，为期 3 周。

治疗结束时实验组的 YBOCS 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P<0 .05），随访发现疗效维持了 10 周，说明在

OFC 部位进行 rTMS 治疗强迫症效果显著而持久。

Mantovani 等（2010 年）在 SMA 部位进行了双盲对照

研究，将 21 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n=11）和对照

组（n=10），给予研究组患者 1Hz、100％MT 的 rTMS

刺激。治疗 2 周后研究组患者的 YBOCS 评分下降

36％，对照组 YBOCS 评分下降 10％，说明在 SMA

使用 rTMS 治疗强迫症效果显著，而且 Mantovani 等

还基于 fMRI 证实 rTMS 治疗后的运动皮层活性确实

发生了改变，说明 rTMS 刺激 SMA 达到的作用并非

是安慰剂效应。Kumar（2011 年）和 Gomes［6］都进行

了 SMA 部位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上述研究

表明低频 rTMS 刺激 OFC 和 SMA 脑区对难治性强迫

症疗效显著。

rTMS 具有无创、不良反应小等优点，在刺激时

可能出现轻度头晕、头痛和听力变化等副反应，依

从性良好。目前研究的刺激部位和频率以及被试选

择标准尚不一致，未来需扩大样本量，严格规范被

试标准，对刺激部位和频率制定统一的标准，运用

影像学等客观检查验证 rTMS 的效果。

三 .　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
DBS 指在 MRI 立体引导下植入刺激电极，对

深部脑组织特定区域释放连续脉冲刺激以调节某些

脑区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目的一种手段。DBS 技术

最初被用来治疗神经科疾病，如帕金森病、肌张力

障碍等运动障碍疾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并有较为

良好的安全性。在此前提下，DBS 逐渐在精神科开

展研究和临床应用，2009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批准 DBS 用于难治性强迫症的治疗。由于

DBS 技术是一项有创的治疗手段，FDA 对其适应范

围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定：病史 5 年以上，且至少经

过 3 种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类抗抑郁药足量治疗和系

统的认知行为治疗无效的强迫症患者。

应用 DBS 选择的脑区靶点主要是基于既往强迫

症外科手术的经验，如内囊前肢、伏膈核等区域。

Nuttin 等 1999 年在 Lancet 上首次发表了应用 DBS 治

疗强迫症的研究。该研究在 6 例强迫症患者的内囊

前肢区安装了 DBS 电极，经过了数周至数月时间不

等的调整后，有 4 名患者有效并且耐受，Y-BOCS 评

分由 32.3±3.9 降至 19.8±8.0，下降幅度达 35％。

另外 2 名患者中 1 例无效，1 名患者不能耐受改行

内囊前肢切开术。该研究发现需要较高的电压刺

激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并且刺激范围不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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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等［7］开展了多中心的单盲或双盲随访研

究，将 26 名患者按照 DBS 实施时间先后分为 3 组。

早期的第 1 组患者选择靶点位于内囊皮质下，后期

的 2 组患者选择位置偏后的内囊前肢接合处、前联

合和腹侧纹状体后部。植入 DBS 患者平均随访 24 个

月，其中有 12 例则达到了 36 个月。术前 26 名患者

平均 Y-BOCS 评分为 34.0±0.5，36 月时最后 12 名

患者平均 Y-BOCS 评分为 20.9±2.4，平均下降 12.5
±1.4。随访结束时共有 61.5％的患者症状改善幅度

超过 35％，但不同靶点效果差异显著，三组病人

的症状改善率超过 35％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33.3％、

77.8％和 75％，并且随着靶点后移所需电压从 9V

（第 1 组）降为 5V（第 3 组）。Sturm 等（2003 年）

对 4 例强迫症患者进行了伏隔核为靶点的 DBS 治疗，

术后随访 2 年发现其中 3 例患者强迫症状得到明显

改善，且均未出现并发症。

还有的靶点是在治疗其它疾病时发现的，Mallet

（2002 年）用 DBS 治疗合并强迫症的帕金森病患者

时，偶然有 2 名患者 Y-BOCS 评分下降超过 80％。

在此基础上，Mallet 等（2008 年）进行了以丘脑底核

（Subthalamic nucleus，STN）为靶点的研究，将 16 名难

治性强迫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8 名患者，一组先进行

3 个月真刺激，间隔 1 个月后再进行 3 个月伪刺激，另

一组先进行伪刺激再进行真刺激，每组在进行真伪刺

激前后均进行 Y-BOCS 评估，结果发现两组真刺激后

的 Y-BOCS 评分均明显低于伪刺激后结果（P<0.01）。

在疗效方面以 STN 为靶点 3 个月时的疗效接近

于以内囊前肢区域为靶点 3 年的效果，同时以 STN

为靶点需要的电压明显小于内囊前肢，减少了电池

更换频率，提高患者耐受程度。在安全性方面，DBS

可能出现感染、出血或癫痫发作等手术副反应和头

痛、焦虑、病情反复等治疗副反应。尽管如此，相

比较立体定向损毁术，DBS 治疗具有创伤小、可逆

性和参数可调节等优势。针对强迫症不同症状可能

由多种神经病理环路造成，未来可针对不同症状类

型强迫症进一步修正靶点和优化刺激参数。

四 .　立体定向毁损术（stereotactic surgical 
treatment）

立体定向损毁术是指在影像学立体定向下，通过

射频毁损阻断某些病理神经传导通路来改善患者症状

的治疗方法。对于难治性强迫症患者，立体定向毁损

术被称为是“最后的手段”。Apostolova 等（2010 年）

利用功能影像学发现，强迫症患者皮质 - 尾状核 -

丘脑 - 皮质环路（Cortical-Striatal-Thalamic-Cortical，

CSTC）的眶额叶皮质、扣带回前部和尾状核腹侧等脑

区在强迫症状发作时代谢明显加强，经过药物或心理

治疗症状缓解后代谢减弱。立体定向毁损术通过阻断

上述病理环路中的一处或多处起到治疗效果。

立体定向损毁术主要包括内囊前支损毁术、扣

带回损毁术、尾状核下神经束损毁术和边缘系统脑

白质切除术。内囊前肢损毁术最早出现于 1947 年，

Leksell 等通过立体定向毁损手术阻断眶额叶和丘脑、

尾状核的纤维联系治疗精神疾病，在当时取得了较为

满意疗效。随着影像学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目前内

囊前肢毁损手术对强迫症状的有效率可达 77％［8］。

史建军等（2014 年）对 27 例难治性强迫症患者

采用双侧扣带回和内囊前肢多靶点立体定向毁损术，

术后 6 个月和 1 年随访发现 Y-BOCS、HAMD 及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分

均比术前明显降低（P<0.01），总有效率为 88.9％。

Sheth［9］对 64 名脑白质切开术后难治性强迫症患者进

行了 5 年随访研究，结果发现有 69％的患者症状得

到明显改善。除开颅手术外还可以选择伽马刀对靶

点进行γ射线损毁，目前损毁部位仅限于尾状核腹

背侧，临床统计有效率可达 80％［10］。

随着功能影像学的发展和临床经验的积累，目

前立体定向损毁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已经明显减少，

常见并发症为疲劳、癫痫、大小便失禁［11］，但多数

为短暂、一过性的。伽玛刀术后可能出现放射性脑

水肿和液化囊腔［12］。虽然立体定向损毁术对难治性

强迫症取得了较为确切的疗效，但毕竟是一种有创

的、不可逆的神经毁损治疗方法，因此在实施前还

需做好充分的评估。由于强迫症患者病因复杂，症

状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因此未来的治疗和研

究方向是针对不同症状筛选出更加有针对性的靶点，

进一步提高疗效和安全性。

综上所述，这些非药物治疗方法在难治性强迫

症患者治疗中已经取得一定疗效，但有些手段如立

体定向损毁术、DBS 还处于试验和小范围临床应用

阶段。随着技术发展和研究深入，这些方法将为更

多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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