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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帕罗西汀对躯体形式障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党现炳 、 刘　萍 、 王爱芹 、 刘　霞 、 马　会

【摘要】目的　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帕罗西汀对躯体形式障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 ~201�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 50 例，按照随机抽签

的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给予观察组患者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帕罗西汀进行治

疗，对照组患者则单纯使用小剂量帕罗西汀进行治疗，在治疗 2 周、�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 HAMD、

HAMA 评分的变化，并观察其疗效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88％，明显

的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2 周后，观察组的

HAMD 与 HAMA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评分［（1�.�5±�.12）分 vs（1�.�5±�.�2），（15.45±�.14）分

vs（1�.�5±2.�8）分］；治疗 � 周后，观察组的 HAMD 与 HAMA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评分［（�.85

±2.8�）分 vs（11.45±�.18），（�.2�±2.0�）分 vs（12.45±2.148）分］，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4％，明显的低于研究组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44％

（P< 0.05）。结论　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帕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能够显著提

高其治疗疗效，且起效快，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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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small dose paroxetin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study of somatoform disorder　　DANG Xianbing，LIU Ping，WANG Aiqing，et al. ment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stitute of Jining，Jining 27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low-dose paroxetine for somatoform disorders.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from October 

2015 to October 2015 in our hospital，The repeat study wa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drawing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low-dose paroxetin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ow-dose paroxetine alone. 

The changes of HAMD and HAMA scores were observed after 2 weeks and 3 weeks，and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8％，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68％，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2 weeks after treat-

ment，HAMD and HAMA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core ［（13.35±3.12）
vs（16.75±3.32），（15.45±3.14）vs（19.65±2.78）］.3 weeks after treatment，HAMD and HAMA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core ［（7.85±2.89）vs（11.45±3.18），（7.23±2.07）vs（12.45±

2.148）］，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4％，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44％，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small dose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omato-

form disorders，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curative effect，and take effect quickly，high safety，is worth 

in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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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形式障碍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神经症疾病，

其特征是以持久地担心或者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

观念。并且会涉及疼痛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

统等多个系统器官，虽然此病并不会危及到患者的生

命安全，但由于长时间的反复发作，会让患者长时间

的处于一种病态中，从而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精神状态

以及生活质量［1］。临床上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普遍使用

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类的抗抑郁药物、三环类

抗抑郁药、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但通

过相关学者研究以及临床上的治疗结果看出，其治疗

的效果并不理想［2］。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有学

者通过研究发现，重复经颅磁刺激则能够有效的改善

躯体形式障碍［3］。为了进一步明确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躯体形式障碍的有效率与安全性，本研究则选取了

50 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对其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

合帕罗西汀进行治疗，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 50 例。其纳入标准：（1）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4］有关躯

体形式障碍相关症状的诊断标准；（2）没有其他严

重相关的躯体疾病；（3）没有心、肝、肾等重要脏

器的严重疾病。排出标准：（1）在治疗前 2 周，患者

使用过抗抑郁以及抗精神疾病的药物；（2）处于妊

娠期或者哺乳期的患者；（3）具有其他精神障碍疾

病。将入选患者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50 例，其中男患者 28 例，女

患者 22 例，其年龄为 18~61 岁，病程为 3~21 个月，

其中脑力劳动者 29 例，体力劳动者 20 例，1 例患者

暂无职业；对照组 50 例，其中男患者 26 例，女患者

24 例，其年龄为 19~60 岁，病程为 3.5~20 个月，其

中 27 例患者为脑力劳动者，21 例患者为体力劳动

者，2 例患者暂无职业。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

程等一般资料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病例数
性别

年龄 病程
职业

男 女 脑力劳动 体力脑动 无职业

观察组 50 28（56.0） 22（44.0） 48.32±9.54 12.54±2.54 29（58.0） 20（40.0） 1（2.0）

对照组 50 26（52.0） 24（48.0） 47.85±9.43 12.32±2.14 27（54.0） 21（42.0） 2（4.0）

1.2　方法

给予两组患者均使用帕罗西汀（20mg*20 片

/ 盒）进行治疗，具体为：初始使用时的计量为一天

20mg，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酌情加量 10~20mg 每天，

两组药物剂量无明显差异；观察组的患者在此基础上

给予其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具体为：以 110％的运

动阈值作为参数，患者的双侧前额叶背外侧皮质为

需要刺激的部位，其中左侧额叶背外侧皮质使用高

频 10Hz 的刺激频率，每串刺激的时间为 5 秒钟，间

隔时间为 35 秒钟，连续刺激 15 分钟，一共 1150 个

脉冲刺激；右侧额叶背外侧皮质使用低频 1Hz 的刺

激频率，每串刺激的时间为 10 秒钟，间隔时间为 5
秒钟，连续刺激 15 分钟，一共 600 个脉冲刺激。每

天进行 1 次治疗，每周进行 5 次。两组患者均治疗 3
周。观察治疗后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

1.�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2 周后以及治

疗 3 周后，患者的汉密顿抑郁表（Hamilton depression 

table，HAMD）评分与汉密顿焦虑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分的变化，并分析其疗效，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其疗效评判标准参照 HAMD、HAMA 评分进行，

具体为：（1）痊愈：减分率在 75％以上；（2）显效：

减分率在 74％~50％之间；（3）有效：减分率在 49％

~25％之间；（4）无效：减分率在 25％以下。其总有

效率 =（痊愈率 + 显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选择 spss18.0 进行数据统计，本研究数据计量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来表示，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比较则使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的数据比较则用秩和检验进行，当

P<0.05 时表示其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分析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88％，明显的高

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6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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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分析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

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

均有了明显的降低，且观察组的 HAMD 评分显著的

低于对照组 HAMD 评分，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

组别 病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末 治疗3周末

观察组 50 22.53±3.32 13.35±3.12*# 7.85±2.89*#

对照组 50 21.75±3.54 16.75±3.32# 11.45±3.1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 评分分析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

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

均有了明显的降低，且观察组的 HAMA 评分显著的

低于对照组 HAMA 评分，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评分比较

组别 病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末 治疗3周末

观察组 50 25.63±2.54 15.45±3.14*# 7.23±2.07*#

对照组 50 24.75±2.78 19.65±2.78# 12.45±2.1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分析

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4％，明显的低于

研究组的不良反正总发生率 44％，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病例数
恶心及食

欲不振
便秘

性欲 
减退

疲乏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0 6（12.0） 4（8.0） 0（0.0） 2（4.0） 12（24.0）*

观察组 50 8（16.0） 5（10.0） 4（8.0） 5（10.0）22（44.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躯体形式障碍的主要主诉表现为各种躯体的不

适，虽然经过多方面的就医检查后，已证实并没有

器质性的损害或者明确的病理生理机制的存在，但

患者仍然不能打消其顾虑。躯体形式障碍患者通过

情绪量表测试后，普遍会出现焦虑与抑郁的不良情

绪症状，但患者却更注重躯体的症状，通常会将焦

虑解释为躯体不适的结果。有相关研究显示［5］，躯

体形式障碍的发病机制有可能是与血清素的水平变

化有关，血清素水平的下降会导致患者感觉域的下

降。而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类的药物则能够

抑制血清素的回收，从而对突触间隙血清素的水平

发挥具体促进的作用。帕罗西汀则是临床上常用的

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在对患者使用小

剂量时并不影响其他递质，使血清素的再吸收得到

抑制，从而提高突触间隙血清素的水平，以达到治

疗的目的［6］。但有研究结果显示［7］，单纯使用帕罗西

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其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且见效较慢。从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在使用单纯

的帕罗西汀治疗后，其总有效率仅为 68％，并没有

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了能更有效、更快速的缓解患

者的痛苦，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则出现在个临床医

者的视野中。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新型的神经电生理技术，

是以经颅磁刺激为参照标准发展而来，具有操作简

单、安全以及无创伤等优点，目前在临床上已将广

泛的用于神经与精神方面的治疗［8］。关于重复经颅

磁刺激治疗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国内外研究越来越

多，其疗效经过 Mata 分析已得到肯定［9，10］。通过研

究表明，重复经颅磁刺激作用于左侧前额叶背外侧

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和情感紊乱、降

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值，且重复经颅磁刺激的临

床疗效与心理暗示无关［11］。在一定刺激频率和强度

范围内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人体是无害的［12］。在机理

研究方面，发现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可增加患者左

侧前额叶背外侧及其它边缘系统脑区血流量、血氧

依赖水平、葡萄糖代谢水平和 DA 活性等［13］。研究

发现，在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过程中，患者的躯体不

适症状伴随着抑郁症状的改善也在改善，甚至发现

较多患者躯体不适症状缓解比抑郁症状改善更快。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以一种非侵袭的局部大脑刺

激方法，以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作为原理，在外源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病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14（28.0） 30（60.0） 4（8.0） 2（4.0） 44（88.0）*

对照组 50 10（20.0） 24（48.0） 12（24.0） 4（8.0） 34（68.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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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磁场受到影响后会使得脑部的神经电活性发生改

变，从而影响了大脑皮层的兴奋性与可塑性［14］。重

复经颅磁刺激能够作为直接刺激机体大脑神经环路

系统的一种工具，能够有效调节一些异常的神经环

路活性。并且有研究显示，重复经颅磁刺激也能够

调节血清素的水平，这更为明确的证实了重复经颅

磁刺激能够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患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患者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

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后，其 HAMD、HAMA 评分均得

到了显著的改善，且在患者治疗两周后，HAMD 评

分降低到了（13.35±3.12）分，而单纯使用帕罗西汀

治疗的患者，在治疗 3 周后的 HAMD 评分为（11.45
±3.18），可见，在通过联合治疗后，其见效时间更

快。并且联合治疗后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88％，明显

的高于单纯治疗的方式；相比其治疗的不良反应，通

过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与单纯治疗的不良反应发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观

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这是因为在动物实验和人体研究中显示其

机制可能与局部血流量、代谢水平、神经元兴奋性、

神经递质和受体等有关，其不良反应也是由于重复

经颅刺激产生机体代谢出现异常而导致的，rTMS 过

程中所产生的危险与刺激强度、刺激频率和刺激的

次数有关，进而导致出现肌肉紧张性疼痛或颈部疼

痛等不良反应，所以我们要在临床操作中尽可能避

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要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对

实施研究组治疗方式时，把握一定的适应症，以及

实施操作的标准，要将其疗效的作用尽可能大于不

良反应的发生。而本次研究为定性研究，没有归根

结底探讨相关机制，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对其本

质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帕

罗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能够显著提高其治

疗疗效，且起效快，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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