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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磁刺激在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治疗中的价值分析

郝英霞 、 杨冬林 、 于文平 、 杨真真 、 尚鲁宁

【摘要】目的　探讨经颅磁刺激在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患者临床治疗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 84

例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予以

药物治疗方案；研究组在上述基础上联合重复经颅刺激治疗。观察对比两组受试者治疗前、治疗 �

周、� 周时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及症状自评量表（SCL-�0）评估结果差异，记录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 � 周、� 周后，两

组受试者 PSQI 评分、HAMD、HAMA 评分及 SCL-�0 评分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0.05），且研

究组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受试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 vs �.�％，

P> 0.05）。结论　经颅磁刺激疗法在促进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患者病情转归、改善其预后质量等

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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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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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ospital，Jining 27205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omatization disorder. Methods　Eighty-four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omatization dis-

order were randomiz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rugs；On the basis，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peated transcranial 

stimulation. The sleep quality scores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unhealthy emotion score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and symptom checklist scores（SCL-90）were ob-

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after 3 weeks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recorded. Results　After 3 weeks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PSQI scores，HAMD scores，

HAMA scores and SCL-90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

and the above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7.5％ vs 7.3％，P>0.05）. Conclusion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outcomes and improving prognosi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omatization disorder.

【Key words】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Olanzapine；Refractory；Elderly somatization disorder

［基金项目］济宁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1�jnKK41�）。

［作者工作单位］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济宁，2�2051）。

［第一作者简介］郝英霞（1��5.0�-），女，山东济宁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老年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 郝英霞（Email：zhuweipin@1��. com）。

躯体化障碍是一种临床较为常见的神经症，患

者以多样、反复发作且经常变化的躯体不适症状为

主要临床表现［1］，易因长期担忧或认为机体存在各

种症状而反复就医。当前国内外治疗躯体化障碍多

首选抗抑郁药物［2］，对于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的难

治性病例则联合小剂量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但鲜有报道将药物联合经颅磁刺激疗法作为主要治

疗方式。本研究为探讨此疗法在难治性老年躯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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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患者临床治疗中的价值，选取 84 例患者为受试

对象，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0 月 ~2015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

84 例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的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

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各 42 例。研究组中途脱落 2 例，共 40 例有效病例

入组；其中女性 28 例，男性 12 例，年龄为 61~78 岁，

平均（68.6±4.8）岁；病程 7 个月 ~6 年，平均（3.1±

1.3）年。对照组中途脱落 1 例，共 41 例有效病例入

组；其中女性 30 例，男性 11 例，年龄为 60~79 岁，

平均（69.5±4.5）岁；病程 7 个月 ~6 年，平均（3.3±

1.1）年。两组受试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

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排除和脱落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第 3 版》［3］及《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3］中躯体

化障碍相关诊断标准的患者；②年龄为 60~80 岁的老

年患者；③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肾功能、

心电图、B 超等相关检查均显示正常者；④抗抑郁药

物治疗无效者；⑤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由直系亲

属代为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排除标准：①入组前 4 周使用其他抗精神药物及

抗抑郁药物者；②合并严重脏器功能障碍、严重器质

性病变、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或意识障碍者；③

年龄不足 60 岁或超过 80 岁的患者；④过敏体质或相

关治疗禁忌症者。

脱落标准：①治疗依从性不足者；②用药后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者；③中途死亡、退出治

疗、更改治疗方案或随访期失联者。

1.�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受试者予以口服奥氮平 + 度洛西汀方

案：奥氮平片（规格：5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52688），5~10mg/d，po，qd；盐酸度洛西汀肠

溶胶囊（规格：30mg，批准文号：21H170130），起始

剂量为 40mg/d，用药 2 周后可根据病情加至 60mg/d，

分早晚两次口服。

研究组受试者予以重复经颅刺激 + 奥氮平 + 度

洛西汀口服治疗：奥氮平、度洛西汀用药剂量及用药

方式同对照组一致；使用 RAPID2 型重复经颅磁刺激

仪行重复经颅刺激治疗，刺激部位：左 / 右侧前额叶

背外侧皮质，左侧刺激频率为高频 10Hz，刺激时间

5s，串间隔时间 35s，持续 15min，共记 1150 个脉冲

刺激；右侧刺激频率为低频 1Hz，刺激时间 10s，串

间隔时间 5s，持续 15min，共记 600 个脉冲刺激；每

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5 次。两组受试者均持续治

疗 6 周后观察疗效。

1.4　疗效观察指标

1.4.1　睡眠质量评估标准

以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4］作为睡眠质量

评估依据。该量表由 1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

除第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外，

其他条目均按照 0~3 等级计分，总分记 0~21 分，得

分越高则睡眠质量越差。

1.4.2　不良情绪评估标准

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版）、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5］作为不良情绪评估依

据。严重抑郁：HAMD ＞ 35 分；肯定有抑郁：HAMD

为 20~35 分；可能抑郁：HAMD 为 8~20 分；正常：

HAMD ＜ 8 分。严重焦虑：HAMA ≥ 29 分，明显焦

虑：HAMA 为 21~28 分，焦虑：HAMA 为 14~20 分，

可能焦虑：HAMA 为 7~13 分，无焦虑：HAMA ＜ 7
分。

1.4.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标准［3］

该量表涵盖感觉、情绪、思维、行为、生活习

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内容共计 90 个项目，每

一个项目均采取 1~5 级评分：“没有”选 1，“很轻”

选 2，“中等”选 3，“偏重”选 4，“严重”选 5；总分

记 90~450 分，总均分 = 总分 ÷90；均分为 1~2 分提

示心理健康；均分为 2~3 分提示心理亚健康；均分为

3~4 分提示有心理健康问题；均分为 4~5 分提示有严

重心理健康问题。

1.5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受试者治疗前、治疗 3 周、6 周时

睡眠质量评分（PSQI 评分）、不良情绪评分（HAMD、

HAMA）及 SCL-90 评估结果差异，记录其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　统计学方法

将相关数据输入至统计学软件 SPSS19.0 中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以

P<0.05 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治疗前，两组受试者 PSQI 评分比较均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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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6 周后，两组受试者

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6周

研究组 40 16.9±3.1 8.6±1.4① 6.1±0.5①

对照组 41 16.8±3.3 12.1±2.6① 10.2±2.1①

t - 0.140 7.516 12.018

P - 0.889 0.000 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不良情绪评估结果比较

治疗前，两组受试者 HAMD、HAMA 评分比较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6 周后，两

组受试者 HAMD、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且研究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及HAMA评估结果比较（x±s，分）
项目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6周

HAMD 研究组 40 25.3±2.8 16.6±1.8① 10.6±1.4①

对照组 41 25.5±2.5 20.6±2.1① 16.3±2.3①

t - 0.339 9.194 13.432

P - 0.735 0.000 0.000

HAMA 研究组 40 26.3±2.8 15.5±1.6① 11.7±1.6①

对照组 41 26.4±2.6 20.6±1.9① 17.3±1.4①

t - 0.167 13.051 16.776

P - 0.868 0.000 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0.05。

2.�　两组治疗前后 SCL-�0 评估结果比较

治疗前，两组受试者 SCL-90 评分比较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3 周、6 周后，两组受试者

SCL-90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SCL-90评估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3周 治疗6周

研究组 40 3.9±0.4 2.8±0.3① 2.3±0.3①

对照组 41 3.8±0.5 3.3±0.3① 2.9±0.3①

t - 0.992 7.499 8.999

P - 0.324 0.000 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受试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研究组

治疗后出现轻度头晕、头痛、恶心症状者各 1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5％；对照组头晕 1 例，食欲增

强 2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3％，组间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χ2 =0.001，P=0.975）。

3　讨论

躯体化障碍是躯体形式障碍的一种疾病，起

病多在成年早期，以女性发病率更高。相关研究认

为，躯体化障碍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遗传、神经生理功能障碍、心理社会等因素均可致

病［6］，需引起重视。老年患者受机体功能衰退、重

要器官老化等因素影响，难免合并一些老年性疾病，

引起机体疼痛反应，加之其空闲时间多，易将注意

力过多集中于自身的躯体不适上，导致感觉阈及痛

觉阈降低，增加躯体感觉的敏感性，从而夸大相关

症状，反复就诊，并逐渐丧失治疗信心，致躯体化

障碍发生。医师在诊断老年患者时，应当将其同躯

体疾病、焦虑 / 抑郁障碍、心境障碍等相鉴别，本着

谨慎、科学的态度，勿轻易作出躯体化障碍的诊断，

以免增加误诊风险，耽误患者治疗。

奥氮平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能高度

亲和 5- 羟色胺、多巴胺 D1、D2 受体及组胺 H1 受

体［7］，以发挥调节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改变先占

观念的作用，达到治疗目的。相关研究表明，奥氮

平能选择性作用于中脑边缘系统，抗抑郁、抗焦虑

效果显著，可在精神分裂症、躯体化障碍、老年性

痴呆等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8］，其

疗效已受到广泛认可。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用

药后第 3 周及第 6 周时，不良情绪评分、睡眠质量

评分及症状评分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同王洪

飞等［9］报道结论基本一致，证实奥氮平联合抗抑郁

药物治疗，可改善躯体化障碍患者相关症状，对促

进其病情转归及预后恢复有利。本研究中对照组受

试者各项评分降幅均不及研究组患者突出，则表明，

在口服奥氮平 + 度洛西汀基础上联合重复经颅磁刺

激疗法，可进一步提高抗抑郁、抗焦虑效果，临床

疗效确切。

经颅磁刺激技术一种无创、无痛的绿色治疗

方式，能利用磁信号无衰弱穿透颅骨的优势刺激脑

神经，以兴奋或抑制局部大脑皮质功能达到治疗目

的［10］。高频率、高强度的经颅磁刺激能产生兴奋性

突触后电位总和，以此加剧刺激处脑神经的兴奋程

度；低频率、低强度的经颅磁刺激则相反，可起到抑

制大脑皮质功能的作用；如此双向作用于局部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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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通过促进大脑皮质功能平衡获得治疗效果。

当前临床多在精神障碍疾病中应用经颅磁刺激技术，

针对该技术联合抗精神病药物应用于躯体化障碍的

临床报道则较少。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疗效较为

突出，患者治疗短期内症状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

组受试者，证实经颅磁刺激疗法在躯体化障碍的治

疗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临床可将其作为一种治疗

新途径为更多患者获得理想预后恢复效果提供条件。

此外，赵志民等［11］学者还将治疗安全性纳入探

究范围，就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展开深入分析，发

现使用奥氮平后，存在一定糖尿病发病风险，需引

起重视。杜能强等［12］学者也在报道中得到类似结论，

其认为长期使用奥氮平不仅疗效不及齐拉西酮突出，

还易增加患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建议谨慎用药以

提高治疗安全性。本研究受样本量、随访时间、用

药持续时间及受试者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仅发现

少数患者用药后出现轻度头晕、头痛、恶心症状，

并未发现有发生糖尿病的病例，同上述报道内容存

在差异，为进一步证实该药物的治疗安全性，可扩

大样本量并延长随访时间后将其作为后续研究课题

予以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将抗抑郁药物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

+ 奥氮平方案用于难治性老年躯体化障碍患者的临

床治疗中，可有效改善其睡眠质量、缓解不良情绪，

对促进其病情转归、改善预后质量等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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