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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功能治疗仪辅助治疗老年复发性抑郁症的临床效果

吴振国 、 朱颀峰 、 郭新字 、 乔　君 、 孙　默

【摘要】目的　探讨脑功能治疗仪辅助治疗老年复发性抑郁症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 2014 年 8

月 ~201� 年 8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0 例老年复发性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组和

对照组，各 �0 例，随机组给予单纯氟西汀药物口服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脑功能治

疗仪辅助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以及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D 评分没有差异（P> 0.05），治

疗 2 周、4 周、� 周，干预组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的

总有效率为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不良反应率为

�.�％，低于对照组的 �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对老年

复发性郁抑症患者给予脑功能治疗仪辅助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且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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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ect of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strument on old patients with relapse depression 
　　WU Zhenguo，ZHU Qifeng，GUO Xinzi，et al.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strument on senile patients with 

relapse depression. Methods　Sixty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depressive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6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each group had 30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alone，while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fluoxetine com-

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strument. The effec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HAMD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ot 

different（P>0.05）before treatment. The HAMD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2 weeks，4 weeks 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ef-

fective rate was 93.3％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was in the study group 6.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30.0％）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the brain function therapy instrument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n old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depressive disorder，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significant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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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抑郁指的是年龄 >60 岁特定人群的抑郁症，

其包括原发性与老年期继发性两种类型。我国老年

人口抑郁症发生率为 15％~25％，而且发病率呈现

出逐年增长的趋势［1］，对老年复发性抑郁症多采用药

物治疗，尽管有效，但也伴随着一系列不良反应的

发生。脑功能治疗仪主要是通过仿真生物电透过乳

突实现对小脑顶核的刺激，对患者的脑内血液循环

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1］。本研究探讨脑功能治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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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复发性抑郁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从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老

年复发性抑郁症患者中抽取 60 例，并遵从随机的原

则将患者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各为 30 例。干

预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在 62~86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76.5±7.6）岁，病程为 3~21 个月，平均

病程为（17.22±6.83）个月；对照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在 61~8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6.4±7.7）

岁，病程为 4~20 个月，平均病程为（17.57±6.46）

个月。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所有患者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情绪低沉、

悲观厌世等，符合复发性抑郁症的临床诊断标准［1］；

（2）患者年龄≥ 60 岁；（3）HAMD 前 17 项评分≥

20 分；（4）研究经过医学伦理会的支持，患者及患

者家属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疾病患者；

（2）既往躁狂发作病史；（3）存在酒精、阿片类药

物及镇静催眠药物滥用、过敏患者；（3）存在高度

自杀危险患者；（4）1 个月内接受过无抽搐电休克治

疗患者［2］。经过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不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　方法

对 照 组 ：给 予 单 纯 氟 西 汀 （ 国 药 准 字

H20084382）药物治疗，起始剂量为 20mg/d，根据

患者的病情情况适当调整用药剂量，3 周后增加到

40~60mg/d，均为早上服用。干预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给予脑功能治疗仪治疗，其采用的是 50HZ 交

变电磁场的特定频率，能够透过颅脑直接作用于脑

内较深组织，1 次 /d，20min/ 次，每周治疗 4~5 次，

连续治疗 6 周。对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4 周、

6 周的 HAMD 评分予以评估。

1.4　观察指标

对不同治疗方式下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

（MBI）、临床治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HAMD 评分采用密顿抑郁量表，共包含

24 项，总分 >35 分为严重抑郁；>20 分表示为轻中度

抑郁，<8 分表示无抑郁症状。分值越高，患者的抑

郁症状越严重［3］。根据国际临床疗效标准，将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分为显效、好转、无效三个级别。显

效：患者的抑郁、消极、悲观情绪基本缓解，且无不

良反应发生；有效：患者症状缓解 50％~70％，有显

著好转；无效：治疗前后症状变化不明显，甚至有加

重趋势。治疗总有效率 = 显效率 + 好转率［4］。

1.5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软件为 SPSS 22.0，两组患者临床治疗

总有效率及不良反应率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χ2 检验；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采用（x±s）
表示，并采用 t 对组间比较给予统计学检验，以 P 值

判定统计学有无意义，若 P<0.05，判定两组之间差

异较大，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反之，则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

比较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的 HAMD 评分分别

为（36.32±8.36）、（35.84±9.62），两组差异不具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2 周、4 周、6 周，干预组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较大（P<0.05），统

计学有意义，见表 1：

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6周

干预组 30 36.32±8.36 26.69±13.42 12.37±7.43 8.91±6.36

对照组 30 35.84±9.62 32.26±14.36 18.42±8.62 14.79±5.94

t 1.239 5.792 9.474 8.581

P >0.05 <0.05 <0.05 <0.05

2.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通过对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析，结果显示

干预组总有效率为 93.3％，远超过对照组（P<0.05），

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2：

表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干预组 30 22（73.3） 6（20.0） 2（6.7） 28（93.3）

对照组 30 16（53.3） 5（16.7） 9（30.0） 21（70.0）

χ2 /  /  / / 9.382

P / / / / <0.05

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

较

干预组中有 1 例患者出现乏力，1 例表现为厌

食，不良反应率为 6.7％，对照组中有 2 例患者出现

口干，2 例表现为乏力，3 例表现为厌食，2 例嗜睡，

不良反应率为 30.0％，两组差异较大（P<0.05），统

计学有意义，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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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乏力 厌食 口干  嗜睡 不良反应率（％）

干预组 30 1（3.3） 1（3.3） 0（0.0） 0（0.0） 2（6.7）

对照组 30 2（6.7） 3（10.0）2（6.7） 2（6.7） 9（30.0）

χ2 / /  /  / / 11.424

P / /  /  /  / <0.05

3　讨论

老年患者出现抑郁不仅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

质量，而且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单纯药物不能给所有患者都能带来满意的效果。脑

功能治疗仪采用的是交变电磁场仿照人体大脑生物

电磁场设计原理，能够产生一种非侵入性电磁刺激

线圈，输出特定规律的频率，进而使 50Hz 交变电磁

场作用于颅脑深层。治疗仪主要包括磁疗与电疗 2
个组成部分，前者主要是通过佩戴 5 个磁头治疗帽

予以治疗，在耳后乳突穴位电极片的作用下，小脑

顶核得到刺激，进而影响到患者的睡眠与情绪，增

加患者兴趣，增强治疗依从性。国外学者在研究中

发现脑功能治疗仪能够透过颅骨对较深脑内组织产

生作用，进而促进患者全脑血液循环改善，有利于

患者睡眠与情绪的有效改善［5］。研究显示我国老年

患者抑郁症复发率达到 40％左右［6］，脑功能治疗仪

为患者提供了一种低廉且不良反应少的治疗方式 ［7］。

本研究发现：干预组患者治疗后 2 周、4 周、6
周的 HAMD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而且干

预组患者治疗后有 28 例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消极低

沉情绪消失，抑郁症状显著缓解，治疗总有效率达

到 93.3％，而对照组中仅有 21 例显示有效，说明

药物治疗结合脑功能治疗能够显著提高老年复发抑

郁患者的疗效。不良反应调查发现：干预组患者治

疗期间仅有 2 例出现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的 30.0％（P<0.05）。说明药物治疗结

合脑功能治疗的安全性更好。国外学者 Savard 等在

研究中对 35 例老年复发性抑郁症患者给予脑功能治

疗仪辅助治疗，结果显示 32 例有效，总有效率达到

91.4％［8］，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老年复发性抑郁症患者对脑功能治

疗仪适用性好，该治疗方式能够改善患者的抑郁症

状，不良反应少，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

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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