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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深部电刺激对帕金森病患者伴发的抑郁的临床效果

蔡　枫 1 、 姚雪阳 1 、 潘　峰 1 、 汤世明 2

【摘要】目的　探讨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对帕金森病患者伴发的抑郁

的临床效果。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300 例伴有抑郁的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接受丘脑底核（subthalamic nucleus，STN）DBS（STN-DBS）治疗，

术后对患者随访观察 6 个月。结果　患者均成功完成 STN-DBS 治疗和随访，术后 3 个月、6 个月

HAMD 评分、UPDRS-III 总分较术前有显著降低，术后 6 个月 HAMD 评分、UPDRS-III 总分低于术

后 3 个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及随访期间，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脑深部电

刺激有助于改善 PD 患者抑郁症状，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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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n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AI Feng，YAO Xueyang，PAN Feng，et al. Yichang mental health center，Yichang 44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on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300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year were selected and received the subthalamic nucleus（subthalamic nucleus，STN）DBS

（STN-DBS）treatment.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6 months.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com-

pleted STN-DBS treatment and follow-up.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 and UPDRS-III scores 

of th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 on three months after STN-DBS. Compared with three months after DBS，the 

HAMD scores and UPDRS-III scores of th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 on six months after DBS，the differ-

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follow-up period，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were found. Conclusion　DBS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on symptom in patients with PD，the its safety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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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主要病理改变是脑黑质多巴胺（dopamine，

DA）能神经元的变性死亡，引起纹状体 DA 含量显著

性减少，表现为运动迟缓、僵直、震颤以及精神类

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约 30％～50％的 PD 患者可伴有抑郁障碍、认知障

碍、痴呆、焦虑症等精神症状，其中以抑郁障碍最为

突出［2］，常规药物治疗效果难以令人满意［3］。DBS 作

为一种神经调制的外部脑神经电刺激疗法，不仅可以

改善 PD 患者的运动性障碍性，而且对精神障碍也具

有广阔的运用前景［4］。本研究探讨 DBS 治疗 PD 患者

抑郁症状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4 年 2 月 ~2016 年 12 月收

治的 300 例伴有抑郁的 PD 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书

面的研究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1）均符合中华

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制定的帕金森诊断标准（2016 年

版）［5］；（2）药物治疗不耐受或治疗无效；（3）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评分大于 17 分。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的心、肝、

肾等器质性病变或合并恶性肿瘤者；（2）年龄＞ 75
岁或＜ 40 岁；（3）有脑部肿瘤、脑炎或反复的脑

损伤史；（4）先天性精神意识障碍或痴呆史等。病

例资料：男 178 例，女 122 例；年龄 46~74 岁，平均

（63.4±5.1）岁；病程 6.2~14 年，平均（11.8±2.6）

年，所有患者均伴有双侧肢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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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由我院 2 名资深神经科医师在 MRI、

微电极引导下行 STN-DBS 植入术。患者常规局麻后

安装 LEKSELL 立体定向框架，保持框架基线和瑞

氏线平行。采用 3.0T MRI 3mm 行薄层扫描和图谱坐

标定位，确定电极植入靶点。双侧 STN 植入 DBS 电

极，电极触点约 1.5mm，间隔约 1.5~2.0mm。患者

静脉辅助麻醉下同期植入电刺激发生器，根据刺激

调试效果和患者耐受反应进行持续电刺激，刺激调

试参数设置：电压 0.5~3.5V，频率 160~180Hz，脉宽

60~90 μs。

1.3　随访及观察指标

术后常规服用抗 PD 药物，采用电话、上门拜

访、电子邮件、来院复查等形式随访 6 个月。（1）

采用 HAMD 评估两组抑郁改善情况，HAMD 量表从

抑郁情绪、有罪恶感、自杀倾向等 17 项进行评分，

得分越高表示精神抑郁障碍症越严重，反之越轻。

（2）采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nified Parkinson’

s Disease RatingScale，UPDRS3.0 版）评定 PD 治疗效

果，UPDRS-III 量表主要从震颤、强直、运动迟缓、

中轴症状 4 方面进行评估，每次随访评估时均于上

午患者未服药开机状态下，然后在服药开机状态下

进行，各项得分相加得到 UPDRS-III 总分，总分越

高，表示 PD 症状越严重，反之治疗效果越好。（3）

统计本组患者治疗及随访期间的不良反应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HAMD 评分为计量资料，用（x±s）表示，本组患者

不同时点评分比较先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若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数据比较行配对样本 t 值检验；

治疗有效率为计数资料，（n，％）表示，不同时点总

有效率采用卡方检验，均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DBS 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DBS 术后后 3 个月、6 个月 HAMD 评分分别较

术前低，术后 6 个月 HAMD 评分较术后 3 个月评分

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UPDRS-III 总分随访比较 

术后 3 个月、6 个月未服药状态下 UPDRS-III 评

分均低于术前未服药状态下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术前术后开机服药状态下 UPDRS-

III 评分相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本组DBS治疗前后HAMD评分变化（x±s）

评估时点 例数 x±s

术前 300 24.7±5.8

术后3个月 300 16.2±5.4①

术后6个月 300 13.4±4.6①②

F 6.527

P 0.032

注：①与术前相较，P<0.05；②与术后3个月相较，P<0.05。

表2　PD患者手术前后UPDRS-III总分比较（x±s）

评估时点 未服药状态 服药状态

术前 43.2±8.9 14.6±5.3

术后3个月 28.7±7.6① 14.5±5.8

术后6个月 26.2±5.9①② 14.5±5.4

F 5.728 0.845

P 0.037 0.871

注：①与术前未服药状态下相较，均P<0.05；②与术后3个

月相较，P<0.05.

2.3　治疗不良反应情况 

本组患者治疗较为平稳，仅少数患者术中出现

轻度心率加速、头晕等 DBS 相关并发症，术后随访

无异常，安全性较好。

3　讨论

PD 导致的抑郁日益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重视，脑

影像学研究［7］显示重度抑郁发作时，患者特定脑区

和特定神经环路呈功能失调状态，且失调程度和抑

郁障碍症状密切相关，导致患者自我认知、社会角

色、情感调节功能等显著下降。常规性药物如多巴

胺神经药物治疗对 PD 导致的抑郁往往效果不佳。近

几年来 DBS 逐步得到应用，为 PD 导致的抑郁患者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

本研究发现：DBS 治疗 3 个月、6 个月后患者

的 HAMD 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降低（P<0.05），治疗

后 6 个月 HAMD 评分低于治疗 3 个月后。说明 STN-

DBS 可以有效的改善 PD 患者的抑郁症状。STN 是

临床治疗运动障碍性疾病的重要靶点，近些年来人

们发现 STN 不仅与运动控制协调有关，而且与精神

情感也有紧密关联。目前对 DBS 的具体作用机制尚

未完全明确，猜测与抑制细胞放电、神经递质耗竭、

阻断或兴奋抑制性环路进而功能性阻滞等有关［8］。

有动物研究［9］指出双侧伏隔核高频 DBS 有助于抑制

吗啡成瘾大鼠的精神偏爱行为，提示 DBS 对改善或

调节精神神经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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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还 发 现 P D 患 者 术 后 未 服 药 状 态 下

UPDRS-III 总分较术前有显著降低，而在服药状态

下评分无明显变化，说明 DBS 不仅可以改善 PD 患

者的抑郁症状人，而且对改善 PD 相关运动并发症效

果较好，和文献报道［10］相吻合。高频脑深部电刺激

已经替代了立体定向功能神经外科常用的毁损手术，

具体可逆性、可调性的优点，且电刺激作用效果持

久稳定，患者耐受，本研究中患者仅出现轻度心率

加速、头晕等 DBS 并发症，术后及随访期间无异常

反应，安全性值得肯定［11，12］。

综上所述，DBS 不仅可以对 PD 相关运动并发症

效果较好，还可以改善 PD 患者的抑郁症状。但本研

究也存在着随访期较短、缺乏机制方面探讨等一些

不足，在后续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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