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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氯胺酮依赖者失眠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　陈 、 林　红 、 黄光彪 、 黄桥生 、 黄杨梅

【摘要】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氯胺酮依赖者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90

例氯胺酮依赖伴随失眠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治疗组采用 rTMS 治疗，对照组采

用伪 rTMS 治疗，两组患者均给予刺激 1 次 /d，15min/ 次，连续治疗 4 周。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问卷评估睡眠质量、多导睡眠仪监测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及时间共同来评定疗效，对两组治疗

前、后临床疗效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明显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

（P< 0.01）；治疗组患者多导睡眠仪监测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及时间较治疗前及对照组均明显减少

（P< 0.01）。结论　rTMS 可显著缩短氯胺酮依赖伴随失眠患者的睡眠潜伏期、减少觉醒次数及觉醒

时间，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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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treating insomnia of patients with 
ketamine dependence　　LIU Chen，LIN Hong，HUANG Guangbiao，et al.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Y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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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on insomnia of ketamine dependents. Methods　Totally 90 ketamine dependents with insomnia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5 cases in each group. rTMA was adopted in the treat-

ment group while fake rTMS treatment was adopted in the control group. Stimulation was given 1time/d，15min/time，

lasting for 4 weeks to patients of two groups.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leep 

quality and polysomnography was used to monitor sleep latency，awakening times and length.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PSQI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sleep latency，awakening times 

and length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of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s　rTMS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sleep latency，awakening times and length of ketamine dependents with 

insomnia and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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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氯胺酮被作为一种娱乐性新型毒品在世

界范围内广泛滥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氯胺酮对

躯体及心理的作用，81.98％的氯胺酮依赖者有夜

间睡眠问题（PSQI ＞ 5），明显高于非毒品使用者

（26.4％）。氯胺酮依赖者睡眠问题主要表现为睡

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效率低、睡眠质量差以及日间

功能差等［1］。此外，失眠可以增加氯胺酮依赖患者

复吸、抑郁、冲动的风险［2］。目前，主要采用苯二

氮艹
卓类（BZD）药物来治疗此类患者的失眠，但是

存在多种缺陷，如不良反应大、骤停症状易反弹，

特别是对此类患者长期应用易产生耐受性及依赖性

等［3］，探索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治疗氯胺酮依赖患

者的失眠症状显得尤为必要。rTMS 治疗氯胺酮渴求

及睡眠障碍有潜在疗效［4，5］。本文主要探讨 rTMS 治

疗氯胺酮依赖者失眠症状的临床疗效，助力氯胺酮

依赖者成功戒断氯胺酮，回归健康生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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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4 年 9 月 ~2016 年 8 月在我院物质依赖

科治疗康复出院后仍然以失眠为主诉复诊患者。入

组标准：（1）同时符合 ICD-10 F15“使用其他兴奋

剂包括咖啡因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依赖综合征”

及 F51.0“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

18~65 岁，男女均可，病程≥ 12 个月；（3）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PSQI）＞ 7 分；（4）患者及监护人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5）未服用其他药物。排

除标准：（1）有癫痫病史者，有颅部手术史，头颅

内（除了口腔）有金属物，佩戴有生物医用设备（如

心脏起搏器）；（2）符合除氯胺酮依赖以外的轴的精

神疾病诊断标准；（3）严重酒精滥用者。入组 90 例，

其中男 48 例，女 42 例；年龄 24~46（35.3±11.2）岁，

按登记顺序依次编为 1~90 号，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

行分组，任意从随机数字表的某一行某一数字开始

抄录 90 个数，令单数代表治疗组，双数代表对照组，

各 45 例。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 rTMS 刺激治疗，

线圈放置与头皮平行；对照组采用伪 rTMS 治疗，线

圈反向放置，可产生与真性刺激相同强度的磁场，

但因磁场随距离增大衰减后穿透颅骨的磁场强度可

忽略不计。运用武汉依瑞德 YRD：CCY-l 型磁刺激

仪，单线圈，1.5~6T 磁场强度，刺激部位选择右额

叶背外侧区，低频（1Hz）慢速，强度 80％~1O0％

静息运动阈值，10s 为一个序列，10 个脉冲 / 序列，

序列间隔 3s，15min/ 次，1 次 / 天，10 次 / 疗程，连

续治疗 3 个疗程［6］。

1.2.2　疗效评定 用多导睡眠仪（PSG）监测患者

的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以及睡眠觉醒时间，记录

并分析患者治疗前、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1.2.3　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描述，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减

低（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PSQI 评分较对照组

明显降低（P<0.01）。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
组 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n=45） 16.9±3.3 5.3±1.8*#

对照组（n=45） 17.1±1.9 10.9±2.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 PSG 睡眠潜伏期、觉醒次

数及时间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SG 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及

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PSG 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及次数均较治疗前减少

（P<0.05）；治疗组患者 PSG 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

及次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1）。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G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及时间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n=45） 治疗后（n=45）

睡眠潜伏期（min） 觉醒次数 觉醒时间（min） 睡眠潜伏期（min） 觉醒次数 觉醒时间（min）

治疗组 63.4±17.8 9.3±3.4 82.3±15.7 24.9±12.2*# 4.2±2.1*# 30.3±11.5*#

对照组 63.1±17.9 9.4±3.6 82.8±14.8 40.4±13.5* 4.4±2.3* 48.5±13.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

氯胺酮是当前流行的新型毒品代表，有麻醉、

致幻等作用，滥用者会出现情绪以及行为等障碍［7］，

其中失眠常见。在一般人群中失眠可诱发严重的躯

体和心理疾病，与过早死亡有一定的相关性［8］。目

前研究发现失眠可能的机制和假说有：神经递质代

谢紊乱、促进睡眠的神经递质 GABA 的转运和合成

障碍等［9］。本研究发现，rTMS 治疗可以通过缩短氯

胺酮依赖患者的睡眠潜伏期，缩短总觉醒时间，减

少觉醒次数而显著改善睡眠质量，与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10-12］。rTMS 安全、无痛、无创，通过产生感应

电流激活大脑皮层，从而改变大脑的生理功能，其

理论基础是短时程的皮层可塑性和长时程的脑内重

组，大脑皮层的变化可以通过检测头皮脑电波变化

或功能磁共振检测脑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来验证［13］。

本研究利用 rTMS 对氯胺酮依赖患者的脑部双侧前额

背外侧进行刺激，改变局部脑血流，响大脑局部皮

质功能，最终实现区域性重建，调节 GABA、5-HT

等多种神经递质和相关受体表达功能，观察其对睡

眠状态的影响。5-HT 和睡眠 - 觉醒周期的调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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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Bauer 等报道，低频慢速的 rTMS 治疗能抑制

局部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同时促进 5-HT 和 GABA 的

释放［14］。GABA 浓度升高可引起交感节前纤维抑制，

降低神经元活性，减慢神经元传导速度，脑干网状

结构突触之间的联系减弱。干扰并抑制异常脑电活

动的传递，使脑电活动趋于生理平衡状态；GABA 增

强大脑皮质对植物神经中枢的调节，诱导大脑皮层

各活动区域的睡眠调节睡眠过程，改善睡眠质量［15］。

同时，抑制脑干网状结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的功能，

使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NREMS）增加［16］。有研究

发现，不同睡眠状态的脑神经元的放电方式不同，

受源自脑干上行系统的 5-HT、NE 能神经纤维和源

自基底前脑的 Ach 能下行纤维的共同调节［5，17］。

本研究发现，经低频慢速 rTMS 治疗氯胺酮依赖

者失眠，可明显缩短患者的睡眠潜伏期、减少觉醒

次数及时间，增加深睡眠时间，调整患者睡眠结构，

改善睡眠质量。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且未记录完整的不良反应数据，因此，更加肯定的

结果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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