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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分子生物机制

武学庆 、 居云悦 、 苏　杭 、 赵　敏

【摘要】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

神经精神疾病的一项炙手可热的物理治疗技术，但其治疗的具体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文章就近年来

rTMS 在神经精神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进行概述，为今后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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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精神疾病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

现多样化，药物治疗存在局限性。重复经颅磁刺激

（repe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

基于电磁感应原理在大脑中产生电场的一种神经刺

激和神经调节技术，磁场可以无衰减地穿透颅骨进

入大脑皮层，改变大脑皮层的局部电活动，从而起

到治疗作用［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应

用 rTMS 可以治疗多种严重的神经精神疾病，如：精

神分裂症、抑郁症、帕金森氏病、癫痫、中风等，

其中高频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治疗

耐药性重症抑郁症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2］。但是

rTMS 的治疗机制尚且不明，本文从目前国内外已有

的基础研究中探索 rTMS 可能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调节皮层兴奋性、调节突触可塑性、

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及神经营养作用和神经保护

作用。

一　rTMS对皮质兴奋性的作用

rTMS 刺激大脑可引起皮层兴奋性的改变，其中

低频和连续性θ短阵快速脉冲刺激（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cTBS）会降低皮层兴奋性，而高频

与间断性θ短阵快速脉冲刺激（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iTBS）则能增加皮质兴奋性。近年来的

研究表明这种改变可能与维持皮层抑制状态的神经

元有关，如：表达小清蛋白（parvalbumin，PV）的神

经元。

B e n a l i 及 其 同 事 利 用 T B S 结 合 脑 电 图 技 术

（EEG）对成年雄性大鼠开展了相关研究。结果发

现，iTBS 刺激能够提高大鼠皮层自发的神经元活动

和 EEGγ- 波能，同时发现 PV 的表达下降；而 cTBS

则不能引发这种反应，但是发现大脑皮层的钙结合

蛋白（calbindin D-28k，CB）表达水平下降［3］。表明

不同的 TBS 刺激模式可以对皮层兴奋性产生不同的

调控作用。Hoppenrath 等［4］的研究也发现 iTBS 对皮

层的兴奋作用与表达 PV 的抑制神经元减少有关，且

这种作用具有年龄相关性，仅对适龄成年大鼠有兴

奋作用，年龄太大或太小这种作用都会消失。

此外，Muller 等分别使用 0.25Hz，0.5Hz 及 1 

Hz 刺激麻醉状态下的大鼠，并测定其单侧运动诱

发电位（MEPs），结果发现，1Hz 的 rTMS 能优先抑

制大鼠单侧运动诱发电位，但这种抑制作用可以被

NMDA 受体拮抗剂所阻断［5］。说明低频 rTMS 确实能

够抑制皮层兴奋状态，且这种抑制作用与 NMDA 受

体有关。

二　rTMS对突触可塑性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rTMS 刺激大脑时，可以引

起突触可塑性的改变，表现为长时程增强（long-

time potentiation，LTP）和长时程抑制（long-time 

depression，LTD）。LTP 能够增强突触强度并能持续

数日数周甚至是数月之久，而 LTD 则导致突触强度

的长期减弱。目前一些理论认为，rTMS 的这种作用

效果主要与刺激频率和刺激强度密切相关，高频刺

激会诱发 LTP；而低频刺激则会诱发 LTD［6］。 

rTMS 引起这种改变的分子机制可能与突触后膜

上 NMDA 受体有关，刺激发生后，NMDA 受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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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离子通道打开，激活钙敏感信号通路，从而引发

LTP。NMDA 受体的活化也与 LTD 的发生有关，但

是作用方式不同，突触后短时间内大量钙离子的快

速内流会诱发 LTP，而少量且缓慢的钙离子内流则

会诱发 LTD［7］。LTP 与 LTD 的早期阶段主要涉及到

递质和离子的重新分布，这个阶段持续 30-60 分钟；

而在后期阶段，主要涉及到一些基因表达和蛋白合

成的变化，这个阶段可以持续数小时、数日、甚至

数周。

LTP 与 LTD 与是目前认为的 rTMS 的主要作用机

制。很多人将突触可塑性与皮层兴奋性的概念混淆，

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现象。rTMS 对皮层兴奋性的作

用是一个即时效应，而对突触可塑性的作用是一个

长时程效应，在刺激后这种效应还会持续存在很长

一段时间。

三　rTMS对神经递质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rTMS 能够提高中脑边缘环

路多巴胺的释放。Keck 等用 rTMS（20Hz）刺激成年

大鼠额叶，发现中脑边缘及纹状体内的多巴胺释放

水平明显增加［8］。对吗啡戒断的大鼠进行类似实验，

也发现伏隔核脑区的多巴胺释放水平显著增加［9］。

rTMS 也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谷氨酸（Glu）以

及γ- 氨基丁酸（GABA）的合成与释放。应用 rTMS

对大鼠进行为期 15 天的全脑刺激发现，海马及纹

状体脑区的 GABA 及 Glu 的释放明显增加，而下丘

脑的水平却降低［10］，表明 rTMS 刺激在不同脑区引

起的作用是不同的。Trippe 等对大鼠进行不同模式

的 rTMS 刺激，发现刺激后大鼠体内谷氨酸脱羧酶

（GAD）的表达发生了变化：GAD65 表达上调，而

GAD67 表达下调。但 GAD67 的降低是一过性的，在

磁刺激 1 天后它的表达即快速上调，并且持续较长

一段时间［11］。

由此可见，rTMS 可以调节脑内神经递质如多巴

胺、谷氨酸及 GABA 的合成与释放。这个作用机制

可能为 rTMS 治疗一些与递质释放有关的神经精神疾

病提供依据，如：帕金森氏病与药物成瘾等。

四　rTMS的神经营养与神经保护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rTMS 具有神经营养和神经

保护的作用，这些作用使它能够修复某些脑组织的

损伤。

rTMS 的神经营养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引起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变化。以往的观

点认为高频刺激可以使 BDNF 的表达水平升高，而

低频刺激则可以降低它的水平。但 Tan 等应用低频

（1Hz）rTMS 对阿尔茨海默症模型大鼠进行为期 14
天的刺激治疗，也发现大鼠海马脑区 BDNF 蛋白表

达水平增加［12］。Makowiecki 等使用低强度的 rTMS

（约 8mT）刺激小鼠的视觉皮层，也发现了同样的结

果［13］。说明低频低强度的 rTMS 也可以增加 BDNF 的

表达水平。

rTMS 的神经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促进细胞生长；二是抑制细胞凋亡。rTMS 促进细

胞生长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细胞增殖分化等方面的作

用。Feng 等对抑郁模型大鼠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治疗，

结果发现 rTMS 可以促进海马脑区细胞的增殖［14］；

Meng 等的研究发现体外高强度的交变磁场磁刺激

（0.1-1.0T）可以增强新生大鼠神经干细胞的分化和

增生［15］。

rTMS 抑制细胞凋亡主要是通过调节凋亡相关蛋

白的表达水平来实现。Yang 等用 1Hz 的 rTMS 对血

管痴呆性大鼠进行刺激，结果发现 1Hz 的磁刺激能

够上调 Bcl2 的表达，同时下调 Bax 的表达水平［16］。

Gao 等使用 20Hz 的 rTMS 对短暂脑缺血大鼠进行连

续 7 天的刺激，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17］。

以上是目前所了解的 rTMS 发挥神经营养和神经

保护作用的主要分子机制。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通

过其它方式发挥类似作用，例如增加局部脑血流量

及葡萄糖代谢等。

五　总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的研究发现 rTMS 可以调节

神经递质的释放、突触可塑性、以及大脑特定部位

的皮层 - 皮下神经兴奋性；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增

加 BDNF 的表达发挥神经营养作用，通过促进细胞

增殖分化和抑制细胞凋亡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这些

作用共同参与了 rTMS 对神经精神疾病的治疗。但是

rTMS 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作者认为尚有必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1　目前 rTMS 在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精神分裂

症、抑郁症、帕金森氏病、癫痫、中风等疾病

研究表明 rTMS 对这些疾病的治疗作用与它能够

调节突触可塑性以及神经营养作用有关，这是一个

共性特征，但是不同疾病的发生机制是有所差别的，

那么 rTMS 是通过怎样特异性的调节来发挥不同的作

用，目前还不得而知。

2　rTMS 的有效作用范围较小

刺激皮质的深度约为 2cm，不能直接作用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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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深部的核团，故而开发无创的深部经颅磁刺激的

技术很有必要。

3　对其他一些难治性疾病

如：物质成瘾等疾病的研究较少，目前新型毒

品滥用形势严峻，但是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因

此开展相关研究来探索 rTMS 对此类疾病的疗效，对

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社会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rTMS 的安全性问题值得重视

高频 rTMS 能够诱发癫痫和躁狂，故在治疗有癫

痫家族史的患者时应注意防范，治疗时应严格遵循

安全指南设定安全有效的治疗参数。

总之，rTMS 作为一个新兴的治疗手段，其发展

前景广阔，随着 TMS 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无创的

物理治疗方法或许可以结合药物治疗在神经精神疾

病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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