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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症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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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作为一种心境障碍，严重时可致自杀。本文从 rTMS 可能的作用机制，rTMS 对抑

郁症核心症状的干预研究、认知功能障碍的干预研究及其安全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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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公认的无创脑刺激技术，其在

临床和研究中的价值日益突出，目前已被广泛使用。

rTMS 在临床上可用于治疗抑郁症，这一点美国 FDA

已批准和认证。抑郁症，其核心症状为情绪低落和

快感缺失，常伴有认知功能损害，严重时可致自杀。

rTMS 作为新型无创的技术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了有

效工具。本文将从 rTMS 可能的作用机制，rTMS 对

抑郁症核心症状的干预研究、认知功能障碍的干预

研究及其安全性进行探讨。

一　rTMS可能的作用机制

rTMS 重复脉冲刺激使线圈磁场多次改变，产生

变化的感应电流，从而调节神经电生理活动，这种

调节效应可以覆盖大脑皮层和皮层下区域。rTMS 频

率低于 1Hz 为低频 rTMS（low frequencyrTMS，LF-

rTMS），可降低大脑皮质可兴奋性。而高于 1Hz 的高

频 rTMS（high frequency rTMS，HF-rTMS）可提高大

脑皮质可兴奋性。

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不同网络会出现结构

连通性的异常，研究发现默认模式网络、前扣带回、

双侧后扣带回的峡部以及右侧楔前叶的网络中存在

异常，而由额叶皮质下网络组成的结构中也存在异

常，包括双侧额上回和额中回前部以及右半球的眶

额叶中部、丘脑和尾状核区域。在双侧扣带回、楔

前叶、背内侧前额叶以及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这些区域中，可同时观察

到灰质体积的减少，这些灰质损失的区域也参与了抑

郁症患者脑部的异常回路［1］。有 meta 分析显示，关

于抑郁症的功能性图像研究强调了 DLPFC 在抑郁症

状中的作用［2，3］，因此 DLPFC 是 rTMS 治疗的重要靶

点。DLPFC 是一个非常大的皮质区，在情绪加工中

起重要作用，也涉及多种功能如执行功能和工作记

忆等。早在 1996 年，rTMS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研究

就强调了 DLPFC 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并指出 DLPFC

的 rTMS 刺激可能成为一种安全的、非惊厥的疗法［4］。

至今，DLPFC 仍是 rTMS 治疗抑郁症常用的刺激靶

点，除此之外，也包括其他的靶点比如眶额叶等等。

二　rTMS对抑郁症核心症状的干预研究

1　情绪低落

情绪低落是指患者长时间处于抑郁心境，是抑

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Avissar 等［5］在研究中对抑郁

症患者采用高频 rTMS 刺激左侧 DLPFC 进行治疗，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分数显示抑郁症状改善。同时在功能磁共振

的图像中观察到治疗前后的脑功能连接变化，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左侧 DLPFC 与纹状体之间的

功能连接减弱，HAMD 得分与功能连接的减弱呈正

相关。而在右侧 DLPFC 区域，则没有观察到显著的

变化。Dell’Osso 等［6］不仅对左侧 DLPFC 进行研究，

右侧也设置了治疗组，是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对 33
位抑郁症患者进行了时长为 4 周的治疗。患者分别

接受作用于右侧 DLPFC 低频、刺激数为每天 420
个，右侧 DLPFC 低频、刺激数为每天 900 个和左侧

DLPFC 的高频、刺激数为每天 750 个的 rTMS 治疗。

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HAMD 分数均显著降低，表明当

左侧 DLPFC 接受高频刺激或者右侧 DLPFC 接受低频

刺激时，患者的抑郁情绪可以缓解，但组间疗效无

显著差异，说明左侧和右侧在疗效上可能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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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研究将 rTMS 和药物治疗抑郁症进行了

关于疗效的对比。Brunelin 等［7］比较了真实 rTMS 和

作为安慰剂的文拉法辛组、伪刺激组和真实文拉法

辛组及真实 rTMS 和真实文拉法辛组的抗抑郁的作

用，刺激部位是右侧 DLPFC，结果表明真 rTMS 刺激

和药物实际治疗两者效果相当，并且 rTMS 有更高的

缓解率，但结合使用未发现更好的疗效。在张俊等［8］

的研究中认为 rTMS 联合度洛西汀比单一用药治疗抑

郁症更为有效、安全，这可能与药物的种类有关。

以上结果提示 rTMS 提高或抑制 DLPFC 神经元

兴奋性能改善情绪低落症状；rTMS 可以代替部分抗

抑郁药物或适时联合药物能够促进核心症状的恢复。

2　快感缺失

快感缺失是指兴趣或快乐体验的降低或缺失，

是抑郁症另一核心症状。用无创、耐受的脑部物理

刺激疗法 rTMS 技术治疗抑郁症的快感缺失症状，是

目前研究正在探索的新方向。Duprat 等［9］使用了加

速间歇 theta-burst 刺激（aiTBS）对 50 位高和低快感

的重度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治疗，这是 rTMS 的其中一

种形式，是以重复间隔的刺激作用于左侧 DLPFC，

发现 aiTBS 的治疗是根据快感缺乏的严重程度来调

节奖励系统，但研究并没有为能否成功地治疗一个

基于快感缺乏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提供一个明确的

答案。而 Cheng 等［10］在静息态 fMRI 研究中发现难

治性抑郁症病人的外侧眶额叶（orbito frontal cortex，

OFC）活动增强，且此区域与快感缺失有关，2017 

年 Fettes 等［11］报道 1 例用 rTMS 治疗难治性抑郁患者

快感缺失的病例，研究首次采用低频 rTMS 刺激右侧

OFC，结果表明患者快感缺失症状明显改善、兴趣

增加，并且没有出现耐受性问题，表明 OFC 可能成

为治疗抑郁症快感缺失的有效靶点。因此，rTMS 刺

激 OFC 似乎能够减轻抑郁症的快感缺失症状，据此，

通过研究 rTMS 干预快感缺失的机制，从而进一步探

索有效治疗的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　rTMS对抑郁症认知功能的干预研究

认知功能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十分重要，表现

为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抑郁症的患者在执行功

能、注意、记忆方面常存在障碍，通过 rTMS 刺激

能够提升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水平。Harvey 等［12］在

研究中发现，一难治性抑郁患者在接受了 4 周左侧

DLPFC 重复深度 TMS 治疗后，在 2-back 任务中表

现出了更好的精确性，其工作记忆能力明显改善。

在 rTMS 以辅助形式的治疗中，对抑郁症患者实验

组的右侧 DLPFC 区域采用低频刺激，同时采用威

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观察结果，发现总反应数、正

确反应数、完成分类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错误

应答数、持续性错误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3］，因此

研究表明患者在此任务反映的概念形成能力，认知

灵活性的表现水平得到有效提高［14］。在注意方面，

Vanderhasselt 等［15］报告 rTMS 刺激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的左侧 DLPFC，2 周后注意力控制显著增加。而在

记忆方面，有研究提出对 30 名难治性抑郁患者使用

rTMS 治疗，发现改善了其长期记忆方面的恢复和识

别，研究的靶点是左侧 DLPFC［16］。由此看来，rTMS

治疗对于认知功能障碍有较好的疗效，而 DLPFC 仍

然是重要的常用靶点。

由此可见，rTMS 可能是通过改变 DLPFC 的兴

奋性，使抑郁症患者的执行功能、注意和记忆功能

得以改善；并且可能通过提高 DLPFC 兴奋性，改善

其注意、记忆功能。

四　rTMS治疗抑郁症的安全性

相对于药物、心理和电休克治疗等，很多研究

结果表明 rTMS 治疗技术的最大优点就

是安全性高、副作用小。难治性抑郁症患者采

用 rTMS 治疗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没

有发生严重的不良事件，rTMS 可以为抑郁症患者提

供一种有用的治疗方案［17］。并且大多数（69％）接

受 rTMS 治疗的患者报告没有副作用，只有 4％的患

者有严重的副作用，足以影响他们的功能［18］。常报

道的副作用是局部不适、轻微头痛和治疗后的疲劳，

程度较轻。近些年的研究表明 rTMS 技术是安全的，

但为了可以减少发生不良事件的次数，应注意频率

过高的刺激可能引发癫痫发作，特别是建议有癫痫

病史的患者应慎用。

五　总结与展望

神经影像学的研究阐述了抑郁症发病的神经机

制，在结构和功能异常的脑区中，DLPFC 经常被发

现出现异常，这为 rTMS 治疗抑郁症提供了参照。上

述研究中表明了 rTMS 在抑郁症治疗上的潜力。rTMS

可以有效缓解抑郁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认知功

能水平，并且有可靠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治疗效果。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深入研究：

第一，rTMS 对抑郁症快感缺失的治疗应进一步

探索验证。快感缺失是重度抑郁症的主要诊断标准，

在抑郁症治疗中非常重要。目前为止，在治疗难治

性抑郁症的方法中，深部脑刺激和电休克等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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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疗效，但创伤性较大。基于前人很少的研

究，rTMS 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可能方法，对 rTMS 干

预抑郁症快感缺失以达到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有效

性进行验证是有必要的。

第二，rTMS 研究应根据个体差异确定最佳刺激

模式。在已报道的研究中，各刺激参数不一致，针

对的症状或功能的损伤不同，因此 rTMS 刺激模式不

同。随着 rTMS 技术的发展，应根据患者的脑区结构

选择不同的刺激靶点，确定最佳刺激模式，使 rTMS

的疗效尽可能最优。

第三，rTMS 的应用中，提高靶点的精确性和有

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已有 rTMS 定位方法包括美国 

FDA 批准的 rTMS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左侧 DLPFC 

定位方法（常称为“5cm”定位法）和国际 10-20 电

极帽定位方法。这两种方法比较粗略，且未考虑个

人差异。而 Fox 等人提出通过有效的 DBS 靶点的静

息态功能网络来寻找有效的 rTMS 靶点［19］。未来的研

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更精确有效的刺激靶点。

总之，作为无创的新兴治疗技术，rTMS 已成为

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并不断向前发展，在今后的研

究中，rTMS 在抑郁症状的缓解和认知功能的改善等

方面有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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