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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

于　淼 、 姜　炜

【摘要】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通过在靶区内产生感

应电流，具有检测并调节大脑皮层兴奋性及抑制性等作用，具有安全无创、操作简单等特点。根据

其刺激参数、靶点选择以及启动治疗时机的不同，rTMS 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精神

疾病的临床治疗中。随着电生理及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的发展，rTMS 应用于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将逐

步深入，使其在临床治疗领域中得到愈加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重复经颅磁刺激；抑郁；精神分裂症；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2-0196-03

前言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通过刺激器产生迅速变化的磁场，在线圈下

的靶区内产生感应电流，这种感应电流脉冲持续

约 200 μs，主要激活靶区皮层及皮质下神经元的轴

突，而非胞体。它具备以下功能：评价皮质脊髓束

的功能、调节神经网络的兴奋性及抑制性以及提升

大脑的可塑性等。rTMS 是指在 TMS 基础上，反复对

靶区施加一连串单个脉冲，从而对靶区产生长远疗

效。基于低频及高频刺激不同的生理特性及其风险

程度分类，通常将刺激频率＞ 1Hz 的 rTMS 称为高频

rTMS，具有易化作用；频率≤ 1Hz 的 rTMS 常称为低

频 rTMS，对皮质区具有抑制作用［1］。由于 rTMS 具

有非创伤性、经济、安全等特性，其应用在基础神

经科学和临床精神病学的诊断及治疗方面均得到极

大发展。

一　抑郁

对于临床一线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无法耐受抗

抑郁药物副作用的重度抑郁患者，rTMS 作为一种

无创、耐受性较好的物理治疗，在抗抑郁领域中得

到关注。2008 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

rTMS［2］应用于耐药性单相抑郁症的治疗。

关 于 靶 点 的 选 择 ， 根 据 神 经 影 像 学 的 相 关

研究［3］表明：在抑郁患者中，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常处于高活

动性，而右侧 DLPFC 则处于低活动性。因此，在抗

抑郁治疗中，常选择 DLPFC 作为 TMS 的靶点，低频

rTMS 常用于右侧 DLPFC，而高频 rTMS 应用于左侧

背外侧前额叶。也有研究表明以前额皮层或背内侧

前额叶皮层为靶点同样具有抗抑郁作用。关于 rTMS

的频率，研究表明高频或低频，以及双侧 rTMS 均具

有一定的抗抑郁疗效。2018 年 Salcini 等［4］在一项随

机对照试验中，利用频率为 25Hz，强度为 100％运

动阈值，以 30s 为间隔，共 20 个序列的 rTMS 对 19
例抑郁症患者和 20 例健康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治

疗组的抑郁症状及执行功能均得到显著改善。

由于传统 rTMS 治疗在 4~6 周内才可逐步对患者

的情绪症状进行改善，并不适合某些具有严重自杀

倾向的的重度抑郁患者，因此有关加速型 TMS（即

在 1 天中接受≥ 2 个疗程 TMS）的相关研究也在开展

中，2018 年 Paul 等首次对标准 TMS 与加速 TMS 在

抗抑郁治疗中的疗效进行直接对比，结果表明与传

统 TMS 相比，加速 TMS 具有同等的抗抑郁作用，且

可在治疗的前 2 周内可迅速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同时研究表明与传统 TMS 相比，加速 TMS 引起患者

局部不适的比例较高，但多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

因此整体的治疗中断率仍然很低（占加速 TMS 组中

的 5％）。近期研究［5］采用一种全新的脉冲模式即θ

节律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TBS）通过促进运

动皮质突触的可塑性以达到抗抑郁治疗的作用，研

究表明在抗抑郁治疗中，TBS 与标准的 rTMS 具有相

同的疗效，但疗程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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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 rTMS 治疗耐药性抑郁的研究逐渐由

小规模转变为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大型研究，其研

究方向也逐渐由单纯对比 rTMS 的疗效转向利用神经

影像学及神经电生理技术对 rTMS 进行刺激参数的优

化、个体化靶点的选择、探讨如何设计标准的伪刺

激以避免抑郁研究中的安慰剂效应以及对 rTMS 的耐

受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　精神分裂症

研究表明 rTMS 可通过降低语言处理皮质区域

的兴奋性从而改善精神分裂症的顽固性幻听。在一

项应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的双盲、对照研究中，研

究者使用频率为 1Hz，强度为 80 ％运动诱发电位

（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以左侧颞顶区为靶

点对 12 名伴有慢性幻听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治疗，结果显示与伪刺激组相比，除 2 例患者出现

轻微头痛，大部分患者的幻听症状均得到显著改善

且这种疗效可持续数周。2013 年 Meta 分析中表明低

频（1Hz）、以左侧颞顶区作为靶点的 rTMS 治疗精神

分裂症的幻听症状具有显著疗效。在治疗精神分裂

症阴性症状中，关于 TMS 的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常选择左侧 DLPFC 为靶点，且在其它参数不变时，

疗程≥ 3 周的 rTMS 比疗程＜ 3 周者可以更显著地改

善阴性症状。

未来研究更倾向利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针对

精神分裂症的阳性及阴性症状，对相应靶点进行精

确定位。

三　焦虑障碍

目前应用 rTMS 治疗焦虑障碍尚缺乏确凿证据，

但个别研究表明 TMS 对于治疗焦虑障碍具有潜在疗

效。2012 年李越等人选择右侧顶叶为靶点，频率为

1Hz，刺激强度为 90％静息运动阈值的 rTMS 对 42
名确诊的焦虑障碍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与治

疗前相比，治疗结束后两周和治疗结束后一个月患

者各项睡眠量表评分均得到显著改善（P<0.05）。

这表明 rTMS 不但对焦虑障碍具有治疗作用，且

疗效可延长至治疗后一个月，进一步证明 rTMS 不但

可以在短期内调节皮层兴奋性，且具有长期调节作用。

四　神经性厌食

rTMS 作为神经性厌食症的治疗方法具有耐受性

较好。2018 年 Dalton 等［6］首次采用多中心、双盲、

随机对照的方法使用高频 rTMS，以左侧 DLPFC 为

靶点对 34 名患有严重且持续神经性厌食患者进行治

疗。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rTMS 在改善身体质量

指数及饮食障碍症状方面的效应值偏小，在生活质

量方面具有中等效应值，在情绪改善方面具有中等

或较高的效应值。

五　妄想 -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关于 rTMS 能否有效使强迫症患者的脑活动正常

化，临床研究中尚未得到定论。1997 年研究者利用

频率为 20Hz，以外侧前额叶为靶点的 rTMS 对 12 名

妄想 - 强迫症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治疗 8 小时

后患者的强迫冲动明显降低且伴有短时间持续的情

绪改善。

神经影像学的发展为 TMS 对于妄想 - 强迫症治

疗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13 年研究者等利用静

息状态功能性神经影像学发现深部脑刺激可通过降

低左侧腹侧纹状体和前额叶皮质之间的功能联系以

改善强迫症的症状，这表明妄想 - 强迫症的症状改

善与 DBS 所致的联系性改变呈线性相关。该研究结

果为 rTMS 干预妄想 - 强迫症提供了潜在靶点，多数

研究以额叶和前额叶脑区，包括额叶 - 纹状体网络

作为 rTMS 治疗妄想 - 强迫症的靶点。其次，在强迫

症中脑网络活动性的改变具有状态依赖性，Harrison

等的研究表明纹状体和前额叶皮质之间功能联系的

增强与 OCD 的症状相关。

因此，在静息状态下，以眶额和额叶区皮质为

靶点［7］的抑制性刺激对 OCD 症状改善具有显著的治

疗潜力。

六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目前指南针对 PTSD 推荐应用循证心理疗法如

长期暴露或认知加工治疗作为一线的治疗方案，然

而近期关于治疗军人相关 PTSD 的综述表明仍有 2/3
的患者无法达到满意的疗效。1998 年，Grisaru 等首

次证明应用频率为 1Hz，以双侧运动皮质区作为靶点

的 rTMS 具有治疗 PTSD 的疗效，但持续的时间较短。

同年 McCann 等对 2 名 PTSD 患者以右侧 DLPFC 为

靶点，应用频率为 1Hz，强度为 80％MEP 的 rTMS，

结果表明 rTMS 可引起短时间内 PTSD 核心症状的改

善。Taghva 等于 2015 年通过以额前区皮质出现高度

不规则脑电波形的区域为靶点，并根据脑电图调整

rTMS 的频率对 16 名 PTSD 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

rTMS 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且对脑电同样具有改善作

用。2013 年，Nam 等［8］证明以右侧 DLPFC 为靶点，

应用 1Hz，强度为 100％运动阈值的 rTMS 可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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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PTSD 的临床症状。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rTMS 对于 PTSD 具有

治疗意义。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在应用心理疗法治

疗 PTSD 的过程中，rTMS 作为辅助疗法也可对患者

的症状进行显著改善且具有长期疗效。

七　物质依赖

关于物质依赖的发病机制，2008 年 Koob 等发现

嗜烟可显著改变患者与内侧前脑束奖励系统相联系

区域的结构。该系统特别是腹侧被盖区、伏隔核和

杏仁核神经化学活动的过度活化与患者强烈获取尼

古丁的冲动有关。无独有偶，2013 年相关研究发现，

患有酒精依赖的患者同样在大脑奖励系统的周边各

区域出现皮质的失联系。Wang 等的研究则进一步表

明与健康者相比，酗酒患者在中脑皮层系统的各区

域出现明显的灰质量下降。2014 年则进一步在分子

机制上表明，慢性暴露于药物滥用可通过使中脑皮

层多巴胺系统产生神经生物学适应从而诱发奖励相

关行为的产生。由于突触前多巴胺信号通路的改变，

多巴胺摄取增加，导致多巴胺活性的下降，从而产

生异常的物质依赖行为。近期研究表明，rTMS 可通

过对中脑边缘及中脑纹状体的兴奋性进行调节，通

过直接刺激皮质区纹状体的轴突、间接下调 GABA

介导的皮质内抑制，促进纹状体通路、扣带回及眶

额皮质区内多巴胺的释放。从而表明 rTMS［9］对于多

巴胺失调相关的精神疾病如：药物或冰毒成瘾、强烈

的赌博成瘾等具有一定的治疗潜力。

八　慢性失眠

在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的试验中，Zhang 等［10］

于 2018 年应用频率为 1Hz，强度为 100％静息运动阈

值，每个序列包含 1200 个脉冲的 rTMS 联合针灸对 75
例患有慢性失眠的患者进行每周 3 次，连续 4 周的治

疗，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在各方面评分均

得到显著改善。除此之外，近年研究关注［11 低频 rTMs

与药物（唑吡坦、艾司唑仑、百乐眠）联用治疗慢性

失眠，结果表明治疗组的睡眠效率、Ⅲ期和快速眼动

睡眠时间均优于单独的药物治疗。由于抑郁症、帕金

森等疾病均可造成失眠。未来将对 rTMS 对不同病因

引起的失眠是否均产生疗效进一步研究。

九　总结和展望

目前 rTMS 在精神疾病领域中的临床应用日趋成

熟，未来旨在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充分考虑个体差

异，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及电生理技术的辅助下进

行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从而在各类精神疾病中对

rMTS 的刺激参数进行优化统一、确定引入 rTMS 的

最佳治疗时机，明确如何联合其他辅助治疗进行最

优治疗并尽可能延长疗效的持续时间，使 rTMS 在临

床诊断及治疗领域中得到愈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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