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 45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无抽搐电休克对精神分裂症记忆、认知功能及脑电图的影响

张明松 、 李　卿 、 马文立 、 张　目 、 聂　海

【摘要】目的　研究无抽搐电休克疗法（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MECT）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记忆、认知功能及脑电状况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5 月 ~2017 年 10 月我院

收治的 1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

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之上配合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治疗 3 月后评估两组的治疗效果、治疗后记

忆能力、认知功能及脑电状况。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简易智能精神状况量表（MMSE）得分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 WMS 评分较对照

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也更少发生脑电异常的状况，其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着很显著的疗效，且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的记忆能力、认知功能以及脑电状况，值得临床运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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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 on memory，cognitive function and EEG statu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ZHANG Mingsong，LI Qing，MA Wenli，et al. Psychiatric hospital of Zhumadian，Zhumadai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MECT）on memory，

cognitive function and EEG status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2 to Octo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drugs，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rapeutic effect，memory，cognitive 

function and electroencephalogram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MMSE and MoC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WM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had less abnormal EEG（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 has a very significant effect on schizophrenia patients，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mory，cognitive function and EEG status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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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多发于青壮年人群，病因尚不明确，

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例如无抽搐电

休克治疗 MECT）［1，2］。MECT 见效快、疗效显著、安

全性好，但对患者远期记忆、认知以及脑电状况带

来的影响尚不明确［4］。为进一步探究 MECT 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疗效情况及脑功能相关影响，特对本

院收治的 100 例已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5 月 ~2017 年 10 月我院收治

的 1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5］：①所选患者年龄均大于 18 周岁；②患者经诊断

符合精神分裂症症状标准；③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内

容知情同意，并签署相关文书。排除标准［5］：①患者

有严重药物依赖、存在滥用精神治疗药物等情形；②

患者存在脏器功能不全及严重器质性病变；③患者存

［作者工作单位］ 河南省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驻马店，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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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血钾、高血脂等影响治疗的情形；④患者存在电

休克治疗应用史；⑤患者为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按

照随机数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处理，将其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在观察组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在 18~62 岁之间，平均为（39.25±3.61）岁，

病程在 1~7 年之间，平均为（4.88±0.95）年；在对照

组中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在 19~59 岁之间，平

均为（37.60±4.16）岁，病程在 1~8 年之间，平均为

（5.21±0.88）年。经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间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法，口服帕利哌

酮缓释片（国药准字 J20170010），6mg/ 次，1 次 /d，

于每日早晨服用。

观察组在对照组药物的基础上，配合无抽搐电

休克治疗，选用美国醒脉通Ⅳ电痉挛治疗仪，在患

者进行治疗前严格禁水禁食 8h，进行实验室检查与

生命体征监测，对患者进行静脉注射阿托品（国药准

字 H41021257，1mL：0.5mg）0.5mg，之后快速静注依

托咪酯（国药准字 H32022992）0.3mg，持续加压给予

纯氧呼吸，注射肌松剂后，在患者口中插入保护器，

经麻醉师同意后开始进行治疗，采用 DGX 程序进行

治疗，通电强度 = 患者年龄 ×80％，通电时间不超

过 4s，首周治疗 3 次，第二周起每周 2 次，以 6 周为

一个疗程。脑电图检查采用美国尼高 32 频脑电记录

仪。对患者取坐位并进行单极导联描记，按照睁闭

眼反应、深呼吸等步骤来进行常规诱发试验。

1.3　观察指标

疗效评价［6］：按照患者经治疗后的阳性症状和阴

性症状量表（PANSS）减分率对治疗效果予以评价，

分为以下几个标准：①当 PANSS 减分率＞ 75％时，

认定为显效；②当 PANSS 减分率在 50％~75％之间

时，认定为有效；③当 PANSS 减分率＜ 50％时，认

定为无效。对患者间治疗效果进行统计，治疗总有

效率 =（显效例数 + 有效例数）/ 总例数 ×100％。

认知功能评价［7］：分别在治疗前与治疗后 6 个月

两个时段，对患者的认知功能及记忆能力予以评价。

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况量表（MMSE）及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MoCA）评价，当 MMSE ＜ 27 分时，认

为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MoCA 的总分为 30 分，

分值同认知功能呈正相关。

记忆能力评价［8］：采用韦氏记忆量表（WMS）对

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记忆能力进行评价，包括逻

辑思维（满分 25 分）、视觉再现（满分 16 分）、图形

排列（满分 20 分）、文字配对（满分 21 分）等部分，

所得分数与患者的记忆能力呈正相关。

脑电状况评价［9］：将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 6 个月

的脑电图状况分为正常、轻度异常、中度异常和重

度异常，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脑电状况。

其中，脑电异常例数 =（轻度异常例数 + 中度异常例

数 + 重度异常例数）。以上异常情况指脑电状况轻度

异常及以上程度的改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包 SPSS 19.0 对所得数据进行进

一步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 t 对数

据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水准α=0.05，当 P<0.05
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00％），相较于对

照组的（76.00％）更高，总有效率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具体参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28（56.00） 19（38.00） 3（6.00） 47（94.00）

对照组 50 14（28.00） 24（48.00） 12（24.00） 38（76.00）

χ2 6.3529

P 0.0117

2.2　两组患者记忆能力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记忆能力评价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的记忆能力

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参见表 2。

2.3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认知功能评价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的 MMSE 及

MoCA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参见表 3。

2.4　两组患者脑电功能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脑电情况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的患者脑电

异常情况发生更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参见表 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青壮年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 45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为该症的高发人群［10-11］。多数患者药物治疗效果尚

可，但部分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欠佳或无法耐受药物

的不良反应［12-13］。因此，电休克治疗法可以增强疗

效，减轻症状［14-15］。

在传统电休克疗法上进行改良的无抽搐电休

克疗法，配合肌松药与麻醉药的使用，能够使患者

在麻醉状态下完成电休克治疗。在临床的实际治疗

过程中，患者不会出现伴随性抽搐的发生，整个治

疗过程能有效避免抽搐效应给患者带来的焦虑和痛

苦，能有效促使患者配合治疗，提升整体治疗的效

果。本研究发现：药物治疗的同时配合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能够显著提升疗效，治疗的总有效率可达到

94.00％，显著高于单一使用药物治疗的患者；这与

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16-17］。

目前学界对于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所带来的不良

反应及治疗安全性尚无明确定论，但在一些相关研

究中显示，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可能会对患者的记忆

功能、认知功能以及脑电功能均会带来一定影响，

且此种影响可在短期内发生逆转［18-21］。本研究则发

现：联合使用无抽搐电休克疗法的患者在治疗后 3
个月的 MMSE、MoCA 评分以及在 WMS 评分上均高

于单独使用精神抑制药物的患者；同时，相较于单

一药物治疗的患者，接受无抽搐电休克联合治疗的

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更少发生脑电异常。这可能是由

于 MECT 疗法使用的短暂脉冲会使患者大脑进入短

时间休克，此段时间内的中枢神经系统会得到抑制，

同时刺激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恢复活力，进而给患

者的记忆、认知和脑电功能带来一定的改善［22］。

综上所述，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同时会对患者记忆、认知、

脑电功能方面带来改善。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

本来源相对单一，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

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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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记忆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逻辑思维 视觉再现 图形排列 文字配对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22.33±3.15 22.36±4.18 14.58±2.65 14.60±3.66 17.64±2.95 17.68±3.98 19.46±3.09 19.52±4.12

对照组 50 21.56±3.12 20.38±3.08 14.61±2.84 12.78±2.80 17.88±2.98 15.92±3.02 19.42±3.10 17.89±2.48

t 1.0193 1.8418 1.0665 1.8033 1.0204 1.7984 1.0065 2.7599

P 0.9469 0.0348 0.8226 0.0415 0.9438 0.0424 0.9820 0.0005

表3　两组认知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MMSE MoC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26.20±3.51 26.01±4.58 25.72±3.38 25.78±4.56

对照组 50 26.14±3.58 24.80±3.27 25.44±3.40 23.36±3.28

t 1.0403 1.9617 1.0119 1.9328

P 0.8906 0.0201 0.9672 0.0229

表4　两组脑电异常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异常 治疗后异常

观察组 50 34（68.00） 12（24.00）

对照组 50 32（64.00） 33（66.00）

χ2 0.1783 17.8182

P 0.6729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