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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侧的背外侧前额叶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抑郁症疗效及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赵艳华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侧的背外侧前额叶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抑郁症疗效及对时间知

觉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11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分成 A 组与 B 组各 55 例。两组均采用背外侧前额叶 rTMS 治疗，其中 A 组从右侧进行刺激，B 组从

左侧进行刺激，两组均治疗 8 周。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6 周、治疗 8 周采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分别在治疗前、治疗期满后入院复查时采血检测两组血清神

经元烯醇化酶（NSE）、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分析治疗前后 600ms、3s 时距复制误差，

并评价治疗安全性。结果　两组治疗 4、6、8 周的 HAMD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 0.05），但组间比较

未见显著差异（P> 0.05）。A 组治疗后血清 NSE 低于 B 组，血清 BDNF 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A 组治疗后 600ms、3s 时距复制误差低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A、B 组

头痛、耳鸣、口干、头皮不适、乏力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左、右背外侧前

额叶 rTMS 治疗均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病情，但与左侧相比，右侧刺激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血清 NSE、

BDNF 水平以及时间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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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lobe on depression and time 
perception　　ZHAO Yanhua. Psychiatry Department，Zhumadian Psychiatric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lateral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time perception.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6 to June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with 55 cases each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TMS in the dor-

solateral prefrontal lobe. Group A was stimulated from the right side and Group B was stimulated from the left sid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before 

treatment，4 weeks after treatment，6 weeks after treatment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Serum levels of neuron enolase

（NSE）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were measur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du-

plication errors of 600ms and 3S time interva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and the safety of treatment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t 4，6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

fore treatment（P<0.05），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reatment，

serum NSE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and serum BDNF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P<0.05）. 

The duplication error of 600 ms and 3 s after treatment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headache，tinnitus，dry mouth，scalp discomfort and fatigue between 

groups A and B（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left and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lobe rTMS can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depression patients，but compared with left side，right side stimulation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um NSE，BDNF and time perception of patients，and has higher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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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日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2］。治疗后

如果残留症状，可增加复发风险［3］。约 38％的重度

抑郁症者出现社会功能障碍，严重降低生活质量［4］。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在抑郁症治疗中取得了较

为理想的效果［5］。但缺乏对不同侧别背外侧前额叶

rTMS 治疗效果的对比。因此，本研究分析不同侧别

背外侧前额叶重复经颅磁刺激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

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抑

郁症患者 11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A 组与

B 组各 55 例。A 组男 30 例，女 25 例，年龄 20~52
岁，平均（37.53±12.34）岁；病程 6~24 个月，平均

（13.46±4.21）月；抑郁严重度：轻度 12 例、中度 26
例、重度 17 例；文化程度：小学 10 例、初中 13 例、

高中 / 中专 17 例、大专及以上 15 例。B 组男 28 例，

女 27 例，年龄 18~55 岁，平均（36.98±11.15）岁；

病程 5~24 个月，平均（13.32±4.18）月；抑郁严重

度：轻度 13 例、中度 24 例、重度 18 例；文化程度：

小学 8 例、初中 12 例、高中 / 中专 22 例、大专及以

上 13 例。研究方案经本院伦理委员会通过，两组基

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

类方案与诊断标准》［6］中的诊断标准，且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分超过 20 分；（2）入院前 3 个月

内无抗抑郁治疗史；（3）入院前 4 周内无电休克治疗

史；（4）年龄≥ 18 岁；（5）临床资料完整；（6）知

情同意。

1.2.2　排除标准　（1）合并脑器质性病变；

（2）既往有狂躁病史；（3）有体内金属物质植入史；

（4）妊娠、哺乳期妇女；（5）肝、肾、心、肺等脏

器损害；（6）既往有癫痫病史。
1.3　治疗方法

两组均采取抑郁症常规治疗，帕罗西汀 20mg/d，

两组均采用背外侧前额叶 rTMS 治疗，在治疗前检测

运动阈值，明确刺激强度，仪器为经颅磁刺激仪（武

汉凯典瑞医疗科技 SD-8102），刺激频率 10Hz，每

序列 30 个脉冲，每次治疗序列为 50 个，每周治疗 5
次。其中 A 组从右背外侧额叶进行刺激，B 组从左

背外侧额叶进行刺激。

1.4　观察指标

（1）HAMD 评分［7］：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4 周、

治疗 6 周、治疗 8 周各评 1 次，由主治医师向患者发

放量表，患者独立填写，填写完毕后上交，本研究

共发放 110 份量表，回收 110 份，回收率为 100％；

（2）血清指标：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8 周评估，采集

3ml 空腹静脉血，离心 20min（3500r/min），分离血

清，利用酶法测定血清神经元烯醇化酶（NSE）、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试剂盒购自武汉

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3）时间知觉：分别在治

疗前、治疗 8 周评估，利用 17 英寸彩色显示器进行

刺激，患者与屏幕间隔约为 70cm，所有患者均刺激

30 轮次，时距复制误差 = 平均复制时距 - 目标时距，

记录 600ms、3s 时距复制误差；（4）分析两组治疗安

全性。

1.5　统计学方法

经 SPSS20.0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临床资料，计量

资料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重复测

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表

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4、6、8 周的 HAMD 评

分比较

两 组 治 疗 前 H A M D 评 分 比 较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两组治疗 4、6、8 周的 HAMD 评分均低

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组间比

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4、6、8周的HAMD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HAMD评分

治疗前 治疗4周 治疗6周 治疗8周

A组（n=55）26.52±2.67 22.15±2.52* 20.15±1.75* 18.42±1.54*

B组（n=55）26.48±2.64 23.86±2.47* 20.03±1.47* 18.56±1.49*

F时点 8.648

P时点 0.000

F组间 3.853

P组间 0.059

F交互 1.635

P交互 0.21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前、治疗 8 周后血清 NSE、BDNF

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清 NSE、BDNF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 NSE 低于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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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BDNF 高于治疗前，且 A 组治疗后血清 NSE 低

于 B 组，血清 BDNF 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治疗 8 周后 600ms、3s 时距

复制误差比较

两组治疗前 600ms、3s 时距复制误差比较未见

显著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各指标均低于治疗

前，且 A 组低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4　两组治疗安全性比较

A、B 组头痛、耳鸣、口干、头皮不适、乏力发

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所有患

者均为轻度症状，无需特殊处理。
表2　两组治疗前、治疗8周后血清NSE、BDNF水平比较（x±s）

组别
NSE（ng/ml） BDNF（μg/L）

治疗前 治疗8周 治疗前 治疗8周

A组（n=55）11.27±2.46 7.85±1.76* 5.42±0.84 7.78±0.96*

B组（n=55）11.30±2.38 8.82±1.93* 5.39±0.78 7.39±0.73*

t 0.065 2.754 0.194 2.398

P 0.948 0.007 0.847 0.01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治疗8周后600ms、3s时距复制误差比较（ms，x±s）

组别
600ms时距复制误差 3s时距复制误差

治疗前 治疗8周 治疗前 治疗8周

A组（n=55） 611.29±135.36 518.65±121.54* 1072.36±231.17 849.63±209.72*

B组（n=55） 613.24±129.75 570.49±107.57* 1068.42±225.43 963.36±218.65*

t 0.077 2.369 0.090 2.784

P 0.939 0.020 0.928 0.00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治疗安全性比较［n（％）］

组别 n 头痛 耳鸣 口干 头皮不适 乏力

A组 55 1（1.82） 0（0.00） 1（1.82） 0（0.00） 1（1.82）

B组 55 0（0.00） 2（3.64） 2（3.64） 1（1.82） 0（0.00）

χ2 0.000△ 0.509△ 0.000△ 0.000△ 0.000△

P 1.000 0.475 1.000 1.000 1.000

注：△采用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

3　讨论

抑郁症复发率高，总体疗效不太令人满意［8］。

rTMS 安全性高、操作简单、患者接受度好［9］。本研

究也发现：左、右侧 rTMS 均能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组间 HAMD 评分未见显著差异，表明两组疗效相当。

rTMS 的治疗抑郁症的可能机制如下：（1）rTMS 能

使大脑皮质兴奋性，有利于修复白质，促进白质生

长，从而缓解抑郁症状［10］；（2）它可使神经组织损

伤减轻，纠正脑代谢异常，对大脑神经功能有保护

作用［11］；（3）它能使大脑中动脉血流量改善，减轻

局部炎症反应，进而改善抑郁［12］；（4）它能减轻局

部炎症反应［13］。

抑郁患者存在神经功能损害，具体表现为神经

递质失衡，NSE、BDNF 是反映神经功能损害程度的

重要指标，其中 NSE 与之呈正相关，BDNF 与之呈

负相关［14］。本研究发现：两组经治疗后，血清 NSE

下降，血清 BDNF 增高，提示 rTMS 能减轻神经功能

损害。其中 A 组两项指标的改善效果均优于 B 组，

表明右侧刺激能进一步缓解神经功能损害。研究表

明右侧刺激能进一步调整前额叶皮质功能，从而影

响远隔神经元兴奋性，如小脑、基底神经节等［15］。

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右侧刺激减轻神经功能损害的重

要机制，效果比较理想。

通 过 分 析 两 组 时 间 知 觉 ， 发 现 A 组 治 疗 后

600ms、3s 时距复制误差均低于 B 组，表明右侧刺激

能进一步改善时间知觉。既往有研究发现不同侧的

背外侧前额皮质对时间知觉影响存在差异，右侧刺

激能使时距主观体验缩短［16］。另有研究提示左、右

侧刺激均可影响时距信息认知，而右背外侧前额叶

对时距信息的记忆力、注意力影响更大［17］，这与本

研究结论基本符合。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安全性比

较未见显著差异，表明左、右侧刺激的安全性相当。

综上，本研究左、右背外侧前额叶 rTMS 治疗均

能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但右侧刺激能进一步改善患者

的血清 NSE、BDNF 水平与时间知觉，对神经功能保

护效果更明显。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时间较短，

纳入样本量较少，日后将扩大样本量对此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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