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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度洛西汀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神经递质水平的影响

张　雄 、 姜蕊琪 、 祁冬冬

【摘要】目的　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度洛西汀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及神经递质

水平的影响。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就诊于本院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利用计算机程序随机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两组给予相同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添加 rTMS 治疗，比

较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认知功能和神经递质水平的变化。 结果　rTMS 联合度洛西汀治疗两周后患

者的 HAMD 评分明显下降，与对照组相比，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rTMS 能够促进患者

认知功能的恢复；治疗 8 周末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5-HT、DA 及 GABA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与

单用抗抑郁药物相比，rTMS 联合抗抑郁药物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同时上调 5-HT、DA 及

GABA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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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in depression patients　　ZHANG Xiong，JIANG Ruiqi，QI Dongdong. Hulunbeir Mental 
Health Center，Hulunbeir 0221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1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50）and control 

group（n=50）by computer program.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antidepressants. On this basis，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TMS. The chang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were compared. Results　rTMS combined with duloxetine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HAMD score after two 

weeks of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rTMS 

coul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gnitive function significantly. The levels of serum 5-HT，DA and GABA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end of 8 week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antidepressants alone，rTMS combined with antidepressa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

tients. At the same time，the levels of 5-HT，DA and GABA were up-regulated.

【Keywords】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Depression；Cognitive function；Neurotransmitters

抑郁症是常见精神疾病之一，据美国精神病协

会调查显示其终生患病率约为 17％左右，预计 2020
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威胁人类生命的第二大杀

手［1，2］。目前，临床上除采用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

外，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技术因其疗效好、不良反应少及

无创性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3-5］。本研

究以临床一线抗抑郁药物度洛西汀作为对照，研究

rTMS 联合抗抑郁药物对患者认知功能和神经递质水

平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就诊于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

心的 100 例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

［基金项目］2018 年度呼伦贝尔市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60402）。

［作者工作单位］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呼伦贝尔，02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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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与分类第 10 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2）入组前

4 周内未接受任何抗抑郁药物及心理治疗；（3）签署

治疗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躯体疾

病者；（2）既往有脑部手术史及癫痫病史者；（3）有

器质性脑部病变者；（4）孕妇。利用计算机程序随

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研究组男性患

者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8-67 岁、平均（45.2±

8.7）岁，病程 1~5 年、平均（3.1±0.9）年；对照组

男性患者 26 例、女 24 例，年龄 31~64 岁、平均（43.7
±6.2）岁，病程 1~6 年、平均（3.7±0.9）年。经比

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此次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抗抑郁药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

囊（JX20050132），每日一次，根据患者病情和耐受

性调整剂量，调整范围为 40~60 mg/d。

在与对照组患者相同的给药方法基础上，给予

研究组患者 rTMS（武汉依瑞德有限公司）治疗。线

圈置于左侧前额背外侧头皮上方 0.5 cm 处，刺激频

率为 5 Hz，强度为 80％的运动阈值，连续 5 天为一

个周期，每两个周期测定一次运动阈值并对刺激强

度进行调整。两组的治疗总周期均为 8 周。

为充分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研究期间对照组

患者加用伪 rTMS 刺激。

1.3　观察指标

（1）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1、2、4、8 周末采

用 HAMD-17 评估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2）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末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

理状态测验（RBANS）［6］比较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的变

化，包括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即刻记忆和

延时记忆 5 个方面，评分越高代表认知功能越好［7］；

（3）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8 周末采集两组患者的空

腹静脉血，离心（3000 rpm，10 min）得血清，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5- 羟色胺（5-HT）、多巴

胺（DA）和γ- 氨基丁酸（GABA）水平。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所得资料以 x±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1 周末的 HAMD 评分无

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 2 周、4 周、8 周末，研

究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治疗前后两组HAMD评分比较（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1周 治疗2周 治疗4周 治疗8周

研究组 26.3±3.7 23.9±4.2 16.2±4.3 14.5±3.6 11.3±3.2

对照组 27.7±4.0 25.3±5.2 21.1±4.8 17.2±4.5 15.2±4.2

t值 0.30 0.47 2.84 3.82 4.39

P值 0.93 0.64 0.01 0.00 0.00

2.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的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RBANS 总分、视觉广度、

言语功能、注意、即刻记忆和延时记忆得分均无显

著差异（表 2）；治疗 8 周末，两组患者的上述评分

均增加，且研究组患者的各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治疗前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的比较（分）

组别 RBANS
视觉广

度
言语
功能

注意
即刻
记忆

延时
记忆

研究组 404±83 81±11 78±15 95±17 75±14 75±8

对照组 403±67 84±8 78±9 90±14 73±12 78±12

t值 0.32 0.38 0.26 0.29 0.28 0.39

P值 0.95 0.73 0.38 0.48 0.54 0.78

表3　治疗8周末两组患者认知功能的比较（分）

组别 RBANS 视觉广度 言语功能 注意 即刻记忆延时记忆

研究组 512±56 107±9 107±11 117±7 91±5 90±8

对照组 450±52 95±8 91±9 101±5 80±5 83±5

t值 2.32 2.38 4.62 4.29 3.29 5.39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2 .3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清 5-HT、DA 及

GABA 水平分析

治 疗 8 周 末 ， 两 组 患 者 血 清 5- H T 、 D A  及

GABA 均增加，经检验，治疗 8 周末研究组患者的

各神经递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t =0.387～3.822，

P<0.05）。
表4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神经递质水平比较（ng/ml）

组别 时间 5-HT DA GABA

研究组 治疗前 129.35±13.95 510.90±47.7 1.74±0.38

治疗8周末 227.94±28.47 863.87±78.3 2.53±0.46

对照组 治疗前 131.78±10.88 502.73±53.29 1.87±0.39

治疗8周末 204.33±18.38 729.33±72.87 2.07±0.22

3　讨论

抑郁症是一类以抑郁心境为主要特点的情感障

碍，目前其发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明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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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因素均会影响该病的发生和

发展。现有研究显示，脑内神经递质的比例变化与

抑郁症患者的情感状态和认知能力相关［8］。另外，

大脑额叶皮质能够调控机体的情感和情绪，该区域

的损伤也会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症状，选择性地对该

区域进行刺激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9，10］。

度洛西汀是一种选择性的 5- 羟色胺和去甲肾

上腺素双通道再摄取抑制剂，通过调节脑内神经递

质水平发挥治疗作用［11］。rTMS 是治疗抑郁症的一

种新技术，安全性高、依从性好，它以非电极的方

式对特定脑区产生刺激，影响神经元细胞的去极化

和超级化，从而调节脑内神经递质的代谢、改善精

神状态［12］。有研究表明，rTMS 能够促进患者脑部

血液循环，提高 5-HT、DA、谷氨酸等多种神经递

质的水平，发挥神经元细胞调节功能［13］。李慎威［14］

研究报道，低频 rTMS 联合文拉法辛能显著改善难

治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安全性高且不良反应

少。本研究将药物与非药物方法联合应用于抑郁症

患者的治疗，分别从抑郁症状、认知功能和神经

递质水平的变化 3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rTMS 联合度洛西汀可于治疗两周后显著下调患者的

HAMD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且 rTMS 辅助治疗起效更快，该结

果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15，16］。另外，rTMS 能够促进

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可能与 rTMS 提高脑部血液

循环量有关。本研究还发现，治疗 8 周末研究组患

者的血清 5-HT、DA 及 GABA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一般认为外周神经递质水平可部分反映其中枢水平，

推测 rTMS 治疗抑郁症可能与调节脑内神经递质水平

相关。

综上所述，rTMS 联合度洛西汀通过药物与非药

物治疗方式的结合，能够通过多个角度及时、有效

地发挥抗抑郁作用。本研究结果可为抑郁症的临床

治疗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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