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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儿童孤独症的效果

任　莉 、 李　霞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儿童孤独症的效果。方法　将 80 例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孤独症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方案治疗（n=40），

观察组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n=40），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性激素水平、行为量

表（ABC）评分、发育商（DQ）评分、症状量表（CARS）评分及 ABC 各因子评分情况展开对比。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血清性激素 P、E2、LH 水平无明显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性激

素水平明显下降，对照组无明显变化，观察组性激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前，两

组患者的 ABC 量表、DQ 量表、CARS 量表评分经测验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ABC 总分、CARS 评分经评测均有降低，DQ 均有升高，且观察组变化程度更为显著（P< 0.05）；治疗

后，ABC 各测验分值较治疗前均有下降，但观察组在语言功能、躯体运动、社会交往下降程度较对

照组更为显著（P< 0.05）。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可有效的调节孤独症患儿的性激素水平，纠

正孤独症异常行为，减轻临床症状，促进心理发育，特别在语言功能、躯体运动、社会交往改善方

面，效果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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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REN Li，LI Xia.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Nanyang，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Methods  Eighty children with autism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n=40）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40）were treated 

combined with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he serum sex hormone level，behavioral scale（ABC）score，de-

velopmental quotient（DQ）score，symptom scale（CARS）score，and ABC factor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treatment，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serum levels of serum hormones（P，E2 and LH），

the scores of ABC scale，DQ scale and CARS scal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After the treatment，ABC and 

CARS scoreswere decreased，and the DQ scale scores increased in both of two group. And the change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more much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serum levels of serum hormones（P，E2 and LH）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 can regulatethe sex hormone levels，correct abnormal behaviors，alleviat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romote psycho-

logical development，especially in language function and body movement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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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孤独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种，以社交

障碍为核心症状，多伴有认知缺陷、语言功能障碍、

感知异常等，严重影响患儿社会功能［1-2］。重复经颅

磁刺激可以调节特定大脑区域的功能，进而为语言、

认知的恢复创造条件。同时，也可能通过调整血清

性素水平，来改善神经系统发育状况［3-4］。本研究探

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对孤独症患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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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孤独症患儿 80 例，均为我院儿童康复科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收治，符合《美国精神障

碍诊断统计手册（第 5 版）》相关孤独症谱系障碍的

诊断标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法分组，观察组 40
例患儿中，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介于 3～6 岁之

间，平均（4.1±1.2）岁；对照组 40 例患儿中，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介于 3～6 岁之间，平均（4.3±
11）岁。组间一般信息具均衡可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年龄介于 3～6
岁之间；家长对知情同意书自愿签署，并报经伦理学

组织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合并精神分裂症者；合

并脑电图异常或癫痫者；具颅内手术史或颅内置有金

属异物者；合并重要脏器疾病者。

1.3　方法 

对照组孤独症患儿应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案，包

括感觉统合训练、结构化教育、听力统合训练、行

为分析疗法等，每次 2h，每日 1 次，共治疗 4 个

月。观察组患儿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即将快

速磁刺激器设置为高频重复刺激模式，对 Broca 区

展开治疗。具体操作：首先开展有效的脑电图检查

工作，以精准对 alpha 峰频予以确定，再参考国际

EEG10-20 标准，对 F7-Cz 与 T3-Fz 交叉点定位，并

将其作为患儿左侧大脑 Broca 区在治疗过程中的刺激

点（此区为镜像神经元系统分布区域），同时，治疗

频率为 alpha 峰频，治疗强度为运动诱发电位强度的

100％。每次刺激治疗时长为 20min，每日 1 次，一

个疗程为 10 次，上、下疗程间隔 10 日，共 6 个疗程，

以 4 个月为总治疗周期。

1.4　观察指标 

（1）血清性激素水平：对比两组孤独症患儿机

体血清性激素水平，即在开展治疗前后，分别抽取

空腹状态下肘静脉血，抽取量为 5mL，采取化学发

光法检测技术，对孕酮（P）、雌二醇（E2）、黄体生

成素（LH）实施测定；（2）行为、发育商、症状量

表：行为：采用孤独症行为（ABC）量表，对患儿行

为表现展开评定，共包括生活自理、感觉、语言功

能、躯体运动、社会交往 5 个维度，共含项目 57 个，

单项以 1-4 分为评估范围，获取的分值越高，提示

状况越严重；发育商（DQ）：应用《0-6 岁小儿神经心

理发育量表》评估患儿神经心理发育状况，用 DQ 得

分表示结果，智力正常：DQ ≧ 85 分；偏低：测验分

值介于 70-84 分之间；低下：测验分值≦ 69 分；症状：

应用症状量表（CARS）评定，总分 >53 分为诊断为

自闭症的界值，无孤独症：<30 分；有孤独症：30-60
分；（3）行为特征：对比治疗前后 ABC 量表中各因

子变化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精准录入，计量

资料血清性激素水平、量表评分、因子评分均采用

（x±s）表示，组间施以 t 检验，P<0.05 提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经对患儿机体血清性激素 P、E2、

LH 测定显示，各指标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观察组测验值明显下降，对照组未见明显

变化，观察组各指标测验值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x±s）

项目 时间
观察组

（n=40）
对照组

（n=40） t P

P
（ng·mL-1）

治疗前 0.23±0.05 0.24±0.03 1.085 0.281

治疗后 0.16±0.03 0.23±0.06 6.599 0.000

T 8.854 0.943 - -

P 0.000 0.349 - -

E2

（pg·mL-1）
治疗前 6.51±1.24 6.54±1.23 0.109 0.914

治疗后 4.58±0.57 6.52±1.25 8.931 0.000

T 8.944 0.072 - -

P 0.000 0.943 - -

LH
（mIU·mL-1）

治疗前 0.49±0.12 0.48±0.14 0.343 0.732

治疗后 0.37±0.11 0.47±0.17 3.123 0.003

T 4.662 0.287 - -

P 0.000 0.775 - -

2.2　两组行为、症状、发育商量表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ABC 量表、DQ 量表、CARS 量表

评分经测验无差异（P>0.05），治疗后 ABC、CARS

评分经评测均有降低，DQ 均有升高，且观察组降低

和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行为量表各因子评分对比 

两组治疗前，ABC 量表各维度即生活自理、感

觉、语言表达、躯体运动、社会交往评分经测验无

差异（P>0.05），治疗后，各测验分值较治疗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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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降，但观察组语言功能、躯体运动、社会交往

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行为、症状、发育商量表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时间
观察组

（n=40）
对照组

（n=40） t P

ABC量表 治疗前 96.73±11.48 96.83±11.31 0.039 0.967

治疗后 73.25±10.33 87.24±10.88 5.899 0.000

t 9.616 3.865 - -

P 0.000 0.000 - -

DQ量表 治疗前 58.82±10.71 58.79±10.93 0.012 0.990

治疗后 68.73±9.78 64.18±10.17 2.039 0.049

t 4.321 2.283 - -

P 0.000 0.025 - -

CARS量表 治疗前 36.42±5.59 35.47±5.52 0.764 0.446

治疗后 31.02±5.74 34.30±4.62 02.815 0.006

t 4.262 7.758 - -

P 0.000 0.000 - -

表3　两组行为量表各因子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时间
观察组

（n=40）
对照组

（n=40） t P

生活自理 治疗前 16.51±2.52 16.54±2.50 0.053 0.956

治疗后 14.71±2.40 14.73±2.39 0.037 0.970

T 3.271 3.309 - -

P 0.002 0.001 - -

感觉 治疗前 16.50±2.17 16.52±2.14 0.042 0.967

治疗后 13.67±2.15 13.70±2.08 0.063 0.949

T 5.859 5.976 - -

P 0.000 0.000 - -

语言表达 治疗前 19.88±2.13 19.91±2.12 0.063 0.949

治疗后 13.12±1.46 18.51±2.04 13.589 0.000

T 16.556 3.009 - -

P 0.000 0.004 - -

躯体运动 治疗前 23.41±2.14 23.39±2.17 0.042 0.967

治疗后 17.19±2.12 21.88±2.22 9.663 0.000

T 13.059 3.076 - -

P 0.000 0.003 - -

社会交往 治疗前 20.43±2.52 20.47±2.38 0.073 0.942

治疗后 14.56±2.20 18.42±2.15 7.936 0.000

T 11.098 4.042 - -

P 0.000 0.000 - -

3　讨论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大脑皮层在可塑和兴奋

性方面与正常儿童不同，造成信息处理出现异常［5-6］。

正常儿童通过神经元可塑性变化来保持神经元的兴

奋性，维持正常的信息的识别和处理能力［7］。而罹

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儿大脑皮层可塑性和兴奋性

出现异常，所以调节局部皮层可塑性和兴奋性可能

是孤独症的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向［8-9］。

经颅磁刺激技术是一种无创、安全性高的治疗

手段，通过调整磁刺激的强度、频率和部位，可以

对特定脑区产生抑制或兴奋作用，进而对精神或神

经活动产生影响［10-11］。多项报道均指出：重复经颅

磁刺激技术治疗儿童孤独症有效［12-13］。此外，睾酮、

孕酮与神经系统疾病及神经系统发育关联密切，有

研究示，孤独症患儿所表现出的边缘系统功能不足，

可能与孕酮相关，重视调节 P、E2、LH 水平，可改

善神经系统状况［14］。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儿性激

素水平改善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 ABC 量表、DQ

量表、CARS 量表治疗后评估情况优于对照组，且

ABC 量表中，又以语言功能、躯体运动、社会交往

改善效果更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观察组采取的为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患儿大脑 Broca 区的模式，可使

呈损伤状态下的局部脑组织灌注量和氧含量得以有

效改善，促进患儿身心正常发育；另外，镜像神经

元在共情、语言表达、动作模仿方面作用较为突出，

且左侧 Broca 区为机体语言、认知、执行功能分布的

优势区，故语言、社会、运动等功能改善明显。本

次研究结果与李新剑等［15］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儿童孤独症患者采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技

术展开治疗，可发挥有效的对性激素水平调节的作

用，并可纠正孤独症异常行为，减轻临床症状，促

进心理发育，特别在语言功能、躯体运动、社会交

往改善方面，效果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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