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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直流电刺激干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研究进展

陈婷婷 1，3 、 汪　凯 1，2，3 、 余凤琼 1，3

【摘要】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制未明的常见重性精神疾病，目前的抗

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改善明显，但针对其阴性症状效果欠佳。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如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等被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并已取得一定疗效。虽然具体疗效尚无

一致性结论，但仍是临床上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之一。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 tDCS 治疗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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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疾病，也是临床最常见

的重性精神疾病，影响着大约 1％的世界人口［1］，起

病多在青壮年，临床表现复杂，主要是以感知觉、

情感、思维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为表现的精神活

动的不协调。精神分裂症症状主要分为阳性症状和

阴性症状，其阴性症状具有明显的特征，包括目标

导向行为的减少，反映在减少主动性和社会性方面，

如退缩、快感缺乏、情感扁平化和言语贫困。大约

60％的门诊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阴性症状。治疗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药物包括精神病药或抗抑郁药、

谷氨酸化合物及抗惊厥药等，然而，研究报告显示，

尽管优化了现有的治疗策略，但仍有 25％至 30％的

患者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无明显改善［2］。

二　阴性症状及其神经机制

1　情感淡漠 / 迟钝

情感淡漠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一个重

要表现，是指患者对周围事物情感反应缺失，如对

亲人的关心体贴不理睬，严重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

重大事漠不关心，对一般人都感到烦恼痛苦的事，

患者无相应的情感反应。还可表现情感与周围环境

不协调，无原因自笑，很难与患者进行情感沟通。

Gur 等人基于在高场强磁共振成像中进行的面部情

感识别任务，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进行情感识别

任务时，与对照组相比，边缘系统的激活程度有所

降低。当其看到恐惧的表情时，杏仁核的活跃度会

增加，这与情感淡漠的严重程度增加密切相关［3］。

Stip 等人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观看描述悲伤和

中性社会情境的电影片段时，表现出情感迟钝，与

缺乏情感迟钝的患者相比，他们表现为前额叶下部

损伤和大脑的功能失调［4］。Rosenkranz 等人的研究也

证明了这一点，前额叶皮层（PFC）可能通过与杏仁

核（LAT）侧核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情感行为的各个方

面，如学习和情感表达。此外，杏仁核神经元可塑

性的调控可能反映了前额叶皮层在关联形成中的作

用。如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额叶调节

功能的丧失，不仅会导致情感刺激反应的减弱不足，

还可能导致与杏仁核可塑性调节能力丧失相关的更

普遍的问题。 

2　快感缺失 / 动机缺乏

法国心理学家里伯特将快感缺乏定义为无法体

验快乐。然而，这一定义后来在精神病学诊断标准

中得到了扩展，包括动机成分。快感缺失是指兴趣

或快乐体验的降低或缺失，是奖赏系统的重要方面。

Treadway 和 Zald 对快感缺失进行了更为严格地区分，

快感缺失可以分为已得奖赏快感缺失（consummatory/

liking anhedonia）和动机性快感缺失（anticipatory/

wanting anhedonia）。前者是指对当前已得刺激的快感

体验缺失。后者是指预知未来刺激的快感体验缺失，

从而导致获得奖赏的动机缺乏，行为减退，与动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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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行为有关。Gard 等在既往的研究中发现，精

神分裂症患者损伤动机性快感缺失，而已得奖赏快感

缺失和健康者相比较无显著差异［5］。并推测动机性快

感缺失可能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重要表现。

近年来，动机性快感缺失的神经机制受到越

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基于人和动物的行为和功能

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发现动机性快感缺失与前额叶 - 纹状体

神经环路有关［6］，是多巴胺奖赏系统受损的结果。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快感缺失的严重程度与

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呈

负相关。Harvey 等在对精神分裂症和健康对照组的

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个体的腹侧纹状体和眶额皮

层的激活较健康对照组下降明显［7］，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研究还发现，在正性情绪刺激下，快感缺失

程度上升与杏仁核活动下降有关。此外，使用全脑

连通性分析，Sharma 等在包括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在内的多种奖赏系统缺陷的疾病中，发现了伏隔核

和其他大脑区域之间的关键低连通性区域，如默认

模式网络（DMN）和中枢神经网络（cinguo-opercular 

network）内的区域。伏隔核和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

连接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认知，

比如记忆能力，可能会影响奖赏处理的各个方面［8］。

3　社交退缩

社交退缩是许多重要的神经精神疾病早期社交

功能障碍的首要和常见迹象之一，可能是因为启动

和维持社会关系所需的大脑过程的复杂性。社交退

缩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一种重要行

为表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发现的最常见的关系

缺陷是对他人缺乏基本信任，可能导致社会孤立和

淡漠的情感关系。严重缺乏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和增

加自我中心的投资被证明是有更多负面症状的患者

的特定模式。一项聚类分析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社交退缩的两种类型：社交退缩（缺乏对人际关系的

基本信任，缺乏社交经验）和孤僻自闭（在现实测试

中有额外的缺陷，如在解释自己或他人的感受时出

现更多的幻觉和扭曲）。David 等的研究比较了 20 名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18 名健康对照者在社会功能方面

的评估结果，包括自我报告（人际反应指数，社会

调节量表），发现较强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

与较少的 SAS 量表中的社交障碍相关，研究还表明

腹内侧前额叶皮皮层灰质体积与参与心理理论有关，

拥有心里理论可以使患者对他人心理状态及其与他

人行为关系有正确的认知，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症

患者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9］。

三　tDCS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相关研

究

抗精神病药物是精神药理学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基础。虽然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在治疗阳性症状方

面颇有成效，但在治疗该疾病的阴性和认知症状方

面却不那么成功。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强调，有必要确定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治疗

作为治疗重点。影像学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的阴

性症状与额叶 - 丘脑 - 颞顶叶网络区域内的亚属皮

质和背外侧前额叶连接的变化有关，相关脑区为我

们开展物理治疗提供了有效靶点。

无创、耐受的物理治疗为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提

供了新的希望。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两

种脑部物理刺激疗法。相对于 TMS 技术，tDCS 有其

独特的优势。首先，tDCS 具有价位适中、便携、易

操作等优点，以后有望发展为家庭治疗方法［10］。其

次，tDCS 是直接的电流刺激，其作用方式更直接明

确。第三，已有研究表明，tDCS 副作用较小，其治

疗的安全性已经被 FDA 认可。tDCS 通过在头皮上放

置阳性和阴性电极，产生恒定的微弱电流作用于大

脑皮层，阳性电极使神经元兴奋性增强，阴性电极

使相应神经元兴奋性减弱。tDCS 刺激后时间效应较

长，单次刺激后，对脑神经元活动影响可达 60 分钟。

其效果持续时间与刺激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有关。目

前，tDCS 已被用于抑郁症、焦虑症、多动症、癫痫

以及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实验治疗［11］。

1　额叶皮层

在纳入研究的大脑区域中，额叶皮质是最常见

的目标区域。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额

叶功能障碍与阴性症状和认知缺陷有关。有研究表

明使用 tDCS 干预精神分裂症患者前额叶皮层，患者

干预前后阴性症状有所改善［12］。Gomes 等进行随机

双盲研究，将阳极置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DLPFC），

阴极置于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共有 15 名精神分裂症

患者被随机分为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发现干预之

后患者阴性症状评分有所下降（由 PANSS 评估）［13］。

Brunelin 等也报道了基于 PANSS 的阴性症状评分的

下降［14］，该研究使用 tDCS 进行干预，阳极位于左侧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阴极位于左侧颞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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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通过对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兴奋性刺激，干预

前后患者阴性症状评分显著下降，随访时依然出现

持续的临床反应，对改善阴性症状有重要意义。

2　眶额皮层

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严重程

度和眶额皮层的基础神经活动下降显著相关［15］。基于

此项发现，Palm 等使用了 tDCS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

行干预，阴极置于右侧眶额皮层，阳极置于左侧背外

侧前额叶，在干预结束以及两周后的随访中，研究者

都发现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差异显著，tDCS 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阴性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16］。然而，Smith

等却报道了不一样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同样采取 tDCS

阴极干预右侧眶额皮层，阳极置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目的是观察 tDCS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影响，

该研究共收集了 30名患者的数据，发现他们的记忆力

有所提高，但 PANSS 得分没有提高［17］。眶额皮层是否

是 tDCS 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有效靶点仍

需探究。Homan 等采取了 tDCS 阳极干预眶上皮层的研

究，对一位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连续 10次每天

1mA/20 分钟的 tDCS 治疗后，发现患者不仅在阳性症

状上有所改善，而且在阴性症状和整体症状上也有所

改善［18］。兴奋眶额皮层和抑制眶额皮层均有研究支持

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改善，其改善的原因

及改善效果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3　颞顶交界处

此外，影像学结果表明，在额 - 丘脑 - 颞顶叶

网络区域内的亚属皮质和背外侧前额叶连接的变化，

已被确定与阴性症状有关［31］。然而，一项小样本随

访研究发现，将 24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 tDCS

真刺激组或 tDCS 伪刺激组，干预的电极点分别是阴

极为颞顶交界处，阳极为前额叶皮层，结果发现干

预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均没有改善［19］。2016 年的一

篇研究采用了同样的 tDCS 阴极和阳极刺激点，招募

了 26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真刺激组和伪刺

激组接受 tDCS 干预，使用 PANSS 量表对其测评，发

现干预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无明显变化［20］。以

上两项研究结果与 Brunelin 等发现的“tDCS 可以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的研究

结果恰恰相反。颞顶交界处是 tDCS 干预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阳性症状的脑区，是否是阴性症状的有效

靶点仍需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 tDCS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

状的改善效果缺乏一致性，应该注意的是，tDCS 干

预精神分裂症患者诱发的神经活动可能不仅仅是增

加或减少皮层兴奋性。治疗效果可能与病程，用药

剂量以及服药年限、样本同质性、tDCS 靶点设置和

参数设置等因素相关。这些结果的差异还可能是由

于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用于评估症状的量表等实

质性差异造成的。因此，要证明 tDCS 干预可以改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需要更大规模、更有力

的研究。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数使用 PANSS 量表

评估阴性症状，不具有针对性，我们需要寻求对精

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具体表现更有针对性的量

表进行干预前后的评估，探索和阴性症状不同表现

相对应的最有效的干预脑区，这也是我们未来的研

究需要关注的。

四　小结

目前，阴性症状的改善仍是精神分裂症临床治

疗上的难点，一些非药物治疗如 tDCS 已显示出针对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一些潜力，利用伪刺激组对

比真刺激组 tDCS 的效果是可以看到希望的，虽然结

论仍不明确，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

tDCS 对阴性症状具体表现的潜在影响，并且通过神

经电生理及影像学技术探究其损害的神经机制，为

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同时，tDCS 作为目前比较

有前景的物理手段也可以推广到其他临床症状的改

善，发挥其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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