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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研究进展

李静雅 1，2 、 曹晓华 1，2 、 刘　莎 1，2 、 徐　勇 1，2

【摘要】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一种无创神经调

控技术，具有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的潜在价值。我们检索了 PubMed、CNKI 数据库，分析了低频

rTMS、高频 rTMS、持续模式化刺激（cTBS）三种刺激模式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的临床疗效，发现低

频 rTMS 对治疗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临床疗效，高频 rTMS 和 cTBS 的疗效尚不明确。该领域的进一

步深入研究对于幻听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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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听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精神症状，精

神分裂症急性发作时幻听发生率高达 50％～70％，

即使经过积极的药物治疗，仍有 25％-30％的患者

幻听迁延不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Baker

等报道 rTMS 技术是基于电磁场理论的无创脑神经技

术，通过改变大脑皮质的感应电流来改变大脑皮质

神经元的动作电位，进而影响脑内物质代谢及神经

电生理活动水平，从而调节大脑功能，具有深部脑

刺激、无创伤和不良反应少等优点［2］。rTMS 治疗精

神分裂症幻听仍处于研究阶段，尚缺乏大型多中心

临床研究，在国际临床神经生理学联盟最新发表的

rTMS 治疗指南中，低频刺激左侧颞顶叶治疗精神分

裂症幻听仅得到 C 级（可能有效）推荐［3］。

一　rTMS 治疗幻听的生物学机制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颞叶及其周边区域

（颞上回、海马体、杏仁核、前扣带回）都出现了结

构及功能上的异常。颞叶皮层与听觉紧密相关，因

此颞叶的异常通常会造成听觉问题，这也是精神分

裂症患者会出现幻听症状的可能原因。已有研究证

据表明，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幻听时，左侧初级

听觉皮层及左半球相关的语言区域会产生异常激活，

即以上区域功能异常增强。针对幻听的此种可能发

病机制，可利用 rTMS 对神经以及大脑皮质的兴奋及

抑制效应对其异常脑区进行功能调节：利用 rTMS 刺

激颞顶叶，使得原本功能增强的脑区活动减弱。Bais

等共纳入 24 例精神分裂症（幻听症状为主）患者，

其中 7 例给予左侧颞顶叶刺激，9 例给予双侧颞顶叶

刺激，8 例给予伪刺激，刺激频率为 1Hz，刺激强度

为 90％MT，共 6 天，使用 fMRI 评估 1Hz rTMS 对潜

在脑回路的影响，观察到左侧颞顶叶区域的 rTMS 减

弱了左侧额颞叶上回对双侧额颞回的影响，从而降

低了幻听发作的可能性［4］。同样，陈新贵应用静息

态 fMRI 和静息态脑电技术，观察 rTMS 治疗前后幻

听患者的临床疗效，并探索其脑机制，结果发现精

神分裂症幻听患者存在全脑功能连接异常，主要表

现在前额叶、颞顶联合、小脑、左侧颞中回以及扣

带回皮层的脑网络连接障碍；幻听组在左侧小脑的功

能连接显著高于非幻听组和健康对照组，推测左侧

小脑的全脑功能连接损害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幻听患

者特征性脑网络基础。左侧颞顶叶 rTMS 治疗可显著

改善幻听等临床症状，其机制可能与 rTMS 调节顶下

小叶、楔前叶及小脑等全脑功能连接有关［5］。

二　rTMS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的临床研究

1　低频 rTMS

早期的研究使用低频 rTMS 刺激左侧颞顶叶来减

少该区域的皮层活动，从而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幻听症状。最常用的刺激方案是 1 Hz rTMS，2-3 周

内至少 20 次，每天 2 次。Hoffman 等最早通过双盲

交叉实验评估了 rTMS 的疗效，至少持续 6 个月治疗

幻听无缓解的 1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一周内给予 1 Hz 

rTMS 刺激左侧颞顶叶，结果发现，与伪刺激相比，

8 例患者的幻听程度显著减轻，随访结果显示 3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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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幻听改善维持两周以上；对于没有改善的患者，

作者推测可能是由于抗癫痫药物（丙戊酸、卡马西

平）减弱了 rTMS 效果以及个体敏感差异［6］。国内也

有相关报道，袁宁等研究也表明低频 rTMS 可显著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顽固性幻听［7］。然而，其他研

究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疗效，特别是 Slotema 等开展

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真刺激和伪刺激之间没

有显著差异［8］。

以上研究多数样本较小且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故很难对研究结果进行直接 比较。He H. 等对截止到

2015 年有关 r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随机对照试验进

行了荟萃分析，其中治疗幻听的文献 13 篇，分析后

认为低频 rTMS 对精神分裂症幻听可能有治疗作用［9］。

然而，最近 Paillère-Martinot 等研究显示，低频

rTMS 具有明显的安慰剂效果，与伪刺激一样都能显

著减少幻听，该研究一项新的结论表明，低频 rTMS

与伪刺激对于真性幻听的疗效要好于假性幻听［10］。

2　高频 rTMS

一些研究报道了高频 rTMS 可以减少幻听。

Nathou 等研究表明低频 rTMS 和高频 rTMS 对颞叶皮

层具有相同的抑制神经调节作用［11］，与初级运动皮

层的刺激不同，高频 rTMS 会比低频 rTMS 产生更多

的远程效应［12］。de Weijer 等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还发

现，与接受伪刺激的患者相比，接受高频 rTMS 的

患者幻听减少，而且在 18 例患者中测试了两种刺激

模式，低频组、高频组与伪刺激组比较，每日 1 次，

持续 1 周，结果发现高频 rTMS 与低频 rTMS 在减少

幻听方面疗效相似［13］。

Dollfus 等首次测试了 20 Hz rTMS 在神经导航引

导下针对特定解剖位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幻听的

疗效，该研究共纳入了 59 例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情感

性障碍患者，rTMS 在磁共振成像（MRI）的精准定

位下，利用神经导航软件精确地作用于颞叶与语言

相关的脑区，该研究显示，在治疗结束两周后，真

刺激组患者的幻听严重程度较伪刺激组有显著改善，

但疗效较为短暂［14］。

3　cTBS

模式化刺激（TBS）是重复刺激的一种，在 5 Hz

内携带 50 Hz 的高频连续刺激。TBS 可分为持续刺激

（cTBS）和间歇刺激（iTBS）。持续刺激（cTBS）被证

明可以降低皮层的兴奋性，而间歇刺激（iTBS）则相

反。只有少数研究，主要是病例报告，显示了 cTBS

对幻听的疗效。Plewnia 等开展了一项迄今为止样本

量最大的双盲对照试验，共纳入 86 例患者，患者随

机接受双侧颞顶叶 cTBS 或伪刺激，连续 3 周，每周

5 次，每天 1 次，每次治疗时两个大脑半球依次受

到刺激，作者虽未证明这种双侧 cTBS 模式优于伪刺

激，但结果倾向于支持 cTBS 治疗［15］。Koops 等进行

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71 例患者随机接受左侧颞顶

叶 cTBS 或伪刺激，持续 5 天，每天 2 次，该试验中

的 cTBS 模式在 60 秒内连续发送三次脉冲，刺激强

度为 80％ MT，相当于 900 次脉冲；在该研究中，尽

管两组患者的幻听症状都有明显改善，但 cTBS 相对

伪刺激的疗效并不显著［16］。最近，Tikka 等遵循了与

Koops 等相同的刺激模式，不同的是刺激部位为右下

顶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 cTBS 相对伪刺激缺乏

优势［17］。

综合上述研究，低频 rTMS 是目前用于治疗精

神分裂症幻听的 rTMS 模式中研究最多的，具有治疗

精神分裂症幻听的潜在价值；高频 rTMS 也具有一定

潜在价值，尤其是神经导航下的高频 rTMS，但目前

证据不足，且疗效维持时间短暂，仍需进一步研究；

cTBS 对精神分裂症幻听的疗效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证

据，未来仍需要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

三　目前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为 r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

的临床疗效做了有益探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

这些研究存在诸多不足。（1）大都样本量较小，降

低了研究效能及其可推广价值；（2）研究设计不一，

有平行设计和交叉设计两种，降低了临床疗效的可

信度；（3）rTMS 治疗过程不规范，研究所采用的线

圈、刺激部位、刺激频率、刺激强度、刺激数等参

数设置各不相同，导致不同研究间对比性降低；（4）
研究结局指标及评估量表不一，降低了不同研究间

横向对比的可比性；（5）随访时间短，大部分研究

仅评估了 rTMS 治疗后的即时效应，未设置随访时间

或随访时间短，难以为科学预测该疗法的长期效应

提供充分科学依据；（6）不同患者对 rTMS 的临床反

应不一致，可能与性别、年龄、幻听类型等因素有

关，增加了异质性来源。

四　研究展望

现有研究为 rTMS 在精神分裂症的幻听治疗提供

了初步证据，我们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包括但不限

于：（1）扩大样本量和设计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

考虑延长随访时间，以评估 rTMS 对幻听疗效随时间

变化的情况；（2）优化研究设计，尽可能采用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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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提高临床疗效的可信度；（3）规范 rTMS 治疗

程序，统一研究参数设置，提高不同研究间的对比

性；（4）统一研究结局指标及评估量表，提高不同

研究间横向对比的可比性；（5）在 rTMS 治疗前更精

确地评估患者的临床特征，减少异质性来源。总之，

在抗精神病性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疗效有限的

情况下，现有的文献支持 rTMS 作为一种神经调控技

术治疗精神分裂症幻听的临床价值，其疗效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如果该技能形成公认、一致、有效

的治疗方案，将具有重大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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