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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及 P300电位
的影响

李　晖

【摘要】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疗效及 P300

电位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院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老年糖尿病合并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研究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 rTMS 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评

分及 P300 电位的变化。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的 MoCA 总分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治疗后的

P300 潜伏期低于对照组，P300 波幅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rTMS 治疗可减少老年糖尿病伴认

知功能障碍患者 P300 的潜伏期，增加波幅，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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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the efficacy and P300 potential of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LI Hui. EMG Room，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on the ef-

ficacy and P300 potential of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7 to Nov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

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rTMS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MoCA）score and P300 potenti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MoCA score after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atency of P300 after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amplitude of P3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TMS therapy can reduce the latent period of P300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crease the amplitude，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rTMS；Senile diabetes；Cognitive dysfunction；MoCA；P300 Potential

糖尿病作为胰岛素分泌缺陷或相对不足的终身

性代谢疾病，可长期发展累及心脑血管、周围神经

及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甚至是

痴呆［1］。认知功能障碍的糖尿病患者多以认知速度

减慢、反应时间延长、短时记忆容量减少为表现，

药物治疗与认知功能康复训练虽能有效改善患者的

临床症状，但治疗周期长期、易受患者基础条件限

制。65 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受损时，不

仅会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也会极大的干扰治疗方

案的实施，进而加重神经功能紊乱，致临床疗效低

下［2］。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是用于脑神经功能恢

复和重建的无创技术，在精神疾病、神经功能障碍、

外周神经肌肉运动异常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效果［3］。

因此，本文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采

取 rTMS 治疗的效果进行研究分析，为临床改善糖尿

病认知功能损害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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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李晖（1968.07-），女，辽宁辽阳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电生理。

［通讯作者］李晖（Email：huili64830915@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2 期 - 29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期间收治

的 60 例老年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 65 岁；②糖尿病病程 3 年

以上；③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 26 分；

④非长期服用药物导致的认知功能减退。排除标准：

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存在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

氨基酸代谢紊乱、全身性感染疾病、精神障碍疾病

等者；②合并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生命

体征不稳定者；③患有颅内动脉瘤、急性脑出血、颅

脑外伤等其他脑血管疾病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65～76 岁，平均（69.4±2.3）岁；糖尿病病程 3～16
年，平均（7.8±1.6）年。研究组男 17 例，女 13 例；

年龄 66～78 岁，平均（70.2±2.5）岁；糖尿病病程

2～15 年，平均（7.4±1.3）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积极控制血压、血脂，给予低糖低钠

饮食，遵医嘱使用二甲双胍类、α- 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等降糖药治疗，合理饮食与口服降糖药治疗效果

不理想、存在口服降糖药禁忌症者，可使用胰岛素

治疗；对症使用吡拉西坦、神经生长因子等改善认知

功能，根据患者活动耐力进行适度锻炼，并指导患

者进行心率、血压、血糖自测。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 EK-9100C 经

颅磁刺激仪进行 rTMS 治疗，环形线圈，线圈直径

100mm，最大刺激强度 2T。将线圈与患者颅骨表面

相切，线圈中心对准额叶背外侧皮质体表投影区，

两侧交替刺激，刺激强度为患者运动阈值的 80％，

频率 10Hz，序列 20 个，每个序列的持续刺激时间为

1.5s，序列间隔 10s，持续刺激时间 20min，每天治

疗 1 次，每周治疗 5 天。两组均治疗 4 周。

1.3 观察指标

（1）采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

评估患者认知功能：包括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

等 7 项，总分 30 分，>26 分为正常。（2）P300 电位：

使用日本光电肌电诱发电位仪检查，参照国际标准

10-20 系统放置电极，记录电极安置于头部正中线

枕外粗隆上方 l～2 cm 处（Oz）、前额正中（Fz），参

考电极安置于 A1 处，地电极置于耳后乳突部。使用

2 套触发刺激系统性 P300 检测，刺激间隔 1.5s，刺

激持续时间 40ms；非靶刺激（低音频）强度 20dB，

频率 1000Hz；靶刺激（高音频）强度 80dB，频率

2000Hz。从中记录 P300 的潜伏期和波幅。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oCA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MoCA 评分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MoC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命名 注意力 语言 抽象力 记忆 定向力 总分

对照组（n=30）治疗前 2.98±0.42 1.60±0.28 1.64±0.26 1.57±0.25 2.68±0.34 2.64±0.31 3.42±0.43 16.53±2.03

治疗后 3.56±0.48△ 1.95±0.36△ 1.98±0.35△ 2.10±0.37△ 3.42±0.48△ 3.45±0.46△ 4.39±0.54△ 20.85±3.04△

研究组（n=30）治疗前 3.01±0.43 1.62±0.30 1.65±0.27 1.56±0.24 2.65±0.32 2.72±0.34 3.40±0.41 16.61±2.31

治疗后 4.27±0.54△▲ 2.39±0.43△▲ 2.34±0.45△▲ 2.32±0.43△ 4.28±0.55△▲ 4.30±0.57△▲ 5.16±0.65△▲ 25.06±3.6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P300 电位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300 的潜伏期和波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潜伏

期较前明显降低，波幅较前明显升高，且研究组的

P300 潜伏期明显低于对照组，P300 波幅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300电位比较（x±s）

组别 P300潜伏期（ms） P300波幅（μV）

对照组（n=30） 治疗前 409.87±34.55 8.35±1.24

治疗后 367.30±26.58△ 11.46±1.90△

研究组（n=30） 治疗前 410.23±36.29 8.41±1.33

治疗后 342.65±21.37△▲ 13.78±2.0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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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认知功能减退初期易被忽略，而杏仁核、

海马体等某些功能脑区对血糖浓度变化极为敏感，

随着神经细胞病理性损害的逐渐进展，大脑皮层与

边缘系统的功能均会受到影响，进而出现信息接收、

识别、空间存储障碍，并可能向痴呆方向发展［4］。

同时，临床研究认为，海马体受损导致的认知功能

较难逆转，且糖尿病病程越长，认知功能下降越为

明显，并可导致海马体萎缩，严重时甚至会引起上、

下运动神经元和锥体外系、小脑系统的整合失调，

导致神经活动与肢体运动的双重障碍［5］。本研究结

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MoCA 总分均有明显改善，

考虑与吡拉西坦等药物能保护和修复神经细胞，提

高大脑细胞活跃度，降低糖代谢紊乱有关。由此可

见，常规治疗在提高患者学习、记忆及思维活动方

面仍有重要价值。但研究组治疗后患者的 MoCA 各

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是因为 rTMS 治疗能够

提高神经的可塑性，促进有效神经通路的形成或恢

复，降低糖尿病对认知功能的损害。

P300 是研究脑高级生理与心理活动的脑干听

觉诱发电位，是内源性心理性成分，不受刺激物特

性的影响，主要与受试者的精神状态、注意程度有

关，反应了大脑对信息或刺激的初步加工［6］。P300
通常在 300ms 左右出现，其潜伏期增加、波幅缩

短，表明患者的记忆、学习功能下降，亦提示患者

会出现行为与情绪方面的异常表现。本研究结果显

示，研究组治疗后患者的 P300 潜伏期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P300 波幅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该结果考虑与以下因素相关：（1）rTMS 治疗能够通

过强烈脉冲，形成局部磁场，提升大脑对刺激的反

应速度，降低大脑对刺激的心理负荷，从而加强患

者对各类信息的处理速度［7］；（2）重复的非靶刺激

与靶刺激能够改变皮层神经细胞的膜电位，从而产

生感应电流，改善脑代谢与神经活动，降低高血糖

对海马体、杏仁核、下丘脑等脑区的影响，进而提

升患者的注意、辨认、决策、记忆等功能［8］；（3）

rTMS 可根据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程度，针对相应脑

区进行功能强化，促进患者对某一任务的脑力投入

及执行能力［9］。值得强调的是，刺激频率、意识状

态不同，P300 电位的变化会有相当的差异，而且糖

尿病女性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程度相对低于男性，

血糖波动较为剧烈时的 P300 潜伏期与波幅会有一定

偏差。因此，在临床检查中是建议结合心理、生活

质量等指标，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判断。

综上所述，rTMS 可显著改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

认知功能，延缓病情进展，但 P300 作为脑干听觉诱

发电位重要的内源性成分，与多种刺激有关，单独

将其作为认知功能的评价指标，尚有不足，且本文

未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情况进行远期随访，rTMS

治疗的远期疗效及局限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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