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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叶癫痫患者发作间歇期脑电图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郭馨文 1 、 曹香燚 1 、 胡湘蜀 2 、 李　花 2 、 李淡芳 2 、 温金峰 1 、 潘集阳 3

【摘要】目的　探讨颞叶癫痫发作间歇期脑电生理信号变化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2018 年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手术治疗的 26 例颞叶癫痫患者，采用立体定向脑电图（SEEG）采

集癫痫发作间歇期的脑电生理信号，采用 HAMD-24 评价抑郁症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1. 

HAMD-24 量表总分与颞中回前部 SEEG 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标准方差、全频段总功率、delta 功率及 

theta 功率相关系数显著（r=0.479，P=0.018；r=0.486，P=0.016；r=0.414，P=0.044；r=0.439，P=0.032；

r=0.410，P=0.046）。2. HAMD-24 量表睡眠因子与颞中回前部 SEEG 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标准方差、

全频段总功率、alpha 功率及 delta 功率相关系数显著（r=0.463，P=0.023；r=0.469，P=0.021；r=0.441，

P=0.031；r=0.453，P=0.026；r=0.453，P=0.026）。3. 不伴抑郁组与伴抑郁组在颞中回前部 SEEG 波 幅

绝对平均值与波幅标准方差两个特征值中存在显著差异（t=2.182，P=0.041；t=2.214，P=0.042）。结

论　颞叶癫痫发作间歇期颞叶外侧脑电功率值的变异性可能与抑郁及睡眠症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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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tereotactic electroencephalogram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em-
poral lobe epilepsy　　GUO Xinwen, CAO Xiangyi, HU Xiangshu, 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Guangdong 999 Brain Hospital, Guangzhou 51051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brain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the intermiss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ethods　26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

lepsy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Guangdong Sanjiu brain hospital from 2016 to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EG signals of epileptogenic interval were collected by stereotactic electroencephalogram（SEEG），and the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by HAMD-24. Results　1. The total score of HAMD-24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b-

solute mean amplitude，standard deviation of amplitude，total power of whole frequency band，delta power and theta 

power of ante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r=0.479，P=0.018；r=0.486，P=0.016；r=0.414，P=0.044；r=0.439，

P=0.032；r=0.410，P=0.046）.2. The sleep factor of HAMD-24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bsolute mean 

amplitude，amplitud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mplitude，full band total power，alpha power and delta power of ante-

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 were（r=0.463，P=0.023；r=0.469，P=0.021；r=0.441，P=0.031；r=0.453，P=0.026；

r=0.453，P=0.026）；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solut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SEEG ampli-

tude in 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middle temporal gyrus between the group without depression and the group with depression

（t =2.182，P=0.041；t =2.214，P=0.042）. Conclusion　The variability of lateral temporal lobe EEG power during 

the intermiss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ay be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sleep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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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1.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心理科（广州，510510）；2.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癫痫中心；3. 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郭馨文（1984.6-），女，广东广州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抑郁障碍的电生理机制。

［通讯作者］温金峰（Email：jfwen2000@126. com）；潘集阳（Email：jiypan@163. com）。

抑郁障碍是颞叶癫痫常伴发的精神障碍，既往

研究数据显示［1］22％的颞叶癫痫患者终生伴有严重

抑郁障碍，14.6％的患者曾患过一年抑郁症，且共病

抑郁障碍的癫痫患者自杀率是普通人的 10 倍［2］，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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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患者编号 性别 年龄（岁） 病程（年） 埋置深部电极数量 埋置位置 手术方式 术后病理

1 男 33 15 6 左颞区 左前颞病灶切除术 FCD IIa

2 男 25 24 13 右颞岛区 右颞病灶切除术 FCD Ia

3 女 39 12 14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c

4 男 29 17 13 双颞区 左颞病灶切除术 FCD IIIa

5 男 34 20 15 双颞区 右前额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6 男 25 18 14 左额颞区 右侧颞岛叶病灶切除术 FCD Ib

7 女 23 18 11 左颞区 左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8 男 28 27 14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9 女 20 16 15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10 男 29 19 14 双颞区 右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11 男 19 11 15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12 女 29 14 15 双颞区 右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IIa

13 女 31 19 13 双颞区 右颞病灶切除术 FCD Ic

14 男 19 11 7 左颞区 左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15 女 24 2 14 左颞岛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Ⅲa

16 男 26 6 12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17 女 25 6 13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18 女 25 10 13 右颞岛区 右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19 男 26 20 5 左颞区 左额颞叶病灶切除术 FCD Ib

20 男 27 6 11 左颞区 左前颞叶病灶切除术 FCD Ib

21 女 24 23 13 双颞区 左前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22 男 29 26 15 双颞区 左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b

23 男 22 19 13 左颞区 左前颞岛病灶切除术 FCD IIIA

24 男 24 11 12 左颞区 左额颞病灶切除术 FCD IB

25 男 24 6 5 左颞区 左颞病灶切除术 FCD Ⅲa

26 男 40 20 15 双颞区 右前颞叶病灶切除与颞叶内侧全段切除术 FCD Ib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病情预后。但癫痫患者共

病抑郁常被忽视，一个原因可能是癫痫相关抑郁症状

的个体差异较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将癫痫共病

抑郁误认为是癫痫发作或服用抗癫痫药（antiepileptic 

drugs，AEDs）引起的副作用。既往对颞叶癫痫伴发

的抑郁障碍的脑电研究往往采用头皮电极，且混杂

着癫痫发作的不同阶段，随着癫痫发作间歇期在癫

痫病理机制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回顾性分

析 2016～2018 年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手术治疗的 26 

例颞叶癫痫患者，采用立体定向脑电图（SEEG）评价

癫痫发作间歇期间神经电生理信号变化，试图探讨

颞叶癫痫患者共病抑郁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纳入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于广东三九

脑科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26 例颞叶癫痫患者，

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9 例。年龄在 19～40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26.88±5.30）岁。病程 2～26 年，平均

病程为（15.23±6.72）年。纳入标准为：（1）抗癫痫

药物正规治疗且血药浓度有效范围内；（2）癫痫发

作频繁，每月至少 4 次以上；（3）癫痫病程观察时

间达 2 年以上，癫痫发作仍不能控制且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4）临床病史、头皮脑电 EEG 及影像学表

现符合颞叶内侧癫痫的诊断；（5）术后病理诊断为

海马硬化。其它临床资料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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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部电极植入方法 

所有患者均通过临床症状学、影像学、头皮脑

电图等非侵入性手段进行评估定位，提出了致痫灶

可能位置的假设，并确定颅内电极覆盖的区域。在

植入术前，将 CT、MRI 及增强图像传入 ROSA 系

统，使用 ROSA 系统三维融合软件设计出深部电极

植入方案（植入靶点设于各个致痫灶假设区域，路

径尽可能垂直于大脑表面，并应完全避开 MRI 增强

所显示的血管，并根据植入路径长度选用合适的深

部电极）。术中患者取仰卧位，Mayfield 头架固定，

并与 ROSA 机器人连结臂固定。ROSA 自动行无标记

点的面部激光扫描注册。随后常规安尔碘消毒、铺

巾，机器臂套无菌透明罩。在 ROSA 机器人精确引

导下，逐个靶点进行经皮钻孔，单极电凝灼开硬脑

膜，将深部电极植入术前计划的靶点。确定电极工

作正常后，缝合固定。术毕行 CT 复查，CT 图像传

入 ROSA 系统，与术前 MRI 融合，由此判断电极位

置是否埋置准确。埋置电极后进行颅内脑电图长程

监测，根据发作起始区和发作早期原始受累结构确

定切除范围，最终手术治疗［3］。

1.3　SEEG 数据处理与分析

（1）将颅内脑电图长程监测原始数据全部导出

为 EDF 格式；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每个人随机选取 3 

段数据，每段数据选取 5 分钟；（3）根据术后结果，

选取病灶侧颞中回前部的电极触点（P10）和颞中回

前部的电极触点（H10）；（4）对中两个颞中回触点

数据分别进行小波带通滤波，频段为 0.5Hz-32Hz；

（5）无重叠窗提取 2s 窗宽（3*5*60/2=450 窗 / 人）；

（6）在 5 的基础上，提取波幅绝对平均值（mean）

和标准方差（SD）特征；（7）在 5 的基础上，小波变

换提取 delta、theta、alpha、beta 频段；（8）在 5 的

基础上，提取功率值特征；（9）在 5 的基础上，提

取样本熵 SampEn 特征。

1.4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定 

由 2 名精神科主治医生根据 26 例颞叶癫痫患者

在癫痫发作期间的情绪症状共同填写 24 项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scale，HAMD-24），计

出量表的总分以及各因子分。

1.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 .0  对 SEEG 处理后各特征值及 

HAMD-24 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统计，SEEG 

各特征值与 HAMD-24 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关

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两组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颞中回中部 SEEG 抽取各特征值分别与 

HAMD-24 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做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颞中回中部各特征值与 HAMD-24 

量表的总分及各因子之间无显著的的相关。

2.2　颞中回前部各特征值与 HAMD-24 量表的

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HAMD-24 总分与波幅绝对

平均值、波幅标准方差、全频段总功率、delta 功

率及 theta 功率相关系数显著（r=0.479，P=0.018；

r=0.486，P=0.016；r=0.414，P=0.044；r=0.439，

P=0.032；r=0.410，P=0.046）。HAMD-24 量表中

的睡眠因子与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标准方差、全

频段总功率、alpha 功率及 delta 功率相关系数显著

（r=0.463，P=0.023；r=0.469，P=0.021；r=0.441，

P=0.031；r=0.453，P=0.026；r=0.453，P=0.026）。

图 1 为 HAMD-24 总分与波幅绝对平均值的拟合曲

线，可以看出 HAMD-24 量表总分越大则波幅绝对

平均值越高。HAMD 量表总分与波幅标准方差、全

频段总功率、delta 功率及 theta 功率的关系趋势图与

图 1 相似。

表2　颞中回前部各特征值（*10-5）与HAMD-24 量表的相关分析

波幅绝对平均值 波幅标准方差 全频段总功率 样本熵（*10-2）alpha 功率 beta 功率 delta 功率 theta 功率

HAMD 总分 r 值 0.479 0.486 0.414 0.185 0.345 0.267 0.439 0.410

P 值 0.018 0.016 0.044 0.386 0.099 0.207 0.032 0.046

睡眠障碍因子
 

r 值 0.463 0.469 0.441 0.119 0.453 0.374 0.453 0.374

P 值 0.023 0.021 0.031 0.580 0.026 0.072 0.026 0.072

2.3　伴 / 不伴抑郁的颞叶癫痫患者颞中回前部

各特征值比较

根据 HAMD-24 量表得分，将颞叶癫痫患者分

为伴抑郁组（HAMD-24 总分大于 / 等于 8 分）12 例、

不伴抑郁组（HAMD-24 总分小于 8 分）14 例。将

两组颞中回前部各特征值（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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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状是癫痫患者常见伴发症状，尤其是慢

性颞叶癫痫、难治性癫痫发生的比率更高［4］。癫痫

患者抑郁症状可出现在一次发作之前、发作期、一

次发作后，或发作的间歇期。发作间歇期常见不典

型的抑郁症状，呈慢性病程，间断出现多种形式组

合的抑郁症状，常有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天的症状缓

解期或者短时间的欣快感。Kanner 等在连续 100 例

顽固性部分性癫痫患者，要求他们填写一个问卷，

回答在发作清醒后 72 小时内出现哪些精神症状，47 

例中有一半以上的发作后，出现丧失兴趣、无能为

力、沮丧、自罪、自杀想法等抑郁症状［5-7］。

立 体 定 向 脑 电 图 （ S t e r e o t a c t i c 

Electroencephalogram，SEEG）是通过手术植入脑组

织的电极，用以记录深部脑区的脑电图信号，可以

用以研究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放电数据。Ebersole 

和 Pacia 发现，在头皮上记录到的发作期放电并不

反映发作起始部位的皮质电活动，而为发作期放电

扩散的结果，立体定向脑电图颅内记录证明，局限

于海马的放电并不在头皮脑电上产生相应的电活动，

外侧颞叶癫痫发作起始时在颅内记录见到 20～40Hz 

的电活动，而头皮脑电图却表现为广泛背景电活动

的抑制，继而颅内记录和头皮脑电图都出现不规则

的 2～4 Hz 发作期放电［8］。

迄今为止，较少研究探讨癫痫患者情感障碍中

网络功能障碍的神经生理学特征。考虑到心境障碍

症状的慢性持续性，部分研究者假设这些症状可能

是由发作间期功能障碍而不是癫痫发作期间相对短

暂的神经变化所导致的。因此，确定发作间歇期的

网络活动是否存在差异，可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了解

癫痫共病抑郁障碍的共病机制。

本研究对癫痫患者使用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24）评估患者被植入 SEEG 两周内的情绪

症状，并与 SEEG 信号特征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发现：26 例颞叶癫痫患者的 HAMD-24 总分与颞中

回前部各特征值中的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标准方

差、全频段总功率、delta 功率及 theta 功率相关系数

显著。HAMD-24 量表中的睡眠因子与颞中回前部各

特征值中的波幅绝对平均值、波幅标准方差、全频

段总功率、alpha 功率及 delta 功率相关系数显著。

将两组颞中回前部各特征值进行比较发现，不

伴抑郁组与伴抑郁组在波幅绝对平均值与波幅标准

方差两个特征值中存在显著差异（t =2.18，P=0.04；

t =2.21，P=0.04）。与 Scangos 等对边缘系统中前扣

带回、眶额皮层、杏仁核及海马脑区神经活动进行

主成分分析发现 beta 功率值与 PHQ-10 抑郁症状得

分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研究结论一致［9］，推测此发现

反映了边缘网络中被破坏的局部 beta 和远距离 theta

和 alpha 脑组织网络内连接中断。

海马，以及邻近的海马旁回、齿状回，与边

缘系统的其他结构存在复杂的神经纤维联系，形

成了海马特殊环路，在情绪活动中具有“放大器”

效应［10］，是颞叶癫痫患者的情绪网络研究中的热

点［11］。有研究表明，海马体积以及海马的神经递质

失衡与抑郁障碍发作的频率及严重程度有关［12-13］。

标准方差、全频段总功率、delta 功率及 theta 功率）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如表 3 所示，结果提示不伴

抑郁组与伴抑郁组在波幅绝对平均值与波幅标准方

差两个特征值中存在显著差异（t =2.182，P=0.041；

t =2.214，P=0.042）。

表3　伴/不伴抑郁的颞叶癫痫患者颞中回前部各特征值（*10-5）比较表

波幅 绝对平均值 标准方差 全频段总功率 样本熵（*10-2）alpha 功率 beta 功率 delta 功率 theta 功率

不伴抑郁组（14） 1.54±1.10 1.95±1.36 0.10±0.17 8.73±3.21 0.01±0.02 0.008±0.015 0.08±0.13 0.02±0.03

伴抑郁组（12） 2.96±2.01 3.78±2.60 0.26±0.26 9.58±3.61 0.02±0.03 0.014±0.015 0.22±0.22 0.05±0.06

t 2.182 2.214 1.662 0.564 1.236 1.085 1.917 1.546

P 0.041 0.042 0.113 0.581 0.232 0.291 0.071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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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inical research

本研究使用连通性分析及相关分析探讨 SEEG 杏仁

核触点与海马触点的神经元放电规律，但未发现这

两个重要的负责情绪唤醒的脑区与抑郁情绪量表

（HAMD-24）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相关。这

与 Kirkby 等跨被试建立的杏仁核与海马连通性 beta 

波变异与情绪恶化（采用的情绪状态 10 级评分法）

显著相关的结果不一致［14］。可能与本研究数据的样

本量较小有关；其次，与颅内电极的置放是以临床症

状为导向、并不是所有的被试都在同一脑区放置电

极有关；再者，虽然本研究均采用的是癫痫发作间歇

期的脑电活动，仍然有可能存在不导致行为发作的

癫痫样放电活动，从而影响到数据的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从脑功能失调的生物学角度探讨了癫痫

患者存在或不存在抑郁症状的颅内电极特征，证明

颞叶癫痫患者发作间歇期脑电功率值的变异性越大，

该患者越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睡眠障碍及焦虑症

状，为癫痫共病抑郁障碍的病例机制研究提供神经

电生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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