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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 P300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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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事件相关电位 P300 在抑郁症不同研究角度都有大量的研究，近几年一些新视角的研究

补充了以往研究的空缺。本文从事件相关电位 P300 与抑郁症、P300 在单双相抑郁及抑郁不同分型

中的应用、P300 与脑源定位技术相结合在抑郁症中的应用及 P300 对抑郁症严重程度和疗效评估 4

个角度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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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属于心境障碍，是一类高患病率、高疾

病负担、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慢性精神疾病［1］。

在中国，一项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时间段中涉及我

国 31 个省的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抑郁症

的终身患病率为 6.8％［2］。P300 是事件相关电位的一

个内源性成分，不受物理特征影响，与被试的精神

状态和注意力有关，有很好的稳定性。P300 潜伏期

反映认知反应速度；P300 波幅反映了被试投入到任

务中的脑力资源的多少。近年来 P300 在抑郁症不同

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角度，本文就 P300 在抑郁症中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抑郁症的诊断、鉴别及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

一　P300与抑郁症

国内外关于抑郁症 P300 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

有着较高的一致性。P300 被公认为是抑郁症认知功

能损害评定的一种可靠的客观指标，通过捕捉毫秒

级的信息，反映大脑皮质活动，是无损伤的脑认知

检测技术。不少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变

化可能早于抑郁症的其他症状，有研究者提出抑郁

症患者出现的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是独立于情感症状

外的核心症状之一［3］。其中比较统一的研究结果是

抑郁症较正常对照 P300 的潜伏期延长，振幅降低［4］，

提示抑郁症认知加工变慢，并且对消极信息投入更

多的注意，这与抑郁症的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

情绪低落、认知功能减退等临床特征吻合［1］。Delle-

Vigne 等［5］通过对焦虑抑郁组学生和健康组学生的听

觉（audio，A）、视觉（visual，V）、双峰一致（bimodal 

congruent，AVC）和双峰不一致（bimodal incongruent，

AVI）刺激的怪球范式的研究，发现健康组 AVC 刺激

的 P300 振幅高于对单峰（A 或 V）或 AVI 刺激的振

幅，而焦虑抑郁组的双峰一致性刺激效应受损，这

表明焦虑抑郁状态已经改变了大脑对刺激的整合反

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抑郁患者的认知。但是绝

大多数抑郁症 P300 的研究都没有根据抑郁的不同

表现进行分型，一些研究存在差异可能与未分型相

关，这促使我们深入研究 P300 在抑郁症不同分型中

的差异，来更好地评估其认知。许多抑郁症 P300 的

研究提示抑郁患者在情绪加工时脑优势性半球方面

有异常，很可能是右侧情感半球功能缺损，但关于

异常的具体脑源定位和机制仍是不清楚的，空间准

确性较高的脑源定位技术与 P300 的结合在抑郁症中

的应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少研究发现 P300 潜

伏期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呈正相关，P300 振幅与抑郁

症严重程度呈负相关［6-8］。当然，已经有很多抑郁症

P300 的研究显示抗抑郁药物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认

知，然而，一些较新的治疗技术（物理治疗、心理治

疗等）对抑郁症疗效评估的研究相对偏少，最新研究

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认识，发现 P300 在不

同治疗方式中对抑郁症疗效评估的作用。

二　P300 在单双相抑郁及抑郁不同分型中的

应用

近年来 P300 在单双相抑郁及不同分型的抑郁症

中的研究相继开展。其中单双相抑郁因为鉴别困难

一直都是研究者讨论和关心的热点，很多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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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在事件相关电位的检查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这将从神经电生理角度为我们鉴别单

双相抑郁提供一定的帮助。Zhong 等在一项 meta 分

析中评估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与单

相情感障碍（unipolar disorser，UD）抑郁症患者 P300
的差异，结果发现抑郁发作期和缓解期，BD 患者的

P300 潜伏期均明显长于 UD 患者；与健康对照相比，

缓解期的 BD 患者的 P300 潜伏期仍显著更长，但缓

解期的 UD 患者的 P300 潜伏期已降至正常，因此

P300 潜伏期可作为 BD 和 UD 抑郁障碍的鉴别标志，

也进一步提示我们 BD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损害更严重

而且不能恢复正常［9］。周振等人发现伴精神病性症

状的抑郁 P300 潜伏期显著比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抑

郁障碍要长［10］。Sitges 和 Duschek 等对 17 名轻度抑

郁症纤维肌痛（fibromyalgia，FM）患者、18 名严重

抑郁症 FM 患者和 18 名无痛对照监测事件相关电位

发现 P300 振幅缺少组间差异，这似乎表明由于疼痛

而导致的反应执行没有明显的损害［11］。Baik 等［12］研

究调查了 44 名抑郁症事件相关电位的 P300 成分在 2
种单词刺激下的差异，与消极价位词刺激相比，自

杀行为发生率低的抑郁患者顶区（patietal zone，Pz）

的 P300 振幅在自杀相关词刺激下明显要高，而在自

杀行为率高的抑郁症患者中没有发现这种差异；在自

杀相关词刺激下，抑郁症患者 Pz 处的 P300 振幅与 "

终生自杀意念和企图 " 呈负相关，P300 振幅可以初

步评估抑郁症自杀风险高低。Troup 和 Torrence 等［13］

发现抑郁较非抑郁患者 P3 振幅显著降低，大麻使用

进一步降低了 P3 的幅度，说明大麻和情绪状态相互

作用降低 P3 的振幅，这提醒我们抑郁症合并物质滥

用会加重对抑郁患者的认知损害。以上的研究进展

按单双相抑郁和抑郁是否伴精神病性症状、抑郁症

伴自杀观念、抑郁伴躯体症状、抑郁症合并物质滥

用等不同的抑郁症分型角度分析了 P300 在单双相抑

郁及不同分型抑郁症中的辅助鉴别作用和认知功能

评估作用，虽然目前 P300 在诊断抑郁症方面的作用

有待进一步的确认，但这无疑将启发我们精神科医

师使用无创、简便、经济的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来辅

助性地帮助识别抑郁症不同分型并分析它们之间认

知功能损害的差异。

三　P300 与脑源定位技术相结合在抑郁症中的

应用

P300 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将其与空间分

辨率高的脑源定位技术相结合应用于抑郁症相关的

研究中，能具体地将抑郁症可能损害的相应脑区识

别出来，不仅能从时间和空间分辨角度更加全面地

认识抑郁症认知损害，还可以更好地鉴别抑郁症和

其他精神疾病。Zhou 等［14］将 sLORETA 技术用于探

索听觉 Oddball 范式下 P300 的源激活，结果显示抑

郁症患者表现出较低的 P300 振幅以及较长的 P300
潜伏期；在抑郁症患者中，右岛、中央后回、颞上

回、顶下小叶、颞横回、扣带状回、中央前回、额

中回、额上回、额内侧回和中央旁回中发现了 P300
的源激活减少，这些大脑区域的变化局限于右半球，

提示右半球广泛性功能障碍可能与抑郁症的病理生

理有关。Li 等［15］将 fMRI 约束源模型应用于事件相

关电位中，研究发现：对于 P3a，在合并抑郁和焦虑

症的患者中左侧中央前沟（precentral sulcus，PrCS）

过度活跃，头皮中线的额叶和中央部位出现最高的

P3a 振幅；对于 P3b，抑郁患者在 PrCS 和顶叶后皮质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中表现出右外侧活动

减少，焦虑患者表现为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

PFC）过度活跃，共患病患者在左侧 PFC 和左侧岛叶

活动增加，扣带回、右侧 PrCS 和右侧 PPC 中活动减

少。目前，fMRI 和 sLORETA 技术的应用在我国地市

级甚至省级精神专科医院应用都很少，而这些脑源

定位技术有着简便、精确、高效、无创等优点，因

此这些脑源定位技术值得引入精神专科医院并且我

们精神科医师应该学习如何使用它们来协助日常诊

疗工作。

四　P300对抑郁症严重程度及治疗效果的评估

随着对抑郁症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特点研究的深

入，人们也将视线拓展到 P300 对抑郁症严重程度和

治疗效果评估上来。

事件相关电位在抑郁症严重程度的评估中，比

较一致的结果是 P300 潜伏期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呈

正相关，P300 振幅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Poyraz 等 ［16］发现 P300 潜伏期与抑郁气质评分呈

显著正相关。Nan 等发现 P300 振幅与抑郁症患者

视听双模态任务中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得分呈负相关，说

明视听双模态任务中的 P300 振幅可能反映了抑郁的

严重程度［7］。Zhou 等［8］发现抑郁症患者 F3 电极的

P300 振幅与他们 HAMD-24 得分呈负相关。上述研

究提示我们精神科医师在临床诊断和评估中主观上

难以区分抑郁严重程度时，可以考虑借助于 P300 来

综合评估抑郁障碍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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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在抑郁症疗效的评估中，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抗抑郁药物、心理治疗、物

理治疗等多种治疗方法下 P300 的变化与特点。霍健

和崔誉文等［17］通过比较帕罗西汀组（对照组），帕罗

西汀联合奥氮平组（观察组）治疗前后 HAMD 量表

减分率和治疗后 P300，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观察组 HAMD 减分率显著更高、P300 潜伏期缩短

更显著、P300 振幅增加更显著，说明帕罗西汀联合

奥氮平治疗抑郁症抑郁症状较帕罗西汀单药治疗更

好并且对认知功能改善更明显。王金成等［18］发现老

年抑郁症患者在帕罗西汀结合经颅磁治疗的实验组

的治疗后和治疗后 3 个月，和帕罗西汀对照组相比，

试验组 Fz 和 Cz 的 P300 波幅较大，试验组 Fz 和 Cz

的 P300 潜伏期较短，说明经颅磁治疗能改善抑郁症

认知。Sanger 等［19］发现 P3b 的平均幅度在为期 8 周

的正念训练组中保持不变，而对照组 P3b 平均振幅

下降，发现青少年的校内正念训练可以降低抑郁症

的易感性。综上所述，通过对 P300 在不同治疗方式

治疗抑郁症前后的监测，我们可以从神经电生理学

角度评估不同治疗手段对抑郁障碍的疗效，事件相

关电位 P300 将成为今后抑郁症患者疗效评估可靠的

辅助检查。 

五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事件相关电位 P300 在抑郁症中的研

究不断增多和深入，目前比较一致观点是抑郁症患

者的 P300 潜伏期延长，波幅下降。P300 对单双相抑

郁及不同分型抑郁症可起到辅助鉴别作用，在抑郁

症严重程度的评估方面比较一致的结果是 P300 潜伏

期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呈正相关、P300 振幅与抑郁症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P300 在评估抗抑郁药物、物理

治疗及心理治疗等不同治疗方式对抑郁症的疗效中

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将 P300 与脑源定位技术（如

fMRI、sLORETA）结合，通过时间和空间高分辨率

角度初步分析了抑郁症认知功能受损的神经解剖机

制。因为 P300 在几种精神疾病中都有着共同特点，

使其作为诊断指标的特异性较小，未来我们可以尝

试在不同精神疾病中将事件相关电位 P300 与影像

学、脑源定位技术及生物学指标（如激素、神经递

质、炎症因子、基因检测等）结合后综合分析，发

现更多属于抑郁症的特异性指标。随着更多关于事

件相关电位 P300 的深入研究，其在抑郁障碍的诊

断、治疗及预后评估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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