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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的 STARD（Sequenced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lieve Depression）项目的

定义，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TRD）被认定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机制的药物足

量使用超过 4 周无效”［1］。依据美国的数据，TRD 的

人群患病率超过 1 ％，并且具有明显的反复发作和

慢性化倾向，其自杀率高达 10％～15％［2］。

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是

目前仍然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应用的最古老的手段

之一，英国一项系统性综述得出结论，认为电休克

治疗是治疗难治性抑郁最好的手段，其疗效优于一

线的抗抑郁药物，优于三环类抗抑郁药以及单胺氧

化酶抑制剂［3］。近年来，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stimulation，rTMS）也被广泛应用于精神

疾病的治疗当中，尤其是对重性抑郁症治疗报道很

多，美国精神科协会（APA）2012 年报告，重复经

颅磁刺激治疗不仅可以显著地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急

性期症状，而且疗效会更持久［4］。由于经颅磁刺激

治疗不需要进行麻醉，也不会出现癫痫发作，因此

它比电休克更为安全，在对记忆的影响方面更具优

势，ECT 会引起部分患者的记忆损害，而经颅磁刺

激不仅对记忆无任何不良影响，还会改善患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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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痉挛电休克及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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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无痉挛电休克（mECT）和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于改善难治性抑郁症

住院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我院住院治疗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64 例，按照年龄、性别和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评分进行配对，每对患者随机选择进行 mECT 治疗或 rTMS 治疗，治疗周

期均为 4 周，治疗后均进行 HDRS 测量。结果　两组治疗后的 HDRS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大幅度下降

（P< 0.05），但是 mECT 组的减分明显高于 rTMS 组（t = 4.271，P= 0.001）；rTMS 治疗在改善患者的认

知障碍上优于 mECT 治疗，而 mECT 治疗在改善迟缓和绝望感方面更为突出。结论　mECT 治疗和

rTMS 治疗均可有效缓解难治性抑郁患者的临床症状，但是 mECT 的即时疗效明显高于 rTMS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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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and re-（mECT）and re-mECT）and re-）and re-and re-

petitive transcranial stimulation（rTMS）on the in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rTMS）on the in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rTMS）on the in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on the in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on the in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TRD）.（TRD）.TRD）.）.. Methods  There 

were 64 inpatients with TRD，who were equipped with 32 pairs by age，gender and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who were equipped with 32 pairs by age，gender and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who were equipped with 32 pairs by age，gender and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gender and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gender and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 In each pair，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HDRS）. In each pair，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HDRS）. In each pair，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 In each pair，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 In each pair，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the patient was chosen to be treated with mECT or rTMS by random. Both the two 

treatments lasted 4 weeks and the HDRS was assessed shortly after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s. Results  Both the treat-

ment by mECT and rTMS declined the score of HDRS（（P<0.05），but the mECT was superior on the redcution of HDRS），but the mECT was superior on the redcution of HDRSbut the mECT was superior on the redcution of HDRS

（t =4.271，，P=0.001）；as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the rTMS was more competitive，while the mECT）；as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the rTMS was more competitive，while the mECTas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the rTMS was more competitive，while the mECT，the rTMS was more competitive，while the mECTthe rTMS was more competitive，while the mECT，while the mECTwhile the mECT 

did much better on the items of “retardat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Conclusions  Both the treatment of mECT and 

rTMS could improve the severity of TRD effectively，but the mECT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TRD.，but the mECT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TRD.but the mECT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T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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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记忆和复述能力［5］。两种方法对于难治性抑郁症

的临床疗效上是否有区别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

致的结论：Micallef-Trigona［6］进行系统综述后认为无

痉挛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效果远大于 rTMS；而另

一些研究则认为两者在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方面

不相上下［7］。本研究旨在考察这两种治疗对中国的

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疗效方面的差别，以更好的指导

临床服务。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选自在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

住院治疗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入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

1.1.1　纳入标准　入组的标准为：①本次抑郁

症符合美国 DSM- Ⅳ中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本

次发病已使用过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药理机制的抗

抑郁药物最大剂量治疗 4 周的时间，但疗效不佳；③

HAMD（17 项）总分＞ 18 分；④年龄 18-40 周岁；⑤

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包括：①有酒精或其

他物质滥用历史的患者；②有神经系统疾病史或其他

影响本次实验的躯体疾病史的患者；③有癫痫发作风

险的患者；④脑内植入金属材料的患者；⑤有躁狂发

作史或双相障碍家族史；⑥入组前有接受过 ECT 治

疗或 rTMS 治疗的患者；⑦有麻醉过敏史的患者。

按照上述标准，共收集病例 64 例，按照年龄、

性别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评分进行配对，

共有 32 对，其中男性 18 对，女性 14 对，平均年龄

27.5±5.4 岁；随机分配行 rTMS 治疗或 mECT 治疗。

1.2　干预方法 

1.2.1　mECT 实施方法　患者于每周一、三、五

行 mECT 治疗，共进行 4 周，12 次为 1 个疗程。治

疗结束后进行 HDRS 评分，对比治疗前的评分，计

算分值变化。

1.2.2　rTMS 治疗方法及治疗参数　采用丹麦进

口的 Medtronic 公司生产的 MagPro R30 经颅磁刺激

仪，使用 MCF-B65 静态液冷“8”字型线圈。rTMS

组将线圈正面的中心位置放置于左侧 DLPFC 部位并

与头皮相切。刺激强度为 80％运动阈值，每天的刺

激脉冲总数为 1200，每天干预 1 次，总刺激时间约

为 20min。每周工作日每天 1 次，共 5 次，休息 2 天；

共干预 4 周，累计 20 次。

1.3　抑郁症状评估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由汉密尔顿（Hamilton）于 1960 年编制。本量

表有 17 项、2l 项和 24 项等 3 种版本，本研究采用

24 项版本。其因子可以归为七类：焦虑 / 躯体化、体

重、认知障碍、日夜变化、迟缓、睡眠障碍及绝望

感。在记分上分总分和因子分。总分即所有项目得

分的总和。总分超过 35 分可能为严重抑郁；超过 20
分，可能是轻或中度的抑郁；如小于 8 分，则没有抑

郁症状。

1.4　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应用 Epidata 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x±s）来表示。

所应用的统计方法包括配对 t 检验和成组 t 检验。

2　结果

2.1　mECT 治疗前后的 HDRS 评分变化

经过 mECT 治疗 4 周后，在焦虑 / 躯体化、认知

障碍、迟缓、睡眠、绝望感和总分方面均较治疗前

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mECT治疗4周后的HDRS评分变化（x±s）

比较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焦虑/躯体化 2.55±0.54 1.94±0.60 4.265 0.001
体重 0.95±0.21 0.87±0.19 1.632 0.132
认知障碍 4.79±1.24 3.43±1.12 4.278 0.001
日夜变化 1.96±0.46 1.87±0.44 0.804 0.423
迟缓 8.82±2.45 6.94±2.13 3.241 0.003
睡眠障碍 4.78±1.23 3.81±1.15 2.112 0.045
绝望感 3.89±1.15 2.53±0.96 5.209 0.000
总分 27.74±6.65 20.58±5.29 4.973 0.000

2.2　rTMS 治疗前后的 HDRS 评分变化

经过 rTMS 治疗 4 周后，患者在焦虑 / 躯体化、

认知障碍、睡眠和总分方面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

异（P<0.05），剩余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2。
表2　rTMS治疗4周后的HDRS评分变化（x±s）

比较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焦虑/躯体化 2.60±0.55 2.04±0.59 3.712 0.002
体重 0.94±0.19 0.88±0.21 1.217 0.231
认知障碍 4.83±1.24 2.84±0.97 6.875 0.000
日夜变化 1.91±0.48 1.83±0.46 0.464 0.631
迟缓 8.91±2.54 7.36±2.23 1.795 0.078
睡眠障碍 4.82±1.30 3.61±1.17 2.612 0.015
绝望感 3.86±1.21 3.23±1.11 2.171 0.039
总分 27.85±6.70 21.52±5.04 3.258 0.003

2.3　mECT 治疗和 rTMS 治疗后患者 HDR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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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分比较

将 mECT 治疗后患者的 HDRS 评分减分与 rTMS

治疗的相比较，发现对于认知障碍改善方面，rTMS

治疗优于 mECT 治疗；而对于迟缓和绝望感的改善方

面，mECT 治疗的效果更为突出；在总分比较方面，

mECT 治疗则更为突出，见表 3。
表3　mECT治疗和rTMS治疗后患者HDRS评分减分比较

比较项目 mECT治疗 rTMS治疗 t P
焦虑/躯体化 0.60±0.18 0.56±0.15 1.384 0.178
体重 0.08±0.02 0.07±0.02 1.231 0.221
认知障碍 1.36±0.42 1.99±0.55 -4.846 0.000
日夜变化 0.09±0.03 0.08±0.02 1.285 0.214
迟缓 1.88±0.51 1.55±0.46 2.706 0.009
睡眠障碍 0.97±0.32 1.23±0.41 1.179 0.256
绝望感 1.36±0.34 0.83±0.28 6.629 0.000
总分 7.58±1.49 6.32±1.34 4.271 0.001

3　讨论

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是目前精神卫生服务领

域中的一项严峻的挑战，McLoughlin 等［8］报告称有

30 ％的重型抑郁症患者对于治疗缺乏反应而被诊断

为难治性抑郁症，其中 ECT 治疗对其有效率高达

50～85 ％，国内研究则认为其治愈率几近 90.5 ％，

因而认为 mECT 是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一种快速、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本研究发现，mECT 治疗可

以有效缓解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见表 1）。

rTMS 治疗也可以显著改善难治性抑郁症的严重程

度，在治疗前后对比患者的 HDRS 评分（表 2）可以

发现，治疗前后的评分具有明显的差异。两种治疗

都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 / 躯体化症状、认知功能

障碍和睡眠方面的症状。

从表 1 还可以看到 mECT 治疗对于抑郁症状的

改善方面，“体重”和“日夜变化”两项在治疗前后的

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而 rTMS 治疗则有三项，分量

表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分别为“体重”、“日夜

变化”和“迟缓”（见表 2）。由此可见，mECT 治疗

改善患者的症状更为全面，而且在症状改善程度方

面，mECT 治疗要优于 rTMS 治疗（见表 3）。国内任

艳萍［9］等研究也发现，在改善抑郁症状方面，rTMS 

治疗作用较 mECT 治疗作用弱；这与本研究的结论

相一致。该结果可能与这两种治疗改善难治性抑郁

症患者的机理不同有关。有关 mECT 治疗的作用机

制，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研究指出，

应用 mECT 治疗后，患者的海马及前额叶皮层的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水平有显著的升高，从而认为 mECT 抗抑

郁治疗的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 BDNF 的表达，恢复

神经元可塑性，促进神经元存活，从而缓解抑郁症

状［10］。动物实验也表明，mECT 治疗可能通过上调

海马 GAD65 表达，升高 GABA 含量，改善抑郁症

状［11］。这都提示 mECT 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特定脑组

织的神经内分泌代谢状况而达到治疗的目的。rTMS

治疗可以通过刺激患者的左侧前额叶，特别是在

Broadman 的 BA9 和 BA46 区神经细胞兴奋性，继而

影响γ-GABA、Glu、DA 等多种神经递质的活动［12］，

从而最终达到治疗的目的。由此可见，mECT 治疗途

径较 rTMS 治疗更为直接，因此其改善抑郁症状的范

围和程度也优于对方。

本研究还发现，尽管 mECT 治疗以缓解患者的

迟缓和绝望感见长，但在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

方面，则明显不及 rTMS 治疗。这可能与 mECT 治疗

过程中，使用麻醉剂有关。本课题组以往研究表明，

mECT 治疗短时间内会引起患者可逆性的记忆障碍。

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应

该对难治性患者先实施 rTMS 治疗，在治疗效果不明

显后，再改用 mECT 治疗［13］。这无疑是权衡了两种

治疗的安全性之后得出的结论，但同时也说明这两

种治疗都是治疗难治性抑郁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样本量偏小，而且没有评估

两种治疗手段的副反应，今后研究在积累样本量的

同时，会加入副反应的评估，从而为合理有效的干

预难治性抑郁症提供更加详实、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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