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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盐合并右前额皮质 rTMS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的疗效研究

苏海陵 、 王　翠 、 黄欣伟 、 马翠翠 、 张　进 、 付新慧

【摘要】目的　探讨心境稳定剂丙戊酸联合右侧前额叶皮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双相障

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 100 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组和药物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丙戊酸进行基础治疗，联合组

同时给予 rTMS 刺激治疗，连续治疗 14 d（1 次 /d），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差异。结果　治疗前，两组

患者的 BRMS、CGI-BP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7d、14d 后，联合组的 BRMS、CGI-

BP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药物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丙戊酸联合 rTMS 治疗双

相障碍躁狂发作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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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mood stabilizers combined with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rTM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mania　SU Hailing，WANG Cui，HUANG Xinwei，et al. The fifth dearpment of Psychiatry，Kangning hospital of 
Jinzhou city，Liaoning province，Jinzhou 1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od stabilizers combined with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rTM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mania.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bipolar mania in our hospitalwere selected and random-

ly divided into combination group and drug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valproic acid basic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combination group were given rTMS stimulation therapy with continuous 

treatment for 14 d（1 times/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observed i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he BRMS，

CGI-BP score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After treatment 7d，14d，the 

BRMS and CGI-BP scores in patients of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of drug group

（P<0.05）. Conclusion Mood stabilizers and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rTMS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mania 

can get good effect and low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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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躁狂是一类慢性反复发作的精神疾病，

现阶段主要使用心境稳定剂治疗。心境稳定剂又称

抗狂躁药物，具有一定的治疗躁狂及预防双向双相

障碍躁狂发作的效果，且不会诱发抑郁及躁狂发作，

目前主要包括锂盐（碳酸锂）和某些抗癫痫药物卡

马西平及丙戊酸盐等［1］。研究［2］发现高频率重复经

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大脑右侧背外前额叶皮质可明显改善狂躁患

者的临床症状。本研究在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

给予心境稳定剂丙戊酸的基础上加用 rTMS 治疗，探

讨了心境稳定剂丙戊酸联合右侧前额叶皮质 rTMS 治

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效果，旨在进一步评价

rTMS 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意义和安全性，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 100
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联合组和药物组各 50 例。联合组 50 例，其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19~52 岁，平均 37.1±13.0 岁，

病程 0.5~2 年，平均 1.1±0.5 年，躁狂量表（Bech-

Rafaelsen Mania Rating Scale，BRMS）评分 29.8±5.6 

分，平均发作次数 3.4±1.5 次。药物组 50 例，其中

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1~50 岁，平均 38.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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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标准

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3］：（2）患者年龄范围 18~59 岁；（3）BRMS 评分

≥ 18 分；（4）治疗前检测患者的肝肾心功能均正常；

（5）治疗方案获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研究方法

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2　排除标准　（1）近 MRI、CT 发现颅内肿

瘤病变的患者；（2）合并其他精神疾病、成瘾性药

物的患者；（3）体内置入有金属器械、心脏起搏器

的患者；（4）既往具有免疫功能疾病、服用糖皮质

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丙戊酸钠缓释片（国药准字

H20010595）进行基础治疗，每天 0.5~2.0g，不合用

其他抗精神病药。联合组同时给予 MAGPER02R30
型 rTMS 刺激治疗，连续治疗 14 d（1 次 /d，20min/

次）。治疗参数：线圈放置与颅骨平行，刺激频率

20Hz，治疗部位为右前额叶（F3 和 F4 位置），刺激

强度为 80％的运动阈值［4］。对照组在参数不变的情

况下，给予线圈放置与颅脑垂直方向，使患者产生

被治疗的感觉，但理论上不会对大脑皮质产生刺激。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7d、14d 的躁狂

量表（BRMS）评分变化，采用临床总体印象量

表 - 双相障碍版（Clinical grobal impressions scale-

bipolardisorder，CGI-BP）评分的变化情况；依据

BRMS 的减分率进行临床效果判断：减分率 =（治

疗前 - 治疗后）/BRMS 治疗前评分 ×100％；痊愈：

BRMS 的减分率≥ 75％；显著改善：BRMS 的减分率

范围 50％~74％；好转：BRMS 的减分率范围 25％

~49％；无效：BRMS 的减分率范围 <25％［5］。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AS10.0 软件处理，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百分

比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BRM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RM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7d、14d 后，联合组的 BRMS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药物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BRM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7d 治疗14d

联合组 50 29.80±5.61 15.23±5.02* 10.03±3.12*

药物组 50 30.62±6.73 17.82±5.83* 12.51±3.54*

t值 0.66 2.49 3.93

P值 　 0.50 0.04＆ <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同一时间点两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CGI-BP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CGI-BP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7d、14d 后，联合组的 CGI-

BP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药物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CGI-BP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7d 治疗14d

联合组 50 5.52±0.74 3.83±0.69* 2.24±0.65*

药物组 50 5.43±0.81 4.28±0.70* 2.75±0.68*

t值 0.60 3.38 4.00

P值 　 0.54 0.02＆ <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同一时间点两组比较

P<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治疗 14d 后，联合组患者的愈显率 86.00％显著

的高于药物组患者的 68.00％（P<0.05）；联合组的总

岁，病程 0.5~3 年，平均 1.3±0.7 年，BRMS 评分 

30.6±6.7 分，平均发作次数 3.2±1.3 次。两组患者

的年龄、性别、BRMS 评分、发作次数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病程（年） 躁狂量表评分 躁狂发作次数 丙戊酸盐剂量（g）

观察组 50 32/18 37.1±13.0 1.1±0.5 29.8±5.6 3.4±1.5 1.0±0.4

对照组 50 28/22 38.9±12.7 1.3±0.7 30.6±6.7 3.2±1.3 1.1±0.4

χ2/t值 0.67 0.70 1.64 0.65 0.71 0.73

P 0.41 0.49 0.10 0.52 0.48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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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96.00％高于药物组的 92.00％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表 4）。
表4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著
改善

好转 无效 愈显率（％）
总有效率

（％）

联合组 50 31 12 5 2 43（86.00） 48（96.00）

药物组 50 25 10 12 4 34（68.00） 46（92.00）

χ2值 4.57 0.71

P值 　 　 　 　 　  0.03＆ 0.40

注：＆两组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失眠、心动过速、便秘的

法拉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n 失眠 心动过速 便秘

联合组 50 8（16.00） 5（10.00） 11（22.00）

药物组 50 5（10.00） 3（6.00） 13（26.00）

χ2值 0.80 0.54 0.22

P值 　 0.37 0.46 0.64

3　讨论

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类型，

是常见慢性精神疾病，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

作的一类疾病。研究［6］发现躁狂发作前往往有轻微

和短暂的抑郁发作，所以多数学者认为躁狂发作就

是双相障碍，只有抑郁发作的才是单相障碍。其中

双向障碍躁狂发作具有明显的破坏性和冲动性，治

疗较为困难且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给患者个人、

家庭及社会均可造成不良影响［7］。本病的具体神经生

物学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阶段主要以心境稳定剂

为基本治疗，其主要治疗药物包括丙戊酸钠及碳酸

锂等一系列药物，常与其他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

但此类治疗方案易导致运动障碍及锥体外系反应等

一系列毒副反应，且临床治疗的依从性也较低［8］。

rTMS 是由 Barke 等［9，10］于 1985 年基于电磁感应

原理发明的一项神经电生理技术，通过交变电磁场

产生感应电流而刺激大脑皮层，当感应电流值超过

大脑神经组织兴奋之时可引起神经元去极化，进而

诱发一系列神经电位活动、脑内代谢等生理功能反

应［11］。rTMS 的治疗原理主要是通过不同的频率、刺

激部位、强度及线圈方向的调整发挥抑制或兴奋局

部大脑皮质功能的作用［12］。本研究探讨了心境稳定

剂丙戊酸联合右侧前额叶皮质 rTMS 治疗双相障碍躁

狂发作的临床效果，旨在进一步评价 rTMS 治疗双相

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意义和安全性。

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RMS、

CGI-BP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 7d、14d 后，

联合组的 BRMS、CGI-BP 评分均显著的低于药物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对临

床效果比较发现治疗 14d 后，联合组患者的愈显率显

著的高于药物组患者。而联合组的总有效率高于药物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述结果提示丙戊酸联

合 rTMS 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的总有效率虽高于药物但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

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有关，还需要进行大样本研究进

一步证实。此外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失

眠、心动过速、便秘的法拉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

述结果提示丙戊酸联合 rTMS 治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本研究中双相障碍狂躁发作患者的躁狂症状能

够明显改善，这可能与 rTMS 能够影响脑区生物胺的

代谢及生成及神经递质释放的调节有关。相关研究显

示 rTMS 能影响血清中 5- 羟色胺、多巴胺等物质的

应用及释放。此外，宋明桥的研究发现 rTMS 治疗后

顶盖、海马部脑区神经细胞内的神经生长因子 mRNA

产物增多，这提示 rTMS 可增加脑源性神经因子、淀

粉样前体蛋白产物等潜在的神经保护因子的释放及

表达，从而加速神经生长因子的合成。本研究为探

索性研究，下一步还需对 rTMS 在不同频率、强度及

线圈方向进行组合研究，以寻找治疗双相障碍躁狂

发作的最佳参数及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治疗机制。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①未能

针对不同刺激强度的有效性展开比较；②观察时间较

短。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进一步探寻针对不同靶症状

的治疗参数组合（频率、部位、次数等），从而为获

得 rTMS 的最佳治疗效果提供有效证据。

综上所述，丙戊酸联合 rTMS 治疗双相障碍躁狂

发作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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