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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青

少年最常见的情感障碍，美国一项流行病学研究

表明，13~18 岁的青少年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约为

11.7％［1］。抑郁症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生活质量、社

会功能及死亡率，是引起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主要原

因［2］。与成年期抑郁证相比，青少年抑郁症的发作

期更长、发作次数更多、复发率更高、病程慢性化

和致残率更高［3］，因此对其的治疗更加任重道远。

一些随机对照实验及指南支持抗抑郁剂、认知行为

治疗或两者联用可用于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然而上

述治疗方法仍对 40％~60％左右患者疗效欠佳［4］。

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作为一种新型非侵入性的有效抗

抑郁手段，其对成年难治性抑郁症的疗效已经在许

多研究中得到充分证实，并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

委员会（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同意用

于治疗对抗抑郁剂及认知行为治疗效果欠佳的成年

抑郁症。但目前针对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这

方面的研究较少，在 Pubmed 中搜索 rTMS、青少年、

抑郁症等关键词时相关文献仅六十余篇，且其中病

例报告占较大比例。本文旨在总结近年来 rTMS 应用

于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进展。

一　rTMS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

国外有研究表明，rTMS 能显著改善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并可以作为难治性青少年抑

郁症的辅助治疗［5］。Bloch 和他的同事［6］发现，连

续应用高频 rTMS（10HZ）刺激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的左背外侧前额叶（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DLPFC）的第七天、第十天、第十四天及完成治疗

后一个月，受试者的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Rating Scale，CDRS）以及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CGI）分数均较治疗前显著

下降。

类似的研究结果也被 Wall 和他的同事［5］验证，

并且他们对入组患者进行 6 个月随访发现：受试抑郁

症患者的儿童抑郁量表分数没有反弹，提示 rTMS 具

有持续的治疗效果。Mayer 等［7］学者对 Bloch 等的研

究的其中 8 个受试者随访发现，治疗后 3 年受试患

者的 CDRS 评分无明显改变，也提示 rTMS 可能具有

持续的抗抑郁作用。Loo 等［8］研究者在对两名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进行真、假重复经颅磁刺激的对照研究

中发现，接受真性重复经颅磁刺激的受试者的蒙哥

马利抑郁量表（Montgomerye A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MDRS）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提示 rTMS 可

以显著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症状。Walter 等［9］的

研究中三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接受高频左侧 rTMS 治

疗，其中两名临床症状改善，且一名为曾接受两个

疗程的电休克治疗无明显疗效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然而，最后一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对 rTMS 治疗（与

前两位治疗参数不全一致）的反应不佳，疗程结束

后抑郁症状无显著改善，这提示 rTMS 治疗的效果受

参数设置、个体差异等影响，不过上述结果也受限

于小样本量。

二　rTMS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执行功能、注意、记忆

障碍等认知功能障碍［10］。已有大量研究证明，r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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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对成年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方便的副作用较

少［11］，不仅如此，rTMS 可显著改善成年抑郁症患者

的注意、记忆、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如 Avery 等在

一项真假刺激对照研究中应用高频 rTMS（10HZ）刺

激成年抑郁症患者左背外侧前额叶，完成 10 次治疗

后被试患者抑郁症状明显缓解，注意、学习与记忆、

认知灵活性等认知功能障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12］。Luber and Lisanby 等［13］对 60 项 rTMS 相关研

究总结认为足疗程 rTMS 治疗能显著改善成年抑郁症

患者的知觉、执行过程、精神运动的速度及准确性。

以上的研究结果也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得到印证。

如一项最新研究表明，rTMS 治疗可以改善青少年抑

郁症的言语记忆障碍且副作用较少。Bloch 等［6］的研

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症进行 rTMS 治疗后在计划及反应

时间上较前改善。Mayer 等［7］的研究发现 rTMS 治疗

可以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障碍，且 3 年

后随访发现，这部分患者的执行功能无显著恶化，

提示 rTMS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障碍的改善

效果是持续的。Pallanti 等［14］应用低频 rTMS（1HZ）

刺激难治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右背外侧前额叶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R-DLPFC），治疗

三周后结果显示，42.9％的患者抑郁症状改善，且

执行功能也有改善趋势。

三　rTMS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神经机制

目前 rTMS 治疗抑郁症的作用机理尚不充分明

了，因此缺乏明确的作用机制假说。研究者普遍认

为 rTMS 高频（刺激频率 >lHz）刺激大脑左背外侧前

额叶，使局部神经元活动增强，低频（刺激频率≤

1Hz）刺激大脑右背外侧前额叶，使神经元活动减弱。

因此，采用高频 rTMS 刺激 L-DLPFC（即增加皮质的

活动）或者低频 rTMS 刺激 R-DLPFC（即抑制皮质的

活动）均可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15］。成年抑郁症

患者治疗后局部脑血流量升高，不仅仅在 DLFPC，

还包括更广泛的范围，如前额叶皮质以及眶额叶、

左侧前扣带回、右侧膝下扣带回等边缘系统部分及

左侧顶叶皮层等，而 rTMS 治疗后的难治性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其左侧 DLFPC 皮层兴奋性增高［16］。

众所周知，谷氨酸是大脑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在神经元发生、突触发生、神经元迁移以及认知、

学习与记忆等功能能中起重要作用。Yang 等［17］学者

应用高频（10HZ）rTMS 刺激 6 名难治性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4 名受试者抑郁症状显

著改善的同时，其刺激部位谷氨酸水平较基线升高

约 11％，而对治疗无反应的 2 名受试者基线谷氨酸

水平较起效者高，治疗后谷氨酸水平较基线时下降

10％，这提示高频 rTMS 可能通过升高左背外侧前

额叶谷氨酸水平改善患者抑郁症状。一项最新的研

究也证实上述观点，该研究发现高频 rTMS 刺激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背外侧前额叶，通过调节谷氨酸能系

统而改善抑郁症症状［18］。另外，曾有研究应用经颅

磁刺激技术测定皮层抑制与兴奋功能，发现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γ- 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及谷氨酸系统均受损害，且受损程度与抑郁

症严重程度呈正比，这也能为 rTMS 治疗抑郁症的神

经机制提供依据［19］。

另 一 个 可 能 的 机 制 是：r T M S 通 过 改 变 机 体

内 激 素 如 皮 质 醇 等 对 下 丘 脑 - 垂 体 - 肾 上 腺 轴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系统调节反

馈的敏感性从而起抗抑郁作用。它通过皮质 - 皮质

下的跨突触连接抑制（室旁核）下丘脑活动，导致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降低，引起唾液皮

质醇浓度下降，最终导致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

元活性增加而改善抑郁症状。

四　rTMS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安全性

目前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

的安全性较高。Mayer 等［7］的长期随访研究甚至未发

现受试者接受 rTMS 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存在明显不良

反应。国外曾有系统综述报道，rTMS 治疗青少年抑

郁症仅存在少量副作用，主要表现为头痛、头皮不

适等轻微反应［4］，上述副作用在成年患者接受 rTMS

治疗时也经常出现。如 Walter 等［9］研究的三名青少

年抑郁症受试者中，其中一名在其中的两次治疗后

（共十次）出现紧张性头痛，而另两个受试者没有

任何不适。相似地，Bloch 等［6］的研究中有五名受试

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轻微头痛。但是上述两个研究

中受试者反应的头痛均未达到终止治疗的程度。另

一个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头皮不适，如 Wall 等［5］的

研究中有三名受试者出现，其中一名不得不因此终

止治疗。另外，还有一项研究报道一名受试者在治

疗初期出现嗜睡症状，但是随着治疗的进行嗜睡逐

渐消失［20］。当然，也有研究曾报道较为严重的副反

应。如 Bloch 等［6］的研究报道一名被试青少年抑郁症

出现持续一天的轻躁狂症状，然而经过三天的休息

调整，该患者在后续治疗过程中未再出现类似症状。

研究发现与成年抑郁患者相比，接受 rTMS 治疗的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治疗时或治疗后的轻躁狂症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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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较高。这种差异的原因尚未明了，可能是由于

前者大脑发育尚未成熟，也可能是由于出现轻躁狂

副反应的受试者是潜在的双相障碍患者。另一个报

道的较为严重的副反应是癫痫发作。胡少华等研究

发现一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基

础上首次接受 rTMS 治疗时出现癫痫发作，并出现轻

躁狂症状，终止 rTMS 后未再出现类似发作［21］，作者

认为，这可能是青少年神经系统未发育成熟的原因，

rTMS 诱发癫痫的阈值在青少年患者中较成年患者更

低，从而导致治疗期间青少年患者癫痫的风险高。

然而有学者［16］监测青少年接受 rTMS 治疗期间运动

阈值变化时，并未发现青少年的运动阈值随着治疗

进行而降低，这提示上述推测不一定成立。Mayer

等［7］的研究不仅未发现副反应，且证实经 rTMS 治疗

后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反应时间、计划能力等认知

功能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当然这可能是随着疾病

治愈而改善的，与 rTMS 治疗不一定直接相关。而该

研究在长期随访后发现，rTMS 并未对受试者产生持

久副作用，提示 rTMS 的远期安全性也也高。

总而言之，目前的研究尚未发现 rTMS 治疗青少

年抑郁存在持久的副反应，证明这项治疗安全性较

高，这点上与成年抑郁症是类似的［4］。

五　rTMS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研究的局限性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大多数研究，由于存

在治疗参数、刺激强度、疗程、是否同时服用抗抑

郁剂等因素的差异，无法用统一规则进行衡量，因

此尽管大部分研究显示 rTMS 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

有效，但缺少权威统一的治疗标准，导致结果不够

准确可信。现有研究显示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

治疗参数存在争议。例如，有的研究中 rTMS 治疗参

数设定与 FDA 批准的成年患者的治疗参数一致［6］，

有的研究则采取更低的刺激强度以保证安全性［5］，

然而无法说明选择该强度的基本原理。未来 rTMS 治

疗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急需在疗效及安全性之间

建立一个平衡，对治疗效果的评估量表也需做一个

统一的规定，如可将 CDRS、CGI、青少年自杀问卷

（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ire-Junior SIQ-JR）等定

为评估抑郁症状严重性、临床一般情况及自杀观念

的标准量表。同理，副作用量表及神经心理测验也

可以做统一标准。目前大部分研究中均应用高频左

侧 rTMS 刺激，刺激阈值一般为 80％~120％。成年

抑郁症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高频左侧 rTMS 治疗的强

度或者疗程与疗效成正比。其结果认为同为 10HZ 频

率刺激时 100％阈值组抑郁症状改善程度是 90％阈

值组的两倍［22］。低频右侧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

研究较少，尽管有研究发现低频刺激青少年抑郁症

患者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可以达到改善抑郁症症状的

效果，但其最有效刺激区域、治疗参数等均不清楚。

此外，研究显示临床诊疗的青少年人群中抑郁

症共病焦虑症的发生率高达 75％［23］，而在社区青少

年人群中，25~50％的抑郁症患者同时符合焦虑症诊

断标准，因此研究 rTMS 对青少年抑郁症共病其他精

神障碍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必要的。已有研究发现高

频左侧 rTMS 刺激可以改善成年抑郁症共病焦虑症患

者的恐惧症状，未来可以在青少年人群中做类似探

索。

综上所述，rTMS 为难治性青少年抑郁症提供潜

在的有效的治疗策略。然而，现有的研究数量少、

多数研究样本量小，治疗参数存在明显异质性，这

使得我们难以确定 rTMS 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最佳治

疗方案、潜在副反应及疗效。未来研究中，我们要

对治疗效果的评定、仪器治疗参数设定、神经心理

测验评估等做统一标准，适当加大研究样本量，提

高研究的准确性及一致性。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

得的结论可以更好地为临床应用 rTMS 治疗青少年抑

郁症提供更坚实可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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