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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S对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

赵　静 、 闫莹莹 

【摘要】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抑郁焦虑患者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4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抑郁焦虑的患者，按

照数字奇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增加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吞咽功能、神经功能以及抑郁焦虑情况。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卒中量表

（NIHSS）评分均明显降低、吞咽功能（VFSS）评分均明显升高，而研究组神经功能与吞咽功能改善

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D、HAMA 评分均明显降低，且治疗后研究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抑郁焦虑患者，可

明显改善其抑郁焦虑状态，还可改善患者吞咽障碍与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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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rTMS in the Treatment of dysphagia patients combined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ZHAO Jing，YAN Yingying .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
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on 

dysphagia patients after stroke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80 post-stroke dysphagi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digital parity，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

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 The swallow-

ing function，nerve function，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

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IH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VF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oth of two groups. The improvement of nerve function and swallowing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HAMD and HAMA scores in both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depression/anxiety 

status，and function of nerve and dysphagia in post-stroke dysphagia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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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吞咽障碍是卒中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一旦

发生，进食过程中患者极易发生呛咳，诱发吸入性肺

炎、脱水以及营养不良，对患者预后造成严重影响［1］；

同时由于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损伤，生活能力的丧失和

吞咽障碍等原因，患者还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进一步影响患者康复效果；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具

有无创，操作简单，不良反应较少的特点，在卒中后

认知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抑郁、失语症等疾病

中具有良好的运用前景［2］。本次研究观察和 rTMS 对卒

中后吞咽障碍合并抑郁焦虑患者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4 月～2020 年 1 月 80 例卒中

后吞咽障碍合并抑郁焦虑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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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按照数字奇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40 例，对

照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39～76 岁，平均

年龄（49.68±3.55）岁；病变性质：脑出血 16 例，脑

梗死 24 例，吞咽障碍病程 5～52d，平均病程（20.86
±5 .45）d；研究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41～75 岁，平均年龄（50.15±3.64）岁；病变性质：

脑出血 15 例，脑梗死 25 例，吞咽障碍病程 6～51d，

平均病程（20.45±5.39）d；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分组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全国脑血管（脑血

管病）病学术会议脑卒中［3］相关诊断。②患者及其家

属均知情同意；③无认知功能障碍合并其他精神疾病。

排除：①非卒中后吞咽障碍者以及抑郁焦虑者；②生命

体征不稳定者；③排除智力障碍，无法配合治疗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降低颅压、改善循环

等，给予单纯吞咽训练，指导患者未进食情况下开展

咬合运动、吞咽口水、舌部运动等，并在结束后应用

棉签蘸取冰水对患者硬、软腭以及咽后壁（咽后壁）

等位置进行轻触的冰刺激，然后开始进食训练，逐步

从摄取糊状食物过渡至流质、半流质食物［4］；同时针

对患者抑郁焦虑情况给予相应心理干预及药物治疗。

研究组联合 rTMS 治疗，取仰卧位，刺激部位

在左前额叶背外侧，设置 MT 强度为 80％，频率为

1HZ 的磁刺激线圈，每序列 50 脉冲、间隔 5s，治疗

时间为 1 次 /d，每次 15min，共治疗 4 周［5］。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评价吞咽功能（VFSS）评分：对患者

进行肠胃透视采集，包括咽喉期、口腔期、误咽期

（你写的不是三项吗，第四项在哪），VFSS 总分 10
分，得分越高吞咽功能越优。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价抑

郁、焦虑情绪，得分越高相关情绪越严重［6］。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包括意包括意识

水平、凝视等，共 42 分，得分越高神经功能越差。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表

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神经功能及吞咽功能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比较 NIHSS 评分明显降低，VFSS

评分升高，治疗后研究组神经功能与吞咽功能改善

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神经功能、吞咽功能比较（x±s）

组别 时间 NIHSS评分 VFSS评分

研究组（n=40） 治疗前 14.87±2.06 4.12±0.75

治疗后 8.12±1.04△▲ 8.28±1.34△▲

对照组（n=40） 治疗前 14.75±1.98 4.13±0.88

治疗后 9.71±1.22△ 7.27±1.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 HAMD、HAMA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D、HAMA 评分均降低，

且治疗后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HAMD、HAMA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HAMD HAMA

研究组（n=40） 治疗前 24.17±2.06 22.12±3.43

治疗后 8.34±1.04△▲ 9.28±1.34△▲

对照组（n=40） 治疗前 23.95±1.98 22.16±3.88

治疗后 12.73±1.23△ 13.27±1.6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脑卒中患者多合并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加之

其它神经功能损伤的共同影响，容易出现一抑郁、

焦虑情绪，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伤、自杀行为，而

且不良情绪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不利于患

者的康复［7］。因此临床工作中在积极开展神经功能

康复的同时，也需要重视抑郁、焦虑情绪的治疗。

rTMS 可以调节特定皮层功能，达到治疗神经、精神

疾病的目的［8］。rTMS 通过刺激大脑皮层，显著改善

舌骨、食管相关肌肉群肌力与神经传导功能，从而

提升吞咽功能，因此，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 VFS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

示 rTMS 治疗有助于神经功能的改善［9］。

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 HAMD、HAMA 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说明研究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改

善更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组神经功能和吞咽

功能更好的改善带来的间接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

rTMS 对焦虑、抑郁情绪还具有直接的治疗作用。有

报道提出 rTMS 低频刺激对大脑局部神经元活动具有

抑制作用，使大脑皮质兴奋性减弱，rTMS 可以通过

降低左前额叶背外侧兴奋性达到缓解焦虑的效果［10］，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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