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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rTMS）对难治性抑郁症白质微结构整合的影响及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方

法：30 例难治性抑郁症病人(男 19，女 11)，25 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匹配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 采用 rTMS（15Hz）
治疗 4 周，30 例病人采取随机双盲的方法 17 例病人进行真刺激治疗，13 例进行假刺激治疗。 治疗前后分别进行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贝克抑郁量表（BDI）评估，并进行全脑弥散张量成像扫描。 使用基于像素的分析方

法比较各向异性分数（FA）。 结果：难治性抑郁症左侧额中回(x=-18 y=46 z=-14）白质 FA 值显著降低（经像素水平

FWE 校正，P<0.05，像素值>50）。 经真刺激治疗后，该脑区降低的 FA 值显著增高，并且增高的 FA 值与抑郁症病人降

低的 BDI 及 HAMD 分值呈正相关；而假刺激组未发现该脑区在治疗后 FA 值的增高。 结论：反复经颅磁刺激可能通

过提高左侧额中回白质微结构整合水平达到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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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rTMS on White Matter Integrity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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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on white matter in-
tegrity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study was done, in which 30 treatment-resistant un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compared with 25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In these 30 patients, 17 were treated with real stimulation, and 13 were treated with
sham stimulation. HAMD and BD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Voxel-based analysis (VBA)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white-matter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 decreased white matter FA in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in TRD patients. And the abnormal FA could be restored by active rTMS treatment, but not by
sham one. FA increases were correlated with decreased BDI and HAMD scores. Conclusion: rTMS treatment increases
white matter FA in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in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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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致残率高，社会

负担重[1]。 近年来，虽然新型抗抑郁药不断应用于临

床，仍有 15-30%左右的病人疗效不好。 两种不同类

型以上的抗抑郁药足量、足疗程治疗，疗效仍不佳被

称作难治性抑郁症 [2]。 有文献报道反复经颅磁刺激

治 疗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对难治性抑郁有较好的疗效，而且该法 2008
年被美国 FDA 正式批准用来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3]。
rTMS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作用机理仍不清楚，有研

究认为 rTMS 可能与其调节大脑海马， 纹状体等部

位 DA、5-HT 等神经递质平衡有关[4]。 另有研究认为

rTMS 的疗效可能与提高抑郁症病人 BDN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水平有关 [5]。 还有研究认

为 rTMS 可能通过激活大脑情感调节相关的脑区如

内侧前额叶、边缘叶等达到治疗抑郁的目的 [6，7]。 本

研究主要探讨 rTMS 对脑白质微结构的影响及其与

疗效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难治性抑郁症组：30 例抑郁症病人年龄 26.87±
5.28 岁，男 19 例，女 11 例，教育程度 12.12±3.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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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某大型三甲医院门诊及住院部，同 时 满 足 精神

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DSM-Ⅳ)抑郁症的

诊断标准及难治性抑郁的诊断标准。 难治性抑郁症

操作定义为采用两种以上不同种类的抗抑郁药按推

荐的最大剂量治疗 4 周以上疗效不佳 [8]，排除 DSM-
IV 轴Ⅰ、轴Ⅱ其他精神疾病，排除有癫痫病史及磁

共振扫描禁忌者。
正常对照组：25 名来自当地社区，年龄（28.24±

4.98 岁 ）、性 别 (男/女：14/11)、教 育 程 度 (13.46±4.35
年)匹配的正常人，排除既往有精神病史或一级亲属

中有严重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史。 所有被试入组前

均完成书面的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评估 采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9]

及贝克抑郁评定量表（BDI）[10]评估治疗前后抑郁症

的严重程度。
1.2.2 治疗 采用常规 rTMS 治疗方法，8 字型线圈

刺激经典的刺激部位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5cm 范

围），所有病人均为首次接受 rTMS 治疗。 抑郁症病

人采取随机数双盲的方法分成两组， 其中真刺激组

17 人， 假刺激组 13 人。 真刺激采用以下参数：15
Hz，刺激强度 110%MT(运动域 值 )，刺激时间 4 秒，
每次治疗 28 分钟，每周治疗 5 次，为了防止病人不

适应，刺激强度在第一周设为 100%，第二周增加到

110%，总共刺激 20 次。 假刺激与真刺激相似，但 8
字线圈与头皮呈 90 度角。为了防止病情恶化或出现

自杀等严重不良事件，所有病人均联合 10mg/d 艾司

西酞普兰治疗。
1.2.3 弥散张量(DTI)资料的获取 采用西门子3.0TM-
RI(Allegra，Siemens Medical System)扫 描，T1 加权全

脑 3D 结构像经 MP-RAGE （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 sequence）系列采集，
扫 描 参 数：144 层，层 厚：1mm；矩 阵 256×256，视 野

（FOV）=256mm×256mm，TE=3.7ms；TR=2000m。 DTI
扫描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成像 （single-shot
echo-planar image，EPI）序列进行轴位扫描，以正中

矢状位平行前后联合连线(AC-PC)为定位线；45 层；
30 个梯度方向；层厚 3mm；无间隙；矩阵 192×192；
视 野 240mm×240mm；TE=93ms；TR=6046ms；b1=0；
b2=1000s/mm2，利用 DtiStudio 软件对 DTI 图像进行

分析处理，重建 FA 图；以 AFNI 软件对全脑配准，最

后在 SPM2 软件中，将配准后的 FA 图标准化到各自

的标准完的 3D 图上， 获得每位受试者标准化后的

图像。
1.2.4 统计方法 运用 SPM2 分析软件对标准化后

的 FA 图，采用基于像素的全脑分析技术(VBA)探讨

全 脑 显 著 性 差 异，50 个 以 上 连 续 一 体 的 高 亮 像 素

(cluster)集中区域视为组间有显著差异区域，结果经

FEW（family wise error）校正（P<0.05）。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脑区被配准到 SPM2 的空间标准脑上，以

便观察。

2 结 果

2.1 难治性抑郁症组与正常组比较异常的脑区

两样本 t 检验显示， 难治性抑郁组较对照组各

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降低的区域

为左侧额中回，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MNI）坐

标位 于 [-18 46 -14]， 结 果 经 得 起 FWE 校 正，P<
0.05， 像素值=72， 在该水平未发现 FA 值增高的区

域。

表 1 治疗前后真、假 rTMS 组左额中回 FA 值及 BDI 及 HAMD 分的变化（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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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真、假刺 激 组 两 样 本 t 检 验，治 疗 前 后 进 行 配 对 t 检 验；rTMS，反 复 经 颅 磁 刺 激 治 疗；FA，白 质 各 向 异 性； *P<0.05，**P<
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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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TMS 治疗前后， 真、 假刺激组白质 FA 值及

HAMD、BDI 分的改变

以左侧额中回有显著意义脑区为模板， 采用自

主开发的软件提取真假刺激前后该区域 FA 值的大

小，发现治疗前真假刺激组之间 FA 值、BDI 及 HAMD
分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真刺激组 FA 值显著提高，
并且 BDI 分及 HAMD 分显著降低，配对 t 检验发现

BDI 分及 HAMD 分在真假 刺 激 组 均 降低，但 FA 值

仅在真刺激组增加。 见表 1。
2.3 治疗前后，FA 值与 HAMD 及 BDI 分的相关

治疗前后在真、假刺激组，左额中回 FA 值与 BDI
或 HAMD 分均呈负相关（见表 2）。 治疗后，真刺激

组增加的白质 FA 值与降低的 BDI 分 （r=0.729，P=
0.026）及 HAMD 分（r=0.693，P=0.039）呈正相关，但

假刺激组相关不显著，分别为（r=0.320，P=0.085）及

（r=0.374，P=0.052）。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左侧额中回白质 FA 显著降低，并且降低的 FA 值经

真 rTMS 治疗 4 周后，显著提高。 而在假刺激组未见

显著性改变。 同时发现提高的FA 值与降低的 BDI 分

及 HAMD 分呈正相关。 该结果支持难治性抑郁症左

侧额中回白质整合水平减低，rTMS 可能通过增加降

低的左侧额中回白质整合水平从而 改善难治性 抑

郁的症状。 本研究中，经 FWE 校正(P<0.05)后，难治

性抑郁症左侧额中回 FA 降低区域仍然有显著性意

义，推测该异常的白质微结构与难治性抑郁症的病

理生理有关。 以前大量的研究支持情感障碍患者左

侧额中回白质整合存在异常，包括对抑郁症、双相障

碍、青年及老年抑郁、首发及复发抑郁 症的研究 [11-

14]。 这些研究都一致认为左额中回作为左侧前额叶

的一部分， 在前额叶-边缘情感环路或皮质-皮质下

神经环路调节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失调主要

与情感调节障碍有关。 另外，左侧额中回位于左背

外侧前额叶，主要与认知和执行功能有关。 皮质-边

缘自上至下的调节机制，在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

有良好的疗效中得到了印证[15]。 rTMS 对左背外侧前

额叶的刺激可能通过改善认知及执行功能，或促进

认知与情感相关的区域的联结（如前额叶与边缘叶

等）达到调整情绪的目的[16，17]。
本研究发现 rTMS 显著增加左额中回白质，一

种解释认为 rTMS 的刺激能改变该区组织的血流，

细胞代谢，或通过改变神经元及局部脑皮层的活性

从而提高白质微结构整合水平 [18，19]。 有研究还发现

rTMS 可以促进髓鞘的增长，改变水分子弥散，从而

提高白质 FA。 另外， rTMS 不仅能作用于线圈下的

皮层， 还对 皮 层 深 处 的 脑 区 产生影响 （如边缘系

统）[20，21]，在本研究中未发现皮层下脑区的异常，可能

与对结果进行严格的 FWE 校正有关。
到目前为止，仅一项研究 [22]探讨了 TMS 对难治

性抑郁白质的影响，该研究发现经 rTMS 治疗后左侧

前额叶皮层白质 FA 值增高。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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