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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频经颅磁刺激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影响
吴江
（武汉市优抚医院，武汉 430023）
【摘要】 目的：探讨超低频经颅磁刺激(ILF-TMS）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影响及安全性。方法：慢性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住院患者 50 例，对照组（25 例）接受 ILF-TMS 的伪刺激并继续使用临床常规药物（奥氮平）治疗，
观察组（25 例）在原治疗方案上联合超低频经颅磁刺激治疗（ILF-TMS）2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情
况。 结果：观察组在治疗结束后第 4、8、12 周末 PANSS 总分、阴性因子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总分较治疗前均明显

降低(P<0.05)，且阴性因子分在治疗后第 8、12 周末时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对照组阴性因子分仅在治疗后第 4
周末时一过性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后第 4、8、12 周末社会功能评定量表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

者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ILF-TMS 联合常规药物治疗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安
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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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fra-low Frequenc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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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fra-Low Frequenc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LF-TMS) in the treat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50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patients with neg⁃
ative symptom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mean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with infra low frequenc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fter continuous treatment for 14 days,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therapeutic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or complications occurrence was analyzed. Results: At the ends of the 4th, 8th and 12th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otal score of PANSS, the positive factor score, negative factor score,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score

and PSP sco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 in two groups. The positive factor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no dif⁃
ference(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otal score of PANSS, negative factor score,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at the end of the 12th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And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P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at the ends of the 4th,
8th and 12th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 occurre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ILF-TM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gativ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The medical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ILF- TMS also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hizophrenia with negative symptoms.

【Key words】 Infra-Low Frequenc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Negative symptoms; Safety

阴性症状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常常表现
为漠不关心、表情呆板、情感平淡、表达减弱、行为活
动减少、动机缺乏，愉悦感缺乏等，其临床治疗难度
大，患者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影响其生活质量，增加
[1]

功能性疾病，预后往往更差 ，甚至导致高度精神残
疾[2]。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住院不能回归社会的重
[3]

要原因之一就是阴性症状 ，但针对精神分裂症阴
性症状的特异性药物尚缺乏，目前重复经颅磁刺激

Frequenc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LF-

TMS）技术，依据脑电超慢电位与神经化学振荡之间
的对应关系，在毫赫兹范围内通过磁场在脑中产生
感应电流，形成“生物共振效应”，平衡脑内递质功

能。旨在探讨 ILF-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的疗效与安全性。

1

对象与方法

技术(rTMS)在精神科领域已广泛应用，以往 rTMS 治

1.1

一致。本研究采用超低频经颅磁刺激（Infra-Low

院精神科收治的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住院患者

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参数多采用高频，疗效不
【基金项目】 武汉市卫生计生科研基金资助项目(WX17D48)

对象

选取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武汉市优抚医

52 例，其中有 2 例在未分组前自动退出未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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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例作为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为：患者为年龄在 18 至 60 周岁的住院

1.2.2

研究工具

①阳性与阴性症状量（PANSS）：

主 要 包 括 阳 性 症 状 因 子（POS）和 阴 性 症 状 因 子

病人，性别不限，女性患者要求已采取避孕措施，尿

（NEG）分量表，还有一般精神病理症状(GPS)、附加

精神分裂症临床诊断标准，病程>2 年；入组患者的

分法，从无症状至极为严重，
总分越高则表示患者的

妊娠试验阴性；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
阳性症状因子总分<24 分，阴性症状因子总分≥20

分，阴性症状条目中至少有一项大于 4 分，阴性症状

症状量表组成。PANSS 每项症状条目采用 1~7 级评

病情程度越严重 [6]。②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PSP）
[7]

：包括四个维度：社会中有用的活动、个人和社会

因子总评分在近 2 周内波动<10％ ；入组前持续使

的关系、自我照料、干扰和攻击行为。采用六级评分

治疗期间维持原药物治疗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重、重度、极重，满分为 100 分，共分为 10 个评分区

[4]

用奥氮平治疗 2 月以上，且治疗剂量稳定，ILF-TMS
批准，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共同排除标准：ILF-TMS 治疗禁忌症者；装有心

脏起搏器、金属植入或佩戴助听器者；与其他轴Ⅰ重

型精神障碍共病；合并有严重躯体性疾病，包括严重

方法，根据严重程度对应的分为无、轻度、中度、偏
间，根据 4 个领域的评定结果，确定被试者的 PSP 总

分，总分越高提示患者社会功能就越好。③治疗副
反应量表（TESS）：包括 34 项症状归纳为 6 组，每项

症状依据递增原则进行逐级评定，严重程度评定症

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异常、恶性肿瘤、癫痫发作

状的严重水平，0 分指无该症状，1 分指可疑或极轻，

月内进行电休克治疗（ECT）或接受长效抗精神病药

适，有影响但不严重则评 3 分，如果严重影响患者功

史；合并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或危及他人风险者；1 个

物治疗；ILF-TMS 治疗前实验室辅助检查(包括血常
规、血生化、心电图、脑电图)明显异常者。

符合入组标准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患者共 50 例，

按男女组别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25 例。
1.2

1.2.1

能则按 4 分记录。同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后采取的
措施，采取措施栏从无需处理到终止治疗分 7 个等

级。评定后分值累加，分值越高，说明副反应越大，
反之越小。④一般人口学资料表：自制的入组筛查
表，包含姓名、性别、婚姻、文化程度、既往治疗史等

方法
治疗方法

病人稍烦恼，但不影响功能评为 2 分，病人感到不

对照组患者继续接受非典型抗

信息。⑤辅助检查：清晨 6 点 30 分分别采集患者的
空腹血样标本，进行血常规、血生化检查，同时进行

精神病药物奥氮平治疗，服用剂量与方法维持不变，

心电图及脑电图检查。

伴有失眠、焦虑症状患者可加服阿普唑仑进行治

1.3

疗。同时接受假性超低频经颅磁刺激（伪刺激），要
求患者在接受磁刺激治疗时，设置主机治疗参数、治
疗时间及方法等均与观察组一致。操作人员将治疗
帽调整到合适高度后，断开连接治疗帽的主电缆线，
使主机在正常工作时并不能产生实际的刺激作用于
大脑。在实验过程中，除操作者所有评估人员及接
受治疗者均不知晓分组情况。观察组患者药物治疗
方案同对照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真性超低频经颅
磁刺激（ILF-TMS）。采用深圳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 KF-10 型超低频经颅磁刺激仪。该仪器由
磁场发生器和控制器两部分组成，磁场发生器（治疗

帽）为圆筒状空仓结构，水平放置，直径约 9cm，长约

评估方法

治疗前（基线）、治疗结束后 4、8、12 周末，评定

PANSS 评分和 PSP 评分变化及辅助检查结果。TESS

评定 ILF-TMS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 12 周
内的不良反应或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9.0 中文版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一般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计量资料组间采用 t 检

验，应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计数资料组间采用
χ2 检验。

2

结

果

观察组、对照组各 25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28 cm，外周由亥姆霍兹线圈环形包裹 ，工作时最大

病程及治疗前 PANSS 评分等临床基线资料比较无

场频率低于 0.2Hz。治疗时磁场发生器置于患者头

2.1

[5]

输出磁场强度为 500GS(0.05T)，可产生超低频电磁
顶并向全脑施加磁场，距离头皮 2cm 左右，刺激强度

设定为500GS，
刺激频率<0.2HZ。每次治疗共20min，
连续治疗 14 天。

显著差异（P>0.05），
见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总分比较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 PANSS 总分

较治疗前(基线)均明显降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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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PANSS
总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第 4、8 周末两
组 PANSS 总分无显著性差异，12 周末时观察组患者
PANSS 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人口学统计资料、

基线评分的比较[(χ±s)或例（%）]
观察组(n=25) 对照组(n=25)
性别（男/女）
13/12
12/13
年龄
39.65±11.12 40.20±10.64
首次发病年龄
22.45±5.34
24.01±3.97
病程(月)
189.01±25.56 201.89±26.21
阳性家族史
4(16)
5(20)
婚姻状态
未婚
5(20)
7(28)
已婚
8(32)
7(28)
离异
10(40)
8(32)
丧偶
2(8)
3(12)
文化程度
小学
6(24)
5(20)
初中
11(44)
12(48)
高中
6(24)
4(16)
大专及以上
2(8)
4(16)
PSP 总分
30.02±7.94
32.21±7.45
PANSS 总分
70.36±11.92 68.56±12.59
阳性量表分
13.56±6.34
12.46±7.21
阴性量表分
26.39±8.67
25.38±8.87
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 30.95±5.05
29.36±5.73
表2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后 12 周

P值
0.823
0.487
0.505
0.772
0.323
0.82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0.438

0.997
0.176
0.154
0.159
0.497

对照组
t
P
68.56±12.59
0.952 >0.05
64.79±10.55* 0.356 >0.05
64.32±11.25* -0.314 >0.05
65.12±7.98*
2.899 <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阳性因子评分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 PANSS 阳性
因子评分均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见表 3。
组间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 PANSS 阳性因子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见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后 12 周

2.3

对照组
12.46±7.21
12.04±6.12
12.91±4.92
12.69±5.74

t
0.998
0.453
0.196
0.105

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 PANSS 阴性症

状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治 疗 后 第 8、12 周 末 时 观 察 组
PANSS 阴性因子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阴性因子（NEG）比较结果

观察组
26.39±8.67
24.26±7.34*
22.97±7.50*
20.02±8.32*
注：
*与治疗前比较，
P<0.05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后 12 周

t
1.559
0.098
-1.995
-3.796

对照组
25.38±8.87
24.07±7.80*
24.85±7.99
25.01±8.62

P
>0.05
>0.05
<0.05
<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一般精神病理症状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4、8、12 周时一般精神病理

症状总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5。

病理总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一般精神病理总分

（GPS）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一般精

神病理症状总分（GPS）比较结果
观察组
30.95±5.05
29.12±.5.26*
28.73±4.89*
27.17±5.12*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后 12 周

注：
*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5

对照组
29.36±6.73
28.44±6.01*
27.84±5.95*
26.29±6.62*

t
1.584
0.977
1.120
0.973

P
>0.05
>0.05
>0.05
>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社会功能评定量表(PSP)

评分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社会功能

评定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6。

组间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社会功能

评定量表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第 4、8、12 周末时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社会功能
评定量表评分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阳性因子（POS）评分比较结果
观察组
13.56±6.34
12.59±6.13
12.76±5.29
12.42±4.79

周末时与基线比较无统计学上的差异。见表 4。

组间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精神

2.2

表3

周末 PANSS 阴性因子分明显下降(P<0.05)，第 8、12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总分比较结果
观察组
70.36±11.92
65.71±13.30*
63.15±12.29*
60.30±9.52*

性因子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对照组在治疗后第 4

P
>0.05
>0.05
>0.05
>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性因子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第 4、8、12 周末时 PANSS 阴

见表 6。

表6
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治疗后 8 周
治疗后 12 周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P 评分比较结果
观察组
30.02±7.94
39.91±8.52*
44.17±7.57*
49.05±6.76*

对照组
32.21±7.45
35.54±9.90*
38.32±9.59*
39.76±8.30*

t
-2.913
3.459
6.839
11.566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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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功能。

本研究采用超低频经颅磁刺激 2 周治疗精神分

本研究入组的患者未出现脱落病例，
在基线期、

ILF-TMS 治疗后的 4、8、12 周末进行血常规、血生化

裂症阴性症状，研究发现对照组在进行伪刺激后第

后第 4 周末对所有患者进行脑电图检查，未发现阳

周、12 周末这种差异消失，表明 ILF-TMS 治疗过程

及心电图检查未发现显著性差异改变，其中在治疗

4 周末阴性因子分较基线值有显著下降，随后的 8

性病例（明显异常脑电波），直至随访观察到治疗后

中存在安慰剂效应，这与石川等[16]认为 rTMS 治疗精

12 周末未见癫痫发作者。

治疗后第 12 周末 TESS 评定显示：观察组中体

重增加>1 分 11 例，活动减退>1 分 7 例，嗜睡>1 分 6

例，失眠>1 分 0 例，头昏和昏厥>1 分 7 例，头痛>1 分
3 例，便秘>1 分 2 例；对照组中体重增加>1 分 7 例，活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时存在安慰剂效应的观点一致。
而且 PANSS 总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也较基线存在
显著下降。可能与患者使用奥氮平药物的持续效应
相关。

本研究随访进行了 12 周，较众多相关研究随访

动减退>1 分 10 例，嗜睡>1 分 9 例，失眠>1 分 0 例，头

时间要长，在治疗后第 8、12 周末观察组在阴性因子

观察组在治疗后 1 周内增加 4 例一过性轻度头

续性，这可能与阴性症状患者其神经的可塑性改变

昏和昏厥>1 分 9 例，头痛>1 分 4 例，便秘>1 分 6 例。
痛头昏者，
未经处理，随治疗继续自行缓解。

3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高致残性精神疾病，主要使
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而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其精神残疾的风险明显高于单纯精神分
裂症。临床上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类药物对精神分
裂症的阴性症状有一定改善，但仍会残存阴性和情
[8]

感症状 。
临床亟需探讨疗效及安全性较高的治疗手段
[9]

评分上发现超低频经颅磁刺激对阴性症状改善的持
更需要时间，与张志娟等[17]人的观点一致。

本研究入组的患者在基线期、ILF-TMS 治疗后

的 4、8、12 周末进行血常规、血生化及心电图检查未
发现显著改变，其中在治疗后第 4 周末对所有患者
进行脑电图检查，未发现阳性病例（明显异常脑电

波），直至随访观察到治疗后 12 周末未见癫痫发作
者。观察组在 ILF-TMS 治疗后 1 周内增加 4 例一过

性轻度头痛头昏者，该 4 例患者未经处理，随治疗继

续症状自行缓解，可见 ILF-TMS 治疗精神分裂症患
者安全系数高，不良反应少。

，其中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rTMS）作为一种物理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原

治疗方法，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被批准应

因之一，社会功能的恢复程度是评价预后的重要指

用，并主要针对药物治疗效果较差或无效的难治性
抑郁症患者 。近年 rTMS 更多的被应用于精神分
[10]

裂症的研究中。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利用磁场作用

标，本研究表明 ILF-TMS 治疗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能较好的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改善，
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于中枢神经系统皮层，调控脑组织代谢和电生理平
衡 [11]，可能会对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产生影响。
Schneider 等[12]采用高频 rTMS（10HZ）治疗，发现阴性

症状量表评分（SANS）下降；Cordes 等 [13] 采用运动阈
值 110%，刺激频率为 10HZ 的 rTMS 治疗，结果认为

10HZ 治疗可明显改善阴性症状。这些研究基本都

集中在高频 rTMS(1-20HZ)这一刺激频率对患者进

行 治 疗 ，极 少 在 超 低 频（<0.2HZ）范 围 进 行 研 究 。
ILF-TMS 研究领域多集中在焦虑、抑郁等患者身
上。姚立萍等[14]采用 ILF-TMS 对 40 例患者治疗 2 周

后发现可以改善患者的焦虑症状。张烨等 [15] 采用
ILF-TMS 治疗强度 400 高斯，治疗时间为 2 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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