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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加兰他敏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效观察

方摇 璟,邹成林,张海锋,陈摇 路

[摘要]目的:评价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的作用途径并观察 rTMS 和加兰他敏联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D)的效果。 方

法:43 例 AD 病人随机分成加兰他敏组(21 例)和加兰他敏 + rTMS 组(22 例)。 治疗前后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MSE)、临床

痴呆量表(CDR)、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进行评分。 结果:2 组治疗 6 个月后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

疗前,2 组 MMSE、ADL、CDR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疗 6 个月后 2 组 MMSE 评分均较均线值增加(P <
0. 01),ADL、CDR 评分均降低(P < 0. 01)。 治疗 6 个月后,加兰他敏组 MMSE 评分低于加兰他敏 + rTMS 组(P < 0. 01),ADL、
CDR 评分均高于加兰他敏 + rTMS 组(P < 0. 01)。 双侧高频及左侧高频 +右侧低频组其治疗前 N1、N2、P3 潜伏期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 N1、N2 潜伏期和 P3 波幅在治疗前后均无显著变化(P > 0. 05),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P <
0. 01)。 与左侧高频 +右侧低频组比较,双侧高频组 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P < 0. 01)。 结论:rTMS + 加兰他敏与单用加兰

他敏治疗 AD 均有较高的总有效率,通过 MMSE、ADL、CDR 评分显示,rTMS + 加兰他敏治疗对 AD 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用加兰

他敏治疗。
[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病;经颅磁刺激;加兰他敏

[中图法分类号] R 741. 05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7. 08. 004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galan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忆s disease
FANG Jing,ZOU Cheng鄄lin,ZHANG Hai鄄feng,CHEN Lu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Jingzhou,Jingzhou Hubei 4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 combined with galan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忆s disease(AD). Methods:Forty鄄three A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alantamine group(21 cases)
and galantamine + rTMS group(22 cases). The scores of simple intelligent state scale(MMSE),clinical dementia scale(CDR),daily
life ability scale(ADL)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MMSE,ADL
and CDR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MMSE
scores increased(P < 0. 05),and the scores of ADL and CDR decreased in two groups(P < 0. 01).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MMSE score in galantam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alantamine + rTMS group at the same point(P < 0. 01),and the scores of
ADL and CDR in galantamin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alantamine + rTMS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cubation
of N1,N2 and P3 between double sides high frequency and right side high frequency complicated with left side low frequency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wave amplitude of N1,N2 and P3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wo groups(P > 0. 05),the incubation of P3 wave shorten after treatment(P < 0. 01). Compared with the right side
high frequency complicated with left side low frequency group,the incubation of P3 in double sides high frequency group significantly
shorten after treatment(P < 0. 01). Conclusion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rTMS combined with galan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alantamine. The scores of MMSE,ADL and RAD show tha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TMS combined with galan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galantamine.
[Key words] Alzheimer忆s disease;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galantamine

摇 摇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忆s disease,AD)是一种

中老年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表现

为进行性记忆力减退和认知功能障碍。 加兰他敏作

为胆碱酯酶抑制剂成为治疗轻度认知障碍的常用药

物,通过改善大脑的记忆障碍及空间定位能力而提

高认知能力,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近研究重复

经 颅 磁 刺 激 (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干预措施也

可以改善认知功能,但具体机制和作用途径不明。
本研究拟采用神经心理学量表、头颅影像学(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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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和多导事件相关电位检测,探讨 rTMS 联合药

物加兰他敏治疗 AD 的效果,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本院

住院治疗的 AD 病人 46 例,最终完成治疗及随访 43
例。 将病人按入院先后顺序进行编号,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成 2 组。 2 组年龄、性别、认知功能受损时

间、基线时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MSE)评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符合 AD 诊断标准(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

的国际分类 ICD鄄10):简易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 评分为 12 ~ 28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评分 < 17 分,Hachinki 缺血指数量表评

分逸7 分;不伴有可致痴呆的其他脑部疾病或全身

性疾病,也无严重内科疾病。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2 组病人家属知情同意,整体实验经过符

合国家、地方及单位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

表 1摇 2 组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年龄 /岁 男 女
认知功能

受损时间 /年
基线时

MMSE /分

加兰他敏组 摇 73. 3 依 8. 5 9 12 3. 2 依 2. 1 16. 68 依 2. 02

加兰他敏 + rTMS 组摇 74. 0 依 8. 4 10 12 3. 2 依 2. 3 15. 95 依 2. 17

t 0. 27 0. 03吟 0. 00 1. 14

P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字2 值

1. 2摇 方法摇 所有量表评估均由同一团队完成,经颅

磁刺激仪采用深圳英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脉冲磁场

刺 激 仪 M鄄100Pro, 事 件 相 关 电 位 采 用 美 国

NeruoScan 公司生产的 32 导 ERP 工作站记录脑电

并分析。 加兰他敏组给予加兰他敏片(西安杨森公

司生产)起始剂量 4 mg,每天 2 次,口服,持续 4 周

后,改为维持剂量 8 mg,每天 2 次,口服。 治疗观察

周期 6 个月。 治疗过程中若无重大药物不良反应或

不适应证不予换用其他类药物,药物剂量可在常规

药物治疗量范围内增减。 加兰他敏 + rTMS 组:加兰

他敏片治疗方法同加兰他敏组,同时 rTMS 根据刺

激部位及频率分为左侧高频 + 右侧低频组 11 例和

双侧高频 rTMS 组 11 例;双侧高频 rTMS 频率为

15 ~20 Hz 前额叶背外侧区进行刺激,每次 20 min,
每侧 10 min,每周 5 次;左侧高频 + 右侧低频 rTMS
右侧频率为 1 Hz 前额叶区进行刺激,每次 15 min,
左侧频率为 20 Hz 前额叶区进行刺激,每次 10 min
每周 5 次,本研究每天 1 次 rTMS 治疗,治疗 5 d 休

息 2 d,实际治疗 15 d。 每 3 个月治疗一疗程,第 6
个月完成复查及再评估。
1. 3摇 疗效评价摇 治疗前后采用 MoCA 评分进行评

定,计算公式:(治疗后评分 - 治疗前评分) 衣 治疗

前评分 伊 100% 。 逸15% 为显效;臆5% ~ 15% 为有

效; < 5%为无效。 并用 MMSE 评分、临床痴呆量表

(cliniacl dementia rating,CDR)评分、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评分和事件

相关电位(ERPs),同时进行对比观察分析。 MMSE、
MoCA 量表及 CDR、ADL 量表评价:均由同一名具有

神经科资质的医生评估,组别间同期评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配对 t 检验、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治疗后疗效比较摇 2 组治疗后疗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治疗前后疗效比较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摇 总有效率 / % uc P

加兰他敏组 21 5 9 7 66. 7

加兰他敏 + rTMS 组 22 5 11 6 72. 7 0. 22 > 0. 05

合计 43 10摇 20 13摇 69. 8

2. 2 摇 MMSE、CDR、ADL 评分比较 摇 治疗前,2 组

MMSE、ADL、CDR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6 个月 2 组 MMSE
评分均增加,ADL、CDR 评分均降低(P < 0. 01)。 治

疗后 6 个月,加兰他敏组 MMSE 评分显著低于加兰

他敏 + rTMS 组(P < 0. 01),ADL、CDR 评分均显著

高于加兰他敏 + rTMS 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治疗前后 MMSE、CDR、ADL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MMSE 评分 CDR 评分 ADL 评分

治疗前(x 依 s)

摇 加兰他敏组 21 16. 68 依 2. 02 2. 45 依 3. 2 46. 15 依 6. 65

摇 加兰他敏 + rTMS 组 22 15. 95 依 2. 17 2. 55 依 0. 75 47. 59 依 5. 56

摇 摇 t — 1. 14 0. 14吟 0. 77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 6 月(d 依 sd)

摇 加兰他敏组 21 3. 57 依 0. 13** - 0. 40 依 0. 06** - 5. 29 依 1. 67**

摇 加兰他敏 + rTMS 组 22 7. 80 依 0. 42** - 0. 88 依 0. 26** - 9. 21 依 0. 74**

摇 摇 t — 45. 03吟 8. 43吟 9. 87吟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吟示 t忆值;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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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加兰他敏 + rTMS 组治疗前后 ERPs P300 潜伏

期及波幅的比较摇 双侧高频及左侧高频 +右侧低频

组治疗前 N1、N2、P3 潜伏期及 P3 波幅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2 组 N1、N2 潜伏期和 P3 波幅

在治疗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P3 潜

伏期在治疗后缩短(P < 0. 01)。 治疗后,双侧高频

组 P3 潜伏期明显短于左侧高频 + 右侧低频组(P <
0. 01)(见表 4)。

表 4摇 加兰他敏 + rTMS 组治疗前后 P300 潜伏期及波幅的比较

分组 n N1 潜伏期 / ms N2 潜伏期 / ms P3 潜伏期 / ms P3 波幅 / 滋V

治疗前(x 依 s)

摇 双侧高频组 11 86. 14 依 15. 32 265. 43 依 43. 14 418. 85 依 53. 14 5. 46 依 2. 32

摇 左侧高频 + 右侧低频组 11 85. 24 依 14. 22 260. 43 依 42. 23 410. 65 依 45. 24 5. 52 依 2. 22

摇 摇 t — 0. 14 0. 27 0. 39 0. 06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 6 个月(d 依 sd)

摇 双侧高频组 11 0. 25 依 1. 85 2. 00 依 5. 89 51. 9 依 7. 58** 0. 09 依 0. 15

摇 左侧高频 + 右侧低频组 11 0. 52 依 1. 47 1. 22 依 4. 56 22. 14 依 5. 27** 0. 18 依 0. 65

摇 摇 t — 0. 38 0. 35 10. 69 0. 45吟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摇 摇 吟示 t忆值;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

2. 4摇 不良反应摇 多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恶心、食
欲下降,个别病人出现失眠。 经过调整用药剂量和

服药方法后不影响继续治疗。 治疗结束后血、尿、肝
肾功能、心电图等常规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3摇 讨论

摇 摇 AD 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记忆力

减退。 其病理特征是 茁 淀粉样蛋白 ( 茁鄄amyloid,
A茁)的沉积和神经纤维缠结,其病因尚未明确。 AD
病人由于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受损,胆碱乙酰转

移酶的活性下降,导致突触前乙酰胆碱的合成及再

摄取功能下降,其下降程度与认知功能损伤呈正比,
下降程度越严重,认知功能受损程度也越重。 加兰

他敏为可逆性胆碱酯酶抑制剂,近年来用于治疗

AD,可以抑制体内乙酰胆碱酯酶,血浆蛋白结合率

约为 18% [1],其在体内分布广泛,组织亲和力强,能
增加突触前膜神经元乙酰胆碱的释放,抑制乙酰胆

碱酯酶的活性,提高体内乙酰胆碱水平,提高了突触

中乙酰胆碱的浓度。 有动物实验[2] 结果表明,痴呆

大鼠应用加兰他敏后,认知及学习记忆能力明显提

高,Morris 水迷宫试验潜伏期明显缩短,证明其具有

明显的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与治疗

前比较,治疗后 6 个月 2 组 MMSE 评分均增加,
ADL、CDR 评分均降低。

rTMS 能改善失语症、单边忽略或其他认知障

碍。 rTMS 通过短暂、强大的磁场脉冲重复施加在皮

层上,线圈产生的磁场可以穿越头皮和颅骨,在皮层

上诱导出电流,引起神经元兴奋。 本研究通过

MoCA 评分比较 2 组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 但治疗后 6 个月,加兰他敏组

MMSE 评分低于加兰他敏 + rTMS 组(P < 0. 01),
ADL、CDR 评分均高于加兰他敏 + rTMS 组(P < 0.
01)。 提示,rTMS +加兰他敏治疗 AD 的效果优于单

用加兰他敏治疗。 目前研究[3] 表明,高频 rTMS 能

够通过影响 p鄄CREB 通路的表达来促进脑缺血后海

马神经元存活,抑制凋亡,改善脑缺血后学习记忆功

能。 研究[4 - 5]发现,AD 病人大脑中存在广泛的神经

递质系统异常。 与 AD 关系较为肯定的有乙酰胆

碱、单胺类、氨基酸类及神经肽类,而这些递质对学

习和记忆功能有特殊作用。 rTMS 对脑内神经递质

及其传递、不同脑区内多种受体包括五羟色胺、N鄄甲
酰鄄D鄄门冬氨酸等受体及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的基因

表达有明显影响,这些可能是 rTMS 调节脑功能状

态改善认知功能的机制之一[6]。
不同频率的 rTMS 对运动皮质的调节作用不

同,高频( > 1 Hz)rTMS 可以提高大脑局部的代谢水

平,使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增加,通过增加脑血流从而

改善脑组织能量代谢障碍,减少细胞凋亡[7]。 也有

研究[8] 显示,高频 rTMS 可能会增加神经的连接而

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 ERPs 是对客观事件进行认

知加工时产生的脑电变化,它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

率,能够实时记录与认知加工相关联的神经电生理

过程。 本研究初步运用事件相关电位对 AD 认知功

能的疗效评估发现,双侧高频组及左侧高频 +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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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组 N1、N2 潜伏期 P3 波幅在治疗前后均无显著

变化,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 与左侧高频 + 右侧

低频组比较,双侧高频组 P3 潜伏期在治疗后缩短较

明显。 2008 年 COTELLI 等[9]研究入组 24 例不同程

度痴呆病人,应用 20 Hz 高频 rTMS 作用于左或右侧

DLPFC,对照组用假刺激,治疗前后评估不同程度痴

呆病人的物体和行为命名能力,结果提示 rTMS 能

影响一些中重度痴呆的命名能力。 同时有研究[10]

结果显示,不同频率 rTMS 均可明显改善轻中度 AD
病人的记忆功能和语言功能,高频刺激临床效果更

佳。 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rTMS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无创性的新技术,被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研究,在 AD 的治疗方面起

到一定的作用。 本研究首次关于 rTMS 与药物(加
兰他敏)联合治疗并将其治疗 AD 的频率、强度、持
续时间等重要参数进行分类讨论,结果表明,2 组治

疗均有较高的总有效率,通过 MMSE、ADL、CDR 评

分显示,rTMS + 加兰他敏联合治疗优于单用加兰他

敏治疗,且双侧高频更利于认知功能的恢复。 由于

rTMS 对脑内神经递质传递及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的

基因表达有明显影响,而加兰他敏为可逆性胆碱酯

酶抑制剂,两者之间是否有相互促进作用,共同改善

认知功能,还需临床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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