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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脑起搏器是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外科治疗方法，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发展迅速，而我国的患者受限于高昂的费用难
以应用。为此，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过去的 7 年中致力于脑起搏器的国产化，在攻克了电子、软件、材料、制造、可靠
性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后，研制完成国产的脑起搏器，包括植入体内的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和电极，以及用于遥测、程控
的体外程控仪。在完成注册检验和动物试验后，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完成 10 例手术，均取得
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无不良事件发生，初步验证了国产脑起搏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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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ep brain stimulator and the progress in clinic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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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brain stimulator is the preferred therapy for Parkinson’s disease, developing rapidly since 1990s,
but rarely used by Chinese patients due to very high price. In last 7 years, a team in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been
working to develop DBS device, a series of technical problems in electronics, software, material, manufacture and
reliability were solved, and the Chinese deep brain stimulator was developed successfully, including implantable
pulse generator, extension and lead, and controller for outside telemetry and programming. After registration
inspection and animal studies, the clinical trial is being in process. Up to now, 10 implantation surgeries have been
finished, the satisfied effects have been achieved for all the patients, and no adverse events have been observed,
showing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deep brain st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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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脑深部刺激疗法与脑起搏器
脑深部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疗法是以一定程度的电脉冲，刺激脑功能核团，以调整
或恢复脑部功能，缓解疾病症状的一种方法。脑深部刺激器是 DBS 治疗所使用的医疗器械，当前，获得
FDA 批准的只有 Medtronic 公司的 Activa 系统，由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和电极组成，通过立体定向手
术将电极植入预定的脑核团（如 STN、GPi 或 Vim），再通过延长导线连接到脉冲发生器[1-2]。
在临床上，多种神经疾病或精神疾病仍然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患者需要终生服药，但是长期服药
后往往疗效减退并出现各种副反应。以帕金森病为例，它是发生于老年的较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在我国 60 岁以上发病率男性为 1.7%，女性为 1.6%，65 岁以上则高达 5％，全国有约 250 万名
患者，其临床表现基本形式为震颤、僵直和运动迟缓。帕金森病的药物治疗主要为左旋多巴及其复合制
剂（如美多巴），此类药物是国际上治疗帕金森病的“金标准”。但是稳定疗效一般仅能持续 5 年左右，
之后患者会因为长期大量服用此类药物而导致“晨僵”、“剂末现象”、“开关现象”、“异动症”等严重的
药物并发症。DBS 疗法因为其微创、安全、有效、可调节的优点，成为首选的外科疗法[3-4]。
在美国，DBS 疗法 1997 年被批准治疗特发性震颤和帕金森震颤，2002 年被批准治疗帕金森病，2003
年被批准治疗肌张力障碍，2009 年被批准治疗强迫症[5]。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6 万名患者植入了脑深部
刺激器[6]，被公认为继 1968 年发明左旋多巴之后的治疗帕金森病的第二个里程碑。在我国，由于脑深部
刺激器价格昂贵，双侧刺激器约 18 万元人民币，而且脉冲发生器由原电池供电，使用寿命为 5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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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需要再次购买脉冲发生器并手术更换。受限于经济因素，我国目前只有近 2000 名患者受惠于 DBS 疗
法，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接受治疗的患者人数逐年呈几何技术递增。

图1

脑深部刺激示意图[6]

2 国产脑起搏器系统的研制
国产脑起搏器系统由植入体内的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和电极，以及用于在体外对脉冲发生器进行
遥测和编程的体外程控仪组成。

2.1 植入部件设计
脉冲发生器内部为电池和电路，用钛外壳封装并焊接密封，信号通过馈通和顶盖引出，结构与心脏
起搏器类似。
延长导线一端与脉冲发生器连接，另一端与电极连接，中间为 4 股相互绝缘的导线，外面用硅橡胶
绝缘。延长导线的作用在于，将脉冲发生器的 4 路刺激输出传递到电极。
电极的内部为 4 股相互绝缘的导线，外面用聚氨酯绝缘。电极两端分别为 4 个触点，内部导线将 4 对
触点相应连接起来，一端的触点与延长导线连接，另一断的触点直接与靶点核团接触。电极的作用在于，
将脉冲发生器发出、延长导线传导过来的 4 路刺激输出传递到靶点核团。

图2

脉冲发生器原理框图

图 3 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和电极照片

表 1 植入式神经刺激系统的关键设计参数
参数
脉冲幅度（V）

范围

天循环启动时间

0~10V,0.1V 或 0.05V 步进
2~250;具体为
2,5,10,15,20,25,30,35,40,45,50,55,60,65,70,75,80,85,90,95,100,105,110,115,120,
125,130,132,135,137,140,142,145,147,150,152,155,157,160,162,165,167,170,172,
175,177,180,182,185,190,195,200,205,210,215,220,225,230,235,240,245,250
60~450,30us 步进
0.1s～24h，其中 0.1s～1s，0.1s 步进；1s～60s，1s 步进；1min～30min，1min
步进；0.5h～24h，0.5h 步进
0.1s～24h，其中 0.1s～1s，0.1s 步进；1s～60s，1s 步进；1min～30min，1min
步进；0.5h～24h，0.5h 步进
00:00～23:30，0.5h 步进

天循环关断时间

00:00～23:30，0.5h 步进

脉冲频率
（Hz）
脉冲宽度（µs）
开通时间
关断时间

2.2 体外程控仪设计
体外程控仪由 PDA（掌上电脑）
、编程器、磁铁组成。
PDA 为商用 PDA，与笔记本电脑相比更加轻便、小巧、可移动性强，便于在手术室、病房或患者家庭
使用。PDA 由 3.7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供电（另配充电器）
，采用手写笔作为输入设备，采用 SD 卡作为外
部存储介质实现控制软件的存储和掉电保护，采用电缆与编程器通信并对编程器供电。
编程器向植入式神经刺激系统的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图中实线方框内为发射部分，虚线框内为接
收部分。微处理器，谐振电容，接收/发送天线为收发两部分共用，有利于减小编程器的体积[7]。
磁铁是控制植入式神经刺激系统工作状态的部件。植入式神经刺激系统内部安装磁敏感器件，检测
到磁场变化（低强度－高强度－低强度变化，表明体外磁铁的刷过）后，即切换工作状态。例如，可刷
过磁铁关闭刺激，再次刷过磁铁开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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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产脑起搏器系统的临床试验进展
国产脑起搏器由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在完成注册检验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完成
了家兔和恒河猴的动物试验研究，目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在 200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北
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王忠诚院士的持续关心下，临床试验由北京天坛医院牵头组织，进展顺利。

3.1 临床试验整体设计
本次临床试验为前瞻性、多中心、目标值法对照的临床验证研究，以评价国产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
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应用国际上通用的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3.0 版，对入选此次临床试验的原发性帕金森病

患者进行治疗，并对患者在术前与术后的运动能力（根据 UPDRS 第三分量表）
、日常生活能力（根据 UPDRS
第二分量表）
、药物使用、开期时间等变化情况做出客观的评估与分析。随访时间为不少于术后 6 个月（目
标 12 个月）
，以验证 PINS 系统的长期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3,8]。

3.2 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
目前已经完成 10 例植入手术，其中 7 名患者已经在手术后 1 个月开机，治疗效果良好，未出现任何
不良反应。
其中有 3 名患者已经完成术后 3 个月评估。和术前基线相比，起搏器治疗使 3 名患者的 UPDRS 运动
评分改善均达到 80%左右，UPDRS 日常生活评分改善分别达到 60%、80%和 90%左右，服药量分别减少
1/3、1/4 和 100%（即完全停药）
，状态平稳，基本不存在关期。而且，可以发现，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患者的改善程度在逐渐提高，基本能够达到象正常人一样生活、娱乐的目标，使得患者重返社会。

图5

术中，医生在进行测试

图 6 术后，患者能够正常跑步

4 结果与讨论
经过多年的努力，清华大学和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完成了国产脑起搏器的研制，并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已有的结果验证了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后续将继续努力，完成更多的病例数量、更长时
间的随访评估，达到全面、系统的认识，最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获得注册证。
根据目前国内外的脑起搏器的临床应用和研究状况，对其发展趋势有如下讨论：
（1）更宽的治疗范围：随着对人体各种生理活动认识的深入，研究人员对脑功能核团在其中的作用
机制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脑深部刺激作为一种物理调控方法的应用范围也会越来越宽广，这一点从
目前国际上逐步开展的癫痫等疾病治疗，尤其是精神类疾病治疗（如抑郁、强迫症）可以看出端倪。
（2）更低的价格：脑起搏器均非常昂贵，双侧刺激器价格在 18 万元左右，以寿命 5 年计算，折合
每年需要 3.6 万的基本费用，我国的患者非常难以接受，国产脑起搏器将力争为患者提供质优价低的新选
择。
（3）更长的使用寿命：使用寿命越长，则折合到年度的费用越低，而且患者可以免除手术更换脉冲
发生器的痛苦。目前最佳的方法是使用可充电电池，患者每隔几周进行一次经皮无线充电操作。需要指
出的是，使用可充电设计，对刺激器提出了更苛刻的安全性要求，例如电池的过度放电和过度充电的保
护、充电引起的刺激器温度上升问题等[9]。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充电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电性能样机的研制。
（4）更高的可靠性：脑起搏器需要植于患者体内使用，具有不可维修性，如果出现故障，必须在医
院进行手术更换，不仅经济代价大，而且为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10]。根据美国 FDA 的召回（Recall）公
告，植入式心脏起搏器、除颤器和脑起搏器的召回原因包括电容和存储器等电子元器件失效、电气连接
断开、电气短路、密封部件泄漏、导线绝缘层破损、软件缺陷等[5]。其中，尤以 Guidant 公司在 2005 年
6 月和 7 月的几次一类召回事件影响最大，涉及数万个仍在患者体内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和除颤器，不仅为
患者带来困扰、痛苦乃至生命危险，而且为整个植入有源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影响。虽然
脑起搏器的失效一般不会导致生命危险，但是必须从元器件、电路板、软件、电极、封装和整机的不同
层面，加强可靠性保障。
（5）软件升级：目前脑起搏器的软件都是出厂时固化在程序存储器内，植入患者体内后无法变更，

如果遇到软件缺陷或者存储器个别单元失效的情况，只能进行召回，手术更换脉冲发生器。同时，脑起
搏器电路硬件的架构在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目前的进展主要在于医学的飞速发展，人
们对疾病机理的认识不断进步，新的算法和治疗模式可能不断出现，而这种类型的功能更新换代，完全
可以通过软件升级来实现。因此，软件升级这种已经在手机、计算机、交换机等 IT 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
在脑起搏器领域也具有光明的前景。在脑起搏器植入患者体内使用后，由专业人员控制，用体外程控器
与脑起搏器建立双向无线通信，把新版本的软件写入程序存储器，即可恢复脑起搏器的正常功能，或者
实现新的治疗功能，从而避免了手术更换脑起搏器带来的痛苦和高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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