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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Ｈａｌｌｅｒｖｏｒｄｅｎ—Ｓｐａｔｚ病
马羽

张建国

张凯葛明

孟凡刚

胡文瀚张颖

Ｈａｌｌｅｎ，ｏｒｄｅｎ·ｓｐａｔｚ病（ＨｓＤ）是一种少见的常染

消瘦，无局限性萎缩，头阵发性不自主后仰，因上肢

色体隐性遗传病，可有散发…，是铁盐在苍白球、黑

持续不自主扭转及屈曲运动向背后聚集而只能俯

质沉积所引起的一种变性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

卧，无法长期仰卧，不能静坐及行走。Ｂｕｒｋｅ．Ｆａｈｎ·

锥体外系受累，起始症状为姿势异常、肌张力增高、

Ｍａｒｓｄｅｎ肌张力障碍运动评分（ＢＦＭＤＭｓ）１１４分（最

步行困难和不自主运动（多为舞蹈、手足徐动或震

高１２０分）。辅助检查：头颅ＭＲＩ示双侧苍白球可

颤）。晚期则出现构音障碍、吞咽困难、锥体束征和

见对称性“八”字形异常信号，Ｔ：像呈低信号，中央

智能障碍，症状进行性加重，多数患者因严重的并发

呈斑片状高信号（虎眼征，图１）；Ｔ。像可见苍白球

症而死亡。迄今尚无有效的内科治疗方法，左旋多

区陈旧毁损灶（图２）。余神经系统体检及实验室检

巴可使部分患者的症状得到暂时改善。立体定向功

查未见异常。

能神经外科的快速发展，在治疗难治性肌张力障碍

手术过程：患者在全身麻醉下安装ＣＲｗ—ＦＮ立

方面的应用不断增多。国内外已有多篇应用脑深部

体定向头架，３．０

电刺激术（ＤＢＳ）治疗肌张力障碍性疾病的报道心ｊ，

手术计划系统行影像学定位，术中电生理记录行功

尚无双侧丘脑底核一ＤＢＳ（ＳＴＮ—ＤＢｓ）的治疗病例。

能定位再次确认，最终将脑深部电极（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功能

３３８９，美国）植人脑内。术后经１．５

神经外科应用双侧ｓＴＮ—ＤＢｓ成功地治疗了１例严

确认电极位置，证实电极无偏移，头端位于双侧丘脑

重的症状性肌张力障碍性疾病ＨＳＤ，现报道如下。

底核内（图３）。术后第３天给予体外临时刺激观察

Ｔ

ＭＲＩ扫描双侧丘脑底核传输至

Ｔ

ＭＲＩ扫描成像

治疗效果，刺激１４ ｄ后得到肯定疗效植入永久刺激

临床资料

器，开始长期治疗。

患者男，１６岁。自幼走路常摔跤，１２岁左右

结

（２００３年）出现头不自主后仰，持笔写字及持筷困

果

难，逐渐加重，说话语速慢，吐字不清。患者为头胎

给予体外临时刺激的第３天患者症状开始好

顺产，１岁前运动发育基本正常，１岁余会走，２岁会

转，左侧增高的肌张力轻微降低，四肢不自主运动较

说话。家族中无同类疾病患者及其他特殊病史记

术前减少；１４ ｄ时患者四肢不自主运动基本消失，

载。接受多种药物的单独或联合应用治疗未获得满

头能够长时间直立，可长期仰卧、静坐，左下肢因肌

意效果。２００５年于外院实施右侧苍白球损毁术后

张力高、左足变形仍无法行走。ＢＦＭＤＭＳ评分为

１周出现左侧肢体肌张力增高，左足变形而无法行

６０分（改善４７％）。植入体内永久刺激器后的１周

走。体检：身高正常，左马蹄足。意

识清楚，构音障碍，记忆力、计算力
及理解力均差。四肢肌力Ⅲ级，左
侧肢体肌张力增高，右侧肌张力正
常，四肢腱反射对称亢进，左侧下肢
Ｃｈａｄｄｏｃｋ征阳性，右侧阴性。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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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ｌ

患者术前脑ＭＲＩ Ｔ２像ｏ

位为虎眼征（箭头）

Ｔ２加权像示双侧苍白球呈低佩中央略高眠病变部

图２患者术前脑Ｍ砒Ｔ－像。苍白球区为陈旧毁损灶（箭头）

圈３患者术后１．５ Ｔ Ｍｍ扫描成像。双侧脑深部电刺激术电极头端位于双侧丘脑底核内

内未给予刺激治疗，患者重新出现术前的症状，四肢

改善与刺激有明显的相关性，停止刺激后症状重新

不自主运动增多，头后仰，左肢肌张力增高，但好于

出现，Ｋｒａｕｓｅ等旧。的患者术后２．５年时因脑内电极

术前。术后１０ ｄ开启刺激器进行长期刺激治疗，患

移位后症状出现反复。本组患者接受临时刺激３

者各种症状的改善获得进一步提高，３个月时已能

时症状即有明显改善，与某些ＤＢＳ治疗的全身性肌

独立站立，日常生活活动评分得到显著提高。开机

张力障碍患者表现不同旧ｊ，疗效的出现有几周至几

后１个月ＢＦＭＤＭｓ评分降至３５分（改善６９％），

个月的延迟期，可能与给予刺激的强度较大有关。

ｄ

３个月时２８分（改善７５％）。术后１年患者肢体及

肌张力障碍性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至今不清，

头部的不自主运动完全消失，能够长期稳定坐卧，构

认为与基底节环路神经核团放电兴奋性改变有关，

音障碍也得到明显改善，ＢＦＭＤＭｓ评分为１４分（改

基底节通过皮质一基底节一大脑皮质环路在调节熟练

善８８％）。但因毁损术引起的左侧肢体肌强直和变

动作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１ ０Ｉ。有人认为肌张力障

形的左足未能恢复，患者无法行走。持续刺激未引

碍患者基底节环路核团神经元放电频率异常，ＤＢＳ

起任何不良反应，患者不再服用相关药物。

通过高频电刺激抑制了核团异常的兴奋性。然而，

讨

论

刺激相同核团既能够治疗运动减少的帕金森病，也

能改善运动增多的肌张力障碍性疾病，用抑制核团

１９２２年ＨａⅡｅｒｖｏｒｄｅｎ和Ｓｐａｔｚ首先报道了一种

放电频率的理论解释尚有些疑惑。术中电生理记录

罕见的、病因不明的、以锥体外系为主要表现的常染

显示，安静状态下患者丘脑底核核团神经元放电模

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Ｊ，即以２位学者的名字命名

式表现出不规则，爆发式放电增多。因此，有人认为

为ＨＳＤ，因病变主要侵犯锥体外系，在苍白球、黑

高频刺激改变了基底节环路内核团神经元的异常放

质、红核处有脂褐色素沉着，故又称苍白球·黑质－红

电模式，增强了主要运动控制核团丘脑神经元放电

核色素变性。ＨｓＤ缺乏特异的生化诊断指标，其诊

的同步化水平Ｈ１｜，其确切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断往往通过典型的临床表现和ＭＲＩ而确诊。Ｍ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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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苍白球－ＤＢｓ治疗的肌张力患者相似，患者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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