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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外科治疗指征及应用
张建国马羽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

目前全国也已完成ＤＢＳ手术１２００余例次，建立了

病，病程呈进展性。在我国，６５岁以上人群帕金森

以北京、上海为主的多个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性疾

病的发病率约为１．７％Ｄ Ｊ，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８０

病治疗中心，ＤＢＳ术治疗运动障碍性疾病的安全性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可达３％一４％。药物治疗虽

和有效性得到公认。

是帕金森病治疗的首选方法，但随着用药时间的延

二、行ＤＢＳ术患者的选择

长，药物疗效逐渐减退而出现“剂末现象”、“波动现

术前对手术风险和手术疗效的正确评估是判断

象”，且长期用药还会引起“异动症”等不良反应，严

实施手术与否的关键，帕金森病患者术前需要针对

重影响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功能和生存质量。随着

ＤＢＳ能否有效地改善影响其运动和生活的主要症状

计算机技术、电生理技术和立体定向外科技术的发

进行评估。一般认为，如果帕金森病患者的主要症

展，外科治疗已成为其综合治疗的一种有效手段，目

状对多巴胺类药物有良好的反应，或症状是因服用

前主要有２种方法，脑内核团毁损术和脑深部电刺

多巴胺类药物所引起的（如异动症、体位性低血压

ｓｔｉｍｕｌａｄｏｎ，ＤＢＳ）。在过去的２０年

等），ＤＢＳ将会得到较理想的疗效。因此“美多巴实

问，ＤＢＳ因其微侵袭性、可调节性、可逆性、不良反应

验”是较重要的评估指标，帕金森病患者“开”状态

少、疗效持久等优点已逐渐替代了毁损术（如丘脑

下ＵＰＤＲＳ运动评分较“关”状态下改善４０％以上则

毁损术、苍白球毁损术等）。现主要对ＤＢＳ手术的

被视为多巴胺反应良好（ｄｏｐ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适宜

优缺点，患者的选择标准进行阐述，并对帕金森病外

ＤＢＳ手术。

激术（ｄｅｅｐ

ｂｒａｉｎ

科治疗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目前，国际上普遍应用的ＤＢＳ术治疗帕金森病

一、ＤＢＳ术概述

的患者选择标准ｐ１为：入选标准：原发性帕金森病；

ＤＢＳ的出现应该说是继左旋多巴药物问世以

病程≥５年；对多巴胺反应良好；无帕金森综合征表

来，对帕金森病治疗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主要是采用

现（非Ｌｅｗｙ小体病，多系统萎缩，进行性核上性麻

立体定向方法进行精确定位，在脑内特定的靶点植

痹等疾病）。排除标准：认知、精神障碍；手术禁忌

人刺激电极进行高频电刺激，从而改变相应核团兴

证；严重脑萎缩、广泛脑白质损伤、基底节内结构或

奋性以达到改善帕金森病症状、控制癫痫发作、缓解

传导束损伤等；严重的药物问题。

疼痛的一种微创神经外科手术方法。自１９８７年法

目前，有关帕金森病患者是否适宜实施ＤＢＳ手

国Ｂｅｎａｂｉｄ等人开始采用ＤＢＳ刺激丘脑腹外侧核治

术的最大年龄和最短病程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高

疗帕金森病震颤和特发性震颤获得成功后，至今全

龄患者是否适宜ＤＢＳ手术，保守的中心认为年龄高

世界有５００多个中心实施ＤＢＳ手术治疗运动障碍

于７０岁的帕金森病患者不宜实施ＨＪ。但多数中心

性疾病，植入术已超过３５ ０００例次【２Ｊ。为了提高手

认为应依据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身体素质、并发症

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ＤＢＳ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影

可能发生情况、患者精神状态等因素综合判断。北

像学、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外科学的创新与进步，加

京天坛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就已成功为多例７５

强了神经内、外科的合作与交流，在神经科学领域形

岁以上的帕金森病患者实施了ＤＢＳ手术，术后患者

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在过去的１０年间，ＤＢＳ技

恢复良好，无明显不良反应。一般认为，病程大于５

术在国内的发展也逐渐成熟。自１９９８年北京天坛

年的帕金森病患者才适宜ＤＢＳ手术，但近年有关早

医院成功完成了第ｌ例ＤＢＳ治疗帕金森病手术后，

期实施ＤＢＳ手术对帕金森病患者影响的研究认
为ＨＪ，如果帕金森病患者于病程早期（尚未影响个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张建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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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社会生活、无工作能力的改变时）实施ＤＢＳ手
术，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运动障碍症状，还将有效地

提高其生存质量，避免脱离社会生活。

刺激Ｖｉｍ主要会引起肌肉收缩、小脑症状等。

三、ＤＢＳ手术过程

四、ＤＢＳ术后程控与评估

ＤＢＳ手术过程主要包括２部分：脑内刺激电极

术后多数患者症状即刻有所改善，与电极植入

的植入和皮下脉冲发生器（ＩＰＧ）的埋藏。刺激电极

引起的微毁损作用有关，该情况多于术后２—３周后

的植入通常是在局部麻醉下完成，通过术中给予临

恢复。为避免微毁损作用的影响，术后１个月为刺

时刺激，观察患者帕金森病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强刺

激器开启时间，即开始给予高频刺激治疗帕金森病

激引起的不良反应，判定靶点位置的准确性。如患

的时间，并根据每个患者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刺激参

者在清醒状态下无法进行配合时，也可全身麻醉下

数的设定。开机后的３～６个月是主要的调试过程，

完成电极植入术。研究表明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下

也是人与机器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在这期间随着

植入电极的成功率并无明显差异∞Ｊ。全身麻醉下

刺激参数水平的不断增加，会逐渐减少抗帕金森病

电极植入术通常选择苍白球内侧部（ＧＰｉ）作为刺激

药物的用量，直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归Ｊ，即是以最

靶点，因为ＧＰｉ核团体积较大，刺激对周围结构影响

小刺激强度和最少药物需要量获得最佳术后治疗效

较小，可引起的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皮下脉冲发

果，之后刺激参数水平及药物用量在较长一段时间

生器的埋藏是在全身麻醉下完成的，这样可以减少

内将会保持相对稳定。每侧刺激电极尖端有４个作

患者的痛苦。

用触点，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而选择其中１个或

目前，ＤＢＳ治疗帕金森病的解剖靶点主要有３

２个作为功能触点。可调控的刺激参数包括电压、

个：丘脑底核（ＳＴＮ）、丘脑腹中问核（Ｖｉｍ）、苍白球

频率和脉宽。刺激频率常选择１３０ Ｈｚ至１８５ Ｈｚ间

内侧部（ＧＰｉ）。ＳＴＮ对帕金森病症状的改善比较全

的高频刺激。刺激脉宽可选择６０妒、９０斗ｓ和

面且术后能够减少抗帕金森病药物的需要量，应用

１２０

较多。而Ｖｉｍ主要用于以震颤为主的帕金森病患

较高的刺激脉宽较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刺激电压是

者，但目前较少应用。Ｇｐｉ则用于僵直、运动徐缓症

主要的调控参数，决定着刺激强度，多选２—４

Ｉ．Ｌｓ，增加刺激脉宽会增加刺激的扩布范围，因此
Ｖ。

状为主的帕金森病治疗。精确的靶点定位是手术成

目前国际上帕金森病ＤＢＳ术后临床疗效评价

败的关键，其主要依赖于影像学的解剖定位和电生

多依据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ＵＰＤＲＳ），主要对帕

理学的功能定位。解剖定位依各中心情况不同，选

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情况（ＵＰＤＲＳ ＩＩＩ）和Ｅｌ常生活活

择ＣＴ扫描或ＭＲＩ图像定位，ＭＲＩ图像更为清晰，也

动能力（ＡＤＬ）进行评估。不同研究中心的结果虽

最常用，因为ＳＴＮ和ＧＰｉ在ＭＲＩ扫描图像上为可视

有差异，但效果都是肯定的。ＤＢＳ治疗帕金森病的

核团。采集到的ＣＴ或ＭＲＩ图像将传输至手术计划

长期随访结果显示［１０。１２】，患者在“关”药状态下：①

系统，通过人脑图谱坐标计算和图像融合确定靶点

运动功能提高５０％以上；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显著

坐标，完成解剖定位。Ｖｉｍ因在ＭＲＩ扫描图像上为

增强（ＡＤＬＳ）；③肌肉强直症状改善７０％以上，运动

不可视靶点，只能通过人脑图谱坐标计算进行定位。

迟缓改善达３３％一５０％；④痛性异动明显缓解。此

手术过程中，还将通过神经电生理学技术对采集到

外，双侧ＳＴＮ—ＤＢＳ还能够减少多巴胺类药物用量，

的靶点神经核团电信号的特点进行判断，完成靶点

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对药物开期的“异动症”也有

功能定位，最终确定电极正确植入位置。

明显的改善作用。

ＤＢＳ并发症的发生主要有３方面原因：手术操

五、帕金森病外科治疗的将来

作相关、设备相关和刺激作用相关。手术相关的并

虽然有关ＤＢＳ治疗帕金森病的很多研究领域

发症常见的为颅内出血或感染，发生率各个中心报

至今没有完全探明，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

道不一，颅内出血平均１％一４％，感染２％一

到这一领域和一个接一个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其

１８％［７－ａｌ，也偶有发生癫痫的报道。设备相关的问题

优良的效果和独特的价值将使其在帕金森病治疗中

主要出现异物过敏、电极折断、电池失用等情况。而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试想未来ＤＢＳ发展方向可

刺激相关并发症主要是因较高强度的刺激作用于靶

能包括：①手术技术更加精湛，靶点定位更加准确；

点周围结构引起的，并因刺激靶点不同，影响周围结

＠）ＩＰＧ体积更小，使用寿命更长；③刺激模式更多选

构各异，出现的不良反应表现也不同。刺激ＳＴＮ主

择性，建立反馈调控模式；④寻找新的刺激靶点，拓

要会出现感觉异常、眼球运动障碍、肌肉收缩等情

展ＤＢＳ的治疗范围。

况；刺激ＧＰｉ会引起肢体麻木、肌肉收缩、视闪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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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尚无可替代ＤＢＳ的帕金森病外科治

·６６７·

疗方法，有研究表明多巴胺能细胞移植或锥管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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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胶质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对于少数帕金森病患者有

一定疗效，因其疗效不持久且不良反应明显而较少
用于临床。其他如基因治疗等也处于临床前的实验

研究阶段。这些疗法虽然尚未成熟，但它们为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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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萃摘选．
痛风治疗的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人们对痛风发生的病理生理学有了深入的认识。
尽管出现了很多鼓舞人心的科研成果，但临床上痛风管理的

的治疗，这与在英国获得的数据大不相同，在英国大多数痛
风患者从未到风湿病学家处就诊。

标准仍然滞后于相关的科学研究。事实上，痛风的诊断主要

对痛风患者的临床诊断面临巨大挑战：①临床表现不典

依赖于临床资料和高水平的血尿酸。这一诊断标准颁布于

型；②重度痛风患者的生存质鼍及其存活期受到严重影响；

１９７７年，是原发性痛风引起的急性关节炎最早的分类标准，

③存在未诊断的患者和反复考虑仍被误诊的患者；④治疗很

并多次被美国放射学会（ＡＣＲ）诊断标准引用，但这一标准之

难。此外，在英国，对于症状不典型的患者和疑难病例，风湿

后再没有修正也没有进一步证实。降低血尿酸和对相关炎

病学专家基本只扮演咨询师的角色，大部分风湿病学专家并

症的治疗都表明，临床实践和可能进行的治疗之间差距很

不熟悉通过滑膜液分析来鉴定结晶体。因此，当遇到痛风疑

大。有报道，依据最近欧洲风湿病防治联合会提出的痛风治

似患者咨询时，他们诊断的准确性并不比全科医生好，全科

疗指南，在英国对痛风的早期治疗很有限，痛风在风湿病学

医生有可能知道尿结晶鉴定可以提供明确诊断，但风湿病学

家看来是一种很小的疾病，痛风患者的治疗主要依赖于全科

专家通常只从风湿病的角度选择诊断方法。

医生。我们采用主题词“患者治疗”、“治疗质量”和“痛风”，

有证据表明：①大多数痛风患者在初诊时被治疗；②诊

搜索了ＰｕｂＭｃｄ数据库中所有前１０年发表的有关痛风的文

断痛风的临床资料经常不准确；③许多风湿病学专家对痛风

献，结果找到了ｌｌ篇相关文献，其中有５篇直接研究了不同

没有兴趣。所有这些观点均表明，风湿病学专家和其他专业

医学专业治疗痛风的方法。有趣的是，在４篇评估全科医生

的医生对痛风的态度不认真，并且这些态度通常建立在非理

治疗痛风的文章中，全科医生完全负责了疾病的整个治疗过

性基础上。痛风不被重视的原因可能有：①许多风湿病学专

程，包括对疾病的诊断，而风湿病学家只在其他关节炎（如类

家的精力放在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疾病上；②从学术观点来

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利用类似的搜索

看，痛风是一种难解的并且不重要的疾病，不值得关注；③认

方法，我们找到了在过去ｌｏ年中发表的６ｌ篇文章，其中６

为痛风已经不流行。

篇文章主要围绕首诊医生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４８篇文章
（７９％）报道了由风湿病学专家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余
的７篇比较或包括了上述两类医生。这些文章中大多数强
调当怀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时，应当尽早获得风湿病学专家

万方数据

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被证明，但却很有可能是事
实。但是只要患者持续地经历痛苦，我们就必须重视痛风。
摘译自Ａｎｎ

Ｒｈｅｕｍ Ｄｉｓ，２００７，６６：１２６９—１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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