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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和运动障碍性疾病·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脑深部
电刺激术治疗研究现状
张建国

马羽

胡文瀚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ＢＳ）

发生率可达２％～２５％。而脑深部电刺激术的损伤范

的出现是帕金森病及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治疗的

围小，其所造成的永久性并发症的发生率＜１％。因

一个里程碑。它采用立体定向的方法进行精确定

此在过去的１０年中，脑深部电刺激术逐渐替代了

位，在脑内特定的靶点植入刺激电极进行高频电刺

损毁术。

脑深部电刺激术（ｄｅｅｐ

ｂｒａｉｎ

激．从而改变相应核团的兴奋性以达到改善症状、

一、治疗帕金森病

控制癫痫发作、缓解疼痛，是一种微侵袭神经外科

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是获得帕金森病最佳治

手术方法。自１９８７年法国的Ｂｅｎａｂｉｄ等应用脑深部

疗效果的关键，基本选择条件为：（１）药物难治性原

电刺激术刺激丘脑腹外侧核治疗帕金森病震颤和

发性帕金森病。（２）对左旋多巴制剂有效或曾经有

特发性震颤获得成功后，至今全世界已有５００余家

效。（３）无法耐受药物或出现严重的药物相关并发

医疗中心实施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治疗运动障碍性

症。（４）无手术禁忌证。（５）无痴呆及精神障碍疾病。

疾病，植入电极超过３５０００例次［１］。为了提高手术的

目前，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解剖靶点主

准确性和可靠性，脑深部电刺激术发展的同时也促

要有３个，即丘脑底核（ＳＴＮ）、丘脑腹中间核（Ｖｉｍ）

进了影像学、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技术的创新与进

及苍白球内侧部（ＧＰｉ）。其中丘脑底核对帕金森病症

步，加强了神经内、外科的合作与交流，在神经科学

状的改善比较全面，且手术后可减少对抗帕金森病

领域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在过去的几年中，

药物的需要量，因此丘脑底核被认为是目前治疗帕

脑深部电刺激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亦逐渐成熟。自

金森病最理想的靶点。而丘脑腹中间核主要用于治

１９９８年北京天坛医院成功地完成首例帕金森病患

疗震颤，苍白球内侧部则针对僵直、运动迟缓等症

者的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后．目前全国已完成近千例

状的治疗；低频刺激脑桥脚核（ＰＰＮ）亦能改善帕金

次。建立了以北京、上海为主的多家帕金森病及运

森病的运动障碍症状［２’３］。

动障碍性疾病治疗中心，应用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
运动障碍性疾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公认。

目前，对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术后的临床疗
效评价多依据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ＵＰＤＲＳ），主

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疗效与损毁术相似。但又明

要是对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情况（ＵＰＤＲＳⅢ）和日

显优于损毁术，为非破坏性和可逆性的手术方法。

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进行评估，不同研究结果虽略有

而且具有可调节性，通过调整参数实现对症状的最

差异，但效果均是肯定的。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

佳控制，减少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刺激范围的大小

术的长期随访结果显示【４卅，患者在未服药状态下：

取决于靶点定位的准确性。脑深部电刺激术安全性

（１）运动功能提高＞５０％。（２）日常生活能力显著增

高、疗效长久．可同时实施双侧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强。（３）肌肉强直症状改善＞７０％，运动迟缓改善达

我们的随访结果显示．应用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

３３％～５０％。（４）痛性异动明显缓解。此外，双侧丘脑

术治疗帕金森病的疗效能够维持４年以上。该手术

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还可减少拟多巴胺类药的剂

几乎没有永久性并发症，损毁术引起的神经功能缺

量。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对药物开期的异动症亦

损如偏瘫、感觉障碍、吞咽困难、视野缺损等并发症

有明显改善作用。我们对北京天坛医院２００５年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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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马羽）；北京市神经外
科研究所（胡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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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部分患者的脑深部电刺激术疗效的回顾分析显
示．手术后患者的ＵＰＤＲＳ运动评分平均改善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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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减少４７％，且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如剂末现象、

用Ｉ“ｌ。而脑深部电刺激术由于克服了损毁术存在的

开关现象、异动症等也显著减少。丘脑底核脑深部

诸多不良反应，取得了满意的疗效［１２，”】。已逐渐成为

电刺激术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言语障碍及轻度

治疗肌张力障碍的首选方法。

抑郁（多为短暂性），但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出现，可

对于患者的选择，一般认为原发性肌张力障碍

能与手术靶点的定位是否准确有关。丘脑腹中间核

患者手术效果较好，改善率可达５０％～６０％【１４］，尤其

脑深部电刺激术对以震颤为主的帕金森病患者的

对ＤＹＴｌ基因突变引起的肌张力障碍患者疗效最为

疗效较好，等同于丘脑损毁术，多数患者（８０％～

显著【１５】。对继发性肌张力障碍患者，脑深部电刺激术

９０％）震颤症状能够在手术后得到长期控制．平均改

治疗的效果欠佳，平均改善率＜１１％，远低于原发性

善率＞７０％同。但丘脑腹中间核脑深部电刺激术仅适

肌张力障碍患者５８％的改善率。但我们多年治疗肌

用于长期稳定的震颤型帕金森病患者。

张力障碍患者的随访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继发性

苍白球内侧部脑深部电刺激术能够显著改善

肌张力障碍患者而言。如产伤、弥漫性缺氧导致的

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迟缓症状，与丘脑底核脑深部

肌张力障碍，脑深部电刺激术疗效相对较差；而对

电刺激术疗效相似。但与之不同的是，苍白球内侧

外伤和药物引起的肌张力障碍（也称迟发性肌张力

部脑深部电刺激术不能减少拟多巴胺类药的剂量，

障碍）患者的改善则十分显著ｆ１３，１岛。国外学者选择治

故而对药物引起的并发症（异动症等）改善不理想。

疗肌张力障碍的脑深部电刺激术的刺激靶点主要

国内现已较少采用苍白球内侧部脑深部电刺激术

是苍白球内侧部和丘脑核团。其中，苍白球内侧部

治疗帕金森病，国外的医疗中心也只是对用少数药

是治疗肌张力障碍的首选靶点，刺激双侧苍白球可

物即可良好控制症状。且无药物并发症的帕金森病

以改善各种类型的严重肌张力障碍患者的临床症

患者实施苍白球内侧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状旧，其中对全身性肌张力障碍和痉挛性斜颈的治

二、治疗原发性震颤

疗效果最为肯定。但也有选择非传统部位进行刺激

脑深部电刺激术最早用于治疗的疾病即为原

的范例，Ｇｈｉｋａ等㈣报告应用双侧丘脑腹前核（Ｖｏａ）

发性震颤，其控制震颤的有效性及长期疗效均十分

脑深部电刺激术亦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国

肯定。北美的研究表明，有８０％的原发性震颤患者

内近年应用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肌张力

可达到中等至良好的症状改善程度【８】。欧洲的多中

障碍也取得了显著效果。我院近期应用双侧丘脑底

心临床试验结果亦证实，丘脑深部电刺激术对改善

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多例肌张力障碍患者，其中

原发性震颤十分有效【９］，特别是有双侧症状的患者．

１例为哈勒沃登一施帕茨病（Ｈａｌｌｅｒｖｏｒｄｅｎ—ＳＤａｔｚ

是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绝对适应证；头部和声音震颤

ｅａｓｅ）严重肌张力障碍患者，持续刺激后症状改善＞

者也能得到明显缓解。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大部分

７０％，痉挛性斜颈改善达９５％，开创了丘脑底核脑深

患者的病残状态可得到明显改善，日常生活能力如

部电刺激术治疗肌张力障碍之先河。

ｄｉｓ．

书写、饮水、进食等能够恢复正常，由疾病带来的情

四、脑深部电刺激术的应用前景

绪低落和抑郁状况亦可随之缓解，而这些都是目前

目前，虽然有关脑深部电刺激术的许多研究领

药物治疗所难以达到的。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原发

域尚未完全探明，但随着众多的研究者投人到这一

性震颤的靶点以丘脑腹中间核为主，也可以丘脑腹

领域和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我们相信。脑深

中间核和丘脑腹嘴后核（ｖｏｐ）的交界处作为刺激靶

部电刺激术优良的效果和独特的价值将使其在未

点¨０】。。应用丘脑腹中间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原发

来的运动障碍性疾病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性震颤已完全取代了丘脑损毁术。

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可能包括：（１）阐明其作用机

三、治疗肌张力障碍

制。（２）拓宽适应证。现今，脑深部电刺激术用于治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即开始采用损毁术治疗

疗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和某些肌张力障碍性疾病

某些肌张力障碍性疾病，并获得一定疗效，其损毁

的效果已得到肯定，脑深部电刺激术在癫痫治疗中

的靶点是丘脑腹外侧核和苍白球腹后部。虽然单侧

的应用也在探索之中。我们也正在尝试其用于抽动

损毁术对肌张力障碍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其疗效

秽语综合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 ｓｖｎｄｍｍｅ）的治疗，并已取得了

不能长期维持，且双侧损毁术造成永久性构音障碍

令人振奋的疗效。（３）改进技术．包括探寻更多的刺

和认知障碍的概率较高（＞ｌＯ％），临床已经很少应

激靶点，调整适当的刺激参数。建立合理的手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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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神经心理学高级讲授班暨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心理学组与《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拟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在广西桂林举办第七届
全国神经心理学高级讲授班暨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将邀请知名专家、教授进行专题讲座，主要内容有：（１）神经心理学研究进
展。（２）汉语失语症的特点、语言学机制及定位意义。（３）老年人记忆障碍特点与脑功能成像的关系，探讨其机制。（４）功能磁共
振成像技术特点及临床应用。（５）脑卒中后心理障碍的特点及康复治疗。（６）语言功能评价及失语症的康复治疗。（７）汉语与脑
功能侧化的关系。（８）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及神经心理学评价。（９）胼胝体病变与Ａｌｉｅｎ手等。
１．征文内容

（１）言语障碍，如失语症、失写症、失用症等方面的内容。（２）记忆、智能障碍（痴呆）。（３）大脑半球功能的不对

称性研究。（４）各种神经心理学检查及其评价。（５）言语康复、治疗、评价。（６）影像学检查。（７）空间障碍。（８）脑血管病、痴呆、
帕金森病、癫痫等疾病的认知障碍及情绪改变、抑郁、焦虑等。
２．投稿要求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１份（８００～１０００字），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格式书写，并请注明责任作者的姓
名、通信地址、Ｅｍａｉｌ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附３。５时软盘（Ｗｏｒｄ格式）一并寄至：北京市东四话大街４２号《中华神经科杂
志》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１０。或Ｅｍａｉｌ发至ｃｊｎ＠ｃｍａ．ｏｒｇ．ｃｎ或ｚｈｓｉｋｚｚ＠１２６．ｃｏｍ，请注明桂林会议征文。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
底稿。

３．截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以邮戳为凭）。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无稿者亦欢迎参加会议，参会代表将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Ｉ类学分。
会议期间欢迎相关企业参展，有意者可电话联系。联系人陈秀华，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２６４，８５１５８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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