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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亨廷顿病一例
并文献复习
刘伟杰

马羽

李景辉张建国

万新华

亨廷顿病（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Ｄ）又称慢性进

均差；四肢肌力Ⅲ级，肌张力减低，四肢腱反射对称

行性舞蹈病，因１８７２年Ｇｅｏｒｇｅ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对此病做

减低，左侧下肢Ｃｈａｄｄｏｃｋ’ｓ ｓｉｇｎ（＋），右侧（一）；四

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也阐明了其遗传形式而得名。亨

肢消瘦，无局限性萎缩，头阵发性不自主后仰，因四

廷顿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多为中年发病，起病

肢持续舞蹈样动作不能静坐及行走。Ｕｎｉｆｉｅｄ

隐匿，进展缓慢，以舞蹈样动作伴进行性认知障碍终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ｉｎｇ

至痴呆为该病的主要特征。治疗方面目前尚无阻止

分量表【５１运动评分８７。辅助检查：头颅ＭＲＩ示正

或延迟ＨＤ发生、发展的方法，只是对症的药物性治

常；余神经系统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未见异常。

Ｓｃａｌｅ（ＵＨＤＲＳ）统一评

疗，而临床效果不确实且伴有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
近几年，人们也开始探索将脑深部电刺激术（ＤＢＳ）应
用于舞蹈病的治疗。虽然２０００年Ｃｕｂｏ等…报道了
双侧苍白球（ＧＰｉ）毁损术治疗ＨＤ患者的肌张力障碍
症状未收到明显效果，但２００４年旧１和２００６年旧１加拿
大的两个中心各报道了ｌ例ＧＰｉ ＤＢＳ治疗ＨＤ取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国内仅１例相关报道但未详细阐明
疗效Ｈ Ｊ。２００７年９月本中心成功地应用双侧Ｇｎ
ＤＢＳ治疗ＨＤ患者１例，报告如下。
２００７年９月对该ＨＤ患者实施了双侧ＧＰｉ内侧
病例报告
患者女，４６岁。该患者９年前无明显诱因情
况下左上肢间断出现不自主的异常运动，后发作频
率增多逐渐表现为持续性；发病１年后累及右侧肢
体及躯干，症状缓慢进展，逐渐加重；４３岁时因全身
严重的舞蹈样症状无法行走，以左上肢为重，伴明显
的言语障碍和吞咽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有时表现

部ＤＢＳ。因躯干及四肢的不自主运动无法控制，该患
者于氯胺酮加安定全麻下安装Ｌｅｋｓｅｌｌ头架，行１．５Ｔ
ＭＲＩ扫描并将图像传输到手术计划系统进行双侧
ＧＰｉ坐标定位，确定靶点坐标，前后联合连线（ＡＣ—
ＰＣ）下５ ｎｌｌｎ，中线旁开２１ ｎｕｎ，ＡＣ—ＰＣ连线中点前
３

ｎｌｎｌ。全麻下双额钻孔，将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３３８９四触点电

极植入脑内。全麻下未进行术中预刺激测试。术后
１．５Ｔ

出中度焦虑抑郁情绪，无明显认知障碍和自杀倾向；
曾接受抗胆碱能类、苯二氮卓类药物、氟哌啶醇及安
坦等多种药物的单独或联合应用治疗均未获得满意
效果。该患者具有明确的家族史（图１），父亲及大
姐均死于该病。查体：身高正常，体质量过轻，明显

消瘦；神志清楚，构音障碍，记忆力、计算力及理解力

ＭＲＩ扫描成像确认电极位置，证实电极无偏移，

头端位于双侧ＧＰｉ内（图２）。术后第３天给予体外
临时刺激观察治疗效果，初始测试刺激参数：左侧
０—３＋、２．９
１３０

Ｖ，右侧０—７＋、１．９ Ｖ，脉宽６０灿，频率

Ｈｚ，随后依据症状改善情况逐渐增加刺激电压、

脉宽和频率以增加刺激作用强度。刺激１０ ｄ后得到
肯定疗效遂将双通道脉冲发生器（ＩＰＧ）（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ｅ
Ｉｎｃ，Ｋｉｎｅｔｒａ）植入右胸部锁骨下皮下，连接导线。术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２３４６．２００９．０７．０１６
作者单位：１３２０２２吉林市，吉林省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神经外
科（刘伟杰、李景辉）；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马羽、

后２ ｄ开启ＩＰＧ进行长期程控治疗。
结

果

张建国）；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万新华）
通信作者：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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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体外临时刺激进行测试时，开启刺激器后

讨

论

功能神经外科在运动障碍性疾病治疗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毁损ＧＰｉ腹后部或丘脑底核（ＳＴＮ）
对帕金森病相关的异动症、某些类型肌张力障碍以
及运动增多型疾病均有一定疗效Ｍ Ｊ。ＤＢＳ因其独
特的优势已逐渐取代了毁损术，得到了更，“泛发展，
北京天坛医院功能神外中心也成功地应用ＤＢＳ治
疗了多例药物难治性肌张力障碍【７‘，如以四肢多动
为主要表现的Ｈａｌｌｅｒｖｏｒｄｅｎ—Ｓｐａｔｚ Ｄｉｓｅａｓｅ、共济失
调型肌阵挛等疾病，均取得了良好疗效旧Ｊ。

２００４年Ｍｏｒｏ等∽１首次报道了ｌ例实施双侧
ＧＰｉ治疗ＨＤ患者术后８个月时运动症状改善
３１．４％，其中舞蹈样动作改善最为明显为４４％，其
次为肌张力障碍改善３７．５％，运动迟缓１４．３％。随
后，Ｈｅｂｂ等【３ Ｊ也证实了双侧ＧＰｉ不仅能够有效改善
ＨＤ的运动症状，而且对患者情绪、体质量、体力以
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也具有显著作用。与此相

该患者的舞蹈样动作即刻得到缓解，动作幅度减少，
运动频率降低，能够相对平静的平卧。初次程控所
选择的刺激参数为：双侧均为单极刺激，频率１３０
Ｈｚ，脉宽６０“ｓ，右侧（０一，３＋）刺激电压１．５ Ｖ；左
侧（４一，７＋）刺激电压２．９ Ｖ。随后连续刺激的６

ｄ

似，本病例患者给予高频刺激后症状改善情况良好，
１个月时总体运动症状改善了６３％，舞蹈症、肌张力
障碍、运动迟缓分别改善达７２％、５４％、３３％，患者
基本能够自己进食。连续刺激３个月后，患者状态
平稳，症状改善稳定，运动迟缓症状进一步得到改
善。其长期疗效有待后续观察。

内，该患者舞蹈症状缓解情况稳定，双下肢不自主动
作消失，右上肢偶尔出现抬举样动作较左上肢改善
明显，左上肢表现出频繁的抽动样动作。四肢运动
迟缓，ＵＨＤＲＳ运动评分３９，改善５５％。第７天时该

ＤＢＳ手术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术前
严格手术适应证的判断；正确手术策略的选择；术中
精确的靶点定位；术后合理程控和客观的效果削断。
但足，对于刺激频率的选择存在着差异。Ｍｏｒｏ等旧１

患者的双上肢症状有所恢复而将刺激频率改为９０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４０ Ｈｚ和１３０ Ｈｚ的刺激均能够

Ｈｚ，左右刺激电压分别增加为３．０ Ｖ和２．０ Ｖ症状

缓解舞蹈样动作，但１３０ Ｈｚ会加晕运动不能症状。

得到良好控制。于临时刺激后第１０天植入永久刺

而多数病例选择１３０～１８５ Ｈｚ的高频刺激，且尝试

激器。植人体内永久刺激器后的ｌ周内未给予刺激

低频刺激时显示无效，与未刺激治疗前相同。本病

治疗，该患者舞蹈样动作恢复，双上肢动作幅度增

例最初选择刺激１８５ Ｈｚ时，右侧舞蹈症状得到９０％

大，频率增多，躯干和双下肢也出现轻微异常运动，

的改善情况，但左侧虽有改善但不够理想。改为

但好于术前。术后开启刺激器进行程控，给予单极

１３０

刺激，频率１３５ Ｈｚ，脉宽９０妒，右侧（０一，ｃ＋）刺激

频率，则症状恢复如术前。开机１０ ｄ后因左侧运动

Ｈｚ时，各种症状控制比较满意，如再降低刺激

电压２．８ Ｖ；左侧（４一，Ｃ＋）刺激电压３．５ Ｖ，并于随

幅度有些增加，而将刺激参数调整为脉宽９０斗ｓ，频

后的３个月内逐步调整刺激参数以获得最佳控制效

率１５０ Ｈｚ，电压增加至２．８ Ｖ和３．５ Ｖ，增加ｒ电刺

果。双侧均为随后的程控过程中逐步调整刺激参

激的作用时间和作用强度，患者症状得到进一步改

数，缓慢增加刺激强度，患者各种症状的改善也获得

善，并未发现增加刺激频率与运动不能症状加重有

进一步提高，开机后１个月时，该患的（ＵＨＤＲＳ）统

明显的相关性。

一评分量表运动评分降至３２分（改善达６３％），３

一般认为是基底节环路中的尾状核和壳核内

个月时至２９分（改善达６７％）。持续刺激未引起任

ＧＡＢＡ能神经元缺失，使得整个摹底节功能环路发

何不良反应，患者不再服用相关药物。

生紊乱，其输出核团ＧＰｉ和黑质网状部对下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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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的抑制性调控减弱，进而运动丘脑发放至运动

［３］Ｈｅｂｂ

皮层的兴奋性冲动增加，为ＨＤ运动过多的基础一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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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作，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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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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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刺激ＧＰｉ（＞１３０ ｎｚ）能够有效地控制舞蹈样动

ｔｏ

胡小吾，周晓平，姜秀峰，等．脑深部刺激治疗运动障碍性疾
病的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分析（附６７例报道）．上海医学，
２００６，２９：３５３·３５５．

［５］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ｕｄｙ

制核团放电频率的理论解释尚有些疑惑。对此，

Ｇｒｏｕｐ．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ｌ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６］

Ｖｉｔｅｋ等¨０Ｊ认为高频刺激改变了基底节环路内核团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 ｄｉ∞ａ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ｏｖ

ｒａｔｉｎｇ＂

Ｉ）ｉ．，ｘ，ｒｄ。１９９６．１ｌ：１３６－１４２．

陈焕林，鄙立民。邵永良，等．微电极导向脑内核团毁损术治
疗帕金森病．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１９：

神经元的异常放电模式，调整了主要运动控制核团

４９－５０．

丘脑神经元放电的同步化水平。因而高频刺激可能

［７］

通过修整ＨＤ患者ＧＰｉ核团异常的兴奋性，使皮质

张凯，张建国，乌羽，等．丘脑底核电刺激治疗继发性肌张力
障碍．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７１ ｌ－７１３．

［８］马羽，张建国，张凯，等．丘脑底核电刺激术治疗Ｈａｌｌｅｒｖｏｒｄｅｎ
—Ｓｐａｔｚ病一例及文献复习．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２４：

一基底节一丘脑一皮质反馈环路的功能得以恢复正

４５１４５４．

常，舞蹈样动作消失。

Ｅ９ ３刘道宽．等．锥体外系疾病．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０２－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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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长度比例法定位丘脑腹中间核毁损
治疗帕金森病
张捷赵时雨黄雄熊玉波朱建艇盛阳谢腾
丘脑腹中间核（ｖ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

田志雄
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Ｖｉｍ）是治疗帕会森病患者震颤症状最有效的靶
资料与方法

点¨。Ｊ。然而在影像学定位时，Ｖｉｍ冈无明显影像
特征而不能直接测量帕Ｊ。无论是毁损还是深部脑

１．一般资料：收集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刺激（ＤＢＳ）治疗，精确的解剖定位是取得最佳疗效

帕金森病患者５０例（７３次手术），其中双侧手术

的前提¨’３．７ｑ Ｊ，而电生理学定位也有赖于准确的解

２３例。男３１例，女１９例；年龄３６～７３岁，平均

剖定位。传统的解剖定位方法是通过测量前联合一

（５０．６ ４－８．５）岁；病程２一１９年，平均（６．１

后联合（ＡＣ—ＰＣ）的中点（原点）而间接推算

３．７）年；Ｙ—Ｈ分级Ⅱ级２２例，Ⅲ级２０例，Ⅳ级

Ｖｉｍ∞１。我们尝试采用丘脑长度比例法直接在ＭＲＩ

８例；震颤型ｌＯ例，震颤强直型（震颤为主）４０例。

轴位像测算Ｖｉｍ，取得良好效果。为探讨这种定位

２．框架安装与ＭＲＩ扫描方法：采用Ｌｅｋｓｅｌｌ

４－

Ｇ

方法的可行性，我们测量了与定位Ｖｉｍ有关的丘脑

型脑立体定向仪。安装框架时，将框架基线与听眦

解剖参数、大脑解剖参数及ＡＣ—ＰＣ间距，并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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