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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的
临床试验研究

盂凡刚 张凯 胡文瀚 刘焕光 葛燕 王慧敏 张鑫 张建国

【摘要】 目的 评价清华大学研发的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PD)的临床疗

效。方法 对入组的31例PD患者进行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手术。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为试验

组(n=15)和对照组(n=16)，术后1个月试验组开机，调整脉宽、频率、电压等刺激参数进行刺激，

对照组模拟开机但不刺激，术后3个月揭盲，比较两组开期和关期PD评分量表(UPDRS)运动评分、

Et常生活能力评分以及开期无异动时间的差异，揭盲后对照组开机刺激，至术后6个月再次进行评

价。同时检测充电时起搏器的温度变化、充电能力和充电稳定性。结果 术后1个月试验组开机

后，症状逐渐改善。术后3个月揭盲前，试验组关期和开期UPDRS运动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以及

开期无异动时间较对照组和基线明显改善(P<0．05)，而对照组较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开机后症状逐渐改善，术后6个月，对照组的疗效逐渐与试验组趋同，疗效较基线相比

均明显改善(P<0．05)。结论 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能显著改善PD患者开期和关期UPDRS运

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延长开期无异动时间，减少左旋多巴等效剂量，可用于PD的手术治疗。

【关键词】 脑深部电刺激术； 帕金森病； 可充电脑起搏器； 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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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domestic rechargeable neurostimulator system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 7S disease(PD)．Methods Totally 31 patients
with PD were enrolled

in this clinical trial who were treated with domestic rechargeable neurostimulator system-The P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n=15)and sham group(n=16)randomly．The neurostimulator of treatment

group was turned on and the stimulus parameter(amplitude，pulse width and frequency)were modulated at 1

month after the operation．whereas the sham group Was turned on without stimulation．Scores on the 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part HI(UPDRS—m)，for the assessment of motor function(on／off

medication)，scores Off the UPDRS—II，for the assessment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on／off medication)and

the number of hours per day spent in the“on”state were assessed at 1．3，and 6 month of follOW—up埘th

stimulation in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medication．The changes of temperature were detected during battery

charging，and the recharging 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chargeable neurostimulator was assessed during the

stage．Results UPDRS一Ⅲand UPDRS一Ⅱscores(on／off medication)and the number of hours per day

spent in the“on”st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an baseline at 1．3 month post—

operation(P<0．05)。whereas the sham group Was similar with baseline(P>0．05)．ne scores in the

sham group were similar with treatment group at 6 month post—operation，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an baseline(P<0．05)．Conclusions The domestic rechargeable neurostimulator system

could improve the UPDRS一Ⅲ，UPDRS一Ⅱscores(on／off medication)significantly and the number of hours

per day spent in the“on”state．The system was efficacy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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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治

疗帕金森病(Parkinson
7
S disease，PD)的有效方

法¨-3]。DBS手术能显著减少PD药物引起的波

动[I]，提高PD患者的运动机能，减少症状波动，提高

生活质量，减少药物引起的异动等症状，延长PD患

者的生存期HJ。电池寿命是限制脑起搏器推广和应

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可充电起搏器具有体积小、寿

命长等优点，是DBS研究的重点。在前期动物实验

和单通道起搏器研究的基础上。5。一，清华大学研发了

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南方医科

大学珠江医院等单位完成临床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53例，其中在本单位进行临床试验31例，现将试验结

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1．病例选择：2012年8月至2012年11月，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对3l例患者完

成了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手术。参照英国PD协

会脑库原发性PD和中国原发性PD诊断标准和中国

PD脑深部电刺激疗法专家共识18。10I，进行PD诊断

并确定人组和排除标准。(1)人组标准：①原发性PD

患者，年龄18～70岁；②患病5年或5年以上；③

“关”期(未服药)状态下Hoehn—Yahr分期2期以上

(2期：双侧症状，无平衡障碍；2．5期：轻度双侧症状，

后拉实验可恢复平衡；3期：轻到中度双侧症状，某种

姿势不稳，独立生活；4期：严重障碍，仍可独立行走

或站立；5期：无帮助时只能坐轮椅或卧床)；④“关”

期(未服药)状态下，统一PD评定量表(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运动评分≥

30；⑤对多巴胺类药物反应良好，急性左旋多巴试验

UPDRS运动评分改善率大于30％；⑥每日药物关期

大于6 h，或出现严重异动等运动并发症，反复调整药

物仍不能有效改善者；⑦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MSE)评分1>24；⑧患者具备独立体外充电操作的

能力；⑨患者或其家属能够充分理解该疗法并且签署

知情同意书；⑩患者依从性良好，能够配合完成术后

随访要求。(2)排除标准：①曾经接受过DBS以外的

PD外科治疗手术，如立体定向毁损术、细胞移植、伽

玛刀等；②“关”期状态下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吞咽困

难、平衡障碍等中线症状；③存在神经外科手术禁忌

证，如脑梗死、脑积水、脑萎缩、脑室扩大、脑血管病后

遗症，以及心脏病、血小板减少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

者；④存在其他伴随疾病，如已经植入心脏起搏器、除

颤器、人工耳蜗、其他神经刺激器，或者需要经常进行

磁共振检查者；⑤对温度异常敏感的患者或者对热过

敏；⑥存在肿瘤、肝肾功能严重异常等严重影响健康

的伴随性疾病。

2．术前评估：包括：(1)PD量表：Hoehn—Yahr

分级、UPDRS运动评分(开期和关期)、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量表(开期和关期)、开期无异动时间、左旋多巴

等效剂量评定等。(2)急性左旋多巴试验：由2位未

参加病例筛选的神经科医生进行评测。受试者试验

前72 h停服多巴胺能受体激动剂，试验前12 h停服

左旋多巴、复方多巴及其他抗PD药物。晨起空腹状

态下进行UPDRS运动分量表评分作为基线，随后口

服多潘立酮lo mg，30 min后服用左旋多巴一苄丝肼

250 mg，随后每30 min进行1次UPDRS运动分量表

评分至服药后4 h。计算UPDRS运动分量表的最大

改善率，最大改善率=(服药前基线评分一服药后最

低评分)／IIK药前基线评分×100％。入组的患者需最

大运动改善率I>30％。

3．试验设计：对满足评估要求的患者进行手术，

术后1个月由指定的第三方统计中心进行登记和随

机分组，根据随机分组结果按照试验组真开机、对照

组假开机的原则进行程控操作，揭盲前只有程控医生

知道受试者的分组；为保证各中心相关评估的稳定

性，由指定评估医生对受试者根据临床试验方案要求

进行评估，评估医生对受试者的分组不知情。患者随

机分为试验组(／2=15)和对照组(n=16)。试验组

起搏器开启并调整刺激参数，而对照组模拟开机，患

者和进行评估的医生对起搏器是否开启不知情；术后

3个月，进行双盲评价后揭盲，揭盲后对照组开机程

控，调整刺激参数；术后6个月，再次进行评估。植入

设备选用清华大学研发的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程

控选用国产程控仪。本研究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qx2012—

004—02)，试验数据由北京品驰(PINS)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提供。

4．手术方法：参照本院脑深部电刺激方法进行

手术¨卜14 J，步骤包括安装头架、MRI扫描、手术计划

系统靶点坐标定位、术中微电极定位、电极植入及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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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验证、术中测试等步骤。电极植入在局麻下进行，

如测试满意，全麻下将起搏器(IPG)植人左侧锁骨

下，检查并记录设备的电阻值，完成手术。

5．术后程控以及疗效随访：术后1个月开机，试

验组开机并程控，刺激脉宽60—90仙s，频率为90～
185 Hz，电压1．0—3．5 V，逐渐调整刺激参数直至达

到最佳治疗效果。对照组模拟开机过程，但不开机。

术后3个月进行揭盲，揭盲后对照组开机程控。参照

术前评估方法，分别于术后1个月随机分组前和开机

后、术后3个月揭盲前和揭盲后、术后6个月进行

UPDRS运动评分(开期和关期)、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量表(开期和关期)、开期无异动时间等评定，确定手

术疗效。

6．左旋多巴等效剂量评定：评估术后6个月时

患者的每日左旋多巴等效剂量，与术前剂量比较，确

定手术对用药剂量的影响。

7．起搏器充电：使用体外充电器对植入体内的

起搏器进行经皮无线充电，患者可自行选择充电间隔

时间，一般推荐患者每周充电1次，每次充电时间取

决于刺激剂量，刺激剂量越高则充电时间越长，一般

在1～2 h。

8．安全陛评价：对脑起搏器手术情况、刺激情况

及充电情况进行评价，观察有无手术并发症、刺激相

关并发症以及硬件相关并发症，评价脑起搏器的安

全性。

9．统计学方法：所有统计分析将在双侧、0．05显

著性水平下进行。统计分析使用SAS 9．13统计软

件，数据管理使用EPI DATA 3．0录入软件。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情况比较：本组患者男25例，女6例，年

龄44—70岁，平均58．3岁。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

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病程、Hoehn—Yahr分期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手术：本组患者全部完成手术，无中途退出。

(1)电信号记录：术中记录到典型的丘脑底核(STN)

电信号，根据STN神经元的电生理特征可与周围结

构区分，并确定电极植入深度。进入STN时，细胞密

度和背景噪音增高，放电频率显著增高，表现为高频、

高幅及背景噪音较同的簇状放电，伴有不规则间隙性

爆发式单个细胞放电，一般记录到典型STN的电信

号长度为4—6 nlnl，微电极穿过STN后进入未定带，

放电模式突然改变，背景噪音显著下降。微电极进入

黑质(Nigra，Ni)后，背景噪音较低，但神经元放电节

律规整。(2)术中测试：刺激参数包括刺激电压、频

率、脉宽。电压逐渐增加，直至震颤、僵直症状渐得到

控制，然后增加至3．5 V以上观察有无不良反应。术

中患者出现肢体麻木，如为一过性，则不予处理，如震

颤、僵直控制不佳，或出现头晕、构音障碍等不良反应

则更考虑换靶点。(3)靶点验证：术后行CT和(或)

MRI检查，验证靶点位置。

3．术后程控及疗效对比：患者术前基线、术后

1个月、3个月和6个月UPDRS运动评分(关期和开

期)、日常生活评分(关期和开期)、开期无异动时间

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术后1个月试验组开机后，

症状逐渐改善。术后3个月，试验组UPDRS运动评

分(关期和开期)、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关期和开期)、

开期无异动时间较对照组和基线明显改善(P<

0．05)，而对照组较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6个月，随着对照组开机时间的延长，对照组的疗效

逐渐与试验组趋同，试验组和对照组较基线相比均明

显改善(P<0．05)。

4．左旋多巴等效剂量：术前基线状态左旋多巴

等效剂量(1 447．5±910．6)mg，术后6个月时

(622．1±334．4)mg，平均减少57％(P<0．05)。其

中基线状态下对照组(1 659．7±1 094．9)mg，试验组

(1 248．5±672．5)mg；术后6个月时对照组(662．6±

254．3)mg，试验组(584．3-4-400．3)mg(P<0．05)，

说明本手术可减少PD患者用药剂量。

5．充电：温度传感器在设备内部，即患者体内。

在患者充电时监测起搏器外壳的温度，每分钟测量

1次，超过40℃实施温度保护，温度控制装置开启，充

电停止，能量传输关闭以降低温度；待局部温度低于

39℃时，充电装置再度开启，重新对起搏器进行充

电，如此反复，直至起搏器电量充满。

6．安全l生评价：在观察期内，本组患者未发现严

重不良反应，亦无受试者因严重不良反应退出随访。

本组患者未发生永久性构音障碍、头晕、平衡障碍等

严重的与刺激相关并发症。无出血、癫痫、昏迷等严

重的手术相关并发症。无感染、电极断裂、起搏器充

电异常等设备相关并发症。

讨 论

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制的国产单通道脑起

搏器于2013年5月7日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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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线状态、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UPDRS运动评分、

日常生活评分以及开期无异动时间比较(对照组几=16，试验组n=15，i 4-s)

注：8随机前指术后1个月所有患者均未开机时的评分；6随机后指术后1个月，试验组开机刺激而对照组仅模拟开机时的评分；。揭盲前指术

后3个月试验组已开机而对照组未开机时的评分；6揭盲后指术后3个月，所有患者均开机刺激时的评分

颁发医疗器械注册证，作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

创新的产品，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已完成临床试验。

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可以同时输送两个通道参数可

调的电脉冲信号，对脑深部的两个靶点神经核团实施

电刺激，同时控制双侧肢体的症状，有效治疗PD、特发

性震颤、肌张力障碍、抽动秽语综合征、强迫症等神经

和精神疾病。国产可充电式脑起搏器与单通道脑起搏

器体积类似，明显小于双通道脑起搏器，具有体积小、

可充电、寿命长、准确的参数输出、宽范围参数调节、电

压和电流双脉冲模式等优势。在充电时，体外充电器

的充电线圈发射电磁波，体内刺激器的接收线圈上产

生感应电流，在充电管理电路的控制下为起搏器的锂

离子电池充电，充电过程中起搏器的刺激脉冲输出正

常。在充电时，监测起搏器外壳的温度，超过40℃进

行实施温度保护，充电停止，能量传输关闭以降低温度

以保护皮肤；待局部稳定低于39℃时，充电再度开启，

直至电量充满，避免皮肤温度过高引起的灼伤。

DBS手术可控制PD运动症状如震颤、僵直、运动

迟缓等，减少异动持续的时间以及严重程度，减少症状

波动，能够长期减少PD的左旋多巴的服用量，延长开

期，对症状控制长期有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该方法不仅对中晚期PD患者有

效【3’15-20]，而且对出现并发症的患者进行早期手术也

有效‘3埘]。已证实，DBS术后8年‘引、9年【西3和

10年¨纠患者症状仍有改善。基于此，已有学者提出

DBS能延缓PD疾病进展的猜想⋯。随机对照研究表

明DBS是治疗PD的除药物之外的有效方法，对PD患

者的运动评分、日常生活能力、关期、运动障碍等有明

显改善，并能降低患者服用药物的多巴胺等效

剂量‘1’3’20’M一261。

在本单位于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完成

的33例国产单通道脑起搏器临床试验¨J，术后受试

者的PD相关症状如僵直、震颤、步态迟缓、开关期

现象等均有明显的改善。本研究表明，国产可充电

式脑起搏器亦能够改善PD患者开期和关期的

UPDRS运动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延长开期无

异动时间、减少左旋多巴等效剂量，证实了国产可充

电式脑起搏器的疗效。国产脑起搏器的临床应用，

尤其是可充电国产脑起搏器的临床应用，对促进民

族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并将为其他

学科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方向提供示范作用，将会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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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天坛)颅底及脑干肿瘤国际学术研讨会通知

．消。息．

由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和北京市王忠诚医学基金会主办，由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第五届(天坛)

颅底及脑干肿瘤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2014年10月17—19日在温州举行。“(天坛)颅底及脑干肿瘤国际学术研讨会”始于

2006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展示颅底及脑干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成果的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

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诸葛启

钏教授担任执行主席，将邀请国内外知名颅底及脑干肿瘤专家，全面系统地介绍颅底外科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促进颅底外

科最新诊治技术在我国全面有序的发展。

本次大会将授予国家I类继续教育学分6分。大会官方网站：www．issbt2014．jtmedical．com，联系邮箱：issbt2014@

jtmedical．com。

组委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6号。

邮编：100050；电话：010—67098431；传真：010—670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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