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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此之前，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文末找到解答。请判断每个选

项的对错。 

1. 脑深部电刺激可以用于治疗的疾病有：    

A. 特发性震颤 

B. 肌张力障碍和抽动秽语综合征 

C. 酒精依赖综合征 

D. 强迫症 

E. 抑郁症 

2. 帕金森病患者做脑深部电刺激（DBS）的围术期管理包括： 

A.患者术前应坚持服用抗帕金森药物 

B.术前和术中控制血压平稳非常重要 

C.电极植入大脑时需要深度麻醉避免颅内出血 

D. 术中右美托咪定是常用的一种镇静剂 

E. 术中没有必要插入导尿管 

3. 已植入 DBS 的患者管理： 

A. 术中磁性物体可以轻易使 DBS 失效  

B. 当 DBS 设备处于工作状态时可以使用双极电凝 

C. 当 DBS 设备处于工作状态时禁止体外除颤 

D. DBS 装置可以干扰心电图监测 

E. 核磁共振检查不是绝对禁忌症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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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深部电刺激日益被运用于治疗运动功能障碍和精神疾病。 

•慎重选择手术病人可以提高 DBS 手术的成功率。 

•多学科联合的术前准备是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必要条件。 

•“术中唤醒”在 DBS 手术中很常见。 

引言 

脑深部电刺激（DBS）已经成为治疗帕金森病（PD）、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

某些精神疾病和慢性疼痛综合征的常规治疗方法。脑深部电刺激是一种微创手

术，临床上将电极植入大脑特定区域，然后体外连接一个刺激器（刺激）。术中

一些特殊麻醉技术的应用取决于医院的麻醉设备、医生的个人经验和患者的个体

差异。由于神经刺激器与其他医疗设备之间存在潜在干扰，准备手术的患者使用

这些设备需要特别注意。本教程将回顾脑深部电刺激及术中电极植入过程中的麻

醉管理方法和建议。 

背景 

运动障碍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由于神经递

质的失衡使患者无法控制他们身体的运动。

帕金森病是基底节区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进

行性退化引起的。一直以来，手术切除脑深

部病变结构（如丘脑、苍白球）可以有效地

治疗这些运动障碍。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开始，手术切除病灶这一治疗方法由于其并

发症发生率高和一些高效治疗药物的出现

逐渐被淘汰。1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发现 DBS 刺激

丘脑可以治疗患者帕金森样震颤。此后，人

们对丘脑底核（STN）和内部苍白球（GPI）

的刺激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刺激丘脑底

核（STN）可以大幅度改善帕金森症状和减

少抗帕金森病的药物剂量。因此，DBS 刺激

图 1. DBS 的常见刺激靶点区域: 苍白球、丘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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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底核（STN）目前是帕金森病的首选治疗方法。虽然双侧电刺激丘脑底核是

手术禁忌症，但对于重度震颤的患者 DBS 刺激丘脑仍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 DBS

刺激内苍白球（GPI）可以治疗严重的运动障碍和肌张力失常。 

DBS 的硬件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颅内电极。                      

（2）可受外部控制器调节的神经刺激器。                                 

（3）连接 DBS 电极和神经刺激器的绝缘延长线。 

脑深部电刺激术分为两个阶段： 

（1）颅内电极的定位和放置。 

（2）将电极与神经刺激器连接并将神经刺激器即脉冲发生器（IPG）植入人

体内。这个过程可在同一天完成，也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间隔的时间由病人的

病情和临床治疗团队的经验决定。 

术前评估 

DBS 手术的成功始于在术前评估过程中仔细选择病人。确定合适的患者涉

及到评估病人的一般身体状况、精神病史和认知功能。为确保患者的各方面评估，

涉及麻醉医生、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心理学和专科护士的多学科团队是必

不可少的。禁忌证包括了增加手术风险、设备故障危险，或那些可能降低 DBS

有效性的因素（图三）。 

 

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术： 

1 对病人进行脑部 MRI 检查，明确治疗靶点 

2 在病变部位对应的头皮切开一个小切口。 

3 电极通过颅骨钻孔插入大脑的靶点区域。 

4 电极的延伸导线绕过耳朵后面和脖子与脉

冲发生器相连（脉冲发生器通常埋置于锁骨下

胸前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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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BS 的组成部分 



图 3. 增加手术风险、设备故障危险或那些可能降低 DBS 有效性的因素 

病人的药物治疗方案，特别是与 PD 和肌张力障碍相关的，需要进行仔细审

查。抗血小板药物应该保留，如果可能的话，在术前和术后立即进行。对长期抗

凝治疗的需求并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但细心的围术期抗凝管理是必要的。对于

特定疾病的药物，患者应继续用药或停药的明确指示应由多学科小组决定，因为

有些患者必须在“反应停”状态中进行术中映射和临床试验。如果症状严重，降

低其常规药物的的剂量可以是另一种选择。 

除了确保病人的医疗过程最优化，PD 患者通常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

有增加误吸的风险。当考虑在此设置运用任何镇静技术时，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与误吸的风险进行更为警惕的评估是很重要的。如果手术决定进行外科唤醒技

术，在该过程的任何阶段提前准备保护气道的选择非常重要。 

手术成功唤醒期间，患者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见下文）。医生尤其要关注

患者可能使手术复杂化的因素（如发育迟缓，痴呆，沟通障碍，幽闭恐惧症，或

镇静困难史）并做好标记。术前谈话仔细讲解手术过程可以帮助安抚病人，减轻

焦虑，找出潜在的术中威胁，可以提高患者术中的配合能力。 

 

DBS 插入的麻醉管理 

第一阶段： 

通常是在局麻/头皮阻滞和镇静的组合下，将

立体定位框架固定在患者的头部，如果患者不能在

术中保持静止，可能需要进行全麻。一旦框架固定

好，就进行大脑 MRI 扫描来确定精准的电极埋置

靶点。 

增加手术风险或设备故障的因素 减少 DBS 疗效的因素 

凝血障碍 痴呆和认知障碍 

未控制的高血压 患者无法正常操作刺激器 

广泛的脑萎缩 患者失败的试验刺激 

MRI 显示小血管缺血性疾病 极端的年龄 

图 4. 术中植入电极 



术中，刺激电极经通过颅骨钻孔插入靶点区域。这一过程，除非患者不配合，

否则麻醉监测与适度镇静是最常用的技术。在微电极定位和电刺激测试中，保持

与患者交流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确定电极的最佳位置，并了解电刺激

的副反应。与其他全麻相比，术中唤醒技术的其它优点包括血流动力学波动较小

和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较低。 

推荐使用标准的麻醉监测，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是没有必要的，但可以根据患

者的生理状况考虑使用。 

术中需要处理的几个关键点： 

1）氧气通常通过口罩或连接到框架的鼻导管使用； 

2）保持患者合适的体温和舒适的体位很重要； 

3）消毒被单可以接近患者的脸部、手臂和腿，保持无菌，并且避免氧气/二氧化

碳的蓄积。 

4）控制输液可以避免膀胱过度膨胀，因此没有必要插导尿管。 

5）在手术过程中的任何时候，移除头架的紧急气管接入工具必须是可用的。 

第二阶段： 

将电极连接到绝缘延长线，然后通过头皮皮下延伸到颈部，最后连接 IPG。

IPG 和电池通常是在全麻下植入胸壁或腹部。对于 IPG 植入没有特别的麻醉药注

意事项。 

不管使用什么麻醉技术，术后神经观察是第一阶段后的必要过程，因为它是

一个颅内操作。如果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操作进行，这对于第二阶段的过程是不必

要的。抗帕金森病药物治疗应尽早开始，以避免运动和神经功能恶化。在植入术

后的几周内，患者的日常活动通常需要帮助，并且至少 6 个星期内不能开车。 

镇静治疗方案的选择 

麻醉药 目标剂量 不良反应 

局麻药 - - 

苯二氮卓类 -  改善震颤 

 干扰大脑 MER 映射和导线测试 

 损害意识水平 

 无法与术中操作合作 

阿片类（芬太尼或瑞芬太

尼） 

-  僵硬 

 抑制震颤 

异丙酚 ~ 50 mcg/kg/min  运动障碍 

 消除震颤 

 弱化 MER 信号 



图 5. 常用麻醉药对微电极记录的不良影响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右美托咪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镇静药。它具有镇静作

用，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轻微且无呼吸抑制作用。异丙酚通常在导线放置过程中使

用，尤其是在刺激丘脑底核时，但异丙酚能在多大程度上干扰微电极记录（MER）

仍未清楚。异丙酚可引起运动障碍和消除震颤。短效阿片类药物对 MER 的影响

最小，但高剂量可引起刚性的恶化。苯二氮卓类药物不推荐使用，因为它能消除

MER 和干扰刺激测试。2 镇静方案因医疗机构而异，但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

任何影响皮质下层活动的效应，从而优化微电极记录和临床试验（图 5）。 

 

DBS 植入通常是很安全的，但是与所有的手术

一样，都存在围术期风险和并发症。3 一份小规模的

病例分析确定了大约 7％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主要

并发症包括颅内出血（ 0.4-3.6% ）、癫痫发作

（0.8-4.5%）、中风、神经功能缺损（0.3-0.6%），和

术 后 谵 妄 。 其 他 术 中 并 发 症 包 括 气 道 阻 塞

（1.6-5.5%）、高血压、低血压、或静脉空气栓塞

（1.6-3.5%）。并发症与装置自身（包括感染、设备

故障、和电极移位）有关。 

 

DBS 患者的麻醉管理 

术前准备包括检查设备和 DBS 植入器关闭时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如果设

备需要停用且症状严重可能需要考虑补充口服药物。 

DBS 系统可能对手术室的监控和治疗设备产生干扰，往往在心电图上产生

伪影。当使用双极电凝时，神经刺激器可能需要在麻醉诱导前关闭。 

术中应尽可能使用双极电凝，可以降低植入电极或者因疏忽而刺激器处于工

作状态对周围大脑组织产生热损伤的风险。如果术中必需使用单极电凝，必需连

接地线，必需短脉冲、低功率使用并且必需远离 IPG。应该避免短波（微波、超

右旋美托咪啶 0.3-0.6 

mcg/kg/hr 

 低血压和心动过缓 

 超高剂量（上述范围）可以消除 MER 

图 6. DBS 编码器 



声波）电凝，因为它与 DBS 患者的脑损伤显著相关。 

一旦 DBS 设备关闭，患者可能出现肢体僵硬，必要情况下需要进行机械通

气。术后，DBS 设备（最好）应在唤醒前开启。 

 

其他临床注意事项 

关于 DBS 患者的体外除颤准则尚未确立，但在紧急情况下， DBS 也不能

妨碍其使用。必需进行体外除颤时，除颤电极板应尽可能远离神经刺激器。体外

除颤后推荐检查 DBS 设备。 

通常，植入 DBS 装置的患者可以行 MRI，只要遵循制造商指南并尽可能减

少扫描时间。但是有报道称电极过热导致脑损伤，以及设备损坏和调控程序混乱。

因此，在检查之前应请放射医生会诊。 

根据现有的证据，装有原位心脏起搏器的患者接受 DBS 装置是安全的。进

一步的规划对于尽可能减少设备间的干扰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心脏起搏器患者对

于 MRI 可能是禁忌的，立体定向 CT 替代 MRI 进行核映像检查。 

如果关闭刺激器并使探针远离发生器，电休克疗法、射频神经消融和外周神

经刺激治疗对于原位 DBS 患者是安全的。 

 

总结 

 对于治疗运动障碍和精神障碍，深部脑刺激是可以不断延伸的方式 

 “唤醒与镇静”的技术是最常用的，因为它的设备能术中映像和神经学

测试，并减少并发症 

 右美托咪定在术中电极植入时广泛应用。 

 充分的术前准备对于脑深部电刺激植入的术中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答案 

1. a. 正确：脑深部电刺激用于治疗特发性震颤。 

b. 正确：脑深部电刺激用于治疗其它运动障碍，如肌张力障碍和抽动秽语综 

合征。    



c. 错误：目前，对于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酒精依赖征没有任何证据。 

   d. 正确：深部脑刺激用于强迫症已获得令人喜人的成果。 

   e. 正确：深部脑刺激是难治性抑郁症的试验性治疗。 

2. a. 错误：大多数地方倾向于手术当天暂停给予抗帕金森病药物，以促进脑核 

映像和临床试验。对症状严重的患者可以考虑减小剂量。 

b. 正确：手术期间控制血压来保持充足的脑灌注以避免颅内出血是关键。 

   c. 错误：“术中唤醒”技术通常用于电极植入。通常只在患者不能忍受手术

清醒时考虑全麻。深度麻醉不作为常规麻醉方式。 

   d. 正确：右美在脑深部刺激器植入期间是常用的镇静剂，因为它对 MER 影

响最小。 

e. 正确：插导尿管不是必要的，控制输液可以避免膀胱过度膨胀。 

3.  a. 错误：DBS 是由外部手持设备编程，直接放置在电池刺激器上进行。磁

铁对设备没有任何影响。 

b. 正确：当术中需要双极电凝时，在麻醉诱导前神经刺激器可能需要关闭。

双极电凝可以减少对脑组织热损伤和干扰 DBS 设备的风险。 

c. 错误：体外除颤会损坏神经刺激器，但在需要时不应禁止。 

d. 正确：DBS 系统可能会干扰其它监测和治疗电子设备。 

e. 正确：一些新植入的 DBS 装置可以用 MRI 扫描身体的任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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