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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

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装置，其包括：可植入患者

体内的刺激单元，该刺激单元通过电的和/或光

的刺激用于刺激患者的脑和/或脊髓中的神经

元，该患者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

动，其中，该刺激设计用于在给予患者的过程中

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用于接

收测量信号的测量单元，该测量信号再现受刺激

的神经元的神经元活动；和用于控制刺激单元和

用于分析测量信号的控制与分析单元，其中，该

控制与分析单元这样设计，从而使其这样控制刺

激单元，以使得刺激单元施加刺激，借助对该刺

激的施加的反应中接收到的测量信号检测刺激

结果，而且如果刺激结果不充分，在刺激的施加

中引入一个或多个刺激间隔或者延长一个或多

个刺激间隔，其中，在刺激间隔的过程中不施加

能够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动的神经元活动的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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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装置(2)，其包括：

-可植入患者体内的刺激单元(11)，所述刺激单元通过电的和/或光的刺激(22)用于刺

激患者的脑和/或脊髓中的神经元，所述患者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其

中，所述刺激(22)设计用于在给予患者的过程中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

-用于接收测量信号(23)的测量单元(12)，所述测量信号再现受刺激的神经元的神经

元活动，和

-用于控制所述刺激单元(11)和用于分析所述测量信号(23)的控制与分析单元(10)，

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这样设计，从而使其

-这样控制所述刺激单元(11)，以使得所述刺激单元(11)施加刺激(22)，

-借助对所述刺激(22)的施加的反应中接收到的测量信号(23)检测刺激结果，而且

-如果刺激结果不充分，在刺激(22)的施加中引入一个或多个刺激间隔或者延长一个

或多个刺激间隔，其中，在所述刺激间隔的过程中不施加能够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动的

神经元活动的刺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这样设计，以使

得其延长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直到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确定刺激结果为充分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这样设计，以使

得其逐步地延长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直到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确定刺激结果为充分

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这样设计，以使

得其除了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之外还逐步地延长刺激相位的持续时间，直到所述控制与分

析单元(10)确定刺激结果为充分的。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2)，其中

-刺激相位分别具有持续时间LStim并且相邻的刺激相位之间中止的刺激间隔分别具有

持续时间LPause，其中，在LStim＝LPause时参数A被定义为A＝LStim＝LPause或参数A被定义为A＝

LStim/LPause，并且

-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设置为，如果刺激结果不充分，其增大A。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被设置为，如果刺激结

果不充分，其逐步地增大A。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设计为，如果刺

激结果不充分，其将为1/n的A＝LStim/LPause的A增加到n，其中，n是在2至10范围内的数值。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设计为，如果刺

激结果不充分，其逐步地将为1/n的A＝LStim/LPause的A增加到n，其中，n在2至10范围内的数

值。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设计为，其使A

保持恒定，直到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确定刺激结果是不充分的。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另外设计为，在不

充分的刺激结果的情况下其使A增大，直到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确定刺激结果是充分

的或者满足中止标准。

11.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2)，其中，所述控制与分析单元(10)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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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在刺激相位期间实施“协调重置”刺激，其中，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

的受刺激的神经元群的多个亚群的神经元活动的阶段是在不同的时间点重置。

12.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2)，其中，一个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为至少

3分钟。

13.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2)，其中，一个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对应于

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至少200周期的持续时间。

14.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2)，其中，一个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对应于

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至少100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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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侵入式去同步的神经刺激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有效的侵入式去同步神经刺激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具有神经性的或者精神性的疾病(例如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癫痫，中风后功

能障碍，肌张力障碍或强迫症)的病人中，在大脑的限定区域中的神经细胞组为病态的，例

如过度同步、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神经元形成同步的动作电位，即，参与的神经元过

度同步地激发。相反地，在健康的人身上，这些脑区域的神经元以不同的质量、例如以不相

关的方式激发。

[0003] 在帕金森病的病人中，病理性的同步活动改变其它脑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例如，在

大脑皮层区域中，比如主要运动皮层。在此，在丘脑和基底神经节的区域中的病理性同步活

动例如将其节律施加于大脑皮层区域，以使得最终由这些区域控制的肌肉发展出病理性活

动，例如有节奏的颤抖(震颤)。

[0004] 深部的脑刺激用于治疗以药物不能充分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在此，将深电极植

入特定的脑区域，例如植入在下丘脑核中。通过深电极进行电刺激以缓解症状。在用于治疗

帕金森病的标准高频刺激过程中，在大于100Hz的频率下进行所谓的高频持续刺激。这种治

疗方法不具有持久的治疗效果深部脑刺激用于治疗帕金森病患者，不能用药物治疗。在该

过程中，将深电极植入脑的特定区域，例如，在下丘脑核。通过深电极进行电刺激，以缓解症

状。通过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标准高频刺激，在大于100Hz的频率下进行所谓的高频永久性

刺激。这种治疗方法没有持久的治疗效果(参见P.Turperli，J.Ghika，J.-G .Villemure，

P .Burkhard，J .Bogousslavsky，and  F .Vingerhoets：How  do  Parkinsonian  signs 

returned  after  discontinued  of  subthalamic  DBS？Neurology  60,78(2003))。可以额

外具有持久的治疗效果的“协调复位刺激”(CR刺激)以较低的刺激电流进行管理

(P .A .Tass，L .Qin，C .Hauptmann，S .Doveros，E .Bezard，T .Boraud，WG  Meissner：

Coordinated  reset  neuromodulation  has  sustained  after-effect  in  Parkinsonian 

monkeys .Anals  of  Neurology  72 ,816-820(2012)；I .Madupt，C .Hauptmann，

U .B .Barnikol，N .Pawelcyk，O .V .Povovych，T .Banikol，A .Silchenko，J .Volkmann，

G.Deuschl，W.Meissner，M.Maarouf，V.Sturm，H.-J.Freund，PA  Tass：Coordinated  Reset 

Has  Lasting  Aftere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Movement  Disorders

(published  online，2014))。

[0005] 在其它疾病中，例如不能用药物充分治疗的癫痫，除了深电极之外还植入了其它

的电极，例如皮质或硬膜外电极。在其它疾病中，例如慢性的疼痛综合征，通常不仅借助于

脑中的深电极而且还通过例如硬膜外电极刺激脊髓。不同于CR刺激，大多数其它的刺激类

型没有持久的治疗效果。

[0006] 治疗效果还可以通过借助光直接刺激脑组织或脊髓、例如通过植入光导体而实

现。在此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空间-时间刺激图案，例如CR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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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在常规的脑疾病和脊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其中将电极或光导或相当的类似的刺

激单元植入患者的脑和/或脊髓中从而通过脑组织或脊髓的电刺激和/或光刺激实现治疗

效果，可能导致局限性。这种这类刺激治疗可能引起副作用，例如，由于刺激电流的传播或

通过由于解剖学原因而难以避免的同时刺激而导致的相邻结构的不期望的刺激，例如，在

目标区域附近或甚至延伸经过目标区域的纤维网和/或纤维。这类情况例如由此产生：由于

在电极植入达到的和其它的解剖结构的目标点(其刺激导致副作用)的特征密切的解剖学

邻近；由于特殊的个体解剖条件(例如在血管的位置的意义上这在植入电极时这必须避

免)；或者由于不理想甚至错误的电极植入。

[0008] 例如，由于不利地定位的电极可能出现副作用，只有当刺激水平降低到足够的程

度以使得不足够或完全不发生期望的作用时才会消失。类似地，不充分的刺激效果不能通

过刺激强度的任意强度的增加来补偿，因为由此通常会导致副作用或甚至组织的损伤。必

要时，必须重新植入定位较差的电极或其它的刺激单元以使其这样定位，从而使治疗有效。

重新植入总是与风险相关联，例如血管的损伤或者感染。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说明一种通过最小的刺激强度的刺激来实现基于本发明的目

的通过从属权利要求的特征得以解决。本发明的有利扩展方案和设计在从属权利要求中给

出。

[0010] 良好的并且特别是持久的治疗效果的装置和方法。

附图说明

[0011] 随后以举例的方式借助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在附图中：

[0012] 图1示出了根据第一个实施例的用于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并且

特别是用于使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活动的神经元的去同步化的装置的示意图；

[0013] 图2示出了根据第二个实施例的用于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并且

特别是用于使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活动的神经元的去同步化的装置的示意图；

[0014] 图3示出了用于说明根据第一变型的刺激相位的长度和刺激间隔的调节的流程

图；

[0015] 图4示出了用于说明根据第二变型的刺激相位长度和刺激间隔的调节的流程图；

[0016] 图5示出了用于电刺激具有病理性同步和振荡丝网神经元活动的神经元的装置的

示意图；

[0017] 图6示出了用于刺激元群的CR刺激序列的示意图；

[0018] 图7示出了用于说明有效和无效的CR刺激的图表；

[0019] 图8至12示出了用于说明具有不同刺激相位长度和刺激间隔长度的CR刺激；以及

[0020] 图13示出了用于表示具有不同刺激相位长度和刺激间隔长度的CR刺激的有效性

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在图1中示意性示出了用于刺激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装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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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1由控制与分析单元10和刺激单元11组成。在装置1的运行过程中，控制与分析单元

10实施对刺激单元11的控制。为此，控制与分析单元10产生控制信号21，该控制信号由刺激

单元11提取。

[0022] 刺激单元11以手术的方式植入患者的体内并且借助控制信号21产生电的和/或光

的刺激22，该刺激给予患者的脑和/或脊髓25。该刺激22为此这样设计，以使得在给予患者

的过程中抑制病理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并且特别是使具有病理的同步和振荡的活

动的神经元的去同步化。

[0023] 控制与分析单元10可以为非侵入式的单元，即，在装置1的运行过程中其位于患者

体外并且不一手术的方式植入患者体内。

[0024] 在装置1的运行期间，如果确实不充分的刺激效果，可以在较小的刺激强度下通过

引入刺激间隔(例如通过医生或使用者)来改善刺激的效果。在刺激间隔期间不发生能够抑

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动的神经元活动的刺激。但是能够考虑的是，在刺激间隔期间以刺激

单元11施加不用于抑制病理性的同步和振动的神经元活动的其它刺激。根据另一种实施方

式，在刺激间隔期间放弃借助于刺激单元11的各种类型的刺激。另外，例如在副反应和/或

不利定位的电极的情况下，可以引入上述的刺激间隔，从而在较小的刺激强度的情况下实

现有效的刺激。刺激间隔的持续时间可以保持恒定、通过医生或使用者调整或者如下所述

地调节。

[0025] 本发明利用反直觉的关系。通过弱刺激实现效果越小，引入刺激过程间隔越长。特

别可以通过引入这样的间隔来实现，以使得无效的刺激是有效的。

[0026] 基于本发明的反直觉机制可以通过以下的考虑而易于理解。由于突触的适应性，

神经元的集合是非常可塑的，即它们可以以多种不同的稳定状态存在。例如，在具有较低的

平均突触连接强度和非同步步神经元活动的状态下(即神经元以不相关的方式激发)，或者

在具有高度显现的平均突触连接强度和同步神经元活动的状态下(即神经元以相关方式激

发)，例如在时间上，这是巧合的。在两个极端之间通常有多个稳定的状态，其具有中等的平

均突触连接强度和神经元同步的中等的显现。因此，在数学意义上存在多重稳定性。本发明

利用令人意外的事实，即，当刺激相位之间为一个足够常的间隔，系统(即，受刺激的神经元

群)本身通过较弱的刺激由一个吸引子(稳定的状态)推进到下一个吸引子，而该系统自发

(即，没有刺激的情况下)进入新的吸引子，这在刺激条件下为不可能发生的。通过分部分的

刺激，系统从高度同步的吸引子逐步地达到越来越弱的同步的吸引子。

[0027] 引入足够长的刺激间隔在较低的刺激强度的条件下实现了有效的刺激。于是，与

在持续刺激过程中(即，在没有上述刺激间隔的刺激过程中)促使长时间保持的去同步的最

小刺激强度相比，刺激强度可以小最多2到3倍。特别是按照本发明的具有刺激间隔的刺激

的刺激强度位于在持续刺激过程中(即，在没有上述刺激间隔的刺激过程中)促使长时间保

持的去同步的最小刺激强度的1/3至1/2的范围内。

[0028] 在两个连续的刺激步骤之间的刺激间隔的长度可以为至少3分钟，但是也可以明

显更长并且例如为至少5分钟或至少10分钟或者至少20分钟或者至少30分钟或者至少1小

时或者至少2小时或者至少3小时。为了实现第一效果，必须使刺激间隔长度至少对应于去

同步的振荡的至少约200个周期。显著的去同步化只能从大约1000到甚至22000个周期来实

现。在频率在1至4Hz范围内的δ振荡的情况下，周期长度在2Hz下例如为500ms。即在分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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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或甚至在小时范围(1000至22000个周期则相当于约8.3分钟或3小时)的间隔条件下可

以得到较好的效果。病理性的振荡的周期可以例如在患者身上测得，但也可以使用文献数

值或经验数值。

[0029] 除了刺激间隔的长度之外，另外还优选可以调整刺激相位的长度，其中，刺激在刺

激相位中发生，从而在较小的刺激强度条件下改善刺激的效果。刺激相位的长度可以与刺

激间隔的长度一样以类似的方式保持恒定、通过医生或使用者调整或者如下所述地调节。

[0030] 优选可以在过低的刺激效果情况下延长刺激间隔并且同样延长刺激相位。

[0031] 例如，刺激间隔和刺激相位各自为同样长度并因此相等地增加。另外可以使刺激

相位在开始时短与刺激间隔并且在过低的刺激效果的情况下过量地增加。另外可以调整刺

激间隔的持续时间和刺激相位的持续时间之间的各种适合的关系。

[0032] 在图2中示意性示出了用于刺激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装置2。

该装置2示出了图1所示装置1的进一步发展。与装置1类似，装置2具有控制与分析单元10和

刺激单元11。在装置1的运行过程中，控制与分析单元10实施对刺激单元11的控制。为此，控

制与分析单元10产生控制信号21，该控制信号由刺激单元11提取。

[0033] 如上所述地，刺激单元11以手术的方式植入患者的体内并且借助控制信号21产生

电的和/或光的刺激22，该刺激给予患者的脑和/或脊髓25。

[0034] 此外，装置2还包括一个测量装置12。通过刺激22达到的刺激效果借助于测量单元

12来监测。该测量单元12接收一个或多个在患者上测得的测量信号23，将这些信号在必要

时转换成电信号24并且将这些电信号传送给控制与分析单元10。特别是可以借助测量单元

12测量在受刺激的目标区域中或者与目标区域连接的区域(其中，该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与

目标区域中的神经区域的神经元活动紧密相关)中的神经元活动。

[0035] 测量单元12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特别实现了，显示病理性的振荡

活动的振幅的减小和增加。

[0036] 作为传感器可以使用非侵入式的传感器，例如脑电图(EEG)电极、磁脑图(MEG)传

感器和用于测量局部场电位(LFP)的传感器。神经元活动也可以通过借助肌电图(EMG)测量

与之伴随的肌肉活动或间接地通过借助皮肤电阻测量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化的测量而确

定。

[0037] 选择性的可以将传感器植入到患者体内。作为侵入式传感器可以使用例如皮质电

极、用于测量例如局部场电位的深脑电极、硬膜下或硬膜外脑电极、皮下EEG电极和硬膜下

或硬膜外脊髓电极。用于测量局部场电位的深电极也可以为结构上结合的或者甚至可以与

用于刺激的深电极相同。

[0038] 控制与分析单元10加工信号24，例如增强和/过滤信号24，并且分析加工后的信号

24。借助于该分析的结果，控制与分析单元10控制刺激单元11。控制与分析单元10为了实施

其任务例如包括处理器(例如一个微控制器)。

[0039] 控制与分析单元10借助在对刺激的施加的反应中接收的测量信号检查刺激结果

并且根据刺激结果来调整刺激参数，特别是以上结合图1描述的刺激间隔的长度。在副反应

的情况下和/或不利定位的电极的情况下和/或一般在不充分的刺激效果的情况下，在运行

过程中可以在较小的刺激强度的条件下通过调整刺激间隔来改善刺激的效果。刺激间隔的

持续时间和刺激相位的持续时间可以在较低的刺激效果的情况下这样调节，以使得再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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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刺激效果。

[0040] 特别可以借助于阈值比较来检验刺激结果。根据哪些信号用于确定刺激结果，得

到不同的阈值比较。如果例如经由测量单元12的传感器，例如EEG电极或深电极(作为LFP信

号)测量病理性的神经元同步，根据经验，与没有刺激的情况相比，同步的下降达到例如至

少20％足以确定充分的刺激结果。根据一种设计方案，如果通过施加刺激22使病理性的神

经元同步不能减少至少的预设值，则可以确定不充分的刺激结果。如果选取患者的症状用

于确定刺激结果，那么将哪一种减少视为临床相关的改善取决于所使用的临床参数的种

类。这类减少值(例如在所谓的最小的视临床可察觉的改善的意义上)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

知的。

[0041] 在交替的顺序中可以保持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在刺激相位中通过由刺激单元11

产生的刺激22来刺激患者的脑和/或脊髓25，在刺激间隔中不施加刺激22。

[0042] 例如双变量调节的标准方法可以用于调节刺激相位的持续时间LStim和刺激间隔

的持续时间LPause。然而，也可以使用医学先验知识，其中，长度LStim和LPause从(LStim，LPause)平

面中的初始值沿着直线或弯曲曲线以恒定或连续增加或确定的和/或混乱变化的增量而增

加。例如，在该调节过程的框架内，LStim/LPause的比例可以从1/n增加到n，其中n例如是在2到

10之间的数字，例如3或4或5。

[0043] 图3示出了根据第一变型的示例性调节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的长度LStim和LPause的

流程图。例如，在整个过程中，长度LStim/LPause可以具有相同大小，即LStim＝LPause＝A。然而，

比LStim/LPause也可以用作调节过程的变量。在后一种情况中，长度LStim可以例如与长度LPause

相差最多±5％或最多±10％，或最多±25％，即，适用于LStim＝(1+ε)LPause＝A，其中，上述

情况下的ε为±0.05或±0.1或±0.25。

[0044] 参数A从预设的初始值保持恒定，直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将该刺激分类为不成功。

随后特别是逐步地增大参数A，直到控制与分析单元10借助由测量单元12接收的测量信号

24确定刺激再次充分成功。

[0045] 根据一种设计方案，在不充分的刺激结果的情况下特别是逐步地增大参数A，直到

确定充分的刺激结果或者满足中止标准。中止标准应该确定何时没有充分的刺激结果，尽

管有足够大和充分合理的努力。

[0046] 当满足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时，则例如满足了该中止标准。当超过预设的治疗

持续时间，例如超过12周，则例如可以满足中止标准K1，否则不满足。预设的治疗持续时间

的选择取决于各个的疾病模式或疾病阶段并反映临床经验。

[0047] 图3示出了根据第二变型的另外的示例性调节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的长度LStim和

LPause的流程图。图4中所示地调节在许多部分与图3中的调节相同，但是在以下的方面更加

复杂。经验显示，图3中所示的调节稳健地发挥作用。但是，通常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即，当

如上所述地在该调节过程的框架内，LStim/LPause的比例与刺激结果相适应地从1/n增加到n，

其中n例如为从2到10的数字，例如3或4或5。如果该适应调节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则需要

满足“优化所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本发明的装置转换为图3中所示的更稳健的调

节方法。具体来说，“优化所需”的标准类似于中止标准，即，在特定时间内或在特定数量的

调节步骤之后没有达到足够显着治疗结果。

[0048] 根据一种设计方案，当借助于侵入式和/或非侵入式的传感器测得的生物标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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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评估量表，例如通过移动设备(比如iPhone)输入和相应评估的精神状态量表或生活质

量量表没有充分改善，则满足优化标准K2。在此使用的侵入式的传感器和/或非侵入式的传

感器可以用作测量单元12的传感器。特别是可以使用不同形式的电极，例如深电极或表皮

电极作为侵入式的传感器。例如长期或间歇使用的EEG电极或用于检测特征性的运动模式

(例如震颤，运动不能或癫痫发作)的加速计可以例如用作非侵入式的传感器。生物标记例

如是在通过深电极导出的局部场电位中，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已知的特征频率区域(例如在

帕金森病患者中由约8至30Hz延伸的β带)中的频谱密度。

[0049] 如果生物标记或自评估量表：(i)不落在预设的时间内，例如4周，减小了初始值的

特定百分比，例如根据疾病或疾病阶段的多日的平均值的20％或50％，和/或(ii)没有在参

数A的第m个调节步骤之后，例如m＝3，减小了该初始值的该百分比，例如m＝3，则根据该设

计方案满足标准K2。否则不满足标准K2。在此，A的调节步骤是恒定的或连续增加的或者确

定性地和/或混乱地变化。重复次数m对应于临床经验，即，在各种疾病中能够调整治疗结果

的时间尺度。

[0050] 代替图3和4中示出的调节，也可以实施刺激，其中，刺激相位的长度LStim和刺激间

隔的长度LPause为恒定的，LStim＝LPause＝A或者LStim＝(1+ε)LPause＝A，其中，ε在±0,05、±0,1

或者±0,25的范围内，并且具有恒定A的刺激实施直到由控制与分析单元10不再将该刺激

分类为不成功的为止，即，直到满足类似结合根据图3的调节而描述的中止标准。于是结束

该刺激。装置2于是可以向患者发出相应的消息(“刺激终止”)，例如在显示器上或通过闪烁

的指示灯或类似的方式。该消息也可以通过无线电，例如作为文本消息、电子邮件等发送给

医生。作为替代方案，治疗也可以在达到中止标准时继续进行，那么给患者的相应消息例如

是“请呼叫医生”，并将短信/电子邮件发送给治疗医师，告知他不充分的治疗。

[0051] 侵入式的刺激，例如侵入式的CR刺激可以是“开环(open  loop)”刺激或“闭环

(closed  loop)”刺激。在“闭环”刺激的情况下，为了控制刺激而使用测量单元12的植入传

感器(例如深电极、皮质电极)和/或测量单元12的非植入的传感器，例如长期或间歇使用的

EEG电极或用于检测特征性的运动模式(震颤，运动不能，癫痫配合)的加速计或用于测量皮

肤电阻的电极。这些传感器也可以用于：(i)实现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的调节，即，它们对治

疗效果的适应性；或(ii)如上文结合图3和4所述地确定优化标准或中止标准。但是，对于

“闭环”刺激，其它的传感器或其它的信号或其它的信号分量或其它的(必要时由相同的初

始信号确定的)动态生物标记也可用于调节刺激相位的和刺激间隔的长度LStim和LPause。

[0052] 装置1和2的各个组件，特别是控制与分析单元10、刺激单元11和/或测量单元12，

可以在结构上相互分离。因此装置1和2页页可以理解为系统。

[0053] 刺激单元11可以例如是脑起搏器(Hirnschrittmacher)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一

个或多个可植入的电极(例如深电极)以及可选地连接在其间的连接电缆。刺激单元11的电

极通常由绝缘的电极轴和已经引入到电极轴中的多个刺激接触面组成。

[0054] 图5示意性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的装置30，所述装置用于具有病理

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动的神经元的侵入式电刺激。该装置30包括两个电极31,32，这

两个电极已植入到患者脑中的和通过电缆33与连接器34连接。该连接器34又通过电缆35与

控制与分析单元36连接。该装置30可以具有上述装置1和2的功能。

[0055] 已知用于神经元组织的光刺激的可植入式刺激单元。例如可以是产生光束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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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比如激光、激光二极管或LED，光源借助于光耦合分布到有多个光导体组成的纤维束的

输入处上。在此，控制单元预先例如规定，在哪个时间点将单个光脉冲或一系列光脉冲耦合

到纤维束的哪个纤维中。纤维束的单个纤维，即纤维的末端的去耦点位于患者的脑或脊髓

中的目标区域中的不同位置。因此，光在由控制单元预设的时间顺序中刺激目标区域的不

同位置。但是，也可以使用其它适合于直接光刺激神经元组织的植入式的刺激单元。

[0056] 在此描述的装置，特别是装置1和2可特别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疾病，例

如，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多发性硬化引起的震颤以及其它病理性的震颤、肌张力障碍、癫

痫、抑郁症、运动障碍、小脑疾病、强迫症、痴呆、阿尔茨海默病、Tourette综合症、自闭症、中

风后的功能障碍、痉挛、耳鸣、睡眠障碍、精神分裂症、肠易激综合征、成瘾疾病、边缘人格障

碍、注意力缺陷综合征、注意缺陷多动综合征、病理性赌博、神经衰弱症、贪食症、厌食症、进

食障碍、倦怠综合征、纤维肌痛、偏头痛、丛集性头痛、一般头痛、神经痛、共济失调、抽搐障

碍或高血压，以及以病理性增加的神经元同步为特征的其它疾病。

[0057] 上述疾病可能由在特定电路中连接的神经元集合的生物电通信的紊乱而引起。在

此，神经元群连续地产生病理性的神经元活动和可能的与之相关的病理的连通性(网络结

构)。在此，大量神经元同步地形成动作电位，即，参与的神经元过度同步地激发。对此，病理

性的神经元群具有振荡的神经元活动，即，神经元节律性地激发。在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情况

下，所涉及的神经元集合的病理性的节律活动的平均频率大致在1到50Hz的范围内，但也可

以在该范围之外。在健康人中，神经元相反地在质量上以不同的方式，例如以不相关的方式

激发。

[0058] 在上述CR刺激中，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经元活性的脑和/或脊髓中的神

经元群由电的和/或光的刺激直接刺激或将刺激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病理活性的神经元

群。刺激设计为，使得神经元群的病理星的同步活动去同步。通过刺激引起的神经元的重合

率的降低可导致突触重量的降低并由此导致产生病理性的同步活动的产生倾向的忘记。

[0059] 在CR刺激中给予的刺激神经元群中引起受刺激的神经元的神经元活动的相位的

复位，所谓的重置。通过该复位，受刺激的神经元的相位与目前的相位值无关地设定为或接

近特定相位值，例如0°(实际中不可能精确地调整特定的相位值，但这对于成功的CR刺激也

不是必要的)。因此，通过有目的地刺激来控制病理性的神经元群的神经元活动的相位。此

外，通过刺激单元的多个刺激触点在不同位置上刺激病理性的神经元群，使得可以在不同

时间点上在不同刺激位置上使病理性的神经元群的神经元活动的相位复位。因此，将病理

性的神经元群(其神经元之前同步地并且以相同的频率和相位激活)分隔为多个亚群。在每

个亚群内，神经元在相位的复位之后仍然是同步的并且仍然以相同的病理性的频率激发，

但是每个亚群体具有关于其神经元活性的相位，该相位接受由各个的刺激刺激触点生成的

刺激。这意味着各个亚群的神经元活动在其相位的复位之后仍然具有以相同的病理性频率

的正弦变化，但具有不同的相位。

[0060] 由于神经元之间的病理性的相互作用，由刺激产生的、具有至少两个亚群的状态

是不稳定的，并且整个神经元群快速地接近完全去同步的状态，其中神经元以不相关的方

式激发。因此，在时间偏移(或相移)地施加相位复位的刺激之后，不会立即存在完全去同步

的期望状态，而是大多在病理性频率的几个周期内甚至不到一个周期内调整期望的状态。

[0061] 图6示出了具有总共四个通道的CR刺激的示例。在四个通道中的每个通道上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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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的神经群的亚群。在四个通道的每个通道中，电的和/或光的刺激40以一定顺序周期

性地以周期TStim施加，其中周期TStim在此接近神经元群的病理性振荡的平均周期或者与文

献数值相差最大±5％、±10％或±20％(通常fStim＝1/TStim在1至30Hz的范围内)。刺激40促

使分别受到刺激的亚群的神经元活动的相位复位。由于存在四个信道，所以相邻的通道的

次序之间的时间延迟等于TStim/4。对于N个通道的一般情况，相邻通道的时间延迟将达到

TStim/N(也可以偏离该值，例如偏离最大±5％、±10％或±20％)。此外，在N个通道上的刺

激给予的顺序在每个刺激周期中必须不相同，而是可以从刺激周期到刺激周期地随机变

化。

[0062] 此外，图6中示出了可以如上所述地设置或调节刺激相位的长度LStim和刺激间隔

的长度LPause。可以注意到，在图6中，长度LStim和LPause以及相位复位的刺激40的长度不按比

例地再现。

[0063] 必须指出的是，在常规的刺激方法中也可以保持期间不施加刺激的间隔。例如，在

CR刺激中，可以进行n个周期的刺激并且对于接下来的m个周期不发生刺激并且可以周期性

地继续该刺激模式，其中，n和m是小的整数。在长度LStim的刺激相位期间，也可以根据本发

明观察到这种断裂。也可以在长度LStim的刺激相位期间按照本发明地保持这类间隔。但是，

按照本发明的长度LPause的刺激间隔与刺激相位期间的间隔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只有当先前

确定了通过刺激实现的刺激结果不充分时，和/或副反应和/或刺激单元不利地定位于患者

体内时才出现。

[0064] 代替CR刺激也可以使用其它的刺激形式，只要通过这些刺激形式能够在病理性活

动的神经元群的去同步过程中实现长时间保持的质量效果即可。

[0065] 在图7至13中借助刺激结果说明了本发明能够实现的效果。

[0066] 在图7(a)和7(b)示出了在CR刺激之前、之中和之后具有病理性的同步和振荡的神

经元活动的神经元群的同步程度和突触连通性。在两个图示中在上方绘出的水平条说明施

加CR刺激的时间段。

[0067] 如图7(a)和7(b)所示，有效的CR刺激促使神经元群的快速去同步以及连通性的显

著降低。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仅可以产生较低的刺激结果，这可以由此看出，即，即使存

在CR刺激，受刺激的神经元群内的同步程度和连通性仅以微弱的程度减小。

[0068] 通过上述的装置1和2可以通过引入刺激间隔而在较低的刺激强度下改善CR刺激

的效果。另外，例如在不利定位的电极和/或副反应的情况下引入刺激间隔，从而在较低的

刺激强度下实现有效的刺激。

[0069] 不利定位的电极是指其过多的刺激触点无效的电极。特别是当电极的许多刺激触

点无效时，即，存在不多于至少3个有效的刺激触点时，电极可以评价为不利定位的。如果具

有单个刺激的总和的刺激通过相关的刺激触点不能促使病理性的振荡的相位复位(与预刺

激基线相比)或者在一个周期的刺激中不能促使周期性刺激与同步振荡之间足够强的n：m

相位同步，则刺激触点无效。

[0070] 副作用取决于各个的疾病和分别选择的目标区域。例如，作为错误定位的电极的

副作用，可能出现运动障碍，其表现在于对抗性的肌肉(例如屈肌和伸肌)的共活动(而不是

交替活动)。副作用也可以通过相应传感器中的同步活动的刺激相关的增加而表现。

[0071] 图8(a)和8(b)示出了一个刺激的结果，该刺激包括交替的刺激相位(其中实施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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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和刺激间隔(其中不实施刺激)。该刺激相位在图8(a)和8(b)通过水平条标识。刺激相

位的和刺激间隔的长度LStim和LPause在该示例中相等并且分别未3600s。在图8(a)和8(b)中

所示地刺激直到刺激间隔使用相同的刺激参数，如图7(a)和7(b)所示的无效刺激的刺激。

刺激间隔的插入促使同步程度和连通性显著的降低。因此刺激间隔的插入使无作用的刺激

为有效的。另外，通过该刺激形式可以实现长时间保持的治疗效果。在完全断开刺激之后，

同步程度和连通性也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0072] 对于根据本发明的刺激形式的成功重要的是，确定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的合适长

度LStim和LPause。图9至12显示了不同刺激的结果，在其他相同的刺激参数中不同的数值用于

LStim和LPause。这些数值在下表中示出。

[0073]

[0074]

[0075] 在图9至图12中，这些时间段由水平条标记，其中根据本发明的CR刺激以依次交替

的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实施。

[0076] 对于仅非常短的刺激相位和刺激间隔而言，仅产生非常小的效果(参见图9)，此外

其在刺激过程结束后的持续时间较短。当在刺激相位的长度LStim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刺

激间隔的长度LPause，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参见图10和11)。在此处显示的刺激中，对于长度

为LStim和LPause的几分钟的相对较大的数值得到了最佳结果(参见图12)。

[0077] 图13中示出了在(LStim，LPause)平面中的不同的根据本发明的CR刺激的结果。圆形

符号显示无效刺激，所有其它的符号代表有效的刺激。此外，图12中的(LStim，LPause)平面12

通过一条线划分为无效刺激区域和有效刺激区域。从图12中可以看出，具有LStim和LPause的

较小数值的刺激以及与LPause相比LStim太长的刺激是无效的。(LStim，LPause)平面的右上区域

的参数值获得了最好的刺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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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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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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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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