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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经电信号中分析眼轮匝肌功能状态的动物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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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目的　通过对支配眼轮匝肌的神经上的神经电信号(ENG)的分析 , 监控眼轮匝肌的功能状态。方法　通过

植入狗面神经颧支周围的 cu ff电极 , 在体记录神经电信号。分析眼轮匝肌处于舒张状态与收缩状态时 ENG的差异性 ,以

找出监控眼轮匝肌功能状态的方法。结果　研究中我们提取到了能反映眨眼动作发生的 ENG, 经时 、频域分析显示 , 眼轮

匝肌处于舒张状态时 ,无论这种舒张状态是处于自然睁眼期间 , 还是处于眨眼动作的间期 , 其支配神经上的神经信号是一

致的;而当眼轮匝肌处于收缩状态时 , 其神经信号幅值和频率都明显不同于舒张状态。结论　可以通过对 ENG的分析来

监测眼轮匝肌的功能状态。

　　关键词:cuff电极;面神经;眼轮匝肌;神经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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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bject ive　Tomonitor the activ ities of o rbicu laris ocu li muscle by analyzing the electroneu ro-

gram (ENG) o f its innervating ne rve. Methods　The ENG was recorded in vivo by a cuff e lectrode imp lanted

around a dog’ s zygomatic b ranch of facia l ner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NG du ring re lax ing period o f the

orbicu la ris oculimusc le and during the constricting pe riod we re ana lyzed to explore aw ay to monitor the muscle

activities. Results　The ENG signa ls ind ica ting occurrences of eye blinking even tsw ere ex tracted in the study.

T ime-frequenc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w as no ENG differencew hen the orbicu laris ocu limusc le w as in re la-

xing periods no mater whe ther it w as in the na tu re eye-opening period or in the interval o f eye blinking. The

ENG of orbicularis oculimuscle in constric ting pe riod was different from the ENG in re laxing pe riod at amp litude

and frequency. Conc lus ion　 It is feasib le to monitor the orbicu laris ocu li musc le ac tiv ities by ENG ana lysis.

　　Key words:cuff e lectrode;facial nerve;orbicu laris oculimusc le;e lec troneurogram

　　面瘫患者经常会出现闭眼功能丧失的情况 ,长期

的闭眼功能丧失往往会造成角膜干燥 、角化 ,甚至可以

引起视力障碍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 1]
。闭眼

动作的发生机制在于眼轮匝肌的收缩 ,而支配眼轮匝

肌功能活动的神经是面神经的分支 ,因此在面神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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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丧失的情况下 ,会造成闭眼功能障碍
[ 2]
。本研究拟

在狗动物模型上 ,将 cu ff植入到支配眼轮匝肌的面神

经颧支周围 , 利用这个电极在体提取神经电信号

(e lectroneurogram , ENG),然后从神经信号上分析眼

轮匝肌的功能状态 ,以便进一步研究面瘫患者的病因

机制 ,寻找相应的治疗途径 。

1　材料与方法

1. 1　狗面神经颧支神经信号的提取方法
1. 1. 1　 cuff电极的结构　　 cuff电极为我们自行研究 、制作 ,

其结构见图 1,为一个带有纵行开口的硅胶套管 , 内壁附着有 3

个电极接触点 , 相邻两个电极间的距离为 5 mm。套管的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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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一个参考电极和用于关闭套管开口的缝合线 ,套管的内径

为 3 mm。

图 1　 cuff电极的结构示意图

1. 1. 2　 cu ff电极的植入方法　　在全麻 、消毒条件下 , 将上述

三极 cuff电极植入到 1只成年杂种雄性狗(体质量约为 15 kg)

的右侧面神经颧支周围。电极植入过程:在颧弓附近可找到位

于腮腺咬肌筋膜表面的面神经颧支 ,从周围附着组织中将神经

游离出约 25 mm , 注意不要切断神经营养血管。经测量可知 ,

神经的直径为 2. 0 mm。 因此 , 我们选用 3 mm 内径的 cuff电

极 , 其内径大约相当于狗面神经颧支外径的 1. 4倍 , 符合电极

使用要求。将神经放入套管中 , 以缝合线结扎的方式关闭套管

的开口。经引导针引导 , 将植入电极的导线穿行于皮下 , 在前

额部位穿出皮下 , 延伸滞留于体外。

1. 2　神经电信号的提取方法
1. 2. 1　神经电信号的提取设备及电路连接方法　　 cuff电极

的中间电极接触点与放大器的阳极输入端相连 ,两端的两个电

极接触点短接后与放大器的阴极输入端相连 , 这种线路接法为

准三极电路接法 [ 3] 。所用放大器为低噪声放大器 (SR560,

S tandfo rd Research Sy stem s Inc, CA), 放大倍数为 50 000, 带通

为 1 ～ 3 kH z。参考电极与放大器的地端相连。所用放大器的

输入方式为差分输入方式。 将从放大器输出的 ENG信号以

20 kH z的采样频率 , 通过 8855存储示波器 (H ioki E. E Co rp. ,

Japan)进行数字化并储存起来 , 以便用于信号分析。进行信号

分析时 , 我们对原始的 ENG信号进行了 500 H z的高通滤波 ,这

是因为神经信号的频率一般是高于 500 H z的。

1. 2. 2　提取神经电信号时实验动物的功能状态　　在植入手

术 14 d后 ,用上面所述的方法提取下列 2种功能状态下狗面神

经颧支的神经信号。在信号提取过程中 , 狗处于非麻醉状态 ,

有饲养员帮助扶抱固定。

　　自然睁眼状态下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提取一段处于

自然睁眼期的神经电信号 ,即在提取信号期间动物一直处于自

然的睁眼状态 , 没有眨眼及闭眼动作发生 , 此时眼轮匝肌应该

处于舒张状态。

　　有眨眼动作发生时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以在狗的右

眼前晃动棉签的方法激发眨眼动作。 记录一段有以这种方式

诱发的眨眼动作发生时颧支上的神经电信号。

1. 3　眼轮匝肌处于不同功能状态时 ,狗面神经颧支神

经电信号差异性分析

　　提取数次自然睁眼状态下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和有以

上述方法诱发眨眼动作发生期间的神经信号 ,随即从中分别截

取 10段自然睁眼期间 ,以及眨眼动作间期和眨眼动作发生时的

信号 ,截取的信号长度均为 5 000个连续数据点 、0. 25 s时间长

度 ,计算不同状态下神经信号的 RM S、MPF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1. 4　统计学分析
　　自然睁眼期间 、眨眼动作间期和眨眼动作发生时 3种状态

下神经信号 RM S、M PF的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不同状态

下的两两比较用 Sche ffe检验(方差齐时)和 Dunnett t检验 (方

差不齐时)。采用 SPSS 11. 0统计软件。

2　结果

2. 1　自然睁眼状态下 ,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及其

频谱特征
　　图 2A显示的是经滤波处理后的睁眼期间的神经电信号。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想要提的神经电信号 , 图 2B显示的是其

相应的功率谱图。

图 2　自然睁眼状态下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

2. 2　有眨眼动作发生时 ,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及

其频谱特征
　　图 3为有眨眼动作发生时狗面神经颧支的神经电信号 ,从

中可以看出眨眼动作发生时的信号 ,如箭头所示。根据试验者

在示波器上的肉眼观察 , ENG上的闭眼动作信号的发生与狗身

上闭眼动作的发生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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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图 3中所示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后 , 截取处于眨眼动作间

期的神经电信号 , 图 4A显示的就是这段信号 , 图 4B显示的是

其相应的功率谱。我们可以看出 , 图 4中的 ENG信号与自然

睁眼时的神经信号是一致的。

图 3　有眨眼动作发生时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

图 4　眨眼动作间期的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

　　从滤波后的图 3信号中截取眨眼动作发生时的神经电信号,

图 5A显示的就是这段信号 ,图 5B显示的是其相应的功率谱。

2. 3　眼轮匝肌处于不同功能状态时 ,狗面神经颧支神

经电信号差异性分析

　　表 1为从数次提取的神经信号中 ,分别截取的各 10段自

然睁眼期 、眨眼动作间期和眨眼动作发生时的信号的 RMS、

M PF平均值及其差异性比较结果。

图 5　眨眼动作发生时的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

表 1　不同功能状态下狗面神经颧支 ENG信号的 RM S、

MPF值(n=10,  x±s)

状态 RM S(×10 - 4μV) MPF(H z)

自然睁眼状态 2 758. 7±151. 4 2 706. 5±96. 2

眨眼动作间期 2 734. 3±191. 1 2 691. 5±296. 4

眨眼动作发生时 5 132. 4±857. 1ab 2 254. 5±269. 3ab

a:P <0. 01,与自然睁眼状态比较;b:P <0. 01,与眨眼动作间期比较

3　讨论

3. 1　关于神经电信号的提取

　　由于幅值微弱的问题 ,外周神经上自然发生的电

活动难以记录。有人发现 ,如果把神经放在空气中或

放在油中 ,相当于给神经提供了一个局限性的细胞外

空间 ,所记录的神经信号的幅值就要升高 ,这是因为神

经纤维外电流通道的回流电阻通道增大的缘故
[ 4]
。

Ho ffe r和 S tein分析了这个现象 , 据此发明了 cuff电

极 ,这种电极可以用来记录外周神经上自然发生的神

经电信号。在神经周围套上硅胶管 ,硅胶管的内壁附

着电极丝 ,这样就会在神经周围产生一个局限性的小

空间 ,可以用来长期性地在体记录神经信号。从这以

后 ,出现了一些关于外周神经信号记录的报道 (包括

内脏神经和四肢神经 )
[ 5 - 7]

,如从胎羊膈神经上记录的

信号 ,从猫正中神经和 phe rnic神经上记录到的神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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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以及从人腓神经上记录到的信号等 。这些记录到

的神经信号可以应用于神经肌肉系统的 (病理 )生理

学研究 、神经状态的监控以及作为感觉信号用于神经

假体的反馈控制
[ 8 - 10]

。

　　由本研究中所提取的狗面神经颧支的神经电信号

的时 、频域情况来看 ,我们提取到了神经电信号符合神

经电信号的特征 ,且可以从中反映出眨眼动作的发生 ,

如图 3所示 ,这说明我们成功地提取到了 ENG信号。

而到目前为止 ,国内还少见有在体提取神经电信号的

报道 ,因此 ,我们研究中应用的 ENG提取方法可以为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

3. 2　关于狗眼轮匝肌不同功能状态在面神经颧支神

经信号上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 ,在国内外还少见关于从面神经上提

取神经电信号的文献报道 。而对于面瘫的病因学研究

及其功能恢复来说 ,面神经的电信号是一种重要的信

息 ,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 ,通过面神经的一个分支 ,做

了面神经电信号方面的尝试 。狗的眼轮匝肌属于面

肌 ,其支配神经是面神经的一个分支 ,即面神经颧支 ,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眼轮匝肌不同的功能状态 、在其

支配神经上是由不同的信号反映的。由研究结果可以

看出 ,自然睁眼状态下狗面神经颧支神经电信号的时 、

频域分布情况与眨眼动作间期的神经信号是一致的 ,

如图 2、4所示 ,分析计算其 RMS、MPF也没有明显的

差异性 ,如表 1所示 ,这说明这两种状态下狗面神经颧

支神经电信号是一致的。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 ,这两

种状态下都是睁眼状态 ,无论这个睁眼状态是自然产

生的 、还是处于眨眼动作的间期 ,眼轮匝肌的功能状态

是一致的 ,既都处于舒张状态 ,其支配神经上都应该是

一种支配眼轮匝肌 、使其处于舒张状态的信号 ,因此我

们在研究中得出这两种状态下一致的神经信号是合乎

这一神经作用机制的 。而眨眼动作产生的机制是眼轮

匝肌处于收缩状态 ,其支配神经上必然产生不同于使

肌肉处于舒张状态的神经信号 ,这一机制与我们的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 ,由图 4、5可以看出闭眼动作发生时

的神经信号幅值明显增加 ,其相应的功率谱与睁眼信

号的功率谱也不一样 ,而表 1中的定量分析也显示闭

眼动作发生时 ,其神经信号相对于睁眼期间 RMS明显

增大 , MPF有一定幅度的显著下降。上述结果意味着

狗颧支神经上的神经电信号可以反映出狗眼轮匝肌的

功能性活动 ,通过对支配眼轮匝肌的神经上的神经信

号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眼轮匝肌使处于收缩 、

还是处于舒张的功能状态 ,这一结果可进一步应用于

面瘫的病因学研究及其功能恢复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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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计量单位恢复 mmHg表示法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 [ 1998]《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

知》的精神 ,血压计量单位恢复使用毫米汞柱(mmHg),但首次使用时应注明 mmHg与千帕 [斯卡 ] (kPa)的换算

系数(1mmHg=0. 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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