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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0的用于大鼠癫痫实验的电刺激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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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设计基于MSP430的用于大鼠癫痫实验的电刺激器。方法：采用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F1611和压控双 

相恒流刺激 产生技术设计 系统。结果 ：系统通过 PC设置电刺激 波形 、频 率、脉宽、强度 ，控制 电刺激器工作 。结论 ：系 

统功耗低．并且实现刺激参数可控输出。刺激参数不会因为负载阻抗的变化而变化，满足了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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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lectrical Stimulator for Epileptic Rats Experiment Based on M S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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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acul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32，China；2．Functional 

Encephalopathy Institute，Tangdu Hospital，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38，China) 

Abstract Obj~ w To design an electrical stimulator for epileptic rats experiment based on MSP430 M hoI The sys． 

tern utilized low power MCU MSP430F161 1 and the technology as generation of bi—phase constant current stimulation．Re． 

sIIltB The output of stimulation wavefo1"113．frequency。duration and intensity were set via PC and the system was controlled 

via PC．CaⅢ’JII鼻j蚰 The system realized low power waste．The output of stimulation parameters is controllable and not var． 

1ed with the fluctuation of impedance，thus fitting the requirement of experiment'【Chinese Medical Equipment Journal， 

2008，29(6)：4_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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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癫痫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脑功能障碍综合征．以大 

Jj齑神经细胞群反复超同步放电引起的发作性、突然性 、短暂 

性脯功能紊乱为特征 它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紊乱性疾 

病．是神经科仅次于脑血管病的第二大顽症 临床表现为发 

作性意识改变、抽搐、感觉障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及精神 

异常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 据报道。全世界有 5 000万癫 

痫患者。根据中国抗癫痫协会的数据．我国目前大约有 900 

万癫痫患者。癫痫的治疗首选是药物治疗 ．约有 70％的癫痫 

患者可以通过药物获得满意治疗．但同时约有 30％的患者对 

多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成为难治性癫痫患者。我国的难治 

性癫痫患者人数约有 270万．其中只有 40％(108万)患者具 

备手术适应汪．这其中一些患者的手术效果因多种因素影响 

而并不理想，并且患者要承担一定的手术风险 整体而言。目 

前难治性癫痫患者的治疗现状并不理想 ．约有近 200万的难 

治性癫痫患者缺乏有效治疗 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针对 

癫痫病 的有效治疗方法 

运用工程技术方法(如电、磁刺激)，干预异常脑电活动。 

达到控制或减轻癫痫发作 ．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断探求的另一 

种途径。神经电刺激是通过微创的方法干扰脑电同步放电方 

式的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 ，它的机理是：癫痫发作是神经元 

异常同步化放电产生和扩散的过程．同步化放电在发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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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能够使发作初始同步化放电被有 

效去同步化，发作将不会形成 对于难治性癫痫患者中无法 

进行外科手术的癫痫患者．颅内电刺激治疗癫痫是一种非常 

有潜力的治疗方法。然而。目前对于电刺激的最佳频率、强 

度、刺激时程、刺激组合方式等国内外还没有定论lll。为此。我 

们设计了基于MSP430的用于大鼠癫痫实验的电刺激器．实 

现了通过PC设置电刺激波形、频率 、脉宽、强度。控制电刺激 

器工作。从而为通过实验研究电刺激的最佳频率、强度、刺激 

时程、刺激组合方式提供了硬件基础 

2 系统设计 

2．1 系统总体设计 

整个电刺激实验系统由MSP430单片机、双相恒流刺激 

产生电路、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电路 、串口通信电路等构成 结 

构如图 1所示 

图 1 电刺激器结构示意图 

系统工作 时 ，利用 PC端软件设置好 电刺激波形 、频率 、 

脉宽、强度，通过计算机串口触发刺激器工作 

2-2 硬件设计 

2-2．1 MSP430电路 

整个电刺激实验系统的核心器件采用 MSP430F1611型 

单片机。MSP430系列单片机为具有高集成度、高精度的单芯 

片系统 ．是 目前工业 界中具有最低功耗 的 F1ash 16位 R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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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制器。MSP430F1611具有处理能力强大、外围模块丰富、 

系统工作稳定、代码保护、开发环境方便高效等特点。其主要 

结构特点 如下 ： 

(1)超低功耗 ： 

(2)5种低功耗模式： 

(3)16位 RSIC(精 简指令集计 算机 )体系结构 ，125 ns指 

令周期 ： 

(4)12位具有采样保持内部参考源的ADC： 

(5)双 12位可同步变换 DAC； 

(6)16位 Timer A有 3个捕获／1~较寄存器； 

(7)16位 Timer B有 3个或者7个捕获／1~较寄存器 ； 

(8)串行通信接13(USART)，有异步 UART功能，或者同 

步 SPI或FC接口 

MSP430系列单片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超低 功耗 ．在 

1．8~3．6 V电压、1 MHz时钟条件下运行 ，耗电电流在 0．1～400 

A，RAM在节电模式下耗电仅为 0．1 A，在等待模式下为 

0．7 A。同时，MSP430F1611有48 KB的Flash和 10KB RAM， 

可容纳更多处理程序．使 比较复杂的处理在单片机中即可完 

成．大大提高系统效率 ；多次可擦写存储器和片内JTAG调试 

接口非常便于编程调试 

MSP430171611的接13电路非常简单 ．通过片内的双 12 

位可同步变换 DAC实现了模拟量的输出．而且通过片内的 

DAC不仅可以降低系统设计的复杂性 ．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其中．串13通信通过单片机内的 UART实现。在单片机 

的时钟设计上．考虑到通信速率的要求．MSP430F1611单片 

机采用一个 8 MHz的时钟信号．该系统的时钟部分均采用晶 

体振荡器实现 考虑到电源的输入纹波对单片机的影响．在 

电源的管脚增加一个 1O F电容和 0．1 F电容的并联组合 

来实现滤波．以减少输入端受到的干扰【3]。 

2-2．2 双相恒流刺激产生电路 

通常刺激生理电极间的大鼠脑实质负载电阻是变化的 

因此．为了消除阻抗变化对刺激强度的影响，必须采用恒流 

刺激技术 从生理上讲 ．理想的刺激波形应该没有净直流电 

流．在脉冲波形中常希望引入串行的、对称或不对称的反向 

等电荷刺激 根据要求 ．我们设计了由MSP430F1611单片机 

D／A输出控制的压控双相恒流刺激产生电路 ．使得电极处大 

鼠脑实质负载阻抗在一定范围变化时保持恒定电流输出。 

压控双相恒流源刺激产生电路如图 2所示 ．由A1电平 

转换电路和 A2、A3双运放压控恒流源电路两部分组成 。 

A1电平转换 电路是运放 的加减运算 电路 ，它将单 片机 

MSP43OF16l1的单极性 DAC0电压输出转换为双极性电压 

输 出， 是单片机 MSP430F1611的 DAC12模块内部参考 

电压源。A，、 双运放压控恒流源电路是负载接地型的电压 

控制电流源(VCCS)。当满足 R3= 5，R4 6般7和 R7<<风 条 

件时，通过推算可以得出 。与接地负载电阻 。．上的负载电 

流 ，L的关 系为 一( 4／R )(V ／R，)。由此可见 ，负载上的 电 

流与负载电阻 无关。 

2_2．3 串 口通信 电路 

该刺激器的串口通信电路主要负责 PC与 MSP430单片 

机之间的通信．系统工作时利用 PC端软件设置好电刺激波 

形、频率、脉宽、强度，通过计算机串13触发刺激器工作。 

MSP430F1611具有片内UART．因此实现串 13通信相当容 

易 由于单片机与 PC进行通信的接13电平不同．因此需要进 

行接13电平转换 ．串13通信电路的设计采用 MAX232实现单 

片机的电平与 PC的 RS232电平的转换 

2．3 软件设计 

整个电刺激实验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由以 MSP43O单片 

机为核心的刺激器的刺激控制程序和单片机与 PC之间串口 

通信程序两部分组成。刺激器的刺激控制程序流程图如图3 

所不 。 

PC端控 制 程 序采 用 

Lab Windows／CVI开 发 环 

境 ．Lab WindOWs／CVI是 交 

互式 C语言开发环境．其本 

身集成了 RS一232函数库． 

因此可以很方便 地进行串 

13应用编程 其主要步骤 

为 ：首先利 用 OpenComCon． 

fig函数打开一个串 13并对 

其进行配置 ．然后用户就可 

以利用该串13收发数据．程 

序结束之前利用 CloseCom 

函数关闭该串口[61 

3 系统测试结果 

在系统设计的基础上 ． 

我们 对基 于 MSP43OF16l1 
的电刺激器 的刺激输 出进 图3 刺激控制程序流程图 

行 了测试 ，我们采 用 0～3 kn 的电位器代替负载 电阻 通过 

PC设置电刺激波形、频率 、脉宽、强度 ，控制电刺激器工作， 

在负载电阻上实现了可调的刺激输出。其中，刺激波形为方 

波、锯齿波、正弦波、脉冲，刺激频率为 1-200 Hz，刺激幅度为 

10 p~A-2mA。 

在测试中．为检测恒流性能．首先固定负载为 500n，然 

后依次将负载变为 1、2、3 kn。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同时， 

用示波器测量出各个负载两端的电压值 ．这样就知道了每种 

情况下刺激器输出的电流值(如表 1所示)。可见，在规定范 

围(1O A～2mA)内，刺激器的输出电流基本不随负载的变化 

而变化．是相当稳定的。不同的输出参数改变 ，对输出的电流 

图2 压控双相恒流刺激产生电路 值几乎没有影响。 ( 下转第 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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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到 R点 

初始阈值设定 

计算局部极大值 

漏 存在漏判?≥>—竺 
＼ ／  

l否 

防误检程序 

降低阈值 

否 
- — —  

否 

(查些 ) 

图4 R波标定算法流程图 

个斜率判断公式 ： 

(1)连续两点超过上升斜率阈值的 0．25倍： 

(2)连续两点超过下降斜率阈值的 0．25倍 

这里的i点本身就是局部极大值 ．所以只需要取前后连 

续两点即可，但具体取 i点两侧哪两点．要根据实际数据的采 

样率以及 R波时限短的特点进行选取 如果采样率大于 

500，则取 i点两侧 3、4点；如果采样率小于 500．则取 点两 

侧 1、2点。 

2．3．3 防漏检 程序 

为防止有漏判．还要对数据进行第 2次检索 ．检索对象 

根据检测到的2个 R波的当前间隔时间和前面出现的平均 

间隔时间相比较得出：当出现当前 R波间隔时间大于平均间 

隔时间的 1．66倍时。对间隔内的数据启动防漏检程序 ．降低 

所有的阈值水平，对数据进行幅值和斜率判断 ．从而找出被 

遗漏的R波。 

2．3．4 防误检程序 

为防止 R波被误检 ．算法中应用了不应期(QRS波不可 

能在 比这个生理时间更短的时间内发生 ．算法中采用 200 

m8)的概念 ，杜绝了诸如在这个时间内同一个 QRS波上的多 

触发的误检 

整个方法采用双重阈值．且每个阈值又分为 2个不同的 

水平 ，从 而提高检 测结果 的准确性 ：并 且在完成 基本检 测 的 

基础上，有防漏检、防误检两道程序，进一步提高了检测的准 

确性[61 

3 结论 

本研究把远程医疗监护和即时通信系统有机的结合起 

来．做到了互通有无 ，极大地方便了医疗监护人员以及心血 

管疾病患者。随着医疗保健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 

发展．远程监护技术的监护指标和监护内容也在不断地发 

展。远程监护技术的监护参数既可以是患者的重要生理参 

数 ．也可能是 日常生活状态。其应用领域将从极限状态下人 

体生理状态研究、急诊救护发展到提高边远地区的医疗水平 

和面向千家万户的家庭健康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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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不同负载下刺激器的输出电流 

4 结论 

基于 MSP430F1611的电刺激器最大特点是可以输出多 

种刺激波形以及刺激参数．这就为实验研究电刺激的最佳频 

率、强度、刺激时程、刺激组合方式提供了基础。本系统功耗 

低 ．输出的双相微电流刺激基本不会因为负载阻值的变化而 

变化 ．可以满足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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