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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神经传导速度比较

印证了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症状

ｍ／ｓ

比较明显或疼痛评分较高的患者获益更

明显，在这类患者中诚辛酸联合甲钴胺
治疗能获得较好的疗效。但由于本研究
是自身对照研究，未设立对照组，观察的
表２治疗前后ＴＳＳ评分比较

分

病例较有限，需要在进一步的临床工作
中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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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的增加与多种病理状态有关，

床已经用５０年以上嘲。而临床使用更广ｔｅｒｎｓ

氧化应激在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中起到

泛的甲钴胺属于甲基维生素Ｂ１２，参与

ｅｈａｌｌｅｓ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重要的作用，很多与高血糖有关的生化

甲基化过程，通过甲基化反应促进细胞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Ｊ］·Ｄｉｓｂｅｔｅｓ Ｅｄｕｃ，２０１１，３７【４）：

通路（如蛋白糖基化、多元醇途径及葡萄

核酸及蛋白质等合成，能够提高卵磷脂

糖自身氧化）都可以导致自由基产生增

的合成，促进轴索和髓腔的形成，加快损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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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研究使用的硫辛酸被誉为“万能 伤的神经组织修复，改善神经的传导功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ｒａｌ二ｔ啪ｐａｔｈｙ
抗氧化剂”，ａ硫辛酸是一个在少数细胞

ｉＩＩ

ｐ０二ｓ

ｗｉｔｈ

内合成的二硫化合物，它的天然功能是

能，众多指南推荐临床中作为糖尿病神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 ｍｅｔａ－锄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柚ｄｏｍｉｚ．
经病变的基础治疗跏，但单独治疗糖尿病
ｅｄ ｃｏｎ昀ｌｌｅｄ嘣ａｌｓ【Ｊ】．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卜

作为丙酮酸脱氢酶和０２酮戊二酸脱氢

神经病变较重者效果相对不尽如人意。ｈａｌ ｏｆ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６：４５６２７９

酶线粒体酶复合体中的辅酶，药理剂量

本文结果显示，临床治疗中患者症

下，诚辛酸是一个多功能的抗氧化剂，

状改善较明显，但也有少部分患者无明

【３】中华Ｉ爰学会糖尿病学分会．２０１０版中国

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Ｊ】．中华内分泌代谢

作用机制包括清除自由基、协助内源性

显症状改善，同时存在发生不良反应的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２）：增录１２ｂ－２７·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ｌ
抗氧化剂的再生及修复受氧化蛋白，可风险。本研究明确ａ硫辛酸联合甲钴胺
（本文编辑：陈志翔）
有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国外临
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有效性，也

重症肌无力患者１４２例临床分析
王美萍，耿昱
【摘要】目的探讨重症肌无力（ＭＧ）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１４２例ＭＧ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１）本组ＭＧ患者性别差异较小（男：女＝１：１．２），发病年龄以中青年为主，中位年龄４０．７２岁。（２）临床
症状以眼睑下垂首发者多见（６１．２７％），四肢无力次之（１４．７９％）；按改良Ｏｓｓｅｒｍａｎ分型以ＩＩＡ型为主（３８．０３％），
ＩＩＢ型次之（３０．２８％），危象发生率低（２．８２％）。（３）ＭＧ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２３例（１６．２％），其中以合并
甲亢最多，占４７．８３％。（４）药物治疗包括激素、抗胆碱酯酶药物及免疫抑制剂，总有效率高达９３．４８％；合并有胸

腺瘤患者，胸腺切除术疗效佳。结论ＭＧ多发生于中青年患者，临床表型以Ｉ认型为主，常合并有其他自身免
疫性疾病，药物治疗有效。
【关键词】重症肌无力；自身免疫性疾病：改良Ｏｓｓｅｒｍａ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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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ＭＧ）是一类累及神经．（ＡＣｈＲ）导致神经肌肉接头传递障碍的
肌肉接头突触后膜上乙酰胆碱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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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一般资料收集２０００年１月至

自身免疫性疾病，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２０１３年５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ＭＧ

其临床表现复杂，治疗手段多样。本文

患者１４２例。所有病例至少随访２次，

对１４２例Ｍ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随访时间２个月至２年。根据典型的临

析，以期提高诊断及治疗。现报道如下。

床表现，结合疲劳试验和新斯的明试验

ｌ临床资料

阳性，其中９４例（６６．２０％）患者通过神经

·８３３·

低频重复电刺激检查和／或血清ＡＣｈＲ

阳性率为７９．０％。

抗体测定进一步证实ＭＧ患者。本组男

１．５治疗主要采用抗胆碱酯酶药物

６４例，女７８例，男女比１：１．２。女性

和／或激素中剂量冲击小剂量维持疗法

表１

１４２例ＭＧ患者不同
年龄段性别分布情况

发病年龄

女

男

（岁）

例数

例数

【例（％）】

合计

４

３

７（４．９３）

发病年龄２～７６岁，中位年龄３８．２７岁：

或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环磷酰胺）治

男性发病年龄８～８０岁，中位年龄４４．４３

疗，共治疗１３８例，临床缓解４３例

２０～２９

１６

９

２５（１７．６１）

岁，男性和女性患者发病年龄差异无统

（３１．１６％），好转８６例（６２．３２％），总有效

２５

８

３３（２３．２４）

计学意义悟１．３４２，Ｐ＝－０．１７３）。在≥５０

３０～３９

率９３．４８％，无效９例（６．５２％）。合并胸

４０～４９

１０

９

１９（１３．３８）

岁患者中男性较女性多见，＜５０岁患者

腺瘤者行胸腺瘤切除术１４例，术后稳定

５０～５９

９

１６

２５（１７．６１）

中女性较男性常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缓解４例（２９％），药物缓解８例（５７％），

６０～６９

８

１２

２０（１４．０８）

无效２例（１４％）。

７０～７９

６

７

２讨论

性研究发现其存活率、临床症状改善及

意义Ｑ２＝１３．６９１，Ｐ＜Ｏ．０５）。见表ｌ。
１．２临床特征首发症状表现以上睑
下垂最为常见，占６１．２７％；其次为四肢
无力，占１４．７９％：二者共占各种首发症

ＭＧ临床表现多样，在性别、发病年

状总和约为７６．０７％。临床表现为上睑

龄上均有其特点，本研究发现男女比例

下垂８７例，复视６例，眼球运动受限３

为ｌ：１．２，与多数文献记载相一致，且

例，四肢无力（包括全身无力）２１例，吞

女性平均发病年龄较男性偏小，这与既

咽困难７例，咀嚼无力６例，饮水呛咳５

往报道女性发病高峰在２０～４０岁，男性

例，言语不清（包括声音嘶哑、说话带鼻音

４０～６０岁相符。由于最先受影响的肌

等）４例，呼吸困难３例。根据改良Ｏ豁＊

肉不同，临床首发症状多样，本研究发现

ｍａｌｌ分型，Ｉ型３７例（２６．０６％），ＩＩＡ型

上睑下垂所占比例最高（６１．２７％），这与

５４例（３８．０３％），ＩＩＢ型４３例（３０．２８％），

刘卫彬等Ⅲ报道的相近。此外，本研究发

Ⅲ型３例（２．１１％），１Ｖ型５例（３．５２％）。

现临床分型以ＩＩＡ型为主，其次为ｌｉＢ型

ＭＧ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２３例

和Ｉ型，Ⅲ型和Ⅳ型所占比例最少，与

（１６．２％），其中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３例，

文献【２】报道基本一致。ＭＧ为一种自身

甲状腺功能亢进１１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免疫性疾病，常合并有其他免疫性疾病，

２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２例，风湿性关

据文献报道ＭＧ患者伴甲状腺功能异常

２～１９

缓解率方面均优于保守治疗，建议所有
全身型患者均应行胸腺切除术。因此，
应提高对胸腺切除术的认识及宣教，对
具有适应证的患者积极选择手术治疗。
综上所述，ＭＧ的临床特点有其独
特之处，充分认识其临床特点有利于
Ｍ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并降低病残率
及病死率。
参考文献：
【１】１

刘卫彬门丽娜，何雪桃等．我国南方１５２０
例重症肌无力患者的临床特点【Ｊ】．中国
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２００６，１３（６）：
３２６．３３０．

【２】Ｖ＇ｍｃｅｎｔ Ａ，Ｐａｌａｃｅ

者为ｌＯ％～４０％，且合并甲状腺功能亢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ｌ例。其中以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最多，

进者较甲状腺功能减退者常见，本研究发

２１２２．２１２８．

占４７．８３％，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发生率为

现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者占４７．８３％。目

节炎３例，干燥综合征１例，多发性肌炎

７．７％（１ｌ／１４２）。此外发生危象４例

前，关于ＭＧ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发

１３（９．１５）

Ｊ，Ｈｉｌｔｏｎ－Ｊｏｎｅｓ Ｄ．Ｍｙ—

ｇｒａｖｉｓ【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１，３５７（９２７４）：

【３】Ｐｏｌｙｍｅｎｓ八Ｋａｒｏｕｔｓｏｕ

Ｅ，Ｄｏｕｍｏｕｃｈｔｓｉｓ

ａｎｄ

Ｋ．Ｓｅｒ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ｇｒａｖｉｓ
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ｉｎｋ【Ｊ】？Ｊｏｕｍａｌ

（２．８２％），均为肌无力危象，诱发危象因

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免疫交叉反应和

素为感染２例，手术ｌ例，分娩１例。

遗传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乙酰胆碱酯酶与

１．３影像学检查

９４例患者行胸腺影

甲状腺球蛋白的分子序列和空间结构存

【４】Ｇｉｒａｕｄ Ｍ，Ｂｅａｔｔｒａｌｎ Ｇ，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ＡＭ．

像（ＣＴ或ＭＲＪ）学检查结果示，胸腺瘤

在相似性Ⅲ，推测两者具有共同的抗原决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ＨＬＡ ｔｏ 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ｇｒａｖｉｓ ａｎｄ

２６例，胸腺增生３８例，胸腺正常３０例。

定簇。此外，有研究发现甲状腺功能亢进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和ＭＧ均与ＨＬＡ－ＤＲ３基因关联Ⅲ。

ｔｉｔｉｎ

１．４辅助检查疲劳实验：全部病例均
行该试验，均为阳性。新斯的明试验：全
部病例均行该实验，阳性１３１例，阳性率

目前ＭＧ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药
物、胸腺切除、胸腺放射及血浆置换等。

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１２，１２０（５）：２５４－２５６．

ｏｎ

ａｎｔｉ·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Ｊ】．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７（９）：

１５５５．１５６０．

【５】Ｆｌｅｉｓｈｅｒ Ｊ，Ｒｉｃｈｉｅ Ｍ，Ｐｒｉｃｅ
ｎｅｕｒｏｍｙｏｔｏｎｉａ

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ｈｅｒａｌｄｉｎｇ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ｙ－

９２．３％。神经低频重复电刺激检查：频率

本院对ＭＧ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胸

选用２～３ Ｈｚ，当出现肌肉动作电位波

腺切除，其中药物治疗包括胆碱酯酶抑

幅第５波比第ｌ波递减幅度大于１０％为

制剂、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２例

阳性。本组８７例患者行该检查，阳性７３

应用环磷酰胺，２例使用硫唑嘌呤），部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ｒａｎｓｓｔｅｒ－

例，阳性率为８３．９％。乙酰胆碱受体抗

分患者联合应用２种甚至３种药物，药

ｎａｌ

体滴度：按常规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乙

物治疗有效率为９３．４８％。目前认为手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

酰胆碱受体抗体滴度＞０．５ ｎｍｏｌ／Ｌ为阳

术切除胸腺可去除ＭＧ患者自身免疫反

ｇｅｒｙ，２００６，３０（３）：５２５—５２８．

性。本组共有４３例在治疗前检测了乙

应的始动抗原０１，本组仅对伴有胸腺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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