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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灶性运动神经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
高社荣

多灶性运动神经病（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高见

（综述）

沈杨

（审校）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

小鼠引起周围神经髓鞘脱失；同伴有抗ＧＭｌ抗体

ｔｈｙ，ＭＭＮ）是一种由免疫介导的、主要累及运动纤

升高的非ＭＭＮ病人的血清则不引起同样改变。

维的、多灶性运动神经病，１９８２年由Ｌｅｗｉｓｔ和

对高滴度抗ＧＭｌ抗体的ＭＭＮ病人，用血浆置换

Ｓｕｍｍｅｒ首先描述，１９８８年被Ｐｅｓｔｒｏｎｋ等正式命名

疗法而加重；说明有其他机制存在，推测有其他可溶

为ＭＭＮ。该病的主要临床特点为非对称性的、缓

液性致病因子或细胞免疫机制同时参与。

慢进展的以上肢为著的肢体无力；电生理表现为持
续性节段性运动神经传导阻滞（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

２临床表现

ＣＢ）；病理上以脱髓鞘为主，少数可伴有轻微轴索损

ＭＭＮ可发生于各年龄段，平均发病年龄４０

害，不伴炎性细胞浸润及水肿；免疫学检查部分患者

岁，男性多于女性，一般为慢性起病，少数可亚急性

抗神经节苷脂（ＧＭｌ）抗体滴度升高；对免疫球蛋白

起病。病程多呈缓慢进展，部分呈阶梯式进展，极少

及环磷酰胺等治疗有效。

数可自然缓解，病程３个月至３０年不等。
ＭＭＮ突出的临床特征是非对称性的、慢性进

１发病机制

行性、肢体远端的肌无力伴有肌萎缩，上肢重于下
目前发病机制未明，根据其经免疫治疗后得到

肢，仅１０％的患者以慢性近端为主，下肢重于上肢，

改善以及ＧＭｌ抗体的高阳性率提示它是一种免疫

但随着病程进展四肢症状体征逐渐趋于一致。约

介导的疾病。ＧＭｌ为神经髓鞘中糖酯的主要组成

２／３的患者可有肌肉痉挛和肌束震颤，肌萎缩在早

部分，ＧＭｌ存在于周围神经髓鞘的朗飞氏节暴露

期可不明显，腱反射大多数弥漫性或单个减弱、消

区，在节间区被屏护，抗ＧＭｌ抗体可特异性地与周

失，有２０％－－－，３０％的患者可正常或活跃，病变多见

围神经的ＧＭｌ结合，导致朗飞氏节区的免疫球蛋

于正中神经、尺神经和桡神经支配区，可累及单侧和

．白沉积，从而激发免疫反应引起神经脱鞘，同时抗

双侧膈神经致呼吸肌麻痹。另外有２０％的患者可

ＧＭｌ抗体也可结合在轴索表面，直接阻止髓鞘再

有感觉症状，但无客观体征，初期常有一侧肢体的痛

生，导致运动神经出现ＣＢ［１’２］。由于在周围神经运

性痉挛。少数患者在病程中可累及颅神经，有报道

动纤维的髓鞘中ＧＭｌ含量远远高于感觉纤维，特

舌下神经、面神经、动眼神经、舌咽神经受损的病例。

别是在运动神经前根中含量最丰富，同时运动和感

个别患者有反射活跃，但无病理征。

觉神经的ＧＭｌ具有不同的酰基鞘胺醇，故与抗体
的亲和力不同，所以临床上选择性侵犯运动神经。

３电生理特点

部分ＭＭＮ病人抗ＧＭｌ抗体不高，而其他非

ＭＭＮ的电生理表现的主要特点是运动神经出

ＭＭＮ病人中也可有抗ＧＭｌ抗体升高，动物实验发

现特征性多灶性传导阻滞，这是诊断ＭＭＮ的重要

现用伴有抗ＧＭｌ抗体升高的ＭＭＮ病人血清注射

标志，但无特异性，患者可以是多根运动神经受累，
也可以是一根神经的不同节段受累，受累多见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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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中神经、尺神经，近端较远端明显。
３．１

ＣＢ诊断标准

关于ＣＢ的诊断目前尚未统

一。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一）：近端比远端神经
电刺激的ＣＭＡＰ波幅降低＞５０％且时限延长＜
３０％。１９９９年美国电诊断协会（ＡＡＥＭ）提出的诊
断标准（二）：确诊的ＣＢ：当时限离散（ＴＤ）≤３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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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刺激与远端相比，ＣＭＡＰ波幅下降上肢＞

累肌肉平均ｊｉｔｔｅｒ，ｊｉｔｔｅｒ＞６０ｔＬｓ及阻滞有百分比较

５０％，下肢＞６０％或ＣＭＡＰ面积下降上肢＞４０％，

临床未受累肌肉增加明显，而ＦＤ和平均波间期在

下肢＞５０％；可能的ＣＢ：ＴＤ＝３０％～６０％时，

临床受累的肌肉中无显著差别，结论是单纤维肌电

ＣＭＡＰ波幅下降上肢＞５０％，下肢＞６０％或面积下

图可发现病灶，但因其操作复杂，病人难以接受，故

降上肢＞４０％，下肢＞５０％，或ＴＤ≤３０％时，

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标准方法，如传统方法和临床

ＣＭＡＰ波幅下降上肢＞４０％，下肢＞５０ ０Ａ或面积下

表现提示有ＣＢ，但不能肯定时可做单纤维肌电图检

降上肢＞３０％，下肢＞４０％。近几年来，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ｒｉ

查。

等［３１提出不同疾病采用不同诊断标准。对于临床高

３．４运动诱发电位

度怀疑ＭＭＮ的患者，ＣＢ诊断标准（三）：在上肢当

１２例临床上有上肢远端肌肉萎缩，电生理上有典型

ＴＤ＜１５％时，正中神经近端波幅下降＞１５％，尺神

ＣＢ进行运动诱发电位测定得出结论：ＭＭＮ者运动

经近端波幅下降＞２０ ０Ａ；在下肢当ＴＤ＜２５％时，腓

诱发电位只有周围传导时间延长，若出现中枢传导

神经波幅下降＞３５％，胫神经波幅下降＞５０％。

时问延长者应高度怀疑有ＭＮＤ。ＭＭＮ病人感觉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等［４１提出当有神经再生或传导速度减慢时，

神经很少受累，其感觉诱发电位多正常，有个例报道

ＣＢ诊断标准（四）：当远端波幅＞ｌｍＶ时，近端波幅

发现Ｅｒｂｓ点及颈髓感觉诱发电位皮层波幅低及潜

下降＞５０％；当远端波幅＜ｌｍＶ时，近端波幅下

伏期延长。

降＞６４％。
ＣＢ是诊断ＭＭＮ的重要指标，不同的ＣＢ诊断

１９９９年，Ｍｏｌｉｎｕｅｖｏ等¨１对

４其他辅助检查

蛋白正常（９０％）或少部分轻度升高

标准有不同的阳性率，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面。标

４．１脑脊液

准一：均采用统一标准，易掌握、临床应用方便，但可

（一般＜Ｏ．８９／Ｌ）。

能造成假阴性而漏诊。标准二：对不同神经节段采

４．２血清学及血清免疫学检查

用统一的诊断标准，其特异性虽高，但敏感性低，不

轻、中度的肌酸激酶活性增高，血清免疫电泳偶尔提

利于早期轻型病例的诊断。标准三：较宽松，易误

示单克隆或以ＩｇＭ为主的多克隆丙种球蛋白病［９］，

诊，但因ＭＭＮ为可治性疾病，病人可及时接受治

个例报道与淋巴瘤有关［１ ０１。抗ＧＭｌ抗体ＩｇＭ升

疗。标准四：诊断较严格，对波幅降低者较适用。

高（２０％～８４％），但抗ＧＭｌ抗体ＩｇＭ阴性，不能否

ＭＭＮ除可见多灶性ＣＢ外还可以有其他脱鞘

大部分病人可有

认本病。

的电生理改变，如Ｆ波延迟或消失，异常ＴＤ等。

４．３核磁共振ＭＭＮ影响臂丛时，ＭＲ表现该神

Ｋａｔｚ等∞１认为节段性的ＴＤ异常，在ＭＭＮ诊断中

经Ｔ。相信号增强，Ｔ。相信号在钆增强后出现强化，

与ＣＢ同等重要。

与ＣＢ部位一致，提示ＣＢ处血一神经屏障破坏。

３．２肌电图

肌电图并非是ＭＭＮ患者特征性电

生理改变，部分临床有肌肉无力伴萎缩和柬颤者，肌

５诊断及鉴别诊断

电图可见纤颤电位、正锐波，运动单位动作电位时限

５．１诊断

欧洲神经肌肉病中心的ＭＭＮ诊断标

及波幅增高，大力收缩时募集减少和幅度增高等神

准：（１）２０＂－－６０岁发病；（２）不对称的肢体无力或至

经源性损害的表现。其分布以上肢远端多见。临床

少涉及两条周围神经的运动功能障碍，以上肢受累

无症状的肌肉肌电图通常正常，特别是大力收缩时

为主；（３）至少一条肌肉的肌力≤４级；（４）至少６个

仍为干扰相，此特点有助于与运动神经元病（ｍｏｔｏｒ

月的病程；（５）电生理提示一个部位确定有ＣＢ，或上

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ＮＤ）鉴别。部分ＭＭＮ患者的肌

肢一个部位有可能ＣＢ；（６）无上运动神经元体征，无

电图可见肌颤搐放电，有的甚至出现３００次／ｒａｉｎ的

颅神经感觉损害体征；（７）无能引起周围神经病的系

自发放电而引起肌肉强直收缩，这种连续的运动单

统疾病；（８）脑脊液蛋白≤ｌｇ／Ｌ；（９）感觉神经动作

位发放产生的机制，可能与ＣＢ远端局灶性脱鞘产

电位的波幅不低于正常值的８０％。

ｎｅｕｒｏｎ

生的异位冲动有关［６］。

美国电诊断医学会于２００２年提出的诊断标

单纤维肌电图Ｌａｇｕｅｎｙ等［７１对７例ＭＭＮ

准［１１１：确定ＭＭＮ：（１）在两条以上的运动神经分布

病人进行了指总伸肌的单纤维肌电图显示，在临床

区出现肢体无力但无客观的感觉缺失；（２）发病初期

受累及未受累及肌肉均有颤抖（ｊｉｔｔｅｒ），ｊｉｔｔｅｒ＞６０ｔｔｓ

无广泛的对称的肢体无力的病史及体征；（３）两条以

及阻滞的百分比增加，纤维密度（ＦＤ）增高，临床受

上运动神经出现确诊ＣＢ，ＣＢ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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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４）检测神经中至少三条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正

大多数病人在大量静注免疫球蛋白１周内出现肢体

常，无肌张力增高、阵挛、病理征阳性、假性球麻痹中

肌力改善，新近受累肢体改善更明显，但需反复间断

的任一体征。很可能ＭＭＮ：两条以上运动神经出

用药。Ａｚｕｌａｙ等［１们对１８名ＭＭＮ患者在免疫球蛋

现很可能ＣＢ或一条出现很可能ＣＢ而另一条出现

白治疗下进行长期随访，经过９～４８个月研究表明，

确诊ＣＢ。

有１２人症状改善，平均起效６．３个疗程，平均起效

５．２

鉴别诊断

（１）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

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ｅ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ｙｎｅｕ—

时间５３ｄ，最长改善时间需达４年。两项长期大量
静注免疫球蛋白研究［１５＾６］提示，数年的维持治疗后

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ＩＤＰ）：ＣＩＤＰ表现为对称性远、近端肌力

患者一些神经节段的ＣＢ缓解但又有新的ＣＢ出现，

减弱，ＭＭＮ为不对称远端肌力减弱；ＣＩＤＰ为运动

并且由于疾病本身的进展及继发性轴突变性，免疫

感觉神经传导阻滞，ＭＭＮ感觉神经传导缺乏明确

球蛋白的疗效会逐渐下降。另有研究口７３提示：及早

障碍的表现；ＣＩＤＰ脑脊液蛋白明显增高，ＭＭＮ脑

大量用免疫球蛋白可阻止轴突变性及促进髓鞘再

脊液正常；ＣＩＤＰ患者神经活检运动及感觉神经脱

生。小部分起初对免疫球蛋白无效的病人，在加大

髓鞘改变，ＭＭＮ神经活检感觉纤维正常或轻度异

剂量及缩短用药间隔治疗后仍有所改善。Ａｚｕｌａｙ

常；ＣＩＤＰ很少有高滴度抗ＧＭｌ抗体，ＭＭＮ多数

等［１４］研究表明第一次应用免疫球蛋白有效而第二

有高滴度抗ＧＭｌ抗体；ＣＩＤＰ经泼尼松、血浆置换

次无效者，应考虑换药。

或免疫球蛋白治疗在数周至数月均有明显改善，

６．２环磷酰胺治疗

ＭＭＮ对泼尼松无效，仅有少数患者可在２个月后

天０．６９／ｍ２，连续５ｄ后改为口服维持剂量，５０～

出现肌力改善。（２）慢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ｃｈｒｏｎ－

１５０ｍｇ／ｄ，维持１０个月，对约５０％的患者有效，它的

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ａｘｏｎａｌ

方法是大剂量的静脉用药，每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ＭＡＮ）：ＣＭＡＮ是新

疗效通常出现在用药２～５个月后。另外口服低剂

近报道的一种周围神经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进行

量环磷酰胺（１．５－一２ｍｇ／ｋｇ）能延长免疫球蛋白的用

性肌肉萎缩、肌束颤动，感觉均正常，其电生理特点

药间隔。用药时应注意其副作用，特别是出血性膀

为复合肌肉运动电位波幅普遍性减低，即：以轴索损

胱炎及骨髓抑制等，由于它的副作用，环磷酰胺不宜

害为主，而无ＣＢ表现。（３）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用于病情较轻及年轻的病人。

（ａｍｙ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ＬＳ）：ＡＬＳ肢体和

６．３其他也有用硫唑嘌呤、环孢霉素治疗后临床

延髓的上下运动神经元损害并存，可有舌肌及吞咽

症状有改善的报道。有人提出免疫球蛋白治疗欠佳

肌受累，出现节段性肌萎缩，而ＭＭＮ极少累及舌

者可试用干扰素ｐ１Ａ（６ＭＩＵ皮下注射，每月３次共

及咽部肌肉；且仅有１０％～５０％的ＡＬＳ有高滴度

６个月），部分病人的肌力至少６周后得到改善，但

抗ＧＭｌ抗体（１。３５０～１：７０００），绝大多数为低滴

电生理检查干预治疗后运动传导无明显差别。Ｐｅｓ－

度抗ＧＭｌ抗体（１：２５～１：３５０）。（４）下运动神经

ｔｒｏｎｋ等［１８］报道抗Ｂ淋巴细胞ＣＤ２０单克隆抗体利

综合征（１０ｗ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ＬＭＮ）：临床表现与

妥昔能降低病人的ＩｇＭ抗体滴度及对改善肌力有

ＭＭＮ相似，也表现为缓慢进展不对称性下肢远端

一定作用。但以上方法病例数少，缺乏对照，尚未确

无力，可有高滴度抗ＧＭｌ抗体，但ＬＭＮ约４０％在

定其疗效。

腿部发病，并且电生理学上无运动神经传导阻滞表
现Ｄ２３。

本病预后与ＭＮＤ完全不同，虽然不能自发缓
解，但也没有死于该病的报道。Ｔａｙｌｏｒ对４６例
ＭＭＮ患者的随访发现，９４％的患者始终能够保持

６治疗

工作能力。因此，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早诊治显得
目前国内外治疗ＭＭＮ主要用免疫球蛋白和

更加重要。

环磷酰胺。Ｎｏｂｉｌｅ－Ｏｒａｚｉｏ等［１３］认为应用大剂量免
参考文献

疫球蛋白治疗ＭＭ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Ｄｏｎａｇｈｙ研究表明，应用类固醇激素或血浆置换术
治疗ＭＭＮ无效。
６．１

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Ｃｏｒｂｏ

Ｍ，Ｑｕａｔｔｒｉｎｉ Ａ，Ｌａｔｏｖ Ｎ，ｅｔ ａ１．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Ｍｌ ａｎｄ Ｇａｌ（１－３）ＧａｌＮＡ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目前被认为是

治疗ＭＭＮ的金指标：方法：０．４９／（ｋｇ·ｄ），连用
３＂－－５ｄ为一疗程，每月１次，至少应用６～１２个月。

万方数据

Ｅｌｉ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４３：８０９－８１４．

［２］Ｔｈｏｍａｓ ＦＰ，Ｔｒｏｊａｂｏｒｇ Ｗ，Ｎａｇｙ

Ｃ，ｅｔ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ＧＭ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８０·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７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ｈ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ｓ
Ａｃｔｓ

［３］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ｒｉ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ｄｅｓ

ａｔ

ｏｆ

Ｒａｎｖｉｅ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Ｂｅｒｌ），１９９１，８２：３７８－３８３．
Ａ，Ｎｏｂｉｌｅ－Ｏｒａｚｉｏ

Ｅ，Ｍｅｕｃｃｉ Ｎ，ｅｔ ａ１．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 ｉｎ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ＭＭ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ｒ０１

Ｋ，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Ｃｌｉｎ

ＪＳ，ｗｏｌｆｅ ＧＩ，Ｂｒｙａｎ

Ｗｗ。ｅ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１２］

［１３］

ｔｒｏ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Ｊ，ｅｔ ａ１．Ｍｕｓｃｌｅ ｈｙｐｅｒ—

［１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ｅｒｅｎｇｈｉ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ｒｉ Ａ，Ｂｅｒｓａｎｏ Ａ，ｅｔ ａ１．Ｈ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ＶＩｇ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Ｖｏｓ

Ａ，Ｇｒａｕｓ Ｆ，ｅｔ ａ１．Ｃｅｎ－

ａ１．Ｍｕｌｔｉｆｏｅ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ｂｌｏｃｋ．Ｍｕｓｃｌｅ Ｎｅｒｖｅ，１９９９，２２：９２６—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

ＲＭ。Ｆｒａｎｓｓｅｎ Ｈ。Ｗｏｋｋｅ ＪＨ。ｅｔ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ｌｉｎｉｃ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ｒａｉｎ，２００２，

９３２．

１２５：１８７５－１８８６．

［９］Ｎｏｂｉｌｅ－Ｏｒａｚｉｏ

Ｅ，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ｒｉ Ａ，Ｍｅｕｃｃｉ Ｎ，ｅｔ ａ１．Ｍｕｌｔｉ—

［１７］

ｍｏｔｏｒ ｒｕ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１０］

ＪＰ，Ｒｉｈｅｔ Ｐ，Ｐｏｕｇｅｔ Ｊ，ｅｔ ａ１．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

Ａｚｕｌａｙ

ｔｈｙ？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６２：６６６－６６８．

［１６］

［８］Ｍｏｌｉｎｕｅｖｏ ＪＬ，Ｃｒｕ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ｓｕｒｇ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ｍｕｈｉｆｏ—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４３：５３７—５４４．

ｌｏｎｇ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ｓ．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９９８，６５：３５７－３６１．

ｔ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５］

ｉｎ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ｕｒｅｓ

Ｅ，Ｍｅｕｃｃｉ Ｎ，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Ｓ，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

ｔｒｙ，１９９７，６２：３９１－３９４．

Ｍａｓｓｏｎ Ｇ，Ｂｕｒｂｅａｕｄ Ｐ，ｅｔ ａ１．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

ｂ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ｃａｌ

ｌｉｅｎ－

ａｎｔｉ－ＧＭ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ｂｌ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ｕ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

１９９７，２０：４７９－４８５．

［７］Ｌａｇｕｅｎｙ

ｗｉｔｈ

Ａｉｒｅｓ），１９９７，５７：２７０—２７４．‘

Ｎｏｂｉｌｅ－０ｒａｚｉｏ

ｕｐ

ｍｏ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ｕｓｃｌｅ Ｎｅｒ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Ｈ，Ｓａｎｚ ＯＰ，ｅｔ ａ１．Ｌｏｗｅｒ ｍｏｔｏ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ａｌ
ＡＣ，Ｌｏｕｇｈ

ＩｇＭ 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ｒｖｅ，２００３，２７：１１７－１２１．

ｄｏｓｅ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ｍｕｈ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ｓ

７ Ｎｏ １

ｍｙｅｌｉｎ ｇｌｙｃｏｌｉｐｉｄｓ ＧＭｌ ａｎｄ ＧＤｌｂ．Ｂｒ Ｊ

Ａ，Ｍｏｌｉｎａ

Ｖｉｌｌａ
ｒｏｎ

１９９７，４８：７００－７０７．

［６］（Ｙｌｅａｒｙ ＣＰ，Ｍａｎｎ

Ｖｏｌ

Ｏｌｎｅｙ ＲＫ，Ｌｅｗｉｓ ＲＡ，Ｐｕｔｎａｍ ＴＤ，ｅｔ ａ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

ａ１．Ｅｔｅ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

２００８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０，１１１：１３８８－１３９４．

ｉｎ

ｒｉｐｈ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ｔｈｙ．Ｍｕｓｃｌｅ

［４］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Ｇ，Ｗｉｃｋｌｅｉｎ ＥＭ，Ｗｉｔｔｉｇ

［５３

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１９９７，２４４：６２５－６３０．

Ｋａｔｚ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ｄｕｃｉｎｇ

Ｆｅｂ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３．１２３：６００－６０５．

［１１３

ＭＭ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ｔｏ

ＩＶＩｇ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ｇｕｃｈｉ

ｔｏｒ

ａ

［１８］

Ｂ－ｃｅｌ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

ＩＶＩｇ．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

，６３：１２６４—１２６９．

Ｍ，Ｍｏｉｌ Ｋ，Ｙａｍａｚａｋｉ Ｓ，ｅｔ ａ１．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１．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ｍｏ－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ｔｔｒｏ－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２，７２：７６１—７６６．

Ｖｕｃｉｃ Ｓ，Ｂｌａｅｋ ＫＲ，Ｃｈｏｎｇ ＰＳ，ｅｔ

Ｐｅｓｔｒｏｎｋ Ａ，Ｆｌｏｒｅｃｅ

ＩｇＭ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ｒ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Ｊ，Ｍｉｌｌｅｒ Ｔ，ｅｔ ａ１．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ｉｔｕｘｉｍａｂ．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３，７４：４８５—４８９．

（上接第７６页）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ｕ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ｅｉｎｓ，ａｎ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 Ｃｉｒｃ，２００４，１３：１８４－１８７．

”ｔｒｕｅ

［１６］杨延宗，王照谦，王鸣道，等．多层螺旋ＣＴ在评价心

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ｎ

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房颤动导管射频消融电隔离术后肺静脉狭窄中的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ｅｓｔｈ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

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３２：２１７－２２０．

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２００６，３：３１７－３２７．

［１７］Ｊｏｎｇｂｌｏｅｄ ＭＲ，Ｂａｘ ＪＪ，Ｌａｍｂ ＨＪ，ｅｔ ａ１．Ｍｕｈｉｓｌｉ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ｅｒｓｕｓ

［１９］

１０５—１０７．

ｇｒａｐｈ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ｅｉ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ｔｈ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 Ａｍ

万方数据

Ｃ，Ｈｉｎｄｒｉｃｋｓ

Ｇ，Ｓｅｈｒｅｉｂｅｒ

［２０］

周阳泱，韩萍，冯敢生，等．多层螺旋ＣＴ血管造影在
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中华ｄ，Ｊｈ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４５：３４３—３５０．

［１８］Ｐｉｏｒｋｏｗｓｋｉ

柳宏波，韩波，王锡明，等．多层螺旋ＣＴ在法洛四联
症诊断中的应用进展．国际儿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３３：

ｉｎｔｒａ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ｅｈｏｃａｒｄｉｏ－

Ｄ。ｅｔ

ａ１．

外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５７９－５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