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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GBS)

是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性周围神经病，表现为多发

神经根及周围神经损害引起活动乏力、感觉异常等症

状，脑脊液中常有蛋白-细胞分离现象，多采取静脉注

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和血

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等免疫治疗方案。60%

的 GBS 患者多有感染前驱史 [1]，与梅毒 (treponema

pallidum，TP)感染相关的病例不多。肌肉疾病是一类

肌细胞膜电位异常、结构异常或(和)能量代谢异常引起

的骨骼肌疾病，表现为肌肉萎缩、肌力减退症状，血清酶

学可见异常，肌电图提示肌源性损害，具有一定的遗传

性[2]。我院神经内科近期收治1例肌肉病患者确诊为梅

毒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病例，现报道如下：

1 病例简介

患者陈某，男性，54岁，因“言语不清伴四肢无力3 d”

入住神经内科。既往确诊有高血压病，有四肢乏力情况

20余年，具体表现为上楼梯等上抬方式运动困难，母亲、

儿子、2个哥哥、3个侄子、1个侄女均有类似症状(家系图

见图1)。否认近期有感染、创伤、手术、输血、中毒等情

况。入院查体血压174/98 mmHg (1 mmHg=0.133 kPa)，

意识清楚，构音不清，饮水呛咳，咽反射减弱，肩胛间、双

侧上臂、双侧大腿肌肉可见显著萎缩，双臂、双腿肌力2

级，双手、双足肌力4级，四肢肌张力下降，浅、深反射均消

失，病理反射、脑膜刺激征阴性。

图1 陈某家系图

辅查：入院时在急诊查头颅 CT 提示轻度老年脑

改变。入住神经内科后查：白细胞 20.74×109/L，血钾

2.93 mmol/L，胆固醇 7.07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71 mmol/L，肌酸激酶 63 U/L，C反应蛋白34.00 mg/L

(正常参考值 0~6.00 mg/L)。梅毒血清试验 1:64 阳

性，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阳性。脑脊液白细胞

4.30×106/L (正常参考值 2.50~4.40×106/L)，微量总蛋白

3 359 mg/L (正常参考值 140~450 mg/L)，未找到隐球

菌、抗酸杆菌。大小便常规、甲状腺功能指标、肿瘤指

标、风湿指标、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1+2型、肝炎指标

等结果正常。肌电图(2017年7月14日)提示右腓总神

经、左正中神经、尺神经、腋神经、肌皮神经、股神经运

动传导波幅低，考虑与肌肉萎缩有关(图2~图4)，双股

直肌、左肱二头肌考虑肌源性损害(图5)。综合以上依

据，诊断考虑梅毒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予免疫治

疗 (丙种球蛋白 20g 静脉输注，1 次/d，连用 5 d)、驱

梅毒治疗(头孢曲松钠 1g 肌肉注射，每日 1 次，连用

14 d)、调节血压等治疗措施。入院第 4天夜间患者出

现气促、痰多、呼吸困难症状，考虑为GBS引起的呼吸

肌麻痹合并长期卧床导致坠积性肺炎，导致急性呼吸

衰竭，遂予呼吸机辅助通气、清理痰液、抗感染(美罗培

南2.0 g静脉输注，1次/8 h，连用7 d)、维持水电解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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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等对症措施。丙种球蛋白输注后四肢活动度较前

有所改善，但患者仍诉下肢无力，进一步予激素冲击

治疗(甲泼尼龙 500 mg静脉输注，每日1次，连用5 d)，

治疗后患者四肢活动良好，双臂、双腿肌力上升至 3

级，构音清晰，病情明显好转。结合患者原有肌肉萎

缩表现、肌电图报告，诊断不排除有肌肉疾病，建议

完善肌肉活检、基因检测等检查，但患者家属因经济

原因，拒绝继续检查，要求出院。出院后进行随访，

患者的运动、言语等基本功能恢复良好，生活自理能

力尚可。

2 讨 论

患者为中年男性，急性发病，症状表现为四肢无

力、肌张力下降，构音不清，深浅反射消失，检查提示

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梅毒血清学试验提示阳性，经

丙球、激素冲击、驱梅毒等治疗后病情好转，从临床表

现、脑脊液化验及治疗效果，支持诊断GBS，从感染学

检测结果，支持诊断符合TP，最终考虑患者存在梅毒

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 GBS，确切病因尚未明确。

目前临床及流行病学资料总结，已知有多种因素引

起的自身免疫异常可诱发本病，其中约 2/3的患者病

前 1~3周有呼吸道或胃肠道前驱感染史，胃肠道感染

的GBS患者空肠弯曲菌感染高达85%，但感染其他病

原体，如巨细胞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幽门螺杆

菌、肺炎支原体、人免疫缺陷病毒等，也有诱发 GBS

的可能 [1]。TP 感染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常见有脑膜神

经梅毒、脑膜血管梅毒、脑实质梅毒、脊髓痨等[3]，引起

GBS症状的病例报道不多[4]。但从病理生理学理论上

分析，梅毒螺旋体可能引起机体免疫反应，诱导产生

的免疫细胞在周围神经处诱发免疫损伤，引起了髓鞘

脱失或轴突损伤，最终导致GBS [5]。回顾病史，患者无

明确前驱感染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肝炎检测

均阴性，排除外伤、手术、输血等情况，推测GBS病情

与 TP 病情关联可能性大。值得注意的是，GBS 肌电

图常提示有周围神经脱髓鞘性病变，但该患者的肌电

图报告为肌源性损害，该结果不支持GBS诊断。患者

肌电图检测距发病仅有 5 d时间，不能排除肌电图中

脱髓鞘性病变征象有被肌肉病变征象覆盖的可能，或

者存在其他可能，如3周后再次检测肌电图，进行动态

观察及评估，可能会有更明确的脱髓鞘性征象。患者

的肩胛间及四肢近端可见肌肉明显萎缩表现，双臂、

双腿肌力均低于双手、双足，四肢肌张力低，结合家族

中多位成员有相似体征，考虑不排除遗传性肌肉疾病

的可能。曾向患者及家属说明肌肉病情，建议行肌肉

病理活检和基因检测，但患者及家属拒绝此类检查。

今后我们也会定期随访，关注患者及其亲属等的肌肉

萎缩情况，建议完善后续检查。

图2 左正中神经运动传导波正常、波幅低

图4 左股神经运动传导波潜伏期正常、波幅低

图3 左腋神经运动传导波潜伏期延长、波幅低

图5 左肱二头肌运动单位平均时限窄、多相波多，波幅正常，最大用力

单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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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胰腺(heterotopic pancreas)又被称为迷走胰

腺，该病病因及发病机制迄今不明，其临床表现复杂

多样，极易误诊、漏诊。现总结1例肝脏异位胰腺的临

床资料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性，45岁，因“反复上腹胀痛1年，加重半个

月”于 2016 年 3 月 8 日收入本院。既往病史无特殊。

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神清。全身皮肤、黏膜无黄

染，无肝掌、蜘蛛痣，无皮下出血点及瘀斑。全身浅表淋

巴结未触及肿大。心肺(-)。全腹无明显压痛、反跳痛及

腹肌紧张，全腹未触及明显肿块，肝脾肋下未及，移动性

浊音(-)。肝区肾区无叩击痛。肠鸣音3~5次/min。双下

肢不肿。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WBC) 5.59×109/L、

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3.2%；生化全套：结合胆红素

8.8 μmol/L、总胆红素24.3 μmol/L、葡萄糖7.16 mmol/L；

尿常规：潜血红细胞(RBC) 25 cells/μL、酮体1.5 mmol/L、

尿白细胞25 cells/μL、尿蛋白 0.1 g/L。病毒全套、凝血

四项、粪便常规、肿瘤标志物[糖抗原199 (CA19-9)、甲

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胸片、腹部彩超未见

明显异常。超声胃镜：十二指肠降部肿物，肠壁外可

见多发肿大淋巴结。病理：(球降交界)镜下见黏膜表

面充血、血肿，固有层大量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浆细胞浸润，黏膜表面轻度糜烂(图1)。积极予抑酸护

胃等对症治疗，患者症状未见缓解。完善PET-CT：十

二指肠降部占位，糖代谢稍增高，考虑小肠间质瘤可

能性大，周围肠系膜数枚淋巴结可见，糖代谢未见升

高。根据上述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结果，考虑十二

指肠降部肿物为间质瘤可能性大，但不排除肿物为

恶性，请胃肠外科医师会诊后转胃肠外科拟行“十二

指肠肿瘤切除术”，术中见十二指肠球部以下可见一

个占位，大小约 3 cm×4 cm，质硬，活动度一般，未突

破浆膜层。全肝可见大量粟粒样结节，余腹腔未见

转移结节。综合考虑患者病情，考虑为十二指肠间

质瘤并肝转移，决定行胃空肠吻合术。并分别切除

部分肝组织、胃切缘及肠切缘部分黏膜组织一块送

病理。术程顺利、术后恢复可。术后病理：(肝组织)

大体见：部分肝组织一块，2.7 cm×1.2 cm×0.2 cm，灰

白灰黄色，切开见灰白结节 3 粒，直径 0.2~0.3 cm，病

理诊断：镜下肝组织中见灶性胰腺小叶结构，见腺泡

导管，未见包膜，周围肝细胞内淤胆，符合肝组织异

位胰腺组织(图 2)；胃切缘/肠切缘镜下见肠黏膜充

血、水肿，黏膜内较多炎细胞浸润，伴黏膜糜烂。先

后两次胃肠病理不支持肿瘤诊断。出院诊断：胰腺

异位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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