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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utzfeldt．Jakob病的临床诊断(附2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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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日的：探讨Creutzfeldt·Jakob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临床早期诊断方法。方法：对2例CJD病患者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点、脑电图改变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总结。结果：2例均符合国人CJD临床特点。弥散加权成像(DWI)能检

测出特征性病灶，较目前WHO的CJD诊断方法更具敏感性。结论：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临床特征性的认识，可以尽早作出正

确诊断，减少医源性传播；作为无创性检查的DWl在CJD诊断方法中最具敏感性，I临床诊断标准中应考虑DWI检查的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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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 diagnosis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Report of 2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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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arly clinical diagnosis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Methods：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electroencephalogram(EEG)and imagins data of two cases of CJ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There were

speci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JD in Chinese．ne characteristic lesions were detected b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in both

of the two eases．DWI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current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 suggested by WHO．Conclusions：Recognition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JD in Chinese is helpful to early and correct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and Call reduce the iatrogenie

transmission．DWI，a non—invasive diagnostic method，is the most sensitive test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CJD and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its i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J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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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伊茨费尔特一雅各布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是发生在人类由朊蛋白引起的以海绵

样变性为病理特征的一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又名痉挛性假性硬化，它与脑细胞朊蛋白(PrP。)的

异常型(PrP”)在神经细胞增殖积聚有关。目前国

内报道较少，现将我科收治2例作一报道。

1临床资料

例1 女，57岁，教师。因渐进性视力减退、精

神异常、手抖、意识不清3个月入院。．3个月前逐渐

出现视力和记忆力减退，言语不清、缓慢、重复，精神

异常，伴幻觉，于当地医院拟诊癔病予相关治疗无效

且加重，后渐出现运动不能，四肢抖动，多于声音刺

激后出现，牙关紧闭，言语不能。进而渐发展至意识

不清及大小便失禁。体检：缄默不语，牙关紧闭。双

上肢频繁肌阵挛，声刺激后出现。四肢屈曲，呈双手

握拳固定姿势，痛刺激下四肢不移动，四肢肌张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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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管样增高；双上肢腱反射(卅)、下肢(册)；双侧

Babinski征阳性，踝阵挛(+)。脑MRI示双侧尾状

核头、豆状核外侧对称f生略长r12信号，双侧尾状核头、

豆状核外侧及多处脑皮层DWI异常高信号(见图1)。

脑电图为广泛异常，可见阵发性弥漫性中幅慢波。

幽1 MRI轴位，T2WI不双侧尾状核头、显状核外侧对称性略高信
号，DWI示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侧及多处脑皮层异常高信号

例2女，66岁，农民。因头晕4个月，记忆力

减退、精神障碍，双手抖动2个月就诊，4个月前无

明显诱因出现头晕，走路不稳，当地医院拟脑动脉供

血不足予相应治疗症状无好转。近2个月先后记忆

力明显下降，精神障碍，手足抖动，如反应迟钝、常丢

失物品，不能认识回家的路及家人；多疑，失眠，幻

视，胡言乱语，手足抖动并进行性加重累及面部等，

其精神病院拟抑郁症予抗抑郁治疗无效；进而渐发

展至嗜睡及大小便失禁，为进一步诊治而收入我院，

近1个月体温一直在37—38℃波动(临床未发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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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灶)。体检：意识恍惚，缄默不语，面容惊恐。

双上肢可见肌阵挛，声刺激后出现；四肢屈曲双手握

拳，痛刺激下四肢可小幅度移动，双Babinski征阳

性。脑脊液检查常规生化均无异常。行脑MRI示

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侧对称性长亿异常信号，

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侧、多处脑皮层DWI异常

高信号(见图2)。脑电图为广泛异常，以顶、枕部为

著的周期性高幅慢波。相关检查排除各种代谢性疾

病、Alzheimer病、路易体痴呆、脑炎、脑部肿瘤等。

图2 MRI轴位，T2WI不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侧对抟性略高信

号，DWI示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佣及多处脑皮层异常高信号

2讨论

CJD是一种由朊蛋白所致的以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为主的可传播性、慢性进展性、致死性变性疾病，

是全球性可传递性海绵状脑病中的常见类型。发病

年龄25—78岁。男女发病率相等。本病潜伏期长、

病死率高。CJD可分为散发型、家族型、医源型和新

变异型4种。80％～90％的CJD呈散发型；家族型

占10％，医源型占5％。

CJD危险因素的监测仅在少数国家内进行。自

1958年以来陆续发现了应用人垂体生长激素肌肉

注射、角膜移植、大脑深部电极检查、硬脑膜移植后

发生的CJD的病例⋯。近年来，还有人提出输血、

血液制品、全麻、头面部手术、牙科处置也可成为

CJD的危险因素，甚至夫妻也可相继患CJD旧J。从

国内资料来看，颅脑外伤与脑部手术、眼角膜手术，

可能成为CJD危险因素。此外，家族中有相同的

CJD或患有神经系统其他变性疾病者，虽非CJD，也

可能成为CJD的危险因素。

按照国际平均年发病率1／106计算，国内每年

CJD发病人数应该不少于1 000例，但国内目前报

道的病理确诊病例尚不足50例。较大的范围内收

集病例，CJD在中国的患病率仅0．03／106，这一结果

显然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结合本文报道的病例，分析其原因符合以下因

素口o：(1)国内的病例报道滞后；(2)对该病认识缺

乏(特别是基层医院)，漏诊、误诊率极高；(3)国内

CJD的临床表现有其特殊性，如CJD的发病年龄稍

早、病程或存活期相对较短；癫疴和去皮质状态更常

见，典型的周期性EEG异常的发生更少见；肌阵挛

相对常见，影像学显示脑萎缩相对少见等也影响其

诊断率。既然CJD有如此严重的危害性及一定的

传染性，故而增强医务工作者对CJD临床表现的深

入认识，确立其较符合我国特点的诊断标锥，对于减

少CJD传播具有一定的意义。

CJD病例遵循严格的诊断程序被定义为：确诊，

临床诊断，临床疑诊。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痴呆、肌

阵挛、视觉症状、锥体系或锥体外系症状、无动性缄

默、小脑症状等。1998年WHO建议CJD诊断标准

为：具有进行性痴呆，而且在大脑中有典型的组织病

理学发现者，为确诊的cJD；有进行性痴呆，典型的

EEG和上述2个以上临床症状，为临床诊断的CJD；

有进行性痴呆和上述2个以上临床症状为临床疑诊

的CJD。本文例1患者病史中有记忆力减退、言语

障碍等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行为异常等智能损害症

状，并有肌阵挛、视觉症状、锥体系及锥体外系症状、

无动性缄默等临床表现，进而结合病理而为确诊的

CJD。例2患者进行性痴呆，并有肌阵挛、锥体系及

锥体外系症状、无动性缄默等临床表现，临床排除其

他相关疾病，但无典型的EEG，为临床疑诊CJD。因

2例患者均无家族史，发病前也从未接受过手术等

医源性传播的危险因素，无新变异型CJD(variant

CreutzfeMt-Jakob disease，vCJD)特征性的丘脑枕征

表现，故诊断为散发型CJD。

简化的CJD临床诊断一般依靠其特征性三联

症，即进行性痴呆、肌阵挛及脑电图周期性尖慢复合

波(periodic synchronous discharge，PSD)Ho。脑电图

检查有一定诊断意义，本文2例患者所行脑电图仅

为局部脑叶为著的广泛周期性高幅慢波活动，并未

发现典型PSD表现，这与文献报道60％一80％的患

者在中期以后脑电图方出现特征性改变的发现瞪】

并不矛盾，且研究表明CJD患者需反复多次动态监

测EEG条件下方可提高PSD阳性率；在无PSD出

现时，可仅表现为局部脑叶为著的广泛慢波活

动№J。另外，PSD诊断敏感性仅为47．8％【J7l，也有

部分患者特别是vCJD病程中却始终未出现。据此

说明脑电图尚不能作为有效的早期诊断工具。曾经

对CJD诊断敏感性达96％且特异性达88％一99％

的脑脊液14—3-3蛋白检测，其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报

道也日渐增加。在一些散发型CJD、50％的vCJD及

大多数遗传型CJD患者中出现假阴性旧】，且目前在

我国尚未广泛开展，限制其作为有效CJD诊断条件

的作用。脑活检固然可靠，但不易被患者及家属接

受，并且存在医原性传播的潜在危险陛，不可能作为

常规临床诊断试验。因此生前尽早而准确的诊断

  



CJD仍然较困难。

近年临床研究发现，MRI检查尤其MRI弥散加

权像(DWI)在辅助诊断CJD和监测其病程进展方

面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甚至认为DWI对CJD诊

断敏感性高达100％归J，特异性高达93．8％。CJD

患者头DWI可表现为对称性双侧底节区、丘脑和广

泛大脑皮层异常高信号¨01，即使在MRI常规扫描

未发现异常及部分病程中一直无痴呆、肌阵挛或者

PSD和脑脊液14-3-3蛋白阴性的患者ul’12J。另

外【I31，DWI异常信号与临床表现及脑电图PSD有

较高的一致性，并且较临床症状(首发症状、主要症

状)和体征以及PSD表现更早，更敏感。本文2例

患者MRI检查结果均提示在无痴呆或PSD的条件

下，DWI也显示了双侧尾状核头、豆状核外侧及多

处脑皮层明显的异常高信号，且异常信号累及的部

位与临床首发症状、主要症状和体征有一定相关性，

符合以往研究结果。也就是说DWI异常高信号无

疑在CJD的早期诊断中有着其他辅助检测手段无

法比拟的优越性¨3|。另外，常规MRI扫描对于鉴

别诊断也是不可缺少的，如脑严重缺氧、低血糖、CO

中毒、溶血性尿毒综合征、透析性髓鞘溶解及病毒性

脑炎及发生于儿童的代谢性疾病——线粒体性脑

病、Leigh综合征、乳酸贮积症、戊二酸尿症、肝豆状

核变性等也可有底节，12呈现高信号改变，但这些疾

病除临床症状与CJD完全不同外，Tl加权像可见明

显低信号。Huntington舞蹈病多有尾状核萎缩，

Alzheimer病不会出现基底节他高信号【l4|。本文2

例患者MRI表现为基底节他略高信号改变，但Tl

加权像未见异常，结合其他临床资料进而排除了上

述相关疾病。

虽然DWI准确定位能力不足，但是对临床可疑

的CJD患者尽早并反复行DWI检查，对早期、无创

性、准确地诊断CJD仍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

已建议，将DWI扫描的异常高信号作为诊断CJD的

重要指标之一写入诊断标准，而常规MRI检查可作

为CJD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Young等¨纠详细描

述了CJD的DWI及FLAIR序列的表现并提出了肯

定性诊断依据有：(1)单侧或双侧纹状体异常高信

号，至少1个脑皮层的彩带样高信号，T1WI正常；

(2)广泛的大脑皮层彩带样高信号(至少3个脑皮

层)，相应的皮层下白质正常，T1WI正常。可能性

诊断依据为：(1)FLAIR序列异常，而DWI正常；

(2)FLAIR及DWI均异常，但病变范围局限(如只

有1个或2个脑皮层受累；只有单侧纹状体局限性

受累)；(3)单侧或双侧丘脑的后内侧异常而无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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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可能不是CJD：(1)灰质异常信号轻微，位于

岛叶、扣带回；(2)异常信号可能为伪影。否定性诊

断依据有：影像学表现正常，或异常的影像学表现与

CJD不符。

如上可以看出：增强全体医务工作者对CJD临

床表现的深入认识，对于一旦临床怀疑CJD的患

者，尽早地进行头颅MRI平扫尤其是DwI扫描，同

时完善EEG检查以及CSF的14-3．0蛋白等检测，尽

可能行脑活检病理检查，对于早期诊断CJD，减少医

源性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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