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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抗 N鄄甲基鄄D鄄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是

一种与 NMDAR 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 2007 年

DALMAU 等[1]首次在以神经系统表现为主,同时伴

发卵巢畸胎瘤的 4 例女性病人的血液或脑脊液中检

测出抗 NMDAR 抗体,进而提出卵巢畸胎瘤相关性

抗 NMDAR 脑炎的诊断。 由于该疾病较罕见,近十

年陆续有相关个案报道。 由于该疾病缺乏临床实践

指南,多数以神经系统表现为主,易误诊,因而耽误

病情。 本文旨在总结在我院治疗的 2 例卵巢畸胎瘤

相关的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资料,并回顾国内

外最近的研究,以期对该病达到更详细的认识。

1摇 病例资料

摇 摇 病例 1,女,53 岁,因“发热 8 d,精神异常 7 d,不
能言语 5 d,发作性肢体抽搐伴意识障碍 3 d冶 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入住我院。 入院前外院头颅 MRI
提示左侧颞叶大片状长 T2 信号。 既往史:病人家属

代诉 10 年前曾因“卵巢囊肿冶行手术治疗,术后病

灶内可见毛发生长(具体不详)。 体格检查:嗜睡,
呼之能睁眼,不能言语,病理征( - )。 初步诊断:病
毒性脑炎? 自身免疫性脑炎? 予以抗病毒、抗癫痫

及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病人意识逐渐好转,能言语,
但答非所问,指令性动作不能执行,且表现为兴奋、
话多,予以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 入

院后脑脊液检查无明显异常。 2019 年 6 月 4 日

CA125:11. 66 U / mL(正常参考值 0 ~ 35 U / mL),
CA199:38. 25 U / mL(正常参考值 0 ~ 30 U / mL),
NSE:38. 05 ng / mL。 甲状腺功能正常。 2019 年 6 月

7 日盆腔彩超提示右附件区混合回声(畸胎瘤可

能),2019 年 6 月 10 日请妇科会诊,建议复查经阴

道并腹盆腔彩超,2019 年 6 月 12 日复查经阴道彩

超提示盆腔右侧囊性包块,约 37 mm 伊 36 mm,考虑

卵巢畸胎瘤可能,2019 年 6 月 13 日血清抗 NMDA
受体抗体( + )。 妇科再次会诊,考虑抗 NMDAR 脑

炎与卵巢畸胎瘤相关,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行腹腔

镜下双侧附件切除术,术后病理:右侧卵巢成熟性畸

胎瘤,囊壁内见鳞状上皮。 术后第一天病人言语清

晰,指令性动作完成良好,术后第 6 天出院。 随访:
术后 2 个月病人恢复正常,无后遗症。

病例 2,女,24 岁,系“幻听 8 d,行为异常 6 d,意
识障碍 5 d冶入院。 入院前于阜阳市人民医院行头

颅 CT 未见明显异常,脑电图基本正常,考虑“精神

疾病冶转入阜阳市精神病院,予以镇静、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病情进一步加重,表现为大声喊叫、躁动、口
角不自主运动及口吐白沫等,于 2017 年 3 月 7 日转

入我院。 既往史:病人婚后发生一次意外流产,之后

5 年一直未孕,且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主要表现为胡

言乱语,阜阳市精神病院考虑功能性精神障碍。 体

格检查:神志模糊,四肢肌力 0 级,双侧病理征

( - )。 入院后诊断:意识障碍待查: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 自身免疫性脑炎? 2017 年 3 月 9 日腹盆腔 B
超未见明显占位,2017 年 3 月 10 日血清抗 NMDA
抗体 1 颐 320,脑脊液未检出明显病原体,头颅 MRI
( - ),诊断:抗 NMDAR 脑炎。 入院后病人出现肺

部感染、消化道出血等,请多学科会诊,予以抗病毒、
抗癫痫、抗精神病药物、营养神经及甲强龙冲击治

疗。 并予以抑酸、护胃、止血、抗感染等治疗。 消化

道出血及肺部感染渐控制,但神志仍未恢复,予以

甲泼尼龙联合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 病人神志渐

恢复,无癫痫发作,但精神症状及不自主活动较前明

显。 再次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高( > 300 mmH2O),
予以降颅压治疗。 病人口角、四肢不自主运动减少,
但认知功能无明显改善。 考虑该脑炎病人常合并卵

巢畸胎瘤,2017 年 4 月 10 日行盆腔 CT:右附件区病

变,约 41 mm 伊 35 mm,考虑畸胎瘤可能性大。 2017
年 4 月 11 日 CA125、CA199、HE4 正常。 2017 年 4
月 13 日经阴道彩超示:右卵巢囊性包块,42 mm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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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m。 考虑抗 NMDA 受体脑炎与卵巢畸胎瘤相

关,请妇科、麻醉科会诊,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于腹

腔镜下行右侧卵巢畸胎瘤剥除术。 术后病理:右侧

卵巢成熟性畸胎瘤,见成熟脑组织,局灶内见少量神

经小管样结构。 术后转入 ICU,行气管插管辅助通

气,术后 1 周转回。 4 月 24 日(术后 10 d)病人神志

清楚,仍有不自主运动,四肢瘫痪,继续免疫治疗,不
自主运动减少,但仍瘫痪,要求出院,于当地医院康

复治疗。 随访:术后 4 个月病人无明显不自主运动,
能正常交流,仍瘫痪;术后 12 月能扶物行走,日常生

活基本自理。

2摇 讨论

2. 1摇 发病机制 摇 抗 NMDAR 脑炎是一种新型的边

缘叶脑炎,病因不明。 多项研究[2 - 3]表明,该脑炎与

卵巢畸胎瘤具有明显相关性。 但卵巢畸胎瘤引发该

脑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正常情况下,
NMDAR 大量表达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膜表面,并
在突触重塑、信号传导中发挥作用。 多数研究发现,
卵巢畸胎瘤中的神经组织异位表达 NMDAR,刺激

机体产生抗 NMDAR 抗体,而该抗体与 NMDA 受体

复合物结合发生的免疫反应是抗 NMDA 受体脑炎

的发病基础。 NMDA 受体复合物包括 NR1、NR2A鄄
D、NR3A鄄B 等亚基,广泛分布于大脑皮层及海马等

部位[4]。 NMDAR 与抗体结合后导致突触后膜表面

NMDAR 可逆性的数量减少及功能减退,并与抗体

滴度呈正相关。 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可能是病情逐

渐加重的原因,而卵巢肿瘤切除后,受体功能逐渐恢

复,可能是病情好转的机制[5]。 此外,CLARK 等[6]

于 2014 年研究发现,NMDAR 由卵巢畸胎瘤组织中

的鳞状上皮大量表达。 王观凤等[7医研究发现,
NMDA 受体阳性表达于脑炎组和对照组的卵巢畸胎

瘤的鳞状上皮中,但两组的卵巢畸胎瘤的神经组织

中无 NMDA 受体表达,与 CLARK 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提示卵巢畸胎瘤的鳞状上皮可能才是表达

NMDA 受体从而引起抗 NMDA 受体抗体脑炎的部

位。 本研究中,病例 1 卵巢瘤组织中未见神经组织,
但可见鳞状上皮,血清抗 NMDAR 抗体阳性,而病例

2 可见成熟脑组织,局灶内见少量神经小管样结构,
血清抗 NMDA 受体抗体 1颐 320,与上述研究结果一

致。 提示卵巢畸胎瘤中的神经组织及鳞状上皮均可

大量表达 NMDAR,进而引起抗 NMDA 受体脑炎的

发生,但仍需深入研究证实。
2. 2摇 临床表现及诊断摇 临床表现包括 5 个阶段:前

驱期(头痛、发热)、精神异常期(精神症状、痫性发

作)、无反应期(运动障碍、昏迷、低通气等)、不随意

运动期(肌张力障碍、不随意运动)及恢复期[8 - 9],5
个阶段间无明确界限。 疾病初期易被误诊为精神疾

病或病毒性脑炎,耽误治疗。 因此,对于考虑精神疾

病或病毒性脑炎的病人,均应排除抗 NMDAR 脑炎,
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病人更应考虑。 可通过完善头颅

MRI、脑电图、抗 NMDA 受体抗体检测等明确诊断。
研究发现,约 1 / 2 该脑炎病人的头颅 MRI 可见颞叶

内侧或额叶的 FLAIR 或 T2 信号增强[10],而另外

1 / 2 无异常。 脑电图常无特异性,有时可见特征性

“啄 刷冶。 血清或脑脊液抗 NMDAR 抗体是确诊该脑

炎至关重要的检查。 脑脊液较血清中该抗体阳性更

有意义,且疾病严重程度与抗体滴度正相关[11]。 研

究[12]发现,501 例抗 NMDAR 脑炎病人中约 38% 伴

发肿瘤(其中 94% 为卵巢畸胎瘤)。 一项 293 例抗

NMDAR 脑炎的研究中发现,约 23% 合并卵巢畸胎

瘤[13]。 因而对于女性该脑炎病人,应积极完善盆腔

B 超或 CT 评估有无卵巢肿瘤,及早诊治,改善预后。
在本研究中,病例 1 因有前驱症状,误诊为病毒性脑

炎,后因头颅 MRI 示左侧颞叶大片状长 T2 信号,血
抗 NMDAR 抗体阳性确诊为抗 NMDAR 脑炎,因系

女性病人,进一步行盆腔 B 超示卵巢畸胎瘤,从而

考虑诊断系卵巢畸胎瘤相关性抗 NMDA 受体脑炎。
而病例 2 病人既往有功能性精神障碍,此次发病无

明显前驱症状,以精神症状为主,当地医院考虑精神

疾病予以治疗,后因出现不自主运动,意识障碍就诊

于我院,入院后检查头颅 MRI 无明显异常,血抗

NMDA 受体抗体 1颐 320,从而诊断为该脑炎,因考虑

病人为年轻女性,行腹盆腔 B 超,未见明显占位。
但一月后再次复查经阴道彩超发现卵巢肿瘤。 由此

可见,对于该脑炎的女性病人应常规筛查肿瘤。 但

有时由于肿瘤过小,影像学不能明确有无卵巢肿

瘤[14]。 根据本研究中病例 2 的经验,若肿瘤筛查阴

性,仍需重复检查。 此外,桥本脑病与该脑炎临床表

现相似,可表现为震颤、意识障碍等,需通过完善甲

状腺功能及 T 系列检测进一步排除,本研究中 2 例

病人均通过检测排除了该诊断。
2. 3摇 治疗及预后 摇 抗 NMDAR 脑炎的治疗包括尽

早手术及免疫治疗。 首选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
血浆置换及联合免疫治疗等一线免疫治疗。 若疗效

差,可予以二线免疫治疗,如采用妥昔单抗、环磷酰

胺等治疗。 由于该脑炎多发生于年轻女性,若合并

卵巢肿瘤多为成熟型畸胎瘤,根据病人年龄、肿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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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等决定行腹腔镜(或经腹)卵巢畸胎瘤剥除或附

件切除。 对多房性或小型畸胎瘤,应予以剥除干净,
同时应注意保护卵巢功能,否则,残留病灶可继续刺

激机体产生抗体,病人术后仍无法康复[15]。 因此术

中更应注意防止囊肿破裂及囊液外渗,避免残留病

灶,并注意卵巢功能的保护。
约 75%的该脑炎病人可完全康复,病情严重者

可致死,或后遗症严重。 合并肿瘤的病人中约 80%
经过免疫治疗及手术治疗后可明显缓解。 该脑炎的

预后受抗 NMDAR 抗体的滴度、手术时机及对免疫

抑制剂的反应情况等因素影响。 对于抗 NMDAR 抗

体滴度持续高水平的的病人建议延长治疗时间。 研

究[16]发现,合并卵巢畸胎瘤的该脑炎病人接受手术

治疗及一线免疫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未合并肿瘤

者。 据文献[17]报道,卵巢畸胎瘤合并该脑炎病人在

发病的起初 4 个月内,行手术治疗预后较好,仅遗留

轻微残障,甚至痊愈。 本研究中,病例 1 在出现神经

症状后 14 d 切除肿瘤,术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完全

康复,病例 2 在神经症状出现后第 47 天行手术治

疗,可能因手术治疗相对滞后,术后出现低通气,行
辅助通气治疗,现仍遗留轻微残障。 因此建议该脑

炎的确诊病人,尽早筛查肿瘤,及早手术,改善预后。
国内研究报道,部分抗 NMDAR 脑炎病人在发病后

数月甚至疾病复发时发现肿瘤,因此提倡肿瘤筛查,
每半年一次,持续 4 年,以防复发[18]。

综上所述,抗 NMDA 受体脑炎以神经精神症

状、运动障碍等为主要临床表现,故多首诊于神经内

科或精神科,因既往缺乏对该疾病的认识,易误诊,
因此应提高神经内科、精神科及妇科医生对该脑炎

的认识,以便做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对抗 NMDA
受体抗体阳性的病人,及时筛查肿瘤,及早诊断,从
而得到及时治疗,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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