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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而PLB软组织呈肿块样生长，慢性骨髓炎骨质硬
化明显。
PLB是一种少见的结外恶性淋巴瘤，临床表现
缺乏特征性，目前诊断主要依赖于组织学及免疫组
化检查。特征性溶骨性骨质破坏及骨外软组织肿块
可提示PLB。系统的影像检查有助于对该病变做出
较准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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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的神经系统遗传疾病12例临床诊断分析
Diagnostic Analysis of 12 Cases of Hereditary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with
Bilateral Temporal Pole Involvement
封宇，刘颖，阎雪晶，欧阳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沈阳 110001）

摘要

筛查150多个神经遗传病家系，收集到12例经颅脑MRI确诊的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神经系统遗传疾病患者，对其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和基因诊断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其中4例诊断为伴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2例
经基因检测确诊，
2例为临床可疑），
4例经基因检测确诊为强直性肌营养不良1型，1例尼曼-匹克病C型可能性大，1例遗传性弥
漫性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另有2例诊断尚不明确。因此认为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的神经系统遗传疾病不仅限于伴皮质下梗
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在许多强直性肌营养不良1型患者中也可出现。此外还可见于尼曼-匹克病、遗
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等罕见的遗传性脑白质病。
关键词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磁共振成像；白质脑病；皮质下梗死；基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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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白质脑病主要累及脑白质，临床表现复

病因提供了依据。颅脑MRI所呈现的白质病变形式

杂且常伴有多系统受累，因此诊断较为困难。近年

和特点对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很大作用。双侧颞极

来影像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为临床医生寻找

受累作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cerebral
autosomal dom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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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DASIL）患者的特
征性颅脑影像学改变已有很多报道［1］，然而该影像
学表现是否仅为CADASIL的特异表现仍无定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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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12例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的神经系统遗传疾

相关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上述双侧颞极脑白质受

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和基因诊断结果进

累患者诊断如下：CADASIL患者4例（ 33.3%）；强直

行分析，旨在为临床上双侧颞极脑白质受累病变诊

性 肌 营 养 不 良1型（myotonic dystrophy type 1，DM1）

断提供参考。

患者4例（ 33.3%）；尼曼-匹克病C型（Niemann-Pick

1

disease type C，NPC）患者1例（ 8.3%）；遗传性弥漫

材料与方法

性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Hereditary diffuse leu-

从我院中心神经遗传疾病数据库150多个神经

koencephalopathy with axonal spheroids，HDLS）患者1

遗传疾病家系中经颅脑MRI筛查出12例双侧颞极白

例（8.3%）；尚不明确病因2例（16.7%）。

质受累神经遗传疾病患者，患者就诊时间为2014年

2.2 患者的临床表现、MRI特点和基因检测结果

5月 至2017年10月，12例 共11个 家 系。入 选 标 准：具

4例CADASIL患者临床表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

有经家系图分析的遗传背景；在颅脑MRI的T2加权

作和缺血性脑卒中，1例出现头痛。2例行基因检测

像或FLAIR序列表现为双侧颞极脑白质高信号。排

发现NOTCH3 基因杂合突变。MRI检查结果显示，

除标准：有获得性疾病证据患者。收集12例患者的

1例出现不连续外囊受累，1例出现双侧额叶、顶叶

家系资料、首发症状及主要临床表现等。12例均由

及额顶叶分水岭区异常片状长T2信号；4例DM1患

两名以上有经验的神经内科医师进行专科查体，并

者临床表现为肌肉萎缩、无力，基因检测发现DMPK

行颅脑MRI检查。同时，经知情同意后对部分患者行

基因3’UTR区CTG重复>50次；NPC患者临床表现为

基因检测及肌电图等检查。

记忆力减退，肢体活动笨拙。基因检测发现NPC1 基

2
2.1

因杂合突变。颅脑除了双颞极白质及侧脑室白质长

结果

T2信号外，还可见小脑上部脑叶萎缩；HDLS患者出

患者家系分析

现双侧额叶、左侧颞叶及岛叶大片状软化灶，临床

12例患者中，女7例，男5例，年龄19~57岁。符合

表现为进行性智力减退及运动症状，基因检测发现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规律的有6个家系，符合常染色

CSF1R 杂合突变；诊断不明确的2例患者均可见广泛

体隐性遗传规律有5个家系。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

白质受累，并累及脑干和桥臂。见图1和表1。

A

B

C

D

E

A，CADASIL患者；B，DM1患者；C，NPC患者；D，HDLS患者；E，未确诊患者. 细箭头示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粗箭头示左侧颞叶软化灶.
图1

3

患者颅脑MRI表现

讨论

因突变引起的［3］。CADASIL最主要的临床表现是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缺血性卒中［4］。CADASIL患者

研究［2］表明，双侧颞极受累在成人神经系统

颅脑MRI主要表现为皮质下脑白质异常信号、腔隙

遗传疾病中并不多见。本研究筛查了150多个神经

梗死灶及脑内微出血［5］。白质病变主要累及双侧半

系统遗传疾病家系，仅发现11个家系共12例双侧颞

卵圆中心，也可累及基底核及丘脑，白质病变的范

极受累神经系统遗传疾病患者，与以往研究结果一

围与年龄和疾病的进展有关［6］，其中双侧颞极和外

致。CADASIL是一种最常见的中年起病，表现为反

囊的白质病变高度提示CADASIL［5］。本研究12例患

复卒中发作、痴呆和偏头痛的遗传性脑小动脉病，

者中有4例 CADASIL，说明CADASIL确实是双侧颞

是由位于19号染色体（19p13.2-p13.1）的NOTCH3 基

极受累神经系统遗传疾病的重要病因。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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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序号

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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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患者颅脑MRI特点、临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结果
双颞极部位

MRI表现
双侧额叶、顶叶及额顶叶分水岭
区异常片状长T2信号
双侧外囊、双侧脑室旁及半卵圆
中心点状长T2信号
脑内多发梗塞灶，白质为主，累
及皮质下、脑干
双侧额顶叶皮质下、脑室旁、半
卵圆中心多发斑片状长T2信号

诊断

基因检测结果

CADASIL

NOTCH3 基因杂合突
变（c.467G>A）

CADASIL

NE

CADASIL

NOTCH3 基因杂合突
变（c.397G>T）

CADASIL

NE

1

头痛、偏瘫、偶有视物模糊

内侧

2

阵发性头痛、半身麻木、记忆力减退

前部

3

一过性言语不清、左上肢麻木

前部

4

偏瘫、言语不清、视物模糊

前部

5

肌肉萎缩、无力

前部

双侧额顶叶多发点状长T2信号

DM1

6

肌肉萎缩、无力

前部

右额叶及双顶叶双颞叶及双侧
脑室前角长T2信号

DM2

7

四肢无力

双侧基底节腔梗灶

DM3

前、内部

8

精细动作困难

前、内部

9

记忆力下降、肢体活动笨拙

10

头痛、记忆力减退、易怒

皮质白质均受累

11

发作性走路不稳

颞叶白质大面积

12

双下肢无力

颞叶白质大面积

内侧

双侧大脑皮质下、侧脑室旁多发
DM4
点状长T2信号
双侧侧脑室后角白质长T2信号，
NPC可能性大
小脑上部脑叶萎缩
双侧额叶、左侧颞叶及岛叶大片
HDLS
状软化灶
双侧脑室旁、半卵圆中心、基底
未确诊
节、脑干、小脑多发长T2信号
广泛脑白质受累

未确诊

DMPK 基因3'UTR区
CTG重复>50次
DMPK 基因3'UTR区
CTG重复>50次
DMPK 基因3'UTR区
CTG重复>50次
DMPK 基因3'UTR区
CTG重复>50次
NPC1 基因杂合突变
（c.3176G>A）
CSF1R 杂合突变
（c.1084C>T）
未发现致病突变
未发现致病突变

NE，患者未行基因检测.

还存在额叶顶叶皮质下、侧脑室旁及半卵圆中心的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双侧颞极白质病变在DM1

多发病变，这与既往研究［5］结果一致。本研究仅有1

患者中并不少见，甚至有些影像学改变出现在CNS

例患者出现不连续的外囊白质受累，明显低于国外

症状之前，因此具有较早的预警作用。

［6］

研究 报道的外囊受累比例（约90%），这可能是与
［7］

本研究结果显示，1例患者发现NPC1 基因杂合

患者的疾病进程有关 ，同时也提示CADASIL外囊

突变，结合其临床特点及相应检查结果，诊断为NPC

的白质病变可能也存在人种和地域差异，有待于今

可 能 性 大。NPC是 由 于NPC1 或NPC2 基 因 突 变 引

后大样本研究加以证实。

起［13］，进而导致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及神经系统内聚

除CADASIL外，本 研 究 还 发 现 有4例DM1患 者

积大量含有神经鞘磷脂的泡沫细胞，出现肝、脾肿

出现双侧颞极受累。DM1是一种遗传性肌病，主要

大，慢性进展的CNS退行性病变（共济失调、张力失

表现为肌肉强直、肌无力和肌萎缩，还可以导致心

［14］
调、语言障碍和垂直性核上性眼肌麻痹等）
。以往

脏传导阻滞、
白内障以及内分泌紊乱等，
部分DM1患者

研究［15-16］显示NPC患者的颅脑MRI无特异表现，可

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e system，CNS），主

表现为正常，也可出现皮质或小脑萎缩。本研究1例

［8］

要表现为嗜睡及淡漠，严重者可智力减退

。由于

DM1的CNS症状缺乏特异性，临床上往往容易忽视。
［9］

患者颅脑MRI见双侧侧脑室后角白质改变，髓鞘形
成不良，小脑上部脑叶萎缩，双侧颞极可见轻微白

有研究 表明，DM1颅脑MRI表现多样，主要为白质

质受累。其中颞极病变在既往文献中未见报道，说

病变、脑室扩张和弥漫性脑萎缩。其中脑白质病变

明NPC患者在CNS受累部位上存在差异性。NPC可

［10］

分布广泛，在脑叶、脑干及胼胝体均可见到

，而颞

在学龄期即起病且逐渐进展，最终可能因吞咽困难

。在10例DM1患者颅

而行胃造瘘手术［16］。值得注意的是，NPC是一种极

脑MRI研究［12］中，9例见到白质病变，其中6例有双侧

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理论需2条染色体上

颞前部白质异常信号。本研究DM1患者的MRI检查

同时出现致病性突变才能发病，本例患者临床表现

结果显示，脑白质病变主要表现为双侧颞极及各脑

高度符合NPC，这也许否定了其遗传模式，但需要进

叶皮质下点状白质受累，1例可见轻度脑萎缩，这与

一步完善相关分子遗传学研究加以证实。

［11］

极白质受累为其特征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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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1例患者表现为双颞极白质皮质均
受累，患者与其母亲均在CSF1R 基因上发现杂合突
变，诊断为HDLS。目前也有学者［17］认为HDLS与显性
遗传性色素型正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为同一疾病。
HDLS是极少见的成年起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临床表现多样，主要为进行性认知障碍和运动障
碍。颅脑MRI主要表现为双侧不对称的额叶为主的
脑白质病变、中央萎缩和胼胝体变薄［18］，白质病变
位于脑室旁的深部脑白质，同时胼胝体和皮质脊髓
束也存在，无明显灰质受累［19］。本研究HDLS患者出
现双侧额叶及左侧颞叶岛叶大片软化灶，同时累及
双侧颞极。随访1年后发现患者在原病灶基础上出
现左侧额叶新近病灶。与既往研究［19-20］报道不同的
是，患者在累及白质的同时，对应位置皮质亦出现
受累，这种改变的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2例患者诊断尚不明确，均出现大面积
脑白质受累，排除继发因素后对2例患者进行脑白
质病、痉挛性截瘫以及代谢障碍病等相关基因筛
查，未见明确的致病突变。
综上所述，双侧颞极白质受累的神经系统遗传
疾病不仅限于CADASIL，在许多DM1患者中也可有
此表现。此外，还可见于NPC、HDLS。另外，有研究［1］
报道伴有皮质下梗死和白质病变的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性脑动脉病的颅脑MRI表现与CADASIL十分相
似，也可出现双侧颞极白质受累，临床上应该仔细
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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