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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认知及精神障碍现状调查及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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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脑炎（AE）患者的认知及精神障碍情况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

分析 9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抗体类型、临床症状、MMSE 诊断结果、治疗结果、随访复发率

等。结果　90 例患者以抗 NMDA 抗体的阳性率最高，达 90％（81/90）。常见临床三大表现精神障

碍、认知功能障碍、癫痫发作中仅 9 例（10％）患者为单一障碍，66 例（73.33％）患者合并 2 种障

碍，15 例（16.67％）患者同时兼具 3 种障碍。90 例患者中，经 MMSE 判定符合明显认知障碍共 69

例（76.67％），临床诊断 60 例（66.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16，P= 0.137）。患者认知障碍

明显改善。出现癫痫者均遗留癫痫，发作频率约 1~2 次 / 月。抗 LG1 抗体与抗 CASPR2 抗体患者首

发症状均存在癫痫，治疗后的发作频率约 4 次 / 月。54 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均遗留不同程度

认知功能损害。随访期间共 24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 26.67％（24/90）。其中老年患者复发率为 60％

（9/15），未成年患者 50％（6/12），青中年患者 14.29％（9/63）。青中年患者复发率显著低于老年患

者（连续校正 χ2=11.809，P= 0.001）与未成年患者（连续校正 χ2=5.959，P= 0.015）。结论　AE 患

者主要表现为精神行为异常、癫痫与认知障碍，在抗体检测基础上结合特异性临床表现有利于早期

诊断，免疫治疗方案对于抗 NMDA 抗体阳性的患者收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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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prognostic analysis of cognitive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GUO Libing，WU Weibo，WU Jiaying，et al.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Foshan，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f the cognitive，mental statu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0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including antibody type，

clinical symptoms，MMSE diagnosis，treatment outcome，follow-up recurrence rate，etc. Results　The anti-NMDA 

antibody was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the anti-cell surface antigen antibody（90％，81/90）. The three major clini-

cal manifestations of mental disorders，cognitive dysfunction，and seizures，only 9（10％）patients showed a single 

performance，66（73.33％）had 2 manifestations，and 15（16.67％）had 3 manifestations. Among the 90 patients，

69 patients（76.67％）had significant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60 patients（66.67％）were diagnosed by MMSE. Pa-

tient cognitive impairment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em，those with epilepsy in the clinical symptom have 

left epilepsy，and the frequency of seizures was about 1 to 2 times/month. Epilepsy was present in all patients with anti-

LG1 antibody and anti-CASPR2 antibody，and the frequency of seizures after treatment was about 4 times/month.54 

patients with significant cognitive impairment had residual cognitive decline of different level after treatment. A total of 

24 patients relapse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26.67％（24/90）. The recurrence rate 

of elderly patients was 60％（9/15），50％（6/12）for underage patients，and 14.29％（9/63）for young and middle-

aged patients. The recurrence rate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elderly patients

（continuous correction χ2=11.809，P=0.001）and underage patients（continuous correction χ2=5.959，P=0.015）. 

Conclusion　AE patients mainly present with mental behavior abnormalities，epileps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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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

指因免疫系统对中枢神经系统抗原产生抗原抗体反

应而引发的疾病 ［1］。近年来，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测

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对 AE 的诊断水平也有了明显

进步，相关的免疫治疗预后也明显改善。目前发现

的 AE 抗体主要包括 2 类：抗细胞内抗原抗体与抗细

胞表面抗原抗体，其中后者更为常见，包括 N- 甲

基 -D 天冬氨酸（NMDA）、接触蛋白相关样蛋白 2
（CASPR2）、亮氨酸胶质瘤失活 1（LG1）等［2］。但

AE 的病因复杂，表现多样，临床确诊难度较大，其

临床诊断仍是当前的疑难问题 ［3］。本研究回顾性分

析 90 例 AE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期为该病的临床诊

断与治疗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本院及外院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90 例因精神症状、癫痫及认知障碍就诊

的拟诊断为 AE 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参

照《中国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专家共识》［4］中 AE 诊

断标准最终确诊，排除了临床与随访资料不完善的

病例。其中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7~75 岁，平均

（40.83±9.58）岁；文化程度：文盲 9 例、小学 9 例、

中学 57 例、大学 15 例；病程 7~30 d，平均（18.63±

5.36）d；抗体类型：抗 NMDA 抗体 81 例、抗 CASPR2
抗体 6 例、抗 LG1 抗体 3 例；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

表（MMSE）评分 10~28 分，平均（18.67±4.78）分；

临床表现：精神行为异常 3 例、癫痫 6 例、精神行为

异常伴癫痫 27 例、精神行为异常伴认知障碍 27 例、

癫痫伴认知障碍 12 例、同时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癫

痫与认知障碍 15 例。其中精神行为异常主要包括烦

躁、躁动与暴力倾向；癫痫主要为单纯部分性发作与

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言语错

乱、近事记忆力减退、计算不能。

MMSE 诊断标准：研究对象受教育水平为文盲且

MMSE 评分≤ 17 分、或受教育水平为小学（6 年及

以内）而 MMSE 评分≤ 20 分、或受教育水平为中学

（6 年以上）而 MMSE 评分≤ 24 分，为明显认知功

能障碍。

1.2　治疗方法

患者均采取一线免疫治疗方案，包括①人免疫

球蛋白：静脉注射，0.4 g/（kg·d），连续 5 d；②甲

泼尼龙：静脉注射，500 mg/d×5 d，240 mg/d×3 d，

120 mg/d×3 d，60 mg/d 时改口服泼尼松，长期用药。

另外予以抗精神症状、抗癫痫、抗病毒等药物对症

支持治疗。所有患者均随访至 2018 年 12 月。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理论频数 <5 时采取连续校正 χ2 检验，理

论频数 <1 时采取 Fisher 精确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抗体检测结果

90 例患者的抗细胞表面抗原抗体检测结果以抗

NMDA 抗体的阳性率最高，达 90％（81/90）。

2.2　临床症状分析

90 例患者中，仅 9 例（10％）患者表现为单一

障碍，分别为精神行为异常 3 例与癫痫 6 例，其余

患者出现 2 种及以上障碍，其中 15 例（16.67％）患

者同时兼具 3 种障碍。

2.3　认知障碍分析

90 例患者中，经 MMSE 判定符合明显认知障碍

共 69 例，认知障碍发生率 76.67％（69/90）。而临床

诊断结果证实认知障碍发生率 66.67％（60/90），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16，P=0.137）。

2.4　治疗预后分析

所有患者均好转出院，其中抗 NMDA 抗体患者

的治疗效果较理想，患者认知障碍明显改善，MMSE

由治疗前（18.67±4.78）分增高至治疗后（26.16±

7.6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907，P=0.000），

出院时内科查体与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均未见明显阳

性体征。但临床出现癫痫者均遗留癫痫发作，在规

范抗癫痫药物（奥卡西平等）控制下，发作 1~2 次

/ 月，发作以单纯部分性发作为主。3 例抗 LG1 抗体

患者与 6 例抗 CASPR2 抗体患者均存在癫痫，经治

疗后遗留癫痫，但在抗癫痫药物控制下，发作频率

相对较高，达 4 次 / 月。54 例明显认知功能障碍的

患者经治疗后均遗留不同程度认知功能减退。

随 访 6 月 期 间 共 2 4 例 患 者 复 发 ， 复 发 率

26.67％（24/90），最短治疗 2 月后复发，最长 6 月时

the immunotherapy regimen worked well in anti-NMDA antipositive patients.

【Key words】Autoimmune encephalitis；N-methyl-D aspartate；Mental status；M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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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表现为痫性发作频繁增加，认知功能障碍加

重。其中老年患者的复发率为 60％（9/15），未成年

患者的复发率为 50％（6/12），青中年患者的复发率

为 14.29％（9/63）。青中年患者复发率显著低于老年

患者（连续校正 χ2=11.809，P=0.001）与未成年患

者（连续校正 χ2=5.959，P=0.015）。

3　讨论

国际权威临床神经科学期刊将 AE 的诊断分为

确诊、拟诊和可能 3 个级别［5］。当不具备抗体检测

条件时，可依据相应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确诊；而

拟诊及可能的诊断则完全依赖于特异性临床症状及

辅助检查，对抗体检测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为临

床上 AE 抗体阴性及没有条件查抗体的患者争取了及

时诊治的机会［6］。

本研究结果证实，抗 NMDA 抗体为 AE 患者最

常见的抗体类型，占比高达 90％（81/90），与相关

报道［7］结果类似。抗 NMDA 受体脑炎的发病考虑与

抗 NMDA 受体抗体减少或缺失，使 NMDA 受体的突

触功能减弱，谷氨酸大量蓄积，造成细胞内钙离子

超载而产生毒性诱导神经元死亡有关，故患者多出

现学习、记忆及行为障碍［8］。LG-1 是与癫痫高度相

关的海马神经元分泌的蛋白质，可调控神经元兴奋

性，发生基因突变时可提高神经元兴奋性与谷氨酸

水平，故抗 LG-1 抗体阳性患者会出现颞叶癫痫、意

识混乱、定向障碍等［9］。CASPR2 可调控有髓轴突

的兴奋性，可累及中枢神经与周围神经，出现癫痫、

幻觉、精神错乱［10］。

AE 患者均存在精神症状、癫痫与认知障碍等表

现，且患者多同时合并 2 项及以上表现，16.67％的

患者同时兼具 3 种表现，提示 AE 发病与精神障碍

之间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根据临床表现

确诊与拟诊 AE 的可行性。MMSE 是评估认知功能障

碍的简易量表，本研究中经 MMSE 诊断 69 例认知障

碍，临床诊断 60 例，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证实

在 AE 患者的诊断中，MMSE 的应用有利于快速地初

步评估患者认知功能。考虑到目前的 AE 诊断过度

依赖于抗体检测，易造成治疗延误，故对 AE 患者精

神障碍分析有一定现实意义，对出现精神行为异常、

癫痫发作、记忆受损等的患者，应注意 AE 可能并尽

早启动免疫治疗。有条件的医院可尽快进行抗体检

测，但对于抗体阴性的患者，也无法完全排除 AE 可

能，原因在于可能存在新的或未知的抗体无法被传

统免疫组化或荧光染色识别。

免疫治疗是 AE 的主要治疗方案，对于肿瘤相关

的 AE，需先切除占位再行一线免疫治疗［11］。本研究

入组患者均以一线免疫治疗为主并联合抗癫痫与症状

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结果显示，抗 NMDA 抗体脑炎患

者的预后相对优于抗 LG-1 与抗 CASPR2 的患者，具

体表现为抗 NMDA 患者治疗后癫痫发作频率为 1~2 次

/ 月，而抗 LG-1 与抗 CASPR2 患者治疗后的癫痫发作

频率则相对较高，达 4 次 / 月，与相关研究［12］结论相

符。随访结果发现，年龄对复发风险有一定影响，具

体表现为青中年患者的复发率较老年患者与未成年患

者相对更低，原因尚无法明确。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故未能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证实年龄对预后的影

响，为不足之处，有待后续报道。

综上所述，AE 患者以认知或精神障碍为首发症

状，临床诊断不应过度依赖于抗体检测，特异性临

床表现有利于早期诊断并尽早予以免疫治疗，可避

免病情延误，实现早诊断、早治疗，以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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