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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症状为首发表现的渗透性髓鞘溶解症 1例及文献复习

常麦会 、 李　杰 、 孟　焱 、 张　瑾

【摘要】渗透性髓鞘溶解症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罕见疾病，常见病因有低钠血症快速纠正血钠、

慢性酒精中毒、长期营养不良等，临床表现多样，尚无有效治疗方法，预后较差。现报道一例我院

出现的以精神症状为首发表现典型病例，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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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髓鞘溶解症（osmotic  myel inolysis，

OM）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罕见疾病，以中枢

神 经 系 统 髓 鞘 脱 失 为 病 理 特 征 ， 依 据 髓 鞘 脱 失

部位的不同可分为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central 

pontine myelinolysis，CPM）和脑桥外髓鞘溶解症

（extrapontine myelinolysis，EPM），两者可单独或同

时发生。1959 年 Adams 等［1］首先报道了一例慢性长

期饮酒的患者出现此症状，近年来，在营养不良、

肝移植术后及低钠血症快速纠正血钠等的患者中也

有报道。现将我院一例因低钠血症快速纠正血钠致

渗透性髓鞘溶解症的病例报道如下。

一　病例资料

患者齐某某，女，43 岁，农民，以“敏感多疑、

行为乱 1 月余，不语不动不食 5 天”为主诉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入我院，住院号为 2015007001。患者于

1 个多月前因生活忙碌致饮食不规律而出现面色苍

白，后渐怀疑自己得了不好的病，觉得自己活不成

了，要死了，情绪显低落，话少，进食量少。在当

地县医院行相关辅助检查均未见异常，但患者仍坚

信自己得了不好的病，医生及家人都在骗她，没有

告诉她实情。入我院前 9 天在濮阳市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具体诊断不详，入院后行相关检查发现 “低

钠、低钾”（具体数值不详），MRI 检查无异常，予静

脉补液等治疗，补液用药物及每日补液量等具体情

况不详。住院期间家属前去探望患者，患者即认为

自己要死了，所以亲戚朋友才来看她。胡言乱语，

诉能看到毛主席的头像，反复追问家属“我快死了

么？你们为什么不哭啊？”等，行为乱，下跪磕头，

饮食差，进食量少，甚至拒食，激越躁动，消耗较大，

夜眠欠佳。输液治疗 4 天后患者出现不语不动不食。

濮阳市人民医院医生要求将患者转院至我院继续治

疗，但家属自行将其接回家中，在濮阳市人民医院

住院期间未曾应用抗精神病药物，仅偶尔依据病情

予“安眠药”治疗，具体不详，出院回家后未再予任

何治疗药物。患者回家后病情加重，不知下咽口水，

且骶尾部皮肤出现溃烂。家属为求诊治来我院，门

诊以“精神分裂症”收住。

患者既往于 20 年前因“产后大出血”在清丰县

人民医院行输血治疗，具体不详。平素月经不规律，

近 10 余年来未来月经；家族史无异常。

入院时体查示骶尾部及双足跟处压疮，已溃烂，

有液性渗出，心肺听诊未见明显异常；神经系统检

查：四肢肌紧张，肱二头肌反射亢进，双侧巴宾斯基

征阳性，余未见明显异常。精神检查：患者意识清，

接触交谈被动不合作，问话不答，沉默不语，对医

生的询问及关心不予回应，亦不能进行笔谈，思维

内容不愿暴露。情感平淡，面部表情呆滞，无变化。

意志活动减退，呈亚木僵状态，违拗，不执行医生

的任何指令，自知力未能查及。

入院诊断为：1、亚木僵状态，精神分裂症？ 

2、 褥 疮 。 入 院 后 予 急 查 血 常 规 、 血 生 化 及 心

电图，结果回示血钠 127mmol/L、血氯 94mmol/

L、AST110U/L、ALT56U/L，心肌酶异常明显，

CK2875U/L、CKMB55U/L，达危急值；心电图示：

1、窦性心律，心率 91 次 / 分，2、ST-T 改变，3、

QRS 波交替电压。予静滴舒必利 0.1g/d 抗精神病性

症状、鼻饲注食保证每日所需营养、口腔护理及定

期翻身等防褥疮、感染等治疗，并依据辅助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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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内科会诊意见予果糖、钾镁极化液营养心肌及

浓氯化钠注射液纠正低钠血症治疗。患者病情改善

欠佳，仍表现为问话不答，沉默不语，终日卧床，

且虽已予浓氯化钠注射液治疗，但血钠及血氯水平

进一步降低。在与家属反复沟通后（入院当天即已

开具头颅相关检查医嘱，但家属以已在濮阳市人民

医院行 MRI 检查且结果正常为由拒绝）于入院 9 日

后行头颅 3.0T MRI 检查，结果示脑桥中央可见异

常长 T1 长 T2 信号灶，FLAIR 像呈稍高信号，病灶

轴位呈对称性的蝴蝶形，矢状位为卵圆形，边缘较

清；双侧基底节 - 丘脑区可见对称性斑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灶，FLAIR 像呈高信号，边缘较清；脑室系

统、脑池及脑沟形态大小未见明确异常；中线结构

居中，垂体、胼胝体及小脑形态、结构、信号强度

未见明显异常，见图 1、2、3、4、5。影像诊断为

脑桥内及双侧基底节 - 丘脑区异常信号灶，渗透性

髓鞘溶解症可能。随即将患者转入我院神经内科后

确诊为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予奥扎格雷钠注射液

抗凝、依达拉丰注射液抗自由基及红花注射液改善

血液循环及激素等治疗，疗效仍欠佳，患者出现发

热、痰液增多、呼吸困难等症状，与家属沟通后家

属要求自动出院。  

       图1　脑桥T2WI高信号　          　 图2　脑桥T1WI低信号        　　图3　矢状位 T1WI低信号　    　图4　双侧基底节区T1WI低信号    图5　双侧基底节区T2WI高信号

二　讨论

Lampl 等首先于 1950 年报道了 1 例急性起病的

痉挛性四肢瘫痪和假性延髓麻痹，尸体解剖后发现

其脑桥底部两侧有形似蝙蝠的对称性病灶，病理特

点为髓鞘溶解而神经细胞和轴突相对完好。1959 年

Adams 最终将此类疾病命名为 CPM，后来发现在脑

桥外也可出现类似病灶，称为 EPM，故临床上将

CPM 及 EPM 统称为 OM。

OM 在临床上较为罕见，发病率较低，在 Victor

和 Laureno 统计的 3548 例成年患者的后续尸检中只

有 9 例典型病例，占 0.25％。该病散发，无家族遗

传性，发病率无性别及年龄差异，无职业、地域及

人种相关性。

OM 的常见病因有低钠血症快速纠正血钠、慢性

酒精中毒、肝移植术后、长期营养不良、及大面积

烧伤等。国内 1999～2005 年文献［2］报道的 72 例 OM

中，首位病因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电解质紊乱（尤其

是低钠血症）及快速纠正史 39 例（54.0％），其次是

慢性酒精中毒 19 例（26.3％）。电解质紊乱中低钠血

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其发生于 15％-30％的住院

患者［3］。精神病人因行为紊乱致过度消耗、饮食欠

佳等原因更容易出现低钾血症和（或）低钠血症等电

解质紊乱现象，而低钾血症和（或）低钠血症等电解

质紊乱亦会诱发或加重精神症状。本报道的患者即

因为精神症状和饮食欠佳的相互作用导致出现低钠

血症和低钾血症。

OM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大多数学者

认为 OM 的发生与低钠血症过快纠正导致渗透压迅

速改变有关［4］，而且已有动物模型证实，快速纠正

低血钠引起的渗透压迅速改变可以导致 OM［5］。在低

钠血症患者中，由于细胞内外渗透压的改变，机体

启动“泵 - 渗透压防御机制”，这个过程发生相对缓

慢，机体得以逐渐适应。然而当低钠血症被过快纠

正时，血浆渗透压急速升高，细胞内外渗透压不平

衡，水分子迅速从细胞内向细胞外转移，细胞脱水、

皱缩，从而导致神经纤维脱髓鞘改变［6］。

OM 的病理表现为以脑桥基底部为中心向周围扩

散的髓鞘和少突胶质细胞的脱失，而神经元和轴索

相对完好，没有炎症反应，陈旧性病灶可见胶原纤

维，部分病例还可见到脑桥外损害，病灶多对称。

OM 临床表现多样［7］，起初可表现为低钠血症引

起的临床症状，如虚弱、恶心、厌食、注意力缺损、

步态不稳等。在迅速纠正低钠血症后数天出现肌肉

痉挛、四肢瘫痪、意识模糊、构音障碍及假性延髓

麻痹等症状，甚至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及闭锁综合

征等症状。本文中的患者因在当地医院入院时查出

患低钠血症而予静脉补液治疗，输液四天后出现不

语不动不食，且入我院时查体示四肢肌紧张，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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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肌反射亢进，双侧巴宾斯基征阳性，缄默不语，

对家人的呼喊及周围环境无情感反应，此表现与上

述症状相符。

对于早期病变 CT 检测不敏感，而 MRI 则有重

要意义。疾病早期可见两侧纹状体和丘脑（尤其是

壳核和豆状核区）对称性 T1WI 低信号和 T2WI 高信

号，FLAIR 呈高信号，有些病灶出现脑桥基底部特

征性的“蝙蝠翅膀样”或“三叉戟样”改变，病变边

界清晰，无占位及增强效应［8］。本例病人 MRI 显示

脑桥中央可见异常长 T1 长 T2 信号灶，FLAIR 像呈

稍高信号，病灶轴位呈对称性的蝴蝶形，矢状位为

卵圆形，边缘较清；双侧基底节 - 丘脑区可见对称性

斑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灶，FLAIR 像呈高信号，边

缘较清，与典型影像学表现一致。

OM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早期给予激素治

疗可延缓进展，但缺乏大量临床研究依据。其他方

法包括对症支持治疗、应用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

等［9］，但上述治疗措施亦存在争议［10］。本例病人确

诊后虽已予激素、抗凝、抗自由基及其他对症支持

治疗，但效欠佳，患者病情仍进行性加重。

通过本病例我们可以获得的经验教训有：（1）

患者入院时应密切关注体查及神经系统检查结果，

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肢体功能障碍、肌张力异常、病

理征阳性时，应考虑到 OM 的可能，及早完善头颅

MRI 等检查，并及时请神经内科会诊协助诊治或转

科。（2）对于低钠血症患者，纠正低血钠应缓慢，每

日补钠不应超过 8mmol/L［11］。（3）早期足量使用激素

可防止髓鞘的进一步脱失，改善患者的预后，故一

旦诊断或怀疑 OM，应及早足量使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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