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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患者的临床及
MRI特点分析
肖 靖，江 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目的 探讨总结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脑部MRI表现特点，以提高对其认识及诊断正确
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7例临床确诊的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简易乳酸运动试验、脑部
MRI表现特点，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7例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4例，年龄最大者39岁，最小者13岁，7例均有长期反复发作四肢
抽搐病史，伴视物模糊1例，肢体乏力1例；7例患者行简易乳酸运动试验，6例患者高于正常参考值；7例患者脑部MRI均显示
为大脑半球受累，6例为双侧大脑半球，其中颞、顶、枕叶较额叶多见，3例皮层受累为主，4例皮层及皮层下白质受累，1例累及
双侧基底节区及右侧小脑半球，出现软化灶及脑萎缩；6例患者行多体素磁共振波谱成像检查，5例局部病变区可见乳酸峰；
5例扩散加权成像提示病变区轻度扩散受限；2例患者行增强扫描，病变区皮层呈脑回样强化。结论 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
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脑部MRI特点多不典型，易于与其他疾病相混淆，诊断较困难，综合分析病史、简易乳酸运动
试验、脑部MRI表现特点，有助于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断的正确率。
关键词：线粒体脑肌病；癫痫；乳酸运动试验；MRI表现

Clinical and MRI features of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patients with seizure 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XIAO Jing, JIANG L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nd brain MRI features of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ME）with seizure 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and brain MRI
findings of 7 cases with clinically diagnosed ME with seizure 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 Among the 7 cases, 3 were male and 4 were female, age ranging from 13~39 years old. All patients had
history of long-term recurrence of limbs’ convulsion, one had blurred vision and one had debility; the lactate level elevated in 6
cases, and brain MRI showed cerebral hemisphere involvement in all cases, wherein 6 patients suffered from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 involvement, 4 cases involved both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and bilateral basal ganglia and right
cerebellar hemisphere were involved in 1 case, causing the formation of transformation foci and brain atrophy. The multivoxel
proton MRS examination findings of 5 patients showed lactate peak in the lesion area, th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of 5
cases showed mild restricted diffusion, and the enhanced scan findings of 2 patients showed gyrus-like enhancement in the
cortex of the lesion area.Conclusion The clinical and brain MRI features of ME patients with epilepsy as the main symptom
are not typical, and is easy to be confused with other diseas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simple lactate exercise
test result and brain MRI find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epilepsy; lactate exercise test; MRI findings

线粒体脑肌病是线粒体DNA点位突变引起细胞
内能量产生障碍的遗传性疾病，为家族性母系遗传，
主要累及骨骼肌及中枢神经系统，也可累及眼、耳、
心脏及内分泌等多个系统，临床最常见为线粒体脑
肌 病 伴 高 乳 酸 血 症 和 卒 中 样 发 作 （MELAS） 综 合
征[1-3]。目前临床对于高度怀疑线粒体脑肌病的患者
通常通过肌肉组织活检及基因检测确诊，但受限于
医疗条件的局限性及相关检查的有创性，使线粒体
脑肌病的早期诊断多较困难。随着影像设备的发展，

尤其是磁共振波普技术的发展，目前国内外文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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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MRI特点的研究报道越来越
多，主要集中在对MELAS亚型的研究，而临床所见
的部分线粒体脑肌病以及经过治疗后的线粒体脑肌
病患者并没有典型的MELAS亚型的临床及MRI表
现[17]。 有 研 究 对 2005~2015年 临 床 确 诊 的 15例
MELAS患者进行随访MRI分析，发现在急性发作期、
发作后以及缓解期脑内病变的范围、MRI信号特点随
病程的发展变化[14]，这对正确认识疾病的MRI表现至
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临
床表现多不典型，易于与癫痫持续状态、脑炎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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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极易误诊[7]，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总结7例临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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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见乳酸峰、强化方式、占位效应等情况。分析
多次检查患者的病灶变化情况。

过基因检测及肌活检确诊的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
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MRI表现特点，加深对

2 结果

以癫痫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线粒体脑肌病的认识。

2.1 临床特点
7例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4例，年龄最大39岁，最
小13岁，7例均有长期反复发作四肢抽搐病史，首次发
病年龄3~21岁，7例中伴视物模糊1例，肢体乏力1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4年5月~2017年
5月经临床确诊的7例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线粒体脑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例经肌活检证
实，2例经线粒体基因测序检查证实。

2.2 一般检查
7例患者行简易乳酸运动试验，6例患者静息状
态下、运动后即刻、运动后15 min血乳酸水平均高于
正常参考值。3例患者行脑脊液生化检查，1例脑脊液
氯下降，蛋白升高，1例葡萄糖升高，氯下降，1例无阳
性发现。

1.2 方法
1.2.1 一般检查 简易乳酸运动试验7例，脑脊液生化
检查3例。
1.2.2 MRI检查 采用Siemens 3T超导MR机，轴位快
速自旋回波序列（TSE）T1WI（TR400 ms，TE8.9 ms）、
T2WI（TR4000 ms，TE100 ms），冠状位水抑制T2WI
序列（FLAIR）（TR9000 ms，TE111 ms，TI2500 ms），扩
散 加 权 成 像 （DWI） （ TR5800 ms， TE100 ms, b值 0，
1000），多体素磁共振波谱成像（MRS）（TE135 ms）。
增强扫描采用钆喷酸葡胺，增强后行矢状位、轴位、
冠状位扫描。
1.2.3 图像分析 由两位有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分析
病变的MRI表现特点进行分析，包括病变的部位、分
布特点、信号特点、扩散是否受限、磁共振波谱成像

2.3 MRI表现特点
6例患者脑部MRI显示为双侧大脑半球受累，
1例病灶位于一侧大脑半球，累及额叶4例，颞叶6例，
顶叶6例，枕叶4例，基底节区2例，小脑2例；3例皮层
受累为主，4例皮层及皮层下白质区均受累；1例出现
软化灶及脑萎缩；病变区MRI信号特点为T1WI稍低
信号，T2WI、FLAIR稍高信号，边界不清，软化灶为
T1WI明显低信号、T2WI明显高信号；6例患者行多体
素MRS检查，5例局部病变区可见乳酸峰；5例患者行
扩散加权成像，局部病变区可见不同程度扩散受限；
2例患者行增强扫描，病变区呈脑回样强化（图1，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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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病例2MRI表现
A: 右顶叶病变区T1WI稍低信号(黑箭头所示区域); B: 右顶叶皮层病变区T2WI高信号(黑
箭头所示区域); C: 冠状位FLAIR右侧顶叶皮层病变区高信号, 边界不清(黑箭头所示区
域); D: 右顶叶皮层病变区MRS见倒置乳酸峰, (Cr+Cho)/NAA比值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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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7例患者的临床及MRI表现特点
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主诉

血乳酸
组合

脑脊液
生化

病例1

女

27

反复四肢抽搐6年，
再发5 d

升高

正常

病例2

男

29

反复发作性肢体抽
搐20年，加重5 d

升高

葡萄糖↑ 氯↓

13

发作性抽搐6年，再
发3周

升高

-

发作性肢体抽搐
31年，视物不清3年，
再发16 d

升高

氯↓ 蛋白↑

病例3

女

MRS
乳酸峰

其他

有

增强扫描脑
回样强化

有

肌活检（+）

-

有

线粒体基因
测序符合线
粒体疾病

双侧颞、顶、枕叶皮层及皮
层下白质区

轻度扩散受限

-

基因诊断确
诊

双侧额、颞、顶、枕叶皮层

轻度扩散受限

无

增强扫描皮
层强化

病变部位
右额、颞叶，双侧顶叶皮
层、左侧小脑半球受累
右顶叶皮层
双侧额、颞、顶、枕叶、基底
节区、右侧小脑半球，灰白
质均受累，出现软化灶、脑
萎缩

DWI
右额颞叶、左顶叶
病灶轻度扩散受限
-

病例4

男

33

病例5

男

21

发作性肢体抽搐2月
余，反应迟缓2周

升高

-

病例6

女

22

反复肢体抽搐，意识
不清1年

正常

-

双侧颞叶、左侧枕叶皮层
及皮层下白质区

轻度扩散受限

有

-

病例7

女

39

发作性四肢抽搐伴
意识不清3月

升高

-

左颞顶叶，右顶、双额、双
基底节

轻度扩散受限

有

肌活检（+）

(-): 未进行该检查.

以及肌阵挛性癫痫伴破碎红纤维，本组收集的7例患

3 讨论
线粒体脑肌病是线粒体DNA点位突变引起细胞

者均以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并伴有中枢神经系

内能量产生障碍的遗传性疾病，为家族性母系遗传，

统的卒中样损害，属于MELAS亚型，有长期反复发

线粒体基因点突变导致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异常是线

作的癫痫病史，易与癫痫持续状态、脑炎等疾病混

粒体脑肌病的主要病因 。线粒体的主要功能是产

淆。脑脊液生化检查在与脑炎等疾病的鉴别诊断中

生ATP和活性氧，调节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和细胞凋

有一定鉴别意义，线粒体脑肌病患者脑脊液生化检

亡 。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异常可导致多系统病变，其

查多无阳性发现。简易乳酸运动试验在线粒体脑肌

中脑和肌组织线粒体含量丰富，最易受累，二者同时

病的初步筛查中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

[1]

[10]

发病时成为线粒体脑肌病 。有研究在1例女性患者

线粒体脑肌病各亚型的中枢神经系统表现不

肌肉活检中，发现了异常线粒体，首次报道了线粒体

同。常见的MELAS主要表现为不符合血管分布区的

肌病 。目前基因学监测及肌肉活检为诊断线粒体

卒中样脑皮质损伤，后部常见，“转位蔓延”（即出现、

脑肌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受限于客观条件及有创性，

消失、在其他部位再现）为典型表现[3]，DWI急性期病

影像学检查尤其是MRI检查在线粒体脑肌病诊断中

变区扩散受限，60%~65%的患者在MRS1.3 ppm处可

具有重要作用 。

见乳酸“双峰”，在脑脊液、外观正常脑组织MRS也可

[7]

[21]

[4]

由于组织对能量依赖程度不同及mtDNA突变的

见乳酸峰升高[18]。MELAS综合征患者多反复发作，

异质性和阈值效应，线粒体脑肌病临床表现的差异

新旧病灶可并存。有研究对15例MELAS综合征患者

很大 。有研究从临床病理特点出发，将线粒体脑肌

MRI随访分析发现MELAS患者在卒中样发作的急性

病分为慢性进行性眼外肌麻痹、肌阵挛性癫痫伴破

期（30 d内）以及发作后（30~60 d）、缓解期（>60 d）脑内

碎红纤维、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中毒以及MELAS、

的病变范围、DWI以及MRS表现并不相同，在发作后

Leigh综合征、Kearns-Sayre综合征、Leber遗传性视神

（30~60 d）病变范围可出现扩大或迁移，不同时期病

经病等多个亚型，其中以MELAS、慢性进行性眼外

灶 可 以 共 存[14]； 在 急 性 发 作 期 DWI等 或 高 信 号 ，

肌麻痹较常见[22]。线粒体脑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复

ADC图信号增高，这与急性缺血性梗死相反，而在缓

杂多样，常见神经系统表现有卒中样发作、癫痫、肢

解期ADC图信号下降。本组7例患者均出现双侧大

体肌无力、肌阵挛、眼外肌麻痹、视神经病、偏盲、听

脑半球不符合血管分布区的病变区，以多部位受累

力丧失、共济失调等[7]。

为主，根据病变的轻重不同表现为仅皮层受累或皮

[13]

线粒体脑肌病所致的癫痫发作最常见于

层及皮层下白质区均受累，损伤较重患者1例，出现

MELAS综合征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卒中样损害时

软化灶及脑萎缩。5例患者DWI可见病变区轻度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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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在高b值DWI呈脑回样稍高信号，ADC减低。
6例 多 体 素 MRS检 查 患 者 5例 病 变 区 可 见 乳 酸 峰 。
7例患者均符合MELAS亚型线粒体脑肌病的中枢神
经系统损伤表现，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的癫痫发作，
易于与其他以癫痫发作为临床表现的肌病混淆，容

http://www.j-fzyx.com

评价[J].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 2006, 22(6): 822-5.
[10] Friedman SD, Shaw DW, Ishak G, et al. The use of neuro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mitochondrial disease[J]. Dev Disabil Res Rev,
2010, 16(2): 129-35.
[11] Ito H, Mori K, Kagami S. Neuroimaging of stroke-like episodes in
MELAS[J]. Brain Dev, 2011, 33(4): 283-8.

易误诊。由于MELAS患者就诊的时间及中枢神经系

[12] Weiss D, Brockmann K, Nägele T, et al. Rapid emergence of

统损伤的时期不同，MRI表现多不典型，与自身免疫

temporal and pulvinar lesions in MELAS mimicking Creutzfeldt-

性脑炎、缺血性卒中等肌病也容易混淆，临床需详细

Jakob disease[J]. Neurology, 2011, 77(9): 914-8.

询问病史，结合各种辅助检查综合评估，对可疑病例

[13] Tzoulis C, Bindoff LA. Serial diffusion imaging in a case of

应尽早行血乳酸检查、MRI检查，以及肌肉活检或基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lactic acidosis, and stroke-like

因检测明确诊断，以避免误诊误治，影响预后。
目前MELAS的治疗主要为对症和支持治疗，以

episodes[J]. Stroke, 2009, 40(2): e15-7.
[14] 朱雅馨, 张思裕, 杨 笛, 等. MELAS综合征的随访MRI分析[J].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2016, 46(07): 503-6, 512.

及有氧训练、饮食控制等方法，可以减轻患者症状及

[15] 郭章宝, 叶茂斌, 陈 博, 等. 6例线粒体脑肌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

发作次数。应用多种抗氧化剂、维生素及辅因子，即

中 样 发 作 的 临 床 分 析[J].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医 学 版 , 2013,

线粒体脑肌病的鸡尾酒疗法，亦取得一定疗效。

42(02): 207-11.
[16] 刘 玥, 王 岩, 彭 芸, 等.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中枢神经系统CT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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