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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血尿酸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哉粤冤水平尧血尿酸肌酐比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 辕 糟则藻葬贼蚤灶蚤灶藻 则葬贼蚤燥泽袁哉粤 辕 悦则冤与帕金森病渊孕葬则噪蚤灶泽燥灶爷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孕阅冤运动分型及病情的相关性遥 方法院将 圆园员源要圆园员缘 年本院住院的 孕阅 患者 苑苑 例为实验组袁另 苑苑 例性别尧年龄匹配的

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袁比较两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水平的差异遥 将实验组依照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渊哉孕阅砸杂冤分为两组袁其中以震

颤为主型渊贼则藻皂燥则 凿燥皂蚤灶葬灶贼袁栽阅冤圆远 例袁姿势异常步态障碍为主型渊责燥泽贼怎则葬造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早葬蚤贼 凿蚤枣枣蚤糟怎造贼赠袁孕陨郧阅冤缘员 例袁比较两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水平的差异遥结果院实验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显著低于对照组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孕陨郧阅 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显著低于 栽阅 组遥结论院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是 孕阅 的危险因素袁同时也可作为其区分运动分型的生物学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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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渊孕葬则噪蚤灶泽燥灶爷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孕阅冤又称震颤麻

痹袁其典型 源 大特征院表现为静止性震颤尧肌强直尧

运动迟缓和姿势步态异常遥 根据其发病年龄袁临床
特征可分为震颤为主型渊贼则藻皂燥则 凿燥皂蚤灶葬灶贼袁栽阅冤及姿

势异常步态障碍为主型渊责燥泽贼怎则葬造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早葬蚤贼 凿蚤枣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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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圆鄄员缘园苑鄄园猿

心肌梗死尧外科手术遥 另 苑苑 例性别尧年龄匹配的健

康体检者为对照组袁排除标准同 孕阅 组袁同时除外确

诊的神经系统疾病遥 两组性别尧年龄无统计学差异袁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本地居民袁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
相似袁所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孕阅 组男 源员 例袁

枣蚤糟怎造贼赠袁孕陨郧阅冤袁之前的研究表明 栽阅 型患者有良好预

女 猿远 例袁年龄 源猿耀苑怨 岁袁平均渊远怨援圆怨 依 员援园圆冤岁袁病

缩 较 栽阅 明 显 袁 单 光 子 发 射 计 算 机 断 层 成 像

予以 哉孕阅砸杂 评分袁 分为震颤评分和非震颤评分两

遥 尿酸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哉粤冤既是铁螯

患者被归为 栽阅袁 共 圆远 例曰 反之袁 若患者非震颤评

后及较高的生活质量咱员原圆暂遥 孕陨郧阅 运动功能区灰质萎

渊杂孕耘悦栽冤发现 孕陨郧阅 的脑血流灌注在前扣带回和视
觉皮质显著减少

咱猿原源暂

程 园援缘耀愿 年遥 入组标准为院所有 孕阅 患者停药 员圆 澡 后

部分袁若患者震颤评分逸非震颤评分的 圆 倍袁则该

合剂也是抗氧化剂袁它可清除氧自由基尧过氧亚硝

分 逸 震 颤 评 分 的 圆 倍 则 归 为 孕陨郧阅 组

细胞袁进而延缓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 遥 本研究旨在

圆援缘 级为中度袁猿耀缘 级为重度咱远暂遥

基阴离子及羟基自由基袁抑制 阅晕粤 损伤袁保护神经
咱缘暂

探讨 孕阅 与健康对照及 孕阅 不同运动分型的 哉粤袁尿

酸 辕 肌酐比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 辕 糟则藻葬贼蚤灶蚤灶藻 则葬贼蚤燥泽袁哉粤 辕 悦则冤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苑苑 例 孕阅 患者均来自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病例袁

遥 按

咱员暂

匀燥藻澡灶驭再葬澡则渊匀鄄再冤分级袁其中 员耀员援缘 级归为轻度袁圆耀

员援圆

方法

所有受试对象均采用早晨空腹抽取肘正中静

脉血 源 皂蕴袁应用日本日立公司 砸蕴苑 远园园 公司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测定血 哉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 员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郧则葬责澡鄄

由 圆 位高年资医生袁 严格按照英国伦敦脑库 孕阅 诊

责葬凿远援园 软件作图袁计量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

除确诊 孕阅遥 排除标准院化学药物尧创伤尧脑血管病及

贼蚤糟 回归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断标准渊哉运 孕阅 月则葬蚤灶 月葬灶噪 悦则蚤贼藻则蚤葬冤进行诊断袁均排

其他病因所致的 孕阅 并进一步排除合并肾功能不

全尧肿瘤尧痛风尧素食者袁排除服用影响 哉粤 水平的药
物如利尿剂尧抗精神病药物袁排除近 猿 个月患卒中尧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渊月运圆园员源员圆缘源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皂葬蚤造院赠怎造蚤葬灶早澡葬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表示袁两两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多因素分析应用 蕴燥早蚤泽鄄
圆

圆援员

结

果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孕阅 组 苑苑 例袁健康对照组 苑苑 例袁其中 栽阅 组 圆远 例袁

男 员缘 例袁女 员员 例遥 轻中度组 猿苑 例袁重度组 源园 例遥

窑员缘园愿窑

南

京

医

科

孕阅 组 哉粤 渊圆愿缘援怨园 依 员员援园源冤滋皂燥造 辕 蕴 与健康对照组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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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圆缘缘袁孕越园援愿园冤袁哉粤 辕 悦则 与对照组相比亦无统计学差

哉粤 渊猿缘猿援缘园 依 苑援猿远冤滋皂燥造 辕 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贼越

异渊贼越园援怨远袁孕越园援猿源冤遥 就疾病严重程度而言袁重度组

辕 悦则渊贼越缘援远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健康对照组及 孕阅 组男性 哉粤

哉粤 辕 悦则 也显著低于轻中度组渊贼越愿援圆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缘援园怨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孕阅 组 哉粤 辕 悦则 低于健康对照组 哉粤
高于女性 哉粤袁且男性 哉粤 辕 悦则 高于女性渊表 员冤遥

圆援圆

不同运动分型及不同 匀鄄再 分级 孕阅 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孕陨郧阅 组 哉粤 低于 栽阅 组 渊贼 越源援远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

孕陨郧阅 组 哉粤 辕 悦则 低于 栽阅 组渊贼越苑援猿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但

栽阅 组 哉粤 与对照组 哉粤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贼越
表员

观察指标
男 咱灶渊豫冤暂
年龄渊岁冤
哉粤 渊滋皂燥造 辕 蕴冤
男
女
哉粤 辕 悦则
男
女

健康对照组渊灶越苑苑冤
源圆渊缘源援缘缘冤
园远愿援圆苑 依 园援愿园
猿缘猿援缘园 依 苑援猿远
猿怨园援圆园 依 愿援员猿吟
猿园怨援源园 依 愿援员猿
园园缘援源怨 依 园援园怨
园园缘援愿猿 依 园援员圆吟
园园缘援园愿 依 园援园怨

匀鄄再渊猿耀缘 级冤哉粤 低于轻中度组渊贼越苑援园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
圆援猿

应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病情相关预后因素

结 果 发 现 哉粤 渊韵砸院园援怨苑袁怨缘豫 悦陨院园援怨缘 耀园援怨怨冤袁

哉粤 辕 悦则渊韵砸院园援员缘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园源耀园援缘猿冤与 孕阅 疾病严重

程度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多巴胺剂量渊韵砸院圆援源怨袁怨缘豫悦陨院
园援园缘耀员员猿援苑源冤袁病程渊韵砸院园援怨怨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怨远耀员援园圆冤与
孕阅 疾病严重程度无相关遥

研究对象临床资料对比情况
孕阅 组渊灶越苑苑冤
源员渊缘猿援圆源冤
园远怨援圆怨 依 员援园圆
圆愿缘援怨园 依 员员援园源鄢
猿圆愿援源园 依 员猿援猿源鄢吟
圆猿苑援缘园 依 员源援源远鄢
园园源援缘猿 依 园援员源鄢
园园源援怨猿 依 园援员怨鄢吟
园园源援园愿 依 园援员怨鄢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女性比较袁吟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 栽阅 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猿

讨

栽阅 组渊灶越圆远冤
员缘渊缘苑援苑园冤
园远愿援苑猿 依 员援源猿员
猿源怨援缘园 依 员缘援愿源
猿苑远援圆园 依 员远援苑苑
猿员猿援园园 依 圆远援苑猿
园园缘援远远 依 园援员愿
园园缘援怨园 依 园援圆源
园园缘援猿缘 依 园援圆缘

孕陨郧阅 组渊灶越缘员冤
圆远渊缘园援怨愿冤
园远怨援缘苑 依员援猿远源
圆缘猿援缘园 依 员圆援源园裕
猿园园援愿园 依 员远援缘愿裕
圆园源援圆园 依 员圆援缘源裕
园园猿援怨远 依 园援员源裕
园园源援猿苑 依 园援圆园裕
园园猿援缘圆 依 园援员远裕

功能影像研究显示 孕阅 患者纹状体腹侧部多巴胺及

论

研究表明袁 氧化应激导致 孕阅 多巴胺能神经元

调亡袁 有文献报道 哉粤 在 孕阅 的发病机制中通过清

葡萄糖代谢降低袁尤其在 孕陨郧阅 患者中袁随着病情进

展袁在尾状核尧豆状核处更明显咱员远暂遥 这项研究也与本

研究相一致袁孕陨郧阅 较 栽阅 有更严重的运动功能障

除自由基抑制氧化应激袁 降低 孕阅 多巴胺能神经元

碍遥 静止性震颤往往对多巴胺治疗不敏感袁但脑深

发现 哉粤 亦与 孕阅 非运动症状相关

点对震颤疗效显著遥 证明 孕阅 患者静止性震颤起源于

凋亡袁进而延缓 孕阅 患者运动症状进展袁但近年研究
遥 因此本研究

咱苑原员园暂

通过比较 孕阅 患者尧 健康对照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变化

部电刺激对 栽阅 震颤治疗有效袁 特别是丘脑底核靶
小脑原丘脑原皮质环路而不是基底神经节咱员苑暂遥 一些学

及不同病期的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变化袁 为 孕阅 的早期诊

者认为静止性震颤是 孕阅 患者对运动迟缓的代偿袁

者尿酸水平及 哉粤 辕 悦则 值均低于与其年龄尧性别相配

研究发现袁栽阅 组血 哉粤 及 哉粤 辕 悦则 值显著高于 孕陨郧阅

断及临床评估提供新思路遥 研究结果发现院淤孕阅 患
对的健康对照组遥 于孕阅 组男性尿酸水平高于女性
尿酸水平袁这与 杂澡藻灶 等

研究一致遥 盂本研究国内

咱员员暂

首次应用血清 哉粤 辕 悦则 研究 孕阅 不同病期之间的差

因此间接证明 栽阅 患者存在神经保护物质

遥 本

咱员源袁员苑暂

组袁显示 哉粤 可区分其临床运动亚型袁同时血 哉粤 可

延缓 孕阅 运动症状进展遥

综上所述袁哉粤 对疾病的发病及进展有潜在保护

异袁 可以降低由性别及肾功能不同对结果的干扰袁

作用遥 目前的研究表明血清 哉粤 水平和血清 哉粤 辕 悦则

照组袁 病情轻中度组尿酸及 哉粤 辕 悦则 值高于重度组遥

区分不同运动分型提供新思路遥 然而还需要更多的

孕阅 组血清 哉粤 辕 悦则 显著低于性别与其配对的健康对

这与 孕则葬憎藻藻灶 等咱员圆暂研究吻合遥 这项结果表明尿酸对

孕阅 病情进展有保护作用袁 同时血清 哉粤 辕 悦则 在评估
孕阅 患者病情中较 哉粤 更好遥

孕阅 震颤的病因及病理生 理 机制 至今仍 不明

的监测与调控可能为 孕阅 的早期诊治尧 病情评估及
研究来验证这些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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