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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HA1 基因突变致少年型 Leigh 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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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gh 综合征（Leigh syndrome，LS）又称亚急性
坏死性脑脊髓病，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神经系统变
性病，绝大部分于儿童期发病，线粒体基因或核基
因突变均可发病，目前国内外已报道了 60 多种致病
基因［1］。Leigh 综合征根据发病年龄分为 3 型：新生
儿型、经典婴幼儿型和少年型［2］。PDHA1 基因突变
导致丙酮酸脱氢酶活性下降，
丙酮酸代谢障碍，
引起
乳酸酸中毒，
从而导致神经肌肉等多系统损害表现，
其中约 27%表现为 Leigh 综合征［3］。本文报道 1 例
PDHA1 基因突变所致的 8 岁 2 个月起病的平时无明
显症状的少年型 Leigh 综合征，并复习相关文献，以
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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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尿乳酸及丙酮酸增高；视频脑电图正常；头颅
MRI 提示延髓及小脑齿状核长 T1 长 T2 信号，Flair
高信号（图 1）。入院诊断：病毒性脑炎，予阿昔洛韦
抗病毒，甘露醇脱水降颅压等治疗，治疗后复查头
颅 MRI 提示延髓、右侧大脑脚及右侧基底节多个片
状稍长 T1 稍长 T2 信号，Flair 稍高信号。对比 2 次头
颅 MRI，延髓仍有病变，小脑齿状核病变消失，右侧
大脑脚及基底节出现新病变，原有病变部位的 T1、
T2 及 Flair 信号均较前减低，但患儿症状好转出院，
平时也无明显临床症状。

病例资料

第 1 次病程：患儿，男，8 岁 2 个月，因“间断发热
9 d，嗜睡 5 d”入院，住院期间抽搐 1 次，表现为意识
丧失，双眼上翻，牙关紧闭，四肢抖动，小便失禁，持
续 2~3 min 自行缓解。患儿系 G3P3，既往史、个人史
无异常；姐姐体健，哥哥外院诊断“烟雾病”，已手术
治疗。入院查体：神志清楚，反应淡漠，呼吸平，面
色正常，颈软，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
心肺腹未见异常，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脑膜刺激
征阴性，双侧巴氏征可疑阳性。辅助检查：血常规、
生化全套基本正常；EBV、HSV、支原体等病原学检
查阴性；脑脊液 WBC 2 个/μL，淋巴细胞比例 70%，
单核细胞比例 30%，脑脊液葡萄糖、蛋白正常；血尿
代谢筛查：血丙酰肉碱与乙酰肉碱比值增高（C3/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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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延髓 T2WI 高信号；B：
小脑齿状核 T2WI 高信号。

图1

B

患儿第 1 次病程的 MR T2WI 图像

第 2 次病程（20 个月后）：此时患儿 9 岁 10 个月，
因“发热 1 周，头痛 5 d”入院。入院查体：神志清楚，
反应尚可，呼吸平，面色正常，颈软，双侧瞳孔等大
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心肺腹未见异常，四肢肌力、
肌张力正常，脑膜刺激征阴性，双侧巴氏征阳性。
住院期间出现两次发作性意识障碍，伴有呼吸浅
促，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分别持续半天及 10 余分钟
缓解，当时测血糖正常。辅助检查：血常规、生化全
套、甲状腺功能 7 项、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基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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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静脉血气分析：pH 7.376，二氧化碳分压（PCO2）
19.9 mmHg，氧分压（PO2）37.8 mmHg，碱剩余（BE）
-11.3 mmol/L；血氨 32 μmol/L；乳酸 5.0 μmol/L；同
型半胱氨酸 15.4 μmol/L；血尿代谢筛查：血丙酰肉
碱与乙酰肉碱比值仍偏高（C3/C2 0.31），尿气相质
谱正常；脑电图正常；视力检查正常；眼底检查正
常；肌电图提示多发性周围神经源性损害肌电改变
（主要累及神经轴索，感觉神经著）；听觉诱发电位：
①ABRV 波阈值正常；②双侧脑干中枢性听路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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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延长；头颅 MRI 提示双侧豆状核及大脑脚、脑
干及小脑齿状核多发对称性异常信号子（图 2）；基
因检测提示 PDHA1 c.427G＞A 错义突变，母亲为杂
合子（图 3），最终诊断“Leigh 综合征”，予维生素 B1，
左卡尼汀、
辅酶 Q10 等能量支持治疗病情好转，
随访 6
个月暂无症状。
2

讨 论
Leigh 综 合 征 于 1951 年 首 次 报 道 ，发 病 率 约

B

A：
小脑齿状核对称性 T2WI 信号；
B：大脑脚对称性 T2WI 高信号；C：
苍白球对称性 T2WI 信号。

C

母亲

父亲

患儿

图 2 患儿第 2 次病程的 MR T2WI 图像

患儿 PDHA1 基因 c.427G＞A 错义突变，
母亲为杂合子，父亲正常。

图3

患儿及其父母基因检测结果

1/40 000［4］，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呼吸链复合物
（Ⅰ、Ⅱ、Ⅲ、
Ⅳ、
Ⅴ）以及线粒体转运 RNA 突变均可致
［5］
病 ，目前国内外已报道了 60 余种致病基因，包括线
粒体基因和核基因，
核基因突变占 90%，
其中 PDHA1
［1］
约占 10% 。Leigh 综合征的遗传方式有 3 种：
母系遗
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 X⁃连锁遗传。PDHA1 基因

为 X ⁃ 连 锁 遗 传 ，位 于 X 染 色 体 短 臂 22.1~22.2，
PDHA1 基因缺陷导致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活性下
降，酶活性下降比例与病情轻重直接相关。国内对
Leigh 综合征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对 PDHA1 基因
突变导致的 Leigh 综合征报道稀少，迄今为止，2008
年北大医院报道了 80 例患儿中仅有 1 例 PDHA1 基
因突变［6］；2017 年北京儿童医院报道 35 例患儿中有
3 例 PDHA1 基因突变［7］；2017 年广东省肇庆市第一
人民医院报道了 1 例以呼吸衰竭为表现的 PDHA1
所致 Leigh 综合征［8］。本研究中患儿为 PDHA1 基因
5 号外显子 c.427G＞A 核苷酸突变，导致 143 位氨基
酸由谷氨酸变为赖氨酸，从而影响蛋白质功能，该
位点暂无报道。其父亲该位点未见异常，母亲为杂
合子。
Leigh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差异较大，新生儿型一
般症状严重，多于早期死亡；婴幼儿型起病前智力
运动发育多正常，1 岁前起病多见，病情进展迅速，
多于 2 岁以前死亡；少年型最少见，症状通常不严
重。其临床表现为多系统受累，能量需求高的组织
受累明显，以神经系统损害症状为主，包括中枢神
经系统和周围神经，据报道 1 岁内起病者的首发症
状以发育落后、倒退和癫痫发作为主，而 2 岁以后起
病者常表现为肌张力障碍、复发性共济失调、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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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麻痹、眼睑下垂等［9］。由于 X 染色体的随机失活，
PDHA1 基因突变的女性可能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本
例患儿母亲为杂合子，无明显症状。而男性症状的
轻重与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活性下降程度有关。
Coughlin 等［10］曾报道 1 例的 2 岁 2 个月男性患儿的
症状轻微，
是由于存在嵌合体现象。而本例患儿 8 岁
2 个月起病，仅在 2 次感染后出现嗜睡、抽搐、头痛及
发作性意识障碍表现，且很快缓解，而平时无明显
临床症状，智力发育正常，无运动不耐受，推测其残
存的丙酮酸脱氢酶活性相对较高或可能也存在嵌合
体现象。本例患儿符合少年型 Leigh 综合征，
进展缓
慢，虽暂时无明显临床症状，但脑干已受累，呼吸中
枢易受影响，
应尽量避免感染而诱发急性发作。
Leigh 综合征典型的头颅 MRI 表现为双侧基底
节、丘脑、脑干对称性长 T1 长 T2 异常信号，此种影
像改变是 Leigh 的特征之一。其他常见受累部位为
小脑和延髓，可伴脑白质异常和脑萎缩。延髓和小
脑受累在核基因变异组多见，部分患儿在起病初期
影像改变可不对称。本例患儿延髓、小脑在第 1 次
病程即出现受累，与报道相符，且本例患儿病初的
MRI 改变也呈不对称性，误诊为“病毒性脑炎”，按
“病毒性脑炎”治疗后头颅 MRI 并无明显改善，只是
临床症状好转。20 个月后复查头颅 MRI 才符合
Leigh 样改变。故病初 MRI 表现可不典型，此时不能
排除 Leigh 综合征的诊断，需动态随访复查。
目前 Leigh 综合征尚无有效治疗方案，PDHA1
基因突变致病的 Leigh 综合征是少数可以干预的类
型。Van Dongen 等［11］提出 PDHA1 基因突变所致的
复发性共济失调或 Leigh 综合征，在 12 个月以上者
予大剂量维生素 B（>400
mg/d）治疗，反应较好；而
1
6 个月以下酸中毒及胼胝体发育不良者对大剂量维
生素 B1 治疗无反应。Jauhari 等［12］提出 PDHA1 基因
中 p.H44R、R88S、G89S、R263G 和 V389fs 突变为对
大剂量维生素 B1 治疗有反应，
同时报道了 1 例 9 个月
的 Leigh 综合征患儿予维生素 B（500
mg/d）治疗，临
1
床症状改善。本研究中患儿已予维生素 B1、左卡尼
汀、
辅酶 Q10 等对症治疗，
对延缓病情有一定的帮助。
本例 Leigh 综合征患儿发病年龄晚，平时无明
显临床症状，仅在 2 次感染后诱发症状，病初头颅
MRI 改变不典型，最终通过基因确诊。故对此类患
儿需长期随访，临床表现与头颅 MRI 改变不符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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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引起警惕，需定期复查头颅 MRI，有助于早期诊断
及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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