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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力杰，韩漫夫，白润涛，等.A 型肉毒素治疗卒中患者痉挛性

· 病例报告·

基底核生殖细胞瘤致肌张力障碍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个案报告
叶 晔1

廖志平 1

基底核区生殖细胞瘤（basal ganglia germinoma，BGG）

明确诊断，患者症状逐渐加重，半年前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颅内恶性肿瘤，发病率低，以往文献报道

确诊为“基底核生殖细胞瘤”，予以行化疗 1 次，放疗 2 次（具

较少，颅内生殖细胞瘤因病变的部位不同临床表现差异很

体不详），患者病情平稳后转入我院继续行康复治疗，患者白

大，位于基底核区表现为锥体束或锥体外系症状，如偏侧肢

天其他活动时不自主运动存在，而患者睡眠时消失，其临床

体活动受限，偏身感觉障碍、偏盲及言语不利等；以往研究往

体格检查未有明显差异。患者未有服用其他精神类及多巴

[1]

往集中于其临床表现、发病机制及放疗、化疗治疗的影响 ，

胺类药物，患者也无相关家族史。患者右手肌张力障碍（握

而对 BGG 所致的肢体功能障碍的康复报道较少，我们在肌

持功能减退，手指呈不自主做背伸屈曲动作，为动态痉挛，其

电 图 引 导 下 对 患 者 进 行 A 型 肉 毒 毒 素 (botulinum toxin

中以手背伸为主，同时其肘关节呈伸直状态）、足内翻、纹状

type A，BTXA)注射并结合个体化的训练，在解决 BGG 所致

体趾，
其他神经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

功能障碍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现报道如下。
2 评估方法
1

病例资料

头颅 MRI 左侧基底核及丘脑萎缩（图 1）。与患者手、足

患者，男，9 岁，患者于 1 年前无明显诱因下突然出现右

功能有关的评估：包括患者站立位姿势、1min 用筷子夹豆子

上肢不自主运动，控制障碍，之后患者从事持筷、持笔写字等

数 目 、6min 最 大 步 行 距 离 及 改 良 Barthel 指 数 评 估 、Fugl-

活动时受累，步行呈足内翻拇背伸步态，无口眼歪斜、无二便

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估等。结果如下：站立姿势下患者右

失禁。前往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不明，后于多家医院就诊，未

足拇背屈及足内翻明显，右手指及手掌呈不自主背屈，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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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头颅 MRI 示:左侧基底核及丘脑萎缩

体征平稳，
嘱患者注射处间断冰敷，
休息，
24h 伤口勿沾水。
5 结果
治疗后 2、4 周，患者整体行走姿势改善，踇背伸、内翻消
失、右手掌指不自主背伸屈曲运动减少。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后 1 天、2 周、4 周每分钟右手持筷子夹豆子数目、6min 最大
步行距离、改良 Bathel 指数评估治疗前及后 2 周、4 周得分、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治疗前及后 2 周、4 周得分，见
表 1。

活动下愈加明显。1min 夹豆子数目为 11 个、6min 步行距离
为 410m、改良 Bathel 指数评估为 95 分（扣分项目包括穿脱
衣、进食需要部分辅助），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 57 分（满
分 66 分，均因手指功能功能障碍及协调性障碍扣 8 分）。
3

肌张力评估
肌张力评估参考国内外文献[2—3]使用表面肌电图评估技

治疗前及后 2 周、4 周 sEMG 测定患者肘、腕关节被动状
态下原始肌电图信号，肌电信号逐渐降低，提示患者肌张力
降低。见图 2—3。
图中第 2 排 sEMG 信号与第 4 排 sEMG 信号为右手肘关
节关节被动状态下原始肌电图特点，治疗前屈伸均可见大量
异常信号，治疗后 2 周异常肌电信号减少，4 周后异常肌电信
号进一步减少。

术（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进行评估。

图2

仪器和材料：Mega ME6000 型肌电图仪(芬兰 Mega 公

肘关节被动屈伸下 sEMG 信号

司)，Ag/Agcl 电极，导电区直径 10mm，测试方法：选用 Ag/
Agcl 电极记录 sEMG 信号，电极位置为肱二、三头肌肌腹部，
右手前臂伸肌群、屈肌肌群肌腹，与肌纤维呈平行放置，电极
直径为 0.5cm，两电极的中心距离为 2cm，参考电极置于两记
录电极旁。嘱患者仰卧位，取自然放松态，检查者分别做患
者右侧肘关节及腕关节被动运动，同时运用 Mega ME6000
型肌电图仪分别记录患者肘关节、腕关节被动状态下肱二、
三头肌、前臂伸肌群、屈肌肌群的 sEMG 信号。图 2—3。
4

治疗后 2 周

治疗前

图3

治疗方法

治疗后 4 周

腕关节被动屈伸下 sEMG 信号

常规手及足功能康复训练，包括患侧上肢主动辅助及主
动训练、患侧上肢关节活动训练、患侧上肢取物训练及患侧
手指抓握与打开的训练等。足部训练包括患侧肢体肌力训
练、上下楼梯训练、步行训练等。主要以患侧训练为主，也包
括少量健侧辅助患侧的训练。
肉毒毒素注射：选择肌张力增加明显的肌肉，在肌电及
低频电刺激进行靶肌肉定位后，局部注射 BTX-A 冻干剂
(BOTOX®：Allergan Inc., Irvine, CA)，注射前用生理盐水稀
释至 100U/ml。注射按照《肉毒毒素治疗成人肢体肌痉挛中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治疗后 4 周

图中第 2 排 sEMG 信号与第 4 排 sEMG 信号为右手腕关节被动状态
下原始肌电图特点，治疗前屈伸均可见大量异常信号，治疗后 2 周异
常肌电信号减少，
4 周后异常肌电信号进一步减少。

国指南(2010)》[2] 及欧洲共识 [3] 建议的评估和治疗方法、剂量
以及注射部位进行，具体如下抽取 0.9%NS 3ml 溶解 300U 肉
毒素，定位右下肢内侧腓肠肌、外侧腓肠肌、比目鱼肌、胫骨
后肌、踇长伸肌，胫骨前肌，右上肢肱三头肌，桡侧腕屈肌、尺
侧腕屈肌、掌长肌、指长伸肌、拇长伸肌，消毒、进针，在电刺
激引导下，于上述肌肉分层多点各注射 25U、25U、30U、50U、
50U、20U、20U、10U、10U、10U、25U、25U。注射后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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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habi.com.cn

表 1 治疗前后患者功能评估情况
阶段
治疗前
注射后 1 天
注射后 2 周
注射后 4 周

1min 夹豆子 6min 步行 改良 Barthel Fugl-Meyer
数目（个） 距离（m)
指数
上肢运动功能
11
410
95
57
2
410
90
57
10
440
100
57
24
480
10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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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后，患者的右手肌张力及下肢肌张力障碍情况得到明显的改

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细胞肿瘤是常常位于松果体及下丘

善，患者的行走姿势发生明显改善，右手掌指不自主背伸、屈

脑区域的一种恶性肿瘤。其他不常见的区域包括基底核、丘

曲情况减少。有研究指出，局部注射 A 型肉毒素可引起远隔

[4]

脑、中脑、第四脑室等 。本病好发于儿童及年轻人，因病变

部位肌张力降低[11]，究其原因可能是严重部位的肌张力障碍

的部位不同临床表现差异很大，位于基底核区其首发症状以

缓解后，从而减轻了对其他部位的影响。综上所述，sEMG

锥体束或锥体外系的症状为主，无性早熟和内分泌改变。早

评估技术评估患者肌肉痉挛具有动态客观的特点，能够实时

期主要表现为一侧肢体进行性无力，行走不稳或肌张力高，

的反映患者肌肉痉挛的特点，对于指导临床治疗具有推广价

震颤、舞蹈样发作等典型基底核受损症状。本例患者呈右手

值，A 型肉毒素毒素注射结合个体化康复训练治疗基底核生

握持功能减退，手指呈不自主背伸屈曲，以背伸为主，同时其

殖细胞瘤所致肌张力障碍具有可行性，
值得参考。

肘关节呈伸直状态，右足内翻、拇背伸状态，其肿瘤主要在分
布于左侧基底核区如图 1，其引起一侧肢体肌张力异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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