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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平衡障碍的研究进展

岑姗姗陈彪

平衡障碍与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和肌僵直共为帕金森

病四主征，是病程进展到Hoehn．Yahr(H&Y)3级的指征，也

是导致患者功能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临床上以平衡障碍一步态异常为主要症状的帕金森病患者往

往具有病程进展较快，出现抑郁、认知障碍、跌倒及残疾的概

率较高的特点。虽然跌倒等平衡障碍的症状常在病程晚期

出现，但是既往研究发现在帕金森病早期亦可以出现身体摇

摆异常，即轻度的平衡功能失调，并随着病程的进展逐渐加

重，增加发生跌倒的风险。1 J。当然，早期出现的平衡功能异

常也可能预示着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的出现，如核上性眼肌麻

痹、多系统萎缩和路易体痴呆。在临床实践及科研工作中，

人们常常忽略帕金森病的平衡障碍，因此，我们就帕金森病

平衡障碍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机制、相关影响因素及检测

方法作一综述。

一、流行病学

悉尼的一项多中心帕金森病长期纵向随访研究显示了

自诊断帕金森病起，34％的患者2年内出现平衡不稳及平衡

反射异常，即H&Y 3级；10年后，71％的幸存患者出现平衡

障碍；在15年后进行随访时，幸存患者中有92％诉有平衡

异常；20年后进行随访时，仅1例患者仍处于H&Y 2级∞j。

通过一些更加客观的检测方法也发现了早期帕金森病患者

存在的轻度平衡功能异常。有学者发现H&Y 2级的帕金森

病患者转身时存在平衡调节障碍。3J。新诊断的未服药的帕

金森病患者存在平衡摇摆异常M1。存在黑质超声异常的帕

金森病高危人群亦表现为轻度的平衡摇摆异常‘5J。因此，在

帕金森病早期，患者可以出现轻度平衡功能异常，随着病程

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逐渐出现明显的平衡不稳症状，甚至发

生跌倒，导致骨折和致残。

二、机制

帕金森病是累及多系统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虽然黑质纹

状体多巴胺能细胞凋亡是导致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主要原

因，但平衡障碍并不能仅用多巴胺缺失来解释。众所周知，

在临床实践中，美多巴无法缓解或只能部分缓解帕金森患者

的平衡障碍症状。应用PET研究也发现黑质细胞凋亡与运

动迟缓关系密切，但与姿势平衡却关系不大。这让研究者们

不得不进一步探索帕金森病平衡障碍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

虽然导致平衡不稳的原理复杂，机制尚未明了，但通过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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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我们已渐渐了解到，帕金森病平衡障碍的发生可

能与脚桥核(pedunculopontine／'uic]eus)以及大脑皮质的胆碱

能通路有关。

平衡反射有2种方式：(1)自主姿势反应(automatic

postural reaction，APR)：通过平衡调控系统整合视觉、本体

觉、前庭的感觉信息来维持姿势平衡；(2)预先姿势调整

(anticipatory postural adjustments)：人体在运动或受到干扰前

自行调节姿势平衡。帕金森患者的这两种平衡反射均受损。

在解剖学定位方面，脚桥核被认为是脑干的主要运动调

控区域，与步态、姿势平衡有密切联系。由脚桥核发出的胆

碱能神经纤维分别投射至丘脑、小脑、脑干其他核团、基底节

和脊髓‘61。动物研究中发现经药物或电刺激脚桥核可引起

运动行为，而毁损脚桥核后会出现以平衡不稳、运动迟缓为

主的帕金森样症状‘71。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由于多巴胺并不

能缓解或只能部分缓解平衡不稳症状，故而猜测可能是因为

多巴胺仅作用于黑质纹状体系统，却无法改善经由脚桥核及

其联系纤维所调控的姿势平衡异常，并且该通路由乙酰胆碱

能介导而并非多巴胺能。一项关于帕金森病平衡不稳的机

制研究，运用PET的方法，观察到帕金森患者进行静态姿势

平衡任务时APR异常与丘脑乙酰胆碱能含量下降有关，而

皮质的乙酰胆碱以及纹状体多巴胺均没有差异，推测帕金森

病患者经由感觉信息整合的平衡反射异常可能与脚桥核上

行投射到丘脑的胆碱能通路有关。然而脚桥核作为低级中

枢，仅仅在进行静态姿势平衡任务时发出胆碱能神经纤维将

整合的感觉信息投射至丘脑，从而协调姿势平衡；而在进行

动态姿势任务时，所涉及的平衡调控系统更加复杂，需要更

高级皮质功能如关注的参与，可能与大脑皮质胆碱能系统有

关¨o。在出现跌倒的帕金森病患者中亦发现了相似结论，跌

倒患者丘脑胆碱能分布明显减少，而黑质纹状体多巴胺没有

明显差异。给予胆碱酯酶抑制剂后可以减少帕金森病患者

近一半的跌倒次数。91。关于脑深部电刺激(DBS)的研究亦

发现刺激双侧脚桥核可以缓解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和平衡

异常‘1⋯，但是该结论尚需更多DBS的相关研究来证明。

除此之外，小脑也参与了姿势的平衡调控。有学者通过

研究发现小脑蚓部损伤会导致严重的平衡障碍。通过弥散

张量磁共振成像发现了小脑中间部位和脚桥核之间存在纤

维联系，因而推测可能通过小脑至中脑被盖的投射纤维，经

由脚桥核影响丘脑从而协调人体平衡⋯J。然而关于小脑和

脚桥核调节平衡的独立或协同作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帕金森病的平衡障碍也存在一些自身代偿。中轴

性肌张力增高可能是帕金森病患者防止摔倒的代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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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身体前屈和侧弯也可能是帕金森病患者维持平衡的自

我代偿。在研究中应注意尽量避免这些混淆因素。

三、与帕金森病平衡障碍相关的因素

1。多巴胺：左旋多巴是治疗帕金森病的一线用药，对于

肌僵直和运动迟缓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否可以改善帕

金森病患者出现的平衡不稳症状并未达成一致。Nova等¨引

的研究用Berg和统一帕金森病评估量表(UPDRS)一Ⅲ评价

平衡功能，发现左旋多巴对平衡障碍有所改善。然而另有学

者应用客观的检测方法发现左旋多巴反而会加重帕金森病

患者的平衡摇摆异常¨“。另外，针对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

研究显示左旋多巴对早期患者的平衡摇摆有所改善‘“o。

Revilla等u 5J的研究发现，对于晚期没有出现跌倒和异动症

的帕金森病患者，左旋多巴可以使平衡摇摆的指标下降，改

善平衡障碍，但是对于伴有跌倒和异动症的晚期患者，左旋

多巴反而会加重平衡不稳。这些矛盾结论可能是因为帕金

森患者的选择以及检测手段不同所导致的，但可以肯定的

是，左旋多巴对帕金森患者平衡异常的疗效确实远不如肌僵

直和运动迟缓的效果，这也间接说明了平衡障碍的产生可能

涉及多巴胺以外的神经传导通路。

2．认知：随着学者们对帕金森病认知研究的深入，发现

帕金森病早期可以出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ngnitive

impairment)，而近年来，认知与步态一平衡功能的联系又成为

了研究的热点话题。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走路与维持姿势并非完全的自动化过程，是需要高级认

知功能参与的。在帕金森病的研究中，学者发现以步态一平

衡障碍症状为主的患者更易合并认知功能障碍，且二者都随

着病程的进展而逐渐加重，也都对左旋多巴治疗不敏感。于

是，我们不难猜想步态一平衡与认知功能间可能有所联系。

目前的研究提示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帕金森病患者步

态一平衡量表的分值更高，与没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相较

平衡功能更差¨“。关于认知不同功能域的研究结果提示了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和关注(attention)与步态及姿

势平衡关联密切017 3。Amboni等¨副的研究发现，帕金森病患

者的平衡功能异常与视空间觉明显相关。另外，有研究提示

早期未服药帕金森患者的大脑皮质胆碱能水平降低，尤以枕

叶皮质为著(Broadmannl8区)，帕金森患者的尸检研究也有

相同发现，认为楔叶是皮质胆碱能缺失最显著的区域。1⋯。

这些结论可能意味着除了额叶，后部大脑皮质以及视觉信息

传导整合通路也可能参与了姿势平衡的维持。

3．快速动眼期睡眠行为障碍(RBD)：RBD作为帕金森

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广泛受到关注Ⅲo，国外的纵向研究发现，

RBD患者罹患帕金森病的概率10年高达40％一65％。动

物实验中发现脚桥核与RBD存在联系，并推测脚桥核可能

导致了快速动眼期肌张力异常和运动过多怛“。在人群研究

中发现，PD—RBD患者多为非震颤为主型，更易跌倒，易出现

抑郁及认知障碍，药物治疗效果也较差，故而推测RBD可能

存在平衡障碍。2“。然而，Benninger等’2刮对PD-RBD和PD—

nRBD患者进行研究，并未发现两组间步态及平衡功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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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否认了帕金森病患者中RBD与平衡功能间可能存在

关联。另一项针对特发性RBD患者的研究发现，RBD患者

除有显著的嗅觉、颜色辨别异常外，还有运动速度减慢。最

近的研究发现了RBD患者存在轻度步态异常，如步速减慢、

运动节律改变、步幅和摆臂异常等’24 J。但目前尚无关于特

发性RBD患者的平衡功能研究。

4．其他：维生素D对于神经退行性变化的调控有着必

不可少的作用，人脑是除肾脏外具有1一羟化酶和维生素受体

的器官，尤其在海马和黑质含量较高。最新研究结果提示帕

金森病患者血中25．羟基维生素浓度较健康人低，并且与平

衡障碍、冻结和姿势异常明显相关ⅢJ。另有学者发现帕金

森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平衡障碍和步态异常的症状更重，并

且与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缺失并无关联旧⋯。帕金森病合并

嗅觉减退患者的运动障碍类型(震颤一僵直型和平衡不稳一步

态型)没有明显差异。在关于帕金森病抑郁的研究中发现，

抑郁和步态改变是有关联的，甚至在帕金森病早期，轻度抑

郁和步态异常已显著相关旧“，但目前尚无抑郁和平衡障碍

的相关研究报道。

四、检测方法

临床上检查平衡功能常用量表或计时方法来评价受试

者做运动任务时的情况，如UPDRS一Ⅲ、Berg、Tinetti和起立

行走实验(timed up—and-go test，TUG)等。但是量表的主观

判定往往存在较大的结果偏倚，无法用于检测轻度平衡功能

异常，也无法区分平衡功能异常的类型，这对于研究平衡障

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动态观察疾病进展和早期筛查十分不

利。TUG是简便易行的检查方法，计时起立行走的时间，结

果比量表测评更加可靠。但是在进行起立转身行走运动时，

不能排除步态对于平衡的影响，因此，TUG并不适用于单纯

研究平衡功能。

相对客观的检查方法可以更加敏感、特异地评价平衡功

能，探索其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发现早期患者的平衡功能

异常，甚至可能用于高危人群筛查。目前广泛用于研究的客

观检测方法是姿势描记(posturography)。姿势描记可以测量

受试者站立时的平衡摇摆，又分为动态姿势描记和静态姿势

描记。虽然动态姿势描记能够较准确地检测身体摇摆以及

感觉系统与平衡调控问的关系，对于平衡障碍的病理生理机

制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但是该设备体积过大，操作复杂，造价

高昂，无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及普查。与动态姿势描记不同，

在进行静态姿势描记时，受试者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并尽

量保持站立姿势平衡，然后通过测力板(force plate)测量足

底压力中心(center of foot pressure)或者通过后腰部佩戴的

加速度感应器(accelerometers)来检测平衡摇摆(postural

sway)。身体佩戴的感应器与测力板相比较更加经济、方便、

实用。Whitney等12引的研究表明身体佩戴感应器与测力板

所检测指标有明显相关性，因而，身体佩戴感应器有望替代

测力板，从而使平衡功能的客观检查更加便捷。Mancini

等f29 o研究了身体佩戴感应器的敏感度和重测信度，显示了

身体佩戴感应器的检测指标可以敏感地发现未经治疗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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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帕金森患者的平衡功能异常，并有着良好的重复测量信

效度，可以作为平衡功能的客观检测方法应用于早期患者的

平衡功能筛查。该研究学者在1年后进行随访。41，发现身体

佩戴感应器所检的某些指标能够反映疾病进展，与之相较，

UPDRS．111并不能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意味着身体佩戴

感应器可能可以用于疾病病程的动态监测。目前，改良的静

态姿势描计可以通过闭眼减少视觉反馈、更换脚踏面质地改

变本体觉反馈，也可以进行双任务检查。但是该检测方法尚

存在一些问题：(1)身体佩戴感应器所记录的指标中，哪一

指标最敏感并未得出一致结论；(2)该方法敏感度较强，但

特异度不高，除帕金森病外，老年、精神病、卒中、前庭功能障

碍等都会出现静息态平衡摇摆的异常。

五、总结

目前，关于帕金森病平衡障碍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

展，不仅发现了帕金森病早期即存在亚临床的轻度平衡功能

失调，亦发现了脚桥核相关乙酰胆碱能通路以及大脑皮质在

平衡反射调控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总体来看，针对帕

金森病平衡障碍的研究还是相当不足。在机制研究方面，脚

桥核和大脑皮质在不同平衡反射类型中发挥的作用尚需探

讨，小脑在平衡调控中的独立或与脚桥核的协同作用也应进

一步进行深入研究。在平衡障碍影响因素方面，平衡功能与

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如嗅觉障碍、抑郁、RBD、认知功能障

碍等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RBD涉及的蓝斑核与脚桥

核同属脑干核团，二者之间是否可能存在相互联系也应进行

探讨。另外，我们应尽快开展针对帕金森病前驱期高危人群

的平衡功能研究。富含亮氨酸的重复激酶2(LRRK2)基因

突变体是帕金森病的风险基因之一，国外的新近研究已提示

携带LRRK2G2019S基因突变体的健康人群有轻微的步态改

变，如步幅、频率的变化。3⋯，使得人们对于原本认为应该在

病程晚期出现的步态异常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们应该在

携带帕金森病风险基因、存在环境暴露因素或者表现有帕金

森病非运动症状的高危人群中进行平衡功能的研究，以期对

帕金森病的平衡功能异常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可能对帕金

森病的早期筛查、与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的鉴别、预后的评估

乃至治疗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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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经科杂志论文再度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项目

继在中华神经科杂志发表的文章被选人2012年度中国

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即F5000)项目之

后，现又有20篇文章人选2013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

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项目(表1)，其中有部分文章与2012

．消。息．

年度入选者重复。这是一批具有高影响力、高被引频次的论

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的神经病学学术界的科研水

平。在此，我们向这些入选作者及其单位表示衷心的祝贺!

表1 2013年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项目的20篇论文

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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