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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空肠弯曲菌病与格林一巴利综合征
张茂俊张建中
【关键词】空肠弯曲菌；格林一巴利综合征
Ｃａｍｐｙｌｏｂ舵ｔｅｒｉ循ｉｓ锄ｄ
Ｍ∞一ｊＨｎ，

Ｇｕｉｌｌａｉｎ

Ｂａｒｒ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ｎ—ｚｈｏｎｇ．
ＧＤｍｍ“咒ｉ∞６跆Ｄｉｓ∞卵Ｃ＝Ｄ竹￡ｒ０Ｚ口咒ｄ

型神经病（ＡＭＡＮ）；运动、感觉均受累的称为急性运动、感觉

ｓｙｎｄｒ咖ｅ砑五州Ｇ

Ｎｎｔ主ｏｎⅡ王

Ｉｎｓｔｉｔｔ‘ｔｅ

加ｒ

性轴索神经病（ＡＭＡｓＮ）；以脱髓鞘病变和感觉障碍为特征
的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ＡＩＤＰ）；以面神经麻

Ｐ地跏￡ｉｏ他．Ｃｈｉ行豁Ｐ（≥咒￡盯
胁肼蚴卵ＧＤ咒加Ｚ口７ｚｄ Ｐ僧姗ｔｉＤ，ｚ，蹦ｉｉ醒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Ｉ！为ｒ，ｅ咖卵ｄ譬，ｚｇ口乱ｆ＾ｏｒ：２：Ｈ码＾ｆＧ．，如，ｚ一：拍。咒ｇ，Ｅｍａｉｌ：ｈｅＩｉｃｏ＠

痹为主的Ｍｉｌｌ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综合征（ＭＦ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０．４／１０万～４／１０万，不同年龄段ＧＢＳ发病率不同，发病高峰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ｍ∞正。沈ｆ抛ｒ ｊ巧钟谢；Ｇｕｉｌｌａｉｎ—Ｂａｒｒ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ＧＢＳ世界范围、各个年龄段均可发生，人群年发病率为

多见青壮年，老年人发病率降低，极少见婴儿发病。男性发

空肠弯曲菌（ｃ口优声∥ｏ沈ｃ￡ｇｒｊ巧甜咒ｉ，ｃ．砑“，ｚｉ）是弯曲菌

病高于女性。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中国等１５岁以下青少

属中主要引起人类感染的一个种，可定植于人的空肠、回肠

年急性迟缓性神经疾病（ＡＦＰ）中ＧＢＳ约占５０％。ＧＢＳ的发

和结肠，导致急性肠炎…。Ｃ．ｉｅｍ疵的传染源主要是被污染

病没有显著的季节性，但是在墨西哥、中国、西班牙以及韩

的食物和水。未经消毒的井水或地面水、污染的牛奶、熟食

国，ＧＢＳ的发病率明显有夏季高峰。ＧＢＳ多见散发但也有暴

通常是引起散发和暴发的主要原因。家畜、家禽是重要贮存

发的报道¨。１。

宿主。粪一口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其感染率在欧美等发达国

ＧＢＳ自命名近１００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病因不明的

家居于细菌性食源性感染的首位。由于经济、气候、人口密

急性神经性疾病，目前研究发现前期感染是ＧＢＳ发病的主

度以及种族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发达国

要因素，有５０．０％～７５．０％的ＧＢＳ有前驱感染症状。感染病

家，通常为发达国家的１０～１００倍，但患者的临床症状却要明

原与神经组织相同或类似的抗原成份导致自身免疫是造成

显减轻。人类对ｃ．砀“咒ｉ普遍易感，感染者中男性约１．２～

神经损伤的主要原因。前期感染包括病毒感染和细菌的感

１．５倍于女性。从发病季节看，发达国家ｃ．纫甜谢暴发多发生

染，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导致ＧＳＢ前期感染主要是病毒感染，

在春季和冬季，散发病例有夏季高峰，而发展中国家检出率

包括巨细胞病毒、乙肝病毒和肠道病毒感染等；自１９８２年，

夏秋季明显增高心１。本文对Ｃ．ｉＥ皿疵与空肠弯曲菌病导致格

Ｒｈｏｄｅｓ和Ｔａｔｔｅｒｓｆｉｅｌｄ［７１第一次报道Ｃ．趣础”ｉ引起的肠道感染

林一巴利综合征（Ｇｕｉｌｌａｉｎ～Ｂａｒｒ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ＢＳ）的病原学、致

与ＧＢＳ相关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Ｃ．ｊ巧“，ｚｉ感染是引起

病机制、流行病学特征等研究情况及进展进行了综述。

ＧＢＳ的主要病原，目前报道ＧＢＳ患者Ｃ．ｊｄ“耐感染的阳性率

１．Ｃ．ｊ巧＂ｎｉ与空肠弯曲菌病：ｃ．ｊ巧“ｎｉ为革兰染色阴性，
微需氧，螺旋状弯曲杆菌；其感染导致的疾病为空肠弯曲菌

为４０．０％～７５．０％‰“。

３．空肠弯曲菌病相关ＧＢＳ：

病，人类该病的主要症状为腹泻性肠炎。在发达国家，轻、重

（１）流行病学特点：Ｃ．趣础咒ｉ感染后导致ＧＢｓ的概率很

型Ｃ．厨甜咒ｉ肠炎都可见，轻症肠炎可以在短时间内自愈，重症

低，为Ｏ．１％～０．３％，但ＧＢＳ患者该菌感染率显著增高。

肠炎表现为长时间腹泻和腹泻反复发作。在发展中国家，肠

１９８２年Ｒｈｏｄｅｓ首先报道了１例经粪便培养证实的肠炎患

炎以轻、中型多见，多数可自愈。除肠炎外该菌的感染可导

者，在腹泻后２周发生ＧＢｓ，患者血清中抗Ｄ趣础”ｉ抗体呈阳

致菌血症，反应性关节炎，脑膜炎等并发症，ＧＢＳ是Ｃ．ｊ巧“ｎｉ

性。ＧＢＳ的产生多在Ｃ．ｉｅｍｎｉ感染２周后，这时病原的分离

感染后引起的严重并发症之一【３ Ｊ。

培养非常困难，血清学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成为研究ＧＢＳ

２．ＧＢＳ及流行病学特点：ＧＢＳ是一种急性，脱髓鞘性多

与Ｃ．ｊＰｍ疵感染的主要手段。Ｋａｌｄｏｒ和Ｓｐｅｅｄ哺１对５６例ＧＢＳ

发性神经根神经炎。自脊髓灰质炎消灭以来，ＧＢＳ为最常见

患者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Ｃ．ｊ巧鲫ｉ近期感染率达３８．０％，而

的急性迟缓性神经性病变，其症状多以肢体感觉麻痹开始，

对照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均无阳性。随后越来越多的

继而进行性四肢无力，严重后表现为呼吸肌麻痹，其残疾率

报道证实Ｃ．ｉＥｍ埘感染与ＧＢＳ密切相关，以腹泻为先驱症状

为７％～１５％，死亡率３％～１０％。目前，临床上除静脉注射

的ＧＢｓ患者，Ｃ．ｊＥ加以ｉ感染率高达８５．０％旧。１…。虽然ＧＢｓ患

免疫球蛋白、激素治疗及血浆交换法外，没有特效药物，医疗

者ｃ．如ｍ，ｚｉ的感染率明显增高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感染率

负担严重。根据临床症状及电生理诊断特点，ＧＢＳ可以分为

的报道不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Ｃ．厨“疵感

四个亚型：以急性运动性轴索性损伤为主的急性运动性轴索

染后ＧＢＳ发病率高于北美、欧洲等国家，日本ＧＢＳ的前驱感

染率为３６．０％～４５．Ｏ％，而中国北方地区ＧＢＳ的Ｃ．向“”ｉ感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染率高达６６．０％，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但也有报道称东西
方国家ＧＢｓ在Ｃ．ｊｅ越咒ｉ前驱感染率上无明显差异ｎ１’”１。尽

制所
通讯作者：张建中，Ｅｍａｉｌ：ｈｅｌｉｃｏ＠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管不同地区ＧＢｓ患者Ｃ．ｉＥｍ，ｚｉ阳性率不同，但都显著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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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群。由于目前血清学诊断方法以及诊断试剂的不统一，

体产生的抗Ｃ．砌“”ｉ抗体与神经细胞表面ＧＭ抗原表位的

这种ＧＢＳ患者ｃ．如ｍｎｉ感染率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诊断技术

交叉反应导致神经细胞的免疫损伤。研究证明Ｃ．地ｍ撕感染

的差异造成，在提高诊断抗原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后，ＧＢＳ患

导致ＧＢＳ与其特异菌型相关。

者中Ｃ．ｊ？ｍ疵感染率明显增高，ｓｃｈｍｉｄｔ—ｏｔｔ等ｎ４１改变传统的

①细菌血清分型是基于细胞表面结构成份Ｏ抗原为基

血清学诊断方法，ＧＢＳ患者Ｃ．．砀“以ｉ阳性率从２５．０％提高到

础的，以Ｃ．ｊ巧“”ｉ的热稳定性（Ｈｓ）抗原进行分型的Ｐｅｎｎｅｒ分

８０．６％。

型方法可以将Ｃ．砀“咒ｉ分成近１００个血清型，研究发现导致

（２）临床特征：中国、日本和墨西哥Ｄ ｉ《础咒ｉ感染导致的

ＧＢＳ的Ｃ．扣ｍ咒ｉ集中于几个血清型。日本曾报道８３．０％的

ＧＢＳ多表现为轴索性损伤，明显不同于以ＡＩＤＰ为主要亚型

ＧＢｓ相关Ｃ．砀“”ｊ属于ＨＳ：１９型，而Ｄ．砀“咒ｉ肠炎患者分离

的北美和欧洲。Ｃ．ｉｅｍ，ｚｉ感染导致ＧＢＳ的临床症状通常较

菌株ＨＳ：１９型菌株只有１．７％。中国河北８株ＧＢＳ患者分离

严重，表现为起病急骤，在发病２４—４８ ｈ内有四肢瘫痪、呼吸

菌株中３株为ＨＳ：１９（３７．５％），其他５株为ＨＳ：２、ＨＳ：４、

肌麻痹和病程延长。有研究发现，ｃ．扬“埘感染阳性的ＧＢＳ

ＨＳ：５、Ｈｓ：８和ＨＳ：５３。美国报道２９．０％（２／７）的ＧＢＳ分离菌

患者２３．０％一年后仍需要器械辅助才能走路，而无Ｃ．而甜７ｚｉ

株为ＨＳ：１９，而肠炎分离菌株只有３．０％。墨西哥报道ＧＢｓ

感染的ＧＢＳ患者仅有９．０％需要器械辅助。荷兰对ＧＢＳ患

相关ｃ．ｉ《ｍ咒ｉ菌株主要是ＨＳ：１９型。Ａ１１０Ｓ计算ＨＳ：１９菌株感

者的队列研究发现，５０．０％Ｃ．ｉＥｍ疵感染阳性的患者血浆交

染后发展为ＧＢＳ的概率为１／１５８。另一个主要与ＧＢｓ相关

换治疗后半年内仍不能走动，而未感染的ＧＢｓ患者只有

的Ｃ．ｊｅ砘”ｉ血清型为ＨＳ：４１。１００％（９／９）来自南非ＧＢｓ患者

１２．０％㈨１“。

分离菌株属于ＨＳ：４１，而当地肠炎患者分离菌株ＨＳ：４１仅占

（３）治疗：血浆置换法和静脉注射大剂量免疫球蛋白是

０．１％，同时感染ＨＳ：４１的ＧＢＳ患者较其他ＧＢＳ患者相比，病

目前治疗Ｄ ｉ＃础竹ｉ感染导致ＧＢＳ的有效方法。血浆置换法

情严重，病程延长。Ｈｓ：２型菌株的感染与ＭＦＳ亚型高度相

的机制是减少或者去除患者血液中的特异抗体成份，减少免

关。２００５年日本的３７８家医院从１０４９例ＧＢＳ患者分离到

疫交叉反应，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的注射可以降低患者血液中

的１１３株Ｄ砀姗ｉ血清学分型结果中发现，６７．０％为Ｈｓ：１９

特异性抗体的浓度，同时增加免疫球蛋白的占位，减少致病

（对照肠炎患者６．０％），ＭＦｓ亚型中分离菌株主要ＨＳ：２和

性抗原抗体反应¨…。

ＨＳ：４（ＭＦＳ ４１．０％，肠炎１４．０％）。总之，ＨＳ：１９、ＨＳ：４１、

（４）致病机制：研究发现ＧＢＳ不同的临床亚型的产生是

ＨＳ：２和ＨＳ：４是目前发现与ＧＢＳ高度相关的Ｃ．ｉＰｍ”ｉ血清

由于神经组织免疫损伤的靶位点不同。神经节苷脂（ＧＭ）是

型，另外在肠炎患者中普遍存在，在ＧＢｓ患者中偶有报道的

神经细胞膜上的主要分子结构，ＧＭ上不同的糖侧链构成不

菌型有ＨＳ：１、ＨＳ：３、ＨＳ：５、ＨＳ：８、ＨＳ：２３、ＨＳ：３７、ＨＳ：４４、

同种类的ＧＭ；目前发现的种类有：ＧＭｌ、ＧＭｌｂ、ＧａｌＮＡｃ—

ＨＳ：５３等［３，２２“］。

ＧＭｌｂ、ＧＤｌａ、ＧａｌＮＡｃ—ＧＤｌａ、ＧＤｌｂ、ＧＴｌａ、ＧＴｌｂ、ＧＭ２、ＧＱｌｂ

②基因分型：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ＡＦＬＰ）、脉冲场

和ＧＴｌｂ等。Ｃ．ｉ８ｍ挖ｉ感染阳性ＧＢｓ患者血清中有一种或

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和多位点序列分析（ＭＬＳＴ）等是常用的

多种抗一ＧＭ抗体（同对照组无ｃ．向“ｎｉ感染的ＧＢｓ患者和单

Ｃ．．纫蜘ｉ基因分型方法。ＡＦＬＰ和ＰＦＧＥ可以有效甄别相同

纯Ｃ．ｊＥ础”ｉ肠炎患者比较）浓度明显升高，而且不同亚型

或者不同地域内分离菌株问差异，如在暴发疫情中对于不同

ＧＢｓ患者的ＧＭ抗体增高的种类不同：ＭＦＳ亚型多表现为

分离菌株的鉴别，对于病原短期的流行病学分析非常有意

抗一ＧＱｌｂ抗体的升高，而ＡＭＡＮ、ＡＭＡＳＮ和ＡＩＤＰ却表现为

义。Ｍｕ汀方法不仅可以进行菌株间的鉴别，而且可以进行

多种抗体浓度的升高。研究发现Ｃ．砑甜挖ｊ感染导致轴索性损

菌株问进化关系以及系统生发分析，获得不同菌株的遗传距

伤（ＡＭＡＮ，ＡＭＡＳＮ）ＧＢＳ患者血清中抗．ＧＭｌ、抗一ＧＭｌｂ、

离，获得菌株间的克隆关系。多种分型方法结合使用是进行

抗一ＧＤｌａ、抗一ＧＤｌｂ的ＩｇＧ抗体滴度明显增高。有研究发现，

Ｃ．扬“”ｉ基因分型的有效途径。Ｅｎｄｔｚ等心鲥对２３５株荷兰

抗一ＧＭｌ抗体在轴索性损伤的ＧＢＳ患者中阳性率为５７．Ｏ％，

Ｃ．ｊ巧ｔｃ疵的ＰＦＧＥ分析发现，ＧＢＳ相关Ｄ趣ｍ７ｚｉ聚类在同一

而在ＡＩＤＰ型中的阳性率为２５．０％心…；Ｃ．ｊ巧“咒ｉ感染阳性的

流行克隆系。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等旧“通过ＡＦＬＰ分析发现，ＧＢＳ相

ＡＭＡＮ型患者血清中抗．ＧＭｌ和抗一ＧＤｌｂ的ＩｇＧ抗体明显增

关Ｃ．ｊｇ他咒ｉ的Ｈｓ：１９和ＨＳ：４１分别聚类于两个克隆系。

高心“；６０．Ｏ％的ＡＭＡＮ表现为抗一ＧＤｌａ抗体升高，而抗一ＧＭｌ

Ｄｉｎｇｌｅ等旧副对８１４株Ｃ．埘“咒ｉ的ＭＬＳＴ分析发现，ＧＢＳ相关

抗体在ＡＭＡＮ和ＡＩＤＰ中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ｎ“。中国北

菌株ＨＳ：１９与ＳＴ一２２序列群相关，ＨＳ：４１菌株与ＳＴ一３６２序列群

方Ｃ．．柳“理ｉ感染导致ＧＢｓ患者血清中抗一ＧＭｌ、抗一ＧＤｌａ、

相关。目前世界范围内进行ＭＬＳＴ分型的４２株ＧＢＳ相关

抗一ＧＤｌｂ的ＩｇＧ抗体滴度显著增高¨…。

的Ｃ．．砌乱卵ｉ的ＭＬＳＴ主要型别为ＳＴ一２２、ＳＴ一２１和ＳＴ一３６２。

（５）病原分析：尽管病原的检出率很低，许多研究者仍成

③Ｃ．．ｉＥｍ，ｚｉ脂寡糖分子（ＬＯＳ）基因序列分析：研究发现

功地从ＧＢＳ患者粪便中分离到Ｃ．ｊ巧“卵ｉ。对于有腹泻前驱

Ｃ．细姗ｉ的唾液酸脂寡糖（ｓｉａｌｙｌａｔｅｄ ＬｏＳ）与神经细胞的ＧＭ

症状且在ＧＢｓ发病早期进行多份样品的分离培养，Ｃ．埘“谢

有共同的抗原表位，ｃ．ｊ《加咒珀ｇ Ｌ０ｓ核心外核区多样性基因

检出率可以达到８．０％～４０．Ｏ％。感染导致ＧＢＳ的机制是

簇编码ＬＯＳ末端产物与多种ＧＭｌ、ＧＤｌａ、ＧＱｌｂ等有共同的

Ｃ．埘甜”ｉ含有与神经组织细胞表面的ＧＭ共同抗原成份，机

抗原表位。对于Ｃ．埘甜礼ｉ的ＬＯＳ外核区基因序列分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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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关ＧＢＳ分子机制研究的热点。对Ｃ．弼“ｎｉ的Ｌｏｓ基

Ｃ．ｉＰ他卵ｉ的感染可以导致ＧＢＳ，Ｃ．．砀“％ｉ的ＬＰＳ是激发诱导

因簇分析发现，ＬＯＳ可以由３７种０ＲＦ组成，不同菌株含有

产生ＧＢｓ的主要成份。

ｏＲＦ的组合不同，其长度也不同（９～１９个０ＲＦ），有些０ＲＦ

（７）宿主因素：虽然某些血清型Ｃ．ｊｔ胁竹ｉ与ＧＢｓ高度相

仅在一类ＬＯＳ中存在，而有的０ＲＦ存在于不同种类的Ｌｏｓ

关，但感染相同菌型Ｄ ｊ《他”ｉ的发展结果不同，因此宿主因素

基因簇中。Ｇｉｌｂｅｒｔ将ＬＯＳ基因簇分为Ａ～Ｇ共７类，其中Ａ、

也是决定Ｃ．ｉｇ础咒ｉ感染后是否导致ＧＢ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Ｂ、Ｃ三类含有唾液酸转移酶基因；Ａ类基因长度为１１．５ ｋｂ，

且Ｃ．砌“咒ｉ感染导致ＧＢＳ有家族聚集性的报道。ＧＢＳ患者

含有１３个ｏＲＦ，Ｂ类基因结构与Ａ类相似，只是比Ａ类多一

机体内是否存在某些容易诱导的遗传因素，许多研究者进行

个ｏｒ厂５Ⅱ（半乳糖已酰转移酶曙组Ⅱ基因）。Ｃ类比Ａ、Ｂ类

了人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ＨＬＡ分型与ＧＢＳ的相关性分

多出ｏｒ厂１４、ｏｒ厂１５和ｏｒ厂１６等基因心…。许多研究发现含有

析，但研究结果尚存异议。有研究者发现ＧＢＳ患者中某些

Ａ类ＬＯＳ基因簇的菌株表达类ＧＭｌ、ＧＤｌａ抗原决定簇与

ＨＬＡ亚型增高，但有研究显示没有任何相关性旧９‘４…。由于

ＧＢＳ高度相关，Ｂ类ＬＯＳ序列的ｅ趣础”ｉ表达ＧＱｌｂ样表

研究对象不同，如种族、免疫遗传背景不同，结果不同；并且

位，与ＭＦＳ高度相关。Ｃ类Ｌｏｓ序列的Ｃ．ｊＥ皿ｎｉ表达ＧＭｌ

其他非遗传因素，如ＴＮＦ—ａ及Ｆａｓ的表达，ｃＤｌＡ和ＣＤｌＥ基

表位。Ｋｏｇａ等¨０。发现９６．０％的ＧＢＳ菌株与Ａ、Ｂ、Ｃ三类菌

因的多样性，某种Ｔ细胞受体和Ｆｃ受体的多样性都可能与

株相关，其中与Ａ、Ｂ相关的占８８．０％，与Ｃ类相关的仅

ＧＢＳ发病有关。同时并存的疾病也可能影响宿主的易感性，

１２．０％。而其他４种ＬｏＳ基因簇与ＧＢｓ相关性较低，姜海

因此宿主因素的分析方法以及结果的解释非常复杂。

等∞¨对我国８株ＧＢｓ分离Ｃ．ｊｑ础咒ｉ的ＬＯＳ基因簇序列分析

４．中国空肠弯曲菌病及ｃ．趣他，ｚｉ相关ＧＢＳ：１９８０年由安

结果发现，５０．０％（４／８）菌株属于Ａ类，其他４株中１株属于

徽省芜湖市卫生防疫站首先从２例急性腹泻患者中分离出

Ｆ类，３株属于两种新的不同于７类（Ａ～Ｇ）的ＬＯＳ基因簇。

似胎儿弯曲菌肠道亚种弯曲菌，１９８１年由司马慧兰从上海急

ＧＢｓ相关Ｃ．砀”谢的Ｌｏｓ基因簇中唾液酸转移酶基因

性腹泻患儿粪便中分离出ｅｉ《皿谢，同时又从鸡粪便中检出

ｃ盯Ⅱ（０ＲＦ７）在密码子５１有Ｔｈｒ５１／ｐ峪ｎ５１多态性。∞￡Ⅱ

该菌，随后我国Ｃ．ｊＥｊ“７ｚｉ感染的研究一度出现高峰。２０世纪

（Ｔｈｒ５１）只有ａ．２，３一唾液酸转移酶活性，称为单功能ｃｓ￡Ⅱ基

８０年代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较多的有关动物带菌率

因，而ｃｓｆⅡ（Ａｓｎ５１）却具有ａ一２，３和ａ．２，８一唾液酸转移酶活

和人群感染率的调查。我国鸡中该菌的带菌率高达

性，称为双功能基因。ＬｏＳ的类ＧＱｌｂ和ＧＴｌａ（ＭＦＳ亚型）

５０．０％～７０．０％，腹泻患者中检出率为３．Ｏ％～１１．Ｏ％，儿童

抗原表位的表达需要ａ．２，３和ａ．２，８两种唾液酸转移酶活

腹泻患者检出率为７．０％～１５．０％，明显高于成年人Ｈ１。４…。

性，而类ＧＭｌ和ＧＤｌａ（ＡＭＡＮ亚型）抗原表位的表达仅需要

ＧＢＳ是我国急性软瘫的常见类型，我国ＧＢＳ发病率与

ａ．２，３．唾液酸转移酶活性，Ｃ．ｊ８ｍ咒ｉ的ＬＯＳ口￡Ⅱ基因的多样

世界其他国家类似。在我国１５岁以下ＡＦＰ监测结果发现约

性可能决定ｃ．趣ｍ咒ｉ感染导致ＧＢＳ临床皿型的差异ｂ２‘３“。

３１．０％～５９．Ｏ％的ＡＦＰ属于ＧＢｓ，个别地区发病率较高（如

不同ＬＯＳ基因簇的ｃ．ｊ巧“卵ｉ菌株可以属于不同的血清型，相

河北、贵州、安徽、福建、山东省等），成为当地夏秋季神经内

同血清型不同菌株也含有不同类的ＬＯＳ基因簇；研究发现

科住院患者的主要病种之一。ＧＢＳ发病高峰多出现在夏秋

属于Ａ类ＬＯＳ基因簇的血清型ＨＳ：１９的菌株大部分为ｃ５￡

季节。李春岩。３纠研究发现，河北地区ＧＢＳ患者近期

Ⅱ（Ｔｈｒ５１），我国北方ＧＢＳ患者分离相关菌株血清型为

Ｃ．衙甜咒ｉ感染率为６６．Ｏ％，临床症状以ＡＭＡＮ多见，ＡＭＡＮ

ＨＳ：１９，临床症状多表现为轴索损伤（ＡＭＡＮ），但最近研究发

中ｃ．ｉｅｍｎｉ的感染率为７６．０％。ＧＢＳ患者分离到Ｃ．ｊ巧乱扎ｉ菌

现，Ｃ．ｊＥｍ”ｉ菌株的血清型同时与菌株荚膜多糖的成份有关。

株多为血清型Ｈｓ：１９，利用从ＡＭＡＮ患者分离到的血清型为

（６）动物实验：利用Ｄ ｉｇｍ咒ｉ感染动物是引发ＧＢＳ的最

Ｈｓ：１９的ｃ．ｉＰ他”ｉ感染猴、鸡、兔等动物，７．０％～１５．０％可诱

好证据。李春岩旧纠应用ＡＭＡＮ患者来源的ＨＳ：１９型

发ＧＢＳ【１２’３５’４４。４“。肠炎在我国人群中发病率较高，其流行特

Ｃ．砑秕咒ｉ感染或用其脂多糖主动免疫动物均可成功地诱发

征是儿童及青壮年多见，农村多见，夏秋季高发。虽然目前

猴、鸡、兔等动物疾病模型同时应用发病动物或患者血清也

对于普通肠炎的病原鉴别诊断很少，Ｃ．ｊ巧彻ｉ肠炎在我国的

可在外周神经局部引起相应病变。Ａｎｇ等∞６。应用ＧＢｓ相

发病率缺乏确切数据，但我国ＧＢｓ流行特点与Ｃ．埘“”ｉ肠炎

关，表达类ＧＭｌ表位Ｄ．ｉＰ础”ｉ的ＬＯＳ免疫兔子，所有免疫兔

有显著的一致性。ＧＢＳ多为散发，也有暴发。２００７年７月长

子高滴度表达抗一ＬＰＳ抗体并且与ＧＭｌ发生交叉反应。

春市发生３６例ＧＢＳ暴发；血清学检测结果发现，ＧＢＳ患者血

Ｙｕｋｉ和０ｄａｋａ［３利实验结果同样证实免疫ＬＰＳ的兔子可以产

清中抗Ｃ．ｉｇｍ挖ｉ抗体显著高于对照人群，从ＧＢｓ患者的粪便

生与ＧＭｌ交叉反应的抗．ＬＰｓ抗体，同时部分兔子产生肢体

中分离到的Ｄ砑“，ｚｉ基因分析结果表明，暴发相关菌株为

麻痹，有神经病变兔子的外周神经出现与ＧＢＳ相同的病理

ＧＢＳ高危险型Ｃ．ｊ巧“咒ｉ。我国人口众多，按照世界平均水平

改变。最近Ｍｏｒａｎ等∞驯研究结果发现，免疫含有类ＧＭｌ表

ＧＢＳ的发病率，每年近万例ＧＢＳ患者的医疗负担极其严重。

位ｃ．．ｉＥ皿，ｚｉ的ＬＰＳ与不含有的，兔子都产生高滴度抗一ＬＰＳ抗

因此对空肠弯曲菌病相关ＧＢＳ的病原学研究以及Ｃ．ｊ巧“竹ｉ

体，但只有免疫含类ＧＭｌ表位的兔子产生的抗一ＬＰｓ抗体能

感染导致ＧＢＳ分子机制的探讨是进行ＧＢＳ预防、控制以及

够与ＧＭｌ产生交叉反应。总之，动物实验已经证明

治疗策略制定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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