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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河南省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家系的
流行病学调查及遗传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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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ＦＦＩ）家系谱特征及家族发病史；分析病例的临床特点

和病理学改变；研究ＦＦＩ家系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相关基因遗传规律。方法通过７代１３５名家族成员
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家族史、家族迁徙史及发病史；对患者及部分家族成员抽取静脉血进行ＰＲＮＰ基
因ＰＣＲ扩增，序列测定和Ｎｓｐ Ｉ酶切鉴定；尸检采集脑组织进行神经病理学检测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
ＰｒＰ“蛋白检测。结果２例确诊患者临床症状典型；１１名家族成员死于相似的神经性疾病；３２名家族
成员血标本检测，其中１１人出现ＰＲＮＰ基因１７８位密码子点突变（Ｄ１７８Ｎ），突变检出率３４．３８％，第１２９
位密码子为甲硫氨酸；病例脑组织海绵样变性和神经元缺失，可检测到ＰｒＰ“蛋白。结论该家系为
ＦＦＩ家系，病例临床症状典型，病理特征明显。流行病学调查、基因特征分析、神经病理学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法检测对确立ＦＦＩ病例和家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朊病毒病；致死性家族Ｊ陛失眠症；家系调查；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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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以及成年后发病为临床特征ｏ】。ＦＦＩ的发生源于

ＦＦＩ）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朊病毒病，以进展

人第２０号染色体短臂上的ＰＲＮＰ基因１７８位错义突

性睡眠紊乱、家族性自主神经异常、运动神经功能障

变，使天冬氨酸变成天冬酰胺（ＧＡｃ．ＡＡＣ）且同时伴
有１２９位密码子为甲硫氨酸（Ｍｅｔ），致使ＰＲＮＰ基因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１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锦、郭万申、夏

编码的正常蛋白ＰｒＰ。（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ｒｉｏｎ）结构不稳，发生

胜利、谢志强、申晓靖、李孟磊、许汴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构象变化转变为异常的朊病毒蛋白ＰｒＰ＆

毒病预防控制所（韩俊、石琦、陈建明、雷艳军、石崧、周伟、张保云、高

（ｓｃｒａｐｉ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ｉｏｎ）阱３１。ＰｒＰ＆进人中枢神经系

晨、单冰、董小平）；河南省人民医院（史晓红）；北京友谊医院（赵伟

统后可使存在于神经细胞的ＰｒＰ。转变为ＰｒＰ趾，产生

秦、郭燕军、王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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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从而在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丘脑大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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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出现神经元变性、空泡形成和胶质反应性增生，

３８９ ｂｐ、７５

致使患者临床失眠症状突出。ＦＦＩ具有家族聚集性

析。ＦＦＩ具有１７８密码子特异性点突变（Ｄ１７８Ｎ）。

ｂｐ。ＰＣＲ扩增产物直接测序进行序列分

的特点，一个家族中常有多人发病。ＦＦＩ家族在澳

（２）神经病理学检测：ＦＦＩ患者脑组织的左半球

大利亚、美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

做冠向分割，右半球干冰冷冻以备后用。甲醛固定

利、西班牙、中国均有报道Ｈ－９］。２００６年８月在河南省

的脑组织各分区制片ＨＥ染色。

（河南省人民医院，史晓红发现首例患者）发现我国

（３）ＰｒＰ轧蛋白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脑组织标

第二个ＦＦＩ家族。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对分散居住各地的

本用裂解缓冲液（１００

相关家族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基因检测，调查

ＥＤＴＡ，０．５％Ｎｏｎｉｄｅｔ Ｐ一４０，０．５％去氧胆酸钠，

涉及７代共１３５人，为目前世界上报道的调查涉及人

１０ ｍｍｏｌ／Ｌ

数最多的ＦＦＩ家系。现将流行病学调查、家系调查、

并加入蛋白酶抑制剂。上述混合液４℃、２０００

实验室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低速离心１０ ｍｉｎ去除组织碎片，取上清用蛋白酶Ｋ

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ｐＨ值７．５）制备１０％的脑组织匀浆
ｒ／ｍｉｎ

水解并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蛋白电泳条带电转到硝
对象与方法

酸纤维素膜。以ＰｒＰ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为一抗、辣

Ｉ．调查对象：河南ＦＦＩ家系中ＦＦＩ患者、有ＦＦＩ疑
似症状家族成员及无症状家族成员。
２．调查方法：通过翻阅家谱及与家族成员座谈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鼠ＩｇＧ为二抗进行蛋白印迹
反应。具有蛋白酶抗性的蛋白条带显色后，分子质
量约为１７×１０３—２７×１０３。

回顾家族迁徙史，完成家系表；对家系表中涉及的

４．诊断标准：ＦＦＩ病例遵循严格的诊断程序被

１３５人进行回顾调查或直接调查。对所有的疑似病

定义为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致病基

例开展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主要进行病例及疑似病

因健康携带者。

例的相关资料包括居住习俗、旅居信息、饮食习惯、

（１）确诊病例：①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②具有

职业暴露、既往病史和家族史的调查。调查中尽可

典型／标准的神经病理学改变和／或免疫细胞化学和／

能直接对病例、疑似病例和家族进行访视和询问。

或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确定为蛋白酶耐受性ＰｒＰ；③临床诊

如因患者疴隋较重、死亡或其他原因无法直接调查，

断病例具有本病特异的ＰｒＰ基因突变。

或当患者提供的资料不详或有疑问时，通过其亲友、

（２）临床诊断病例：①进行性睡眠减少，非快相

医生或其他知情者进行调查或核实。对患者的直系

眼动睡眠纺锤波和盯波消失；②催眠药无任何帮助；

血亲及四代内旁系血亲家族成员共３２人抽取静脉

③伴有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内分泌改变、运动障

血进行实验室检测。２例确诊患者死亡后２４ ｈ内进

碍；④家族中有确诊病例。

行尸检并采集脑组织，对脑组织不同分区进行神经
病理学检测及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法检测ＰｒＰ＆蛋白。

（３）疑似病例：直系亲属中有确诊ＦＦＩ病例，出
现和确诊病例相似的临床症状，但是无法进行病理
和基因诊断。

３．实验室检测方法：
（１）ＰＲＮＰ基因检测：用Ｑｉａｇｅｎ试剂盒提取外
周全血基因组ＤＮＡ，操作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参
照文献［１０］ＰＣＲ扩增ＰＲＮＰ基因的编码区，扩增产

（４）致病基因健康携带者：具有ＦＦＩ特异的ＰｒＰ
基因突变，但没有发病。
结

果

物经限制性内切酶Ｎｓｐ Ｉ酶切鉴定ＰＲＮＰ基因１２９
位氨基酸多态性。人类ＰＲＮＰ基因１２９位氨基酸呈

１．流行病学资料：

多态性分布，由甲硫氨酸（Ｍｅｔ）和缬氨酸（Ｖａｌ）组合

（１）一般情况：河南ＦＦＩ家族主要居住在河南省ｘ

成三种基因型：Ｍｅｔ／Ｍｅｔ（Ｍ／Ｍ）纯合子、Ｍｅｔ／Ｖａｌ（Ｍ／

县内的几个村，另有几个分支居住在外县甚至外省。

ｖ）杂合子和ＶａＷ．ａｌ（Ｖ／Ｖ）纯合子。１２９位氨基酸多

ｘ县以农业为主，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先证者居

态性与疾病易感性有关，同时参与决定疾病神经病

住的Ａ村位于镇东北４ ｋｍ。全村总人口约５１００人，

理变化、临床病程等。核酸内切酶Ｎｓｐ Ｉ在人ＰＲＮＰ

与先证者同姓家族成员约２２００余人，占全村人口的

基因序列上有两个酶切位点：１５５密码子和呈Ｍｅｔ的

４３％。村民以农为主，兼有运输、加工业和经商等，人

１２９密码子。ＰＣＲ产物长度为９５６ ｂｐ，酶切鉴定结果

均年收入约３０００元。饮食以小麦为主，家禽以鸡为

判定标准：ＶⅣ纯合子：５６７

主，无家畜。饮用水源为自建压水井，井深约１５

５６７ ｂｐ、４９２ ｂｐ、３８９ ｂｐ、７５

ｂｐ、３８９

ｂｐ；Ｍ／Ｖ杂合子：

ｂｐ；Ｍ／Ｍ纯合子：４９２ ｂｐ、

ｍ；

家家建有厕所，卫生厕所约占３０％；居住宽敞，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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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相比，卫生条件较好，居民有一定的卫生意识。

·３·

（２）确诊病例：２例确诊病例，ＰＲＮＰｌ２９Ｍ／Ｍ，

（２）家族迁徙史：据家谱记载，明朝末年（公元

１７８Ｄ／Ｎ，脑组织海绵样变性发现于丘脑。病例１（先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此家族从河北省宝安（旧地名）迁置

证者）男性４８岁，汉族，农民。２００６年２月出现发

该村，居住５代后，兄弟９人分家，７人分别迁至外村

热、多汗，睡眠时伴有肢体不自主运动，逐步出现睡

和外县居住。二弟、三弟在本村落户，在此延续第

眠异常、构音障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锥体系

１８代。二弟家族现有１９００余人，三弟家族３００余

症状，８个月后病情逐渐加重，难以行走（出现后退

人，先证者系三弟第１６代孙。

步伐），语言模糊，患者饮食差，明显消瘦，体力衰竭、

（３）家系：本次调查该家族７代共１３５名成员（有

咳无力，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日死亡，病程８个月。病例

３人为养子／女）。此家系中有２例确诊病例（包括先

２（先证者二姐的次女）女性。２００６年３月因情绪受

证者），９名疑似病例，９名ＰＲＮＰ基因１７８位突变携

到强烈不良刺激，出现失眠、焦虑、恐惧情绪，并有四

带者（图１、表１）。

肢不自主抖动，动作迟缓不灵活，记忆力下降，后期

表１河南省ＦＦＩ家族各代ＦＦＩ调查及检测情况

辈次要美襞銮羡馥型笃船

可见四肢肌阵挛，共济失调。２００７年症状逐渐加
重，于６月１２日死亡，病程１６个月。
至今已调查出河南省ＦＦＩ家族确诊病例和疑似
病例共１１例，其中男性６例，女性５例（表２）。
表２河南省ＦＦＩ家族确诊和疑似病例基本情况
’内任
７酬土垲
（岁）
（岁）
症状
亲赣氟懒。发笛龄琵铲病程簇居住地
疑似病例性力ｏ

合计

１３５

１１（男６／女５）

１１（男６／女５）

注：。为确诊病例

２．临床特点：
（１）疑似病例：调查前逝去的１９人中９人出现与
先证者相同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包括睡眠的紊乱

注：。为确诊病例，余为疑似病例

以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依据诊断标准定为疑似病

３．实验室检查：

例。所有疑似病例早期均有轻微的入睡障碍以及周

（１）ＰＲＮＰ基因检测及测序分析：采集３２人（包括２

期性运动障碍，发病年龄从２０多岁到７０多岁，持续

例确诊患者）静脉血进行ＰＲＮＰ基因扩增，产物长度

数月，最终进展为失眠、肌阵挛、交感神经功能亢进

９５６

和痴呆，临床病程从１０个月到２年。

样品酶切产物为４９２

图１

ｂｐ（图２）。ＰＣＲ产物经Ｎｓｐ Ｉ酶切鉴定，所有检测

河南省ＦＦＩ家族家系调查

ｂｐ、３８９ ｂｐ、７５

ｂｐ，均显示ＰＲＮＰ

主垡逾短瘟堂苤盍２ＱＱ！生！月筮３Ｑ卷筮！翅￡ｈ也』量ｐｉ堕￡盟ｉＱ！，』塑坠§班２ＱＱ２：№！：垫，丛Ｑ：！

基因１２９位氨基酸为Ｍｅｔ／Ｍｅｔ（Ｍ／Ｍ）纯合子（图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结果显示ＦＦＩ患者的ＰｒＰ”含量较低。

注：ｍ：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ｌ～５：家族成员血液样品ＰＣＲ扩增产
物；６：病例１血液样品ＰＣＲ扩增产物；７：病例２血液样品ＰＣＲ扩
增产物；８：阳性对照；９：阴性对照

ＰＲＮＰ基因ＰＣＲ扩增结果

图２

注：Ｍ：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５：家族成员ＰＣＲ产物酶切结果；６：病
例１ ＰＣＲ产物酶切结果；７：病例２ ＰＣＲ产物酶切结果；８：阳性对照

图４河南省ＦＦＩ家族中确诊病例小脑海绵样变性
和神经元丢失及星状胶质细胞增生

图３ ＰＲＮＰ基因Ｎｓｐ Ｉ酶切１２９位多态性分析

先证者及其外甥女ＰＲＮＰ基因１ ７８位氨基酸密６马子
突变（Ｄ１７８Ｎ），另有９名家族成员为ＰＲＮＰ基因１７８位氨

基酸密码子突变掺鞯渚，其中男性６人，女ｌ生５人（表３）。
表３河南省ＦＦＩ家族中Ｄ１７８Ｎ密码子突变成员

ＩＶ９８
Ⅳ３０
Ｖ１７
Ｖ１８
Ｖ１９
Ｖ２０４
Ｖ２１
Ⅵ２７
Ⅵ２９

４８

６

男
男

死亡
Ａ村
健康Ｈ村
健康
Ａ村
健康
Ｃ村
健康Ｄ村
死亡
Ｅ村
健康
Ｆ村
健康
Ｃ村
健康Ｄ村

卫２Ｑ

≥

墨

鳇压

４４

男
男

３０

男
女

２８

女

２６

女
女

２０

２３
６

旦盟

注：４为确诊病例

（２）患者脑组织神经病理学检查：２例确诊病例
死亡后尸检取脑组织。脑组织外观无明显病理改

图５

２例ＦＦＩ死者脑组织ＰｒＰ“特异性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变。ＨＥ染色丘脑部位有萎缩，小脑海绵样改变，神
讨

经元丢失及星状胶质细胞增生（图４）。

论

（３）患者脑组织ＰｒＰ＆特异性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

自１９８６年意大利发现第一例ＦＦＩ至今，国外报

图５显示２例确诊病例的脑组织匀浆在用蛋白酶Ｋ

道了约２６个家系８１例患者Ｈ】。近年来，我国ＦＦＩ病

水解前后分别进行ＰｒＰ＆特异性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的结

例的报道逐渐增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科大学附

果。病例１已检测的各部分脑组织中未发现蛋白酶

属协和医院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报道了１例临

耐受性ＰｒＰ（ＰＫ．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Ｐ，ＰｒＰ“），病例２的脑组织

床患者，经检测均为ＰＲＮＰ基因１７８位氨基酸密码子

各部分可重复检测到ＰｒＰ”，尤其在丘脑部分更明

突变［１１，１２］。河南省ＦＦＩ病例及家系为２００６年８月发

显。图５Ｂ为将相同量病例２脑组织各部分的１０％

现，如此庞大的ＦＦＩ家族，在我国还未见报道，世界

匀浆与散发性克雅氏病（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ＣＪＤ，ｓＣＪＤ）病例

上也非常罕见。

的脑组织匀浆同时进行蛋白酶Ｋ水解和ＰｒＰ＆特异性

本文报道的２例ＦＦＩ确诊病例具有相似的临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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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进展性失眠和交感兴奋为主要表现的症状持续

例２于２６岁表现出ＦＦＩ临床症状，其母亲在调查时５３

整个病程，与国际上报道ＦＦＩ病例症状相符，其他的神

岁也携带ＰＩⅢＰ突变基因至今未表现出任何异常症

经系统异常包括肌阵挛和小脑功能障碍随病情发展

状。同一ＦＦＩ家族中表现出的突变基因的遗传强度、

逐渐严重。可疑病例中有２例发病后有痴呆症状，另

遗传概率及ＦＦＩ发病年龄的不同及导致这些差异出

２例为先天性痴呆，但２例确诊患者痴呆症状到病程

现的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晚期也不明显。２例确诊患者均出现可能与进展性睡

ＦＦＩ是人类朊病毒病的一种，已被实验证实具有

眠减少有关的持续且进行性的呼吸紊乱，如呼吸障

传染性。而又和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不同，主要因遗

碍、呼吸不规律和睡眠呼吸暂停。病例１死于睡眠时，

传而传播并与ＰＲＮＰ基因的特异性突变密切相关。

可能是呼吸障碍导致；病例２死亡前住院期间多导睡

ＦＦＩ与其他家族遗传性克雅氏病一样，患者可能通过

眠呼吸监测也显示睡眠时呼吸障碍。该两例ＦＦＩ患者

常规医疗如外科手术、牙科治疗或捐献血与器官移

显示的交感兴奋和中枢性呼吸紊乱与在病例１下丘

植而将致病原传播给他人。因此，该病的预防控制

脑观察到的神经系统病理改变相吻合。

存在着特殊的公共卫生和伦理学争议，给预防医学

ＦＦＩ发病年龄２０～７２岁，平均约４９岁；病程８—７２

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保证Ｐ鼬旧基因特异

个月，平均１８个月。Ｄ１７８Ｎ点突变发生的概率没有

性突变携带者的生活医疗质量，并阻止致病基因及

性别差异，男女发病比例１：１，病死率１００％ｈ”１。本

朊病毒通过遗传和医疗途径传播，这仍需有相关的

文中该家族所有调查到的上下７代共１３５人因相似

政策及法规给予指引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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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例１的侄子（Ｖ １７），另７名分别是病例２的母亲
（Ⅳ８）及有血缘关系的３个姐妹（Ｖ１８、Ｖ１９、Ｖ２２）和
２个姐姐的儿子（Ⅵ２８、Ⅵ３０、Ⅵ３ １），其中年龄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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