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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作者提出的新的重症肌无力( MG) 临床分型和分期方法在外科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

集 1998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收治的 410 例 MG 患者的病历资料，分 3 组，分别按作者提出的临床分型和分期方法

( 观察组，280 例) 、Osserman 分型( 对照 1 组，60 例) 和美国重症肌无力协会临床分型( 对照 2 组，70 例) 进行术前分

型，按所选分型方法指导手术适应证及时机的选择，均行胸腺( 瘤) 切除并前纵隔脂肪清扫术，比较术后肌无力危象

的发生率以及手术死亡率，比较发生肌无力危象患者的术前分型和分期。结果: 观察组术后危象的发生率为

8． 6%，对照 1 组为 20． 0%，对照 2 组为 18． 6%，与对照 1、2 组比较，观察组术后危象发生率明显降低( χ2 = 6． 817 和

5． 923，P 均 ＜ 0． 05) 。观察组发作 /进展期患者肌无力危象发生率为 23． 2% ( 22 /95) ，远高于稳定 /缓解期的 1． 1%
( 2 /18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9． 037，P ＜ 0． 001) 。3 组患者手术死亡率均为 0。结论: 作者提出的 MG 临床分

型和分期方法可指导手术适应证及时机的选择，有效降低术后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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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 new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and stages published by author in

the surgery of the patients with myasthenia gravis． Methods: From January 1998 to December 2007，410 myasthenia gravis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ymectomy were classified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classification，such as Osserman classification ( con-
trol one group，60 cases) ，Myasthenia Gravis Foundation of Amercia ( MGFA)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 control two group，70
cases) and a new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and stages published by author ( observation group，280 cases) ． The differences a-
mong the three classifications were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myasthenia crisis and mortality after thymectomy was also re-
spectively studi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myasthenia crisi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8． 6% ( 24 /280 ) ，it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one ( 20． 0%，12 /60) and two ( 18． 6%，13 /70) ． In observation group，the incidence
of myasthenia crisis of the patients who were in attack /progress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were in stable /
remissive stage ( χ2 = 39． 037，P ＜ 0． 001) ． The incidence of mortality was 0 in three group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myasthenia crisis can be de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new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and stages published by author．

重症肌无力 ( myasthenia gravis，MG) 是一种神 经-肌肉接头处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958
年 Osserman［1］

首次提出 MG 分型，以后经过改良，但

都缺乏客观的评定指标，不利于临床观察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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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美 国 重 症 肌 无 力 协 会 ( Myasthenia Gravis
Foundation of America，MGFA) 推出了基于定量测试

的临床分型与定量评分，体现了 MG 患者受累肌群

的选择性及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但仅适用于病情

轻重和诊治疗效的比较
［2-4］。胸腺切除并前纵隔脂

肪清扫术是治疗 MG 的首选方法
［5-6］，而肌无力危象

是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使用前述 2 种分型方法无

法对手术适应证及时机进行选择，不能预测和降低

围术期肌无力危象的发生。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种新

的 MG 临床分型和分期方法，经过近 10 年的临床验

证，可有效降低 MG 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

现总结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1998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经临

床确诊手术治疗的 MG 患者 410 例，其中男 190 例，

女 220 例，年龄 1． 8 ～ 60． 0 岁。分为 3 组: 对照 1 组

60 例，采用 Osserman 临床分型( Ⅰ型 13 例，Ⅱa 型

18 例，Ⅱb 型 12 例，Ⅲ型 11 例，Ⅳ型 6 例) ; 对照 2
组 70 例，采用 MGFA 临床分型( Ⅰ型 15 例，Ⅱa 型

14 例，Ⅱb 型 5 例，Ⅲa 型 11 例，Ⅲb 型 5 例，Ⅳa 型

10 例，Ⅳb 型 3 例，Ⅴ型 7 例) ; 观察组 280 例，采用

作者提出的新的 MG 临床分型［( 分型标准见表 1，

Ⅰ型 67 例，Ⅱ型 52 例，Ⅲa 型 42 例，Ⅲb 型 45 例，

Ⅳ型 49 例，Ⅴ型 25 例) ; 采用新的临床病程分期: 发

作 /进展期( 临床病情在短期内迅速加重或者在稳

定一段时间后又加重) 95 例，稳定 /缓解期( 临床病

情在一定时间内稳定或者缓解) 185 例］。

表 1 新的 MG 临床分型标准

型别 描述

Ⅰ型( 轻型) 眼肌型，仅眼部肌群受累，用抗胆碱酯酶药物治疗效果明显。
Ⅱ型( 中型) 全身混合性多肌群受累，但无呼吸肌受累，药物治疗后症状可部分缓解，影响劳动。
Ⅲ型( 重型) 全身混合性多肌群受累，但无呼吸肌受累，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生活不能自理。
Ⅲa 发病时间长，病情进展慢。
Ⅲb 发病时间短，病情进展快。

Ⅳ型( 潜在危象型) 曾有过胸闷或呼吸困难症状，但无发生肌无力危象病史。
Ⅴ型( 危象型) 正处于或有急性呼吸困难肌无力危象病史。

1． 2 治疗方法及观察项目 患者均经药物治疗后

再手术治疗。不同分组按所选分型方法进行手术适

应证及时机的选择，患者均在经口气管内插管全身

麻醉下行胸腺( 瘤) 切除并前纵隔脂肪清扫术。分

别观察各组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和手术死

亡率，以及发生肌无力危象患者的术前分型和分期。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 0 进行分析，应用

χ2 检验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以及观察组不同临床

分期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发生率的差异，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3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见表 2、3。对照组 1
组和对照 2 组与观察组具有可比性。

表 2 对照 1 组和观察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Osserman 分型 /例
Ⅰ型 Ⅱa 型 Ⅱb 型 Ⅲ型 Ⅳ型

对照 1 组 60 24 36 31． 18 ± 17． 14 13 18 12 11 6
观察组 280 128 152 33． 60 ± 16． 69 67 50 53 87 23
t /χ2 0． 653 0． 436 6． 692
P 0． 419 0． 665 0． 153

表 3 对照 2 组和观察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MGFA 分型 /例
Ⅰ型 Ⅱa 型 Ⅱb 型 Ⅲa 型 Ⅲb 型 Ⅳa 型 Ⅳb 型Ⅴ型

对照 2 组 70 30 40 33． 35 ± 17． 47 15 14 5 11 5 10 3 7
观察组 280 128 152 33． 60 ± 16． 69 67 57 18 47 17 35 14 25
t /χ2 0． 185 0． 222 0． 602
P 0． 667 0． 852 0． 999

2． 2 对照组与观察组术后肌无力危象发生率的比

较 观 察 组 MG 患 者 术 后 肌 无 力 危 象 发 生 率 为

8． 6% ( 24 /280) ，对照 1 组为 20． 0% ( 12 /60 ) ，对照

2 组为 18． 6% ( 13 /70 ) ，观察组术后肌无力危象发

生率低于对照 1 组( χ2 = 6． 817，P = 0． 009) 和对照 2
组( χ2 = 5． 923，P = 0． 015) 。
2． 3 肌无力危象患者的术前分型 对照 1 组术后

发生肌无力危象 12 例，术前Ⅱa 型 2 例、Ⅱb 型 7
例、Ⅲ型 1 例和Ⅳ型 2 例。对照 2 组术后发生肌无

力危象 13 例，术前Ⅱa 型 2 例、Ⅱb 型 2 例、Ⅲa 型 1
例、Ⅲb 型 3 例、Ⅳa 型 3 例、Ⅳb 型 1 例和Ⅴ型 1 例。
观察组发生肌无力危象 24 例，术前Ⅲb 型 3 例、Ⅳ
型 19 例和Ⅴ型 2 例。
2． 4 观察组不同临床分期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发

生率的比较 发作 /进展期患者肌无力危象发生率

为 23． 2% ( 22 /95) ，稳定 /缓解期患者肌无力危象发

生率为 1． 1% ( 2 /185) ，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39． 037，P ＜ 0． 001) 。
2． 5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死亡率比较 观察组死亡

2 例，对照 1 组和对照 2 组分别死亡 3 例，但所有死

亡患者均死于长期严重的肺部感染导致的全身衰

竭，手术死亡率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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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肌无力危象是 MG 患者术后发生的最严重并发

症，也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7］。国内外文

献
［8-9］

报道，MG 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为

16% ～25%，而肌无力危象的死亡率近几年逐步降

低，由 17% ～45%降至 4% ～ 8%。MG 常用分型方

法有 Osserman 分型和 MGFA 分型及定量评分，但分

型结果仅能反映 MG 患者受累肌群的部位与肌无力

的严重程度。
作者提出的 MG 临床分型，Ⅰ型为单纯眼肌型，

因单纯眼肌型症状轻，且术后不发生肌无力危象，故

单独列出;Ⅱ型、Ⅲa 型病情发展慢，经药物控制后，

术后也不发生肌无力危象; Ⅲb 型病情发展快，Ⅳ型

患者曾有胸闷或呼吸困难病史，Ⅴ型即危象型。在

临床实践工作中，作者发现，一部分 MG 患者手术前

曾有过胸闷或呼吸困难病史，经药物治疗后，胸闷或

呼吸困难症状可能好转或消失，因此术前 Osserman
分型可能由Ⅲ或Ⅳ型转变为Ⅱ型，MGFA 分型可由

Ⅴ型或累及呼吸肌的类型转变为不累及呼吸肌的类

型，导致术前分型的改变( 患者症状缓解) ，但此类

患者曾有胸闷或呼吸困难病史，术后仍可能发生肌

无力危象。采用作者提出的新的 MG 分型方法，此

类患者始终为Ⅳ或Ⅴ型。新分型中的Ⅲb 型患者虽

无呼吸困难症状，但该类患者发病时间短，发展快，

极有可能发展为肌无力危象。对于作者提出的 MG
临床分型中的Ⅲb 型、Ⅳ型、Ⅴ型患者，对围术期处

理应给予充分重视。
该研究中，观察组患者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手术死亡率为 0，低于国内外水平

( 所有死亡患者均因伴有长期严重的肺部感染，全

身衰竭而死亡，不是直接死于肌无力危象) 。对照 1
组发生 肌 无 力 危 象 的 患 者 术 前 Osserman 分 型 为

Ⅱa ～Ⅳ型，对照 2 组术前 MGFA 分型为Ⅱa ～Ⅳ型，

观察组术后发生肌无力危象的患者术前分型则集中

于Ⅲb ～Ⅴ型。说明 Osserman 分型和 MGFA 分型方

法对降低 MG 术后危象发生率的指导意义并不大。
观察组采用新的 MG 临床分期来判断患者病情，发

作 /进展期患者术后肌无力危象发生率远高于稳定 /
缓解期患者。因此，对于术前既为Ⅲb 型、Ⅳ型或

Ⅴ型又处于发作 /进展期的 MG 患者，给予更加积极

的术前准备，加强围术期的管理，将患者病情控制到

最轻、最稳定时，即稳定 /缓解期再手术，术后加强呼

吸道管理
［7，10］，可明显降低术后危象发生率。

总之，作者提出的 MG 临床分型和分期方法适

用于 MG 的外科治疗，可指导外科医生对手术适应

证和时机的选择，从而进行充分的术前准备及术后

管理，较 MGFA 分型及 Osserman 分型能有效降低围

术期肌无力危象的发生率。作者将通过对更多病例

的外科治疗观察与总结，进一步完善该 MG 临床分

型和分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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