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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背景 

吉兰 – 巴雷综合征是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攻击外周神

经系统一部分的一种疾病。多种感染，包括登革热和基

孔肯雅热病毒，可以引发吉兰 – 巴雷综合征。该综合征

可以累及控制肌肉力量以及传递痛感、冷热感和触感的

外周神经。这可造成下肢和/或上肢肌无力和知觉丧失。

约 25%的吉兰 – 巴雷综合征患者需要接受重症监护，

而且由于控制呼吸的肌肉瘫痪、心脏骤停或血栓等相关

并发症，3-5%甚至在得到适当支持性照护的情况下死

亡(1)。 

目前，据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苏里南和委

内瑞拉的卫生当局报告，在寨卡病毒广泛传播的背景

下，吉兰 – 巴雷综合征病例有所增多。在法属波利尼西

亚，2013-2014 年寨卡病毒疾病暴发期间确认的所有 42

例吉兰  – 巴雷综合征病例的事后分析（血清中和试

验），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感染的检测结果均呈阳性(2)。

在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苏里南观察到的吉兰 – 

巴雷综合征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尤其因为

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都在美洲同时传播。目

前正在开展调查，以便确立吉兰 – 巴雷综合征及其它神

经系统并发症聚集性病例的病因、高危因素和后果。 

本文件旨在为寨卡病毒及其与吉兰 – 巴雷综合征潜

在关联背景下的吉兰 – 巴雷综合征病例定义和管理该综

合征的战略提供暂行指南。本文件的意图是为制定涉及

吉兰 – 巴雷综合征患者医护的当地临床操作规程和卫生

政策提供信息。将在 2016 年 3 月组织一次专家会议，

制定额外的指导，以便在寨卡病毒传播的背景下识别和

管理吉兰 – 巴雷综合征及其它潜在神经系统障碍。 

1.2 目标受众 

本指南的主要受众是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家庭

医学专科医生、全科医生、神经学家、急救医生、重症

监护医生和护士。本指南也可供负责制定地方和国家卫

生操作规程和政策者以及受寨卡病毒传播影响地区的决

策者使用。 

2. 临时建议 

a. 应当在识别、评价和管理吉兰 – 巴雷综合征患者方

面对卫生保健提供者进行培训。尤其应当加强神经

学检查技能和吉兰 – 巴雷综合征急救方面的培训。 

b. 布莱顿标准(3)应当用于吉兰 – 巴雷综合征的病例定

义（见下文）。应当对所有疑似吉兰 – 巴雷综合征

患者进行神经学检查，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当采用

神经传导检查/肌电图和腰椎穿刺进行辅助检测。 

c. 吉兰 – 巴雷综合征患者的死亡风险与若干并发症相

关联，包括呼吸衰竭、心律失常和血栓。应当向吉

兰 – 巴雷综合征患者提供最佳支持性医护，包括经

常进行神经学评估并检测生命体征和呼吸功能。 

d. 应当为不能行走或出现快速发展症状的吉兰 – 巴雷

综合征患者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进行治疗性的血

浆置换。应当促进获取这些药物并开展培训以便适

当使用。 

e. 应当为呈现吉兰 – 巴雷综合征严重征象的患者提供

病床，使患者能够得到最佳支持性医护。 

3. 采用布莱顿标准的吉兰 – 巴雷综合

征病例定义 

布莱顿标准(3)应当用作为吉兰 – 巴雷综合征的病例

定义。其基础是提交临床检查结果和包括神经生理学和

腰椎穿刺等辅助检查结果。患者分类从一级（诊断确定

性最高的等级）到三级（诊断确定性最低的等级）。制

定这些标准是为了使吉兰 – 巴雷综合征信息的收集和评

估做到标准化，可适用于：资源可得性不同的各种调查

环境；卫生保健可得性和可及性不同的卫生保健机构；

以及不同的地域。应当强调，虽然可能适用于某一临床

环境，但诊断确定性等级的主要意图是用于流行病学的

目的，而不是作为治疗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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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作为吉兰 – 巴雷综合征病例定义的布莱顿标准 

一级诊断确定性 二级诊断确定性 三级诊断确定性 

 双侧肢体弛缓无力；以及  双侧肢体弛缓无力；以及  双侧肢体弛缓无力；以及 

 无力肢体的深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以及 

 无力肢体的深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以及 

 无力肢体的深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以及 

 单相疾病模式；无力现象出现至最

低点之间的间隔为 12 小时至 28

天；随后临床水平稳定；以及 

 单相疾病模式；无力现象出现至最

低点之间的间隔为 12 小时至 28

天；随后临床水平稳定；以及 

 单相疾病模式；无力现象出现至最

低点之间的间隔为 12 小时至 28

天；随后临床水平稳定；以及 

 对无力现象不存在确认的其它诊

断；以及 

 对无力现象不存在确认的其它诊

断；以及 

 对无力现象不存在确认的其它诊断 

 细胞蛋白分離現象（即 CSF*蛋白

质水平高于实验室正常值），而且

CSF 总白细胞计量<50 细胞/µl；以

及 

 电生理检查结果与吉兰 – 巴雷综合

征一致 

 CSF 总白细胞计量 <50 细胞 /µl

（CSF 蛋白质水平高于或不高于实

验室正常值）；或者电生理检查结

果与吉兰 – 巴雷综合征一致（如果

未采集 CSF 或不能获得检查结果） 

 

* 脑脊液（CSF） 

 
 

4. 指南的制定工作 

4.1 鸣谢 

以下人员对这份暂行指南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Gretchen Birbeck 教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神经学

和流行病学教授）、Francisco Javier Carod-Artal 博士

（英国雷格莫医院（因弗内斯）神经学顾问）、Igor 

Koralnik 教授（美国波士顿 Beth Israel Deaconess 医疗中

心神经学教授）、Constantine Malama 博士（津巴布韦

卢萨卡卫生部病毒学家）、Farrah Mateen 博士（美国波

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Avindra Nath 教授

（美国贝塞斯达国家卫生研究所高级调查员）、Erwan 

Oehler 博士（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医院综合内科医

生）、Lyda Osorio 教授（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卡利市瓦

耶大学流行病学教授）、Carlos Pardo 博士（美国巴尔

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横贯性脊髓炎中

心主任）、Laura Rodrigues 教授（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

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James Sejvar 博士（美

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神经学家和流行病学

家）、Tom Solomon 教授（英国利物浦大学感染和全球

卫生研究所主任）、Kiran Thakur 博士（美国纽约哥伦

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助理教授）、Joseph Zunt 教授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神经学和全球卫生教授）。 

日内瓦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的职员

（Tarun Dua、Shekhar Saxena 和 Marius Vollberg）以及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的职员（Armando Vasquez）

为本指南做出了贡献。 

4.2 指南的制定方法 

通过现有的神经学家网络确认了神经感染、神经免

疫学和吉兰 – 巴雷综合征领域内的全球专家。其中包括

非洲、美洲、东南亚、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专家。由于

时间有限，未能确认和包括其它地区的专家。 

日内瓦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在 2016 年 2

月 9 日召集了一次电话会议。会议纪要记录在案。在此

基础上制定了暂行指南。各位专家传阅了会议纪要和暂

行指南草案。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参考文献被列入经修

订的指南。 

4.3 利益申报 

F Mateen 宣称她在 2010-2012 年接受美国脑基金会

资助，在印度使用脊灰监测数据对吉兰 – 巴雷综合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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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该利益被认为不构成冲突，所以此人充分参与

了指南制定过程。未发现其它利益冲突。本暂行指南的

制定工作未使用任何专门资金。 

4.4 审查日期 

这些建议系在应急程序下产生，有效期将持续至

2016 年 8 月。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

司将在那时或之前负责审查本指南并适当作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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