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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统萎缩患者的尿动力学特点及临床应用
邢添瑛,贾春松,欧彤文
[ 摘要 ] 多系统萎缩（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是一种罕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早发的和突出的自主神经功
能障碍是 MSA 的重要特征，而神经源性下尿路功能障碍（neurological lower urinary tract dysfunction,NLUTD）又是自
主神经损伤的主要表现之一。尿动力学检查是评估 NLUTD 的可靠方法，不仅能够了解下尿路症状的病理生理机
制，也能够发现 MSA 相对特异的尿动力学表现，在和帕金森病的鉴别诊断和预后评估方面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
文将结合 MSA 自主神经病变的特点对 MSA 患者尿动力学特点和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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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odynamic feature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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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MSA) is a rar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early and promi‐
nent autonomic dysfunction. Neurogenic lower urinary tract dysfunction (NLUTD) is one of most frequent categories of
autonomic dysfunction. Urodynamic study is a reliable way to evaluate NLUTD. It not only provides insights of patho‐
physi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ower urinary tract, but also helps to identify some featured urodynamic changes of MSA.
Thus, urodynamic study has potential utility in facilit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SA and Parkinson’s disease and pre‐
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S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urodynamic feature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M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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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统萎缩（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是一
类散发的致死性神经变性病，临床表现主要为帕金
森综合征、小脑共济失调和不同程度的自主神经症
状。较早发生或较严重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是多
系统萎缩诊断的重要依据[1]。神经源性下尿路功能
障碍是 MSA 患者最常见的自主神经损伤表现之
一。MSA 的临床诊断主要依据 2008 年第二版 MSA
诊断共识：在自主神经症状方面，若患者具有其他
原因无法解释的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则诊断为可
能的 MSA；若患者存在尿失禁，则诊断为很可能的
MSA[2]。但是，上述下尿路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容
易被伴随疾病干扰（如男性前列腺增生），甚至可能
出现在相应年龄段的健康人群中[3]。此外，尿频、尿
急等下尿路症状也可存在于一些和 MSA 临床表现
类似但容易混淆的疾病，例如帕金森综合征（Par‐
kinson’s disease,PD）[4]。PD 患者由于中脑黑质纹状
体系统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丢失，常引起神经源性逼
尿肌过度活动甚至急迫性尿失禁[5]，可见单纯的期
相性逼尿肌过度活动不能作为诊断 MSA 的线索。

尿动力学检查是评估下尿路功能的可靠方法，特别
是神经源性下尿路功能障碍的患者尤其应该进行
尿动力学检查[6]。本文将结合 MSA 下尿路功能障
碍的研究现状及笔者的实践经验，对 MSA 患者尿
动力学检查的异常特征及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1 逼尿肌活动低下
MSA 患者时常主诉排尿困难、尿等待、尿流变
慢和尿不尽，此类排尿期症状是 MSA 除尿频、尿急
之外常见的下尿路症状表现。α-共核蛋白聚集导
致的自主神经损伤常累积脑桥排尿中枢、骶髓节前
副交感神经核[7]，这些与排尿直接相关的部位受累
可引起逼尿肌活动低下，即逼尿肌的收缩力及收缩
时长下降（严重者甚至无收缩），导致患者排尿困
难。逼尿肌活动低下也是引起残余尿量增多的主
要原因，后者常作为诊断 MSA 的线索[8-10]。尽管 PD
患者也可出现逼尿肌收缩力减弱，但通常仍能够维
持相对有效的膀胱排空。MSA 患者逼尿肌收缩力
受损的程度比 PD 普遍更重，因而也具有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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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尿困难症状[11]。值得注意的是，部分 MSA 患者
碍），是 MSA 患者相对特异的表现[15]。
排尿困难症状并不突出，尿动力学检查也显示逼尿
肌收缩力可达到相对正常的数值，但是逼尿肌在等
2 神经源性膀胱出口梗阻
容收缩期的收缩速率下降，尿动力学曲线表现为开
膀胱出口梗阻是常见的排尿障碍原因。在非
[12]
放时间明显延长（图 1A,B） 。若患者的残余尿量
神经源性膀胱出口梗阻的患者中，前列腺增生、膀
不多且无其它导致逼尿肌收缩力受损的合并症（如
胱颈纤维化或尿道狭窄是常见的病因。而对于神
糖尿病、腰椎病等），开放时间明显延长可作为 MSA
经源性膀胱出口梗阻的患者，可能原因包括神经源
和 PD 鉴别诊断的线索，可能提示早期隐匿的下尿
性逼尿肌括约肌协同失调（detrusor sphincter dys‐
路自主神经损伤[13]。
synergia,DSD）或内/外括约肌舒张障碍。
一些 MSA 患者由于神经源性逼尿肌无收缩，
健康人排尿时逼尿肌收缩，同时尿道括约肌舒
膀胱类似低张力的储尿囊，即使残余尿液量非常
张，尿液得以正常排出。若患者合并 DSD，逼尿肌
大，膀胱内压及逼尿肌压力也非常低。但是部分患
收缩的同时尿道外括约肌不能正常舒张反而不自
者逼尿肌无收缩还可伴有顺应性减退。随着膀胱
主的收缩，引起排尿梗阻症状。其发生的原因为脑
腔内尿液量的增加，逼尿肌压力增高，并达到逼尿
桥与骶髓之间的病变导致脑桥排尿中枢与骶髓的
肌漏尿点压力，患者主诉尿不尽，点滴状尿失禁。 传导受阻，可见 DSD 反应了中枢自主神经系统的
由于男性患者的尿道压较高，逼尿肌漏尿点压力相
病变[6]。由于 PD 患者的自主神经病变多发生于外
应也高，使得膀胱储尿期高压，对上尿路的带来更
周，因此 DSD 特别是早期发生的 DSD 在 PD 患者中
大的负担。由于 MSA 患者生存期较短，逼尿肌收
其实很少见（早期的研究由于缺乏诊断标准纳入了
缩力严重受损更是提示预后差，但由此造成的肾功
相当的 MSA 患者）[7, 16]，可能作为 MSA 的诊断线索
能衰竭还相对罕见[14]。女性患者也可出现这种尿 （图 2）。在早期 MSA 患者中，逼尿肌的收缩力在相
动力学表现，但是较男性少见，并且逼尿肌漏尿点
当程度上得以保留，不具有典型的 MSA 逼尿肌收
压力也明显低于男性患者。
缩力受损的表现，患者通常无排尿困难的症状，残
MSA 主要累及中老年人群，在这个年龄段的女
余尿量也不多。既往 MSA 自然病史的研究表明，
性患者中，压力性尿失禁并不少见。患者常表现为
相当一部分患者在起病前 3 年对多巴类药物具有
咳嗽、打喷嚏漏尿，严重者在床上翻身时也可漏尿。 一定的反应[17]。对于这部分早期患者来说，自主神
这部分患者有时并不能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时常
经受累的证据往往不足，非常容易被误诊为 PD，此
主诉憋不住尿，容易对 MSA 相关尿失禁的诊断带
时 DSD 可能成为提示 MSA 的线索。DSD 引起的症
来误导。存在压力性尿失禁（特别是重度压力性尿
状可能为患者不易察觉的排尿速率减慢，但也可能
失禁）的患者利用腹压排尿，可能增加腹压后尿液
引起严重的排尿困难。在尿动力学检查中同步行
即能顺利排出，患者并未感觉到排尿困难，相应的
肌电图监测可协助诊断 DSD。由于尿道外括约肌
残余尿量可能也并不多甚至无残余尿，给 MSA 的
和肛门外括约肌同样受到骶髓 Onuf‘s 核的支配，
诊断带来疑问。尿动力学检查可能发现此类患者
因此临床上更多使用位置更加表浅的肛门外括约
逼 尿 肌 反 而 无 收 缩 ，且 腹 压 漏 尿 点 压 力 很 低（图
肌替代尿道外括约肌行肌电图同步监测。肌电图
1C）。有学者报道影像尿动力学检查可能发现此
的金标准为应用同心圆针状电极，但考虑到针状电
类患者充盈期膀胱颈即开放（提示括约肌功能障
极使得本身有创的尿动力学检查更为有创，给患者

图1

多系统萎缩和帕金森病患者的尿动力示意图

A：一例男性多系统萎缩患者的开放时间明显延长（箭头所示），最大逼尿肌收缩力 63 cmH2O；B：一例年龄匹配的男性帕金森病患者的开放
时间明显较短（箭头所示），最大逼尿肌收缩力为 69 cmH2O；C：女性多系统萎缩患者完全依靠腹压排尿，逼尿肌无收缩（箭头所示），无残余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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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心理负担，更方便无创的表面贴片电极也是一
种选择，但敏感度则不如针状电极[18]。此外，肌电
图仅能监测到外括约肌的电活动，对于受交感神经
支配的内括约肌（平滑肌）的功能则无法通过此方
法来评估，而有学者认为逼尿肌-内括约肌协同失
调在 MSA 中甚至可能更为常见[19]。通过测量尿道
不同部位的尿道压也是评估 DSD 的方法，但是有研
究表明测量尿道压和肌电图的结果一致性尚不统
一 ，DSD 的 诊 断 仍 是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问 题[20]。 由 于
MSA 患者体位性低血压常见，部分患者服用屈昔多
巴等 α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治疗，这类患者的膀胱出
口梗阻排尿困难还需除外药物的作用。
3 频繁逼尿肌期末过度活动伴尿潴留
逼尿肌过度活动本身并不能作为 MSA 患者特
征性的尿动力学表现；PD 最常见的尿动力学异常
即为期相性或期末逼尿肌过度活动。但是，少数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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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 患者于尿动力学检查过程中在下达排尿指令
后无法自主排尿，而在灌注到相对固定的膀胱测压
容积时出现短暂的期末逼尿肌过度活动伴不可抑
制的尿急和漏尿，漏尿结束后膀胱内仍有大量残余
尿（图 3）。患者尿液的排出仅能依靠此种方式，临
床表现为频繁的尿失禁且每日的失禁量较大。
有关该类型下尿路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和定
位诊断尚不明确。膀胱感觉纤维上行传导至中脑
导水管周围灰质，并在更高级的中枢中整合成尿
意，高级中枢在下达排尿指令后将信号再通过中脑
导水管周围灰质传递给脑桥排尿中枢，并进一步下
行传导至骶髓和盆腔神经，引起逼尿肌收缩[21]。中
脑的神经退行性改变导致膀胱感觉的显著减退，并
且失去高级中枢对脑桥排尿中枢的控制，导致患者
无法自主排尿和控尿。在逼尿肌收缩时，收缩力和
收缩时间均显著减退，可能主要为脑桥和骶髓的病
变所致[22-24]。因此，该尿动力学表现可能反应广泛

逼尿肌括约肌协同失调示意图

女性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病史 1 年，患者未诉明显排尿困难，残余尿量 35 mL。逼尿肌收缩力正常，但可见排尿时肌电图活动增加，符合逼尿
肌括约肌协同失调，伴尿流率降低。随访期间诊断为多系统萎缩

图 3 频繁期末逼尿肌过度活动伴尿潴留的示意图
男性多系统萎缩患者病史 15 个月，频繁尿失禁。每当膀胱测压容积接近 310 mL 时出现期末逼尿肌过度活动，伴漏尿，残余尿 290 mL 左
右。该患者死亡时间距离尿动力学检查 9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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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神经系统的病变。该种尿动力学表现在 MSA
患者中并不常见，并且暂未见于其它类型的帕金森
叠加综合征。笔者所见的患者均表现为快速进展
的帕金森综合征，病史相对较短，服用高剂量的多
巴类药物反应仍差，并且有较严重的尿失禁。这些
特点提示此种类型的尿动力学表现可能与高度侵
袭的疾病过程有关，患者死亡距离尿动力学检查的
时间均不足 1 年。由此可见，此种尿动力学类型可
能提示神经系统原发疾病呈“恶性”病程且预后较
差，值得临床医生警惕。
虽然大多数 MSA 患者行尿动力检查能够发现
相对特征性的异常，但是少数患者可能没有阳性发
现。首先，尿动力学检查虽然为评估下尿路功能较
为准确的方法，但是可能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的尿动力学检查仅能反应检查当时的储尿和
排尿情况，但有可能不能代表患者整体的下尿路功
能情况。活动的尿动力学检查（ambulatory urody‐
namic study，AUS）可持续监测一段时间内患者的储
尿和排尿周期，患者不处于固定的体位，可能会比
传统尿动力学检查具有更多的阳性发现[25]，但是该
方法目前并未得到大规模的临床应用。部分早期
MSA 患者可能自主神经损伤程度轻，未累及支配下
尿路的区域，导致尿动力学检查结果正常。最后，
我们也需考虑神经系统原发疾病诊断的正确性。
虽然 MSA 容易被误诊为 PD，其它疾病如进行性核
上性麻痹、路易体痴呆有时也会被误诊为 MSA，特
别是当患者出现共济失调、锥体束征和自主神经症
状时（特别是尿失禁）[26]。不过尽管尿动力学检查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 MSA 患者而言，尿动力
学检查不仅是了解下尿路功能障碍的有力手段，更
是可靠的评估自主神经功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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