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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目的：目的：在一项大型多中心前瞻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研究中，使用

认知 / 行为筛查量表评估 ALS 患者认知及行为症状受损情况。

方法：方法：274例ALS患者在看护人的陪同下分别进行经验证的 2项认知筛查测试和经验证的 2项行为面谈。

评估认知和行为表现、人口数据、临床数据和 C9orf72 突变数据间的相关性。

结果：结果：基于 ALS 认知行为筛查量表的的认知评分，6.5% 的患者的评分低于额颞叶痴呆诊断的临界值；

54.2% 的患者的评分与 ALS 伴轻度认知受损的评分一致；39.2% 的患者的评分在正常范围内。ALS 认

知行为筛查的行为分量表评估显示，16.5% 的患者的评分低于痴呆诊断的临界值；14.1% 的患者的评

分在 ALS 行为受损评分范围内；69.4% 的患者的评分在正常范围。

结论：结论：本研究显示，发病 18 个月以内的 ALS 患者具有较高的认知和行为损害，与既往的研究结果相近。

本研究阐明了在运动神经元病的研究中增加认知行为筛查工具的成功运用和其科学价值。为神经专科医

师在没有神经生理学检查情况下，提供一种评估常见症状的有效方法，并有助于理解它们与关键临床变

量具有何种相关性。这些专为运动神经元患者设计的量表，也可用于已知的存在认知能力减退的多发性

硬化和帕金森病的患者群中。

ALS =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bi = ALS 伴行为受损；ALSci = ASS 伴认知受损；ALSFRS-R = ALS 功能评定量表 - 修订版；

CBS = 认知行为筛查；CNS-LS = 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 情绪不稳定量表；COSMOS = 氧化应激多中心队列研究；FBI = 额叶行为

量表；FTLD = 额颞叶痴呆；FVC = 用力肺活量；MMSE = 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S = 多发性硬化；NIEHS = 国家环境健康科学

协会；PBA = 假性延髓情绪；PD = 帕金森病。

在过去的 20 年里，对于仅累及运动系统的神经疾病存在的认知与行为障碍的关注程度有显著提高。

特别是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及帕

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 PD）患者的一系列神经心理改变已得到证实。这些既往未发现的共存症状给

患者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在 ALS 研究领域达成了一个共识 [1]，即在更广范围内评估认知行为改变作为

临床试验的结果。

综合神经心理学评估证实单纯 ALS 痴呆比例为 8%~15%[2-4]。较大比例的患者存在轻中度缺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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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其中 ALS 伴认知障碍（ALS with congnitive 

impairment,ALSci）的发生率为 34%~51%[3-8] 及

ALS 伴行为障碍（ALS with behavioral impairment, 

ALSbi）的发生率为 13.9%~40%[4,9,10]。

近期经验证的筛查工具反映了损害程度，且

与神经心理学量表金标准相匹配。这些筛查工具

包括 ALS 认知行为筛查量表（Cognitive Behavioral 

Screen, CBS）（57%）[11]、爱丁堡 ALS 认知行为

筛查量表（23%~35%）[9]、宾夕法尼亚认知筛查量

表（22%~36%）[12]。行为筛查量表中，剑桥行为

目录 [13] 、ALS 额颞叶痴呆问卷 [2] 和运动神经元病

行为工具 [14] 证实样本中行为学改变的比例分别为

80%、17% 和 58%~75%。

氧化应激的 ALS 多中心队列研究（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of Oxidative Stress, COSMOS）：是首

个研究氧化应激在疾病进展中的作用的前瞻性、

多中心的调查 [15]。在此，我们报道该研究的基线

评估结果。

 关于 COSMOS 研究的患者人群、方法学和早期发

现已在他处报道 [15]。ALS COSMOS 研究共入组 355 例患

者，在分析时排除了26例诊断为进行性肌萎缩（progressive 

muscle atrophy, PMA）或拟诊 PLS（单纯下或上运动神经

元病）的患者。亦排除了 55 例入组前未行认知学评估的

患者。根据 El Escorial/Airlie House 修订版 [16] 以及 Awaji

标准（以提高早期诊断率）[17]，274 例患者分别诊断为“确

诊”、“拟诊”、“疑诊”。入组患者的直系亲属无 ALS

病史并在发病后 18 个月内入组。

采用 2 项认知筛查方法对入组患者进行评估，并

采用 2 项行为学问卷对患者看护人进行评估，以上评

估方法均在 ALS[11,18,19] 和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lobar dementia, FTLD）患者人群 [20] 中得到验证。在研

究者会议上或通过电话对研究者进行标准的检测实施

培训。J.M. 创建的书面和视频培训资料已分发至各研

究中心。

认知功能筛查方法。认知功能筛查方法。ALS CBS 认知分量表。ALS CBS 认知分量表。  该测试的总

体认知评分为 0~20 分（ALS CBS-Cog），由四个亚单元

组成：启动及信息取回、集中度、注意力及追踪检测能

力。ALS CBS 认知总分低于痴呆临界分数（≤ 10）的患

者为拟诊 FTLD，认知型。评分在认知受损临界值范围

内（11~16）为 ALSci。评分≥ 17 分为认知正常。

书写言语流畅性测验 （C 开头单词）。书写言语流畅性测验 （C 开头单词）。该测试需要

患者在时间限定及字母数目限定情况下，写出以“C”开

头的单词。通过控制构音障碍和书写障碍来校正患者书

写速度分数，并以此来计算“思考时间”。

行为学功能。行为学功能。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该问卷将看护

人观察到的行为学改变予以分级，根据已确立的正常

标准对行为学改变水平进行分类。评分 < 32 分为疑

诊 FTLD，行为型。评分在受损范围内（33~36）为

ALSbi，评分≥ 37 则为行为正常。分量表中使用反向计

分法，即异常行为计分更高。这里提供相应标准公布的

诊断分数以便于比较。

额叶行为列表—ALS 版本。额叶行为列表—ALS 版本。使用修订版额叶行为学

量表（Frontal Behavioral Inventory, FBI）[19,20]，经培训的

测评者对看护人进行评估以辨别是额叶病变导致的行为

改变还是继发于运动神经元病的行为学改变。在 24 条目

中，以抑制行为及脱抑制行为分组为分量表，将行为学

改变从 0 到 3 予以分级。

多元回归分析结局评估与人口学变量间的相关性 多元回归分析结局评估与人口学变量间的相关性 

结局评估结局评估

ALS-CBSALS-CBS
认知学认知学

言语流畅言语流畅
指数指数

ALS-CBSALS-CBS
行为学行为学

FBI-ALSFBI-ALS

MMSEMMSE

CNS-LSCNS-LS

缩略语：ALS =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CBS = 认知行为筛查；CNS-LS = 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 情绪不稳定量表； FBI = 额叶行为量表； MMSE = 简明精神状态量表。

数据分别表示相关系数，SE 及 p 值
a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年龄 性别性别 教育教育 种族种族 症状持续时间症状持续时间 诊断确定度诊断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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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评估。补充评估。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 情绪不稳定量表。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 情绪不稳定量表。该患

者自我报告的评估方法是通过一项简易的分级量表测评

假性延髓情绪（pseudobulbar affect, PBA）症状 [21]。此

量表的病理学临界评分为 13 分，> 13 分则诊断为有临

床意义的 PBA。

Folstein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Folstein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该量表为使用

广泛的常规简易筛查量表，可提供总认知评分 [22]。

临床评估包括呼吸能力 [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和一项功能状态的评估 [ALS 功能分

级 量 表 - 修 订 版（ALS Functional rating Scale-Revised,  

ALSFRS-R）]。用于提取 DNA 和其他生物学标志物

的血液样本均收集并储存于位于北曼哈顿的生物样本

储存中心的国家环境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NIEHS）的环境健康中心。

对有认知和 DNA 数据的 251 例患者进行 C9orf72 突变分

析。所有数据储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数据管理

中心。

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多

元回归分析、协方差分析评估人口学变量、认知与行为

变量和C9orf72状态间的相关性。多变量分析涵盖了年龄、

性别、症状持续时间、教育、种族、族裔（西班牙裔，

非西班牙裔）和诊断确定度在内的一系列协变量。在校

正年龄、性别、发病持续时间、教育、种族、族裔后，

采用回归分析对延髓功能与认知 - 行为下降间的相关性

进行分析。FBI-ALS 总分与认知和临床变量持续相关。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向前和向后法检验 FBI-ALS

和 ALS-CBS 行为学分量表的各项条目与认知的特定相关

性。为此，第一步录入优先变量，后续逐条录入。显著

性水平设定为 p ≤ 0.05。

标准方案批准、注册及患者知情同意。标准方案批准、注册及患者知情同意。已获得哥伦比亚

大学医学中心和各临床研究点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所

有经筛查确定的患者均有能力签署知情同意。在作者许

可下获得每一项筛查检测，且无需授权、可免费用于非

商业需求。

 认知及行为受损等级。认知及行为受损等级。6.5% 的患者的认知

受损与疑诊 FTLD 一致。54.2% 的患者的评分与

ALSci 一致，39.2% 的患者在正常范围内。16.5%

的患者其行为学受损与疑诊 FTLD 一致。14.1% 的

患者的评分与 ALSbi 一致，69.4% 的患者评分在

正常范围内。

与认知行为学评估相关的关键人口学及临床因素。与认知行为学评估相关的关键人口学及临床因素。

根据以下可能的预测因子对每一项认知和行为学

结局评估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年龄、性别、种族 /

族裔、教育、症状时间及诊断确定度（疑诊、拟诊、

确诊；表 1）。

行为学受损与功能状态、呼吸功能、发病部位

及假性延髓情绪有关，而认知受损与之无关（表 2）。

校正协变量后，对 ALS CBS 认知分量表仔细筛查

发现，单个量表中无一与呼吸状态相关。50.8% 的

患者诊断为有临床意义的假性延髓情绪（采用 13 分

为临界值），若根据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 情绪不稳

定 量 表（Center for Neurologic Study-Lability Scale, 

CNS-LS）评分诊断，该比例会更高。CNS-LS 评分

与 ALS CBS 行为学评分（p < 0.001，行为学问题越

多则情绪状态越不稳定）和 FBI-ALS（p = 0.018）

具有显著相关性。

认知与行为学功能关系。认知与行为学功能关系。校正年龄、性别、症状

持续时间、教育、种族 / 族裔、诊断确定度后发现，

ALS-CBS 认知总体功能受损越严重则 FBI 总体功

缩略语：ALS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FRS-R = ALS功能评定量表 -修订版；CBS =认知行为筛查；CNS-LS =神经病学研究中心 -情绪不稳定量表 FBI =额叶行为量表； 
FVC = 用力肺活量。

校正年龄、性别、症状持续时间、教育、种族 / 族裔、诊断确定度因素，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于发病部位，采用协方差分析。
a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认知 / 行为与临床变量间的关系认知 / 行为与临床变量间的关系

结局评估方法结局评估方法

ALS-CBS 认知学ALS-CBS 认知学

言语流畅指数言语流畅指数

ALS-CBS 行为学ALS-CBS 行为学

FBI-ALSFBI-ALS

呼吸功能呼吸功能
((FVC)，B，SE，FVC)，B，SE，pp

功能状态功能状态
((ALSFRS-R), B, SE, ALSFRS-R), B, SE, pp

假性延髓情绪假性延髓情绪
(CNS-LS), B, SE,(CNS-LS), B, SE,pp

校正均值（SE）：
延髓
其他

脊髓

发病部位，发病部位，FF，，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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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损越严重（B = -0.066，SE = 0.028，p = 0.018）。

当将 ALSFRS-R 和 FVC% 添加至分析模型时，该

相关性减弱（B = -0.050；SE = 0.030；p = 0.092）。

相似的，校正相同因素后，ALS-CBS 认知总体功

能受损严重与良好的 ALS CBS 行为功能总分受损

程度呈负相关性（B =-0.120，SE = 0.031，p < 0.001），

提示良好的认知评分与良好的行为评分间具有相关性。

我们还采用 3 × 3 交叉列表分析了 ALS-Cog

与 ALS-Beh 受损标准（n = 247；表 3），结果显示，

28.7% 的患者两者均正常，8.9% 的患者符合多重

ALSci/ALSbi 标准，2.8% 的患者符合认知与行为

FTLD标准。70.4%（174/274）的患者ALS-Beh正常，

仅 38%的患者认知正常。在无认知受损的患者中，

75.5% 的患者也无行为学受损；然而，10.6% 的患

者为 ALSbi，13.8% 为 FTLD。在认知型 FTLD 患

者中，仅 47.1% 的患者无行为受损，分别有 11.8%

和 41.2% 的患者为 ALSbi 和 FTLD。这提示存在

显著的共患现象（χ2 = 10.42，df = 4，p = 0.034）。

为确定特定症状驱动的行为学与认知学评分

间的相关性，我们在看护人的帮助下发现在 25%

的患者中存在 8 种特别的行为表现（表 4）。

C9orf72C9orf72 碱基重复。碱基重复。在有认知和基因数据的参与

者中，我们发现 5.6% 的患者存在 C9orf72 重复

扩展。女性C-9状态阳性的比例略高于男性（9.0% 

vs 3.3%； p = 0.055）。校正协变量后，其相关

性更显著（p = 0.014)。在 ALS-CBS（ALS CBS 

Fisher 精确检验 = 0.808，ALS CBS-Beh Fisher

精确检验 = 0.068）、FBI-ALS（Fisher 精确检

验 = 1.00）或语言流畅指数（Fisher 精确检验 = 

0.668）中 C9orf72 状态与认知或行为受损水平

无相关性。

取样及同时效度。取样及同时效度。274 例行认知学测评患者与 55 例未

行测评的患者在年龄、疾病持续时间、ALSFRS-R、

FVC、性别或教育方面无差异（表 5）。进行所有认

知筛查检测的这一组患者的评分较简明精神状态

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评分低 0.7 分，该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但无临床意义。

为评估纳入的变量数对于评分的可能影响，

我们根据入组率对研究点进行分组：2 例患者 / 月

（“ 高”）、0.5~2 例患者 / 月（“高”）、< 0.5

例患者 / 月（“低”）。每一研究点的全部患者作

为一个协变量。即使校正人口学协变量和入组的

总病例数后，研究点间在 4 项结局评估中无差异。

缩略语：ALS =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bi = ALS 伴行为受损；ALS ALSci = ALS 伴认知受损；

FTLD = 额颞叶痴呆。

χ2 =10.42，df = 4，p = 0.034。

根据 ALS 认知受损标准及 ALS 行为受标准进行评估，以病例数（%）（在认知受   根据 ALS 认知受损标准及 ALS 行为受标准进行评估，以病例数（%）（在认知受   
                    损组内）表示                    损组内）表示

ALS 行为受损ALS 行为受损

无无

ALSbiALSbi

FTLDFTLD

总数总数

ALS 认知受损ALS 认知受损

缩略词：ALS =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CBS = 认知行为筛查； FBI = 额叶行为目录。

控制年龄、性别、发病时间、教育、种族 / 族裔、诊断确定度因素后，运用多元回归向后剔除法

进行分析。

常见行为问题（据报道≥ 25%）以及与较差认知功能的关系常见行为问题（据报道≥ 25%）以及与较差认知功能的关系

FBI-ALS 条目FBI-ALS 条目

    易激惹    易激惹

        顽固顽固

        淡漠淡漠

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

        易激惹易激惹

        挫折耐受差挫折耐受差

        孤僻孤僻

        不易相处不易相处

        理解力差理解力差

FBI-ALS 项FBI-ALS 项

    失语 / 失用    失语 / 失用

        不易管理不易管理

        语言减少语言减少

        淡漠淡漠

        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

        行为不当行为不当

        攻击性攻击性

        性欲旺盛性欲旺盛

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ALS CBS 行为学分量表

        对事物失去兴趣对事物失去兴趣

        不关心他人感受不关心他人感受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患病率，%高患病率，%

各条目与较差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各条目与较差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B，SE，B，SE，pp

无无 ALSciALSci FTLDFTLD 总数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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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post hoc 检验显示仅在 高招募点和高招募点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研究点间的 MMSE 评分存

在显著性差异 [ 校正的平均值（SE）： 高招募

点 = 27.73（0.564），高招募点 = 29.35（0.174），

低招募点 = 29.32（0.462）；p = 0.010]。

采用同时效度检验对认知和行为学的 2 种检

测方法进行认知或行为间的相关性评估。2 种行

为学检测方法高度相关（FBI-ALS 行为学评分和

ALS CBS 行为学评分，r = 0.721，p < 0.001），

2 种认知学检测方法则一般相关（书写语言流畅

测试和 ALS CBS 认知评分，r = 0.494，p < 0.001）

 我们采用简易认知和行为学筛查量表对 274

例 ALS 患者进行评估。FTLD 痴呆和轻中度受损

非常普遍，占存在认知或行为学损害患者的 1/3 之

多。在进行行为学症状评估时中疑诊 FTLD 痴呆

的比例（16.5%）高于仅行认知学评估时的比例

（6.5%）。这些结果与其他的研究结果一致 [9,12,13,23]，

但我们的研究样本量大，在认知和行为学受损间

的明确差异是本研究的突破性贡献。症状与受损

的 ALSci 水平一致的比例与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

（ALSci：54.2%），但看护人报告的行为改变的

ALSbi 水平则低于文献报道（ALSbi：14.1%）。

鲜有研究对 ALSbi 与 ALS-FTLD 的临界值进行明

确区分，这些数据提示，当患者存在行为学改变时，

看护人描述的行为学改变要比其本身更为严重。

同时效度为中度到高度，支持我们采用 2 项

筛查工具对每一领域进行评估的策略：一个为更

为细化、有针对性的检测工具，一个是更广泛、

包容性更强的检测工具，以补充关于认知和行为

学的全方位数据。该数据提示这种短的简明量表

在大型多中心研究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使用率。

全国各大中型研究点间的结果具有一致性，提示

如果评估者得到良好的培训，这种筛查量表应用

于神经病学试验是切实可行的。

了解 ALS 病程是如何影响认知与行为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了解其病因。例如文献中关于呼吸能

力下降是否会引起认知 - 行为受损尚不明确 [24]，

但我们的结果证实呼吸功能与认知 - 行为受损无相

关性。这与 ALS 是原发于神经系统的疾病而非继

发于低氧血症这一理论相符。通过分析 FVC 与 4

个认知学分量表的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其与低氧

血症的关联性 [25] 无效。在严格控制临床与人口学

协变量后证实了无相关性。

行为学受损与 ALS 功能减退相关，认知受损

与之无关。淡漠和少语是仅有的与 ALSFR-S 有统

计相关性的行为学症状。该相关性在延髓分量表中

为显著，即延髓的病例损害越严重则淡漠和少语

程度越严重。目前文献中对于是否延髓起病的患者

有更为严重的额颞叶症状仍存在争议 [26]，因为鲜

有有统计学效力的研究将认知与行为功能区分开。

本研究中，认知及行为受损均与延髓损害相关。淡

漠作为特别重要的行为学改变被单列出来，是 ALS

患者 为常见的行为学改变 [10,12,27] 。在本研究中，

看护人报道有 27%~66%的患者均有易激惹、顽固、

挫折耐受力差、情感冷漠水平均增加，其中淡漠程

度严重以至于增加了看护人协助患者的工作负担。

缩略语：ALS =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FRS-R = ALS 功能评定量表 - 修订版；FVC = 用力肺活

量；MMSE = 简明精神状态量表。
a 达到的病例数不同。

有认知学筛查数据和无认知学筛查数据的 ALS 患者的人口学、临床、认知和行为学有认知学筛查数据和无认知学筛查数据的 ALS 患者的人口学、临床、认知和行为学
                      筛查总结                      筛查总结

人口学变量人口学变量

    年龄，岁，均数（SD）    年龄，岁，均数（SD）

        性别，% 女性性别，% 女性

教育，%教育，%

        高中或高中以下学历高中或高中以下学历

        高职 / 大学专科 / 本科高职 / 大学专科 / 本科

        学士或学士以上学士或学士以上

种族，%种族，%

        白种人白种人

        非白种人非白种人

临床评估，均数（SD）临床评估，均数（SD）

        症状持续时间 ，月症状持续时间 ，月

        FVC%FVC%

        ALSFR-RALSFR-R

发病部位，%发病部位，%

        延髓延髓

        颈髓颈髓

        胸髓胸髓

        腰骶髓腰骶髓

        呼吸系统呼吸系统

        其他其他

MMSE 分数MMSE 分数

有认知学筛查 ALS有认知学筛查 ALS
患者（n = 274）患者（n = 274）aa

无认知学筛查无认知学筛查
ALS 患者（n = 55）ALS 患者（n = 55） pp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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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快速进展的疾病中，患者的直觉及行动能力

下降给护工带来很大挑战。

淡漠、少语及患有失语、失用的患者更有可

能同时存在认知问题。这些行为改变让人联想到

精神分裂症的“抑制症状”，表现为反复发作的

预期行为缺乏或是“淡漠”。值得注意的是，行

为异常和注意力不集中伴随的是较好的认知功能，

提示特定的行为学特点与认知功能减退无关。个

别异常行为提示“脱抑制型”患者伴有较轻的认

知功能受损，相反，而“淡漠型”患者则伴有认

知功能下降。这一解释与 FTLD 文献中关于这些

亚型的区分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如果以后的

研究验证了这些亚型，那么则提示临床医生需对

淡漠的患者进行认知学评估并进行住院治疗，而

脱抑制的患者其认知受损较轻。

PBA 是神经疾病人群中一项需要评估的重要

的临床表现，特别是在 ALS、MS 以及脑血管意

外患者中。我们发现样本中 PBA 的患病率很高

（50.8%），4 个结局评估中有 3 个与 PBA 有相关

性，严重的认知损害（ALS CBS-Cog）以及行为

问题（ALS CBS-Beh 和 FBI-ALS）与严重的 PBA

具有显著相关性。患者的 PBA 分级与看护人对患

者的淡漠情绪、言行滑稽和性欲旺盛的分级相关。

言行滑稽与阵发狂笑一致，但是淡漠情绪、性欲

旺盛与 PBA 的关系尚不明确。PBA 与淡漠情绪的

关联性可能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发现在 ALSFRS

延髓分量表中淡漠情绪与延髓功能间具有相关性。

C9orf72阳性是ALS认知行为学研究的热点，

因为该突变与 FTLD 相关 [28]。该研究中，5.6% 的

散发 ALS 患者为 C9orf72 阳性突变，然而我们没

有发现该突变与认知受损或行为受损间具有相关

性，可能因为 C9orf72 阳性突变的例数太少。

大部分诊断为认知正常的 ALS 患者罹患单纯

性痴呆的风险较小，大部分患者可能会进展为轻

中度的认知和行为改变。该研究与其他报道认知

与行为学改变重叠症状的文献一致 [10]。这些数据

在临床上提示延髓发病的 ALS、伴 PBA、呼吸功

能下降、功能状态受损的患者更可能存在行为学

问题。

认知学筛查并不能代替神经心理学检查，因

为筛查需要数小时的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试，以及需

要接受在 FTLD 诊断方面受过培训的临床医生的

临床访谈（表 e-1 见 Neurology® 官网：Neurology.

org）。然而我们的研究使用经验证的认知学量表

全面评估了认知及行为功能受损情况，且与全面

的神经心理学检查结果具有可比性。该类型的筛查

量表的应用可由 ALS 延伸至其他有执行功能症状

的疾病（如 MS、PD），包括那些常见的但是缺乏

标准的筛查标准的神经元疾病（如亨丁顿舞蹈症、

多系统萎缩、路易小体痴呆、进行性核上性变性、

皮质基底节变性）。对上述疾病或其他疾病的快

速准确的检测可以对其进行早期的分诊治疗，这

会影响到患者 / 家庭的疾病管理及预后。ALS CBS

可能是这些筛查量表中能常规应用于临床的 好

的筛查手段，因为它提供了多领域的评估但无需

额外的人力资源。

评价运动神经元疾病的认知功能已经越来越

重要，因为伴有认知功能的患者生存期更短 [29,30]。

此外，在临床试验中按照患者的认知状态分层可使

结果明显提高 [31]。然而，标准的数小时的神经心

理学检查在繁忙的诊所难以实施，临床研究中也不

切实可行。我们使用的筛查量表为神经病学医师提

供了一个简单可行的筛查方法：（1）调整认知学

检测以排除构音障碍、手写问题的影响；（2）通

过行为学访谈以说明影响运动神经元功能的疾病

的生理学改变；（3）为非痴呆的神经病学样本提

供一个敏感且有效的认知与行为损害的评估方法。

基于电话的筛查量表正在制定中，可进一步增加

检测的可行性（Christodoulou，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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