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 GNEM-DMP！ 
欢迎阅读第四期 GNE myopathy Disease Monitoring Programme (肌病监测计划) 通讯，感谢您持续支持和参与 

GNEM-DMP。我们的通讯为您提供 GNEM-DMP 的定期更新和 GNE 肌病的科学知识更新。我们欢迎您对本期

通讯给出意见和建议。 

本期内容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GNE 肌病研究和 ManNAc 临床试验 

肌病患者组织及其从事的工作 

 罕见病患者倡导组织的重要性 

 关于醋纽拉酸 3 期临床试验的快讯（Ultragenyx）——新的研究中心现已开

放 

 GNEM 登记情况的更新  

 登记参加者的移动能力及其轮椅/座式机车的使用情况 

 参加者的故事：“我迄今为止的旅程” — Mark 

若想参加 GNE 患者登记，请访问：www.gnem-dmp.com 

了解 GNEM-DMP 的详情，请联系：HIBM@treat-nmd.eu 

了解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 的详情，请访问：www.ultragenyx.com 

了解 TREAT-NMD 的详情，请访问：www.treat-nmd.eu 

  

http://www.gnem-dmp.com/
mailto:HIBM@treat-nmd.eu
http://www.ultragenyx.com/
http://www.treat-nmd.eu/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GNE 肌病研

究和 ManNAc 临床试验                                  
作者：N Carillo 博士、M Huizing 博士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自 2001 年以来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更多地了解在 

GNE 肌病中的潜在细胞缺陷。其中一个在突变小鼠模型中的研究（2007 年）显示，口服 ManNAc 疗

法明显改善了 GNE 肌病和肾小球疾病的病理特点。 

 

ManNAc（N-乙酰-D-甘露糖胺）是一种天然糖分，是唾液酸的生物合成前体。肌肉唾液酸水平下降

据信和 GNE 肌病的临床表现相关。国家推进转化科学中心（NCATS）和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

（NHGRI）已完成两项关键性的动物毒理学研究，以此证明 ManNAc 的药物安全性，并将试验性新

药（IND）申请成功地提交给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此外，FDA 已经授予 ManNAc 作

为为治疗 GNE 肌病的罕见病药物资格。 

 

一项 1 期临床研究已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完成，该研究评估了

ManNAc 用于治疗 GNE 肌病患者  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安全性（ClinicalTrials.gov 识别号：

NCT01634750）。这些临床研究表明，患者对 ManNAc 耐受性良好，每天口服两次 ManNAc 会显著

和持续地提高唾液酸的水平。一项 GNE 肌病的开放性标签 2 期研究正在 NCATS 和 NHGRI 研究人

员的参与协作下，对 ManNAc 加以探索（ClinicalTrials.gov 识别号：NCT02346461）。一项多中心

临床试验正在规划。NIH 正在与 Escala Therapeutics, Inc. 进行合作，后者是一家位于纽约、注重研

发罕见病药物的公司。 

 

在 NIH 临床研究中心（位于美国的贝塞斯达），一项前瞻性、单中心自然史研究中对约 45 名 GNE 

肌病患者作了随访（ClinicalTrials.gov 识别号：NCT01417533）。这项研究开始于 2011 年 9 月，收

集了随时间积累的健康和生物信息，用以了解 GNE 肌病如何影响到患者的力量、功能和生活质量。

收集到的信息让研究人员了解有哪些测量指标能在这种缓慢进展疾病的临床药物试验中用以证明对治

疗的反应。同时患者还获得关于他们疾病状态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更好处理 GNE 肌病相关医疗方

面的信息。 

  

有关 NIH 探索性研究和临床研究详情请联系：Nuria Carrillo（carrilln@mail.nih.gov）或 Marjan 

Huizing （mhuizing@mail.nih.gov） 
 

 

 

请注意，有些参加的研究员已告诉我们，一些发自 GNEM-DMP 团队的电邮会偶尔发送到其电子邮箱的垃圾文件

夹中。请检查您的电子邮箱设置，以确保您不错过接收有关本研究的重要信息和更新。如果您需要关于电子邮箱

设置的协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HIBM@treat-nm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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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Kelly 是一名在罕见病领域工作的自由职业顾问。她是一名患者服务咨询师，协助 Ultragenyx 倡

导患者主张。在这篇文章中，她将分享她关于罕见病（比如，GNE 肌病）患者倡导组织重要性的经验

和建议。 
 

“我已经在罕见病领域工作了很多年，非常幸运和荣幸能与许多患者倡导组织建立联系。他们的建议、帮
助和指导，总让我受益良多，帮助我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要、他们的照顾者和他们的家庭。 
 

患者倡导组织的目的和重点，与对您提供治疗的医疗团队一致——在于您和您的需求。在需要的时间和
地点，他们提为您供宝贵的帮助、支持和信息，并调查罕见病患者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照顾和
支持，如何得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您的资源等等。 

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让社会对罕见病的认识日益提高，确保“罕见”不再意味着“看不见”。努力尝试并确
保早期诊断，让患者和家庭与能够帮助他们的人建立联系，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他们一直都与医疗团
队密切合作，并展现出强大的同情心和关爱心。 
 

患者倡导组织也能影响医疗环境的规划和决策，而规划和决策反过来会影响到受他们支持的患者的生
活。政府、保健服务提供者和那些资源规划做的决策者，全都可以因为和患者倡导组织建立联系而受
益，因为这些组织的见识和经验，对更好地理解患者及其家庭的需求有巨大的帮助。 
 

已确诊患有罕见病的患者及其家庭，有时会因他们的病症而感到隔绝和孤立无援。我相信，对于那些选
择与他人联系的人，以及那些正和您有同样难题的人，这些组织存在巨大的价值，可以成为真正的帮
助，帮助您摆脱孤单。当然，有些患者和家庭可能更愿意保持私密而不联系他人，但他们仍然需要和感
激专业团体的帮助，因为专业团体理解他们日常的需求，知道他们每天要面对些什么。 
 

患者倡导组织与医疗团队紧密合作，可以共享见解，加深理解您的需要。这扩展了您从医生、护士和医
疗团队中得到的照护和指导，且当您可能需要帮助和指导时以及在您可能需要帮助和指导的地方，也可
深入探查日常生活的其他需要。 

有时它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小事情，但会让一切变得不同。 
 

知道可以打电话向其求助和求建议的人、知道有人可帮您联系上面临同样难题的人、知道可确保您不感
到孤独的人，对于我们所有人都很有价值也很重要。” 
 

如 果 您 有 关 于 患 者 倡 导 的 任 何 问 题 ， 或 对 本 文 章 中 的 任 何 内 容 有 任 何 问 题 ， 请 联 系
patientadvocacy@ultragenyx.com 

 
Muscular Dystrophy UK (MD UK) 
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英国） 

MD UK 是英国的一个服务于 70000 名肌肉

萎缩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自 1959 年以来，

它一直为肌肉萎缩症患者的家庭提供支持。

该机构向患有这些病症的人、其家人及与其

一起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重要的信息、建

议、资源和支持。 

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 

 
Neuromuscular Disease Foundation (NDF)
神经肌肉疾病基金会–（美国） 

NDF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创立于 2006 年。

它的使命是提高公众意识，鼓励 GNE 肌病

检验，以及直接资助正努力寻找治疗神经肌

肉疾病（包括 GNE 肌病）疗法的科学家。

我们的愿景是为未来几代创建一个没有 GNE 

肌病的世界。 

www.ndf-hibm.org/ 

 
Muscular Dystrophy Ireland (MDI) 
爱尔兰肌肉萎缩症患者组织 

爱尔兰肌肉萎缩症患者组织（MDI）是一个自发的

组织，成立于 1972 年，由一小群生活在爱尔兰西部

的人组成，他们为肌肉萎缩患者家庭提供支持。自

那时起，它已大幅成长，现在拥有超过 700 名成员

和一个分支机构遍布爱尔兰的网络。 

www.mdi.ie/ 
 

 
Associazione Gli Equilibristi HIBM –（意大

利） 

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主要目标是传播关于 

GNE 肌病的知识。该机构成立于 2012 年，其使

命是筹集资金，以促进和支持针对该疾病的医学

和科学研究，并形成一个 GNE 肌病患者网络，

确保提供该疾病直接的更新内容并成为一种与患

者的沟通方式。 

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Advancement for Research for 
Myopathies (ARM) 
肌病研究推进组织 

ARM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其首要目标是加快

对 IBM2（遗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的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形式）的生物医学研究。由 

HIBM 患者在 2000 年成立，ARM 的使命是

支持患者和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知情、为研

究筹集资金、鼓励研究者研究这种罕见的疾

病，并最终找到治疗 HIBM 的方法。 

www.hibm.org/arm/home 

 
Distal Muscular Dystrophy Patients Association (PADM)  
远端型肌肉萎缩症患者协会 –（日本） 

PADM 是一个日本的患者组织，它积极寻找 GNE 疾病的治疗方

法。在该协会中有超过 130 名成员，协会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www.enigata.com/index_e.html 

 
GNE Myopathy International 
GNE 肌病国际组织 

一个 GNE 肌病患者、家人和朋友共营的国际组织，其使命是在全

球患者和社区中产生对这种罕见基因疾病的认知，并向患者提供

信息和支持。患者分布于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等许多国家。 

www.gne-myopath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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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随机分配、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评估唾液酸缓释片对 GNE 肌病（GNEM）或遗传性包涵体肌

病（HIBM）患者的疗效—— 新的研究中心已开放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正在寻找如下 3 期研究的参加者：评估试验性醋纽拉酸缓释（Ace-ER）片（也称为唾液酸缓释

片，或 SA-ER）用于治疗 GNE 肌病（也称为遗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和 Nonaka 远端肌病）的效果。 

 

该研究将收集 Ace-ER 对 GNE 肌病患者的安全性和疗效信息。该研究是安慰剂对照研究，登记的患者中有一半将接受研究

药物，另一半将接受安慰剂（糖丸）。该研究完成后，所有的参加者都有机会参加一个延展研究，在其中接受 Ace-ER 治疗。 

 

该研究将在全球特选的研究中心进行。以下研究中心目前正在招募参加者： 

美国加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招募

中 

Irvine,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92697 

联系人：Brian Minton    电话：714-456-8520    

bminton@uci.edu     

主要研究者：Tahseen Mozaffar 医学博士         

 

美国密苏里州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招募

中 

Saint Louis, Missouri, United States, 63110 

联系人：Renee Renna    电话：314-362-1626  

rennar@neuro.wustl.edu     

主要研究者：Alan Pestronk    

       

美国纽约州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招募

中 

New York, New York, United States, 10016 

联系人：Swapnil Parma    电话：212-263-6628    

swapnil.parmar@nyumc.org     

主要研究者：Heather Lau 医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招募

中 

New York, New York, United States, 10029 

联系人：Luca Fierro    电话：212-659-1477    

luca.fierro@mssm.edu     

主要研究者：George Diaz 医学博士 

          

保加利亚 

UMHAT "Alexandrovska"   尚未招募 

保加利亚索非亚 

联系人：Teodora Chamova 医学博士       

teodoratch@abv.bg     

主要研究者：Ivailo Tournev 医学博士          

 

加拿大安大略省 

McMaster University                招募中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L8N3Z5 

联系人：Erin Hatcher    电话：905-521-2100 x 76929    

hatchere@hhsc.ca     

主要研究者：Mark Tarnopolsky 医学博士          

 法国 

CHU La Réunion - site GHSR   招募中 

Saint-Pierre, Reunion, France 

联系人：Julie Ruiz    电话号码：0262.35.96.73    

julie.ruiz@chu-reunion.fr      
 

Institut de Myologie GH Pitié-Salpêtrière  招募中 

Paris, France 

联系人：Nacera Reguiba   n.reguiba@institut-

myologie.org     

主要研究者：Anthony Behin 博士          

 

以色列 

Hadassah-Hebrew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招募中 

Jerusalem, Israel 

联系人：Yael Feinsod-Meiri    电话：972 2 677 9398  

yaelfeinsod@hadassah.org.il     

主要研究者：Yoseph Caraco 医学博士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Messina    招募中 

Messina, Italy 

联系人：Carmelo Rodolico 教授   crodolico@unime.it      

主要研究者：Carmelo Rodolico 教授        

 

University of Milan    招募中 

Milan, Italy 

联系人：Giacomo Comi 教授      

主要研究者：Giacomo Comi 教授 

        

Università Cattolica    招募中 

Rome, Italy 

联系人：Massimiliano Mirabella 教授     

mirabella@rm.unicatt.it     

主要研究者：Massimiliano Mirabella 教授 

        

英国 

The Newcastle upon Tyne Hospitals  招募中 

Newcastle Upon Tyne, Tyne and Wear, United Kingdom, 
NE1 4LP 

联系人：Oksana Pogoryelova 博士    +44 (0) 191 2418640    

Oksana.Pogoryelova@newcastle.ac.uk      

主要研究者：Hanns Lochmuller 医学博士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此试验的信息（包括入选和排除标准及参加的方法），请访问：            

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7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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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NEM-DMP 登记情况的更新 

截至 2016 年 3 月，有来自 25 个不同的国家的 225 名参加者（图 1 ）在 GNEM-DMP 登记。左边的地图显示了全球参加者

的分布情况，以及来自各国参加者的数量。登记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 39.5 岁（年龄范围为 20.5 岁至 70.1 岁）。 

您在登记中提供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对全球 GNE 肌病社团有深入的了解，我们非常感谢您在第一次访视、之后 6 个月，随后

每年 1 次抽出时间来填写问卷调查。 

 
GNE 肌病是一种缓慢进展的疾病。常见问题解

答：我的恶化会有多快/恶化有可能多慢或多快？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调阅分析了大家在登记调查

问卷上的回答。根据这项分析，GNE 肌病的首批体征

会发生在 28-29 岁左右，但偶尔会提早到 15 岁或推迟

到 50 岁时发生。在腿部感到无力后过五年，通常会感

到臂和手也变得无力。没有支撑难以坐直，这在 GNE 

肌病的首批症状起 7 年后会变得明显。平均从 39 岁开

始使用轮椅，但是这种现象也广泛的散落于二十岁出

头的人至五十来岁的人之中。超过 30% 的登记参加者

会因为肌肉无力而停止工作，出现这种现象的平均年

龄为 33-34 岁。 

 

我们的观察基于初步的数据分析，一旦获得更多的信

息，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认为这个估算的事件时间表

很有用，因为它有助于疾病管理和做好准备。当然，

务请记住，不是所有的症状都会发生在确诊有 GNE 肌

病的人身上——有些人会生活多年直至中年以后，都

不会受到所有这些症状的影响。 

图 2：参加者移动能力的瓦解 –  

从发病直至需要使用轮椅/座式机车（均值和范围） 

 

图 1：GNEM-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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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迄今为止的旅程——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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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来自美国，在 2003 年诊断出患有
肌 肉 萎 缩 症 的 遗 传 性 包 涵 体 肌 病
（HIBM），也称作 GNE 肌病。Mark 目
前正在参加纽卡斯尔大学的 GNEM-DMP 

国际登记，该登记旨在增加对该病症的了
解，推动临床试验和研究的发展，并可能
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下面，Mark 会谈
谈他应对这种病症的生活，并分享一些他
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和大部分故事一样——从 1965 年我出生起开始。我的

父母在我的成长中允许我尝试不同的事情，比如音乐课（我讨厌）

和踢足球（我喜欢）。我到现在也还是我全家第一个获得学士学

位的人。毕业后，我换过几个工作，后来进入一个组织担任欺诈

调查员，在那里我呆了快二十年。我娶了漂亮的菲利斯，生了两

个很棒的女儿（大学生）。 
 

大约 32 岁的时候，我弄伤了膝盖，需要治疗。最初的评估结果

表明我的小腿和大腿后部肌群还有异常无力的情况，所以我开始

在疗程中加进这些肌肉群的锻炼。一段时间后，我的膝盖有好转，

但我其他肌肉群没有改善。为我看诊的那位治疗师建议我应该去

看神经科医生。我看的第一位神经科医生说他们认为我患有 

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不用说，恐慌随之而来；然而检验

证明了我没有 ALS。后来每次到该神经科医生那里就诊时，都

会让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所有结果都是阴性。在进行这些就诊 

8 个月后，第一位神经科医生放弃了。几个月后，我将我的症状

贴在了网上（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并被转诊到新泽西医学和
牙科大学 的一名医生那里，在进行了几项检查后（包括再一次

肌肉活检），确认我患有 HIBM。此时，该诊断对我而言只是一

个轻微的烦恼。 
 

很快几年就过去了，我继续接受医生的随访，由其监测我日益发

展的无力症状。我尝试使用 IVIG，这似乎有所帮助，但副作用

很大。此时，走步或爬楼梯变得很有挑战性，我开始绊倒和摔倒。

坐着时想站起来也变得更加困难，但还有可能做到。最终我在我

家里安装了一个座椅电梯，因为这 15 个阶梯对我来说太多了。

当我更经常跌倒时，我开始使用拐杖帮助我自己。我上班的公司

对我的职责进行了调整，所以我继续上班直到 2006 年。离职后，

我一直在忙着做一些零活，以及养育我的孩子。 
 

在  2005 年，我联系了加州的肌病研究推进（ARM）组织

（HIBM.ORG），并给了他们一些样本供其研究进行查验（我

是脸谱组——HIBM / GNE 肌病支持组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跌了太多跤，其中有一次更摔断了两个椎骨。我被送到康

复中心，从那以后，我一直要依靠电动轮椅了。目前，日常生活

中我需要协助才能做好大多数事情。 
  

自从我确诊后，我遇到了大量问题，影响到了我的财务状况。我

必须为增加一个坡道而付费，这样我才能从屋外进入我的屋子

（在下大雪时，我发现这坡道还有其自身的问题）。另外，我住

在美国一个称为西部米尔福德的偏远地区，在那里，很少有为坐

轮椅者提供的交通服务，我不得不买了一个斜坡用面包车，我才

能四处转转。这些额外的费用让我与抵押贷款公司有了一些纠纷，

所以我们最终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屋子。我们搬进了一套更适宜轮

椅进出的公寓，现在我们正尝试购买一个方便轮椅运行、属于我

们自己的地方。 
 

这一困难时期中我遭遇的这些经历，引导我找到了一个称为“行

得通”的计划，该计划正在美国的这里开展。我能通过 Medicaid 

州医疗补助（一个社会医疗保健计划）获得经济援助——唯一美

中不足的是，我得有工作才能获得该援助。在很多次面试失败后，

我联系到了一家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英语的在线公司。然

而，为了符合资格，我得返回学校以获得教学资格证，我现已成

功获得此证。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当一名教师。借助医疗补助，

我现在可以获得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必要服务，日子也过得下去

了。该计划一直都在救助生活。我强烈建议您去调查一下您所居

国家可用的社会医疗保健计划。 
 

这种疾病让我和我的家庭过得艰难。我必须采用不同于“正常”人

的做事方式。使用抓取工具捡起东西、在电动轮椅上完成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依靠别人获得帮助、因为步行/上楼梯有困难而

无法与家人和朋友出行、无法打开一个罐子或举起超过几磅重的

东西、必须请别人帮忙驾车，这些都是不同于“正常”人的例子。

自从我确诊之后，我也有过抑郁引起的困扰，但已经熬过来了。

我想，最难的是知道实际上没有什么能阻止病情加重。 
 

现在说说积极的一面。很久以前，当我知道没有治疗可用时，我

开始研究替代方法和草药治疗。通过大量的试验和错误，我想出

了一个我认为有助于我健康的养生法（包括使用维生素矿物质和

蛋白质补充剂）。与他人保持联系也有帮助，这让我意识到我并

非孤立无援。让我熬过这场考验最重要的事情是，菲利斯陪伴在

我身边。知道她爱我就够了，其他一切看起来都可以承受。不管

是什么恶运扑向我，我都已经顶过去，所以你也做得到。 
 

 
如果您想将您自己的故事投稿给 GNEM-DMP 通讯以供未来刊发，

请联系我们：HIBM@treat-nmd.eu   
 

请注意，该文章是 Mark 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不表明 TREAT-

NMD 或国际 GNE 肌病登记处支持这些看法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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