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想参加 GNE 患者登记，请访问：www.gnem-dmp.com
如需更多了解 GNEM-DMP，请联系：GNEM@treat-nmd.eu 

如需更多了解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请访问：www.ultragenyx.com/patients/gnem
如需更多了解 TREAT-NMD，请访问：www.treat-nmd.eu

GNEM-DMP 通讯
欢迎阅读第九期 GNE 肌病监测计划 (GNE Myopathy Disease Monitoring Programme，GNEM-DMP) 通
讯，感谢您持续支持和参与 GNEM-DMP。我们的通讯为您提供关于 GNEM-DMP 的定期更新，并向

您提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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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期 GNEM-DMP 通讯内容：

 UX001-CL301 临床试验的结果

 GNE 肌病专题的 2017 年神经肌肉疾病基金研讨会集锦

 由 National Associazione Gli Equilibristi 主办的意大利 GNEM 患者会议

 照护者眼中的 GNE 肌病

http://www.facebook.com/NDF.HIBM
http://www.curehibm.org/contact-us.html
http://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http://www.treat-nm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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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GNE 肌病患者， 

我们已经宣布了来自 UX001 (Ace-ER) 的第三期研究中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即这一研究未能证明其在治疗 
GNE 肌病方面的疗效。我们没有证实，Ace-ER 治疗对维持受试者的手臂强度会有我们曾在二期研究中所期

望的改善。即使有任何影响，也很小，而其他的结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疗效。正如之前所观察到的，

安全是可接受的。我们可以告诉患者正在按照他们的血清唾液酸水平服用药物。我相信，Ultragenyx 临床

团队设计并进行了一项高质量的研究，但很不幸，治疗效果没有得到证实。

我们一直在想研究为什么不起作用，但是还没有完美的答案。很明显，参与这项研究的患者在基线上是较

为强壮的，但根据我们的第二阶段数据，我们的计划是按照纳入标准包括肌肉受损更严重的患者。第三阶

段的患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速地下降，而他们的手臂力量仍然下降并且 Ace-ER 对此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些研究之间可能还有其他较小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能独自地完全解释在稳定患者方面为何缺乏疗效。

第二阶段的研究较小，第三阶段的研究则大得多，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数据集来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一

个途径来推进产品获得批准，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我们就必须终止这个项目，并把精力集中在公司的

其他事情上。

对于我们研究的患者或者是同情性用药的患者，我们最伤心的是我们甚至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当的治疗

而且他们的未来现在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其他研究工作。我们将缓和地处理这个过渡，以避免突然的停顿。

我们知道，这对于我们研究的患者以及那些感觉药物对他们有用的人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对于那些尚未接

受过 Ace-ER 治疗的患者，我们不能进行新的治疗。无论是否进行 Ace-ER 治疗，GNE 肌病患者社团都不要

对研究失去信心，而要参与其他的临床研究，以帮助获得一种经过检验的有效的治疗方法。患者很可能不

得不停止 Ace-ER 治疗而参与其他的临床研究。

尽管我们无法让 Ace-ER 获得批准，但我们确实对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这在任何治疗的发展中都非常重

要。在除了医生和患者以外的其他人群中，现在 GNE 肌病被更加广泛的人们所认识了。它更多地由我们

所支持的诊断程序来诊断了。我们建立并提供了可用的新方法和端点，以测量肌肉力量和 GNE 肌病患者

功能以及从监管角度获得对这些端点的认可。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现在都知道这一疾病，

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条监管途径。我们的 DMP（Disease Monitoring Programme）自然历史研究数据是非

常有价值的，并且按照计划，我们的所有数据都可通过我们与 TREAT-NMD 的关系而用于此疾病正在进行

的其他研究。最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我们的唾液酸前体药物计划中开发更好的替代疗法。

如果我们能证明它在动物模型上有很大的功效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再返回到临床实验中。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看到患者参与到其他临床项目中，

并在每个地方、每一天都始终与这种疾病作斗争，直到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Emil 

阅读 Ultragenyx 官方新闻稿（2017 年 8 月 22 日）请点击这里 http://ir.ultragenyx.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1037951   

UX001-CL301 临床试验

的结果

http://ir.ultragenyx.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1037951


2017 年神经肌肉疾病基金研讨会集锦

第 4 届 GNE 肌病 (HIBM) 年度研讨会，是于 8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活动。

会议包括了演讲、小组讨论、针对患者的个性化突破小组；照护者；还有科学家、医

师和行业专业人士出席。在 GNE 肌病社团关注的众多话题上，许多重要的舆论领袖都

发表了演讲（细节如下）。NDF（Neuromuscular Disease Foundation）通过 Facebook 
在线直播了这一活动，而且许多简报现在已经在该组织的公共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

任何人都可以在该页面上看到: www.facebook.com/NDF.HIBM 

 Nishino 博士, 神经科学国家研究所, 东京, 日本- GNE 肌病遗传学和可能的治疗策略 
 Lochmüller 博士,纽卡斯尔（泰恩河畔）, 英国 - 自然史-疾病监测计划- DMP 
 Stella Rosenbaum 博士, Hadassah 医疗中心, 耶路撒冷以色列 - GNE 小鼠模型和 GNE 酶生物化学 
 Marjan Huizing 博士, 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  GNE 肌病中的 ManNAc 在 NIH 第二阶段研究的进展

  Madhuri Hedge 博士, Perkin Elmer, 亚特兰大, 乔治亚州 - GNE 肌病测试 - 基因测试的新动态

 Siavash Kurdistani 博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Hossein Khademian 博士, 伊朗 -  伊朗犹太人群中 hIBM 的遗传结构

 Zohar Argov 博士, Laura Rufibach 博士, Perry Shieh 博士,Hank Mansbach 博士, Marjan Huizing 博士, Tahseen Mozaffar 博士  进行了一场

互动讨论，讨论了GNE 肌病研究。

 Jerry Mendell 博士, 美国国家儿童医院, 哥伦布, 俄亥俄州--  基因治疗

 在研讨会的第 2 天举行了类似的互动会议。同时，患者和护理人员参加了包括锻炼、营养、冥想和保健使用工具在内的讲习会，科

学家、临床医生和 NDF 董事会成员就治疗研究的未来方向以及如何更好地在不同的GNE 肌病研究小组之间取得数据共享，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讨论。不同的治疗途径、基础和转化研究需要通过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工作来达成充分的共识。这包括注册中心的继续

努力，以支持即将进行的临床试验招募和其他“试验准备活动”。

如果您对本次活动有任何疑问或想与该组织联系，请访问他们的网站联系他们。(www.curehibm.org/contact-
us.html)  

Gli Equilibristi HIBM
第一次 GNE 肌病患者全国会议——通知、了解和

分享 

9 月 16 日星期六在意大利西西里的卡塔尼亚

“Gli Equilibristi HIBM”是一个非盈利的协会，在 ONLUS 协会注册中心注册 (D. Lgs. n. 460, 4.12.1997)，它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关于 GNE 肌
病的信息，这是一种罕见的肌肉疾病，目前对它还没有可用的治疗或治愈方法。该协会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其使命是筹集资金，
以促进和支持以该疾病为研究目的的医学和科学研究；在受 GNE 肌病影响的人之间建立一个网络，给他们提供持续的，即时的有关
此疾病的新进展；成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以开展相互支持和功能辩论的会谈。

Valeria Pace，“Gli Equilibristi HIBM”患者协会的法律代表，与San Giovanni La Punta 的法律总部一起通过 Sottotenente Scalia 19, 95037 
Catania 组织了以下活动: “第一次 GNE 肌病患者的全国会议——通知、了解和分享”，将于 2017 年 9 月 16 日在卡塔尼亚的 Nettuno 酒
店举行。

会议将在一天之内举行，包括科学和专业的演讲以及现场见证时刻。就上半部分而言，主要是科学会议和辩论，医生将发布所获得的
对GNE肌病认识的实际信息，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实验，并将回答由患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阐明技术发展水平和解决疑虑，同时消
除一些恐惧和不正确的或毫无根据的信念。

在辩论的第二部分中，患者在辩论主持人的参与支持下，会（如果想要）与参与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验，目的是创造一种提高认
识和希望的讨论。我认为，让患者感到有责任感并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主角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够传播对他们的状况的认识，而不
仅仅是旁观者。不管有任何困难，通过一切方法，与其他患者和整个社会建立联系。

此外，来自法国巴黎的 Behin 博士也将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将以意大利语带来 GNEM 的临床新进展。

关于这个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该组织的网站 (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周五展示中小组讨论的照片

http://www.facebook.com/NDF.HIBM
http://www.curehibm.org/contact-us.html
http://www.curehibm.org/contact-us.html
http://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在我三十出头的时候，我所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同龄的人非常相似，努力养育我四个孩子的同时竭力应付生活。

我和我丈夫工作很努力。Shai 在军队里，而我在警察部门工作。我们非常热爱生活。然后，这个诊断下来了

——shai 出现了肌肉萎缩症，就是 GNE 肌病。

我们最初怀疑是亨廷顿氏病，因为 Shai 的家族中有这样的病史。尽管如此，我们祈祷 Shai 所经历的痛苦是由

于背部或膝盖受伤。对我们而言，这个诊断讲不通。Shai 是个超人；他是人们寻求帮助的第一人，第一个提

供帮助的人，一个参与作战和战争的军人。这完全没有道理。

当把这个痛苦的消息告知我们时，医生解释说没有治疗方法。医生说的，我们不听。我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哭

泣然后明白现实。我还不能接受这个消息。但是 Shai 呢？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说话，我也找不到语言来激励

或帮助我深爱的丈夫。

突然间，在生命中，当一切似乎正变得很顺利时，我们的世界开始崩溃。我知道我的未来，就像我曾经想象

的那样，它将会改变，我充满了疑问。我该如何向我们的孩子解释这种情况呢？谁会来教我们两岁的孩子游

泳？我们该做什么才对呢？我们应该去治疗吗？Shai 将会改变吗？我们的幸福将会消失吗？ 

两年来，这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个“怪物”的方式 (正如 Shai 现在提到它一样)。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崩溃和愤

怒的，我向上帝尖叫，为什么是他？我的士兵，我强壮英俊的男人。为了 Shai 和我的孩子们，我正在努力保

持坚强，毕竟不是我在生病并应付身体的这些变化。

我很生气，但是沉默着，因为我没有生病。感谢阅读 - Avishag。

GNE 诊断——从一个爱

人的视角。

两年前，Avishags 的伴侣 Shai 被
诊断出患有 GNE 肌病。他们住在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篇文章讲

述了Avishag 在听到她的伴侣患

有 GNE 肌病后的情形。我们希望 
Shai 和 Avishag 一切都好，并希

望在治疗 GNE 肌病方面有积极的

改变。

Avishags 的经历是她自己的，并不代表

所有患 GNE 肌病的人。

Avishag Shai 和家人的照片。



患者的故事 - 照护者的视角

我们要感谢我们从患者组织团体中得到的反馈，特别是 Mona Patel 和 Tara Voogel。由于这

一反馈，我们想与您分享 Lonni Trykowski 写的一篇文章。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Lonni 一直

是 Tara Voogel 的照护者。下面，她写下了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作为一名照护

者的实用性方面，还有他们所经历的情感之旅。

当我的朋友 Tara 请我写一篇有关我作为她的

照护者的经历的短文时，我问她的女儿和丈夫是否

他们更适合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和她在一

起。然而，自这个疾病在 24 年前首次被发现以来，

甚至在它还没有名字之前，我就已经认识 Tara。在

我们所谓的“极好的公路旅行冒险”中，我和 Tara 共
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开车去南加州进行临床

药物试验，并参加了GNE 肌病 (GNE Myopathy，
GNEM) 的活动。

作为一个家庭保健理疗师，我的工作时间表是灵活

的，所以我有幸能够驾驶和管理设备，供应和做后

勤；这是我所采取的看护形式。在这些临床预约或

活动中我每年陪伴 Tara 三到四次。当我不能开车送

她的时候，Tara 在公交上疲惫地旅行 11 个小时。

参与临床研究需要巨大的时间，以及生理、心理和

情感能量的投入，而且不能保证有良好的结果。然

而，为了帮助医生和科学家了解疾病，并找到一种

可行的治疗方法，使未来的几代人能够免受挑战，

这是 Tara 愿意做出的牺牲。

认识：

作为 Tara 的司机、朋友和我们旅途上的照护者，我

得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认识：

首先，我很感激在我们的关系中，尤其是在这些旅

行中，Tara 也是我的照护者。她是我的情感的照护

者和鼓舞士气的人。她很感恩，也很积极，这也感

染着我。为了减轻我的工作，她总是尽可能多地做

自己的事。她关注我和我的健康；确保我喝够了水，

吃得恰好。她帮助我记住任务，并组织了与一位轮

椅使用者一起旅行的独一无二的后勤工作。我们开

玩笑说，“我是身体，她是大脑，所以我们俩之间，

我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每次在 7 个小时的洛杉矶之旅前，我都会感到非常

焦虑，因为我知道我要为我们的安全负责。很多事

情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交通、天气、道路危险

等等。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可以依靠 Tara 敏捷的思

维和注意力来帮助我记住过程中的细节。（有一次

我太匆忙了，在出发前忘了关上车的滑动门。有一

个冷静的提醒者真是太好了！）她是另一双眼睛，

用来观察潜在的交通危险——她也是我们的导航员。

Tara 用幽默和耐心来做这些所有事情。当然，我很

喜欢她的陪伴，我们有很多恶作剧的事情可谈。我

们还有一辆车，里面装满了我们最喜欢的与保护和

安全有关的宗教图像。每次旅行前我们都要请求祝

福，我们感谢每一次平安抵达我们的家园。

另一种认识是我们遇到的对于美国残疾人法案 
(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 依从性的缺乏。

尽管从技术上讲，设施或建筑是可以符合要求的，

但通常情况下，它并不是。门是如此的沉重和难以

推动，即使我使劲移动他们。一个独自旅行的残疾

人必须坐下来等待别人的帮助，这是有损人格的，

更不要说不方便了。人行道的各个角落可能是倾斜

的，但仍然有大型的崎岖不平边缘，即使在有健全

的看护人员的帮助下，也很难或不可能把轮椅推上

去。我们在公共的“残疾人无障碍”卫生间里看到了

不能拿到的纸巾和厕纸，需要额外的握力的水龙头，

可用的酒店房间里的床太高，商店里的通道空间有

限等等。现在，我并没有采取保守方式，而是决定

拍摄这些不满足条件的照片，并就这些情况与合适

的人联系。

我和 Tara 一起旅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同年龄以

及此疾病的不同阶段的其他患者。让我震惊的是，

在他们和我，一个局外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分享他

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隐密的斗争时，他们是多么

的开放和脆弱。



GNE 肌病国际社团（GNE Myopathy 
International） www.gne-myopathy.org 

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Muscular Dystrophy 
UK） – (英国) 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 

The Sephardic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Referral & Education（塞法

迪犹太人转诊与教育卫生组织）www.shoreforlife.org 

肌病研究促进组织（Advancement of 
Research for Myopathies） www.hibm.org 

Associazione Gli Equilibristi HIBM – (意大利) 
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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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肌肉疾病基金会（Neuromuscular Disease Foundation） 
–（美国）www.curehibm.org 

患者组织 下面是一份涉及 GNE 肌病和肌肉萎缩症的国际患者组织和支持组织名单。

Loni（左）和 Tara（右）近照。

我惊叹于他们的勇气和幽默，以及他们不管疾病

如何仍寻求提高自己功能的办法。有时我可以根

据我作为物理治疗师的经验给他们建议。有时候，

他们需要的是简单的事情，比如打开一扇门，放

一盘食物在桌子上，或者把头发往后梳成马尾辫，

我很乐意帮忙。

还有一些时候，我为自己太过放纵而感到内疚，

比如在早上我应该帮助 Tara 准备好时，我准备的

速度太慢了。我并不总是像我应该是的那样专心，

我想我可能会在更多的时间里处于感激的状态。

当我看到那些与 GNEM 患者生活在一起的夫妇，

他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如此投入和专注，我

感到自愧不如，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他们的正

直和坚持让我敬畏。我想，我只是一个间歇性的

照护者，这是多么的不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时

刻以一种仁慈的、耐心的、宽容的态度做到这一

点。

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我的优点和缺

点，这是作为 Tara 的司机、助手和朋友与她一起

旅行而获得的。我认识到，并和 Tara 一起深知的

的一件事是，照护是相互的。

谢谢您阅读我的故事
Lonni Trykowski

http://www.gne-myopathy.org/
http://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
http://www.shoreforlife.org/
http://www.hibm.org/
http://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http://www.enigata.com/
http://www.curehib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