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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发精神症状的神经梅毒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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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总结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临床早期确诊神经梅毒提供

线索。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 例神经梅毒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结果　25 例患者中，误诊 16 例，主

要误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样精神病、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发育迟滞；精神病性症

状共有 25 例，情感症状 20 例，认知功能改变 22 例，人格改变 16 例。结论　首发精神症状的神经

梅毒精神病性症状丰富，误诊率高，及时治疗能够改善精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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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onset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neurosyphilis patients  
　　LIU Wei，CHU Zhaohu，WANG Daojin，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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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feature of onset of psychotic symptoms in neurosyphilis pa-

tients，and assist the diagnose of neurosyphilis. Methods　Retrospetcive analysis the psychotic symptoms in 25 neu-

rosyphilis patients. Results　There are 16 misdiagnosis，which were diagnosed as bipolar disorder，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c psychosis，AD，mental retardation.25 onset symptoms are psychotic symptoms，20 are affective symp-

toms，cognition decline are 22，personality abnormal are 16. Conclusion　The psychiatric symptoms are varies in neu-

rosyphilis patients and often misdiagnosed，and can b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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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Neurosyphilis）是由梅毒螺旋体入侵

大脑实质导致的慢性脑膜脑炎，以进行性认知功能

下降及人格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该病的临床表现

多种多样，可表现为精神症状、神经症状和其它特

异性体征。神经梅毒所表现出的精神症状复杂多变，

本文拟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梅毒住院患者，以分析

其精神病性症状的临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2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在芜湖市第四人

民医院精神科确诊的以首发精神症状的神经梅毒患

者 25 例。25 例中，男 19 例，女 6 例；年龄范围在

36~64 岁，平均年龄（48.8±7.93）岁；职业：无业者

15 例，工人 4 例，农民 2 例，个体 2 例，瓦工 1 例，

船员 1 例；学历：小学 13 例，初中 7 例，高中 2 例，

文盲 3 例。婚姻状况：已婚 15 例，未婚 5 例，离婚 5

例；其中有冶游史 13 例，无吸毒史，有 1 例合并酒依

赖。病程在 20 天 ~8 年，平均病程（18.1±11.5）月。

1.2　研究方法

对所有入组病例的一般资料、首发临床症状、

辅助检查、诊断及治疗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1.3　诊断

依据《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诊断标准，

入组病例均最终经外院皮肤性病科或传染科专家会

诊后确诊为神经梅毒。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使

用卡方检验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表现

2.1.1　首发精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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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首发精神症状临床特点

症状 例数（n） 构成比

精神症状 25 25/25

言语性幻听 6 6/25

关系妄想 5 5/25

被害妄想 8 8/25

夸大妄想 2 2/25

语量增多、语速增快 9 9/25

兴奋 6 6/25

言语夸大、荒谬 10 10/25

行为冲动、紊乱 13 13/25

思维散漫 10 10/25

呆傻 12 12/25

自语自笑 11 11/25

孤僻、少语 9 9/25

对异性不礼貌 3 3/25

情感症状 20 20/25

情绪不稳 5 5/25

激惹 9 9/25

情感愉悦 3 3/25

情感不协调 11 11/25

情感平淡 10 10/25

情绪低落伴焦虑 1 1/25

认知功能 22 22/25

计算力下降 18 18/25

记忆力下降 20 20/25

理解力差 12 12/25

虚构 4 4/25

注意力不集中 6 6/25

人格改变 16 16/25

其他 15 15/25

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12 12/25

睡眠障碍 13 13/25

2.1.2　躯体症状　1 例患者出现阿罗氏瞳孔，3

例出现瞳孔改变，主要表现为瞳孔缩小、对光反射

迟钝，5 例构音不清，4 例震颤，1 例皮肤梅毒疹，1

例癫痫发作，2 例偏瘫，4 例共济失调，2 例腱反射

亢进，5 例尿潴留。

2.2　辅助检查

2.2.1　实验室检查　所有入组的患者血清梅毒

甲苯胺红不加热实验（toluidine red unheated serum 

tes t，TRUST）及血清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实验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al，TPPA）均双阳性，其

中 TRUST 滴度在 1∶2~1∶128 之间；血清乙型肝

炎、丙型肝炎病毒及 HIV 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血细

胞分析中仅有 5 例有外周血象增高，白细胞数在

（10.44~14.11）×109/L，多以中性粒细胞增高为主，

中性粒细胞所占比例在 69.4％~92.8％；生化检测

中发现 1 例肝功能异常（AST54U/L），1 例血糖增高

（15.3mmol/L）。

2.3.2 影像学检查：25 例患者均行头颅 CT 检查：

8 例未见明显异常；有 17 例异常中，有 12 例显示为

脑萎缩（5 例合并有轻度脑缺血性改变），1 例脑内多

发性缺血灶、1 例双侧硬膜下积液、3 例陈旧性局灶

性梗塞（分别为两侧脑室旁白质区、左侧基底节区、

双侧基底节区腔隙性梗塞）。

2.2.2　神经电生理检查　入组患者均行脑电图

检查，其中 21 例患者脑电图是正常的；有 3 例表现

为轻度异常，以广泛性θ波增多；有 1 例表现为中度

异常，以背景波中慢波为主型。 

2.2.3　误诊　入组 25 例中，其中首次诊断为神

经梅毒 9 例，其余 16 例均误诊，误诊率 64％。误诊

当中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8 例（50％）、精神分裂症

5 例（31.2％），分裂样精神病 1 例（6.2％）、阿尔茨

海默病 1 例（6.2％）、精神发育迟滞 1 例（6.2％）；误

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中，1 例为抑郁发作，其余 7 例为

躁狂发作，1 例双相情感障碍合并酒依赖。

2.2.4　治疗及预后　入组 25 例患者均使用抗精

神病药物治疗，治疗前使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MSE）测试，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为利培酮 9 例、

氯氮平 5 例、喹硫平 4 例、奥氮平 4 例、奋乃静 3 例，

其中联用丙戊酸钠 7 例、联用碳酸锂 4 例、帕罗西汀

1 例。经确诊为神经梅毒后请院外皮肤性病学科或

传染科专家会诊，在使用精神科药物同时使用驱梅

治疗，予苄星青霉素治疗，240 万 U 肌肉注射，1 次

/ 周，共 3 次。经上述治疗后，患者血清 TRUST 抗体

滴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滴度在 1∶2~1∶16 之间。

其中 18 例精神症状改善，其余精神症状无改善或加

重，痴呆程度逐渐加重。经随访，其中 2 例病情好

转，5 例长期在我院住院，13 例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3 例死亡（合并躯体疾病死亡 2 例，自杀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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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神经性梅毒又称麻痹性痴呆，属三期梅毒，是

梅毒最严重的类型之一，该病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后

致大脑实质性改变，常以智能障碍、情感障碍、人

格改变等为首发症状 ［1，2］。该病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发病年龄以中青年占多数［3］。神经梅毒的病程可以

是急性起病，也可以是慢性起病，本次调查平均病

程 18 月，这与国内龙海英等［4］报道的结果一致。

神经梅毒自 2000 年以后，WHO、国外报道该病

发病率均呈上升态势［5］，国内神经梅毒的发病率增

高主要在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而近年来

我国梅毒发病率也明显增高，文献结果提示［6］梅毒

发病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0％。同样，精神专科医

院收治的神经梅毒患者比例也在逐渐升高，但是专

科医院既往多为个案报道，而今精神专科医院对该

病报道亦越来越多，这可能也与梅毒抗体检验作为

入院常规检测有一定关系。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尤其是以精神病性症状为首发者，缺乏特

异性［7-9］。临床上表现中，常见的是幻觉妄想，情感

症状，认知功能降低等，早期识别率低，容易误诊

为血管性痴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本研究发

现误诊率为 64％，与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0］，最

容易误诊的疾病是双相障碍，可能与疾病初期表现

为兴奋激越有关，但神经梅毒患者的兴奋激越多显

呆傻，协调性差，与典型双相障碍表现的冲动激越

不同［11］，1 例误诊为酒依赖，表现出广泛的认知功能

损害，与单纯酒依赖患者所表现出的以执行功能损

害为主不同［12］。另外，本次调查中除有冲动、毁物

伤人外，还有部分患者对异性工作人员不礼貌，因

此这也是这类患者收治住院后需特别风险防范的。

辅助检查方面，除实验室检查梅毒螺旋体明

胶凝集实验（TPPA）、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实验

（TRUST）均阳性属诊断金标准外，其余辅助检查如

血象、脑电图、头颅影像等均不是特异性指标，本

次调查因我院属精神专科医院，缺乏头颅核磁共振

（MRI）以及脑脊液梅毒抗体检测相应数据结果，但

所有入组人员均经皮肤性病科或传染科会诊后确诊。

患者个人史中有近一半人有冶游史，这与文献报道

一致［10］，因此，在精神科收治过程中，对病史的询

问至关重要，尤其是个人史（冶游史）以及现病史中

有无近记忆力下降、工作及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的询

问，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帮助作用［13］。早期及时

干预，对患者的精神症状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 25 例以首发精神症状的

神经梅毒的患者中，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极易误诊。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该病预后有极为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满棠，黄波，李刚。神经梅毒 46 例临床分析。广东医

学院学报，2016；34（6）：658-660.

2. Luo X，Shi H，Hou L，et al. Different cerebrospinal fluid 

levels of Alzheimer-type biomarker Abeta42 between general 

paresis and asymptomatic neurosyphilis. European Journal 

Neurology，2015；22（5）：853-858.

3. 郝良宸，车雅敏，黄士纲，等。梅毒 1219 例临床流行病

学分析。临床皮肤科杂志，2013；42（10）：587-589．

4. 龙海英，巩凤芹，王红星。首次就诊于精神科的神经梅

毒病例特征分析。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10；41（4）：

355-357.

5. Ghanem KG. Neurosyphili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view.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2010；16：

e157-e168.

6. 龚向东，岳晓丽，滕菲，等。2000-2013 年中国梅毒流行

特征与趋势分析。 中华皮肤科杂志，2014；47：310-315.

7. Friedrich F，Aigner M，Fearns N，et al． Psychosis in neu-

rosyphilis clinical aspects and implications. Psychospatholgy，

2014；47（1）：3-9．

8. Bhai S，Lyons JL． Neurosyphilis Upate：Atypical is the New 

Typical． Current Infection Disease Reports，2015；17（5）：

481．

9. 顾春红，钱铭，姚琳，等。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 32 例神

经梅毒的分析研究。国际精神病性学杂志，2017；44（4）：

640-642.

10. 胡满基，陈圣祺，伍毅，等。对国内 394 例神经梅毒病

例荟萃分析。四川精神卫生，2012；25（1）：14-17.

11. Wu WM，Zou SH，Tong GY，et al. Probe into correlation 

between impulsive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cognitive impair-

ment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s.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Brain Science，2016；1（4）：1-5.

12. Liu XB，Xie AM，Li Y，et al.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Chronic Alcohol Depend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e-

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Brain Science，2017；

2（2）：1-5.

13. 刘文彦，吴逸雯，王信义，等。以痴呆为主要表现的神

经梅毒、HIV 相关性痴呆和克 - 雅病的临床特征分析。中

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2；12（3）：342-348.

（收稿日期：2017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