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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 32例神经梅毒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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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神经梅毒临床特征及诊断要点。方法　对 32 例神经梅

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的神经梅毒逐年上升，并有年轻化趋

势；因其临床症状多变复杂，无特征性，极易误诊为功能性精神障碍。 结论　掌握神经梅毒的临床特

征性症状、详细采集病史、完善体格检查及实验室筛查是减少误诊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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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32 cases of Neurosyphilis with mental symptoms as initial manifestations　 
 GU Chunhong，QIAN ming，YAO Lin，et al. Pudong Nanhui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hanghai，Shanghai 
20139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agnosis of neurosyphilis with mental sympto

ms as initial manifestation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32 patients with neurosyphilis 

was made.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neurosyphilis with mental disorder as initial symptomswas increasing 

while the age of patients becomed younger. Clinical symptom is complex，changeful and no characteristic，which 

made neurosyphilis easily to be misdiagnosed as functional mental disorder. Conclusion　It is the key issue to reduce 

the misdiagnosis rate of neurosyphilis by mastering the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features，collecting detailed history and 

completing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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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Neurosy philis）是由于苍白密螺旋

体感染人体，出现大脑、脑膜和脊髓损害的一组临

床综合征，是晚期梅毒全身性损害的重要表现［1］。

1882 年，Bayle 首先报告麻痹性痴呆［2］，1913 年，

Noguchi 和 Moore［3］从神经梅毒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

获得梅毒螺旋体，得以明确其病因。梅毒近年来的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梅毒引起的神经精神症

状而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的人数亦成逐年上升趋势，

其临床症状多变复杂，无特征性，以精神症状为

首发的病例极易误诊为功能性精神障碍［4］。我院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共收治 32 例神经

梅毒患者，其中误诊 18 例，误诊率达 56.25％，现

将资料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心

的住院患者，2012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期间，共收

治神经梅毒患者 32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6 例；

年龄在 30～70 岁之间（30～40 岁 4 例，40～49 岁 7
例，50～59 岁 12 例，60～70 岁 9 例）；27 例曾有冶

游史，其中 3 例同时有吸毒史，2 例性伴侣曾有梅毒

史，3 例原因不明；职业：销售 9 例，工人 8 例，个

体 6 人，干部 4 例，娱乐服务业 3 例，无业 2 例；学

历：小学 11 例，初中 12 例，高中 4 例，大专及以上

5 例。

1.2　临床表现

（1）首发精神症状：15 例以分裂症样症状为主，

表现思维散漫、行为紊乱、幻觉妄想、情绪不稳等；

12 例以类躁狂表现为主，有自夸自大、情感欣快、

激惹冲动等；5 例以人格改变为主，自我为中心，淡

漠冷酷、不负责任等。（2）认知功能的损害：早期均

有不同程度的智能的损害，记忆力的减退，尤其是

近事记忆的减退，部分出现虚构错构现象，计算、

理解及判断能力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3）体征：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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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孔异常 13 例，其中阿 - 罗（Argyll-Robertson）瞳

孔 6 例，6 例双手震颤，4 例膝反射减退或消失，3
例共济失调。

1.3　辅助检查

1.3.1　实验室检查　32 例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

试验（TPPA）、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均呈阳

性反应，RPR 1：4～1：128 之间；其中 13 例有血白

细胞计数的增高（10～20x109/L）；8 例心肌酶及心肌

标志物的异常。脑脊液检查：行腰椎穿刺脑脊液检

查，脑脊液压力 19 例均在正常范围内，13 例略偏

高（180～220mmH2O，1mmH2O= 0.098kPa）；TPPA、

RPR 检测均阳性。

1.3.2　影像学检查　其中 24 例行头颅 CT 检查：

其中 15 例正常，6 例有脑萎缩，3 例有腔隙性脑梗

塞或其他缺血改变；6 例行头颅 MRI 检查：2 例有脑

白质的改变，1 例有明显的脑萎缩。

2　误诊情况

依据《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诊断标准，

诊断为神经梅毒的 32 例患者，其中有 8 例误诊为功

能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或心境障碍），10 例误诊

为其他类型的痴呆（阿尔兹海默病或血管性痴呆），

误诊率达 56.25％。

3　治疗和转归

32 例患者中 30 例患者接受了静脉滴注青霉素的

驱梅治疗方案，予青霉素 1600～2400 万 U/d，3～4h/

次，用药 10～14 天后，再用苄星青霉素 240 万 U 肌

肉注射，1 次 / 周，共三次。其中青霉素过敏 2 例，

予头孢曲松 2g/d，静脉滴注，连续 10～14 天；15 例

患者接受反复三次以上的驱梅治疗。经治疗 32 例患

者血清抗体及脑脊液抗体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精神症状明显改善 23 例，部分改善 6 例，无效 2 例，

死亡 1 例；31 例患者中 26 例仍予小剂量抗精神病药

物维持治疗，认知功能及记忆力的改善较缓慢，仅 6
例略有好转，其余均未见明显改善，部分患者有持

续进展，痴呆程度逐渐加深，其中 21 例日常生活需

他人协助，5 例已不识家人，生活不知料理。随访 6
个月～4 年中，仅 1 例在工作，14 例居家休养或看

护，7 例老年护理院看护，9 例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及

看护，1 例意外死亡。

4　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我国

神经梅毒发病率亦呈升高趋势，其中麻痹性痴呆

仍然是其主要类型之一。麻痹性痴呆为可治疗性

痴呆，故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对患者病情、病

程及预后均有裨益［5］。神经梅毒的临床症状复杂

多变且无特征性，以精神症状为首发病例极易被

误诊、漏诊。有文献报道，神经梅毒的误诊率可

达 47％～57.1％［6-7］。我院在 3 年半期间共收治的

32 例神经梅毒患者，其中有 18 例误诊，误诊率达

56.25％，尤其是无意识障碍或智力轻度下降而精神

症状明显时，易被精神症状掩盖或忽视而导致误诊。

本次通过病例回顾，分析误诊原因：（1）神经梅毒

起病隐匿，首发的精神症状表现多样，早期往往缺

乏特异性的体征，常规头颅 CT、MRI 等检查缺乏特

征性，尤其是临床医师过分依赖影像学检查，而忽

视常规体格检查，易造成误诊；（2）对于冶游史及

不洁性生活史、家属不知情、有意隐瞒及精神科医

师不重视未曾详细追问，均可因无法得到确切病史，

而导致误诊；（3）随着病例的增加，发现发病年龄

有明显年轻化，尤其是既往体健的年轻患者，对于

功能性精神疾病的先入观念易出现考虑不充分，从

而忽视器质性精神疾病，而导致误诊的情况；（4）

既往对于 RPR、HIV 等感染性筛查不重视，对于目

前梅毒、艾滋等严峻的流行趋势不了解及认识不足，

也易忽视而导致误诊；（5）大部分神经梅毒患者起

病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但部分

临床医师会忽略智能检查。近年的相关研究开始关

注患精神病风险综合征（Psychosis Risk Syndromd，

PRS）这一特定人群，发现精神病风险综合征也存在

认知功能缺陷，故临床医师可能会将早期认知功能

障碍考虑为功能性精神障碍的伴随症状［8］。（6）对于

部分头颅 CT、MRI 等检查出现阳性结果者，易误诊

为发病率较高的脑血管病性痴呆或其他脑器质性病

变所致的痴呆。

通过这 32 例神经梅毒患者的诊治过程，以后在

临床上应重视以下几方面：（1）重视病史的询问和采

集，尤其重视除精神症状外，记忆、认知、社会功

能下降情况，认真仔细询问冶游史及不洁性生活史；

（2）对于病史中有认知功能下降或不洁性生活史者，

不应被年纪轻而忽视，均应常规行血液 TPPA、RPR

筛查；（3）不能过分依赖影像学检查，应重视体格

检查，尤其是神经系统的检查；（4）临床中要拓宽

诊断思路，提高警惕，平时要加强学习，熟悉神经

梅毒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诊断要点，做到早诊

断、早治疗，减少漏诊、误诊，以改善预后。

在目前的驱梅治疗中，青霉素仍是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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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曲松因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而被作为二线用

药［9］；迄今为止尚未见耐青霉素梅毒螺旋体的报道，

所以除极少数青霉素过敏患者外，都应争取尽早使

用青霉素治疗［10］。对于精神症状，仍需要在驱梅治

疗的基础上，根据精神症状给予小剂量抗精神病药、

抗抑郁药或心境稳定剂等进行联合治疗。大多报道

神经梅毒所致的精神症状是可以改善甚至完全消

失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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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围，提高职工学习兴趣和文化水平；（3）定时

邀请心理咨询师对职工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心理压

力，以缓解抑郁、焦虑情绪；（4）鼓励职工之间加

强沟通交流，重视倾诉［13］。

综上所述，工作海拔、文化程度等均是影响高

原地区筑养路职工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应

根据职工具体心理状态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但鉴

于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将重

视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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