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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 3 例及文献复习

程永清1,黎宏斐2,沙志涛1,田有勇1

[摘要]目的:总结神经梅毒的临床特点及诊断。 方法:通过收集 3 例神经梅毒的临床资料,并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维普、
万方等数据库 1994 - 2014 年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关于神经梅毒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纳入 133 篇,1 208 例病人(不包

含本文 3 例),男 971 例(80. 38% ),女 237 例(19. 62% ),男女比例 4颐 1;年龄 15 ~ 80 岁,60 岁以上 126 例(10. 43% )。 有冶游

史(包括配偶)634 例(52. 48% ),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阳性 16 例(1. 32% ),误诊 635 例(52. 57% )。 临床分型包括无症状

型 80 例(6. 62% ),脑(脊)膜型 149 例(12. 33% ),脑(脊)膜血管型 389 例(32. 20% ),麻痹性痴呆 457 例(37. 83% ),脊髓痨

94 例(7. 78% ),树胶样肿 16 例(1. 32% ),混合型 22 例(1. 82% ),特殊类型(腓总神经梅毒)1 例(0. 08% )。 结论:神经梅毒

多发于青中年男性,临床表现多样,误诊率高,诊断主要靠血清学、脑脊液检查,影像学及电生理检查等无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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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neurosyphilis in 3 cases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CHENG Yong鄄qing1,LI Hong鄄fei2,SHA Zhi鄄tao1,TIAN You鄄yong1

(1.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Nan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6;
2. Department of Neurology,Nanjing Pukou Central Hospital,Nanjing Jiangsu 21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is of neurosyphil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
patients with neurosyphil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literatures about neurosyphilis from in CNKI,VIP and Wanfang database
were searched,and these literatures were published in Chinese Sci鄄tech Core Periodicals from 1994 to 2014. Results:One hundred and
thirty鄄three literatures(1 208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1 028 patients( without 3 patients in this article) included 971 male cases
(80. 38% ) and 237 female cases (19. 62% ) and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was 4颐 1. The patients age was from 15 to 80 years old,
and the patients over 60 years old was 126 cases (10. 43% ). The patients with play history ( including spouse) in 634 cases
(52. 48% ),HIV infection in 16 cases (1. 32% ), and misdiagnosis in 635 cases (52. 57% ) were found. The asymptomatic type
neurosyphilis in 80 cases(6. 62% ),meningeal( spinal) type neurosyphilis in 149 cases(12. 33% ),meningovascular( spinal) type
neurosyphilis in 389 cases (32. 20% ),paralytic dementia in 457 cases (37. 83% ), tabesdorsalis in 94 cases (7. 78% ),syphilitic
gumma in 16 cases(1. 32% ),mixed type in 22 cases(1. 82% ) and special type( common peroneal nerve neurosyphilis) in 1 case
(0. 08% ) were identified. Conclusions:Neurosyphilis is often found in young and middle鄄aged men with variou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high misdiagnosis rate, which can mainly be diagnosed by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examination. The imaging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s are not specific.
[Key words] neurosyphilis;clinical manifestations;diagnosis

摇 摇 神经梅毒系由苍白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
TP)感染人体后出现的脑、脑膜或脊髓损害的一组

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样且无特异性,误诊率高。
现回顾我院收治的 3 例神经性梅毒诊治经过,结合

数据库检索的 1 208 例病人相关临床诊治资料,探
讨国内神经梅毒特点,以期降低误诊率。

1摇 临床资料

摇 摇 例 1 男,28 岁,入院前 11 h,突发口角歪斜、口
齿不清,数小时后,出现左侧肢体乏力,伴嗜睡、小便

失禁。 既往有“右侧肢体乏力冶史,3 个月后自行缓

解。 否认其他病史。 嗜烟 10 年,20 支 /天。 未婚,
有冶游史。 体格检查:体温 36. 5 益,血压 110 / 70
mmHg,嗜睡。 双侧瞳孔直径 2. 5 mm,对光反射灵

敏,活动正常。 左侧鼻唇沟浅,颈略抵抗,四肢肌张

力正常,左侧肢体肌力 4 级,双侧 Babinski 征阳性。
辅助检查:血、尿、粪常规及同型半胱氨酸、肝肾功能

正常。 梅毒血清学: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阳性,快速

血浆反应素试验(RPR)阳性,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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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TPPA)阳性。 HIV 抗体(粗测)阴性;脑脊液

(CSF)检查:细胞数 24 伊 106 / L,以淋巴细胞为主,蛋
白 1. 0 g / L,潘氏细胞 2 + ,CSF RPR、TPPA 阳性;脑
电地形图(EEG)示中度异常,未见尖棘波;头颅 CT:
左侧脑室旁及基底核区腔隙性梗死。 头颅 MRI:右
基底核区急性期梗死(见图 1);头颅增强磁共振血

管成像(MRA):左侧椎动脉纤细,左大脑中动脉狭

窄(见图 2)。 诊断为:神经性梅毒。 治疗及预后:予
标准化驱梅治疗及脑梗死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左
侧肌力 5 - ,小便失禁。

例 2 男,31 岁,入院前 1 天突发四肢抽搐、口吐

白沫,伴意识不清,并反复发作。 既往史:发病前 3
个月有短暂性认知功能异常。 3 周前有间断发热、
头晕、行走不稳。 否认其他病史。 有冶游史,已婚。
体格检查:体温 37. 2 益,血压 110 / 80 mmHg,神志谵

妄。 双侧瞳孔直径 2. 5 mm,对光反射灵敏。 双鼻唇

沟对侧。 颈软,肌力检查不合作,四肢可自主活动。
病理征阴性。 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 16. 36 伊
109 / L;尿粪常规、肝肾功能正常;EEG:轻度异常,未
见尖棘波。 梅毒血清学:RPR、TPPA 均阳性;HIV 抗

体(粗测)阴性;CSF 检查:葡萄糖 2. 63 mmol / L、蛋
白 1. 344 g / L、白细胞 0. 012 伊 109 / L、潘氏试验阳

性;CSF TP鄄ELISA、RPR、TPPA 均阳性;头颈部 MRI:
左侧颞叶深部片状异常信号影 (见图 3 );增强

MRA:无异常(见图 4);诊断为:症状性癫痫,神经性

梅毒。 治疗及预后:予标准化驱梅及控制癫痫、抗感

染等治疗后明显好转。
例 3 男,32 岁,入院前 5 天突发头晕伴呕吐数

次,呕吐物为胃内容物。 既往史:1 周前有“急性淋

巴管炎冶史,服药后好转。 否认其他病史。 嗜烟十

余年,6 支 /天。 已婚,有冶游史。 体格检查:体温

36. 4 益,血压:193 / 135 mmHg,神志清。 双瞳孔直

径 2. 5 mm,对光反射灵敏。 双鼻唇沟对侧。 颈软,
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 病理征阴性。 指鼻试验正

常。 辅助检查:血、尿、粪常规及肝肾功能正常;梅毒

血清学:RPR、TPPA、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试验

(TRUST)均阳性;HIV 抗体(粗测)阴性;急诊头颅

CT:左侧小脑半球出血(见图 5);入院 CT:右侧基底

核及左侧小脑出血(见图 6);头颈动脉 CTA:无异

常。 诊断为:脑出血,神经性梅毒。 治疗及预后:予
标准化驱梅及脑出血对症治疗后明显好转。

2摇 文献资料

摇 摇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维普、万方等数据库

1994 - 2014 年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关于神经梅

毒病例报道,纳入 133 篇,1 208 例病人,年龄 15 ~
80 岁。 男女比例约 4 颐 1,以青壮年为主,其中有

52. 48%的病人承认冶游史,16 例病人合并 HIV 阳

性,误诊率高达 52. 57% (见表 1)。 根据临床分型

将神经梅毒分为 8 大类型,以麻痹性痴呆和脑(脊)
膜血管梅毒最为常见,特殊类型梅毒极为少见(见
表 2)。 梅毒血清学及 CSF 各项检查均有较高的阳

性检出率,且 CSF鄄RPR、TPPA 等的阳性检出率明显

高于 CSF鄄VDRL(见表 3、4)。 CSF 的常规检测中半

数以上病人会有 CSF 蛋白、细胞含量的异常 (见

表 5)。

3摇 讨论

摇 摇 梅毒是 TP 引起的慢性病,在感染梅毒的任何

时期,TP 均可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感染。 神经梅

毒临床表现多样,结合病理可分四大类:(1)无症状

神经梅毒;(2)脑(脊)膜神经梅毒;(3)脑(脊)膜血

管梅毒;(4)脑实质梅毒(包括麻痹性痴呆、脊髓痨、
梅毒性树胶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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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病人一般资料(n = 1 208)

一般资料 n 百分率 / %

男 971 80. 38

女 237 19. 62

老年病人(60 岁以上) 126 10. 43

冶游史(含配偶) 634 52. 48

HIV 阳性 16 1. 32

误诊 635 52. 57

表 2摇 神经梅毒临床分型

临床分型 n 百分率 / %

无症状型神经梅毒 80 6. 62

脑(脊)膜梅毒 149 12. 34

脑(脊)膜血管梅毒 389 32. 20

麻痹性痴呆 457 37. 83

脊髓痨 94 7. 78

树胶样肿 16 1. 33

混合型 22 1. 82

特殊类型(腓总神经梅毒) 1 0. 08

合计 1 208 100. 00

表 3摇 血清学梅毒相关检查(n = 1 208)

检查项目 检查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血清 RPR 986 975 98. 88

血清 TPPA 663 661 99. 70

血清 TPHA 512 511 99. 80

血清 TRUST 153 150 98. 04

FTA鄄ABS IgG 33 30 90. 91

摇 摇 FTA鄄ABS:荧光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VDRL:性病研究实验室试

验;TPHA: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

表 4摇 CSF 梅毒相关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CSF鄄RPR 743 642 86. 41

CSF鄄TPPA 569 565 99. 30

CSF鄄TPHA 541 494 91. 31

CSF鄄VDRL 140 102 72. 86

CSF鄄TRUST 122 107 87. 70

FTA鄄ABS IgG 32 30 93. 75

表 5摇 CSF 常规检查结果(n = 1 092)

CSF 指标 n 百分率 / %

CSF 压力升高( > 180 mmH2O) 189 17. 31

CSF 细胞增高( > 10 伊 106 / L) 693 63. 46

CSF 蛋白增高(0. 45 g / L) 839 76. 83

摇 摇 神经梅毒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 其中,无
症状神经梅毒无任何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病人多

在体检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被发现。 脑(脊)膜梅

毒常急性起病,与脑膜炎症状相似,可伴颈强直及脑

膜刺激征等。 脊膜梅毒可有下肢无力、深浅感觉减

退等脊髓炎症状。 脑脊膜血管梅毒,常以偏瘫、失语

等卒中样症状起病,其实质是梅毒性动脉内膜炎导

致动脉梗塞,常误诊为脑梗死(本例 1) [1]。 另有血

管梅毒以出血性卒中起病(如例 3),临床少见,共
27 例(6. 94% ),出血部位无特异性。 麻痹型痴呆常

慢性起病且病程较长,表现为智能减退、精神行为异

常等。 脊髓痨常有行走不稳,阵发性闪电样剧痛、麻
木,下肢深浅感觉减退等表现。 树胶样肿以头痛、呕
吐等颅内高压症状或局灶性神经系统体征常见。

既往报道,临床以梅毒性慢性脑膜炎最常见,其
次为脑膜血管梅毒[2]。 由于抗生素等使用,现代神

经梅毒以脑脊膜血管梅毒居首位[3],我国近年报道

以麻痹性痴呆及脑膜血管型多见,本组资料中,麻
痹性痴呆最常见,占 37. 83% ,脑膜血管型次之

(32. 20% ),与国内报道类似。 但其分型并不绝对,
只是病程不同阶段的表现,临床常发生部分重叠。

梅毒典型症状现已少见,分析文献,仅 7. 37%
出现阿罗瞳孔,出现硬下疳等皮损仅 4. 88% 。 既往

报道,癫痫在神经梅毒的发生率 8. 7% ~ 60% ,20%
麻痹性痴呆可合并癫痫[4]。 本组文献中癫痫发生

率 11. 34% (76 例),以癫痫起病(如例 2)则少见,仅
43 例。 梅神经毒可累及视神经,脑脊膜型可伴视神

经炎,脑实质型(脊髓痨等)可有视神经萎缩,有些

梅毒病人仅表现为视神经受累,首诊于眼科,误诊率

100% ,应引起重视。 还有些特殊类型的梅毒,以周

围神经受累为主,分型不清,极易误诊。
神经梅毒的诊断尚无金标准,除了重视病史的

完整采集(冶游史、输血史等),诊断主要依赖血清

学、CSF 等实验室检查,CT、MRI 和脑电图检查无特

异性。 既往认为,VDRL 试验特异性较高,若结果阳

性,可确诊梅毒,但其敏感性低,极易漏诊。 且其试

剂需临时配制,临床操作不便。 而 RPR、TPPA 等与

VDRL 的特异性相似,敏感性却大大提高。 回顾资

料,CSF 各检查阳性率均高于 CSF鄄VDRL,故 CSF鄄
RPR 和 TPPA 等完全可替代 VDRL。 CSF 常规、生化

无特异性,可有蛋白、细胞增多等炎性表现。 有时虽

RPR 等检查呈阴性,但结合 CSF 炎性改变、驱梅治

疗有效、病史等,也可明确诊断。
(下转第 10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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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后血肿的占位效应以及机体血管循环障碍对神

经组织造成的危害[15]。 此外,OPN 不仅能够影响巨

噬细胞的迁移和黏附,同时对巨噬细胞具有一定趋

化作用,进而影响相关的机体免疫反应,而 NGF 可

以通过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进而对机体的免疫系

统功能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采用 NGF 对脑出血病人进行治疗效

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降低血清 OPN 水平,促进病人恢复,安全

性高,临床上值得继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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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神经梅毒一经诊断,立即标准化驱梅治疗[5],
早期治疗, 预后较好, 本组资料病人好转率达

91. 57% ,16 例(1. 32% )死亡。 可能因神经梅毒病

人多青壮年,病前身体状况好,高血压等基础病变少

且神经梅毒多为特异性炎症引起的可逆性病变,消
除病因后病情可得到控制。

结合文献,我国神经梅毒以青壮年男性多见,误
诊漏诊率高(52. 57% ),临床表现多样,以麻痹性痴

呆最多(37. 83% )。 诊断主要依赖血清学、CSF 检

查,同时结合病史等临床资料。 对无基础疾病的脑

梗死、癫痫、智能减退等年轻病人,应考虑神经梅毒

可能,及早诊断、治疗,改善病人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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