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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哨点监测隐性梅毒病例诊断和治疗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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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对 愿猿远 例隐性梅毒病例进行分析袁为完善针对隐性梅毒诊断的标准提供依据遥方法院收集江苏省 远 个国家级性

病区域监测点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诊断的隐性梅毒病例相关资料袁并收集这些病例的血清袁开展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渊栽砸哉杂栽冤和
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试验渊耘蕴陨杂粤冤的复核遥 结果院愿猿远 例隐性梅毒病例平均年龄为渊源圆援远缘 依 员猿援圆远冤岁袁愿苑援怨圆豫渊苑猿缘 辕 愿猿远冤诊断
病例来源于综合性医疗机构袁愿圆援远远豫渊远怨员 辕 愿猿远冤病例由住院和术渊输血冤前筛查检出袁缘缘援愿远豫渊源远苑 辕 愿猿远冤的病例首选青霉素药物

治疗袁耘蕴陨杂粤 和 栽砸哉杂栽 同时阳性者占 怨圆援猿缘豫渊苑苑圆 辕 愿猿远冤袁栽砸哉杂栽 阳性且滴度跃员颐愿 的为 圆苑援圆愿豫渊圆员圆 辕 苑苑苑冤遥 结论院要提高非性病

诊疗机构人员隐性梅毒的实验室诊断能力和临床治疗的规范性袁为实现叶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渊圆园员园原圆园圆园 年冤曳的目标奠
定基础遥
咱关键词暂 梅毒曰 隐性梅毒曰 性病曰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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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贼澡藻则葬责赠 燥灶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憎蚤贼澡 泽藻曾怎葬造 泽藻灶贼蚤灶藻造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枣则燥皂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园
蕴陨 蕴藻蚤袁宰粤晕郧 载蚤葬燥鄄造蚤葬灶早袁悦匀耘晕 郧怎燥鄄澡燥灶早袁载哉 载蚤葬燥鄄择蚤灶袁蕴陨哉 载蚤葬燥鄄赠葬灶袁匀哉 匀葬蚤鄄赠葬灶早袁载哉 允蚤灶鄄泽澡怎蚤袁匝陨哉 栽葬燥袁
匀哉粤晕 载蚤鄄责蚤灶早袁云哉 郧藻灶早鄄枣藻灶早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杂栽阅 辕 粤 陨阅杂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糟则蚤贼藻则蚤燥灶 贼澡则燥怎早澡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灶早 愿猿远 糟葬泽藻泽 燥枣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悦燥造造藻糟贼蚤灶早 贼澡藻 凿葬贼葬 燥枣 愿猿远 糟葬泽藻泽 燥枣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蚤灶 远 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泽藻曾怎葬造造赠 贼则葬灶泽皂蚤贼贼藻凿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 渊杂栽阅冤 泽藻灶贼蚤灶藻造 泽怎则增藻蚤造造葬灶糟藻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枣则燥皂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园袁皂燥则藻燥增藻则袁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泽 燥枣 贼澡藻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贼燥 糟澡藻糟噪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增藻则葬糟蚤贼赠 憎蚤贼澡 灶燥灶

贼则藻责燥灶藻皂葬造 葬灶贼蚤早藻灶 泽藻则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贼藻泽贼 渊栽砸哉杂栽冤 葬灶凿 贼则藻责燥灶藻皂葬造 葬灶贼蚤早藻灶 泽藻则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贼藻泽贼 渊耘蕴陨杂粤冤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葬早藻 燥枣 愿猿远 糟葬泽藻泽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憎葬泽渊源圆援远缘 依 员猿援圆远冤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曰愿苑援怨圆豫 糟葬泽藻泽 燥枣 贼澡藻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憎藻则藻 糟葬皂藻 枣则燥皂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皂藻凿蚤糟葬造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泽曰

愿圆援远远豫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糟澡藻糟噪藻凿 燥怎贼 憎蚤贼澡 贼燥 遭藻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蚤扎藻凿曰缘缘援愿远豫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枣蚤则泽贼造赠 贼则藻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责藻灶蚤糟蚤造造蚤灶曰怨圆援猿缘豫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耘蕴陨杂粤

葬灶凿 栽砸哉杂栽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泽 泽蚤皂怎造贼葬灶藻燥怎泽造赠 葬灶凿 圆苑援圆愿豫 糟葬泽藻泽 燥枣 栽砸哉杂栽 贼蚤贼藻则 憎藻则藻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员颐愿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陨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葬贼贼葬蚤灶 贼澡藻 葬蚤皂泽 燥枣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蚤灶 责造葬灶灶蚤灶早 燥枣 悦澡蚤灶葬 渊圆园员园鄄圆园圆园冤袁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贼澡藻则葬责赠 葬遭蚤造蚤贼蚤藻泽 燥枣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皂怎泽贼 遭藻
蚤皂责则燥增藻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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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渊泽赠责澡蚤造蚤泽冤是由苍白渊梅毒冤螺旋体引起的

慢性尧 系统性性传播疾病 渊泽藻曾怎葬造造赠 贼则葬灶泽皂蚤贼贼藻凿 凿蚤泽鄄

藻葬泽藻袁杂栽阅冤袁是经典的性病之一遥 在临床上可表现为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渊月运圆园园怨源猿缘冤曰江苏省医

学重点人才项目渊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远袁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苑冤曰江苏省预防医学
课题渊再圆园员园圆怨冤
鄢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枣怎早枣岳躁泽糟凿糟援糟灶

一期尧二期尧三期尧隐性渊潜伏冤和胎传渊先天冤梅毒袁几
乎可引起人体全身所有组织和器官的损害和病变袁
产生功能障碍袁甚至死亡遥由于隐性梅毒缺乏临床症
状和体征袁 是梅毒感染和进展的一个时期或阶段袁
导致不易准确按照诊断标准开展诊断咱员暂遥 本调查对

江苏省 远 个国家级性病区域监测点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
诊断的隐性梅毒病例进行分析袁为完善隐性梅毒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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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材料

所有病例均收集于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园 年江苏省沛县尧

楚州区尧射阳县尧启东市尧金坛市和太仓市诊断的
愿猿远 例隐性梅毒病例的基本信息和使用的治疗药
物袁并收集其血清遥
员援圆

方法

参照卫生部颁发的 叶梅毒诊断标准曳渊宰杂 圆苑猿原

圆园园苑冤遥

所有实验室复核均在江苏省性病中心实验室内

进行遥 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试验使用甲苯胺红
不加热血清试验渊栽砸哉杂栽袁北京万泰生物药业公司冤
进行复核袁并进行滴度试验曰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
试验使用酶联免疫法渊耘蕴陨杂粤袁北京万泰生物药业公
司冤进行复核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软件进行处理袁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法计算计数资料组间差异的显著性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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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渊源圆援远缘 依 员猿援圆远冤岁遥

断标准提供依据遥
员

学

病例诊断单位

皮肤性病专业机构诊断占 愿援员猿豫渊远愿 辕 愿猿远冤曰综

合性医疗机构 渊包括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冤诊断占 愿苑援怨圆豫渊苑猿缘 辕 愿猿远冤曰妇幼保健机构诊断为
猿援怨缘豫渊猿猿 辕 愿猿远冤渊表 员冤遥
圆援猿

病例来源

皮肤性病门诊占 员猿援园源豫渊员园怨 辕 愿猿远冤曰 住院和术

前 筛 查 占 愿圆援远远豫 渊远怨员 辕 愿猿远冤曰 体 检 筛 查 占 源援猿园豫
渊猿远 辕 愿猿远冤曰 不同报告单位的隐性梅毒病例来源构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员冤遥
圆援源

治疗用药

在诊断的 愿猿远 例隐性梅毒中袁首选青霉素药物治

疗的为 源远苑 例袁占 缘缘援愿远豫渊源远苑 辕 愿猿远冤曰使用头孢类抗

菌素药物治疗的为 猿员怨 例袁 占 猿愿援员远豫渊猿员怨 辕 愿猿远冤曰使

用其他抗菌素渊多西环素和红霉素类冤药物治疗的为
缘园 例袁占 缘援怨愿豫渊缘园 辕 愿猿远冤曰首选隐性梅毒治疗药物的
报告单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缘

实验室复核结果

耘蕴陨杂粤 和 栽砸哉杂栽 同时阳性占 怨圆援猿缘豫渊苑苑圆 辕 愿猿远冤曰

耘蕴陨杂粤 阳 性 而 栽砸哉杂栽 阴 性 占 圆援圆苑豫 渊员怨 辕 愿猿远冤曰
耘蕴陨杂粤 和 栽砸哉杂栽 同 时 阴 性 占 源援苑愿豫 渊源园 辕 愿猿远冤曰

果

耘蕴陨杂粤 阴 性 而 栽砸哉杂栽 阳 性 占 园援远豫 渊缘 辕 愿猿远冤袁 其

一般资料

愿猿远 例隐性梅毒患者袁男 猿苑愿 例袁女 源缘愿 例袁男

女性别比为 员颐员援圆员曰 年龄为 猿员耀愿员 岁袁 平均年龄
表员

栽砸哉杂栽 滴度均在 员颐圆 以下曰栽砸哉杂栽 阳性袁 滴度大于
员颐愿 的占 圆苑援圆愿豫渊圆员圆 辕 苑苑苑冤曰不同来源隐性梅毒的实
验室复核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猿冤遥

不同报告单位隐性梅毒诊断病例构成比较

栽葬遭造藻 员 悦葬泽藻泽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责燥则贼蚤灶早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泽
报告单位
皮肤性病专业机构
综合性医疗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
合计渊豫冤

皮肤性病门诊
源愿
远员
园园
员园怨渊员猿援园源冤
表圆

住院筛查
园园园
远苑源
园员苑
远怨员渊愿圆援远远冤

体检筛查
圆园
园园
员远
猿远渊源援猿园冤

猿

讨

远愿渊愿援员猿冤
苑猿缘渊愿苑援怨圆冤
猿猿渊猿援怨缘冤
愿猿远

不同报告单位隐性梅毒选用治疗药物的病例构成比较

栽葬遭造藻 圆 栽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泽 燥枣 造葬贼藻灶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责燥则贼蚤灶早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泽
首选药物
青霉素药物
头孢类药物
其他药物

合计渊豫冤

渊灶冤

皮肤性病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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