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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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妊娠梅毒外周血中梅毒螺旋体核酸载量及其传染性
的相关性研究
徐培光

赖宇尧

【 摘要】

目的

范寒院
分析妊娠梅毒外周血梅毒螺旋体核酸载量及其传染性的相关性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深圳市部分医院收集的共 ８６ 例妊娠梅毒患者作研究对象ꎬ根据其所产胎儿及性伴侣
的梅毒感染情况将其分为传染组(２７ 例) 及对照组(５９ 例) 两组ꎬ应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 技术对两组孕妇的 ＴＰ
－ＤＮＡ 含量进行检测ꎬ并采用 ＲＯＣ 曲线对其血清 ＴＰ－ＤＮＡ 含量与传染性进行相关性分析ꎮ 结果 传染组
孕妇体内 ＴＰ－ＤＮＡ( ｔ ＝ ７.２５７ꎬＰ ＝ ０.０００) 含量及 ＴＰ －ＩＧＭ 阳性例( Ｐ ＝ ０.０００)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应用 ＴＰ －
ＤＮＡ 含量预测梅毒传染性的 ＡＵＣ 为 ０.９００ꎬ显著高于 ＴＰ－ＩＧＭ( Ｚ ＝ ２.４８１ꎻＰ ＝ ０.０１３) ꎬ且 ＴＰ－ＤＮＡ 含量的最
佳截点为>１.０６８ꎬ此时预测其传染性的敏感性为 ８７.５％ꎬ特异性为 ７７.０％ꎮ 结论

梅毒螺旋体核酸载量可

有效预测梅毒的传染性ꎬ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性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 关键词】

妊娠梅毒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梅毒螺旋体核酸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传染性ꎻ

相关性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１

梅毒是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ꎬ在怀孕期间可能表现为
死产、早期胎儿死亡或新生儿感染或疾病

[１]

ꎮ 在现代ꎬ梅毒

检测和防治梅毒对于母婴传播梅毒的有效性是公认的

[２]

ꎮ

因此对妊娠期梅毒的传染性进行分析ꎬ并及时干预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ꎮ 现对妊娠梅毒外周血梅毒螺旋体核酸载量及其
传染性的相关性研究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深圳市部分

医院收集的共 ８６ 例妊娠梅毒患者( 包括各期显发梅毒及潜伏
梅毒) 纳入研究ꎬ诊断标准参照 ２０１４ 版« 梅毒诊疗指南» 制
定ꎮ 纳入标准:(１) 首次诊断为妊娠梅毒者ꎻ( ２) 临床资料完

整者ꎻ(３) 对本次试验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
(１) 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恶性肿瘤等引起的血清学结果假阳
性患者ꎻ(２) 尚未生产孕妇ꎻ( ３) 合并其他慢性炎症患者ꎻ( ４)

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ꎻ(５) 严重精神－神经系统疾病不能
配合者ꎮ 将上述患者根据其所产胎儿及患者性伴侣的梅毒感
染情况分为传染组(２７ 例) 及对照组(５９ 例) 两组ꎮ

２.标本采集:所有孕妇均于就诊次日抽取空腹静脉血 ６
ｍｌꎬ其中 ４ ｍｌ 分离血清ꎬ用于检测 ＴＰ －ＩｇＭꎮ 剩余 ２ ｍｌ 置于
ＥＤＴＡ 抗凝试管中ꎬ静置 １.５~ ２.０ 小时后取下层血浆 ２００ μＬꎬ注
意避免溶血ꎬ应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 技术行 ＴＰ－ＤＮＡ 定量检测ꎮ

３ 研究方法:采用 ＡＢＩ ＰＥ７５００ ＰＣＲ 扩增仪ꎬ应用荧光定

量聚合酶 链 反 应 ＰＣＲ 技 术 根 据 ＴＰＵ５７７５７ 设 计 引 物ꎬ 包 括
Ｐ１:

ＣＧＴＧＴＧＧＴＣＧＡＴＧＴＧＣＡＡＡＴＧＡＧＴＧ

及

ＣＡＣＡＧＴＧＣＴＣＡＡＡＡＣＧＣＣＡＣＧꎻ检测血浆 ＴＰ－ＤＮＡ 载量ꎮ

Ｐ２: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ꎬ

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采用方差分析ꎻ计数资料以例( ｎ) 表
基金项目: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Ｙ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５)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２１ 广东深圳ꎬ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人民医院检验科
通信作者:徐培光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ｍｗ２９＠ １６３.ｃｏｍ

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ꎬ采用 ＲＯＣ 曲线分析不同指标的预测价值ꎬ
ＤｅＬｏｎｇ 法比较不同曲线下面积的差异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对两组孕妇年龄、梅毒分期等

一般资料进行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的比较
年龄

组别
传染组( ｎ ＝ ２７)
对照组( ｎ ＝ ５９)
ｔ / χ２ 值

( ｘ
±ｓꎻ岁)
２９.１７±４.３２

Ⅰ期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２

２８.９６±５.１６
０.８５５

Ｐ值

６

１５

０.７７４８

梅毒分期( ｎ)
Ⅱ期

潜伏期

７

１４

１８

２６

０.４９１

０.２８５

０.４８３

０.５９２

２.两组孕妇体内 ＴＰ－ＤＮＡ 含量比较:对两组孕妇体内 ＴＰ
－ＤＮＡ 含量进行比较ꎬ传染组孕妇体内 ＴＰ －ＤＮＡ 含量明显高
于对照组( ｔ ＝ ７.２５７ꎬＰ ＝ ０.０００) ꎬ且传染组孕妇 ＴＰ －ＩＧＭ 阳性
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 ＝ ０.０００)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两组孕妇体内 ＴＰ－ＤＮＡ 含量比较

组别
传染组( ｎ ＝ ２７)
对照组( ｎ ＝ ５９)
ｔ / χ２ 值
Ｐ值

ＴＰ－ＤＮＡ 含量

( ｘ
±ｓꎬ×１０ ４ ｃｐｐｉｅｓ / ｍｌ)
１.２８±０.２１
０.９６±０.１８
７.２５７
０.０００

ＴＰ－ＩＧＭ( ｎ)

阳性

阴性

３

５６

１８

９

０.０００

３.ＴＰ－ＤＮＡ 含量与传染性的 ＲＯＣ 曲线:应用 ＴＰ －ＤＮＡ 含

量预测梅毒传染性的 ＡＵＣ 为 ０.９００ 显著高于 ＴＰ －ＩＧＭ( Ｚ ＝ ２.
４８１ꎻＰ ＝ ０.０１３) ꎮ 其中ꎬＴＰ－ＤＮＡ 含量的最佳截点为>１.０６８ꎬ此
时其预测 ＮＳＣＬＣ 患者预后的敏感性为 ８７.５％ꎬ特异性为 ７７.

０％ꎬ详见图 １ꎬ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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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ＴＰ－ＤＮＡ 则是对梅毒螺旋体进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反应 ＰＣＲꎬ通过对其 ＤＮＡ 含量的检测ꎬ从而反应梅毒螺旋体
的水平ꎬ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可重复性ꎮ 且在患者的
分泌液、血液等中检测到梅毒螺旋体核酸是确诊梅毒的可靠
依据ꎬ尤其对感染时间未知的极早期梅毒、潜伏期梅毒等 [１０] ꎮ

本研究通过使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孕妇体内 ＴＰ －

ＤＮＡ 水平进行检测ꎬ并对孕妇所产胎儿及性伴侣进行随访ꎬ
比较两组孕妇体内 ＴＰ－ＤＮＡ 水平及体内 ＴＰ －ＤＮＡ 水平与梅
毒传染性的相关性分析ꎬ结果表明传染组孕妇体内的 ＴＰ －

ＤＮＡ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ꎬ且根据 ＴＰ－ＤＮＡ 含量预测梅毒传
染性的 ＡＵＣ 为 ０.９００ꎬ其诊断的最佳截点为>１.０６８ꎬ此时其预
测 ＮＳＣＬＣ 患者预后的敏感性为 ８７.５％ꎬ特异性为 ７７.０％ꎬ具有
较高的诊断价值及诊断效能ꎮ

综上所述ꎬ妊娠梅毒外周血梅毒螺旋体核酸载量可有效
预测梅毒的传染性ꎬ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及诊断效能ꎬ值得临
图１

表３
指标

参

不同指标预测梅毒传染性的 ＡＵＣ

ＴＰ－ＤＮＡ 含量

ＡＵＣ

标准误

９５％ 置信区间

０.８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７４８－０.８６２

０.９００

ＴＰ－ＩＧＭ

ＴＰ－ＤＮＡ 含量 ｖｓ ＴＰ－ＩＧＭ

讨论

床推广应用ꎮ

ＴＰ－ＤＮＡ 含量与传染性的 ＲＯＣ 曲线

０.０２３

０.８４９－０.９３８

Ｚ ＝ ２.４８１ꎬＰ ＝ ０.０１３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亚种苍白球引起的多阶段疾

病ꎬ主要传播途径为性及母音传播
种不良妊娠结局

[４]

[３]

ꎬ常引起流产、死胎等多

ꎬ且近年其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５] ꎮ

[１]

[２]
[３]

梅毒螺旋体是一种纤细的密螺旋体螺旋结构ꎬ可做伸缩、

[４]

蛇行及旋转等运动ꎬ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ꎬ梅毒螺旋体与患

[５]

者皮肤、主动脉等富含粘多糖的组织部位具有较高亲和力ꎬ对
眼、心血管等器官造成多系统病变ꎬ产生不可逆损伤ꎬ此外ꎬ还
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ꎬ造成胎儿流产及梅毒儿的发生 [６] ꎮ

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用于诊断梅毒

的方法ꎬ包括特异性及非特异性梅毒血清学试验

[７]

ꎮ 当正常

[６]
[７]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 ４ ~ １０ 周后ꎬ血清中即可产生一定量的

[８]

抗原的特异性抗体 [８] ꎮ

[９]

抗体ꎬ包括抗类脂质抗原的非特异性反应素及抗梅毒螺旋体
ＴＰ－ＩｇＭ 是梅毒患者早期感染且开始活动的重要指标之

一ꎬ在感染后 ２ 周即可检测ꎬ对于早期诊断梅毒及评估预后具
有重要意义ꎮ 但 ＴＰ－ＩＧＭ 对于潜伏期梅毒的诊断效能相对较
低ꎬ其可能患者感染时间延长ꎬ体内 ＴＰ －ＩｇＭ 浓度已降至正常
或消失有关

[９]

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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