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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与梅毒
康来仪，宁镇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ｒ海２００３３６

关键词：驮得降免＿盘缺陷综合ｆ｜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悔青；悔毒螺旋体

ｊｊ斜ｎ免崾缺陷综合缸（艾滋病，ＡＩＤＳ）是由

感染者；。同时．住我国的甲原地区如河南、河北、与

人类免嫂缺陷病毒（ｔ１１Ｖ）引起的全身性传染病，而

河南接壤的爱徽部分地区有偿供ｍ者中卅现小少

悔毒足苍门螺旋体引起的、丌始以埘部皮肤病变为

ＨＩｖ感染着．尤其在咀球还输过程中的交叉感染，

千、帆后波及伞身各系统的传染病。两种疾病颇多

这是ＡＩＤＳ在我国的扩敞期；从１９９５年起我国大

类刚．均川绛。阽传播和经血液及埘婴传播二

陆除北方３个省外，均发现ＨＩＶ小ＩＤＳ．至１ ９９８年

一流ｆｉ观状

已遍布全国，ＡＩＤＳ在我国确实进人了流行的迅速

ｉ、１１）ｓ自１９８１年６月５ Ｅｌ荚同自先报告

ｒ升期。谰杏资料小仅证明我国ＨＩ，，７感染人数干¨

５例ｊ、】１＾以米．已蔓延到伞球各幽和各地区，截止

ＡＩＩ）Ｓ患者人数每年以３Ｉ】％以卜的速度上升，到

：¨¨Ｉ，｛底、估汁Ｉ【Ｉｖ感染者干¨ＡＩ【）ｓ患者已达６

２００１年估计实际人数已选Ｈ５万以Ｅ．

ＪＪ，尚仔活者估计为４

综上所述，我国的ＡＩＤＳ虽足一种传人性疾

【ｊ（１（｝７』＾１１）ｓ小仪危害严重，且其流行的势义仍

病，但确实已在我们人群中流行，在分析疫情时．４；

４ＨｌＪ万．其一Ｉ，北ｉ’人数２

４８０

求堪ＩＥ｛Ｉ简伞球恕日以１４ ０００例新的感染递增．

仅要看传报数和估汁数，更要看到影响流行的各种

我吲Ｊ：１９８５｛ｒ ６月发现一例外籍ＡｌＩｊｓ患者．同

丰十会经济因素正住增加，看到具有各种高危行为和

印发现ｆｑ输八序ｌ外ｍ制品凝血冈于Ⅷ而引起的４

危险冈素的人群止在玎：断扩人，例如迅速上升的陆

例Ｈ１、’感染肯

１９９５年Ａ１１）ｓ疫情迅速上刊．根

痫、结核、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的人数．性舰念和

掘传啦情报旨．至２００１年城。累ｆｆ报告３０ ７３６例，

性实践行为的显著，耍化，婿前性行为和婿外恋的现

包托１１Ｉ＼感兜群２９ １４２例和ＡＩＤＳ患昔Ｉ ５９４例。

象广泛存在，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流动人员激增，

我【Ｆ】ＡＩＩ）Ｓ流ｆ『有一个过程：１９８５年发现卣

采供血和医源性防【Ｊ：工作ＤＩ有漏洞．人群包括医务

彬，芏Ｉ ｕＨ９每１ｆｊ｛『上要集巾在８个省、直辖市，从外

］１生人员列Ａ１ＤＳ知汉的缺乏，社会上还允满刘

籍求ｏ＃，、呃ｉｆｉ ４、断检出ｆＩ ＪＶ感染者平Ｉ｜Ａ１１）ｓ患

ＩｌＩＶ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对安全性行为（包括推

旨．造乩、ＩＩｊｓ卉找『目的传人期；Ｉ ９８９年起除沿海

广使用避孕套和清洁针具）仍有争论，等等，可以

｝也；ｆ¨Ｉ、一ＡＩ¨ｓ人数继续上升外．在我创云南边

断言，近年求．我国ＡＩＤＳ的流行势头仍力＋兴术艾．

境端叫地ｌ＾ｉ｝时吸毒的人群。ｐ发现Ｈｌｖ脚部性暴
发．九毗邻的Ｊ＇自ｉ、Ｊ’。西省吸毒者巾发现成批Ｈ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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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梅毒和其他性传播性感染

梅毒是最常虻

的一种性病，在２（Ｊ坩纪之前与淋病、软下，阡’性病

』二塑匡堂篮壁盘查！！！：至堑！！堂蔓！塑

！！！！ｇ！！－』』上堑Ｌ鱼！鱼三业上ｊ尘Ｌ生过生

一阽淋巴肉芽肿、愎股沟肉芽肿，合称为经腆性病

人群中性乱现象严重，提供了Ａｌｌ｝Ｓ流行的条件；

（、“Ｍ ｅａｌ｛ｌｉｓｅａｓｅ，ＶＩ））。到１９７５年世界卫生组织

从医学角鹰束说，患囱梅毒的人，出自局部溃疡，ｎｆ

将儿能通过件接触传播的疾病均称为件传播性疾

岍显增加带有（７Ｄ４受体信息的目抓细胞，ｌ啦对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１、１）），按璃原体分

ＨＩＶ感染的蜴感｜生增加２～１０倍；同样，Ｈ１Ｖ感染

ｆｆ细菌、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真莳、病毒、原虫、

者伴有梅毒，其生殖道排ｍ的Ｈｆｖ嚣要比仪有

ｆ奉外舒牛虫，共计２９种。从９（）年代起，攀于不少

ＨＩｖ感染者排山量大得多、

＾≈（＂ｘ【ｒａｌｌｙ

Ｔ

ｒａｎｓｒｉｌｉｔｔｅｄ

Ｈ牺的临床表现不显，尤其女性感染昔，故将ｓＴＤ

总之，ＡＩＩ）ｓ和梅毒在我国的流行情况不容乐

改成睫传播胜感染（ｓｃ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观．无疑地为扛防治丁作巾应用特异性实验诊断足

１１，根据世界ｐ生组织Ｓ１１）的分类，甲型肝炎、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对揭不流行规律，目ｊ确诊

工型肝炎也包括在内。、为了合理应用ｆＪ生资源，在

断，评｛古药物和疫苗效果至关重要，如何提高这两

ｈＩ

２０１１２年４月ｐ生部口开的全同艾滋病性病的会议

大类产品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尤蕻是保证供应槊道

１．强渊找同的性病防治工作要坚持以我幽颁发的

极为罩要，

囱关沽律、法规为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二、实验诊断

痫防治法》规定耍管理的性病是ＡＩＩ）ｓ、淋病和梅

１

ＡＩＤＳ¨１Ｖ有外膜和核两层结构．外膜ｒ

青，此外，２Ｊ生部《性病防治管坤办法》规定除上述

有许多棘突状物质，顶端含自ｇｐｌ２０蛋白。下面柄

３种痫【Ｉ外，逝自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软下疳、

含自ｇｐ４１．核部分包以外壳，含有ｐ１７蛋白，核一ｆｌ，

卅淋凶陀昧道炎（ＮＧＵ）、忡病性淋巴肉芽肿

内有双股Ｉ｛ＮＡ利各种酶（如逆转录酶、整合酶、胥

，１，（，、７）均为监测性疾病．，在这次会议ｒ，耍求全

白酶等），Ｊ刮围包有Ｐ２４蛋白。

１日ｎｎ舾控制上强调ＪＪⅡ强对ＡＩＤＳ、淋病和梅毒３

（１）Ｈ１Ｖ分１１１Ｖ １和ＨＩＶ ２两型，各型本身

补痰病的符理．有条什的省、市如有衣原体实骑室

的毒力仔札黄异，

繁什可ｒ｜：腱衣原体感染的诊断与防治，而其他仍列

强，致病性也强，引起的ｆ‰床症状也重，造成雌婴传

如峨删Ｐ￡疚病。

播的机率也高

ｒｒ病ｎ：ｎ：全球广泛蔓延，洲１９９９年成人ＨＪ治

ｇＰＩ

救以ＨＩＶ ｌ的毒力比ＨＩＶ

２

（２）ＨＩＶ一１进入机体后，其外膜』二

２０蚩白能与带有ＣＤ４受体的宿主细胞结合，然

愈睫病估计达３ ４亿，其增长如此迅速，固然与性

后其ｇｐ４１对宿主细胞的外膜在协同受体参与下将

ｆ ｒ力ｆ竹改变、计会不稳定包括战争、灾难、』、几流动

蛋白融化，计ＨＩＶ的核酸进人细胞内

等仃天外，存客观Ｌ巾于前几年性病流行得以控

细胞系不·，彳丁不同协同受体，一般以（’（’Ｒ５主要

荆．各『词列ｆＨ天性病防治研究体系被破坏．放弃ｒ

代表嗜巨噬细胞系病毒系的防同受体，而ＣＸ｛、Ｒ

ｈ痫们课常教学有关，当然检测技术的提高，使原

主要代表嗜Ｔ细胞系病毒系的协蚓受体

来讲以浍ｌ｛ｉ｝ｉ的竹ｉ病均相琳发现．再加上抗生素的滥

入宿丰体内的Ｈ１Ｖ，可引起·系列的抗原抗体反

川，使蜊药株发牛毕增高，影响了治疗效果。我国

应和细胞免疫鹰答。根据ＨＩｖ感染后的临床过程

ｌｑ７７年卷上重求．疫情迅速上升，尤其２０

分急性感染期，慢性潜伏期和Ａ１ＤＳ期。存急一陛感

性辆Ｆｉ

根据感染

４

（３）进

ｉｔｌ．？ｄ

９０年代小米差吖：多每年以３１１％递增。如

染期｜『｜【浆中ＩＩ Ｊｖ病毒和Ｐ２４蛋【ｊ抗原榆Ⅲ率达到

！¨｛）１

ｑ。传报蠕例达７９５

２例，实际例数近４００

最高，慢性潜伏剐迅速卜脐，检出一管人ｌ幅度降低．待

万，川１１１年仝国眭病的发病率按省排列，卜海居首

ＡＩＩＪＳ期前复又上５１．ＨＩＶ ＲＮＡ的滴度存急陛感

０００，虽然我幽和上海性病的疾

染期最早出观并达到高峰，到慢性潜伏期时滴度明

痫ｆ｝争ｆ小Ｉ淋＊ｈ为主．但是近年来非淋菌性尿道炎和

显下降，但仍处ｒ一定水平，发展到Ａ１１）ｓ阶段，

梅毒的发病牢ｊ“升很快，其中流动人门发病率比上

ＨｌＶ

府Ｆ，籍柏增晰业腴。，商该指出的是．女性梅毒发病

畀性细胞毒性淋出细胞应答，随着病程的发删逐渐

串的几高速腰比男陆更快，先大性梅毒的发生率也

下降．主【ｌ ＡＩＤＳ晚期日ｊ显降低，．ＨＩＶ特异忖抗体往

ｆ｛然增高，２００ｌ‘ｌ‘报记的先天｜生梅毒婴儿９６例，

往征感染ＨＩｖ后经过一定的窗口期．在急件感染

匀前』Ｌ年报告的总和．

后期升始硷出．包括外膜抗体勺核心抗体，均ｎ慢

忙．丛２２９

５５／１００

６Ｉ

悔母和此ｊ￡他ｈ炳均与Ａ１１）ｓ密切干¨父．从
ｎ会。≯’舶髓求看，儿人群中侮毒发病率高，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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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叉上升仡急性感染早期口ｊ她ＩＩＩｖ特

忡潜伏朗达到商峰，核心抗体滴度叟比外膜机体
低，发病晚期ｎＪ以检不ｍ一般窗口期在４５

ｄ争３

生出∑芏盐塑芏，蔓型坚王茔１ １盐莹§塑

坠§Ｄｇｂ＿』！』坠旦！：！ｂ塾三丛量出生卫—直生

个Ｊ｛，其长短处决于检测试剂质黾和检测技术，宿

洲（ＰＡＴ，ＥＩＡ）。这些筛查试验ｑｊ，以ＥＬＩＳＡ的敏

０．一ｊ幢＿Ｉ ＨＩＶ毒株特点，ＣＤ４＋淋巴细胞在急性

感度和特异度最高，在献帆员筛☆和其他榆盘中尽

感染期数皋列显下降，到慢性潜伏期虽必回升，但

可能采用这种方法，不仅价洛低廉，而Ｈ有检测记

其数特小能达刮原有水平，进入慢性潜伏期后随着

求．可竹：为Ｆ｛后有争议（包括司法诉蹬）叫的章菩依

病柙Ｈ：Ｊ发展．（’Ｉ）４＋细胞数随之下降，到临床期，尼

据最近国内多家公司研制成第３代ＥＬＩＳＡ试

其舡睫期（、１）４＋细胞数恕ｒⅢｎ’ｍ液中，Ｉ｛有儿个到

制，经市场试剂质苗考核结粜，其质虽已接近幽外

．：１个（４）ＩＩＩＶ具有极人的不稳定性．其

进口试剂。简单筛查试制中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譬Ｉ·１

２１｝的Ｖ３ Ｉ×：是最为常见的变异区，Ｈ』现小同Ⅱ

（ＰＡ），但当时只检测Ｈｌｖ—ｌ刑．最近已制成１１ＩＶ

型．ｇ—Ｈ ｊ叠干ＩＪ务种酶也口ｊ发生变片。目前Ｈ１Ｖ业型

１／２混合删的ｎ、，廿Ｊ以作为ＥＩ，ＩＳＡ以外另

繁多．ＨＩＶ Ｉ到至少彳丁Ｍ群（Ａ～Ｋ）、Ｏ群（０）和Ｎ

煦理试剂测定的品种。快速诊断试剂，如雅螭的

群（（１

１）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ＥＹ的胶侔金试验，均已通过我幽药品

ＪＩ

３个亚’州，ＨＩＶ ２型至少有Ａ—Ｆ ６个业型

各地¨符白映Ｌ嚏弧型。ｒ解亚型列流行规律、传

刁：同

监督部门的批准和批批椅，其优点为速度快，操作

播速ｆｆ、蛮验诊断、约物手ｕ疫曲的研究Ｉ‘分有益。

简单，怛敏感度比ＥＬＩＳＡ稍正，根据我国的政策在

５，机体感染Ｈ ＪＶ的免螋应答，首先是细胞免疫

边远地区可以用ｎ血液筛台，在一般临Ｊ术上只限用

ｔ

应臀：，包括臼然杀伤ｆ ＮＫ）细胞和Ｔ淋巴细胞。

于急诊者或估计准以复诊而具有高危行为的ＨＩＶ

ＮＫ细胞在抗Ｈ１Ｖ过程Ｉ｝｜小仅能白，接攻击Ｈ１Ｖ，

病毒感染疑似者筛杏抗体。唾液试剂。揲ｆ１·很方

｝ｎ】ｌＩ．能提高（’Ｉ）８细胞臆答，刺激分泌７ ｔ‘扰素，

便，可以避免刺伤皮肤粘膜，ｆｑ价格较高；，尿淑榆

随卉病秤的发展，ＮＫ细胞应答ｒ降，甚至州广。

测，可以用作流行病学调杏．但其敏感度和特异俊

（’１）Ｈ细胞能分泌ＲＡＮ‘ＦＥＳ、Ｍ１Ｐ Ｉｏ、Ｍ１Ｐ．１０，从而

比上述几种稍羊在临床上筛查呈阳陛反鹰的必

提ｌ箭扣｝１１Ｖ病毒的活性反庸，抑制Ｈ１Ｖ中的ＲＩ、

须作确认试验，确认方浃彳『免疫印迎浊（ＷＢ）和免

Ｒ＾Ｅ．ｖｉｆ、Ｎｔｆ．同时还可抑制ＨＩＶ在ＣＤ４细胞

疫荧光浊（ＩＦＡ）。找用目前规定使用ＷＢ．有ＨＩＶ—

一ｒｎ

－ｆＩ的复制．

¨【”Ｉ

Ｌ被抑制则抗ＨＩＶ Ｔ淋巴细胞

Ｉ／２混合＋Ｉｌ』，单独ＨＩＶ Ｉ型或Ｈ１Ｖ－２ Ｊ¨．

免崆ｊ＾性下降．此外，ＣＤ４细胞从１＂１３Ｉ变成Ｔｈ２，

｜余年来，ＨＩｖ抗体渗断试剂的质量不断提

使ＩＩ．二ｒ扰索的分她减少，从目前的临床发践表

高，将敏感度和特片度烈以提高刮最佳状态，以

ｌ咐．（、１Ｈ细胞数的下降与ＩＩＩＶ

Ｌ川旱负相

ＥＬＩＳＡ为例，１９８５年首次成功地研川成Ｈ１ｖ １型

ＲＮＡ

咒，㈨Ｌ１Ｉ）４’细胞数平均值在１００／ｍｍ’时，则其

ＥＬＩＳＡ试制．仅巾用ＨＩＶ一１制伞病毒进行包做。果

¨１、ｆ￡＼Ａ滴度ＩＩＪ逃到１（１“拷贝数／ｍＩ，相反．值

用间接沾

【、Ｄ４数＞５００／ｉＩ］［１ｌ’时，其ＩＩ Ｊｖ ＲＮＡ滴度则＜ｌ（Ｊ１

代Ｆ１。ＩＳＡ榆测方法，虽仍为问接法，佴改用重组或

拷－！数，‘…ｌ

多肽抗原包做．原米在ＩＩｌｖ感染后２个月以上才

至１

９９２年研制成ＨＩ、，１／２混合型第２

¨Ｉ、镁盼诊断土要包括ＨＩｖ病毒分离培养，

能榆ｆＩｊ，运川第二代试制一小音Ｉ；分可提前庄３—４

Ｐ２４抗Ⅱ·ｉ伶洲．Ｈｆ、７核腹测定和Ｉ“ｖ抗体检洲，也

周检ｍ。从Ｉｑ９８年起采Ｈ』第３代试剂，测试方法

州做｝｛１＼毒』Ｊ分析，１１１Ｖ砸型分型，ＨＩｖ病毒，墅

改为央，亡、浊，『ｆ．ｉ日采Ｊ玎高度提纯的重组抗腺和多从

Ｈ Ｕ：别１璀『，ｋｌ Ｊ叫千¨文型），ｍ同受体测定，ＣＤ４淋巴

包被，同Ｈ『考虑到多种－肚刿，小但包括Ｍ群，还自

细胞ｆｆ数，ｆＩ使其他免疫功能标志物测定，如在

。群，使捡ｍ率提高，愉出时闸有的可缩争感染后

１ｆＩ＼１

７

１。暴染羁Ｊ发痫期问ｎ勺日２融球蛋白，新蝶吟

一¨……ｔ ｒｉｌｌ）细肫素．ｆ扰素，肿瘤坏死Ｗ ｒ等细胞

ｄ左｛１。二㈨（Ｊ‘Ｉｉ义研制成第４代Ｅｌ，ＩＳＡ试剂，

卉酶标板孔ｆ同时包有抗原卡¨抗体，这忏一部分处

＂ｆｌ：临昧和预殇定践中．最基举＊ｉ打法

Ｊ：商ｌｆ期的标本也可榆Ⅲ，我剀主墨未广泛膻用，也

还ｊ－ｉ ＩＩＪ、抗体测定，不仅口Ｊ靠，而ＦＬ可行，ｃ［土是Ｌ｜

需经临床考核作进一步验｜正我旧Ｌ｜前已避八第

Ｉｍ｝ＩＩ＼’感染厅秆Ｉ ＡＩＩ）ｓ患者的常规特异性诊断依

３代试剂水平，国家也要求采用第３代ＥＬＩＳＡ斌

据Ｊ Ｊ１＼抗似删定包括筛查和确认两邵分，Ｈ』』筛

剂．以提高敏感度相特异度．

ｔｊａ ｆ’＾葛：

☆。ｔ。…ｔ＇ｔ』乏Ｊ、０并．需经确认现有的筛查力法有酶

随着ＡＩＤＳ疫情的发展，为尽早期发现感染

ｑｔ证螋Ｉ悭附ｕＣ验１１，２ｌ，ｌＳＡ）．陕谜筛奄试验（ＲＳＩ），

普，估价临』木发展过稃，考坪约物效果，急斋侄弛旧

＿｛；１ ｒ社赫ＡＩ式ｇｉｊｆ叶１）．唾液椅洲（（）ｒ“划ｒ。）和球液检

违渐建、＞起ＨＩＶ接腑测定系统，在我Ｎ《艾澎病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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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匡堂捡监翌．±．２００２雹盟ｌ！鸯茔§姐

型ｍ¨ｇｋ－，Ｌ型—业生生生墨ｉ型！里，、ｃ，ｌＪＺ—盟！．鱼一

删Ｉ。怍管理办法》和《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要求在

ｒａｔｏｒｙ，ＶＤＲＩ，）。这种片法抗原配置技术不高，但

全国省级Ｈ Ｊｖ抗体确认中心和有条件的各种医疗

配置成的抗原使川时问不能超过２４ ｈ；（２）快速ｍ

】ｉ，￡机构建立ＨＩｖ病毒载量测定技术．蚓际上已
自ｌＬ较成熟的Ｈ１Ｖ ＲＮＡ商业性病毒载量检测法，

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ａｐｉ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ｃ１Ｊｃｌｅ

ｒｅａｇｉｎ

ｃａｒｄ＂ｔｅｓｔ，ＲＰＲ），是Ｖ１）…．的改良方法，测试结果

如罗吒公司的Ｒ１、Ｐ（１Ｒ、拜耳公百Ｊ的ｂＤＮ／＼、梅里

叮保存，所配置的新鲋抗原在４ ０（、巾保存１年；（３）

埃公司的、Ａ蝌蚺和雅培公司的ＬＣｘ

小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ｌ ｕｎｈｅａｔｅｄ

ｌ｛１。ＰＣＲ

Ｓ（＇Ｉ＊ＬＩＩＩＩ

ｒｅａｇｉｎ

ｔｌｔｌｈｅａｔ

１１１～痫毒戟量测定结果可揭，下传染机率＿『传染

ｔｅｓｔ，ＵＳＲ）；（４）甲苯胺红试验（１０ｌｕｌｉｚｅｄ

源．预删琐后，盼视病拌，提供ＡＩＤＳ抗病毒药物应

ｅｄ弛ｒｔｌ

川ｔ＇ｔ：ｊ治疗指｝正，对窗口期标本的鉴定，对日ＩＶ阳性

原中加人甲苯胺红颗粒代替碳颗粘ｆ１为指示剂：

目ｊｔ所生婴１Ｌ的早期诊断和｛下价药物疗效等均有

上述４种试制均用十筛查，但在早晚期梅毒敏感度

萤螋意义

低．假阳性反ｊｉ高，并随年龄、杆娠、药瘾、肿瘤、自

２侮寿

梅毒传播力很强，各国报告对梅毒

ｔｅｓｔ，ｌ—Ｋ【Ｊｓ，ｒ）．与ＲＰＲ原婵相同，仅在抗

身免疫疾病等增高，也有漏榆情况。
目前常用的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方法有：（１）

患肯的忡伴追踪结果，一期、一划和甲期潜伏梅毒
的这１８ｔ‰一８０％．每个性伴ＨＪ能感染机率平均为

ｒｒｌ

ｒｅｄ

荧光悔毒螺旋体吸附试验（Ｎｅｒｌｌｔ［１

ａｎｔｉ‰】ｖ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Ｉｒｅ—

㈤ｃ埔．当然币少诊断，尤其早期梅毒均需靠实骑。宣

ｐｏｎｅｍａｌ

渗断才发现

敏感睦和特异度均商．破视为金标准；（２）梅毒螺旋

梅寿的诊断应包括流行病学资料、临

眯表现和特抖陛实验室诊断。梅毒特异陛实验室

诊断包括炳原件榆查、血清学伶洲和核酸榆测。
Ｉｆｆ在１９０５年就提山片Ｊ姬姆氏染色苍门螺旋
体，怍ｆ｝｛病原体诊断

日前梅毒螺旋体实验室诊断

ａｂｓｏ＊ｐｔｌｏｎ

ｔｅｓｔ，Ｆ’ＩＩＡ

ＡＢＳ）；此法

体微量ｍ凝试验（ｍｉｃｒｏｈ（ｎｔａｇｇｌｕｔ［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ｒｅｐｏｎｅｎ］ｆ－ｐａｌｌｉｄｕｎｌ．ＭＨＡ ＴＰ）：此法常用冷冻干燥

的ｒｒＰ或裂解物ＴＰ作抗原，敏感度和特异度均高；

（３）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ｔｌ·ｐｏｎｅｍａｌ

ｐａｌｌｌｄｕｒｎ

力法包ｔ，ｑ：（Ｉ）１｝ｉ：ｉ视野镜柃（ｄａｒｋ，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ｌ－ｏｓｃｏｐｙ，

ｈ㈨ⅦＲｇｌｍｉｎａⅦ）ｎ

１）ＦＭｊ．是一期梅毒最主要的诊断方法；（２）直接免

联免疫峻附试骑（ＴＩ·Ｆ；Ｉ．ＩＳＡ）：主要用Ｐ４７、Ｐ】７、

疫荧光抗体愉洲（ｄｉｒＩ、ｃｔ［Ｉ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Ｉ．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１）ＦＡ

ＦＰ）

ｌ ｃＨ，

上述两法均无法将苍白螺旋体与其他

Ｉ】１

ａｓｓａｙ．１

ＰＨＡ）；（４）梅毒螺旋体酶

５包被ｔ（５）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ｒｅ

ｐｏｎｅｒｎａ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ｓａｙ，］、Ｐ ＰＡ），此法敏感

螺锰体医分＂来，ＤＦＭ结果阴件，如有危陟行为和

度和特异度高．操作方法简单，是ＴＰＨＡ的升级产

临睐表现．川不能排除诊断；（３）人工培养崔门螺旋

晶；（６）梅毒螺旋体快速诊断试验（”ｅＭｍｃｍａ

体尚求成功．仳门Ｊ以动物（家兔）接种培养。

ｌｉｄｕｍ ｒａｐｉｄ ｔｅｓｔ．７【＇Ｐ—ＲＴ）：目前有雅培公司的Ｄｅ

ｌＰｎ

９０６年既建立梅毒ｍ清学检杏．其Ｌｊ的

是ｎ为‘期或ｉ期梅毒诊断的主要依据，有｛Ｉｔ梅毒
螺旋体ｍ清试验（］ｌＯｌ＇ｌ ｔｒｅｐｏｎｅｉｎａ］ｓｅｒｏｌｏｇｋ：ａｌ Ｌ－ｓ１１和
１

梅毒蝶旋休ｍ清试验（”‘ｐ｛’ｔｌｅｍａ｛ｓｅｍ【（犍１ｒＨｌ ｔＰ吼）
曲ｋ炎

一般前者用十训筛，件往住梅毒感染４’

ｐａｌ

ｔｅｒｎｌｉｎｅ法和胶体金法．，
疑为梅毒也可用１１ｃＲ作ＴＰ－ＤＮＡ检测，但小
作常规用，
埘先天性梅毒患者，·旺在１个』ｌ龄时作定量
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仇呈阳性的反应素在６个

１０剧』“ｔ抚类脂质抗味的１Ｆ特异件反应素抗体，

Ｊ１龄争ｌ岁内消失，最好”·ＩｇＭ型抗梅毒螺旋体

“ＩｇＭ为｝．１９（；次之，梅毒患者如未经治ｊ，丝种

ｌｆ止清试验加以确认，，存怍ｍ婴儿梅毒诊断时，应掌

抗』奉町Ｋ刿存在．治疗后可转阴；后有般在感染

握母亲梅毒感染的记录用脐带血作ｍｌ清学试验

蛳每螺旋体扁３、８周出现特异性抗体，以ｌｇ（，为

易产生似阳性，如自ａｆ能ｘ，Ｊ胎盘液或脐带血崩

ｊ．ＩＲＭ次之．是常用丁确认的方法．

Ｉ）ＦＡ—ＴＰ或Ｉ）ＦＭ作病原体检杏

｝｛莳常耳ｊ的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有：（１）性
帆州究。炙验享试验（ｖｅｎｅｒｅａｌ

ｄｉ ｅ－ｃａｓｅ

ｒｅｓｅａｌ

ｒｈ

ｌａｂｏ—

【收稿Ｈ期：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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