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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福建省３８ ４１８例妊娠期梅毒血清
流行病学调查
张荣莲

陈起燕

陈烈平

【摘要】

王秀云

张丽萍

修晓燕

目的探讨福建省孕产妇梅毒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对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纳入调查的对象填写调查表，在知情同意下进行快速血浆反
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筛查，凡ＲＰＲ阳性者进一步检测ＲＰＲ滴度，并行梅毒密螺旋体血凝试验
（ＴＰＨＡ）以确诊，共查３８ ４１８例孕产妇。确诊为感染梅毒的孕产妇共７７２例（其中６０例未分娩），对其
进行孕期干预并跟踪至产后，同时将其妊娠结局与非感染梅毒孕妇的结局进行比较。对可能影响孕
妇“感染梅毒”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
３８

孕妇梅毒感染率为１．８５％（７１２／

４１８），绝大多数为潜伏梅毒；主要危险因素有孕妇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配偶职业、经济收入、患

过性病等６个因素；感染梅毒孕妇的妊娠结局比非感染梅毒孕妇妊娠结局差：如围产儿死亡率、早产
率、低出生体重率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福建省妊娠期梅毒感染率逐年升高，

孕妇梅毒感染对围产儿影响大；孕妇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配偶职业、经济收入、患过性病等因素是
福建省妊娠期梅毒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梅毒；感染率；孕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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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梅毒患者的增多，孕妇梅毒也有增

加，福建省妇幼保健院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
住院分娩２７ ５４０例，妊娠期梅毒１９２例，发病率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Ｆ００３）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１福州，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张荣莲、陈

７．０‰，其中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发病率为

起燕）；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烈平）；福安市妇幼保健院（王

９．８‰…，发病率逐年升高，对母婴健康危害大，尤其

秀云）；霞浦县妇幼保健院（张丽萍）；福建医科大学妇产科学在读研

妊娠期梅毒绝大多数为潜伏梅毒，若不经血清学检

究生（修晓燕）

测难以发现，并作为传染源传播感染。梅毒孕妇能

·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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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胎盘将梅毒螺旋体传给胎儿，引起晚期流产、早

（２）７７２例感染梅毒孕妇情况：７７２例感染梅毒

产、死产、死胎或分娩先天梅毒儿。为了解福建省妊

孕妇中年龄最大的４３岁，最小１９岁；产次：初产

娠期梅毒的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进行本项调查，结

４８１例（６２．３１％）、二产２５２例（３２．６４％）、三产及以

果报道如下。

上３９例（５．０５％），其中最多为７产（１例）。孕产妇
死亡３例（均系非梅毒产科原因死亡），未分娩６０例
对象与方法

（７．７７％），流产９例（１．１７％，其中晚期流产５例），

ｌ。调查对象：对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６

宫外孕１例（Ｏ。１３％），已分娩７０２例（９０．９３％），早

月３０日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安市级医疗保健机

产５７例（早产发生率为７．９９％）。已分娩７０２例中

构、霞浦县级医疗保健机构初次产前检查并确定在

单胎６９２例、双胎９例、３胞胎１例，共有围产儿７１３

该院分娩的所有孕妇［含孕前未查快速血浆反应素

例。在７１３例围产儿中活产新生儿６７７例

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住院分娩的产妇］为调查对象。

（９４．９６％），围产儿死亡４４例（其中死胎３４例、死产

同期分娩４２

２例、早期新生儿死亡８例）、围产儿死亡率为

４２２例，知情接受血清ＲＰＲ筛查３８ ４１８

例，占同期分娩的９０．５６％（３８ ４１８／４２ ４２２）。

６１．７１‰、畸形１１例（１５．４３％。）。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２．方法：凡纳入调查对象，均填写一份调查表，

ｇ

５９例，发生率为８．２７％。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相关知识与行为方式共２７项。

（３）妊娠期梅毒检出率：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至

在知情同意下进行血清ＲＰＲ筛查，凡ＲＰＲ阳性者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安市及

进一步检测ＲＰＲ滴度和梅毒密螺旋体血凝试验

霞浦县在县级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的产妇４２

（ＴＰＨＡ）以确诊。

例，其中知情同意进行ＲＰＲ筛查３８ ４１８例，筛查率

４２２

３．诊断标准：按照卫生部疾病控制司２０００年８

为９０．５６％，查出ＲＰＲ阳性并经ＴＰＨＡ确认为妊娠

月《最新部颁性病诊疗规范和性病治疗推荐方案》

期梅毒的７７２例（其中１例妊娠期梅毒合并ＨＩＶ感

进行‘２。。

染），阳性率为１．８５％（７１２／３８ ４１８），见表１。其中未

４．统计学分析：临床检查结果、监测数据全部用

分娩６０例（福建省、福安市、霞浦县妇幼保健院分别

１１．５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统计分析，ｘ２检验和

有１０、３４、１６例），这些孕产妇除４例外均无临床症

ＳＰＳ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状，９９．８６％为潜伏梅毒。
结

表１

果

福建省３８ ４１８例孕妇梅毒感染发生率
及其分布情况

知情同意接受血清ＲＰＲ筛查３８ ４１８例，占同期
分娩的９０．５６％（３８ ４１８／４２ ４２２）。经ＴＰＨＡ确认为
孕妇感染梅毒７７２例（含孕前已确诊的６７例）。
１．妊娠期梅毒发病情况：
（１）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在知情同意接受血清

ＲＰＲ筛查３８ ４１８例中，年龄最大４５岁、最小１８岁，
平均２７．６ｌ岁；产次：初产２６ ８９４例（７０．００％，２６ ８９４／
３８

４１８），二产９８３８例（２５．６１％，９８３８／３８ ４１８），三产

１６８６例（４．３９％，１６８６／３８ ４１８）；围产儿总数３８

４１８）。单胎３７ ９７６例、双胎４３９例、三胞胎３例。

其中围产儿死亡４４６例（死胎２９６例、死产９６例、早
期新生儿死亡５４例），死亡率１１．５２‰（４４６／
３８

７２１）；畸形３３５例，畸形率８．６５‰（３３５／３８ ７２１）；

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

１５０９例，发生率为３．９０％（１５０９／

３８ ７２１）。孕产妇死亡３例（均系非梅毒产科原因

死亡）。

比；福安市妇幼保健院与霞浦县妇幼保健院比较：ｘ２＝５．２ｌ，Ｐ＜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６包括９例流产和１例宫外孕

７２１

例，其中早产１４４７例，早产发生率为３．７７％（１４４７／
３８

注：４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分别与福安市、霞浦县妇幼保德院相

（４）７７２例妊娠期梅毒发现时期：于婚检（孕前）
发现并确诊６７例（８．６８％），孕早期发现６７例
（８．６８％），孕中期发现２４６例（２８．１１％），孕晚期发
现２８０例（３６．２７％），分娩期发现１１２例（１４．５１％）。

２．影响孕妇感染梅毒的危险因素分析：
（１）单因素分折：见表２。
（２）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孕
妇“梅毒感染”作为变量，１０项可能影响孕妇“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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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福建省３８ ４１８例孕妇感染梅毒的单因素分折

梅毒”的孕妇及配偶的一般特征指标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入选变量的标准Ｐ＜

０．０５，剔除变量Ｐ＞０．０１，探讨多个危险因素对梅毒
孕妇的共同作用。结果提示孕妇“感染梅毒”的危险
因素为孕妇职业、孕妇文化程度、居住地、配偶职业、
配偶经济收入、配偶患过性病或梅毒（表３）。
表３

有影响意义的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３．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的影响：见表４。
表４

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讨

论

孕妇感染梅毒能通过胎盘将梅毒螺旋体传给胎
儿（垂直传播／母婴传播）引起晚期流产、早产、死产、
死胎或分娩先天梅毒儿，还可通过产道感染、产后哺
乳和生活密切接触等感染新生儿。因此妊娠期梅毒
严重影响孕产妇和下一代的健康及生存质量。
１．妊娠期梅毒检出率：广州市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３
年中妊娠期梅毒发病率分别为０．８１／１０万、１．２７／
１０万及３．９ｌ／１０万，年递增１３７．１３％¨。。２０００年上

海市妊娠合并梅毒的检出率为３．１７％。【４１。福建省妇
幼保健院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妊娠合并梅
毒检出率为５．８‰，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为
９．８‰［１］。从表１可见妊娠期梅毒的检出率为
１８．５３‰（７１２／３８ ４１８），其中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检出
注：８含服务员

率为１１．７４‰（２２３／１８ ９９８）、福安市妇幼保健院
２３．１６‰（２７８／１２ ００２）、霞浦县妇幼保健院２８．４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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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７４１８）。除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检出率略低外，

知识不理解，身处城区或闹市区，无一定的经济能

均高于Ｎｅｗｅｌｌ等ｂ１报道的２０．６‰，霞浦县妇幼保健

力７经济条件较好，均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另外，

院还高于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６月的调查结果

配偶患过梅毒和淋病等性传播疾病占１６．７１％，还有

（２３．２８‰）‘６｜。

１７．３６％拒答，在拒答人群中不排除患性病者，这些

２．妊娠期梅毒流行特点：本次调查的７７２例妊

都明显高于非梅毒感染配偶。因此开展规范的婚前

娠期梅毒，９９％为潜伏梅毒，高于许艳等＂１报道妊娠

检查和孕前保健，加强围产保健，把ＲＰＲ筛查列为

期梅毒中９１．８％为潜伏梅毒。７７２例妊娠期梅毒有

常规检查项目很有必要。

６７例在婚检时发现，７０５例为本次ＲＰＲ筛查发现，

４．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孕妇感染梅

且大部分在孕中、晚期发现（６８．１３％，５２６／７７２），甚

毒对围产儿的影响很大。梅毒感染孕妇之围产儿死

至还有１１２例（１４．５１％）是分娩期发现，这些人未能

亡、早产、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分别为６１．７１‰、

进行早期治疗／或孕期未能治疗，孕妇在妊娠４个月

８．２７％、７．９９％，均明显高于非梅毒感染孕妇（分别

后梅毒螺旋体可通过胎盘传给胎儿产生胎传梅

为１０．５８‰、３．８４％、４．１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毒旧ｏ。因此，主动接受婚前医学检查，或将ＲＰＲ列

（Ｐ＜０．０１）。但出生缺陷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可

为孕前检查和产前常规筛查是十分必要的。

能因出生缺陷的发生是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有关。

３．影响孕妇感染梅毒的危险因素：
参

（１）影响孕妇感染梅毒单因素分析：从调查的
２７项因素中，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包括孕
妇年龄、产次、经济收入、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配
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性病史等项。福
建省为较早对外开放城市，与海外联姻、外出务工、
经商等海内外交往增加，人员流动频繁有关。本次
调查的三个地区均为沿海城市，其中霞浦县曾经有
对外开放的港口，因此梅毒检出率较高。
（２）影响孕妇感染梅毒多因素分析：孕妇感染梅

考

感染梅毒最危险的因素有６个：孕妇职业、文化程

度、居住地、配偶经济收入、配偶职业、配偶患过性
病。育龄妇女与配偶年轻，处于此阶段性活动比较
活跃，夫妇双方职业中个体、外出打工比例明显高于
非梅毒感染夫妇，配偶经济收入低于非梅毒感染的

献

［１］张肖民，林淑钦，陈水仙，等．１９２例妊娠期梅毒ｌ临床分折．中华
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４，３９（１０）：６８２—６８５．
［２］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最新部颁性病诊疗规范和性病治疗推荐方
案．２０００，
［３］吕军，杨新，陈春林，等．妊娠合并梅毒的临床分析．中华妇产科
杂志，２００１，３６（８）：４５６—４５９．
［４］董悦．对围产期ＴＯＲｃＨ感染筛查的重新评价．中华妇产科杂
志，２００４，３９（１１）：７２５—７２８．
［５］Ｎｅｗｅｌｌ ＭＬ，Ｔｈｏｍｅ ｃ，Ｐｅｍｂｒｅｙ Ｌ．Ａｎｔｅｎａｎｔ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毒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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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张荣莲，陈烈平，陈起燕，等．３３９例妊娠期梅毒母婴传播的干预
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１０）：９０１—９０４，
［７］许艳，凌奕，卢秀英．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的治疗与围产儿预后的
关系．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１，３６（８）：４６０一４６１．
［８］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
健中心．生殖道感染防治培训教材，２００６：８６．

配偶，这与文化程度低有关，孕妇本人文化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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