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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伴早泄患者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金辉１，２　赵福安１　高子剑１　王立新１　曹志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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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手术对伴有早泄的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治疗作用。方法：随
访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住院的２４９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其中术前伴早泄患者１３８例（１９～４５
岁），ＩＥＬＴ评分均小于２ｍｉｎ。所有患者均行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对所有患者随访３个月，并对手术前、手
术后３个月的ＩＥＬＴ、ＨＥＦ－１５性生活满意度评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入组分析的１３８例患者，术后３个月
复查均无残留和复发，均完成问卷，ＩＥＬＴ评分、性生活满意度 ５１例（３７０％）缓解、８７例（６３０％）无效。
结论：临床很多并发精索静脉曲张和ＰＥ的患者，当常规早泄手段效果不佳时，精索静脉结扎术是治疗早泄
可选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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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是一种最常见男性疾病，表现为睾丸周围蚯
蚓状血管团，常见于１５％～３５％的青春期及成年男性［１］。显微

精索静脉曲张结扎手术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金标准。我中

心自２０１３年开始采取外环口下切口显微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
张［２］。精索静脉曲张除了影响精子质量而且影响男性生育能

力，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研究并不多。早泄是成年男性常见的

一种性功能障碍，为研究两者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设计本项目

观察。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对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我院

住院行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手术的患者２４９例进行电话回访，其
中术前伴有早泄患者１３８例，占５５４％。分析评估术前、术后３
个月夫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ＨＥＦ－１５评分及ＩＥＬＴ评分。分析
显微精索静脉手术对睾丸功能改善同时是否对早泄也有治疗

效果。排除标准：（１）所有接受帕罗西汀等 ＳＳＲＩｓ类药物、表面
麻醉剂及其它治疗早泄药物治疗的患者；（２）围观察期内（１个
月）伴有泌尿系及生殖系感染疾病的患者；（３）既往１年内有肿
瘤病史及诊断糖尿病的患者。

１２　评估指标
所有患者均根据早泄指南诊断为早泄的１３８例精索静脉曲张

患者，ＩＥＬＴ时间小于２ｍｉｎ，控制射精能力差并伴有困扰。术后３个
月再次评估。ＩＥＬＴ在２～５ｍｉｎ为有效，大于５ｍｉｎ为治愈。ＨＥＦ－
１５总分（总体满意度），提高２～５分为有效，提高５分为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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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定量数据以（珋ｘ±ｓ）表示，均数比较

采用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符合入组调查标准的１３８例患者，年龄１９～４１岁，所有入
组患者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调查。１３８例患者均完成调查表
及相关问卷调查。所有患者术前均通过彩超检查确诊精索静

脉曲张Ⅱ～Ⅲ度，单侧９８例，双侧４０例，均采用显微镜下外环
口精索静脉结扎术。术后３个月复查彩超未见复发及残留。
２２　性生活满意度评分

术前、术后３个月 ＩＥＬＴ及患者术后的性生活总体满意度
（ＨＥＦ－１５）均较术前提高（Ｐ＜００５）。有５１例患者（３６９％）
术后早泄得到纠正，其中改善３０例（ＩＥＬＴ＞２ｍｉｎ）（２１７％），治
愈２１例（ＩＥＬＴ＞５ｍｉｎ）（１５２％）。５１例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评
分，提高２分２７例，提高５分２４例。见表１。

表１　精索静脉曲张伴早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术后比较

指标 术前（１３８） 术后３个月（１３８） 改善率 治愈率 ｔ Ｐ

ＩＥＬＴ １２０±０５１ ４７６±３６２ ３０（２１７） ２１（１５２） ７１６４ ＜００５

ＨＥＦ－１５ ２４５±１６２ ７４７±４３２ ２７（１９６） ２４（１７４） ５５８７ ＜００５

#

　讨论
根据调查，有２１％的１８～５９岁美国成年男性有早泄困扰，

而我国成年男性早泄患者占１９１％ ～３０５％［３－５］。虽然临床

中有很大比率的早泄患者同时患有精索静脉曲张，但早泄与精

索静脉曲张是否有关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入组的伴有精索

静脉曲张男性患者早泄发病率达到了５５４％（１３８／２４９），高于
一般人群发病率，提示精索静脉曲张可能是诱发早泄的原因之

一。早泄主要是指阴道内射精时间（ＩＥＬＴ）短于２ｍｉｎ、控制射精
能力下降以及伴发的早泄相关负面精神困扰，包括痛苦、焦虑、

挫败感、逃避性生活等，严重影响男性生活质量及家庭幸福［６］。

男性早泄是一种多因素造成的疾病症状，严重影响男性自信及

伴侣的幸福感，最近更被认为是影响性生活和谐的主要因素之

一［７］。明确有效的治疗早泄药物主要是选择性５－羟色胺再吸
收抑制剂（ＳＳＲＩｓ）类药物及表面麻醉药物，但仍有很大一部分
人治疗效果不佳，这与引发早泄的原因不同及伴发疾病不同有

关［８，９］。由于原因复杂，导致治疗药物ＳＳＲＩｓ及表面麻醉药物治
疗不能满足所有患者［９］。基于早泄的治疗多为口服ＳＳＲＩｓ药物
或外用麻药治疗为主，但因治疗效果有限，且部分患者出现的

情绪障碍及勃起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制约了药物的广泛应用［１０］，

其它治疗方法如针灸治疗［１１］、电刺激治疗［１２］、外科手术治疗

等［１３］一直在探索中。早泄原因以往多认为是精神心理疾病，后

来逐渐发现实际存在很多生物学病理生理机制［１４］，如前列腺炎

症［１５］、局部神经过度敏感、附睾输精管敏感性增强等原

因［１６－１８］。早泄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年龄、种族、体质、吸烟、运动

情况、性生活频率等，并发疾病的影响也同样存在，比如本文描

述的精索静脉曲张等，与这些男性疾病往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１９］。可能的机制是这些男性功能障碍都与 ＮＯ系统和自主
神经系统调节紊乱有关［２０］，睾丸的代谢障碍以及睾酮水平也影

响着这些男性功能［２１］。射精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

精道各个部分分泌液体并规律蠕动收缩推进精液分泌到尿道

球部，刺激射精反射，最终高潮并盆底肌群、膀胱颈部肌群及精

道肌肉层强烈收缩引起射精。情绪因素、感觉传导通路都受到

性激素及多巴胺的调节［４，２１］。任何影响整个精道功能的疾病都

会影响射精，引发早泄或延迟射精［１４］，包括精索静脉曲张。

本项观察结果提示，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后，３６９％的精索静
脉曲张伴早泄患者术后早泄得到改善，与国外研究结果相

似［２２］。主要是调查人群和从结果上分析早泄与精索静脉曲张

的相关性发现，精索静脉曲张通过影响睾酮水平［２３］及前列腺盆

底局部微环境影响早泄的治疗。首先，睾酮水平在男性早泄发

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１，２４］。研究发现，精索静脉曲张手术

可以明显改善伴有性腺功能低下患者的男性睾酮水平，从

（１７１±２６）ｎｇ／ｍＬ升 高 到 （１９７±１８）ｎｇ／ｍＬ（Ｐ＜
０００１）［２５，２６］，与我院前期研究结论相似［２３］。虽然多数研究提

示高睾酮容易引起早泄［２７］，性腺功能低下、低睾酮水平会导致

射精量减少甚至导致射精延迟［２８］。但睾酮等雄激素水平的提

高有利于降低前列腺炎的发生率［２９，３０］，而这部分前列腺炎患者

更容易发生早泄［１４］。动物试验证实，睾酮对整个神经通路都有

影响，在下丘脑水平，高睾酮水平能够通过抑制激素分泌导致

早泄［３１］；而在脊髓水平，睾酮调节射精中枢控制射精。睾酮不

仅仅增加性欲和性生活频率，还参与了射精的过程，睾酮可以

调节ＮＯ系统和ＰＤＥ５系统的基因表达，ＮＯ－ＰＤＥ系统还通过
精道的收缩从而影响射精过程［３２］。自主神经系统是通过 ＰＤＥ
通路影响精道平滑肌的收缩而发挥影响射精的作用，而精道的

ＰＤＥ受体是海绵体的１０倍［１４］，所以 ＰＤＥ５ｉ治疗早泄也十分有
效［３３］，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分泌能够刺激射精［１３］。研究发

现，慢性骨盆痛综合征的患者其中可能存在精索静脉曲张的因

素。手术后骨盆痛综合征症状得到改善，早泄也得到改善，这

可能是由于早泄的发生与盆底痛综合征或慢性前列腺炎密切

相关［３４－３６］。其它激素水平的紊乱同样会导致早泄，雌激素、催

产素是主要通过影响附睾部分精道收缩影响射精过程［３７，３８］，低

泌乳素血症常见于很多早泄患者［２１］。而甲状腺素及肾上腺素

等激素水平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引起早泄［３９］。Ｒｈｏ激酶途径
（ｓｅｒｉｎｅ／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ｓ）是重要的影响细胞分泌，肌肉收缩的
途径，同时也参与了性生活的全过程。它参与了整个精道到收

缩和舒张的敏化过程，不仅影响勃起，还影响射精［１４］。而精索

静脉曲张不仅仅是阴囊局部的病变，它可通过睾丸功能的影响

垂体轴，返流激素影响前列腺［４０］，从而导致整个激素水平紊乱。

总之，精索静脉曲张不仅仅影响男性不育，对男性性功能

及生活质量也影响很大，对那些经传统治疗早泄方法无效的患

者，如果同时伴有精索静脉曲张的，进行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来治疗，不失为一项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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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 ＭＲＩ诊断研究
王润强１　涂文彬１　张海莲１　朱友义２　李天云３　章军建４

１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影像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２青海省心脑血管病医院影像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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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ＭＲＩ（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临床价值，以期找到更为准
确可靠地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和精囊转移的诊断方法，为前列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我院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６８例，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身核素骨显像
（骨扫描）检查，符合穿刺活检指征。穿刺活检前行ＭＲＩ前列腺及周围组织、盆腔、脊柱扫描检查，最后行前
列腺系统性穿刺活检。以前列腺系统行穿刺活检及骨穿刺活检为金标准，分析ＭＲＩ扫描检查诊断前列腺癌
骨及精囊转移的准确性、特异性和灵敏度。结果：穿刺活检共诊断出前列腺癌骨转移１０例、精囊转移８例，
共１７例前列腺癌患者发生转移；ＭＲＩ诊断出骨转移１１例，精囊转移１０例。ＭＲＩ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和精
囊转移的灵敏度为７６１９％，特异度为９５７４％，准确度为８９７１％。结论：ＭＲＩ对于前列腺癌患者骨转移和
精囊转移阳性患者，结合穿刺活检，降低前列腺癌患者行前列腺系统穿刺检查和骨穿刺活检的有效性，降低

患者实施无谓穿刺活检的几率，提高诊断的精准度。

【关键词】　前列腺癌；骨转移；精囊转移；ＭＲＩ；穿刺活检；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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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系统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虽然和欧美
国家相比，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一旦罹患此病，就

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给家庭及社会也造成沉重负

担［１］。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选择有赖于对患者病情的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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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前列腺癌治疗方案的选择，除了充分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

外，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为前列腺癌的临床分期［２］。目前确定前

列腺癌临床分期的主要方法是前列腺系统性穿刺活检，该检查方

法属有创检查，需要取样的数量、位置围绕前列腺及疑似或者可

能转移的器官、组织开展，是一项较为系统的工程，将对患者身心

造成较大影响。影像学方法一直是临床恶性肿瘤诊断的重要手

段之一［３，４］。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属于远处转移，有骨转移的患者

临床分期为Ⅳ期；精囊转移属于局限性转移，临床分期为Ⅱ期，而
这两类转移是前列腺较为常见的转移部位。鉴于前列腺癌转移

对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性，我们采用ＭＲＩ对前列腺癌患者是否
发生骨转移和精囊转移进行诊断，并与穿刺活检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ＭＲＩ在诊断前列腺癌转移中的临床价值，以期为患者正确
选择诊断方案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收
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６８例。均为男性，年龄５３～７８（６５７±４８）
岁；所有患者均在本院初诊为前列腺癌。诊断标准符合《前列

腺癌诊断治疗指南》中制定的标准：（１）静脉血标本中血清总
ＰＳＡ（前列腺特异抗原）（ｔＰＳＡ）＞４０ｎｇ／ｍＬ；（２）直肠指检：由经
验丰富的泌尿外科医生进行检查并判定为阳性。患者因出现

下尿路症状、急性尿潴留、血尿、尿失禁、骨骼疼痛、病理性骨

折、贫血、脊髓压迫等临床症状而就诊。

纳入标准［５］：（１）患者ＰＳＡ＞２０，ＧＳ评分＞７分；（２）所有患
者均行全身核素骨显像检查；（３）身体能耐受前列腺系统性穿
刺活检；（４）无 ＭＲＩ检查对比剂过敏史；（５）无其它恶性肿瘤；
（６）患者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并愿意配合各项研究工作，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５］：（１）不能耐受前列腺系统性穿刺
活检；（２）有其它肿瘤者；（３）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主治医师根据指检及ＰＳＡ初步诊断为
疑似前列腺癌后，对患者行全身核素骨显像检查（骨扫描）检

查、ＭＲＩ检查。检查顺序为：先行骨扫描检查再行ＭＲＩ检查，最
后行穿刺活检。ＭＲＩ检查范围：前列腺及周围组织、盆腔骨骼、
脊柱骨骼及全身骨骼扫描检查。以前列腺系统行穿刺活检及

骨穿刺活检为金标准，分析ＭＲＩ扫描检查诊断前列腺癌骨及精
囊转移的准确性、特异性和灵敏度。

１２１　ＭＲＩ检查及转移判定　患者处仰卧位，采用通用１５Ｔ核
磁共振仪器，选择腹部专用８通道相控阵线圈，对患者整个前列腺
及精囊腺进行扫描。扫描方式：常规轴面、矢状面、冠状面平扫、

ＤＷＩ及ＤＣＥ扫描。ＤＷＩ扫描弥散敏感系数ｂ值取０、５００。观察病
灶图像特点，选择三个特征点测量肿瘤区域ＡＤＣ值，取平均值作为
肿瘤病灶的ＡＤＣ值。ＡＤＣ值≤１２４×１０－３ｍｍ２／Ｓ为阳性。
１２２　骨扫描检查　检查前患者静注显像试剂（９９Ｔｃ－ＭＤＰ７４０－
１１１０ＭＢｑ），１ｈ后饮水５００ｍＬ，３ｈ后采用通用公司的ＳＰＥＣＴ仪检查，
参数设置：矩阵２５６×１０２４，扫描全身前位和后位并显像。采取Ｗｉｌ
ｓｏｎ法，全身分区判断患者是否出现骨转移。
１２３　穿刺活检　按照２０１４年《前列腺癌诊断治疗指南》中关于
前列腺系统性穿刺活检操作程序进行检查并判断分期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四各表计算ＭＲＩ检查的灵明度、特异

度及准确度。敏感性 ＝病理诊断阳性／（病理诊断阳性 ＋病理

诊断阳性但肿瘤标志物诊断为阴性），特异性 ＝病理诊断和肿
瘤标志物诊断均为阴性／（病理诊断阴性，肿瘤标志物诊断为阳
性＋病理诊断作为诊断均为阴性）。
"

　结果
２１　穿刺活检、ＭＲＩ诊断结果

穿刺活检共诊断出前列腺癌骨转移１０例、精囊转移８例，
共１８例前列腺癌患者发生转移；ＭＲＩ诊断出骨转移１１例，精囊
转移１０例。见表１。

表１　穿刺活检、ＭＲＩ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和精囊转移结果

诊断方法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ＤＷＩ诊断 阳性 １６ ２ １８

阴性 ５ ４５ ５０

合计 ２１ ４７ ６８

２２　ＭＲＩ诊断骨转移、精囊转移的准确度、特异度和灵敏度
ＭＲＩ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和精囊转移的灵敏度为

７６１９％，特异度为９５７４％，准确度为８９７１％。
#

　讨论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系统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确诊

较为容易，有经验的临床泌尿外科医生，通过实验室检测指标

ＰＳＡ结合指检即可进行初步诊断，但最终确诊还需通过穿刺活
检。穿刺活检确诊后，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患者预后的评估依赖

于对肿瘤的临床分期资料。前列腺癌临床分期需要通过指检、

ＣＴ扫描、ＭＲＩ、骨扫描、淋巴结切除等一系列检查进行综合判
定。前列腺癌是否发生转移是临床分期最主要的依据［６，７］。早

期前列腺癌未发生转移，通常没有症状，但肿瘤阻塞尿道或侵

犯膀胱颈时，则会发生下尿路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急性尿潴

留、血尿、尿失禁。骨转移时会引起骨性疼痛、病理性骨折、贫

血、脊髓压迫等症状，甚至导致下肢瘫痪［８，９］。采用手术根治治

疗可获得较好的预后。而前列腺癌的转移分为三种情况，一种

是周围组织的浸润称为局限性前列腺癌，属于早期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精囊浸润即属于此类；一种是淋巴结转移，根据转移

的范围和数量判定临床分期［１０，１１］；一种是远处转移，骨转移即

是前列腺癌远处转移最为常见的类型。因此，前列腺癌临床诊

断治疗中，如何准确判断各种浸润和转移的类型，是临床治疗

方案选择的重要依据［１２，１３］。前列腺癌的骨转移是患者临床预

后非常重要的指标，目前临床各种分期中，都对骨转移的诊断

和治疗进行单列，主要原因是前列腺癌骨转移临床常见，切预

后差，是目前影响前列腺癌整体治疗质量的重要因素［１４，１５］。

全身骨扫描是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最为常用的方法，但受到

前列腺癌患者因素的影响，前列腺癌在老年人中的比例最高，而

老年人的骨骼因疏松、退行性变化等原因，在行骨扫描时容易出

现和癌变骨转移相似的影像表现，因此该方法的灵敏度高，特异

性低，容易造成误诊，人为扩大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范围，不利临床

正确选择治疗方案［１６］。ＭＲＩ技术是目前从分子层面分析疾病病
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其衍生出来的ＤＷＩ技术和 ＭＲＳ技
术，对临床很多疾病分子层面的病例诊断较为准确。癌变组织与

周围组织相比，ＤＷＩ检测到的水分子弥散受到限制，ＤＷＩ呈高信
号，ＡＤＣ值变小，通过此原理对前列腺癌的骨转移进行判断［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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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对周围组织的侵犯也是临床治疗不可忽视的问

题。尤其是对精囊腺的侵犯。对于受侵结构及转移灶的检测，

ＭＲＩ衍生出来的ＤＷＩ具有较好的区别作用，通过不同序列扫描
整个前列腺及盆腔，可清晰显示盆腔的结构情况，而对前列腺

癌的侵犯范围做出判断［１８］。

本组资料中，我们采用ＭＲＩ对前列腺癌患者进行整个前列
腺及周围组织、全身主要骨组织进行扫描，结果显示，与前列腺

习惯性穿刺活检诊断结果比较，ＭＲＩ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和精
囊转移的灵敏度为 ７６１９％、特异度为 ９５７４％、准确度为
８９７１％，达到较高的特异度和准确度。但特异度方面较低，可
结合骨扫描资料，对骨扫描阳性患者行 ＭＲＩ检查，可有效防止
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漏诊。

综上所述，ＭＲＩ对于前列腺癌患者骨转移和精囊转移阳性
患者，结合穿刺活检，可以提高前列腺癌患者行前列腺系统穿

刺检查和骨穿刺活检的有效性，降低患者实施无谓穿刺活检的

几率，从而提高诊断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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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２４０例符合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诊断标准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组（研
究组）、丹益片药物治疗组（对照１组）和低频脉冲治疗组（对照２组），每组８０例，治疗４周，记录各组治疗
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对比分
析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 ＩＥＬＴ，比较三组治疗的显效率。结果：研究组、对照１组、对照２
组治疗前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别为（２８６±５３）、（２７６±５１）、（２８５±４９）分，治疗后分别减低为（１１４±
２３）、（１８５±３１）、（１９４±３３）分（Ｐ＜００５）。三组治疗前的ＩＥＬＴ分别为（０８１±０１６）、（０７４±０１５）、
（０８２±０１７）ｍｉｎ，治疗后分别延长为（５８１±０９６）、（３７４±０８５）、（３１２±０８７）ｍｉｎ（Ｐ＜００５）。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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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８０％、６０％、４５％（Ｐ＜００５）。结论：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对于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取得较好
疗效，且比单独丹益片药物治疗或单独使用低频脉冲治疗所取得的临床疗效更好。

【关键词】　丹益片；低频脉冲治疗；Ⅲ型前列腺炎；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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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男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好发
于中青年，其发病率为５％～１０％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常合并
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其中早泄较常见，约占２５％ ［１，２］。而

Ⅲ型前列腺炎是慢性前列腺炎中最为常见和多发的类型，几乎
占据了整个前列腺炎患病群体的９０％左右［３］。慢性前列腺炎

合并早泄治疗棘手，目前暂缺少特效治疗方法。

我科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以来采取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穴位脉冲
治疗仪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患者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优于
单纯口服丹益片及单纯使用低频脉冲穴位治疗。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

入选患者均符合Ⅲ型前列腺炎诊断标准并合并早泄症状。
Ⅲ型前列腺炎诊断标准，系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Ⅲ型
前列腺炎分类标准［４］：（１）长期、反复的骨盆区域疼痛或不适，持
续时间超过３个月；（２）伴有不同程度早泄；（３）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４）伴和（或）不伴前列腺液异常；（５）前列腺液细菌培
养结果阴性。早泄症状诊断标准，系依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

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Ⅳ－正文修订版》关于早泄的定义：（１）
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２
ｍｉｎ；（２）阴道内阴茎连续抽插次数不足ｌ５次即有不可控制的射
精；（３）或５０％以上的性生活中不能使性伴侣获得满意。
１２　病例分组

收集我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
患者２４０例，利用随机排列表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分为研究组、
对照１组、对照２组，每组８０例。三组基本情况年龄、病程、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ＩＥＬ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三组基本情况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病程

（月）

ＮＩＨ－ＣＰＳＩ
（分）

ＩＥＬＴ
（ｍｉｎ）

研究组 ８０ ２８６±４５ ８２±２５ ２８６±５３ ０８１±０１６

对照１组 ８０ ２９３±５２ ８６±３４ ２７６±５１ ０７４±０１５

对照２组 ８０ ２７８±５５ ８４±３２ ２８５±４９ ０８２±０１７

１３　治疗方法
研究组每次口服丹益片（重庆巨琪诺美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Ｚ２０１１００５１，规格：Ｏ４７ｇ×２４片／盒）１８８ｇ，３次／ｄ；联合
低频脉冲治疗，患者选取中极、合谷、肾俞、太溪、足三里、三阴

交６个穴位粘贴专业电极片，连接 ＷＬＳＹ－８０００型低频脉冲治
疗仪，每个穴位５ｍｉｎ共３０ｍｉｎ，治疗疗程为４周。对照１组每次
口服丹益片１８８ｇ，３次／ｄ，共４周。对照２组使用低频脉冲治
疗仪治疗４周。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签署同意书。
１４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进行评分［５，６］，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治疗前及治疗后４周开始各取３
次性生活，患者性伴侣以秒表记录ＩＥＬＴ，取３次ＩＥＬＴ的均值。
１５　疗效评估

ＩＥＬＴ≥５ｍｉｎ为治愈，２ｍｉｎ≤ＩＥＬＴ＜５ｍｉｎ为有效，ＩＥＬＴ＜
２ｍｉｎ为无效，显效率＝治愈率＋有效率。
１６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 χ２检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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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进行分析，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ＩＥＬＴ比较

三组治疗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下降，ＩＥＬＴ时间延长（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１组比较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下降，ＩＥＬＴ时间延长（Ｐ＜００５），与对照２组比较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下降，ＩＥＬＴ时间延长（Ｐ＜００５），提示口服丹益
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可以明显改善患
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延长ＩＥＬＴ，达到治疗早泄的目的。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ＩＥＬＴ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ＩＨ－ＣＰＳＩ（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ＥＬＴ（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８０ ２８６±５３ １１４±２３＃ ０８１±０１６ ５８１±０９６＃

对照１组 ８０ ２７６±５１ １８５±３１○ ０７４±０１５ ３７４±０８５○

对照２组 ８０ ２８５±４９ １９４±３３□ ０８２±０１７ ３１２±０８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治疗后＃与○比较Ｐ＜００５，＃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后疗效分析
研究组总显效率８０％，对照１组６０％，对照２组４５％，经χ２检

验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提示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仪
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合并早泄效果优于上述两种单一治疗。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后早泄显效率比较

组别 治愈（例数）有效（例数）无效（例数） 显效率（％）

研究组 ４０ ２４ １６ ８０．０★●

对照１组 ３４ １６ ３０ ６２５★

对照２组 ２９ １５ ３６ ５５．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科、男科难以根治的一种常见疾病。据

报道，大约一半男性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慢性前列腺炎，

是泌尿科、男科中最常见的患者就诊原因［７，８］。该病临床表现为

局部疼痛、排尿异常、性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

其中慢性前列腺炎伴随的性功能障碍也越来越受人重视，包括早

泄、勃起功能障碍、性欲减退、射精障碍、性心理问题等［９－１３］。

根据文献报道，早泄患者中４６２％存在慢性前列腺炎，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中４７５％存在不同程度的早泄，在引起早泄的
众多因素中，慢性前列腺炎被认为是早泄的一个重要的器质性

病因［１４］。现代医学认为前列腺炎症刺激导致局部充血瘀积，引

流不畅，或是腺体萎缩、纤维化，内分泌异常，炎症如果累及精

阜时，可导致射精过快和疼痛，可能会引起早泄的发生。其发

病机理可能与慢性前列腺炎所引起的会阴部疼痛、不适和排尿

症状有关，射精疼痛和对完成性生活的担忧而使患者产生心理

焦虑、抑郁［１５，１６］，以及与前列腺内尿液返流而引起的化学性炎

症刺激，使交感神经紧张，射精阈降低有关［１７］。

丹益片的主要成分是丹参、益母草、牛膝、黄柏、马鞭草、王

不留行、白头翁，可活血化瘀、清热利湿，用于慢性非细菌性前

列腺炎瘀血阻滞湿热下注证，症见尿痛、尿频、尿急、尿道灼热、

尿后滴沥等。丹参可祛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马鞭草清

热解毒、活血散瘀、利水消肿；牛膝活血通经、利尿通淋；王不留

行具有行血通经、催生下乳、消肿敛疮的作用；白头翁有清热解

毒、凉血止痢、燥湿杀虫的作用［１８］。文献报道丹益片治疗慢性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总有效率达到９６７％［１９］。

ＷＬＳＹ－８０００型低频脉冲治疗仪是根据我国传统的中医经
络学原理，结合现代电子毫米波技术研制完成的非介入性无创

性的电子治疗仪器，其原理是采用先进的毫米波脉冲频率照射

治疗技术并辅助以特定的电脉冲刺激人体的中极、合谷、肾俞、

太溪、足三里、三阴交穴位，从而实现能量的转换，提高人体的

免疫机能，改善人体微循环，调节人体内分泌及神经系统，提高

患者的射精阈值，达到建立正常射精反射的目的［２０］。

我科采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 ＩＥＬＴ作为评估疗效的指标，
本研究发现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在改善 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和延长ＩＥＬＴ方面明显优于单独口服丹益片或单独行低频
脉冲治疗。各组未发生口服丹益片及低频脉冲治疗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口服丹益片联合低频脉冲治疗Ⅲ型前
列腺炎合并早泄疗效确切，较单一口服丹益片或单独行低频脉冲

治疗效果好，且安全可行，值得临床推广。由于本研究样本量相

对较小，需更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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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影响
的研究
李立昌１　刘玉婷２　王长青３　张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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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影响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机制。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
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４０例为研究组，另选取我院同期接收的健康体检男士４０例为
对照组，给予研究组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治疗，对两组人员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勃
起周径增加量、精液量、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及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两组患者

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精液量显著少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发生率１５０％（６／４０）、５０％（４／４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１／４０）、０
（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勃起周径增加量、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２５％（１／４０）、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影响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机制为减少精液量、提升逆行射精率。

【关键词】　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性生活质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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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属于一种慢性疾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能
够对患者下泌尿道梗阻症状进行有效改善或将其解除掉［１］，但

是许多患者担心术后性生活质量会受到不良影响［２］。本研究

对患者性生活质量受到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影响的机制进

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
生患者４０例，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检查证实为良性前列腺增生，
均接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治疗，术前均具有基本满意的性

生活、正常的性功能，均知情同意；将术后到调查期间应用激素

或其他对心功能造成影响的药物、有穿孔、热透等术后并发症

发生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５５～７０岁，平均（６２１±１０２）
岁；病程 ２～１２年，平均（４４±１２）年；增生腺体质量 ４０～
１０５ｇ，平均（７２１±１０２）ｇ；前列腺体积４０～８２ｍＬ，平均（６１２±
１００）ｍＬ；尿流率４～１２ｍＬ／ｓ，平均（８１±１２）ｍＬ／ｓ；国际前列
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１５～２３分，平均（１９３±３４）分。在合并症
方面，９例患者为高血压，６例患者为心肺疾病，５例患者为糖尿
病。将这些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取我院同期接收的健康体检

男士４０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男士均具有基本正常的性生活、正
常的性功能，均知情同意；将近３个月内应用激素或其他对心功
能造成影响的药物等患者排除在外。年龄 ５６～７０岁，平均
（６３３±１００）岁。两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给予研究组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治疗，对患者进行

持续硬膜外麻醉，让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将５％葡萄糖注射液作
为灌洗液，采用２６１０５ＦＡ１２度视镜ＳＴＯＲＺ电切镜（德国卡尔史
托斯公司），将电切功率、电凝功率分别设定为１２０Ｗ、７０Ｗ，将其
置入尿道，对尿道膀胱情况进行观察，将增生的前列腺组织切

除，认真电凝止血，将膀胱内的组织碎片及血块清除，在此过程

中将膀胱冲洗器充分利用起来。术后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

密切观察，对其意识及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监测。术后１２～４８ｈ
让患者常规吸氧，对其血压、呼吸、体温等变化进行监测。将三

腔导尿管留置其中，对通畅的膀胱冲洗进行有效保持，用无菌

等渗盐水作为冲洗液进行２～３ｄ的冲洗。
１３　观察指标

应用问卷调查方法，在安静无打扰的房间内让两组人员对

ＩＰＳＳ量表、勃起功能问卷表（ＩＩＥＦ）量表、生活质量指数评分
（ＱＯＬ）量表进行填写［３－５］，同时让两组人员对夜间阴茎勃起

（ＮＰＴ）试验进行配合，有效检测其勃起周径增加量、精液量及逆
行射精、射精疼痛及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两组人员的 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

ＱＯＬ评分、勃起周径增加量、精液量等计量资料采用标准方差
（珋ｘ±ｓ）来表示，用ｔ检验，两组人员的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及阴
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用χ２检
验，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员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比较

研究组患者手术后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显著低于手术
前（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高于手术前（Ｐ＜００５）；手术
前研究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手术后两
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员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ＰＳＳ评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 ＱＯＬ评分

研究组 ４０ 手术前 ２４７±５３ １９４±２１ ３３±０３

手术后 ６６±１１＃ ２３２±２３＃ １９±０２＃

对照组 ４０ ６１±１０ ２２３±２２ １５±０３

　　注：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人员的勃起周径增加量、精液量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精液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两组

患者的勃起周径增加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人员的勃起周径增加量、精液量比较

组别 例数 勃起周径增加量（ｃｍ） 精液量（ｍＬ）

研究组 ４０ ３６６±０５６ １７５±０３７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１±０６０ ２２２±０５４

ｔ １６３８ ４３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１５　　　·

２３　两组人员的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及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
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发生率１５０％（６／４０）、
５０％（４／４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１／４０）、０（Ｐ＜００５），
但两组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２５％（１／４０）、０之间
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人员的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及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情况
比较

组别 例数 逆行射精 射精疼痛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研究组 ４０ ６（１５０） ４（１００） １（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５） ０（０） ０（０）

χ２ ５０２ ７３８ ２７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阴茎海绵体的勃起神经及其分支主干在前列腺后侧分布，

在２点、１０点附近集中分布，最集中分布在前列腺的尖部［６］。

相关医学研究［７－１０］表明，下尿路梗阻症状会在前列腺增生的作

用下发生，进而引发阴茎勃起障碍，途径可能是从神经和血供

及特异性因子变化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具有较强的 Ｒｈｏ
激酶活化／内皮素途径、较弱的一氧化氮合成酶／一氧化氮代
谢、缺血在盆腔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发生、代谢综合征及自主神

经功能亢进假说。现阶段，大部分相关学者［１１，１２］认为，体质、病

史、手术等多因素共同造成了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变化，但是

主要因素仍然是手术。

临床普遍认为，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中，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除术是金标准，其能够将患者的下尿路梗阻有效解除掉，进

而将患者的病情有效解除掉［１３－１５］。但是现阶段，临床还没有

统一其对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关学者［１６］认为，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除术可能对勃起神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伤，同时术中

极易有各种并发症发生，如前列腺包膜穿孔、透热等，从而对术

后性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但是也有学者［１７］认为，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除术对局部坏死层电切最深为１６ｍｍ，膀胱、直肠、精
囊三角区部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显著病理变化。热效应和

神经血管束不会损伤前列腺周围组织，而只会损伤前列腺内组

织，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二者有一定距离。相关研究［１８］表

明，前列腺丛的神经主干和前列腺缘、勃起神经及其分支主干

和前列腺包膜分别有５ｍｍ、０５～１０ｍｍ的距离，因此即便术中
有穿孔、热透等并发症发生，也基本不会影响勃起神经。

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手术后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
分均显著低于手术前（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高于手术前
（Ｐ＜００５）；手术前研究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但手术后两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ＱＯＬ评分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
能够有效改善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症状、勃起功能及生活质

量。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研究组患者的精液量显著少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勃起周径增加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不会影响患者的勃起
周径增加量，但是却会减少患者的精液量，进而对患者的性生

活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研究组

患者的逆行射精、射精疼痛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除术不会引发显著的阴经勃起功能障碍，但是却会提

高患者的逆行射精率及射精疼痛率，进而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总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影响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机制

为减少精液量、提升逆行射精率，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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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苏计　梁伟　丁全民　王刚　陆洋
本溪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辽宁 本溪 １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以为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
的改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期间于本院进行手术治疗的１０８例前列腺增生患
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采用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进行评估，然后分别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
绪状态、自我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前列腺分度、手术并发症情况及手术方式患者的评估结果，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此类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１０８例患者的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估结果
较差，其中年龄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程度较低、抑郁焦虑、自我效能感较低、疾病认知度较低、前列

腺分度较高、存在手术并发症及ＴＵＲＰ治疗者的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估结果差于年龄较低、文化程度较高、
社会支持程度较高、无焦虑抑郁、自我效能感较高、疾病认知度较高、前列腺分度较低、无手术病灶及ＴＵＢＶＰ
治疗者，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上述因素均与此类患者的术后性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Ｐ均 ＜００５。
结论：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较差，且多类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应针对这些因素给予充分

干预。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手术；术后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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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在临床十分多见，关于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
研究并不少见，而其中术后性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也不少见，

而众多研究均显示此类患者的术后性生活质量存在不同程度

的降低，因此对此类患者进行此方面质量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与掌握是必要的基础与前提［１］。本文中我们就前列腺增

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为患者

术后性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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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期间于本院进行手术治疗
的１０８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６０岁者５８例，
≥６０岁者５０例；文化程度：小学与初中者６４例，初中以上者４４
例；社会支持程度：高支持者６０例，一般支持者３０例，低支持者
１８例；情绪状态：焦虑和抑郁者１５例，焦虑或抑郁者２０例，无
焦虑抑郁者７３例；自我效能感：偏高及较高者４７例，偏低及较
低者６１例；疾病认知度：较高者３５例，一般者４８例，较低者２５
例；前列腺分度：Ⅰ度者２３例，Ⅱ度者５０例，Ⅲ度者３５例；手术
并发症情况：发生者１３例，未发生者９５例；手术方式：ＴＵＲＰ者
５３例，ＴＵＢＶＰ者５５例。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及同意，且术
前均为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分２０～２４分者。纳入标准：（１）５０
岁及以上者；（２）可有效配合治疗及研究者；（３）符合手术指征
者；（４）对本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１）年龄在
５０岁以下者；（２）精神异常不能有效配合治疗研究者；（３）存在
其他基础疾病者。

１２　方法
将１０８例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患者于术后４周采用 ＳＬＱＱ

－ＱＯＬ量表进行评估，然后分别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
支持程度、情绪状态、自我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前列腺分度、手

术并发症情况及手术方式患者的评估结果，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此类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关系。

１３　评价标准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包括１０个评估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０

～４分四级评分法进行评估，其中０～２分表示不满意，３分为基
本满意，４分为非常满意，故总分０～２０分以下为质量较差，２０
分以上为质量较好［２］。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检验软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
差异。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及自我效能
感者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比较
　　１０８例患者的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估结果较差，其中年龄较
高、文化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程度较低、抑郁焦虑及自我效能感

较低者的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估结果差于年龄较低、文化程度
较高、社会支持程度较高、无焦虑抑郁及自我效能感较高者，Ｐ
均＜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不同疾病认知度、前列腺分度、手术并发症情况及手术方
式者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比较
　　疾病认知度较低、前列腺分度较高、存在手术并发症及
ＴＵＲＰ治疗者的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估结果差于疾病认知度较
高、前列腺分度较低、无手术病灶及 ＴＵＢＶＰ治疗者，Ｐ均 ＜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及自我效能感者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比较

分类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结果
［ｎ（％）］

较差 较好

评分（分）

年龄

　＜６０岁（ｎ＝５８） ５０（８６２１） ８（１３７９） １９８４±２５２

　≥６０岁（ｎ＝５０） ３０（６００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１４２３±１９９

文化程度

　小学与初中（ｎ＝６４） ４０（６２５０） ２４（３７５０） １４１０±１８５

　初中以上（ｎ＝４４） ４０（９０９１） ４（９０９） ２００１±２６０

社会支持程度

　高支持（ｎ＝６０） ４１（６８３３） １９（３１６７） ２１３１±２７３

　一般支持（ｎ＝３０） ２２（７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１７１０±２２８

　低支持（ｎ＝１８） １７（９４４４） １（５５６） １３４５±１８２

情绪状态

　焦虑和抑郁（ｎ＝１５） １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９±１７５

　焦虑或抑郁（ｎ＝２０） １７（８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１６０４±２０５

　无焦虑抑郁（ｎ＝７３） ４８（６５７５） ２５（３４２５） ２０７８±２５９

自我效能感

　偏高及较高（ｎ＝４７） ２４（５１０６） ２３（４８９４） ２１２１±２６８

　偏低及较低（ｎ＝６１） ５６（９１８０） ５（８２０） １３７５±１８４

合计（ｎ＝１０８） ８０（７４０７） ２８（２５９３） １６２５±２３４

表２　不同疾病认知度、前列腺分度、手术并发症情况及手术方式者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比较

分类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结果
［ｎ（％）］

较差 较好

评分（分）

疾病认知度

　较高（ｎ＝３５） ２０（５７１４） １５（４２８６） １９８９±２５３

　一般（ｎ＝４８） ３６（７５００） １２（２５００） １６１７±２２８

　较低（ｎ＝２５） ２４（９６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２５±１８０

前列腺分度

　Ⅰ度（ｎ＝２３） ９（３９１３） １４（６０８７） ２０７５±２６４

　Ⅱ度（ｎ＝５０） ３７（７４００） １３（２６００） １７２０±２３１

　Ⅲ度（ｎ＝３５） ３４（９７１４） １（２８６） １３１７±１８２

手术并发症情况

　是（ｎ＝１３） １２（９２３１） １（７６９） １４２５±１９５

　否（ｎ＝９５） ６８（７１５８） ２７（２８４２） ２０６８±２６４

手术方式

　ＴＵＲＰ（ｎ＝５３） ４９（９２４５） ４（７５５） １５０１±１９９

　ＴＵＢＶＰ（ｎ＝５５） ３１（５６３６） ２４（４３６４） １９９７±２４８

合计（ｎ＝１０８） ８０（７４０７） ２８（２５９３） １６２５±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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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研究因素与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

度、情绪状态、自我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前列腺分度、手术并发

症情况及手术方式均与此类患者的术后性生活质量有密切的

关系。见表３。

表３　研究因素与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

研究因素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６１５６ ＜００５ ２４１５ １１９５～７６８１

文化程度 ７２０４ ＜００５ ２９４５ １３５２～９１５６

社会支持程度 ５９４６ ＜００５ ２３１０ １１７８～７１６８

情绪状态 ６４５７ ＜００５ ２５６７ １２１８～８１５３

自我效能感 ６６３８ ＜００５ ２６８２ １２２３～８４０４

疾病认知度 ７４５６ ＜００５ ３０５７ １４０８～１０２５６

前列腺分度 ７７２８ ＜００５ ３１６８ １４６７～１１６７８

手术并发症情况 ５６３１ ＜００５ ２２６４ １１５２～６７６３

手术方式 ６９２０ ＜００５ ２７９３ １２９５～８６５４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高发病，本病对患者机体各个方面甚至

心理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均较为突出，与前列腺增生治疗及相

关的研究也较为多见［３，４］，其中手术治疗是本病治疗的常见有

效方式，其中不乏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包括性生活质量方面的相

关研究，而此方面也是患者较为重视的方面，因此对前列腺增

生患者进行术后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掌握是改善的必

要基础和前提。另外，临床中与前列腺增生患者性生活质量相

关的研究较多，其中年龄与心理情绪、损伤等多方面的因素均

较多，但是研究结果差异也十分明显［５，６］，因此进一步提升了对

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中我们就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１０８例患者的 ＳＬＱＱ－ＱＯＬ
量表评估结果较差，其中年龄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程

度较低、抑郁焦虑、自我效能感较低、疾病认知度较低、前列腺

分度较高、存在手术并发症及ＴＵＲＰ治疗者的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
评估结果差于年龄较低、文化程度较高、社会支持程度较高、无

焦虑抑郁、自我效能感较高、疾病认知度较高、前列腺分度较

低、无手术病灶及ＴＵＢＶＰ治疗者，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上
述因素均与此类患者的术后性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分析

原因，我们认为年龄高这方面的因素广受认知，但是同样条件

下的患者其术后的性功能受损情况更为严重［７－１０］；而文化程度

较低及疾病认知度较低者对于疾病及手术创伤的认知相对较

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患者的性生活及相关心理状态，因此

其性生活质量较差［１１－１３］；社会支持程度、自我效能感及情绪状

态均是对患者性生活中心理状态影响较大的方面，其极大地影

响到患者的信心状态，因此性生活质量较差［１４－１６］；前列腺分度

较高及存在并发症者其机体状态受损更为明显，因此性生活方

面也受损明显［１７，１８］；再者，ＴＵＢＶＰ质量对患者的创伤相对较小，
因此性生活质量也相对更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

较差，且多类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应针对这些因素给予充分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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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良性前列腺增生常用的手术方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于患者的性功能
影响。方法：选取奉节县人民医院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共６８例，观察
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治疗，对比两组的治疗

结果以及患者性功能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要比对照组好，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膀

胱冲洗时间均要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术后的勃起功能有所下降，其他性功能手术前后没有显著性差异。

患者的射精情况对比手术前后也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手术后患者出现逆行射精情况增加。结论：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时对患者的性功能会有一定影响，主要是会影响患者勃起功能以及出现逆

行射精。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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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常见的男科疾病，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法众
多，但手术治疗一直是前列腺增生的主要治疗方法［１］。前列腺

增生的手术治疗效果是明确的，但对于手术后患者的性功能影

响，特别是对于青壮年的术后性功能影响，相关的研究较少。

男性性功能涉及多个环节需要多个系统配合完成，是一个复杂

的生理过程。男性在性交的整个过程需要神经内分泌系统以

及循环系统共同参与，并且还包括有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共

同完成。在整个男性性交过程中包括如性欲、阴茎勃起、性交

过程、性高潮以及射精等的多个环节［２－４］，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异常，均会影响男性患者的性功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

及男性心理健康均有严重影响［５］。本文主要是探讨良性前列

腺增生常用的手术方式，以及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于患者的

性功能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奉节县人民医院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收治的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共６８例。所有患者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
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实施。患者病程在５个月到１１年之间，平均病程在１９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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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体积在２２３０～１４８５２ｃｍ３，平均体积在５４５ｃｍ３；患者年龄
在３９～６８岁之间。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６］

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１８岁以上８０岁以下的患者；（２）病
理诊断为前列腺增生并且伴随有尿梗阻的症状的患者；（３）有
稳定性伴侣的患者；（４）均有性能力者。排除标准：（１）尿道梗
阻、泌尿系统结石、膀胱肿瘤、前列腺肿瘤、神经源性膀胱等疾

病者；（２）合并有心、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或精神
病患者；（３）射精障碍，无法将精液排除体外的患者；（４）合并有
严重糖尿病病史或者有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５）治疗前３个
月使用影响性功能药物的患者。

１３　方法
随机将入选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采用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共３４例；对照组则采用
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治疗，共３４例。观察组患者采用腰联硬联合
麻醉方式，手术体位采用截石位。将２６Ｆｒ电切刀插入电切镜
内，从尿道查看患者的前列腺精阜的位置以及相关的增生情

况。在第５，７点处进行纵型切割标志，然后从膀胱颈到精阜近
端的深度端被膜，将中叶切除然后在将两侧叶切除，最后切除

顶叶。创面要用电凝止血，修正前列腺尖部以及膀胱颈使得膀

胱颈和输尿管嵴是在同一个平面。然后手术最后需要再次检

查是否有腺体残留以及出血。然后留置导尿管并且将气囊注

入等渗液牵引冲洗。对照组患者则采用开放性手术切除前列

腺增生［７］。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手术中的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

洗时间以及尿管留置时间。手术对患者性功能评价则是采用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同时还需要对患者手术后的射精功能

进行比较。其中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评价的指标包括患者

的勃起功能、性满意度、性高潮、性欲以及性生活总体满意

度［８，９］。射精功能情况则是从患者的精液量、射精疼痛、是否出

现射精过快以及逆行射精等进行比较［１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的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其中计量数据均采用ｔ检验。本文的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结果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评价两组患者在手术中的

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以及尿管留置时间。观

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明显

少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对照组
的尿管留置时间则是短于观察组患者，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结果比较

组别 ｎ
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膀胱冲洗

时间（ｄ）
尿管留置

时间（ｄ）

观察组 ３４ ６０５±１２５５８６±１０９ ３０±１０ ６８±１０

对照组 ３４ １１９７±２５０８３７±９７ ６０±２１ ５０±２１

２２　两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性满意度、性高潮、性欲以及性

生活总体满意度来评价患者的手术对于患者性功能影响。两

种患者手术前后的勃起功能有所下降，对比手术前后的评分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勃起功能下降情
况比对照组要好，两种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两
种患者的性满意度、性高潮、性欲等方面对比则没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但总体满意度两组患者在手术后均有所下降，但
观察组患者下降幅度比对照组小（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对比

组别 ｎ 勃起功能 性满意度 性高潮 性欲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手术前 ３４ ２５４±１０ ８０±１１ ８６±１１ ６８±１０ ７７±１５

　手术后 ２３９±１８ ８１±０８ ８０±１６ ６０±２１ ６９±１１

对照组

　手术前 ３４ ２５２±２２ ８０±０６ ８５±０５ ６５±１１ ７５±１０

　手术后 ２１０±２１ ７９±０８ ８２±１６ ６４±０５ ６０±１２

２３　对比手术患者射精情况
对比两组患者在术后射精情况，包括逆行射精、精液量减

少、射精疼痛以及射精过快等。两组患者在手术后其射精情况

如精液量减少、射精疼痛等有所改善，而两组患者在手术后出

现逆行射精的情况有加重，手术后的出现逆行射精的例数明显

多于手术前，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患者射精情况比较

组别　ｎ 逆行射精 精液量减少 射精疼痛 射精过快

观察组

　手术前 ３（８８） １８（５２９） ３（８８） ０（００）

　手术后 ２０（５８９） ８（２３５） ２（５９） ０（００）

对照组

　手术前 ２（５９） １６（４７０） ４（１１８） ０（００）

　手术后 １０（２９４） ７（２０６） ２（５９）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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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与年龄和性激素相关的常见男科疾病。

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有药物治疗、微创治疗和手术治

疗，其目的主要是缓解患者前列腺梗阻、缓解排尿困难症状。

但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治疗方法对于其性功能均会有不

同程度影响［１１，１２］。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效果在

临床上是确切的，但手术后对于患者的性功能影响则未有深入

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由前列腺增生影响的性功能障碍，但本文的研究结

果也显示，手术后患者会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以及逆行射精情

况。根据手术治疗原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在正常手术操作

下是不会影响患者的神经血管损伤，因此是不会影响患者的勃

起神经以及其勃起功能。但本文的数据显示，手术后患者的勃

起功能的确有下降，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患者的心理因素有

关，手术对于患者的心理仍有一定的影响从而造成勃起障碍。

另外，在手术过程中要避免彻底切除，特别是在手术过程中避

免前列腺包膜发生穿孔，保证包膜的完整。另外在对患者的前

列腺尖部修整时要注意保留精阜周围的组织［１３，１４］。根据笔者

经验，若是少量出血可以通过导尿管进行压迫自行止血而不需

要进行电灼，这样能够有效避免神经血管的损伤。另一方面，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发现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在术后

出现逆行射精，这是由于手术操作对患者的膀胱颈的完整性有

所破坏，内括肌以及术后疤痕等影响患者膀胱颈部功能，导致

在发生射精运动时膀胱颈关闭不严，导致精液逆流进入膀胱，

发生逆行射精［１５，１６］。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应该要结合患者身体

年龄情况，对于年龄较轻并且有正常性生活患者，如果没有发

生前列腺三叶增生并且增生突入膀胱，则可以考虑保留患者的

部分内括约肌，减少手术对于患者性功能影响［１７，１８］。精液量减

少这是由于大部分的前列腺组织被切除，因此前列腺液分泌会

出现下降，从而会引起患者精液量减少的现象。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的主要并发症是出血，因此对于术者缩

短手术时间以及采用电凝止血可以有效减少出血。另外在患

者膀胱颈口位置有多条动静脉，要注意彻底止血。对于较大的

前列腺增生，不要追求将前列腺切除至包膜，如果必要可以进

行分次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破坏包膜，否则会对患

者的性功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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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的临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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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改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联合高压氧辅助治疗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的临
床治疗效果。方法：采集绵阳四○四医院和绵阳市中心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４２例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患儿
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２１例，对比组采用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治疗，试
验组采用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 ＋睾丸鞘膜覆盖技术）并联合高压氧
辅助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其阴茎下曲矫正效果、尿道重建成功率、阴茎外观满意度、转移包皮皮瓣存活

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情况。结果：经统计分析发现，试验组患儿阴茎下曲矫正成功率为８５７１％，明显
高于对照组（χ２＝５４５９，Ｐ＝００１９）；两组尿道重建总成功率比较，试验组同样具有明显优势（χ２＝４２００，Ｐ＝
００４０）；两组术后阴茎外观满意度比较，试验组总满意度为 ８５７１％，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５７１４％（χ２＝
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此外，试验组患儿术后经高压氧治疗后转移包皮皮瓣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０３５，
Ｐ＝００１４），且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３０）。结论：改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
形术联合高压氧辅助治疗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有极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降低了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

率，患儿家属满意度较高，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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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ｑｕ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ｌａｐ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５．７１％ 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５．４５９，Ｐ＝００１９）．Ｔｏｔ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ｐｅ
ｎｉ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７．７％ ｖｓ８５．７１％，Ｐ＝００４０）
（χ２＝６．０３５，Ｐ＝００１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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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３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Ｋｏｙａｎａｇｉｐｅｎｉｌ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ｈｙｐｏｓｐａｄｉａｓｈａｓ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ｌｅ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ｆａｍｉｌｙ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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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ｏｓｐａｄｉ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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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婴外生殖器及下尿路开口位置异常现象被称之为尿道
下裂，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疾病。据陈毅夫等［１］的相关研究

统计指出，我国该类疾病发病率约为３２‰左右，且有逐年增高
的发展趋势。其临床表现除下尿路开口位置异常外，外生殖器

阴茎包皮分布异常及阴茎下曲也是该疾病的常见现象。但是

其发病因素尚不十分明确，可能与基因遗传、外部环境及内分

泌系统等多因素呈高度相关性。目前，手术矫正是治疗该类疾

病惟一有效的方式，手术治疗的目标是建立正常排尿通道、恢

复阴茎正常生理功能及外生殖器正常外观，然而据肖开虎［２］报

道，经统计尿道下裂手术治疗方式多达３００余种，但均无十分满
意的临床治疗效果。Ｋｏｙａｎａｇｉ手术方式是临床一期修复尿道下
裂的常用治疗方法，但它容易使患者的尿道板发生局部隆起，

将增加术后尿道狭窄、尿道憩室及尿道瘘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了探索更好的治疗先天性尿道下裂的方法，我院联合绵阳市中

心医院小儿外科，采用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联合高
压氧辅助治疗治疗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现将具体情况报道

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绵阳四○四医院和绵阳市
中心医院小儿科收治的４２例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重型尿道下裂诊断标准参照 Ｄｕｃｋｅｔｔ尿道口退缩位置
及Ｄｏｎｎａｈｏｏ阴茎下曲畸形等级进行分型［３］：（１）轻型，尿道口
处阴茎龟头、冠状沟位置，阴茎下曲等级０～１级，即无明显阴茎
下曲或轻微阴茎下曲（经单纯包皮脱套可纠正）；（２）较重型，尿
道口处阴茎体中部位置，阴茎下曲等级１～２级，即轻微阴茎下
曲或出现组织纤维索性阴茎下曲；（３）重型，尿道口于会阴及阴
囊位置，阴茎下曲等级２～４级，即在出现组织纤维索性阴茎下
曲的基础上尚存在阴茎海绵体发育不良为３级，在３级的基础
上存在尿道板发育不良为４级。

纳入标准：（１）经病理学及体格检查明确诊断为先天性重
型尿道下裂患儿；（２）均为首次行尿道下裂修复患儿；（３）均为
自愿并由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１）严重的心、
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和肿瘤患儿；（２）身体较差对手术不耐受
患儿。

全部患儿以分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２１
例。其中对照组患儿年龄１～５岁，平均年龄（２８５±２３７）岁：
会阴型１２例，阴囊型９例：阴茎下曲２级９例，３级８例，４级４
例。试验组患儿年龄２～６岁，平均年龄（３２５±１８４）岁：会阴
型１１例，阴囊型１０例；阴茎下曲２级８例，３级８例，４级５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并无明显差异（Ｐ＝０６１７），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先采用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手术治疗，术后予以常规治疗帮

助伤口愈合。常规治疗包括保留导尿管、扩张血管、抗血小板

凝集、解痉、红外照射手术创面及进行抗感染治疗等。

试验组：采用改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
道阴茎成形术＋睾丸鞘膜覆盖技术）并联合高压氧辅助治疗。
具体方法如下：患儿经全身麻醉后，患儿取仰卧位，龟头缝一牵

引线将阴茎头进行适度牵拉使其保持垂直地面，以便描绘手术

标记，将尿道口基底作“Ｕ”形，包皮双侧皮瓣远端环绕包皮背
侧，基底皮瓣宽约１５ｃｍ，包皮双侧皮瓣宽约１ｃｍ。裁切出网球
拍状皮瓣，并保持皮瓣、皮下及尿道外口基底的良好血供，同时

选用环形切口打开包皮，然后将包皮及阴茎外皮进行牵拉并脱

套至阴茎根部，此操作在浅筋膜上解剖并谨慎小心，尤其要尽

可能减少对阴茎海绵体、血管及神经束损伤，改换小圆刀对阴

茎腹侧纤维索带进行剔除，以矫正阴茎畸形下曲，如出现海绵

体发育不良而致海绵体不对称情况时，可于阴茎背侧１１点、１
点处行折叠缝合术，以充分矫正阴茎下曲，而后可进行人工勃

起试验以检验阴茎勃起状况；也可借助放大镜作用将远端皮瓣

重建尿道背侧壁并采用６－０抗菌微乔线进行连续缝合操作，将
龟头下作皮桥进而形成隧道状，根据尿道情况经阴茎头外口置

入Ｆ８或Ｆ１０硅胶尿管至膀胱内做为导尿及支架作用完成后，将
皮瓣内翻并再次以６－０抗菌微乔线连续缝合进行尿道前壁重
建；将左侧睾丸向上挤压，力度适量，纵形切开鞘膜形成一个横

形的带蒂鞘膜瓣，将鞘膜瓣覆盖新尿道并缝合在阴茎腹侧的深

筋膜上，缝合时应当密切监视组织转移张力，避免覆盖后出现

阴茎旋转现象，之后将睾丸归置原位；紧接行阴茎阴囊转位矫

正术，在阴囊双侧转位处上方做“Ｍ”形切口，此时应当注意阴茎
根部背侧皮肤保留宽度≥１５ｃｍ，以确保双侧阴囊缝合时可于
中线进行无张力缝合，将阴囊下移至正常体位并矫正阴茎转

位，采用５－０可吸收线连续无张力缝合阴茎皮肤创缘，恢复龟
头与阴茎正常外形，完成后运用加压包扎的方法包扎创口。术

后试验组患儿在对照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辅助治

疗，从术后第１ｄ开始，将患儿置入高压氧舱内（气压为２３倍标
准大气压），循序加压２０ｍｉｎ后，稳压，面罩吸入纯氧４０ｍｉｎ，然
后吸入空气１０ｍｉｎ，再吸纯氧４０ｍｉｎ，然后减压３３ｍｉｎ后出舱，１
次／ｄ，每次治疗时间１４３ｍｉｎ，疗程为７ｄ；２周后拔除导尿管，以
２５％盐水浸泡阴茎创面，２次／ｄ，连续１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观察指标：观察分析两组患儿经治疗后其阴茎下曲矫正效

果、尿道重建成功率、阴茎外观满意度、转移包皮皮瓣存活率及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情况。

评定标准：（１）患儿阴茎下曲矫正治疗后外观无明显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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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生理功能与解剖结构与正常儿童基本类同即为手术矫正

成功［４］；（２）患儿尿道重建后，能像正常儿童一样可站立排尿为
尿道重建成功［５］；（３）患者家属对术后阴茎外观满意度评价［６］：

患儿伤口恢复后由家属填写匿名调查问卷，对治疗结果进行评

分，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项，得分在９５分以上为非常
满意、６０分到９４分之间为满意、６０分以下为不满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进行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行χ２检验，检验标准以Ｐ＜００５为
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阴茎下曲矫正效果对比分析

经统计显示，对照组患儿阴茎下曲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手术治疗后
矫正成功１１例，总成功率５２３８％；试验组患儿阴茎下曲经改
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手术治疗后矫正成功１８例，总成功率８５７１％。
两组阴茎下曲矫正总成功率相比较差异明显（χ２＝５４５９，Ｐ＝
００１９）。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茎下曲矫正效果对比分析

组别
矫正成功（ｎ）

２级 ３级 ４级

总成功率

ｎ（％）

对照组（２１例） ６ ４ １ １１（５２３８）

试验组（２１例） ８ ７ ３ １８（８５７１）

χ２ ５４５９

Ｐ ００１９

２２　两组患儿尿道重建情况比较分析
经统计显现，对照组患儿尿道重建成功共计 １２例

（５７１４％），其中会阴型成功８例，阴囊型４例；试验组患儿尿道
重建成功共计１８例（８５７１％），其中会阴型成功１０例，阴囊型
８例。两组尿道重建总成功率比较有明显性差异（χ２＝４２００，Ｐ
＝００４０）。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儿尿道重建情况比较分析

组别
尿道重建成功（ｎ）

会阴型 阴囊型

总成功率

ｎ（％）

对照组（２１例） ８ ４ １２（５７１４）

试验组（２１例） １０ ８ １８（８５７１）

χ２ ４２００

Ｐ ００４０

２３　两组患者阴茎外观满意度比较分析
经统计显示，试验组家属对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手术治疗后阴

茎外观总满意度为８５７１％，明显高于对照组家属对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
手术治疗后阴茎外观的总满意度 ５７１４％（χ２ ＝４２００，Ｐ＝
００４０），经统计学数据分析具有明显性差异。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阴茎外观满意度比较分析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试验组（２１例） １０（４７６１） ８（３８０９） ３（１４２８） １８（８５７１）

对比组（２１例） ５（２３８０） ７（３３３３） ９（４２８５） １２（５７１４）

χ２ ４２００

Ｐ ００４０

２４　两组患儿转移包皮皮瓣存活率及术后并发症比较分析
经统计分析，试验组患儿术后经高压氧治疗后转移包皮皮

瓣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０３５，Ｐ＝００１４），且并发症的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３０）。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儿转移包皮皮瓣存活率及术后并发症比较分析

组别
转移包皮

瓣存活

并发症

尿道

狭窄

尿道

憩室
尿道瘘

总发生率

ｎ（％）

试验组（２１例） １９（９０５） １ ０ １ ２（９５２）

对比组（２１例） １２（５７１） ３ ２ ３ ８（２３８０）

χ２ ６０３５ ４７２５

Ｐ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０

#

　讨论
婴儿发育过程中，阴茎筋膜和皮肤在阴茎腹侧正常发育处

于孕妇怀孕后的８～１４周，此时如果胎儿的阴茎腹侧发育不正
常再加上与尿道沟的不完全融合，就会形成尿道下裂；而阴茎

下曲则是由海绵体发育不良及索状的尿道下裂远端形成。然

而尿道下裂形成病因较为复杂，往往是由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谢小花等［７］认为，基因突变也可引发尿道下裂，而产妇高

龄、内分泌水平、促排卵药、抗癫痫药、低体重儿、先兆子痫及环

境因素也是引起尿道下裂的主要因素。多数尿道下裂患者的

尿道开口位于正常尿道近端或会阴部，因而重型尿道下裂患者

也较为多见，且重型尿道下裂将导致阴茎、阴囊严重移位，这就

可能导致患者不能正常排尿和成年后无法进行性生活，从而严

重影响了其生活质量［８，９］。

目前，临床上对尿道下裂患儿选择一期修复还是分期治疗

尚存争议。刘玉刚等［１０］则认为，患儿的尿道下裂非常严重且伴

有畸形或阴茎下弯，进行一次手术不能完全修复时，这就需要

对患儿进行分期治疗。分期治疗提高了患儿治疗尿道下裂的

成功率，但是不断重复的手术操作给患儿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

担及创伤痛苦，同时在手术过程中还可能损伤到膀胱黏膜等邻

近的皮肤组织，因而本研究认为，在为该类患儿治疗时，当首选

一期修复治疗，如一期修复不能治愈时再考虑分期治疗。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４年）Ｋｏｙａｎａｇｉ［１１］提出以尿道口为基底采用带蒂
包皮瓣手术一期修复重建尿道及矫正外生殖器阴茎，至今该手

术仍是临床一期修复尿道下裂的常用方法，新尿道板重建是来

自阴茎腹侧转移带蒂皮瓣缝合技术。但顾胜利等［１２］的相关研

究指出，该手术方式常导致尿道板宽窄不一，且局部隆起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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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从而导致术后尿道狭窄及尿瘘等并发症发生率增加，与

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是在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基础上进行的，它以尿道口为基础，保
留了大部分的尿道板，包皮瓣蒂有很多的供血来源，而且蒂部

的解剖分离比横行带蒂包皮瓣和纵行带蒂包皮瓣手术简单，新

建尿道的尿道口与原尿道口分离开，将明显降低尿道板狭窄这

种情况的发生，因而尿道功能较好，同时，睾丸鞘膜瓣的覆盖也

减少了尿瘘等并发症的发生［１３］。经分析本次研究结果发现，试

验组患儿阴茎下曲矫正成功率为８５７１％，明显高于对照组，经
统计学分析（χ２＝５４５９，Ｐ＝００１９），两组尿道重建总成功率比
较，试验组同样具有明显优势（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两组术后
阴茎外观满意度比较，试验组总满意度为８５７１％，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５７１４％（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经统计学分析均具有
明显性差异。魏淑英［１４］的相关研究，通过采用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
尿道阴茎成形术一期修复术治疗２９例重型尿道下裂获得满意
效果，其认为包皮两侧切取皮瓣对伴有部分阴茎阴囊转位病症

的矫正十分有效，治疗后它可纠正大部分的转位情形。同时隋

武等［１５］认为，分期改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对阴茎下曲
严重、包皮发育不良这种重型尿道下裂有着确切治疗效果，它

可以充分修复机体组织，且改良式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在
治疗重型尿道下裂中采用皮瓣平铺缝合，卷管形成的尿道比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更美观，所以受到多数患儿家属的好
评，与本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高压氧治疗是指在超过标准大气压强环境中呼吸纯氧治

疗，目前高压氧主要用于缺血缺氧性疾病及皮肤坏死烧伤等疾

病的临床治疗。皮瓣是一种皮肤及皮下组织，它自己带有血液

供应，转移皮瓣的存活情况决定了尿道下裂术后的恢复状态，

而血液循环的好坏对皮瓣存活有着关键性作用。在术后高压

氧辅助治疗下，吸入的氧可以直接溶解于血浆中，可使患儿的

血氧张力及血氧含量迅速升高，极大的改善了组织细胞的供

氧，使创面组织缺血、缺氧、肿胀、坏死这种恶性循环得以明显

改善［１６，１７］。此外，表皮毛细血管的通透性也将得到改善，血浆

和水分外渗现象亦明显减少，缓解了局部水肿，改善了微循环。

在本次研究中，试验组患儿术后经高压氧治疗后转移包皮皮瓣

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３４２０１，Ｐ＝００３２），且并发症的发
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３０），有统计学意义，表
明高压氧可提高尿道下裂术后转移皮瓣的存活，同时降低了尿

道狭窄、尿道瘘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使患儿免受了再次手术的

痛苦。雷伟等［１８］通过对２００例尿道下裂患儿术后采用高压氧
辅助治疗临床效果同样显著，与本研究结果相仿。

综上所述，改良式Ｋｏｙａｎａｇｉ尿道阴茎成形术联合高压氧辅
助治疗先天性重型尿道下裂临床效果显著，还可有效降低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有着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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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的手术效果和术后管理
方冬　袁亦铭△　郑卫　崔万寿　彭靖　高冰　张志超　辛钟成　周利群　郭应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

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探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环切术后各个时间段恢复情况、术后管理和并发症
处理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北大医院男科中心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
器行包皮环切术的３６３名患者，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和围手术期处理，采集患者的术中情况和术后恢复的信
息。结果：患者中位年龄２８岁，平均手术时间（７１１±１７６）ｍｉｎ，患者术后２ｈ、术后１ｄ和术后１周的平均
ＶＡＰＳ评分分别为（４０６±１１９）、（２４９±０７８）和（０２２±０４８）。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主要并发症为水肿
（２２例）及出血（１３例），水肿经纱布或自粘弹性绷带加压包扎后均缓解，出血视出血部位和出血量分别采用
局部加压包扎、缝合出血点、二次手术清除血肿等方式处理后均缓解。所有患者远期恢复良好，患者对该手

术的满意度较高（９２６％）。结论：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方式，
其术后患者满意度较高，疼痛轻，术后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低，有待于术后及早发现合理处理。

【关键词】　包皮环切术；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疼痛评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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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环切术是开展最早、也是目前开展最广泛的泌尿男科
手术［１］。在传统的包皮环切术的基础上，近年来为了改善手术

效果、减少手术创伤、降低手术风险，已经研发了多种创新微创

手术方式。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是一种近年来应用较普遍

的微创手术器械，其主要作用机理是借鉴胃肠吻合器的原理、

将切割包皮与钉合切口一步完成，省却了手工缝合切缘的

过程［２，３］。

既往文献的报道认为其优势主要在于减少了手术时间和

术中出血、改善了远期美观效果［４，５］，但对于术后并发症的处

理、术后短期恢复情况缺乏报道；而包皮环切术多数远期预后

良好，术后即刻和术后短期的管理尤为重要，并且进一步改善

手术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如何进一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并且及时处理。此外，随着大众对于医疗信息了解的增加，患

者对于包皮手术的顾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手术的安全性，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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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手术的疼痛和外观的改变［６，７］，也要求临床医师对于术后

的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估。

本文立足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近年来诊疗经验

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提供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环切术后

各个时间段恢复情况、术后管理和并发症处理的经验，借此为

广大医师更快更好地掌握和开展此类手术提供支持。

!

　方法
１１　患者入组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北大医院男科中
心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的３６３名患者，包
括包茎８１例（其中２６例为继发性包茎）、包皮过长２８２例（其
中７７例合并包皮口狭窄）。已排除合并隐匿阴茎或小阴茎、龟
头包皮严重粘连、合并其他阴茎龟头畸形或其他认为不适合采

用此方法的患者，并且本文研究中已排除术后失访（门诊规律

复查至术后３月）的患者。包括２６０例门诊手术患者及１０３例
入院手术患者。术前均行血常规、凝血功能等检查，并常规手

术区域备皮。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既往报道的方式进行手术［３］，以３～４把蚊氏钳钳夹
牵拉包皮外口，置入钟罩，位置满意后捆绑固定钟罩。剪除多

余的固定线，撤下蚊氏钳，固定切割器并调紧旋钮至满意位置

后激发切割手柄，完成切割和钉合。退出切割器，手术主体部

分结束。

１３　术后处理
切割完成后采用无菌纱布包裹切口，并采用自粘弹性绷带

加压包扎。患者术后休息３０ｍｉｎ～１ｈ后，适度松解包扎，并观察
龟头血运情况及切口有无明显渗血。嘱患者当日回家后尽量

卧床休息，尽量避免沾湿包扎的纱布及绷带，忌服用辛辣刺激

性食物，同时常规口服抗生素，并必要时镇痛治疗，不常规口服

雌激素或其他抑制勃起药物。术后１～２ｄ复诊换药１次，观察
愈合情况，并指导患者如何处理伤口。此后患者可自行于家中

定期换药，采用聚维酮碘溶液浸泡伤口后用纱布等包扎，并定

期复诊。

１４　信息采集
所采集的术中情况包括：采用切割器型号、是否处理系带、

手术时间、出血量、术中并发症。所采集的术后情况包括：疼痛

情况、缝合钉脱落时间、恢复日常活动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此

外，采用满意度评价表针对患者的主观感受进行评估。患者疼

痛评价均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ＶＡＰＳ）疼痛评分来
表示［８］。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本信息

患者中位年龄２８岁（四分位数２４～３５岁）。所有患者远
期恢复良好，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患者手术相关信息见表１，
患者术后恢复和部分并发症情况见表２，患者满意度评价见表
３。患者恢复日常活动时间、缝合钉脱落时间及术后疼痛变化
见图１。

表１　手术相关信息

项目 结果　　　

手术时间

　平均数±标准差 　７１１±１７６ｍｉｎ

　中位数（范围） 　７（４～１８）ｍｉｎ

是否处理系带

　未处理 １４９（４１０）

　 处理 ２１４（５９０）

型号

　 ＜Ｄ２６ ２３（６３）

　 Ｄ２６ ２１２（５８４）

　 Ｄ３０ １２８（３５３）

术中出血量

　＜５ｍＬ ３３２（９１５）

　≥５ｍＬ ３１（８５）

表２　术后恢复和并发症情况

项目 术后２ｈ 术后１ｄ 术后１周 术后１月 术后３月　　

恢复日常工作 ０ １７（４７） ２２９（６３１） １１７（３２２） ０

ＶＡＰＳ评分（平均数±标准差） ４０６±１１９ ２４９±０７８ 　０２２±０４８

需要服用镇痛药 ８５（２３４） １４（３９） 　３（０８） 　０ ０

水肿 ０ ０ １４（３９） 　７（１９） １（０３）

出血 １１ ２ 　０ 　０ ０

缝合钉脱落时间 ０ ０ 　０ ３５９（９８９） ４（１１）

感染 ０ ０ 　０ 　２（０６） ０

伤口裂开 ０ ０ 　０ 　１（０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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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患者满意度调查

项目 结果

术后恢复期间不适程度如何？

Ａ没有不适 １２４（３４２）

Ｂ尚可 ２２７（６２５）

Ｃ非常不适 １２（３３）

对于术后阴茎外观是否满意？

Ａ满意 ３２４（８９３）

Ｂ一般 ３５（９６）

Ｃ不满意 　４（１１）

整体来讲对于手术结果是否满意？

Ａ满意 ３３６（９２６）

Ｂ一般 ２２（６１）

Ｃ不满意 　５（１４）

是否愿意将此手术推荐给朋友？

Ａ愿意 ３２１（８８４）

Ｂ不确定 ３８（１０５）

Ｃ不愿意 　４（１１）

２２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处理
２２１　水肿　少数于术后１ｄ内出现，多为术后１周之内出现，
主要表现为保留内板部位的水肿，以腹侧为著。发生水肿患者

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内板保留过多。绝大多数患者采用纱布或

自粘弹性绷带加压包扎后均在１～２周得到缓解，仅１例顽固性
水肿，在持续加压包扎３个月后缓解。未发生１例包皮嵌顿。
２２２　出血　本组患者术中未出现１例无法控制的出血，少量

渗血均在缝合后止血满意。本研究中出血定义为经常规术后

包扎无法控制的出血。绝大多数在术后１ｈ之内发生，出血部位
均为龟头腹侧、系带附近。４例出血部位为系带远端、靠近龟头
处，经局部加压包扎（包括采用纱布、自黏弹性绷带、棉球、贴膜

等）后好转。４例位于系带近端，考虑可能为系带张力过大断
裂、或切割部位止血不全所致，可探及一处明显出血点，采用薇

乔线缝合１～２针后可满意止血，无再次出血。３例已出现较明
显皮下血肿，可观察到阴茎外观改变，并伴持续切口向外渗血，

于手术室再次切开切口，拆除钉合的缝合钉，结扎或电凝止血，

清除血肿后缝合切口。此外２例出血于术后１ｄ发生，均表现为
皮下血肿形成，切口向外轻度渗血，１例加压包扎后缓解，１例切
开切口清除血肿。此外有部分病例表现为术后１周内换药时切
口或系带的轻度渗血，均经加压包扎后缓解。

２２３　感染　２例，均为术后２周后出现，表现为缝合钉已脱落
部位附近的炎性分泌物及少量破溃。发生感染患者多存在不同

程度的外板保留过长，感染部位多位于保留的外板之下。所有患

者均经局部碘伏溶液处理后好转，并嘱患者此后注意清洁。

２２４　缝合钉延迟脱落　表现为术后１月后缝合钉仍未完全
脱落，一般残留量＜５颗。１例行人工拆除，其余均继续观察，均
于６周内完全脱落。
２２５　伤口裂开　１例，表现为术后１周切口换药时发现切口
裂开，考虑可能为缝合钉提前脱落，针对该患者行局部清创再

次缝合，此后愈合良好。

２２６　术中钉合不全、钟罩难以取出　５例，为术中完成钉合
步骤后可以退出操作杆等部件，但钟罩与缝合钉并未完全分

离，导致少量缝合钉连接之下钟罩无法取下。均采用剪刀剪断

缝合钉与钟罩的联系，其中２例在此处缝合钉处采用薇乔线补
充缝合２针预防伤口裂开和出血。所有该类患者预后良好。

图１　患者术后的恢复和疼痛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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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为了改进手术效果，近年来已经有多种微创的包皮切除手

术方式应用在临床中，其中在我国应用范围最广的是采用包皮

切除环（如商环，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以及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
文献中针对包皮切除环的报道认为其主要优势在于在明显缩

短手术时间的同时降低了出血、血肿的并发症的发生，但其主

要不足是夜间勃起和拆环时的严重疼痛［９－１２］。一次性包皮切

割缝合器的优势在于在同样缩短手术时间的同时，由于不需要

携带切除环，术后无需承受明显疼痛。但仍需谨慎认真看待其

术后恢复期的管理和对于其并发症的控制。本研究中，一次性

包皮切割缝合器包皮环切术术后近期（术后１周内，３６％）、远
期（术后１周后，８０％）并发症发生率低。

多数文献关注于患者的远期预后，但在本文作者课题组临床

经验中，患者的主要不适及风险均在术后短期内（２４ｈ内）最为明
显。本研究结果患者的疼痛在第１ｄ最为明显，但程度较轻，并且
镇痛药物的服用也主要位于术后当日。并且术后比较严重的并

发症（如出血、血肿形成）也主要位于术后２４ｈ内。因此术后应密
切监测伤口恢复情况，同时给予患者心理辅导。笔者单位经验一

般建议患者手术当日必要时可口服镇痛药物，多数效果良好，很

少患者在２４ｈ仍需服用。此外，术后处理中有待商榷的是雌激
素／抗勃起药物的应用［１３］，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抗勃起，但这些药

物作用有限，而术后患者主要的疼痛是来自于切缘区域疼痛，并

非勃起后引起的疼痛。术后当晚是患者不适的最高发时段，理论

上服用此类药物抑制勃起可以减少患者疼痛。但近年来多数文

献认为不必常规服用［１２］，笔者单位经验是一般镇痛药物效果良

好，随着技术的改良可能可以考虑停止该处理。

对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文献中讨论的比较少，目前报

道的主要并发症与本研究结果类似［８］。其中最需要引起临床

医师重视的是术后出血及血肿形成。由于切割与钉合在一步

完成，可能会存在遗漏血管未充分钉合、或血管回缩造成术后

出血，这是目前最需要引起临床医师重视的并发症，但与手术

医生手术例数与技术掌握熟练程度有关。本研究中，术后出血

总概率３６％，笔者单位经验可以考虑以下手段预防出血：提前
在阴茎根部束缚止血带，保证切割器激发时包皮的松弛（避免

牵拉）；可以预先行系带延长术，充分缝合系带避免切割后系带

处张力过大而裂开；在置入钟罩前预先调整钳夹包皮的位置，

以合理调节保留内板的长度并避免撕裂系带；对于切割效果不

满意、担心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可在切割完成后不急于以纱

布包扎切口而是先压迫切口５ｍｉｎ，观察有无明显渗血、必要时
当场对于出血点补充缝合［１１］。

对于出血（尤其是术后出血）的处理，笔者单位的经验是：术

后均应采用纱布及弹力绷带包裹切口，再次查看切口时需留意是

否有明显渗血，尤其是腹侧系带处。当出血位置处于系带远端靠

近龟头处时，一般均可采用压迫方法完成满意止血。多数情况下

出血位于系带近端、考虑切缘处，观察可见表现为自包裹纱布中

向远端渗血，此时首先仍可尝试加压包扎，改善包扎的位置以加

强压迫。若压迫后仍难以改善出血，或出血已经浸湿整层包扎的

纱布难以局限，就应考虑二次手术止血，可能存在活动出血点，需

缝合止血。若已经形成血肿、已经造成明显的阴茎外形改变，就

应考虑手术清除血肿，此时应完全拆除缝合钉，打开切口，清除已

经形成的血肿，充分止血，重新缝合切口。

对于其他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主要经验包括：对于切除范

围的合理把握。由于该手术过程类似于“盲切”，对于内外板切

除范围缺乏精确把握，故而可能造成内板或外板留存过长，造

成潜在的水肿或感染风险。虽然水肿和感染均不难处理，但应

尽量在采用蚊氏钳钳夹包皮时就设计好位置，注意钟罩放置的

角度；并且有报道包茎的患者在术后容易产生水肿，对于该类

患者在术中应尤为注意内板长度的控制［１４］。此外，有文献中认

为术后无需常规换药［１２，１５］，笔者单位经验认为至少应于术后１
～２ｄ换药１次，观察伤口愈合情况并进行相应指导，可指导患
者自行浸泡碘伏、包裹伤口，进一步降低水肿、感染风险。并

且，虽然部分文献中认为对于没有明显炎症的患者不需常规口

服抗生素，但目前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对于会阴区域的手

术仍建议按照外科手术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治疗。

本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缺乏对照组，没有和同期其他手

术进行对照，并且目前各种手术技巧和术后处理的改良还有待

大规模推广来验证。此外，受实际情况所限，尚未尝试在小儿

（特别是新生儿）中开展［１６］，限制了手术适应症的推广，并且由

于所开展的医师均具有较好的手术基础，因而难以了解一次性

包皮环切缝合器的学习曲线［１７，１８］以及是否适合在手术经验较

少的单位开展。

综上，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微创方式，其术后患者满意度较高，疼痛轻，术后并

发症总体发生率低，有待于术后及早发现合理处理。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全体医护人员为

本研究的开展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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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例垂体萎缩患者性功能障碍治疗始末
欧阳海　谢胜　谭艳　康照鹏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补充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之一：垂体萎缩，分析性腺功能不足导致激素水平低下
与勃起功能障碍、性欲障碍的关系。方法：回顾２例因垂体萎缩导致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详细病史、体格检
查、实验室检查、诊断分析和治疗经过。结果：病例一在给予雄激素补充治疗后，勃起功能和性欲反应良好；

病例二给予抗焦虑药、ＰＤＥ５抑制剂和雄激素补充治疗后，除了患者自觉晨勃硬度较前改善外，性欲和同房
成功率均无改善。结论：雄激素对性欲的产生和性功能的维持十分重要，但又不是唯一的因素，还受心理因

素的影响。

【关键词】　垂体萎缩；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性功能障碍；性欲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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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ｌａｎｄａｔｒｏｐｈｙｃ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ＥＤ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ｅ
ｃａｓｅｗｈｏ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ａｓｅｗｈｏ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ｎｔｉａｎｘｉｅｔｙｄｒｕｇｓ，ｔｙｐｅ－５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ａｎｄ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ｄｎ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ｌｉｂｉｄｏ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ｔｅｅｘｃｅｐｔ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ｂｉｄｏ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ｌｓｏａｆｆｅｃｔ
ｅｄｂ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ｌａｎｄａｔｒｏｐｈｙ；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Ｌｉｂｉｄｏ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男性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有多种，其中在内分泌源
性病因中，由于垂体萎缩所致性腺功能不足，进而影响勃起功

能的病例目前尚无相关文献报道。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筛查到

两例垂体萎缩患者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以及他们详细的就诊经

过。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一：曾某，４１岁，务农，已婚，婚后育１女（现１５岁），身
高１７５ｃｍ，体重７０ｋｇ。主因“阴茎勃起不坚５年”入院。诉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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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性欲下降，插入困难，伴尿不尽、阴囊潮湿、下腹部坠胀，

无尿频、尿急、尿痛。既往无特殊。嗅觉正常，生命体征平稳，

心肺腹体检无异常。专科查体：无胡须和腋毛，阴毛稀疏，喉结

不突出，乳腺发育无异常，腹部脂肪堆积，外生殖器发育正常，

双侧睾丸体积约１２ｍＬ，质地稍软，双侧附睾、精索、输精管无异
常。肛诊：前列腺稍大，压痛（＋）。入院诊断：（１）勃起功能障
碍；（２）慢性前列腺炎。见图１。

病例二：蔡某，３４岁，无业，已婚１年，未育，身高１６８ｃｍ，体
重６０ｋｇ。主因“婚后阴茎勃起不坚 １年”入院。诉对女性无性
欲望，自觉晨勃硬度一般，性生活时无勃起，无手淫史，但患者

可通过生殖器与床单摩擦，获得性满足而射精，此种性行为方

式大概每周１～２次，无排尿异常。既往史：有脊髓灰质炎病史，

导致左下肢萎缩、跛行。嗅觉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腹体检

无异常。专科查体：无胡须和腋毛，阴毛稀疏，喉结不突出，乳

腺发育无异常，腹部脂肪堆积，外生殖器发育正常，左侧睾丸体

积约１０ｍＬ，右侧睾丸体积约１２ｍＬ，质地稍软，双侧附睾、精索、
输精管无异常。肛诊：前列腺无异常。入院诊断：（１）勃起功能
障碍；（２）性欲障碍。见图２。
１２　方法

两例患者完善海绵体药物注射（ＩＣＩ）、夜间阴茎胀大试验
（ＮＰＴ）、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９０项症状清单（ＳＣＬ－
９０）、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性激素５项检
查。见表１、表２。

图１ 图２

表１　性激素水平

病例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病例一 ０５１ ０２５ ４４１ ４０ ０１５

病例二 １７６ １２２ １２９１ １１．０ ０３５

　　注：各激素水平成年男性参考范围：ＦＳＨ：１２７～１９２６ｍＩＵ／ｍＬ；ＬＨ：１２４～８６２ｍＩＵ／ｍＬ；雌二醇（Ｅ２）：２０～７５ｐｇ／ｍＬ；泌乳素（ＰＲＬ）：２６４～
１３１３ｎｇ／ｍＬ；睾酮（Ｔ）：３５～１０７ｎｇ／ｍＬ

表２　其他项目汇总

病例 ＩＣＩ ＮＰＴ ＩＩＥＦ－５ ＮＩＨ－ＣＰＳＩ ＳＣＬ－９０

病例一 ２级勃起 勃起次数少 ９ １２ Ｆ１０＝１８

硬度减弱 有睡眠问题

持续时间短

病例二 ２级勃起 无有效勃起 ５ ０ Ｆ２＝２１，Ｆ４＝３１，Ｆ５＝２２，有敌对、焦虑和抑郁情绪

　　注：Ｐｏｒｓｔ将注射后勃起状况分为四级：０级无反应，１级轻微勃起，２级不完全勃起，３级完全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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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病例一：发现患者激素水平全线下降后，结合第二性征，为

排除下丘脑、垂体异常，完善垂体 ＭＲＩ检查，结果提示：垂体萎
缩。阴囊彩超：双侧睾丸偏小，双侧精索静脉未见异常。入院

后给予患者两套治疗方案：（１）改善勃起治疗。希爱力５ｍｇ（美
国礼来），口服，每晚 １次；十一酸睾酮胶丸 ８０ｍｇ（欧加农制
药），饭中口服，早晚各１次；真空负压吸引２０ｍｉｎ（北京伟力），
每日１次。（２）前列腺炎治疗。阿奇霉素针０５ｇ（东北制药集
团，批号Ｈ２００００４２６），静滴，１次／ｄ；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０２ｍｇ
（浙江海力生制药，批号Ｈ２００２０６２３），口服，睡前１次；艾司唑仑
１ｍｇ（华中药业，批号Ｈ４２０２１３６６），口服，睡前１次；前列腺电动
按摩３０ｍｉｎ（ＴＲＭ前列腺多功能治疗仪，武汉非凡），１次／ｄ；体
外短波电容场治疗３０ｍｉｎ（成都维信医疗，型号ＣＲＳ－２２８０Ｅ），１
次／ｄ。治疗２周，期间患者同房２次，勃起硬度和时间明显改
善，睡眠良好，前列腺炎症状消失。出院后上述口服药继续服

用４周，并将希爱力减量到２５ｍｇ，门诊随访性欲和勃起较满
意。由于希爱力费用较高，患者自行停药，单一服用十一酸睾

酮８０ｍｇ，１次／ｄ，用药半年，效果满意。
病例二：同病例一完善垂体ＭＲＩ检查，提示：垂体萎缩。染

色体核型：４６ＸＹ。患者来就诊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育，因为女
方智障，属于辅助生殖禁忌，于是建议患者接受促勃起治疗，观

察能否同房成功。治疗方案：希爱力５ｍｇ，口服，每晚１次；十一
酸睾酮胶丸８０ｍｇ，饭中口服，早晚各１次；盐酸帕罗西汀２０ｍｇ
（浙江华海药业，批号Ｈ２００３１１０６），口服，１次／ｄ；真空负压吸引
２０ｍｉｎ，１次／ｄ；给予心理疏导治疗。治疗２周，患者自觉晨勃硬
度较前改善，性欲无改善，期间梦遗１次，尝试性生活仍觉硬度
欠佳，无法插入，于是在视频刺激和电动取精器辅助下手淫，射

出１滴液体，量约０２ｍＬ，ｐＨ６０，所有视野未见精子，考虑并非
精液。于是指导患者尝试在下次同房前半小时加服西地那非

５０ｍｇ，仍无法插入。患者可通过生殖器与床单摩擦获得性快感
而射精，为了证实是否有精子，笔者建议患者通过上述方式将

精液收集后送至当地卫生院化验。结果示：精液量约２０ｍＬ，涂
片镜检可见大量精子，可能因收集精液到送检时间间隔较久，

偶见活动精子，自此也就证实患者是有生育能力的。出院后建

议患者将上述口服药继续使用，但因费用问题，６周后自行停
药，期间性生活均未成功。与患者电话沟通，尝试在女方排卵

期时将摩擦后射出的精液收集后注入女方阴道，尝试４个周期
未果。

#

　讨论
睾丸功能受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的调节，该轴系的任何

异常，都可引起睾丸功能障碍并导致勃起功能障碍［１］。如果病

变发生在下丘脑和（或）垂体层面，则出现促性腺激素水平低

下，外周性腺发育迟缓和（或）功能减退，称之为低促性腺激素

性性腺功能减退（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ＨＨ）。
ＨＨ又可分为先天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ＣＨＨ）

和获得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ＡＨＨ）［２，３］。ＡＨＨ比
较容易找到明确的发病原因，头颅 ＭＲＩ是不可缺少的检查手
段。由于雄激素不足，在不同的发病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在胎

儿期，可出现婴幼儿小阴茎、尿道下裂、隐睾、两性畸形等表现；

在青春期，导致青春期不发育或发育延迟；在成年期，可导致男

性不育症、少精子症或性功能障碍；在老年人，表现为迟发性性

腺功能减退综合征（ＬＯＨ）［４，５］。两例患者在第二性征上的特点
并不像常人那样明显，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其在青春期时已

出现激素水平的低下，因为在正常群体中是有部分人群先天性

体毛稀疏、喉结不突出。但无论怎样，病例一有过正常生育史，

病例二可通过生殖器与床单摩擦射精后的精液中查到精子，也

就从侧面反映两者垂体萎缩发生的时机应该在成年以后的某

个时候。

阴茎勃起是在神经、内分泌及心理效应等综合调控下所产

生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的结果，是男性对有效性刺激的第一个生

理反应［６］。阴茎勃起主要有三种类型：心理性（中枢性）勃起：

起自于大脑所接收的局部刺激，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幻觉的刺

激所引起的勃起；反射性勃起：来自于阴茎和周围区域所受到

的刺激，如爱抚、抚摸等；夜间勃起：正常男性在睡眠快速动眼

期，平均每晚有３次以上勃起，总时间大约１００ｍｉｎ，其生理意义
在于定时把较多的氧气带入阴茎［７］。病例一行 ＩＣＩ检查提示２
级勃起，ＮＰＴ提示夜间勃起次数少、硬度减弱、持续时间短。此
外患者有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１２分，ＳＣＬ－９０提示有睡眠
问题，这些症状可以引起患者情绪上的波动，导致交感神经兴

奋，加重勃起功能障碍。所以该患者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

是多方面的，既有垂体萎缩所致雄激素水平缺乏，又有前列腺

炎所致交感神经兴奋，加上睡眠障碍共同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这也就决定了该患者的治疗方式是多方面的。患者住院２
周期间，睡眠改善，前列腺炎症状消失，性欲改善，２次同房，性
生活时间和硬度明显改善。小剂量 ＰＤＥ－５抑制剂希爱力
（５ｍｇ／每晚，２周，２５ｍｇ／每晚，４周）的使用在疾病初期对增加
同房成功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后的半年随访中，患

者单一使用了十一酸睾酮，勃起功能和性欲反应良好。故病例

一更倾向于诊断为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综合征［８－１５］。有研究

表明，睾酮可影响勃起组织的结构、弹性膨胀能力以及一氧化

氮合酶（ＮＯＳ）及ＲｈｏＡ／Ｒｈｏ激酶的表达，从而影响海绵体平滑
肌舒张及静脉闭塞机制［１６］。

性欲是指在适当的性刺激下，引起性兴奋，产生要进行性

行为的欲望，是一种对性活动的冲动或生物学驱动力，也是追

求对性满足的欲望。性欲是性本能的内在驱动力，即和神经、

内分泌等器质性因素有关，又和人复杂的心理、精神活动相关，

还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相联系［１］。雄激素对性欲的产生和性

功能的维持十分重要，但又不是唯一的因素，还受心理因素的

影响。性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并不是必然丧失心理性和反射性

勃起，不过他们的性欲望和性兴趣会下降，夜间阴茎勃起功能

减弱，包括勃起持续时间和硬度均下降，雄激素治疗有一定的

帮助［１７－１９］。病例二的病情较为复杂，在给予雄激素治疗过程

中，性欲望始终没有明显改善。起初笔者认为可能患者由于脊

髓灰质炎导致身体缺陷留下心理阴影，加之家庭中传宗接代思

想、女方智障、容貌呆丑等因素，导致患者没有性欲望，与患者

沟通后发现，患者对色情刺激或其他娇媚女性都没有明显的欲

望。患者ＩＣＩ提示二级勃起，ＮＰＴ提示无有效勃起，ＳＣＬ－９０提
示有敌对、焦虑和抑郁情绪。患者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焦虑

是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抗焦虑治疗不容忽视，

在治疗的同时加用性心理治疗。由于女方智障无法行双方沟

通，我们给男方播放性感集中训练的视频，教给患者如何进行

非生殖器官训练、生殖器官训练以及插入训练，但收效甚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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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此时他更需要一位性治疗师。

在性腺功能低下患者的勃起功能和性欲的治疗上，雄激素

替代治疗仍存在争论，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前列腺癌去势治

疗后患者仍有正常勃起，所以雄激素水平与勃起功能的关系显

得扑朔迷离［１］。患者二激素水平虽然低下，但可通过生殖器的

摩擦出现勃起和射精，获得性满足。患者在６周治疗过程中，使
用了抗焦虑药、ＰＤＥ－５抑制剂和十一酸睾酮，除了患者自觉晨
勃硬度较前改善外，性欲和同房成功率均无改善，这也就提示

我们此类患者除了用药物解决器质性问题外，性心理问题更加

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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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１２５联合 ＨＥ４检测对卵巢癌诊断及临床应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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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糖类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和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ＲＯＭＡ指
数）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及与癌灶大小的关系。方法：选取１６８例经病理确诊的卵巢癌患者为实验
组、７５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为观察组、５０例健康妇女为对照组，应用电化学发光法分别对所有研究对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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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浓度，计算ＲＯＭＡ指数，并分析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浓度与卵巢癌患者癌灶大小的相关性。结果：卵巢
癌患者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ＲＯＭＡ指数水平明显高于观察组和对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卵巢良性疾病组和
对照组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浓度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ＨＥ４水平对卵巢癌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都明显高于ＣＡ１２５
（Ｐ＜００５）。绝经前后女性ＲＯＭＡ指数敏感性分别为７９３６％、９５１９％，特异性分别为８０３６％、９１１１％，说明
ＲＯＭＡ指数对绝经后的女性鉴别盆腔肿物的意义更大。血清ＨＥ４浓度与肿瘤大小呈正相关（ｒ＝０７６５，Ｐ＜
００５），而ＣＡ１２５浓度与肿瘤大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相关系数ｒ＝０３０８，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结论：血清
ＨＥ４与ＣＡ１２５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早期卵巢癌的检出率，且ＨＥ４水平与卵巢癌癌灶大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ＲＯＭＡ指数对诊断卵巢癌的特异性较高，尤其是绝经后妇女具有更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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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ＣＡ１２５（Ｐ＜００５）．ＲＯＭ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ｏｍ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ｗｅｒｅ７９．３６％，９５．１９％ ａｎｄ８０３６％，９１．１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ＲＯＭＡｉｎｄｅｘｈａｄ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ｅｌｖｉｃ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ｎｃｅｒｓｉｚｅ（ｒ
＝０７６４，Ｐ＜００５），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１２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ｕｍｏｒｗａｓｒ＝
０３０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１２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ｕｍｏ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ｊ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ＯＭＡ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ｈａｓｈｉｇ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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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发生在卵巢组织的恶性肿瘤，是女性常见的生殖
器官肿瘤之一［１］，卵巢癌早期缺乏典型症状，一般不易诊断，

７５％左右的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到晚期，以致卵巢癌的
死亡率排在各类妇科肿瘤之首［２］。据报道卵巢癌的５年生存
率仅为２０％～２５％［３］，术后复发率７０％，而早发现早治疗的５
年生存率达９０％左右［４］，因此早期发现并接受正规的治疗对卵

巢癌的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ＣＡ１２５是一种糖蛋白，存在于卵
巢癌细胞表面，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卵巢癌辅助诊断方法。ＨＥ４
是一种新的卵巢恶性肿瘤标志物，在良性肿瘤和正常组织中含

量极少，但在卵巢癌患者血清中很高［５］，据Ｊａｃｏｂ等［６］研究发现

ＨＥ４对早期卵巢癌的诊断优于ＣＡ１２５。ＲＯＭＡ指数利用 ＣＡｌ２５
和ＨＥ４的水平计算而来，可用于评估绝经前后妇女患上皮细胞
型卵巢癌的风险［７，８］。单一的检测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特异度和灵
敏度都不够理想，ＣＡ１２５联合ＨＥ４计算出ＲＯＭＡ指数能大大提
高卵巢癌诊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降低卵巢癌诊断的假阳性率

和漏诊率。因此本研究通过对１６８例卵巢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联合检测血清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在卵巢癌诊断中的意义及
与卵巢癌癌灶大小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妇科预
进行手术治疗盆腔肿物的患者２４３例为研究对象，最终经我院
病理科组织切片确诊为卵巢癌的１６８人，年龄２４～８１岁，平均
年龄（４９８±１６３）岁，绝经前７１人，绝经后９７人，根据我院影
像科影像学诊断，肿瘤大小分布为≤３ｃｍ５８例、３～５ｃｍ６９例、
≥５ｃｍ４１例；卵巢良性疾病７５人，年龄２０～７８岁，平均年龄
（４７３±１２１）岁。随机选取我院同时期查体中心体检健康的
５０名女性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３９±１０８）岁。排除标准：（１）
妇科炎症；（２）其它恶性肿瘤；（３）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疾
病；（４）妊娠及生理期。本次研究均经患方同意且签订知情同
意书，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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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仪器与试剂　使用罗氏（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全自动电化学发
光分析系统，试剂盒、质控、校准品均采用罗氏原装产品。

１２２　标本采集　所有实验对象（盆腔肿物患者术前）于早晨
空腹抽取３ｍＬ静脉血，以４０００ｒｐｍ／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所有研究对
象血清标本离心后置于－８０℃冰箱冷冻保存，以备统一检验。
１２３　标本检测　使用罗氏（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电化学发光分析系
统，严格按照仪器标准操作流程来测定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浓度。将
测得的血清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浓度值录入卵巢癌风险评估公式，计
算出对应的ＲＯＭＡ指数，下面是ＲＯＭＡ指数的计算公式［９］：

ＲＯＭＡ指数（绝经前）（ＰＩ）＝－１２０＋２３８×Ｌｎ［ＨＥ４］＋
００６２６×Ｌｎ［ＣＡ１２５］；

ＲＯＭＡ指数（绝经后）（ＰＩ）＝－８０９＋１０４×Ｌｎ［ＨＥ４］＋
０７３２×Ｌｎ［ＣＡ１２５］ＬＮ是自然对数；

Ｒｏｍａ指数％＝ｅｘｐ（ＰＩ）／（１＋ｅｘｐ（ＰＩ））×１００；
绝经前的女性：Ｒｏｍａ指数≥１１４％ 预测患者患上皮性卵

巢癌的高风险组；

Ｒｏｍａ指数≤１１４％ 预测患者患上皮性卵巢癌的低风

险组；

绝经后的女性：Ｒｏｍａ指数≥２９９％ 预测患者患上皮性卵

巢癌的高风险组；

Ｒｏｍａ指数≤２９９％ 预测患者患上皮性卵巢癌的低风

险组。

参考试剂说明：ＨＥ４＞１４０ｐｍｏｌ／Ｌ为阳性；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ｍＬ
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将所有患者资料导入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统计数据结果均用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用 χ２检验对多组间计数资料进行比
较，用ｔ检验对两组间计数资料进行比较；将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ＲＯ
ＭＡ指数水平与卵巢癌患者的肿瘤直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联合检测对早期卵巢癌的诊断
价值

　　卵巢癌组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和ＲＯＭＡ指数与卵巢良性病变
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卵巢
癌良性病变组与正常组 ＨＥ４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卵巢癌良性病变组与正常组 ＣＡ１２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但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ＲＯＭＡ指数水平

组别 例数（ｎ）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ＲＯＭＡ指数（％）

卵巢癌组 １６８ ３６２０５±６６８０ １９６１５±８６３８ ６８５２±９３７

卵巢良性疾病组 ７５ ３９４０±１３２０ ４８３１±１２０８ ９１２±５６７

正常对照组 ５０ １４５４±７４２ ４５１５±８８０ ７８２±３５２

２２　ＲＯＭＡ指数对卵巢癌绝经前后诊断价值的评估。
绝经前后女性 ＲＯＭＡ指数敏感性分别为 ７９３６％、

９５１９％，特异性分别为８０３６％、９１１１％，说明 ＲＯＭＡ指数对
绝经后女性鉴别卵巢癌良恶性的意义更大。见表２。

表２　ＲＯＭＡ指数对卵巢癌诊断的价值的评估结果（％）

组别 绝经前 绝经后 整体评价

灵敏性 ７９３６ ９５１９ ９１０７

特异性 ８０３６ ９１１１ ８９３３

阳性预测值 ８７４３ ９５２７ ９５０３

阴性预测值 ７４３２ ８２１５ ８１７１

预测准确率 ８７２９ ９２２８ ９０５３

２３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ＲＯＭＡ指数对卵巢癌诊断能力的评估
对ＨＥ４、ＣＡ１２５、ＲＯＭＡ指数的灵敏度、特异度，阴阳性预测

值及准确率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当 ＣＡ１２５以大于３５Ｕ／ｍＬ为
阳性时，在卵巢良性疾病７５例中有假阳性１８例，卵巢癌组１６８
例中假阴性３５例；当ＨＥ４以大于１４０ｐｍｏｌ／Ｌ为阳性时，在卵巢
良性疾病７５例中有假阳性１６例，卵巢癌组１６８例中假阴性３２
例；当ＲＯＭＡ指数以绝经前大于 １１４％为阳性，绝经后大于
２９９％为阳性时，在卵巢良性疾病７５例中有假阳性８例，卵巢
癌组１６８例中假阴性１５例。最终计算结果表明 ＲＯＭＡ指数的

灵敏 度 及 特 异 度 （９１０７％、８９３３％）较 ＨＥ４（８０９５％、
７８６７％）及ＣＡ１２５（７９１７％、７６００％）单独检测水平更高，提示
ＣＡ１２５联合ＨＥ４计算出的 ＲＯＭＡ指数可提高卵巢恶性肿瘤诊
断效率。见表３。

表３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ＲＯＭＡ指数对卵巢癌诊断能力的对比

项目 ＣＡ１２５（ｎ／ｎ） ＨＥ４（ｎ／ｎ） ＲＯＭＡ指数（ｎ／ｎ）

灵敏度 ７９１７（１３３／１６８） ８０９５（１３６／１６８） ９１０７（１５３／１６８）

特异度 ７６００（５７／７５） ７８６７（５９／７５） ８９３３（６７／７５）

阳性预测值 ８８０８（１３３／１５１） ８９４７（１３６／１５２） ９５０３（１５３／１６１）

阴性预测值 ６１９６（５７／９２） ６４８４（５９／９１） ８１７１（６７／８２）

预测准确率 ７８１９（１９０／２４３） ８０２５（１９５／２４３） ９０５３（２２０／２４３）

２４　血清ＣＡ１２５浓度与肿瘤大小的相关性
将ＣＡ１２５与癌灶直径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

数ｒ＝０３０５，提示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可能是因为１６８例卵
巢癌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浓度差异较大，在部分卵巢癌初期升高不
明显或不升高的缘故。见图１。
２５　血清ＨＥ４与肿瘤大小的相关性

将ＨＥ４和癌灶直径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二者
呈正相关，且相关性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ｒ＝０７６８，Ｐ＜
００５），即ＨＥ４随肿瘤直径的增加而提高。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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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卵巢癌肿瘤直径（ｃｍ）与血清ＣＡ１２５浓度（Ｕ／ｍＬ）相关性分析

图２　卵巢癌肿瘤直径（ｃｍ）与血清ＨＥ４浓度（ｐｍｏｌ／Ｌ）相关性

#

　讨论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官常见的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逐

年升高，致死率也因其早期症状不明显、进展迅速排在女性生

殖器官肿瘤前列，因此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是我们重点研究

的方向。ＣＡ１２５是一种大分子多聚糖蛋白，近年来被临床大夫
用作诊断卵巢癌的主要肿瘤标志物［１０，１１］，但是ＣＡ１２５对诊断早
期卵巢癌灵敏度不高，特别是 Ｉ期的卵巢癌患者阳性率只有
１０％左右［１２］，而且有２０％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 ＣＡ１２５水平在
正常范围，一些良性妇科疾病如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盆

腔炎及月经期、妊娠期等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也会升高，乳腺癌、肝
癌、肺癌患者也可致使 ＣＡ１２５水平升高［１３］，所以单独用 ＣＡ１２５
来诊断卵巢癌特异性较差，故单独把ＣＡ１２５作为卵巢癌诊断的
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ＨＥ４是一种酸性蛋白质，主要表达在附
睾的远端上皮细胞和输精管的上皮细胞［１４］，在正常的卵巢组织

中不表达或低表达，但在卵巢癌组织中表达非常高［１５］。Ｄｒａｐ
ｋｉｎ等［１６］研究表明ＨＥ４在１００％的卵巢子宫内膜样癌中升高，
在９３％的卵巢浆液性癌和５０％的卵巢透明细胞癌中升高，但在
卵巢黏液性癌中不升高，因此 ＨＥ４主要是由卵巢子宫内膜样
癌、卵巢浆液性癌表达的一种糖蛋白，对卵巢黏液性癌或卵巢

透明细胞癌都有可能出现漏诊。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等［１７］研究发现 ＨＥ４
检测卵巢癌的敏感性与ＣＡｌ２５相当，而特异性更高，可作为卵巢
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ＲＯＭＡ指数是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通过卵巢
癌风险评估公式计算而来，现在ＲＯＭＡ指数已经被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用于女性盆腔包块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但是该模型仍然没有克服无法早期诊断卵巢癌的缺点，需要和

ＣＡ１２５和ＨＥ４联合使用才能更好的诊断卵巢癌。
目前对于ＨＥ４、ＣＡ１２５与肿瘤直径大小关系的报道较少，本

研究结果表明卵巢癌患者血清中的ＨＥ４浓度与肿瘤的大小呈正
相关，但肿瘤大小与血清ＣＡ１２５浓度无明显相关性，这可能是因
为ＣＡ１２５在某些早期卵巢癌患者中低表达或不表达的缘故。

综上所述，单独应用ＣＡ１２５或ＨＥ４检测卵巢癌特异性和灵
敏度都不高，存在漏诊的风险。本研究将ＣＡ１２５联合ＨＥ４并结
合患者年龄、绝经与否计算出 ＲＯＭＡ指数，大大提高了卵巢癌
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为临床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从而达到早诊断、早治疗和改善卵巢癌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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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的变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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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与观察卵巢癌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４０例卵巢癌手术患者为观察组，同时期的４０例卵巢良性疾病
手术患者为对照组，将两组患者于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时分别采用女性性功能量表、女性
性生活质量问卷及性生活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然后将两组患者上述时间点的评估结果分别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的女性性功能量表、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及性生活自评
量表评估结果均显著地差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后１８个月、２４个月时的评估结果好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
个月，Ｐ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卵巢癌患者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相对较差，术
后呈现改善状态，应给予积极的干预。

【关键词】　 卵巢癌手术；术后性功能状态；术后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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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对于卵巢癌的治疗
多以手术为主，而疾病本病及手术治疗对患者的机体与心理均

可造成不同程度的应激，而本类手术作为生殖系统手术，对患

者的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则成为不可忽视的

研究重点［１］。临床中关于卵巢癌患者术后性生活与性功能方

面的研究较为多见的同时，研究结果差异也相对突出，因此对

于此类患者术后的干预指导作用相对欠缺［２］。鉴于本类情况

的存在，本文中我们就卵巢癌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

活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与观察。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４０例卵
巢癌手术患者为观察组，同时期的４０例卵巢良性疾病手术患者
为对照组。两组均对研究知情同意。对照组中，年龄最小者２３
岁，最大者５８岁，平均年龄为（４３３±６０）岁；孕次为１～４次，
平均为（３±１）次；产次为０～４次，平均为（２±１）次。观察组
中，年龄最小者２２岁，最大者５９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９±６２）
岁；孕次为２～４次，平均为（３±１）次；产次为０～３次，平均为
（２±１）次；疾病分期：Ⅱ期者１８例，Ⅲ期者２２例；分型：浆液性
者３０例，黏液性者１０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产次方面比



·３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较，Ｐ均＞００５，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年龄＞２０岁者；（２）已婚者；（３）文化程度为

初中及以上者。排除标准：（１）未婚者；（２）存在其他疾病者；
（３）对研究不知情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腹腔镜微创手术方式进行治疗，对患者进

行常规探查、病灶清除及术后常规治疗。将对照组和观察组于

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时分别采用女性性功能
量表、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及性生活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然后

将两组患者上述时间点的评估结果分别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女性性功能量表：共包括与女性性功能相关的３６个评估问

题，分属性唤起、性欲、阴道润滑、满意度、疼痛及性高潮等６个
项目，每个方面均以分值越高表示性功能状态越好［３］。

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以胡蕾等编制的中国女性性生活质

量问卷为准，本问卷包括６２个评估条目，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性交流、性焦虑、性反应、性态度、性体像及性满意度等６个方面
进行评估，每个方面均以分值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４］。

性生活自评量表：采用视觉模拟的方式进行评估，由患者

根据自身性生活质量感受进行主观评估，采用０～１０分评分法
进行评估，指导患者从中选取有效反应自身性生活质量感受的

分值，其中０～３分、４～６分及７～１０分分别表示性生活质量较
差、一般及较好［５］。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检验，计量

资料进行ｔ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进行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评分比较

观察组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的女性性功
能量表评分均显著地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后１８个月、２４个
月时的评估结果高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Ｐ均 ＜００５，
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评分比较

观察组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的女性性生
活质量问卷评分均显著地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后１８个月、
２４个月时的评估结果高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Ｐ均 ＜
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评分比较（分）

组别 性唤起 性欲 阴道润滑 满意度 疼痛 性高潮

对照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２２０±０２５ １９８±０１８ ２３８±０２３ ２１５±０２２ ２４２±０２０ ２１３±０１９

　术后１２个月 ３１７±０３０ ２３４±０２４ ３３０±０２８ ２８７±０２８ ３２５±０２６ ３２０±０２４

　术后１８个月 ３７３±０３４ ３３０±０２８ ４１８±０３５ ３６８±０３１ ３８１±０３３ ３６８±０３０

　术后２４个月 ４５４±０４２ ４０２±０３１ ５２３±０４１ ４３７±０４２ ４６２±０４０ ４１５±０３６

观察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１３２±０１４ １１０±０１２ １４２±０２５ １２３±０１１ １３８±０１２ １２５±０１３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６０±０１８ １３８±０１５ １８８±０２９ １５７±０１５ １６３±０１５ １５７±０１６

　术后１８个月 ２５６±０２８＃ ２２３±０２３＃ ２８０±０２６＃ ２４９±０２６＃ ２６７±０２１＃ ２４５±０２１＃

　术后２４个月 ２８４±０３１＃ ２５６±０２５＃ ３３６±０３１＃ ２７９±０２７＃ ２８８±０３０＃ ２７３±０２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评分比较（分）

组别 性交流 性焦虑 性反应 性态度 性体像 性满意度

对照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１３６３±１５６ ２０５４±２６３ １２９９±１４３ １０１５±１２３ ９５６±０７７ ２２２３±２３５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６３６±１７２ ２３６３±２７５ １５８７±１６０ １２８２±１３７ １０５３±１０５ ２５６５±２６３

　术后１８个月 １７７５±１８１ ２６３２±２８７ １６７３±１７４ １４９６±１５１ １１７２±１１５ ２７９２±２８８

　术后２４个月 １９３８±１９５ ２９５５±３１０ １８８２±１８７ １６１０±１５９ １２９５±１２８ ３１５６±３１３

观察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８６５±０９８ １５０５±１６８ ８１０±０８４ ６１１±０５８ ６２０±０５４ １８４０±１８７

　术后１２个月 ９７２±１１０ １７１２±１８１ ９３７±１０５ ７２０±０６９ ６７８±０６９ １９４９±１９９

　术后１８个月 １２９８±１４８＃ ２１５２±２６６＃ １２５６±１３７＃ １０５７±１２１＃ ８５８±０８１＃ ２３４３±２２５＃

　术后２４个月 １３６６±１６１＃ ２３４３±２８４＃ １３４５±１５７＃ １２０３±１３５＃ ９４３±０９５＃ ２５２０±２３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性生活自评量表结果比较
观察组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的性生活自

评量表７～１０分者比例均显著地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后１８
个月、２４个月时的评估结果高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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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性生活自评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组别 ０～３分 ４～６分 ７～１０分

对照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１０（２５０） １８（４５０） １２（３００）

　术后１２个月 ５（１２５） １７（４２５） １８（４５０）

　术后１８个月 ４（１００） １５（３７５） ２１（５２５）

　术后２４个月 ３（７５） １２（３００） ２５（６２５）

观察组（ｎ＝４０）

　术后６个月 ２８（７００） １０（２５０） ２（５０）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５（６２５） １１（２７５） ４（１００）

　术后１８个月 ２０（５００） ９（２２５） １１（２７５）＃

　术后２４个月 １７（４２５） １０（２５０） １３（３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比较，＃

Ｐ＜００５

#

　讨论
卵巢癌在我国的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及子宫体癌，但是其

死亡率却高于上述两类疾病，因此临床对于卵巢癌的重视程度

相对更高［６，７］。临床调查显示，近年来卵巢癌呈现年轻化的趋

势，对育龄妇女甚至是少女造成生殖方面的损伤，甚至导致死

亡。临床中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卵巢癌患者多主张早期进行

手术治疗，而关于手术后患者各方面功能状态及生存质量的研

究则成为此类患者术后的研究重点［８，９］。本类手术作为生殖系

统的手术，对于此类患者进行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的研究

则相对重要，加之较多患者较为年轻，因此对此方面的要求相

对较高，因此研究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但是，临床中关于卵巢

癌患者术后性生活等方面状态变化的研究极为缺乏，且现存的

卵巢癌患者性生活及性功能状态变化研究结果差异较大［１０，１１］，

因此对此方面的探究更为必要。

本研究中我们就卵巢癌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

活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观察的结果显示，卵巢癌手术患者

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时的性功能及性生活质
量均明显差于同时期进行手术治疗的卵巢良性疾病患者，主要

表现为女性性功能量表、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及性生活自评量

表评估结果均相对更差，说明卵巢癌的疾病性质及手术治疗均

对患者的性生活状况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且此种不良影响持

续时间较长，同时，卵巢手术患者术后１８个月及２４个月的性功
能及性生活质量明显好于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说明至术
后一定时间后，卵巢癌手术患者的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开

始出现较大幅度的改善。分析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与术后短时

间内，手术创伤、放疗、化疗等治疗方式及患者心理压力等因素

导致患者的性心理及性激素表达、性器官功能等均相对较

差［１２，１３］，而这极大地影响到患者的性生活状况，而至术后１８个
月开始，随着机体功能及心理状态的改善，性生活状态及性心

理等不良因素得到缓解及改善，因此患者的性功能状态及性生

活质量也即表现出显著地改善［１４，１５］，同时研究结果也提示我

们，对于卵巢癌手术患者应重视性生活方面的干预，且在较长

时间内对于此种干预应针对性进行，并且术后２４个月时患者的
性功能状态仍相对较差，因此认为对其进行性功能状况相关方

面的干预仍持续至此时间之后［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卵巢癌患者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

及性生活质量相对较差，术后呈现改善状态，应给予积极的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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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高琛，刘锦玉．全子宫切除术对女性患者性生活质量和性功能的
影响．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４（１６）：６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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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十堰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计划（１６Ｙ８０）。
【第一作者简介】陈丹（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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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中盆腔自主神经
功能保留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分析
陈丹　朱琴△　李明明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癌患者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中盆腔自主神经功能保留对患者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选取本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院并经病理证实为宫颈癌并行腹腔镜下广发全子宫切除
术的患者７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３５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
术，观察组采用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并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比较两组术后性功能、生命质量及尿流动力

学。结果：两组患者术前性功能ＦＡＦＩ评分无明显差异，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ＦＡＦＩ评分均较术前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术后１年ＦＡＦＩ评分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对照组术后１年ＦＡＦＩ评分较术前下降，观
察组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ＦＡＦＩ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躯体功
能及情绪功能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社会功能评分、认知功能、角色功能及症状子
量表总评分、总健康状况评分及总生命质量评分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尿意初始时
的膀胱容量、最大排尿量、排尿次数、残余尿体积、尿意强烈的膀胱容量等尿流动力学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有利于宫颈癌患者术后
性功能的恢复。

【关键词】　宫颈癌；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自主神经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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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导致妇女死亡的首位恶性肿瘤，随着生活方式和
习惯的改变，我国妇女宫颈癌的发病率已经高达１５／１０万［１，２］。

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已是妇产科医师公认的治疗宫颈癌患者的

有效手段，但因其常导致患者出现直肠、膀胱及性功能障碍等

并发症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３－５］。近年，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的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逐渐应用于宫颈癌患者，减少了

患者以上并发症的发生［７］。本研究对比分析了７０例宫颈癌患
者行腹腔镜下广发性子宫切除术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对于性功

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院并经病理证实为
宫颈癌并行腹腔镜下广发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７０例。入选标
准：（１）经组织学诊断为宫颈癌；（２）ＦＩＧＯ临床分期为Ｉｂ１至ＩＩａ
期。排除标准：（１）合并心、肾、肝等严重的慢性疾病；（２）已行
放疗或化疗；（３）病例资料不完整；（４）合并其他恶性肿瘤；（５）
不能完成随访的患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３５例。对照组
患者平均年龄（４０３±２４）岁，体重指数（２３４±４６）ｋｇ／ｍ２，临
床分期Ｉｂ１、Ｉｂ１、ＩＩａ分别为１８例、９例、８例；观察组患者平均年
龄（４０４±３１）岁，体重指数（２３１±３９）ｋｇ／ｍ２，临床分期 Ｉｂ１、
Ｉｂ１、ＩＩａ分别为１７例、１０例、８例。两组患者在年龄、临床分期、
体重指数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式

对照组手术方式：采用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术中在

距离肿瘤边缘３ｃｍ处将阴道切断，子宫旁的主韧带、宫骶韧带
至少切除３ｃｍ，术中不进行解剖、分离和保守盆腔自主神经。

观察组手术方式：采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腹腔镜下广泛

子宫切除术，阴道与韧带切除范围与对照组相同。并在术中完

整保留直肠中动脉及其下方的盆腔神经丛、腹下神经机及有膀

胱神经支的外侧组织。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后性功能：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通过ＦＳＦＩ评分量

表从性欲望、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度、性交痛、阴道润滑等６
方面，１９个简明条目对两组患者进行女性性功能障碍进行评
估，每个条目０～５分，总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

术后生命质量调查：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的生命

治疗核心量表ＥＯＲＴＣ２Ｃ３０评估，本表包括３个部分，包括由躯
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认知功能及角色功能组成的功能

子量表；由疲劳、恶心呕吐、失眠、疼痛、气促、食欲下降、腹泻、

便秘组成的症状子量表；总健康状况和总生命质量。

术后比较两组患者尿意初始时的膀胱容量、最大排尿量、

排尿次数、残余尿体积、尿意强烈的膀胱容量的尿流动力学。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定量资料

以（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或配对样本ｔ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性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性功能ＦＳＦＩ评分无明显差异，术后６个月两
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均较术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术
后１年 ＦＳＦＩ评分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对照组术后１年 ＦＳＦＩ
评分较术前下降，观察组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 ＦＳＦＩ评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性功能ＦＳＦＩ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年

对照组 ３５ ２８３５±４２１ ２０３６±３１２ ２７４６±４１５

观察组 ３５ ２８４６±３９１ １７２４±４０９ ２０３６±４６７

２２　两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及情绪功能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社会功能评分、认知功能、角色功能及
症状子量表总评分、总健康状况评分及总生命质量评分在两组

之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功能子量表评分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认知功能 角色功能

症状子量表

总评分

总健康

状况评分

总生命

质量评分

对照组 １１４±３６ ９５±３６ ２８±０８ ３１±１４ ３９±０６ １６４±２６ ３９±１４ ３８±０９

观察组 １６４±４８ １４５±４１ ２９±１３ ３３±０９ ４１±０８ １８６±３２ ４２±１５ ３９±１０

２３　两组患者尿流动力学比较
观察组患者尿意初始时的膀胱容量、最大排尿量、排尿次

数、残余尿体积、尿意强烈的膀胱容量等尿流动力学指标均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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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尿流动力学比较

组别 ｎ 尿意初始时的膀胱容量 最大排尿量 排尿次数 残余尿体积 尿意强烈的膀胱容量

对照组 ３５ ２３１５±２７５ ２６８５±３７５ １４３±１７ ６２５±８４ ４６７５±４９８

观察组 ３５ ３３６４±４２５ １９９６±２４６ １８４７±２０ ９５６±８３ ５７６４±６４３

#

　讨论
宫颈癌是与病毒感染的相关性最强且好发于子宫颈下段

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与妊娠、性生活、ＨＰＶ感染、吸烟
等密切相关，尤其是高危型 ＨＰＶ病毒［８，９］。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仍然是早期宫颈癌的主要手术方式，由于此类手术切除部分阴

道、宫颈、宫体及宫颈旁组织而范围较大［１０，１１］，所以术后并发症

种类较多，例如膀胱、直肠及性功能障碍等［１２］。广泛性子宫切

除术以根治宫颈癌为目的，在术中不仅破坏了生殖系统的完整

性，同时损伤了盆腔自主神经及盆腔细微结构，导致性神经传

导中断，最终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１３－１６］。已有众多研究发

现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可导致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１７］。如何在

切除最大病灶的前提下保护盆腔自主神经不受损伤、保证其完

整性，是术后保证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关键。

本研究显示，腹腔镜下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子宫全切

术的观察组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 ＦＳＦＩ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及情绪功能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尿意初始时的膀胱容量、最大
排尿量、排尿次数、残余尿体积、尿意强烈的膀胱容量等尿流动

力学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提示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全切除术并

保留盆腔神经可以改善早期宫颈癌患者的生命质量、性功能及

排尿功能。

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引起阴道变短、阴道壁弹性变差，在性

唤起过程中由于阴道壁肌肉松弛及动静脉血管网充血不充分，

而影响患者性功能［１８］。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性子宫切

除术在不影响手术范围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对患者心理影响较小，进而改善生命质量，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可以改善性功能及排尿障碍。

综上所述，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尽可能多地保留盆腔自

主神经有利于宫颈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可以改善常规广

泛性子宫全切除术因切除范围过大所导致的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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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情况及转阴率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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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患者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情况及转阴率的相关影响
因素。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７３例宫颈上皮内瘤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ＨＰＶ检测。所
有患者均在我院接受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治疗，对术后６个月 ＨＰＶ转阴的患者进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正常组（６０例）、ＣＩＮⅠ级组（６８例）、ＣＩＮⅡ级组（５９例）、ＣＩＮⅢ级组（４６例）的 ＨＰＶ感染率分别为
１８３％、６３２％、８１４％、９５７％。年龄、病毒负荷量、病理切缘、避孕方式、性伴侣个数、配偶性伴侣个数等６
项影响ＨＰＶ转阴率的相关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ＨＰＶ感染率随宫颈上皮内瘤变病变
程度增加而上升，严密检测ＨＰＶ有利于预警病情发展，提高宫颈癌诊断准确率。年龄、病毒负荷量、病理切
缘、避孕方式、性伴侣个数、配偶性伴侣是ＨＰＶ转阴率的相关影响因素，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对宫颈上皮内瘤
变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人乳头瘤病毒；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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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是临 床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疾病，与宫颈癌的发生存在密切联

系［１］。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是宫颈
上皮内瘤变发生并发展为宫颈癌的重要影响因素［２］。目前针

对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情况及转阴率的相关影响因
素分析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７３
例宫颈上皮内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情况及转阴率的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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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７３例宫颈上皮内瘤
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在我院接受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

治疗，年龄２１～５５岁，平均（３８６５±１６４２）岁；文化程度初中及
其以下４６例，高中及其以上８９例。根据子宫颈鳞状上皮细胞
异常增生情况［４］，将患者分为 ＣＩＮⅠ级组、ＣＩＮⅡ级组、ＣＩＮⅢ级
组。ＣＩＮⅠ级组（６８例）：轻度非典型增生，异型细胞局限于宫
颈上皮层的下１／３区；ＣＩＮⅡ级组（５９例）：中度非典型增生，异
型细胞局限于宫颈上皮层的下 １／３～２／３区；ＣＩＮⅢ级组（４６
例）：重度非典型增生，异型细胞几乎累及全部宫颈上皮层。选

取同期在我院行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宫颈病理结果正常的６０
例健康患者纳入正常组。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宫颈上皮内瘤变相关诊断标准［３］，经病

理组织学证实确诊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患者；（２）在我院接受
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治疗（宫颈冷刀锥切术或 ＬＥＥＰ术）的患
者；（３）年龄≥１８岁，已婚或未婚而有性行为史的女性；（４）患
者或其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１）全子宫切除史的患者；（２）有放化疗史的患者；（３）生殖
道炎症的患者；（４）神经功能障碍或精神异常的患者。
１２　ＨＰＶ检测

宫颈上皮内瘤变的 １７３例患者及 ６０例健康患者均进行
ＨＰＶ检测。标本采集前先以棉拭子擦拭宫颈口分泌物，再用宫
颈刷插入宫颈内口紧贴移行区黏膜，按逆时针旋转４圈，采集宫
颈上皮脱落细胞，置于保存液中。将宫颈细胞保存液离心处理

后，用ＤＮＡ试剂盒提取ＤＮＡ，采用人乳头瘤病毒分型基因芯片
进行ＨＰＶ检测，可检测２３种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包括１８种高
危型ＨＰＶ和５种低危型 ＨＰＶ。检测样本的 ＲＬＵ／ＣＯ≥１０，即
可诊断为ＨＰＶ阳性。
１３　ＨＰＶ转阴分析

１７３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均给予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治
疗宫颈冷刀锥切术或 ＬＥＥＰ术。所有病例术后６个月进行随
访，检测ＨＰＶ阳性，对术后６个月ＨＰＶ转阴的患者进行相关影
响因素分析。分析ＨＰＶ转阴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最初）病
毒负荷量、病理切缘、吸烟、饮酒、避孕方式、初次性生活年龄、

性伴侣个数、配偶性伴侣个数等临床资料。饮酒：≥３０ｇ／月为
经常饮酒，＜３０ｇ／月为偶尔饮酒。吸烟史：每天吸烟≥１支，持
续时间≥３个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计量
资料以（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构成比、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正态分布以（珋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法
（方差齐性时）或Ｔａｍｈａｎｅ’ｓＴ２法（方差不齐时）。多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与宫颈上皮瘤变情况

对２３３例患者进行ＨＰＶ阳性检测，结果显示，宫颈正常组
６０例患者中ＨＰＶ阳性１１例，感染率为１８３％；宫颈病变组１７３
例患者中ＨＰＶ阳性１３５例，感染率７８０％。宫颈上皮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人（χ２＝６７８６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ＨＰＶ感染与宫颈上皮瘤变情况

ＨＰＶ感染
宫颈上皮瘤变

病变 正常 合计

阳性 １３５ １１ １８６

阴性 ３８ ４９ ４７

合计 １７３ ６０ ２３３

２２　不同病变程度患者的ＨＰＶ感染情况
对１７３例宫颈上皮瘤变患者进行ＨＰＶ阳性检测，结果显示

ＣＩＮⅢ级的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于 ＣＩＮⅠ级、ＣＩＮⅡ级（Ｐ＜
００５）。随病变程度的提高ＨＰＶ感染率逐渐上升。见表２。

表２　不同病变程度患者的ＨＰＶ感染情况

组别 例数 低危型ＨＰＶ 高危型ＨＰＶ 阳性感染率

ＣＩＮⅠ级 ６８ ３２（４８５） １１（１６２） ４３（６３２）①

ＣＩＮⅡ级 ５９ ９（１５３） ３９（６６１） ４８（８１４）②

ＣＩＮⅢ级 ４６ ２（４３） ４２（９１３） ４４（９５７）③

合计 １７３ ４３（２４９） ９２（５３２） １３５（７８０）

　　注：①与ＣＩＮⅡ级比较，χ２＝５１０７，Ｐ＜００５；②与 ＣＩＮⅢ级比较，χ２

＝４８７０，Ｐ＜００５；③与ＣＩＮⅠ级比较，χ２＝１５９５３，Ｐ＜００５

２３　宫颈上皮内瘤变并 ＨＰＶ感染患者治疗后影响 ＨＰＶ转阴
的相关因素

　　所有患者均接受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
变并ＨＰＶ感染患者１３５例，术后６个月 ＨＰＶ转阴患者１１０例，
转阴率为８１５％（１１０／１３５）。对１０种可能影响 ＨＰＶ转阴的相
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病毒负荷量、病理切

缘、避孕方式、性伴侣个数、配偶性伴侣个数等６项影响因素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宫颈上皮内瘤变并ＨＰＶ感染患者治疗后影响ＨＰＶ转阴的相关因素

影响因素 例数（ｎ＝１３５）ＨＰＶ转阴率 χ２ Ｐ

年龄（岁）

　≤３５ ５４（４００） ４９（９０７）

　＞３５ ８１（６００） ６１（７５３） ４５８３ ００３２

文化程度

　高中及其以上 ８９（６５９） ７５（８４３）

　初中及其以下 ４６（３４１） ３５（７６１） １３４６ ０２４６

病毒负荷量（ＲＬＵ／ＣＯ）

　＜１００ ４８（３５６） ４６（９５８）

　≥１００ ８７（６４４） ６４（７３６） １０１６７ ０００１

病理切缘

　阴性 １１２（８３０） ９７（８６６）

　阳性 ２３（１７０） １３（５６５） １１４４６ ０００１

吸烟

　否 １０２（７５６） ８６（８４３）

　是 ３３（２４４） ２４（７２７） ２２１８ ０１３６

饮酒

　偶尔 ７６（５６３） ６６（８６８）

　经常 ５９（４３７） ４４（７４６） ３３１２ ００６９

避孕方式

　避孕套 ８０（５９３） ７４（９２５）

　非避孕套 ５５（４０７） ３６（６５５） １５７９９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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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因素 例数（ｎ＝１３５）ＨＰＶ转阴率 χ２ Ｐ

初次性生活年龄（岁）

　≥２０岁 ８２（６０７） ６９（８４１）

　＜２０岁 ５３（３９３） ４１（７７４） ０９８３ ０３２１

性伴侣个数

　１ ９１（６７４） ８１（８９０）

　≥２ ４４（３２６） ２９（６５９） １０４９０ ０００１

配偶性伴侣个数

　１ ８６（６３７） ７２（８３７）

　≥２ ５９（４３７） ３８（６４４） ７１２９ ０００７

２４　宫颈上皮内瘤变并 ＨＰＶ感染患者治疗后 ＨＰＶ转阴的多
因素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毒负荷量、病理切缘、避孕方
式、性伴侣个数等４个因素为独立影响因素。见表４。

表４　宫颈上皮内瘤变并ＨＰＶ感染患者治疗后ＨＰＶ转阴的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病毒负荷量 ０４６７ １２１６ １３４５ １２２５－１３２９ ０００１

病理切缘 ０６４９ １５２４ １４０３ １２６８－１８５９ ０００１

避孕方式 ０４７２ ０９２３ １８２７ １５３３－２２６８ ０００１

性伴侣个数 ０５１０ ０８１８ １５２５ １２５４－１８９１ ０００１

　　注：Ｂ偏回归系数；ＳＥ标准误差；ＯＲ优势比；ＩＣ可信区间

#

　讨论
宫颈上皮内瘤变是宫颈癌的癌前病变，如果不能进行有效

的预防干预极易发展为宫颈癌［５］。ＨＰＶ是一种球形 ＤＮＡ病
毒，有１００多种亚型，根据致癌性主要分为低危型 ＨＰＶ与高危
型ＨＰＶ［６］。性接触是 ＨＰＶ感染的主要途径，可能造成患者皮
肤黏膜鳞状上皮增殖，引发多种生殖系统疾病［７］。

ＨＰＶ感染是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发生并发展为宫颈癌的
重要因素。郭苗等［８］研究宫颈上皮内瘤变与 ＨＰＶ感染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ＣＩＮⅠ级组ＨＰＶ阳性率为７６９％，ＣＩＮⅡ级组ＨＰＶ
阳性率为８３３％，ＣＩＮⅢ级组阳性率为９００％，宫颈癌 ＨＰＶ阳
性率为１００％，随着宫颈上皮内瘤变病变级别的提高，ＨＰＶ阳性
率逐渐上升，认为ＨＰＶ是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发展为宫颈癌的
关键因素。吴筱花［９］等探讨宫颈病变与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结
果显示正常组宫颈的ＨＰＶ感染率为１４６６％，宫颈上皮内瘤变
的ＨＰＶ感染率为１００％，认为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病变的主要病
因，检测ＨＰＶ感染情况有助于判断宫颈上皮内瘤变的病变进
展。周利敏等［１０］探讨ＨＰＶ检测在宫颈上皮内瘤变诊断与预后
中的作用，结果显示 ＣＩＮⅠ级组 ＨＰＶ阳性率为８２３５％，ＣＩＮⅡ
级组ＨＰＶ阳性率为９５１６％，ＣＩＮⅢ级组阳性率为１００００％，认
为ＨＰＶ检测对提高宫颈病变诊断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显示，宫颈上皮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人，宫颈
上皮内瘤变病变级别随 ＨＰＶ感染率上升而提高，与以上研究
相符。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ＣＩＮⅠ级组的 ＨＰＶ感染类型多为低危
型，而ＣＩＮⅡ级组与ＣＩＮⅢ级组的 ＨＰＶ感染主要为高危型。高
危型ＨＰＶ持续感染是宫颈上皮内瘤变发展为宫颈癌的必要条
件［１１］。高危型ＨＰＶ致癌的主要机制为，通过转化 Ｅ６基因、Ｅ７

基因，干扰正常的细胞周期调控，导致细胞异常增殖，引发恶性

肿瘤。宫颈细胞学检查是目前诊断宫颈病变的主要检查手段，

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但由于需要医师凭经验进行主观分析与判

断，易发生误诊和漏诊的情况［１２］。将 ＨＰＶ检测纳入到宫颈病
变的检测中，作为宫颈细胞学检测的辅助手段，可以提高宫颈

癌及癌前诊断的准确性。

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有效清除病灶及

周围组织，ＨＰＶ随患者的康复而消退转变为阴性［１３］。但在多

种因素影响下，可能导致术后ＨＰＶ阳性残留，引发ＨＰＶ持续感
染，造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术后复发。年龄层较高（≥３５岁）的
患者具有更高的ＨＰＶ持续阳性率，年龄层较低（＜３５岁）具有
更高的ＨＰＶ转阴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的免疫功能与激素
水平显著降低，导致病毒清除能力减弱。年轻的患者具有更强

的机体免疫功能，可以自我清除病毒，恢复细胞的正常功能［１４］。

因此应当加强妇女健康意识宣传，开展疾病普查工作，建议＞３５
岁患者定期进行ＨＰＶ检测，避免发生持续ＨＰＶ感染，导致宫颈
上皮内瘤变复发。手术病理切缘是 ＨＰＶ转阴率的重要影响因
素。病理切缘呈阳性，表明手术清除病灶时未能彻底清除病灶

周围的病变组织，导致病毒残留，造成术后 ＨＰＶ持续感染［１５］。

因此在宫颈上皮内瘤变手术治疗应当加强手术切缘等检查与

监测，预防宫颈上皮内瘤变复发。高病毒负荷量会增加ＨＰＶ持
续感染的风险。最初病毒负荷量较低的患者在术后有较高的

ＨＰＶ转阴率，术后宫颈上皮内瘤变复发风险较低。吸烟是ＨＰＶ
常见的危险因素，相关研究显示，尼古丁等物质会在宫颈粘液

中累积，破坏宫颈上皮免疫机能，造成 ＨＰＶ持续感染［１６］。但在

本研究中吸烟与ＨＰＶ转阴率无显著相关性。可能由于女性吸
烟人数较少，本次研究中女性吸烟人数仅为３３例，加之公共场
所禁烟力度增强，被动吸烟情况有所减少，对研究结果造成一

定影响。性传播是ＨＰＶ感染的主要途径［１７］。不洁的性行为会

增加ＨＰＶ持续感染的风险。在性生活中，注意保持个人及配偶
的卫生清洁，坚持长期使用避孕套可以避免接触ＨＰＶ病毒或减
少ＨＰＶ病毒负荷量，降低再次感染的风险。性伴侣个数及配偶
性伴侣个数是ＨＰＶ转阴率的影响因素［１８］，主要由于男性阴茎

可能携带ＨＰＶ，如果未使用避孕套等安全防护措施进入女性生
殖道后，极易造成ＨＰＶ再感染，而多个性伴侣会增加感染的风
险，配偶拥有多个性伴侣也会增加阴茎携带病毒的风险。

综上所述，随着宫颈上皮内瘤变病变程度的加重，ＨＰＶ感
染率逐渐上升，两者呈正相关性。年龄、病毒负荷量、病理切

缘、避孕方式、性伴侣个数、配偶性伴侣个数等６项因素是 ＨＰＶ
转阴率的相关影响因素，积极控制影响因素有利于控制ＨＰＶ感
染和降低宫颈上皮内瘤变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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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感染对宫颈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影响
罗亚辉　江赛
安康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 安康 ７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对宫颈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
我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４例宫颈炎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ＨＰＶ感染情况分为ＨＰＶ阳性组４１
例，ＨＰＶ阴性组５４例，再选取同时期在我院接受体检的５０例健康人临床资料，并设置为对照组，比较三组
阴道微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结果：ＨＰＶ阳性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８７８０％较 ＨＰＶ阴性组４４４４％及
对照组２％显著较高（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组菌群密度ＩＩ～ＩＩＩ级、菌群多样性ＩＩ～ＩＩＩ级、ｐＨ值≤４５的概率
较ＨＰＶ阴性组和对照组显著较低（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组微生态失调率较 ＨＰＶ阴性组和对照组显著较高
（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组惰性乳酸杆菌、卷曲乳酸杆菌、加氏乳酸杆菌、詹氏乳酸杆菌分布率较 ＨＰＶ阴性组
和对照组均显著较低（Ｐ＜００５）。结论：ＨＰＶ感染的宫颈炎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调，阴道乳酸杆菌水平显著
降低，ＨＰＶ感染会造成阴道病原体繁殖，增加女性生殖道感染和宫颈上皮细胞异常增生的风险。

【关键词】　ＨＰＶ感染；宫颈炎；阴道微生态；乳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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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炎是育龄期女性临床常见疾病之一，主要包括宫颈阴
道炎症以及宫颈管黏膜炎症，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阴道分泌

物增多，性交后出血、月经期间出血等等［１，２］。女性的生殖道微

生态体系非常的复杂，包括阴道正常解剖、阴道菌群、周期性内

分泌变化以及阴道宫颈局部免疫等，各方面通过相互制约、相

互协调，达到维持动态平衡的阴道微生态体系的目的，而一旦

这个平衡被打破，就会增加女性生殖道感染的风险［３，４］。人乳

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目前对造成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尚不清楚，有研究认为ＨＰＶ
感染与阴道微生态平衡被打破有关［５，６］。为探究 ＨＰＶ感染对
宫颈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影响，本次研究特选取我院宫颈炎患

者９５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５例宫颈
炎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 ＨＰＶ感染情况分为 ＨＰＶ阳性 ４１
例、ＨＰＶ阴性组５４例，再选取同时期在我院接受体检的５０例
健康人设置为对照组。ＨＰＶ阳性组年龄２１～４２岁，平均年龄
（３１５４±１００６）岁；其中轻度１５例，中度１８例，重度８例；患者
行ＨＰＶ分型检测显示阳性。ＨＰＶ阴性组年龄２２～４１岁，平均
年龄（３１４９±９１５）岁；其中轻度１８例，中度２５例，重度１１例；
患者行ＨＰＶ分型检测显示阴性。对照组年龄２０～４０岁，平均
年龄（３０４４±９１４）岁。纳入标准：（１）为已婚育龄女性，短期
内暂无生育要求；（２）阴道镜检查未发现异常；（３）１周内未使
用过任何引导药物、未进行过阴道灌洗；（４）近期内未服用过抗
生素。排除标准：（１）进行阴道分泌物取样前３ｄ有性生活者；
（２）阴道分泌物取样前行妇科检查者；（３）合并有阴道炎、盆腔
炎以及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者；（４）妊娠女性；（５）患有免疫缺
陷型疾病者。三组纳入研究对象在年龄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核，患者对
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所有纳入研究对象均于月经干净后５～７ｄ内进行阴道分泌

物标本采集。应用窥器使阴道宫颈暴露，用无菌的长棉签于阴

道上１／３段近穹隆处旋转１０～１５ｓ，见棉签上明显的分泌物后做
好标记放入４℃的冰箱中存放，并确保在２ｈ内送检。
１３　观察方法

比较三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乳酸杆菌半定量测

量方法：将获得的阴道分泌物涂片，风干后用瑞士吉姆萨染色，

后置于放大倍数为１００×１０的油镜下观察乳酸杆菌含量。

比较三组患者阴道微生态状况。用 Ｇｒａｍ对涂片染色后置
于显微镜下观察，菌群密集度用放大倍数为１００×１０的油镜观
察，每个视野平均细菌数分为 Ｉ～ＩＶ四个等级，Ｉ级视野平均细
菌数为１～９，ＩＩ级为１０～９９，ＩＩＩ级视野平均细菌数为１００或以
上个，ＩＶ级细菌聚集成团或密集覆盖于黏膜上。菌群多样性同
样分为Ｉ～ＩＶ四个等级，Ｉ级能辨别出１～３中细菌，ＩＩ级能分辨
出４～６种细菌，ＩＩＩ级能分辨出７～１０种细菌，ＩＶ级能分辨出１１
种以上的细菌。阴道内环境呈酸性，ｐＨ≤４５为正常，＞４５为
异常。菌群密度、菌群多样性、优势菌、炎性反应、ｐＨ值、Ｈ２Ｏ２
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即为微生态失调。

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检测并比较三组阴道内乳酸
杆菌种类分布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对比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比较

ＨＰＶ阳性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８７８０％较 ＨＰＶ阴
性组 ４４４４％及对照组 ２％显著较高，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异常 正常

ＨＰＶ阳性组 ４１ ３６（８７８０）▲ ５（１２２０）▲

ＨＰＶ阴性组 ５４ ２４（４４４４）▲ ３０（５５５６）▲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００） ４９（９８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ＰＶ阴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阴道微生态状况比较
ＨＰＶ阳性组菌群密度ＩＩ～ＩＩＩ级、菌群多样性 ＩＩ～ＩＩＩ级、ｐＨ

值≤４５的几率分别为３９０２％、３９０２％、２６８３％，较 ＨＰＶ阴性
组（７５９３％、５３７０％、４４４４％）和对照组（９２％、７６％、２６％）显著
较低，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组微生态失调率为
７５６１％，较ＨＰＶ阴性组（４６３０％）和对照组（２６％）显著较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阴性组菌群密度ＩＩ～ＩＩＩ级、菌
群多样性ＩＩ～ＩＩＩ级、ｐＨ值≤４５的几率较对照组均显著较低，微
生态失调率较对照组显著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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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患者阴道微生态状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菌群密度（ＩＩ～ＩＩＩ） 菌群多样性（ＩＩ～ＩＩＩ） ｐＨ值≤４５ 微生态失调

ＨＰＶ阳性组 ４１ １６（３９０２）▲ １６（３９０２）▲ １１（２６８３）▲ ３１（７５６１）▲

ＨＰＶ阴性组 ５４ ４１（７５９３）▲ ２９（５３７０）▲ ２４（４４４４）▲ ２５（４６３０）▲

对照组 ５０ ４６（９２００） ３８（７６００） ３７（７４００） １３（２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ＰＶ阴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阴道内乳酸杆菌种类分布比较
ＨＰＶ阳性组惰性乳酸杆菌、卷曲乳酸杆菌、加氏乳酸杆菌、

詹氏乳酸杆菌分布率为６５８５％、５３６６％、４６３４％、３９０２％，较
ＨＰＶ阴性组（７９６３％、８８８９％、８１４８％、５９２６％）和对照组
（８２％、７０％、９４％、７０％）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阴道内乳酸杆菌种类分布比较

菌种
ＨＰＶ阳性组
（ｎ＝４１）

ＨＰＶ阴性组
（ｎ＝５４）

对照组

（ｎ＝５０）

惰性乳酸杆菌 ２７（６５８５）▲ ４３（７９６３） ４１（８２００）

卷曲乳酸杆菌 ２２（５３６６）▲ ４８（８８８９） ３５（７０００）

加氏乳酸杆菌 １９（４６３４）▲ ４４（８１４８） ４７（９４００）

詹氏乳酸杆菌 １６（３９０２）▲ ３２（５９２６） ３５（７０００）

嗜酸乳酸杆菌 １６（３９０２） ２１（３８８９） ２０（４０００）

短小乳酸杆菌 ７（１７０７） １９（３５１９） １９（３８００）

植物乳酸杆菌 ２（４８８） １０（１８５２） １２（２４００）

约氏乳酸杆菌 ２（４８７） ３（５５６） ３（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ＰＶ阴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女性下生殖道是开放性的腔道，也是人体内重要的微生态

区，微生态群、宿主及环境之间通过保持动态平衡状态，相互制

约、相互依存，以维持正常生理机制［７］。健康女性的阴道环境呈

酸性，宫颈黏液呈碱性，阴道内的正常菌群是阴道微生态的核心，

乳酸杆菌是阴道分泌物中分离率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微生物，对维

持阴道正常菌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８，９］。阴道菌群的主要作

用是作为生物屏障阻挡侵袭外来菌，阴道菌群在维持阴道酸性环

境的同时还具有激活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诱导癌细胞凋亡，有

效预防癌前病变［１０］。一旦阴道内优势菌种与其他菌种之间的动

态平衡关系被破坏，则生物屏障作用会减弱甚至消失，外来病菌

入侵，可能引起多种阴道疾病的发生［１１，１２］。宫颈炎的发病与外

源性病菌入侵、宫颈损伤、机体局部免疫应答异常有关，阴道微生

态平衡会受到影响，乳酸杆菌减少或活性降低，导致阴道内 ｐＨ
值异常升高，生殖道发生机会性感染的几率上升［１３，１４］。

ＨＰＶ是一种球形ＤＮＡ病毒，会引起皮肤黏膜的磷状上皮增
殖，ＨＰＶ在女性阴道中是较为常见的病原体，正常情况下不会造
成感染，但一旦阴道微生态失衡，ＨＰＶ在阴道长期持续性感染，
便会引起宫颈上皮异常增生和癌变［１５－１７］。曾新等［１８］研究认为，

持续性的ＨＰＶ感染是导致女性发生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或发展
为宫颈癌的重要因素，ＨＰＶ负荷量越高，患者病变可能性越大，
对宫颈炎患者进行ＨＰＶ检测对预防宫颈癌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ＨＰＶ阳性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异常率
较ＨＰＶ阴性组及对照组显著较高，ＨＰＶ阳性组菌群密度ＩＩ～ＩＩＩ
级、菌群多样性ＩＩ～ＩＩＩ级、ｐＨ值≤４５的几率较 ＨＰＶ阴性组和

对照组显著较低，ＨＰＶ阳性组微生态失调率较ＨＰＶ阴性组和对
照组显著较高，阴道内环境ｐＨ值通常为３８～４４，乳酸杆菌能
通过分解阴道黏膜上皮内的糖原产生乳酸，使阴道内的细菌均呈

嗜酸性或耐酸性，有效抑制致病病菌在生长增殖，乳酸杆菌减少，

阴道微生态失调，ＮＰＶ的感染几率增大，ＮＰＶ感染的宫颈炎患者
阴道微环境失调现象更显著。分析三组乳酸杆菌分布情况发现，

ＨＰＶ阳性组惰性乳酸杆菌、卷曲乳酸杆菌、加氏乳酸杆菌、詹氏乳
酸杆菌分布率较ＨＰＶ阴性组和对照组显著较低。乳酸杆菌对维持
阴道清洁度、保持微生态平衡、抑制病原体生殖有着重要意义，其中

卷曲乳酸杆菌、惰性乳酸杆菌、加氏乳酸杆菌还具有拮抗ＨＰＶ的作
用，ＨＰＶ阳性组患者乳酸杆菌水平降低，阴道微环境改变。

综上所述，ＨＰＶ感染的宫颈炎患者阴道微环境表现失调，乳
酸杆菌水平降低，免疫平衡受到破坏，就会增加女性生殖道感染

和宫颈上皮细胞异常增生的风险，在临床上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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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老年性阴道
炎疗效观察
居锦芬１　韩国荣２

１南京市中心医院妇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２南京市第二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老年性阴道炎（ＳＶ）的疗效。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月３在南京市中心医院和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８４例老年性阴道炎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年龄５６～６８岁，平均年龄６１５岁，将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４２例）和对照组（４２例）。观察组患者
给予以阴道外用雌三醇软膏０５ｍｇ／次、乳酸菌阴道胶囊０５ｇ，每晚各１次，连用６周。对照组患者仅用雌三
醇软膏或乳酸菌阴道胶囊，其用法、剂量和疗程与观察组保持相同。观察两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并随访治疗后半年的复发率。结果：治疗６周后，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５２４％，明显高于对照组使
用雌三醇软膏或使用乳酸菌阴道胶囊７３８１％（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虽然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但是
不影响后续治疗；随访半年后发现观察组复发３例（７１４％ ），对照组复发１７例（４０４８％），观察组患者的复
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发病率（Ｐ＜００５）。结论：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老年性阴道
炎疗效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明显，可降低复发率。

【关键词】　老年性阴道炎；雌三醇软膏；乳酸菌阴道胶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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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性阴道炎（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ＳＶ）是妇科常见疾病，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老年妇女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巢功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衰退，而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随着降低，从而导致阴道

局部抵抗力下降、细菌入侵所致。因此，补充雌激素或抵制细

菌入体是主要的治疗方式，其中雌三醇软膏和乳酸菌阴道胶囊

是治疗此症的常用药物，但雌三醇软膏药物使用后部分患者的

治疗效果欠佳，并且后期容易复发［１－３］。而乳酸菌阴道胶囊大

部分是有人工培养繁殖的微生物药剂，此药物的单一使用虽然

对老年性阴道炎有一定的效果，但从我院整体患者的疗效看，

复发的比率相对较高。结合我院近些年来在治疗老年性阴道

炎的经验和探索来看，使用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

治疗老年性阴道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且患者以后的复发率

会大大降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南京市中心医院和南京
市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老年性阴道炎患者共８４例，将患者以随
机组表对照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４２人，年
龄５６～６８岁，患者都已经绝经，病程最长的１０４个月，最短的１５
个月。对照组组患者４２人，年龄５７～６７岁，患者都已经绝经；
患者病程最长的６８个月，最短的１７个月。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对比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年龄结构及病史对比

组别 人数 年龄（岁） 病史（年） 绝经时间（年）

观察组 ４２ ６０４±６１ ２７±９１ ９４±２８

对照组 ４２ ６１７±５２ ２４±８７ １１３±３５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４］：所有患者均有老年性阴道炎的症状。排除标

准：阴道分泌物检查有衣原体、支原体、霉菌等感染；有乳腺癌、

子宫内膜增生等患者。本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同意接受使用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并对个

人病例数据的采集、保存等知情同意，愿意配合此研究方案。

１３　疗效标准和复发评判标准
疗效标准：（１）痊愈：治疗后阴道黏膜经检查呈苍白色或淡

粉红色，分泌物清洁度达标，用此方法治疗后自觉症状完全消

失；（２）有效：阴道黏膜充血相对以前有明显好转，但并没有未
完全消退，用此方法治疗后自觉症状较前明显减轻；（３）无效：
阴道炎症仍存在，用此方法治疗后自觉症状较前无明显好转。

复发判定标准：患者经过治疗痊愈后，又出现了老年性阴

道炎的症状和特征，患者阴道分泌物的镜检为ＩＩＩ～ＩＶ度［５］。

１４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予以阴道外用雌三醇软膏（爱尔兰 Ｏｒｇａｎｏｎ

Ｌｔｄ，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４０８０３，产品编号 Ｂ１４２０００２７０５３），０５ｍｇ／
次；乳酸菌阴道胶囊（西安华誉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０２９３，产品编号２２２０１０１６４）０５ｇ，每晚各１次，连用６周。
对照组：患者仅用雌三醇软膏０５ｍｇ／次，每晚１次；或使

用乳酸菌阴道胶囊０５ｇ，每晚１次，连用６周。

观察和检查：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肝肾功能、血尿常规等

检查情况。治疗半年后观察患者复发情况，并比较两者的复

发率。

１５　统计学的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实验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以均

值±标准差（珋ｘ±ｓ）来表示，计量资料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效果对比

两组患者用药６周后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２７人治愈、１３
人有效、２人无效，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５２４％ ；对照组患者２０
人治愈、１１人有效、１１人无效，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７３８１％。通
过对比两组的治愈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临床症状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的

改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临床症状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外阴瘙痒 白带增多 尿道的刺激感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２ ４０（９５２） ３９（９２９） ３９（９２９）

　治疗后 ４２ ６（１４３） ６（１４３） ５（１１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２ ３９（９２９） ４１（９７６） ４０（９５２）

　治疗后 ４２ １９（４５２） １８（４２９） １８（４２９）

　　χ２ １７８４ １６４２ ０７４１

　　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注：Ｐ表示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２３　半年后两组患者复发结果对比
此结果是对３９名观察组患者和３１名对照组患者治疗半年

后复发情况的对比，结果显示共有１２名患者出现复发状况，其
中观察组 ３人，复发率为 ７１４％，对照组 １７人，复发率为
４０４８％ ，通过对比两组的半年后的复发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半年后两组患者复发结果对比

组别 人数 第１月第２月第３月第４月第５月第６月
半年内

发病率（％）

观察组 ４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７１４

对照组 ４２ ２ ３ ３ ４ ２ ３ ４０４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　治疗后不良反应的情况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都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发生，两组对比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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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治疗后不良反应的情况对比

组别 ｎ 乳房胀痛 阴道灼热 阴道瘙痒 总的发生率（％）

对照组 ４２ ６ ７ ７ ４７６２

观察组 ４２ １ ２ ２ １１９０

χ２ １７８２

Ｐ ００１３

２５　两组患者安全指标的情况
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肝肾功能、血尿常规等检查。患者的

多项常规检查未出现异常现象。

#

　讨论
根据目前我国年龄现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每年在不断的

增长，而老年性阴道炎患者也越来越多，属于老年妇女中常见

的疾病。根据临床报告显示，绝经后的妇女此病的发病率在

２５％以上，因此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６－１１］。而此发病原因主要

是由于老年妇女卵巢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减退，阴道内分

泌雌激素也会慢慢减少而引起，从而导致阴道内部的内黏膜逐

渐变薄，女性生殖器萎缩，阴道内良性乳酸菌数量减少，从而致

使病菌大量繁殖而引起的反应。此病情如果不能及时的得到

治疗，轻则引起阴道弹性下降、局部溃疡，阴道狭窄等状况，重

则出现阴道畸形、积脓等状况，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的身体

健康［１２－１５］。

老年性阴道炎的治疗途径主要是通过用药物调节阴道内

雌激素水平、促进阴道内各项指标的平衡。本研究提到的雌三

醇软膏是一种用于阴道局部使用的雌激素，它的主要疗效在于

通过补充阴道黏膜雌激素，促进尿生殖道逐渐恢复正常，改善

泌尿生殖道上皮细胞抗感染力［１６，１７］。而乳酸菌阴道胶囊也是

目前治疗老年性阴道炎患者的主要药物［１８］。它主要疗效是可

分解阴道内原来储存的糖原，产生乳酸，降低患者阴道 ｐＨ值，
并能够抑制其他致病菌的繁殖，增强患者阴道本身的自净力；

通过补充阴道内的乳酸菌，阻碍其他有害的致病菌在阴道黏膜

上皮上的粘附；另外乳酸菌阴道胶囊还可以产生抗体和补体，

从而使患者自身阴道内菌群达到相对的平衡。结合本次研究

的表２结果显示，观察组使用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
合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总效果率为９５２４％，对照组使用雌三
醇软膏或乳酸菌阴道胶囊单一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总效果率

为７３８１％，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另外在对患
者治疗６周后总复发率的对比显示，观察组为７１４％、对照组
为４０４８％，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因此疗效结果显示表明
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效果，

明显高于单一使用一种药物的治疗效果，疗效显著。其原因是

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能在补充患者自身雌激素的同

时调整患者阴道细菌的均衡，建立正常微生态系统平衡，从而

达到治疗效果，并且能有效地降低复发率。

综上所述，在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效果上使用雌三醇软膏

与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效果明显要高于

单一使用一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且能有效的降低患者的复发

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ｕａｎｇＸＹ，ＬｕｏＷＤ，ＨｏｎｇＺ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ｔｓｉｘ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０３－２１０．

［２］　Ｅｎｐｕ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ｍａｒｉｎ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
ｕ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７８（１０）：８９－９５．

［３］　ＳｈｉＭＱ，ＫｅＨ，ＸｉａＹ，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ａｒｉｎｏｉｎｔ
ｍｅｎｔａｎｄｚｈｉｂａｉｄｉｈｕａｎｇｐ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３４（５）：２２４－２３０．

［４］　ＨｕｏＬ，ＸｕｅＳ，Ｗａｎｇ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
ｗｉｔｈ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４５（６）：３４１－３４５．

［５］　ＭａｏＸＺ，ＺｈａｏＬＨ，ＨｕａｎｇＨＹ，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０（９）：１９９－２０４．

［６］　Ｙａｎｇ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ｓ
ｔｒｏｇｅｎ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Ｍｅｄ
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６７（８）：４５０－４５５．

［７］　ＬｉＷ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Ｔｉｂｏｌｏｎｅ
Ｔａｂｌｅ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８（７）：５７７－５８０．

［８］　ＬｉａｎｇＺ．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９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９（１）：
４５－５５．

［９］　ＭａｏＸＺ，ＺｈａｏＬＨ，ＨｕａｎｇＨＹ，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５，７８（８）：６７１－６７５．

［１０］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５，１５（１）：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１］　ＷｅｂｅｒＭＡ，ＬｉｍｐｅｎｓＪ，ＲｏｏｖｅｒｓＪＰＷ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ａｔｒｏ
ｐｈ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２６（１）：
１５－２８．

［１２］　ＤａｒｅｎｇＥＯ，ＢＭＡ，ＦａｍｏｏｔｏＡＯ，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ｗｏｍｅ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４４（１）：１２３－１３７．

［１３］　ＤｉｋｏｖｓｋｉｙＡＶ，ＤｏｒｏｚｈｋｏＯＶ，ＲｕｄｏｉＡＢ．Ａｎｔｉｍｙｃｏ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ｂｉｏｔ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ｎｄｉｄａｌｖａｇｉｎｉ
ｔｉｓ：ＵＳ，ＵＳ８９８０３０３．２０１５，６７（７）：３９９－４０４．

［１４］　龚文．雌三醇软膏联合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临
床疗效分析．健康之路，２０１６，２４（４）：１２２－１２８．

［１５］　梁华丽．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雌三醇乳膏治疗老年性阴
道炎的疗效．大家健康：学术版，２０１６，１８（３）：１－９．

［１６］　自蓉．雌三醇软膏与乳酸菌阴道胶囊对老年性阴道炎患者阴道
微生态的影响．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６，１０５（２１）：４５６６－４５６８．

［１７］　季红珍．乳酸菌阴道胶囊联用结合雌激素治疗老年性阴道炎效
果观察．中国乡村医药，２０１５，７６（６）：２６－２７．

［１８］　艾婷，张莉，ＡｉＴｉｎｇ，等．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康复新治疗老年
性阴道炎的疗效观察．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６，２３（１０）：１５４２
－１５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２）



·５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王萍（１９７５—），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与研
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６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相关因素
分析
王萍　李杨锡
安康市中心医院妇科，陕西 安康 ７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相关因素，以采取相应的对策，降低ＲＴＩｓ
发生率。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检查的２０８名已婚妇女，并收集受检者配
偶的临床资料，分析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相关因素。结果：２０８名研究对象中共有６２例
ＲＴＩｓ，ＲＴＩｓ率为２９８１％。感染疾病构成以宫颈糜烂、细菌性阴道炎及念珠菌性阴道炎为主。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配偶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常出差、有过尿路感染、经期仍性生活、同房前不经常清洗生殖器、换洗

内裤时间＞２ｄ、公共浴所洗浴、包茎或包皮过长、不使用避孕套、与多人发生性关系、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为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多种相关因

素的影响，临床上应重视阴道疾病的筛查，与此同时应对成年人加强健康知识宣教工作，以提高生殖健康

水平。

【关键词】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配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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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感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ＴＩｓ）是受多种病
原体的侵袭而引起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一大类传染病总

称［１］。ＲＴＩｓ是与生殖健康密切相关，虽无明显组织恶性病变的
风险，但各种妇科炎症影响了女性性生活质量，降低了面对生

活的信心［２］。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及性观念的改变，育龄妇

女生殖道感染发病率逐年升高［３］。为探讨已婚育龄妇女生殖

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相关因素，本次研究选择析２０１５年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８月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检查的２０８名已婚妇女及其配
偶作为研究对象。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我院妇产科接受检
查的２０８名已婚妇女，并收集受检者配偶的临床资料，其配偶年
龄２０～４９岁，平均年龄（３２５６±５４１）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
下１１名，中学及中专１４８名，大专及以上４９名；配偶职业：工人
８１名，农民４３名，公司职员６３名，个体户２１名。

纳入标准：（１）年龄２０～４９岁；（２）结婚时间＞２年；（３）经
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了解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未婚或结婚时间 ＜２年；（２）
处于孕期或产褥期的妇女；（３）存在读写功能障碍、精神障碍
者；（４）调查资料有误或不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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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对所有受检已婚妇女的检查结果及其配偶的相关资料进

行汇总、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受检妇女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

职业、是否经常出差、是否有过尿路感染、经期是否仍坚持性生

活、同房清洗生殖器、周性生活次数、换洗内裤时间、洗浴方式、

是否包茎或包皮过长、避孕方式、是否嫖娼或出轨、ＲＴＩｓ相关知
识了解程度等信息，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

相关因素进行初步筛选，并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关联较大的
影响因素，以制定相应的对策，降低已婚妇女ＲＴＩｓ的发病率。
１４　生殖道疾病的检查

由妇产科医生进行常规检查与标本采集，标本送至实验室

由专业化验人员进行检查。细菌性阴道病采用胺试验、ｐＨ值测
定和镜检线索细胞，念珠菌性阴道炎采用湿片法，滴虫性阴道

炎采用悬滴法，支原体感染采用支原体分离培养法，衣原体感

染采用“快得”衣原体抗原检测试剂检测，尖锐湿疣采用醋酸白

试验法，淋病采用革兰氏染色法，梅毒初筛采用ＴＲＵＳＴ法，阳性
确诊采用 ＴＰＰＡ。妇科疾病诊断均符合第 ７版《妇产科学》
标准［５］。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感染率

在本调查研究中，２０８名研究对象中共有６２例 ＲＴＩｓ，ＲＴＩｓ
率为２９８１％。感染疾病构成以宫颈糜烂、细菌性阴道炎及念
珠菌性阴道炎为主。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８例已婚育龄妇女ＲＴＩｓ情况及构成比

病种 感染例数（ｎ） 构成比（％）

宫颈糜烂 １８ ２９０３

细菌性阴道炎 １５ ２４１９

念珠菌性阴道炎 ９ １４５２

滴虫性阴道炎 ６ ９６８

衣原体感染 ４ ６４５

附件炎 ３ ４８４

尖锐湿疣 ３ ４８４

淋病 ３ ４８４

梅毒 １ １６１

合计 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单因素分析
从分析结果中得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

的相关因素为配偶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常出差、有过尿路

感染、经期仍性生活、同房前不经常清洗生殖器、换洗内裤时间

＞２ｄ、公共浴所洗浴、包茎或包皮过长、不使用避孕套、与多人
发生性关系、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见表２。
２３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配偶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常出差、有过尿路感染、经期

仍性生活、同房前不经常清洗生殖器、换洗内裤时间 ＞２ｄ、公共
浴所洗浴、包茎或包皮过长、不使用避孕套、与多人发生性关

系、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
响的独立影响因素。见表３。

表２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临床因素
调查

例数

配偶感染率

［ｎ（％）］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０～２９ ７４ １１（１４８６） ８２９９ ＜００５
　３０～３９ ９０ ３７（４１１１）
　≥４０ ４４ １４（３１８２）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 ６（５４５５） ８１２６ ＜００５
　中学及中专 １４８ ５２（３５１４）
　大专及以上 ４９ ４（８１６）
配偶职业

　工人 ８１ １９（２３４６） ５４８１ ＜００５
　农民 ４３ １２（２７９１）
　公司职员 ６３ ２２（３４９２）
　服务人员 ２１ ９（４２８６）
丈夫经常出差

　是 ５６ ２３（４１０７） ４８０２ ＜００５
　否 １５２ ３９（２５６６）
丈夫是否有过尿路感染

　是 ５２ ２８（５３８５） ７４１４ ＜００５
　否 １５６ ３４（２１７９）
经期仍性生活

　从不 ９８ １８（１８３６） ８６５０ ＜００５
　偶尔 ９３ ３５（３７６３）
　经常 １７ ９（５２９４）
同房前清洗生殖器

　经常 ７３ １４（１９１８） ５５６２ ＜００５
　偶尔 １３５ ４８（３５５６）
周性生活次数

　１次 ４２ １３（３０９５） １２８３ ＞００５
　２次 １０８ ３１（２８７０）
　≥３次 ５８ １８（３１０３）
换洗内裤时间

　≤２ｄ １０９ ２２（２０１８） ６００６ ＜００５
　＞２ｄ ９９ ４０（４０４０）
洗浴方式

　淋雨 １１２ ２７（２４１１） ５２１９ ＜００５
　坐浴 ６５ ２２（３３８５）
　公共浴所 ３１ １３（４１９４）
包茎或包皮过长

　是 ２３ １０（４３４８） ４６４１ ＜００５
　否 １８５ ５２（２８１１）
是否使用避孕套

　是 ６８ ９（１３２４） ８５７９ ＜００５
　否 １４０ ５３（３７８６）
是否与他人发生性关系

　否 １４９ ３１（２０８１） ９２６８ ＜００５
　１人 ３１ １３（４１９４）
　≥２人 ２８ １８（６４２９）
ＲＴＩｓ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基本了解 ６７ １０（１４９３） ９５６９ ＜００５
　部分了解 ９９ ３２（３２３２）
　不了解 ４２ ２０（４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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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危险因素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年龄 １６２７ １０２２～３８７７ ＜００５

文化程度 １６０７ １０２１～３８６９ ＜００５

职业 １７９２ １０５７～４３９２ ＜００５

经常出差 １８４３ １０３２～４６６１ ＜００５

有过尿路感染 ２８３２ １３０９～５８８４ ＜００５

经期仍性生活 ２０８２ １１２８～４５２７ ＜００５

同房前不经常清洗生殖器 ２１５２ １１３２～４７７５ ＜００５

换洗内裤时间＞２ｄ １７３６ １０３１～４２５２ ＜００５

公共浴所洗浴 １７８１ １０５２～４５４６ ＜００５

包茎或包皮过长 １５５ １０１８～３５２８ ＜００５

不使用避孕套 ２２９６ １１８１～４８７１ ＜００５

与多人发生性关系 ２４３６ １０８３～４９８９ ＜００５

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 １６６９ １０２４～３９３３ ＜００５

#

　讨论
ＲＴＩｓ是一种多发的常见妇科疾病，因具有很高的发病率而

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多项调查结果指

出，中国女性中约有４０％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殖道感染［６］。

提示ＲＴＩｓ在育龄妇女中高发，应引起广大女性及医务工作者的
重视。ＲＴＩｓ是近年来影响已婚育龄妇女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
随着人们性意识的转变ＲＴＩｓ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７］。

在本调查研究中，２０８名研究对象中共有６２例ＲＴＩｓ，ＲＴＩｓ发
病率为２９８１％，与相关研究相符。在ＲＴＩｓ患者中，宫颈糜烂的
构成比最高（２９０３％），细菌性阴道炎与念珠菌性阴道炎分别为
２４１９％、１４５２％。研究结果显示，配偶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
常出差、有过尿路感染、经期仍性生活、同房前不经常清洗生殖

器、换洗内裤时间＞２ｄ、公共浴所洗浴、包茎或包皮过长、不使用
避孕套、与多人发生性关系、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为已婚育龄妇
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影响的独立影响因素。在本次调查中，已婚

妇女配偶３０～３９岁其ＲＴＩｓ发病率较高，可能与其配偶性功能旺
盛、有较频繁的性生活、生活不检点有关。配偶学历高，其对卫生

相关知识的认知度较高，关注自己及配偶的身体健康，可有效预

防，出现异常时会建议配偶定期体检，降低了感染率。配偶职业

为服务人员其ＲＴＩｓ患病率高于其他职业，这与相关报道相符［８］。

这可能与从事服务行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及自我保健意识较低、

环境不良有关。丈夫经常出差会增加育龄妇女ＲＴＩｓ的风险，配
偶有尿路感染史是育龄妇女ＲＴＩｓ的危险因素［９］。丈夫经常、长

期出差易发生婚外性行为，而婚外性行为是引起ＲＴＩｓ的高危因
素［１０］。经血是病菌繁殖的温床，在此期间进行性行为可将阴道

口与肛门间的病原体带入阴道、子宫颈，从而引起ＲＴＩｓ［１１］。经常
发生月经期性生活的妇女比从不发生的妇女患ＲＴＩｓ的危险性增
加３６４倍［１２］。ＲＴＩｓ与个人及其配偶的生活与卫生习惯、性卫生
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更换内裤时间＞２ｄ，使分泌物增多，有利
于细菌的滋生；而同房前清洗生殖器对生殖道感染患病的发生具

有保护作用［１３］。洗浴方式为坐浴、公共浴场洗浴均可增加患病

风险。配偶包茎或包皮过长因受到长期尿液、包垢的慢性刺激，

可使包皮龟头黏膜水肿、糜烂、反复性交叉感染等，可通过夫妻性

生活将多种病菌带入女性体内而引发ＲＴＩｓ［１４］。避孕套除了避孕
之外，更为重要的用途是阻隔病毒的传播。婚内出轨、性交易为

ＲＴＩｓ的高危因素。配偶不了解ＲＴＩｓ相关知识，对于ＲＴＩｓ感染途

径、危害、预防措施认知偏低，预防ＲＴＩｓ行为意识不足，从而导致
ＲＴＩｓ的发生［１５－１８］。因此，为降低ＲＴＩｓ的发病率，对于配偶有尿
道感染史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妇科检查，经期杜绝性生活。要求配

偶同房前要清洗生殖器，每天更换内裤，尽量不去公共浴所或坐

浴，使用避孕套避孕，洁身自爱杜绝婚外性行为。加强夫妻双方

的健康宣教，提高对ＲＴＩｓ的认知水平。
综上所述，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受配偶多种相关因素

的影响，临床上应重视阴道疾病的筛查，与此同时应对成年人

加强健康知识宣教工作，以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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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对子宫腺肌病患者细胞免
疫平衡的影响分析
邓晶１　罗菁１△　王敏１　张培１　潘伟２

１武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对子宫腺肌病患者细胞免疫平衡的影响。方法：选取
从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在本院生殖科诊断为子宫腺肌病的患者共７５例，并于月经结束第４～７ｄ放置
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进行治疗。检测患者治疗前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
泌乳素（ＰＲＬ）水平及体内ＩＬ－６、ＩＬ－１０、ＴＮＦ－α水平；观察记录患者痛经评分、慢性盆腔痛评分、子宫内膜
厚度及月经量。随访记录患者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后３、６、１２个月时上述指标变化。结果：患者放
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后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无明显变化，ＰＲＬ水平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所有患者痛经
评分、慢性盆腔痛评分、子宫内膜厚度及月经量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经治疗患者体内ＩＬ－６、ＴＮＦ－α含量
明显增高，ＩＬ－１０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结论：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对治疗子宫腺肌病具有明显疗效，
可帮助维持细胞免疫平衡。

【关键词】　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子宫腺肌病；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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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腺肌病系由于子宫内膜侵入子宫肌壁层而发生的子
宫内膜异位症，多见于育龄期妇女，且尚无明确原因对其发病

机制进行解释［１］。对于本病的治疗应充分考虑患者的年龄、症

状和生育要求。目前临床采用的药物治疗或保守性手术均无法

根治该病，子宫动脉栓塞法技术难度较高，而手术彻底切除法

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育能力［２］，因此简单有效的保守治疗手

段对于本病的治疗十分重要［３］。本文研究左炔诺孕酮宫内节

育系统对子宫腺肌病患者细胞免疫平衡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从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在本院妇科诊断为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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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肌病的患者共７５例。年龄３４～４７岁，平均（４１６８±３２７）
岁。所有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１）符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制定的子宫腺
肌病的诊断标准，均经 Ｂ超、ＭＲＩ相关检查确诊［４］；（２）近半年
未进行激素治疗；（３）已婚且无生育要求；（４）无严重合并症，无
药物禁忌症，参与本研究前未进行其他治疗；（５）病例清晰完
整，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有先天性心脏病、免
疫系统疾病；（２）严重肝肾、内分泌系统疾病；（３）参与本研究前
接受其他治疗方式者；（４）宫内节育系统放置禁忌者。
１２　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进行宫腔镜检查，并刮取内膜进行详细

检查，排除内膜病变。并于月经结束第４～７ｄ由同一术者进行
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ＬＮＧ－ＩＵＳ；商品名：曼月乐，德国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ＳＡ公司）的放置，放置过程严格按照操作指南，并经
阴道超声检查确定其位置。

１３　观察项目
检测患者治疗前ＦＳＨ、ＬＨ、Ｅ２、ＰＲＬ水平及体内ＩＬ－６、ＩＬ－

１０、ＴＮＦ－α水平；观察记录患者痛经评分、慢性盆腔痛评分、子
宫内膜厚度及月经量。随访记录患者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

育系统后３、６、１２个月时上述指标，并进行比较。ＦＳＨ、ＬＨ、Ｅ２、

ＰＲＬ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于黄体期早晨抽取静脉血１０ｍＬ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测定激素及免疫细胞因子水平。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ＡＳ）对患者痛经、慢性盆腔痛进行评分。以１０ｃｍ的标尺表
示疼痛程度，０端表示无疼痛，１０端为剧烈疼痛。从０端到１０
端，疼痛程度依次增加。采用Ｂ超检查子宫内膜厚度及宫内节
育器的位置是否异常。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来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
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当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激素水平变化

患者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后 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无

明显变化，ＰＲＬ水平显著下降（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患者临床指标变化

所有患者痛经评分、慢性盆腔痛评分、子宫内膜厚度及月

经量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患者激素水平变化

组别 ｎ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放置前 ７５ ８７４±１５６ ８７７±１５７ ９７０７±２８２３ ２２５８±１０６４

放置后６个月 ７５ ７６７±１４９ ８６４±１５１ １０２１６±２５０２ １８８６±８５６

放置后１２个月 ７５ ７６２±１４６ ８５２±１５２ １０１７２±２４８６ １６５５±７５１

　　注：表示与放置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患者临床指标变化

组别 ｎ 慢性盆腔痛评分 痛经评分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月经量（ｍＬ）　　　　

放置前 ７５ ６１４±１８６ ８７６±１２４ ８１７±２１６ １３２５８±３２６４

放置后３个月 ７５ ４３６±１０８ ７０６±１０２ ２４６±１２２ ６７４３±２２１６

放置后６个月 ７５ ２０９±０３６ ５２８±０８６ １９６±１０１ ３５４６±１５０２

放置后１２个月 ７５ １０３±０１２ ３２０±０２１ １７９±０９２ １１７５±３２４

　　注：表示与放置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免疫因子水平的变化
经治疗患者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明显上升；ＩＬ－１０明显降

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组别 ｎ ＩＬ－６（ｎｇ／Ｌ） ＩＬ－１０（ｐｇ／Ｌ）ＴＮＦ－α（ｎｇ／Ｌ）

放置前 ７５ ４６９±１２７ １４９２７±７３６５ ７０５±２６８

放置后３个月 ７５ ６７８±２０６ １２７７９±５１１２ １１８３±６３５

ｔ ７４７９２ ２０７４９ ６００６１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子宫腺肌病发病率较高，多见于育龄期妇女，临床表现为

月经量过多和痛经等，严重影响女性正常生活。目前对于子宫

腺肌病的研究认为子宫内膜是由于发生基底层细胞增生，并侵

袭子宫肌层，且周边肌层细胞出现代偿性肥大增生而形成了病

变［５］。该病变可能与遗传、子宫损伤、高雌激素血症和高泌乳

素血症、病毒感染及生殖道梗阻有关。目前治疗多以减少月经

量及改善痛经等为目的。子宫腺肌病采用常规治疗时，具有复

发率较高，患者依从性较差等缺点，且作为根治性疗法的子宫

切除术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并不适用［６］。研究发现左炔诺

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可有效减少患者的月经量，缓解患者痛经、

慢性盆腔疼痛和深部性交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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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由 Ｔ形硅胶支架、袖型容器、内
载左炔诺孕酮激素组成。通过在女性宫腔内造成高效孕激素

水平环境而发挥抑制子宫内膜生长的作用。并通过该作用减

少女性月经量，但有小部分患者可能出现闭经［７］。左炔诺孕酮

宫内节育系统是目前日释放激素量最低的避孕药具，但依旧具

有较高的宫腔局部的浓度，可直接抑制子宫内膜而不抑制卵巢

功能［８，９］。较低的血浆浓度使其对卵巢功能基本不发生影响，

也因此副作用更为轻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是新型的

激素宫内避孕系统，该系统可使其中的左炔诺孕酮以２０μｇ／ｄ
的速度稳定缓慢的释放到宫腔，对于治疗子宫腺肌病有良好的

疗效，但对于其对女性卵巢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临床尚未

进行深入研究。左炔诺孕酮通过该系统小剂量平稳的释放入

病变部位，发挥雌激素释放抑制作用，使宫内膜萎缩，逐渐减小

子宫体积，减少月经量并改善经痛［１０］。

左炔诺孕酮是孕激素全合成制剂，作为消旋炔诺孕酮的光

学活性体，具有较高活性，因此较小的剂量即可发挥良好的治

疗作用，小剂量的使用可有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１１］。左

炔诺孕酮可作用于垂体及下丘脑，薄化宫内膜，具有较高的对

抗雌激素活性。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释放的高浓度左炔

诺孕酮可在子宫内膜局部发挥较强的内膜增生拮抗作用，通过

减少子宫内膜合成雌激素受体而降低子宫内膜对雌二醇的敏

感性［１２，１３］。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还能调节子宫内膜雌激

素和孕激素受体的表达，并通过增加水平孕激素水平而减缓雌

二醇的积聚；此作用还能间接发挥抑制正常子宫内膜内膜增殖

和使异位的内膜萎缩的作用［１４］。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的

运用可以起到避免和降低内膜出血现象，以达到减少女性月经

量的作用［１５，１６］。高水平的ＰＲＬ会抑制性功能，通过对正常的雌
激素的干扰作用而抑制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ＬＨ）的分泌。
ＰＲＬ还可以影响黄体的功能，引发孕酮和轻度雌激素合成障
碍［１７］。因此可通过减少患者体内ＰＲＬ的含量而缓解疼痛。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在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后，体

内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无明显变化，而ＰＲＬ水平则明显下降。研究
发现血Ｅ２会在卵巢功能受损时出现明显下降，ＦＳＨ、ＬＨ则发生
水平升高现象。当卵巢内雌激素分泌减少时，ＦＳＨ、ＬＨ出现水
平上升，高水平的ＦＳＨ、ＬＨ会抑制卵泡的发育生长，进一步损伤
卵巢功能［１８］。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患者体内激素水平证实左

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基本不影响卵巢功能。本研究中通过

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进行治疗的７５例子宫腺肌病患
者经过１２个月的随访观察，其痛经、慢性盆腔疼痛症状均得到
了明显缓解，月经量也明显减少，提示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

统对治疗子宫腺肌病具有明显疗效。采用左炔诺孕酮宫内节

育系统进行治疗后，患者子宫内膜腺体发生萎缩和间质蜕膜

化，子宫腺肌病经治疗后，体内免疫因子可能出现分泌增加而

维持内膜免疫微环境。研究发现，本病患者存在高 ＩＬ－１０，低
ＴＮＦ－α的免疫抑制状态，本研究中患者经左炔诺孕酮宫内节
育系统治疗后，体内ＩＬ－６、ＴＮＦ－α含量明显增高，ＩＬ－１０明显
降低，提示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可帮助患者维持细胞免疫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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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子宫内膜癌与临床病理的一致
性研究
华文文１　刘江华１　乔金凤２△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彩超室，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２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应用价值及临床病理诊断与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的相关性情况。方法：以我院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收治的７２１例子宫内膜癌高危者为研究
对象，对其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情况及术后病理情况进行比较，对肌层浸润符合情况、血流阻力指数、

搏动指数、肿瘤分化程度情况等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９７例，术后病
理证实为子宫内膜癌９３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符合率为９５８８％，肌层浸润符合率情况由高至低排
列为无肌层浸润、浅肌层浸润、深肌层浸润，肿瘤分化、浸润程度、血流阻力指数、血流搏动指数均与肌层浸

润情况相关，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癌准确性较
高，对肌层浸润程度判定及治疗方案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内膜癌；病理；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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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是临床较常见的恶性肿
瘤［１］，每年有近１５万患者被确诊为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
肿瘤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疾病［２］。研究表明，早期诊断

与患者生存率及预后情况密切相关［３－５］。为探索彩色多普勒超

声在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对我院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诊断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资料与术后病理进行

了比较分析。现将相关情况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收治的７２１例子宫内

膜癌高危患者为研究对象，高危纳入标准为：（１）绝经后阴道流
血及血性分泌物，月经紊乱，经血量增加，月经期延长；（２）绝经
后子宫内膜厚度超过５ｍｍ或绝经前子宫内膜厚度超过１２ｍｍ；
（３）“三线征”不清晰及宫腔积液等。排除子宫内膜癌确诊患
者；（１）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基础疾病患者；（２）不愿配
合研究患者。９３例经手术证实为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２５岁
至６９岁，平均年龄（４９８±４９）岁，平均体质量（５５７±９４）
ｋｇ，平均身高（１６２１±８３）ｃｍ。所有患者对研究情况均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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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检查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设备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ＡＮＴＡＲ

ＥＳ型超声仪，频率设定为５ＭＨｚ至１３ＭＨｚ；受检患者取膀胱截
石位，探头涂耦合剂，经阴道至穹隆，进行多切面连续扫查，观

察患者子宫内膜形态和厚度情况，确定是否有肌层浸润情况，

并检查宫腔是否存在积液或团块。应用彩色多普勒技术多切

面对病灶血流情况进行观察，通过脉冲多普勒多点测量血流阻

力指数（ＲＩ）、血流搏动指数（ＰＩ）。
１３　观察指标

以术后病理检查为金标准，计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阳性

预测值、肌层浸润符合率、肌层浸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术
后病理阳性／超声检查阳性人数 ×１００％，阴性预测值 ＝术后病
理阴性／超声检查阴性人数×１００％，符合率＝术后病理阳性／有
病组总数 ×１００％；特异性 ＝术后病理阴性／无病组总数 ×
１００％；阳性预测值＝真阳性人数×１００％；阴性预测值＝真阴性

人数／试验阴性总人数×１００％［６，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处理，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采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诊断符合率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９７例，术后病理证实
为子宫内膜癌 ９３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符合率
为９５８８％。
２２　肌层浸润情况

无肌层浸润符合率为 ９３３５％，浅肌层浸润符合率为
８３８７％，深肌层浸润符合率为６８４２％，呈由高到低趋势。见
表１。

表１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肌层浸润与术后病理结果比较

病理诊断（例）
超声诊断

无肌层浸润 浅肌层浸润 深肌层浸润
符合率 特异性

无肌层浸润（４３） ４１（９５３５） ２（４６５） ０（０） ９３３５ ９３３５

浅肌层浸润（３１） ３（９６８） ２６（８３８７） ２（６４５） ８３８７ ９５１６

深肌层浸润（１９） ０（０） ６（３１５８） １３（６８４２） ６８４２ ９４８７

２３　肌层浸润与肿瘤分化
高分化和中分化腺癌无肌层浸润及浅肌层浸润占比明显

高于深肌层浸润占比，低分化腺癌深肌层浸润占比明显高于无

肌层浸润及浅肌层浸润占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肌层浸润与肿瘤分化情况比较

病理诊断 无（浅）肌层浸润 深肌层浸润 χ２ Ｐ

高分化（５１） ４７（９２１６） ３（５８８） ６０８９ ＜００５

中分化（２３） ２０（８６９６） ３（１３０４） ８４３ ＜００５

低分化（１９） ６（３１５８） １３（６８４２） ５７２ ＜００５

２４　肌层浸润与血流情况
深肌层浸润血流阻力指数（ＲＩ）明显低于无（浅）肌层浸润，

深肌层浸润血流搏动指数（ＰＩ）明显高于无（浅）肌层浸润，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肌层浸润与肿瘤血流情况比较

基层浸润情况 ＲＩ ＰＩ

无（浅）肌层浸润 ０７１±００９ １６４±０４８

深肌层浸润 ０５７±０１４ １０７±０６５

ｔ 　６２９ 　７３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呈现上升

趋势，发病年龄年轻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８，９］。子宫内膜癌发

病率上升考虑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健康意识并没

有随之上升，过度摄入刺激性食物、烟、酒，滥用抗生素等促进

癌细胞滋生有关［１０，１１］。

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对治疗及预后均十分重要［１２］。对

于绝经后阴道流血及血性分泌物，月经紊乱，经血量增加，月经

期延长；绝经后子宫内膜厚度超过５ｍｍ或绝经前子宫内膜厚度
超过１２ｍｍ；“三线征”不清晰及宫腔积液等临床症状应给予高
度重视，及时进行临床检查。诊断性性刮宫虽然可获得病理诊

断，但肌层浸润情况不够明确［１３］。子宫内镜虽可直接对病灶进

行观察，但也无法显示肌层浸润情况，在 ＭＲＩ检查费用依然比
较昂贵［１４］，无法作为子宫内膜癌的普遍检查方法的情况下，彩

色多普勒超声以其无创、可重复、患者耐受性好、准确性高、费

用低廉等特点，已经成为临床检查子宫内膜癌的首选

方法［１５，１６］。

本研究通过对子宫内膜癌超声及术后病理确认对比分析

发现，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符合率高达９５８８％，准确性较
高。无肌层浸润符合率为 ９３３５％，浅肌层浸润符合率为
８３８７％，深肌层浸润符合率为６８４２％。可见，彩色多普勒超
声对无肌层浸润和浅肌层浸润检查准确性较高，对深肌层浸润

检查准确率较低，考虑与患者子宫内肿瘤压迫宫腔变形，使超

声检查无法准确区分浸润肿瘤和肌层，导致准确性下降［１７］。本

研究发现，高分化和中分化腺癌无肌层浸润及浅肌层浸润占比

明显高于深肌层浸润占比，低分化腺癌深肌层浸润占比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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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肌层浸润及浅肌层浸润占比，考虑与低分化癌异型性较

大，病灶侵袭力较强存在关联［１８］。恶性肿瘤新生血管与肿瘤的

生长和转移均存在密切关系，而血流阻力指数（ＲＩ）和血流搏动
指数（ＰＩ）对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发现，
深肌层浸润血流阻力指数（ＲＩ）明显低于无（浅）肌层浸润，深肌
层浸润血流搏动指数（ＰＩ）明显高于无（浅）肌层浸润，可作为诊
断子宫内膜癌分期的重要辅助数据。

综上所述，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癌准确性较

高，对肌层浸润程度判定及治疗方案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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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泰胶囊联合雌性激素替代疗法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的临床效果及可能的作用机制
杨波１　徐慧敏１　朱亚芹１　王家俊２　刘开颜３

１无锡市惠山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８７
２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３
３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６

【摘　要】　目的：探讨坤泰胶囊联合雌性激素替代疗法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效果及可能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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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更年期综合征患者１０６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各５３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雌激素替代疗法，观察组患者则联合给予坤泰胶囊口服，两组均连续治疗１２周。对比两组
治疗的有效率，监测治疗前后患者激素水平，用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对主要更年期症状进行评价。结果：对照组
有效率７９２％明显低于观察组患者的９４３％，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
生成素（Ｌ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而雌二醇（Ｅ２）水平则显著升高，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经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结论：坤泰胶囊联合雌激素替代疗法利于
缓解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症状，其机制与激发卵巢储备、提高卵巢功能及调控激素水平有一定相关性，

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关键词】　更年期综合征；坤泰胶囊；雌激素替代疗法；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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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综合征是绝经前后妇女因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变
化而导致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性综合征。现代医学研究

认为，妇女进入更年期后，卵巢分泌的雌激素会逐渐减少，卵泡

排卵功能丧失，卵泡发育逐渐停止。更年期女性长期存在的烘

热汗出、手足心热、潮热面红、心烦不宁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甚者产生抑郁情绪，加之绝经期后女性患代谢综合

征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升高［１］，故积极探讨有效方式早

期干预以缓解临床症状、改善卵巢功能是临床研究的重要靶

点［２］。现代医学治疗上主要采用激素替代疗法，旨在缓解更年

期综合征妇女卵巢功能减退、性激素的分泌水平降低、促性腺

激素分泌水平增高的状态，从而调节体内激素水平，改善临床

症状［３］。虽近期效果明显，但长期使用对乳腺、子宫内膜、血脂

方面有一定的副作用，还可增加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病几

率［４－７］。相比而言，中医的“肾主生殖”与下丘脑 －垂体 －性腺
轴的功能活动密切相关，而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某些中药可

通过类激素样作用影响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而缓解更年期
症状［８－１０］。本次研究笔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用坤泰胶囊联合

雌性激素替代疗法对更年期综合征患者进行治疗，效果满意。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于我院就诊的更年期综

合征患者１０６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患者５３例，年龄４５～５５岁，平均（５０２±１３）岁；病程２～３０
个月，平均病程（１４５±７３）月；观察组患者５３例，年龄４５～５５
岁，平均（５０４±１０）岁；病程２～３０个月，平均病程（１５２±
６７）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统计学分析，差异性不显著（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参照《妇产科学》［１１］、《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１２］确诊。

纳入标准：（１）患者年龄４５～５５岁，除月经失调外，烘热汗
出是典型的特异性症状，可伴有胸闷头痛、记忆力减退、血压波

动、心悸失眠、腰腿酸痛等；（２）内分泌测定：促黄体生成激素
（ＬＨ）、卵泡激素（ＦＳＨ）增高，促雌二醇（Ｅ２）降低；（３）烘热汗
出，手足心热，潮热面红，心烦不宁，口干便秘，月经先期、量少，

失眠多梦，舌红少苔，脉细数，中医辨证为阴虚内热证；（４）患者
均认真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纳入标准者；（２）未按规定用药、不遵
医嘱者；（３）精神病、痴呆者；（４）伴有原发性高血压、低血压及
慢性贫血患者；（５）卵巢肿瘤、卵巢功能早衰、双侧卵巢切除者；
（６）过敏体质或对本药过敏者；（７）合并有肝、肾、心血管、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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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激素替代疗法，口服结合雌激素片（倍美力，惠

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３０２２７，规格：０６２５ｍｇ），１片／
ｄ，４周为１个疗程，在第１９ｄ到２８ｄ，增加醋酸甲羟孕酮片（浙江
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０７１５）口服，２片／ｄ，连
续用药１２周。观察组则联合给予坤泰胶囊（贵阳新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０００８３）口服，４粒／次，３次／ｄ，４周为
１个疗程，两组均连续治疗１２周。
１３　观察指标

（１）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治疗前后ＦＳＨ、ＬＨ、Ｅ２水

平变化。（２）用更年期症状评分标准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１１］对患

者围绝经期乏力、头晕、失眠、头痛、抑郁等１２项临床症状进行
评价，得分降低，症状减轻。

１４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２］评价：（１）痊愈：临

床症状消失，激素水平恢复正常；（２）显效：症状及激素水平改
善明显；（３）有效：症状及激素水平有所好转；（４）无效：各方面
无变化甚至加重。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

资料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内比较则采用配对
样本ｔ检验。Ｐ＜００５为有显著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对照组有效率７９２％明显低于观察组患者的９４３％，差异

性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３ ２０ １３ ９ １１ ７９２

观察组 ５３ ３２ １２ ６ ３ ９４３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５３１７，ａ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激素水平比较
观察组ＦＳＨ、Ｌ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Ｅ２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激素水平变化比较

组别 ｎ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５３ ７６２４±２１２５ ３２４５±１１２９ ４３１５±１２３７

６１２１±１３４６ａ ２５７５±９１８ ６１３３±１７２６ａ

观察组 ５３ ７７０２±２２１５ ３３１２±１０８５ ４２２７±１２３３

５０３６±１１７２ａｂ ２０５０±３６２ａｂ ７０６２±１９４１ａｂ

　　注：同组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比较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２周 治后４周 治疗８周 治疗１２周

对照组 ５３ ２８２１±７６８ ２３１７±５０５ ２０２６±４５９ １５１６±３７７ １１２９±２２３

观察组 ５３ ２８３５±７７４ １８４３±４８１ １４２０±３９３ １０４５±２１２ ７６３±１３４

ｔ ０３２５ ４３２６ ３３５１ １１０８ ２２６０

Ｐ ０８７４＞００５ ００４３＜００５ ００３７＜００５ ００２４＜００５ ００１３＜００５

#

　讨论
中医学认为，更年期综合征属于“绝经前后诸症”等范畴，

肾气亏、天癸竭是本病发病之本。更年期女性肾气渐衰，天癸

已竭，又考虑到更年期女性经历了经、孕、产、乳后耗气伤血，故

机体多处于“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状态，故常见五心烦热、烘

热汗出、潮热盗汗、眩晕耳鸣、心悸失眠等症状［１３］。临床治疗首

当滋养肾阴，填精益髓。坤泰胶囊为由熟地黄、阿胶、白芍、黄

芩、黄连、茯苓等有效成分精制而成的中成药，其改善更年期综

合征的可能的作用机制成为近年来临床探讨的热点。熟地黄

主入肾经，性味甘温，质润，善滋补肾阴，填精益髓，可补阴益精

以生血，为补肾滋阴、益髓填精、养血之要药；现代药理研究认

为，熟地具有植物雌激素样作用［１４］，阿胶补血养阴，白芍养血敛

阴，二者与熟地黄配伍，强化滋阴养血之功；现代研究认为，阿

胶可改善子宫内膜供血及微循环，调控性激素水平，有助于子

宫内膜的生长［１５］。不仅如此，阿胶可能通过抑制Ｂａｘ蛋白的表

达，上调Ｂｃｌ－２蛋白表达等达到延缓卵泡颗粒细胞凋亡而达到
延缓卵泡闭锁、改善卵巢功能的效果，使卵泡向发育成熟发展，

以保持更多的卵泡，促进颗粒细胞分泌雌激素［１６］。另外，白芍

的雌激素样作用亦多为临床报道。李鑫等［１７］动物实验研究认

为白芍具有雌激素样作用，黄连性味苦寒，功可清热燥湿、清心

除烦，与熟地黄配伍，可增强交通心肾、滋阴降火之功效，善治

阴虚火旺、潮热盗汗、心烦不眠之症；黄芩可清热燥湿、泻火解

毒；茯苓可健脾益气、交心肾以安神，善治虚烦不眠之症；全方

配伍，标本兼治，共奏滋阴益肾、清热除烦、养心安神之功。总

之，熟地黄、茯苓、白芍、阿胶、黄连、黄芩等中药具有类雌激素

样作用，以调节机体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而促进卵泡发育，
提高卵巢功能，从而调控体内性激素水平［１４］。现代药理研究认

为，坤泰胶囊本身不是激素，却可能通过多个环节、多种途径激

发机体卵巢储备，调节激素受体，从而达到调节卵巢激素水平

的作用［１８］。不仅如此，经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证明，坤泰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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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用药毒性作用低，对卵巢有良好调节作用，改善低Ｅ２、高性腺
激素的内部环境，促进卵巢的发育和成熟，效果显著，安全

性高［１９］。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坤泰胶囊联合雌性激素替代疗法治疗

的观察组患者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ＦＳＨ、ＬＨ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Ｅ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经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性显著（Ｐ＜
００５）。由此，可以总结出，坤泰胶囊联合雌性激素替代疗法利
于缓解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症状，疗效肯定，其机制与坤

泰胶囊的雌激素样作用以激发卵巢储备、提高卵巢功能及调控

激素水平有一定相关性，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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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检测法对梅毒临床诊断价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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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梅毒螺旋体试验（ＴＰＰＡ）及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梅毒患者的临床诊断效果。方法：
选取从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于我院进行检查的疑似梅毒病患共１０３人，其中被确诊为梅毒的８９人，
其余１４人正常。对１０３人采用ＴＰＰＡ和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分组诊断，采用ＴＰＰＡ诊断的组别为观察组，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的组别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临床诊断效果并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梅毒检测灵敏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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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对Ｉ期梅毒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ＴＰＰＡ灵敏度与准确度均高于酶联免疫吸附法，能较为清晰地观察病患的
病情，给予正确的治疗，对于病患的身体健康提供极大的保障，且安全性较好，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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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能极大危害人体全身器官的传播
性疾病。同时，梅毒病患者极其容易同时携带一种或者一种以

上多类传播性疾病，严重危害身边群众身体健康［１］。梅毒作为

性传播疾病的主要特征是患者皮肤及黏膜中均含有梅毒螺旋

体，当未患病者与梅毒患者进行性接触后，若未患病者的皮肤

或者黏膜出现细微破损则可能因此而致病，此外，少数患者还

可通过亲吻、输血以及接触污染衣物而传染。因此，及时有效

的治疗是消除梅毒危害的唯一途径，而及早的诊断是有效治疗

梅毒的最好途径。然而常规的诊断方法为酶联免疫吸附法，此

方法虽然能检测出梅毒，但是效果并不理想［２］。鉴于此，本文

通过对比ＴＰＰＡ及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梅毒患者的临床诊断效
果，得出一些结论。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从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于我院进行检查
的疑似梅毒病患共１０３人。其中被确诊为梅毒阳性的８９人，其
余１４人阴性。阳性９９人中男５１人，女３８人；年龄为１７～５４
岁，平均年龄（２６８±１３５）岁；确诊为梅毒Ｉ期病患５７人，Ⅱ期
病患３２人。对１０３人分别采用 ＴＰＰＡ和酶联免疫吸附法做临
床检测，并按照诊断方法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病

患采用ＴＰＰＡ进行诊断，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诊断，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本次研究，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对两组病患均进行常规静脉取血，收集血清样本。ＴＰＰＡ

检测试剂来自日本富士公司，在室温条件为Ｕ型板使用稀释液
对血清实施稀释处理，而后分别添加未致敏及致敏的明胶颗

粒，再振荡数秒，并静置２ｈ，而后观察结果。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试剂由北京吉比爱公司提供，在酶标板的条孔内加入酶标抗

原液，而后将血清分别依次加入孔内混匀，放置在３７℃下温育
约３０ｍｉｎ，再洗涤，并加入显色剂，放置在３７℃下，１０ｍｉｎ后添加
终止液，根据试剂盒的说明书评定结果。

１３　诊断标准［３］

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与病患血清反应后若出现肉眼可见

的粉红色凝块，便诊断为阳性；ＴＰＰＡ试剂与血清反应后若是出
现粒子凝聚情况，并且粒子显著变大，表现为边缘均匀平滑的

圆形，便诊断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段诊断阴阳性情况对比

观察组灵敏度以及准确度分比为９６６％（８６／８９）和９６１％
（９９／１０３），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６５％（７７／８９）和８６４％（８９／
１０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不同检测方式的诊断效能比较

组别 阳性 阴性 灵敏度（％）准确度（％）特异度（％）

观察组 ８６ １ ９６６ ９６１ ９２９

３ １３

对照组 ７７ ２ ８６５ ８６４ ８５７

１２ １２

χ２ ５８９７ ６０８７ ０３７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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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病情诊断结果对比
观察组对梅毒Ｉ期检测检出率为９８２５％，显著高于对照组

的７１９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检测方法对各期梅毒诊断效能对比

组别 例数 Ｉ期 Ⅱ期

观察组 １０３ ５６（９８２５） ３０（７１４３）

对照组 １０３ ４１（７１９３） ３６（８５７１）

ｔ ４３８４ ０８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也逐渐在改变。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梅毒的新增发病率正

逐年呈增加态势，此现象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性传播作

为梅毒的重要传播途径，其在所有传播方式中大约占到９５％以
上，且梅毒在感染早期时的传染性也最强，伴随病期的不断延

长，梅毒的传染能力也逐渐减弱，通常在感染４年之后通过性传
播的几率已十分微弱。由于梅毒属于一类慢性传染型病症，对

人体的危害性相对较大，主要是因梅毒螺旋体而导致［４］。此类

患者同期患有艾滋病的几率已经超过了健康人群的数倍以上，

因此属于社会高危人群，对于自己和周边群众形成了潜在的危

害。在治疗上，选择一类可有效而准确地诊断方法显得较为必

要，当前常用的酶联免疫法具有准确率不高的局限性，并非最

为理想的诊断手段［５］。ＴＰＰＡ是诊断梅毒的一类手段，其自身
较为独特的性质可同血清产生明显的反应，有利于清楚地观察

结果，从而作出正确诊断。

本文通过对比ＴＰＰＡ及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梅毒患者的临床
诊断效果，发现观察组梅毒检测灵敏度和准确度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这符合报道的研究，表明了ＴＰＰＡ诊断更加接近真实，效
果极佳，与武强等［６］的报道相符合，说明了ＴＰＰＡ临床诊断效果
无论患者性别为何，均优于酶联免疫吸附法。观察组对 Ｉ期梅
毒检出率高于对照组，与陈强等［７］的报道结论相一致，提示ＴＰ
ＰＡ对Ｉ期梅毒诊断更加有效。笔者认为，酶联免疫吸附法之所
以能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上，完全是因为该方法重复性较

好，操作简便，对于检测结果易于判断等优点［８，９］。然而该方法

依旧不能满足不断进步的医学科学要求。ＴＰＰＡ作为近些年来
公认的诊断梅毒好手段，其主要是具有很高的灵敏度，此外能

较好地确认患者体内是否存在梅毒抗体［１０－１２］。要做到这些，

完全是因为ＴＰＰＡ试验能有效利用明胶颗粒把梅毒螺旋体抗原
进行包被，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其不受生物学因素的影响，此刻

包被了梅毒螺旋体抗原的明胶颗粒能与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

进行结合，之后便会形成凝聚反应，出现肉眼可见的粒子，方便

医务人员的观察诊断［１３－１５］。有研究［１６－１８］报道表明，ＴＰＰＡ是
目前临床上用于诊断梅毒的较好方法，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准

确度以及特异度。当然，ＴＰＰＡ检测常需手工操作，相关工序较
为复杂，且易产生失误，成本较高，对于血液中心亦或是血站来

说较难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诊断梅毒时，酶联免疫法的操作比较简单，且重

复性高，加之成本较低，比较适用于血液中心亦或是血站的自

动化检测。ＴＰＰＡ法用于诊断梅毒较准确，且灵敏度也较高，可

有效地观察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开展治疗，较好地保证了患

者的健康，因此值得给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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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女性的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及性伴
情况调查
陈磊１，２　于晓兰１　刘朝晖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　目的：了解人工流产女性的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其性伴的感染情况以及双方
感染一致性。方法：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就诊的１００名有性经验妇女，分为人工流产组、体检组，
填写调查问卷，做妇科检查，取宫颈分泌物并留取其性伴的尿液行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
淋病奈瑟菌（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ＮＧ）、生殖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Ｍｇ）检测。结果：人工流产组共
检测出ＣＴ阳性４例、ＮＧ阳性１例、Ｍｇ阳性５例；体检组共检出ＣＴ２例、ＮＧ０例、Ｍｇ１例，将各感染合并，人
工流产组明显高于体检组。女方阳性时，男方 ＣＴ的感染一致率为１６７％，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 ３３３％。
结论：人工流产的女性当中，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发生率高于普通妇女，并与性伴有一定的一

致性。

【关键词】　性传播感染；性伴；沙眼衣原体；生殖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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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在不
同人群中的发生率亦很不同。生殖道ＣＴ感染是世界范围内最
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在发达国家占性传播疾病首位［１］。根据

我国２００８年疾控中心报告，生殖道 ＣＴ感染在我国占常见生殖
道感染的第二位，ＮＧ感染在我国占常见生殖道感染的第四
位［２］。支原体是育龄期女性生殖道感染的条件致病菌，而女性

阴道内可能有解脲支原体的寄生，但 Ｍｇ作为支原体中的另一
种，与性传播疾病密切相关，而国内对其研究的很少。人工流

产是计划生育常见手术，人工流产妇女的上述性传播病原体感

染发生率以及性伴传播的一致性的研究更少，因此本研究选取

了５０例人工流产女性及其性伴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他们的生活
习惯，并对女性宫颈分泌物及男性尿液进行 ＣＴ、ＮＧ、Ｍｇ的检
测。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随机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妇产科就诊的１００名有性经验妇女，分为两组，包括５０位健康
体检者（体检组）、５０位早孕拟行人工流产者（人工流产组）。
排除标准为人工流产禁忌症如生殖道炎症，各种疾病的急性

期，全身情况不良、不能耐受手术者。填写调查问卷，做妇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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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阴道分泌物检查，取宫颈分泌物行 ＣＴ、ＮＧ、Ｍｇ检测，并请
这１００位妇女的性伴留取尿液，进行 ＣＴ、ＮＧ、Ｍｇ检查。所有入
组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１２　标本采集
宫颈分泌物：暴露宫颈，拭净宫颈分泌物，用宫颈刷深入宫

颈至内口水平，外缘抵住宫颈口，旋转３～５周后取出，放入标记
姓名及编号的保存液瓶中。性伴尿液：留取清洁中段尿倒入标

记姓名的保存液瓶中。

１３　检测方法
女性宫颈分泌物标本及男性尿液标本均行 ＣＴ／ＮＧ／Ｍｇ检

查，应用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ＲＮＡ实时荧光恒温扩增
检测技术，检测ＣＴ／ＮＧ／Ｍｇ。
１４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经专业人员统一输入计算机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建
立数据库，采用χ２检验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计算。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００名被调查者２２～５９岁，平均年龄（３０７±６９）岁，两组
间平均年龄、居住环境、收入、学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人工流

产组初次性生活年龄平均为（２２０６±３８２）岁，平均性伴数量
（１５１±０８６）个；体检组初次性生活年龄平均为（２４８７±
２６５）岁，平均性伴数量（１２１±０５１）个，两组比较也无统计学
差异。

２２　女性宫颈及其性伴尿液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
共检测出ＣＴ阳性７例、ＮＧ阳性１例、Ｍｇ阳性９例，人工流

产组及体检组各有一名女性 ＣＴ／Ｍｇ同时阳性。两组女性宫颈
及其性伴尿液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见表１。

表１　人工流产组和体检组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

人工流产组阳性者

（Ｎ＝５０）
体检组阳性者

（Ｎ＝５０）
χ２ Ｐ

ＣＴ女
ＣＴ男
ＮＧ女
ＮＧ男
Ｍｇ女
Ｍｇ男
女性感染

男性感染

４
１
１
０
５
３
１０
４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０

０７０９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０
／

２８３７
３０９３
４３３２
４１６７

０４０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５
／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１

２３　统计女性ＣＴ／ＮＧ／Ｍｇ感染与各因素的关系
ＣＴ／ＮＧ／Ｍｇ与年龄、居住环境、个人收入、学历、职业、清洗

外阴频率、清洗外阴方式、阴道冲洗频率、内裤质地、内裤松紧、

使用护垫频率、护垫芳香与否、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数量等

无关。

２４　比较男女ＣＴ／ＮＧ／Ｍｇ感染的一致性
６例女性ＣＴ阳性的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１例；１例女

性ＮＧ阳性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０例；６例女性 Ｍｇ阳性的
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２例。可见，女方阳性时，男方 ＣＴ的
感染率为１６７％，Ｍｇ的感染率为３３３％。

#

　讨论
３１　人工流产女性中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发生率明显
增高

　　将女性ＣＴ／ＮＧ／Ｍｇ各感染合并，我们可以看到，体检组共３
例感染，而人工流产组有１０例感染，人工流产组与体检组之间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可见，人工流产的女性当中，宫颈性传播

病原体感染的发生率升高。国内文献亦对此有报道，秦君璞

等［３］报告未婚人工流产青少年下生殖道解脲支原体阳性率为

７３９％，ＣＴ阳性率为２３０％，明显高于既往研究中正常体检人
群下生殖道ＵＵ、ＣＴ阳性率。因此对于拟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女
性，需注意筛查 ＣＴ／ＮＧ／Ｍｇ等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有感染
者应治疗后再行人工流产手术，以预防宫腔感染、盆腔炎等疾

病的发生。本研究发现女方阳性时，男方 ＣＴ的感染一致率为
１６７％，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因此及时宣传性传播疾病
知识，避免无保护性交。

３２　常见的女性性传播疾病
宫颈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常常症状隐匿而被女性和医生忽

视，而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又可导致生殖道病原体的上行感染，

因此人工流产女性宫颈性传播疾病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问题。

女性生殖道ＣＴ感染是由 ＣＴ在女性生殖器官引起的性传
播疾病，主要通过性传播，也可母婴传播，前者可引起 ＣＴ在社
会上的蔓延，后者可导致胎儿及新生儿的感染。女性生殖道ＣＴ
感染如未及时诊治，可导致盆腔炎性疾病、异位妊娠、不孕和慢

性盆腔痛等［４，５］，严重影响女性生殖健康。

女性生殖道ＣＴ感染的发病率各家报道不一，不同人群中
的发生率也不一致。赵更力等报告已婚妇女生殖道 ＣＴ感染率
为４４％［６］，２０１１年在中国大陆流动人口 ＣＴ感染率为 ５％ ～
１０％，女性患病率更高［７］。西班牙２０１３年针对１５～２４岁人群
的调查中，ＣＴ的总患病率为女性的４％［８］。而人工流产女性的

ＣＴ感染率较高，文献报道广东东莞地区人工流产术前女性 ＣＴ
感染率 ２３２％［９］，未婚人工流产青少年生殖道 ＣＴ感染率
２３０％［３］，高于正常体检人群。我们调查的结果体检组女性的

生殖道ＣＴ感染率在４％（２／５０），与国内报道数据相符。在人工
流产妇女中占８％，较体检组升高，但低于前述广东地区文献报
道，可能与地区及被调查人员差异有关。

支原体属为没有细胞壁，能通过滤器，可用人工培养基培

养增殖的一类最小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它能寄生在健康人

群，在某些条件下可成为病原体引起感染。而大量的研究已证

明，作为支原体的一种的Ｍｇ，与女性生殖道感染密切相关，可引
起阴道炎、宫颈炎、输卵管炎、宫外孕、流产、先天缺陷、死胎等

严重并发症，此外Ｍｇ感染引起输卵管粘连和闭塞是不孕的重
要原因［１０－１２］。

Ｍｇ在普通人群中的检出率极低，高危人群和多性伴人群
中Ｍｇ的检出率大大提高，说明 Ｍｇ可能具有性传播性。有研
究［１３］分别检测了１７１４例和１２１８例正常男女青年的尿液标本，
发现 Ｍｇ、淋球菌和 ＣＴ的感染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４０％、
４２０％，认为Ｍｇ感染比淋球菌感染更流行，与性活动密切相
关。陈敏玲等［１４］报道，人工流产女性中 Ｍｇ的感染率为
１１１８％。盛瑞兰等［１５］报道，深圳地区人工流产女性 Ｍｇ感染率
为１０２７％。本研究中，体检组的 Ｍｇ检出率亦较低，为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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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而人工流产组的 Ｍｇ检出率较高，达１０％，明显高于体检
组，应引起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注意。

３３　女性性传播感染与性伴的一致性问题
Ｆａｌｋ等［１６］发现，ＴＤ门诊就诊者中 Ｍｇ的检出率为６００％

（２６／４６１），其中有５６％的性伴感染了Ｍｇ。刘全忠等［１７］报告，固

定性伴之间ＣＴ感染的不一致率是５９２２％，推测ＣＴ的性传播能
力并不强。尚?等［１８］报道，不孕女性中，女方阳性时，男方ＣＴ的
感染一致率为２５％，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本研究中，女
方感染时，男方ＣＴ的感染一致率为１６７％，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
３３３％，与上述文献报告基本相符。性伴中女方有ＣＴ／ＭＧ等性
传播感染，男方性伴也有一定的感染几率，因此如发现女性有性

传播疾病，男性性伴也应该被建议接受相应的检查和治疗。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ＥＢ／Ｏ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
ｇｏｖ／ｓｔｄ／ｓｔａｔｓ１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ｈｔｍ．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２００８年全国性病疫情状
况及防治工作总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ｓｔｄｃ．ｏｒｇ／ｕｐｆｉｌｅｓ／
２０１２０８／２０１２０８２９１５５８５３３３５．ｐｄｆ．

［３］　秦君璞，张帝开，程钢．未婚人工流产青少年生殖道解脲支原体
和沙眼衣原体检测及解脲支原体易感因素分析．实用妇产科杂
志，２０１１，２７（３）：２３３－２３５．

［４］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０１０．ＭＭＷＲ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
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０，５９（ＲＲ－１２）：１－１１０．

［５］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０１４（ｐｒ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
［ＥＢ／Ｏ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ｇｏｖ／ｓｔ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ｕｐ
ｄａｔｅ．ｈｔｍ．

［６］　赵更力，王临虹，周敏，等．２９８５例已婚妇女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临床特点分析．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０２，１８（９）：５５５－５５７．

［７］　ＣｈｅｎＸＳ，ＰｅｅｌｉｎｇＲＷ，ＹｉｎＹＰ，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Ｍ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９（１）：１１１．

［８］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ｂｅｎíｔｅｚＣ，ＭｅｊｕｔｏｌóｐｅｚＰ，Ｏｔｅｒｏｇｕｅｒｒａ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ｍｅｎ
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ｉｎＳｐａｉｎ．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３，１３（１）：３８８．

［９］　王黎，陈春霞．人工流产术前宫颈衣原体筛查及其临床意义．吉
林医学，２０１４，３５（８）：１６１０－１６１２．

［１０］　周淑群，韦柳华，周定球，等．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与不孕症的关系及
耐药性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０（１９）：１３１４－１３１６．

［１１］　ＳｖｅｎｓｔｒｕｐＨＦ，ＦｅｄｄｅｒＪ，Ｋ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ｒｓｅｎＳＥ，ｅｔａｌ．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
ｔａｌｉｕｍ，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ｔｕｂ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８，９０（３）：５１３－５２０．

［１２］　李东辉，颜志中．生殖道解脲支原体与不孕不育的关系及耐药性
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３）：６５４－６５５．

［１３］　ＭａｎｈａｒｔＬＥ，ＨｏｌｍｅｓＫＫ，ＨｕｇｈｅｓＪＰ，ｅｔａｌ．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
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
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９７（６）：
１１１８－１１２５．

［１４］　陈敏玲，陈慧军，瞿先花．人工流产后生殖支原体感染与盆腔炎的
相关性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１１）：２６４６－２６４８．

［１５］　盛瑞兰，王红霞，谢芳，等．深圳地区人工流产妇女生殖道支原体
感染状况调查．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０９，７（５）：３５－３６．

［１６］　ＦａｌｋＬ，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Ｈ，ＪｅｎｓｅｎＪＳ．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ｎｄ
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ｏｒ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Ｔｒａｎｓｍ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５，８１（１）：
７３－７８．

［１７］　刘全忠，齐蔓莉，缴稳苓，等．沙眼衣原体和解脲支原体在固定性
伴之间传播的临床流行病学分析．ＣｈｉｎＪＳｅｘＴｒａｎｓｍ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０３，３（１）：５３－５７．

［１８］　尚?，陈磊，徐阳，等．不孕女性的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
及性伴情况调查．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０７－１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９）

【基金项目】上海市松江区区科委课题（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张超（１９８０—），男，主要从事皮肤性病临床与研究
工作。

【通讯作者】施伟民，男，主任医师、教授，ｓｈｉｗｅｉｍｉｎ２＠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２

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阴茎尖锐湿疣的疗
效及对患者局部 ＨＰＶ病毒载量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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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阴茎尖锐湿疣（ＣＡ）的疗效及对患者局部 Ｈ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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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量水平的影响。方法：抽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我院６８例阴茎尖锐湿疣患者，根据治疗方案
分组，各３４例。对照组行单纯光动力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派特灵外涂治疗。统计两组临床疗效，并
对比治疗前后患者局部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载量、负性情绪［焦虑（ＨＡＭＡ）、抑郁（ＨＡＭＤ）］评分及生活
质量评分。结果：（１）临床疗效：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４１２％（３２／３４）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４７％（２６／３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ＨＰＶ病毒载量：治疗前，两组ＨＰＶ病毒载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
治疗，两组ＨＰＶ病毒载量均有所减少，但观察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负
性情绪：治疗前，两组ＨＡＭＡ、ＨＡＭ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治疗，观察组ＨＡＭＡ、ＨＡＭＤ评分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生活质量：治疗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治疗，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给予阴茎尖锐湿
疣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局部ＨＰＶ病毒载量，取得显著临床疗效，进而有利于患者负
性情绪消除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关键词】　 阴茎尖锐湿疣；派特灵；光动力；ＨＰＶ病毒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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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ｏｃａｌ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８ｐｅｎｉｌｅ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３４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ｐａｉｔｅｌ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ｌｏ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ＨＡＭ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ＨＡＭＤ）］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４．１２％ （３２／３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７６．４７％，２６／３４）（Ｐ＜００５）．（２）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
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ＭＡａｎｄＨＡＭＤ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ＨＡＭＡａｎｄＨＡＭＤ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ｉｔｅｌ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ｏ
ｃａｌ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ｎｉ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Ｐａｉｔｅｌ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临床皮肤科常见
的性传播疾病，主要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引起，由于性交时男性阴茎皮肤是主要受压部分，因此更
易发生尖锐湿疣。阴茎尖锐湿疣多发于２０～４０岁性活跃成年
男性，临床表现多样，常在阴茎皮肤、黏膜处出现乳头瘤样损

害，初发时为单个或多个微小淡红色丘疹，随病情进展可逐渐

增多、增大，并可发生糜烂、渗液、皮损处有脓性分泌物或浑浊

浆液，严重影响着患者身心健康，并导致其生活质量严重下

降［１，２］。研究发现，尖锐湿疣与生殖器癌的发生相关密切，数据

统计，５％～１０％外阴、肛周湿疣经较长时期后可发生癌变，且约
１５％阴茎癌是在原有尖锐湿疣基础上发生，故 ＨＰＶ、尖锐湿疣
及生殖器癌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此，早期对尖锐湿疣进

行有效干预治疗、减少ＨＰＶ病毒载量，对降低癌变发生率、改善
预后及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３，４］。目前，光动力疗法是

临床治疗阴茎尖锐湿疣的主要有效手段，该方法是利用光动力

反应进行疾病诊疗的一种新技术，因其具有选择性好、创伤小、

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得到广泛认可［５，６］。派特灵是一种专门

用于清除、抑制人体黏膜及皮肤感染 ＨＰＶ的中药制剂，对 ＨＰＶ
感染引发的增殖细胞具有显著抑制与杀灭作用，其在尖锐湿疣

治疗中亦取得显著疗效。但目前临床关于光动力联合派特灵

治疗阴茎尖锐湿疣尚无较多深入报道，本研究选取我院６８例阴
茎尖锐湿疣患者，分组探讨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阴

茎尖锐湿疣的疗效及对患者局部 ＨＰＶ病毒载量水平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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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抽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医院
６８例阴茎尖锐湿疣患者，根据治疗方案分组，各３４例。观察组
年龄２２～５４岁，平均（３９５４±１０２５）岁；病程９ｄ～８个月，平均
（４６９±２２５）个月。对照组年龄 ２３～５５岁，平均（３９６７±
１０４７）岁；病程１１ｄ～８个月，平均（４６１±２３１）个月。两组年
龄、病程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进
行对比，且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纳入标准：（１）均符合《皮肤性病学》中尖锐湿疣相关诊断
标准［７］；（２）阴茎存在典型疣体，且单个疣体直径≤５ｍｍ；（３）知
晓本研究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存在皮肤光
过敏症或属瘢痕体质；（２）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严重
不全或免疫系统功能障碍；（３）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单纯光动力治疗：（１）仪器选为购自桂林兴达
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ＸＤ－６３５ＡＢ型光动力治疗仪；（２）对
疣体与周围皮肤进行常规消毒，在脱脂棉球上滴适量２０％ ５－
氨基酮戊酸（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并将其均于覆盖在疣体上，避光封包；（３）５－氨基
酮戊酸避光封包３ｈ后，进行红光照射，波长为６３３ｎｍ，能量为
１００Ｊ／ｃｍ２，照射距离设定为 １０～１５ｃｍ，持续照射 ２０ｍｉｎ／次，１
次／周，共治疗３周；

观察组在对照基础上联合派特灵［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卫生许可证：（京）卫消证字（２０１１）第０２２０号］
外涂治疗：（１）采用注射器取０５ｍＬ派特灵加入２５ｍＬ凉开水
配制成５０倍稀释液，使用消毒棉球反复擦拭阴茎，１０ｍｉｎ／次，１
次／ｄ，疗程同对照组。
１３　观察指标

（１）统计两组临床疗效；（２）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局部 ＨＰＶ
病毒载量，采用组织钳夹取疣体组织（治疗前）及原皮损部位皮

屑（治疗后），以反转录酶 －聚合酶链锁反应法测定 ＨＰＶ病毒
载量；（３）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ＭＡ）和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ＨＡＭＤ）［８］评价两组治疗前后抑郁度和焦虑度，得分越高负
性情绪越严重；（４）以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ｅｎｅｒ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Ｌｉｆ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７４）评估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得分越高生活质
量越高［９］。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１０］

（１）治愈：皮损完全消退，黏膜组织恢复正常；（２）显效：皮
损减小＞６０％；（３）进步：皮损减小２０％ ～６０％；（４）无效：皮损
减小 ＜２０％或增大。总有效率 ＝（治愈 ＋显效）／总例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统计分析，计量、计数资料（珋ｘ±ｓ）、ｎ
（％）表示，ｔ、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９４１２％（３２／３４）高于对照组的

７６４７％（２６／３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３４）１７（５０００）１５（４４１２）１（２９４）１（２９４）３２（９４１２）

对照组（ｎ＝３４）１４（４１１８）１２（３５２９）５（１４７１）３（８８２）２６（７６４７）

χ２ ４２２１

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ＨＰＶ病毒载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 ＨＰＶ病毒载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治疗，两组ＨＰＶ病毒载量均有所减少，但观察组变化
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ＨＰＶ病毒载量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４） ５２３±１０２ ０９３±０２５ ２３８７５ ＜００５

对照组（ｎ＝３４） ５２６±１１１ ２１１±０６７ １４１６７ ＜００５

ｔ ０１１６ ９６２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负性情绪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ＨＡＭＡ、ＨＡＭ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治疗，观察组 ＨＡＭＡ、ＨＡＭＤ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经治疗，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负性情绪评分比较

时间 组别 ＨＡＭＡ ＨＡＭＤ

治疗前 观察组（ｎ＝３４） ２９３６±５８１ ２６１４±４１１

对照组（ｎ＝３４） ３０２８±５６５ ２６６７±４３３

ｔ ０６６２ ０５１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４） ９２２±３６２ １０４３±３１４

对照组（ｎ＝３４） １５１２±３７４ １５４８±３２２

ｔ ６６１０ ６５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７１　　　·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时间 组别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

治疗前 观察组（ｎ＝３４） ５６２８±６１４ ５５４１±５３９ ５６１４±４１７ ５８３２±５２８

对照组（ｎ＝３４） ５６２７±６１１ ５５８３±５１５ ５６８３±４３０ ５８４７±５４７

ｔ ０００７ ０３２９ ０６７２ ０１１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４） ７１６９±１０４２ ７２０７±１０１１ ７０４１±９５４ ７４１３±１０４７

对照组（ｎ＝３４） ６４４７±８２８ ６２１７±９８５ ６３２１±８４２ ６５８８±９３７

ｔ ３１６３ ４０９０ ３２９９ ３４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ＨＰＶ是一种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科的 ＤＮＡ病毒，可引起人体皮

肤黏膜鳞状上皮增殖，阴茎尖锐湿疣是由ＨＰＶ引起的常见男性
疾病，多通过性接触传播感染，少数也可通过日常生活用品如

浴盆、浴巾、衣裤等传播。尖锐湿疣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性

传播疾病，且近年发病率仍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患者

身心健康，并导致其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因此，寻找一种安全

有效的方案治疗阴茎尖锐湿疣，对减少性疾病发生率，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１１］。

近年来，随临床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光动力疗法

在阴茎尖锐湿疣治疗中逐渐引起广泛关注。该方法是一种联

合运用５－氨基酮戊酸及相应光源，通过光动力学反应对病变
组织产生选择性破坏的新技术，由于其定位准确，仅对符合病

毒特性的靶组织进行破坏与杀灭，对邻近正常组织无明显影

响，且可利用皮肤组织生长特性使瘢痕愈合，具有操作简单、无

创、无瘢痕等显著优势。蔡艳桃等［１２］研究中指出，给予宫颈内

膜外移伴ＨＰＶ亚临床感染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可有效
提高ＨＰＶ转阴率，疗效显著。路云环等［１３］学者亦发现光动力

治疗有利于减少尖锐湿疣患者病灶 ＨＰＶ病毒载量，且较为安
全。但临床工作经验得知，ＨＰＶ难以彻底根除，极易复发，单纯
光动力难以达到有效治疗目的，限于科研水平及 ＨＰＶ复杂性，
近些年临床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向从传统中药寻求方法［１４，１５］。

陈君霞等［１６］学者指出，派特灵治疗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效果显著，
且无明显副作用，具有较高安全性。陈瑞英等［１７］研究也论证了

派特灵局部外涂在高危型ＨＶＰ感染治疗中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并提出本品可显著提高 ＨＰＶ感染者治愈率。派特灵是由北京
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一种中药制剂，主

要成分包括白花蛇舌草、鸦胆子、苦参、黄柏、大青叶等十二余

味中草药，可有效杀灭人体皮肤、黏膜、生殖器等部位感染的

ＨＰＶ病毒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致病微
生物。荆慧琴等［１８］学者研究发现，ＨＰＶ侵入皮肤后可致使皮
肤及黏膜表面过度增生而形成尖锐湿疣，而派特灵的使用可将

ＨＰＶ有效杀除，并加快人体表皮细胞更新速度，进而促使病变
组织及疣体脱落，使表皮细胞内寄生的ＨＰＶ在未复制前随坏死
细胞脱落而被及时清除。本研究中，观察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后

ＨＰＶ病毒载量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派特灵外涂联合
光动力治疗阴茎尖锐湿疣，可有效降低 ＨＰＶ病毒载量，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分析原因在于派特灵主要中药成分中，鸦胆子含

有多种苦味素、生物碱类及油酸，对感染细胞具有较高选择性，

可对感染细胞及线粒体膜系统产生破坏作用，进而促进其发生

退行性变与坏死；苦参有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祛风燥湿、抗病

毒等作用显著，能够有效阻止ＨＰＶＤＮＡ合成，进而抑制病毒繁
殖与生长；大青叶含芸苔素、靛蓝、苷类化合物，抗病毒及抗菌

谱极广，多种中药材协同作用，可有效破坏ＨＰＶ生长环境，促进
ＨＰＶ清除，且可对免疫细胞产生保护作用，有利于防止疾病
复发。

ＨＰＶ除对患者躯体及生理造成严重不适外，还给其带来了
沉重心理负担。本研究得知，由于阴茎尖锐湿疣多由不洁性交

所致，患者患病后极易产生自责、负罪感及羞耻感，加之对疾病

缺乏正确认知，担心疾病难以治愈或传染给家人，长期恐惧心

理致使机体处于警觉、紧张状态，进而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并

引发失眠、食欲下降、心理性阳痿等症状，此外，尖锐湿疣难以

根治，极易复发，不同程度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及心理压力，长期

以往部分患者可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甚至出现悲观绝

望心理，进而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治疗后ＨＡＭＡ、ＨＡＭＤ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归因于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治疗阴茎尖锐
湿疣可取得显著临床疗效，且能够有效防止疾病复发，进而有

利于消除患者负性情绪，促进生活质量改善。

综上，给予阴茎尖锐湿疣派特灵外涂联合光动力治疗，可

有效降低患者局部ＨＰＶ病毒载量，取得显著临床疗效，进而有
利于患者负性情绪消除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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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丁卡因胶浆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
效观察及安全性分析
王川颖１　邵莉莉１　胡芳君２　陈小伟１

１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医学美容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２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皮肤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摘　要】　目的：观察盐酸丁卡因胶浆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及安全性，为尖锐湿疣的治
疗探索一条新途径，以期为尖锐湿疣患者的治疗提供帮助。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我院符合纳入标准的尖锐湿疵患者６０例，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３６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
两组患者男性均１２例、女性均１８例，对照组采用ＣＯ２激光治疗，而治疗组采用盐酸丁卡因胶浆联合 ＣＯ２激
光治疗。治疗后第７ｄ、第１５ｄ、１个月、２个月和３个月对两组患者观察，比较其痊愈率、复发率以及不良反应
情况。结果：治疗结束时，治疗组的痊愈率为９３３％，对照组为６６７％，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复发率为６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９８％，对照组为４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盐酸丁卡因胶浆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疗效显著且安全性好，提高了痊愈率，可以作为治疗尖锐湿疣的好方案之一。

【关键词】　尖锐湿疣；盐酸丁卡因胶浆；ＣＯ２激光；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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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状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后就会使人体产生一种疣体即
尖锐湿疣病，病体部位常表现在生殖器、会阴及肛周等，是一种

性传播疾病，比较常见，近几年来感染该病的人越来越多。目

前，用局部注射干扰素、冷冻、激光等是用于祛除疵体的常用方

法。在临床中治愈尖锐湿疣并不困难，可是该病的复发率却比

较高［１－３］，损伤较大，且易造成尿道狭窄等问题。因此，本研究

在ＣＯ２激光疗法治疗的基础上外涂盐酸丁卡因胶浆用于尖锐湿
疣患者，此研究目的在于能为尖锐湿疣的患者提供一种更有效

的治疗方案。相关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符合纳入标准
的尖锐湿疣患者６０例，入选患者均知情同意，经过本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男性２４例、女性３６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３０例。两组患者男性均１２例、女性均１８例。治疗组中，患
者年龄范围在２０～６５岁，平均（３８１±３１）岁；病程２～４个月，
平均（２３±１８）月。对照组年龄范围在１８～６３岁，平均（３７８
±２９）岁；病程１～４个月，平均（２６±１１）月。男性发病部位
多在阴茎、冠状沟、包皮等处，女性则多在尿道口、阴唇、肛周等

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三方面存在差异，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岁者；（２）无生殖器肿瘤病史、自

身免疫疾病史者；（３）治疗和随访期间无再次感染史者；（４）能
够随访或按时复诊者。排除标准：（１）治疗期间合并应用其他
药物者、对己知治疗药物成分过敏者、合并其他性病或患处合

并细菌感染者；（２）合并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甲亢、肿瘤或有
其他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３）不能按时用药、复查者；（４）记录
不全或患者自动终止治疗者、观察期内患者防护不慎造成重复

感染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ＣＯ２激光治疗方法：术前行检测时在患处涂抹本院护理部

自行调配醋酸溶液（３％ ～５％），３ｍｉｎ后进行常规消毒，在皮损
基底部位用利卡因局部麻醉，使用治疗机进行 ＣＯ２激光在患处

聚焦烧灼，烧灼时间的长短需要根据病变面积的大小来确定。

对照组用消毒铺巾常规消毒，直接用 ＣＯ２激光法进行治疗
治疗。治疗组常规消毒后，在疣体部位涂抹盐酸丁卡因胶浆

（商品：名利宁，西安利君精华药业有限公司，００８ｇ／支），３～
５ｍｉｎ后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消除疣体，并叮嘱患者术前对外阴进
行清洗、擦干生殖器，注意生殖器的卫生与清洁，手术前将排尽

尿液，不能饮酒、不能食用辛辣刺激食物，禁止性生活。两组患

者均以７～１０ｄ为１个疗程。
１３　评价指标

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判断作为评估患者痊愈的标准：（１）
痊愈：皮损完全消退；（２）复发：术后第７ｄ到３个月期间，在原
来部位又长出新的疣体。治疗后观察两组患者的痊愈率、复发

率的时间为术后第７ｄ、第１５ｄ、１个月、２个月和３个月，并且观
察两组在术后是否有不良反应，以此来估测治疗方案的安全性。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痊愈情况比较

治疗结束时，治疗组３０例，痊愈２８例（９３３％），有效２例
（６７％），无效 ０例（００％）；对照组 ３０例中，痊愈 ２０例
（６６７％），有效２例（６７％），无效８例（２６７％）。治疗组痊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组治疗后１到３个月内复发２例，复发率为６６％；而
对照组治疗后第７ｄ到３个月内复发６例，复发率为２０％。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治疗组有４例，发生率为９８％，对照
组发生不良发应的患者有２例，发生率为４９％，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７８９，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症状均
较轻微，无需特殊处理均可自行缓解，不影响治疗，提示治疗安

全性可靠。

#

　讨论
湿热内蕴，外感邪毒，复发多因正虚邪恋，余毒不清是导致

尖锐湿疣的病机。现在社会日益丰富的娱乐生活，患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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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人数逐年都在增加，通过ＨＰＶ感染而引发的好发于外阴及
肛门的性传播疾病，再通过自通身传染，成为尖锐湿疣复发的

主要原因；ＨＰＶ感染后很容易导致阴茎癌、结直肠癌的发生。
另外，男性尿道窄小，直径约５～７ｍｍ，疣体生长在尿道及舟状
窝处，不易被发现，同时对治疗也造成了很大程度的不便，疾病

的复发亦随之提高。

除此之外，女性内生殖道更容易被尖锐湿疣传染，使得女

性宫颈发生严重恶性病变，损害比较严重。但是传统治疗方法

的不足在于只能去除肉眼可见的疣体，无法对亚临床及潜伏感

染的部位进行治疗。该疾病的发病时间长，很容易反反复复发

作，大多患者是中青年［８，９］，这些青年都处于性活跃期，且该人

群的性生活往往都是不洁净的或者配偶有感染史，就易于发生

交叉感染，并且有潜在的致癌性［４－７］。该病潜伏时间为１～８个
月，平均时间为３个月，潜伏时间短，发病快。经过临床工作者
不断探索，尖锐湿疣在患处外用２０％盐酸丁卡因胶浆，然后再
经ＣＯ２激光治疗，比单一的用ＣＯ２激光治疗疗效好，治愈率高且

复发率明显低［１０－１３］。

此研究的目的，是观察比较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同时联合用
药盐酸丁卡因胶浆是否能够达到更好的疗效。盐酸丁卡因胶

浆可以使神经组织细胞膜保持稳定，直接作用于外围神经，减

少纳离子流动，正常极化与去极化的交替不能顺利进行，阻隔

神经传递，具有一定的止痛作用和麻醉作用，同时可以让患者

的痛阈降低，患者便于接受［１４，１５］。在我院随机选取的符合纳

入标准的尖锐湿疣患者６０例中发现，治疗结束时，治疗组３０
例中痊愈 ２８例（９３３％），而对照组 ３０例中痊愈仅 ２０例
（６６７％），在愈合率上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复发率
和不良反应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且不良反应症状均较轻

微，无需特殊处理均可自行缓解，部分疼痛明显者予以２０％盐
酸丁卡因外喷患处，多在５ｍｉｎ内减轻或消失，且全部患者未
发生系统不良反应，安全性可靠［１６－１８］。同时，该治疗方案的

另一优势在于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给与所需用量的包

装［１９］，操作简单易行。

综上所述，盐酸丁卡因胶浆符合以上治疗要求，盐酸丁卡

因胶浆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患者是安全的，并且治疗效
果非常好，故治疗尖锐湿疣病可以首选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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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常规体检，了解固定场所女性性服务人员（ＦＳＷ）的健康隐患。方法：提供上门妇
科健康体检服务，采集分泌物和血液送临床检验中心，对体检和检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结果：３４７例 ＦＳＷ
接受了体检服务，其平均年龄（２３５６±３３４）岁，平均入职时间（２５７３±１５０５）月。妇科检查发现有宫颈和
分泌物问题，以及尖锐湿疣、霉菌、衣原体感染等。血清检测未检出 ＨＩＶ阳性者，梅毒筛查阳性４０％，疱疹
病毒Ⅱ型ＩｇＧ阳性３８３３％。乙型肝炎测定８４７％全阴，大三阳１４％，小三阳１７５％。宫颈柱状上皮异位
与衣原体感染和阴道分泌物清洁度状态有关；阴道清洁度与阴道霉菌、衣原体感染及疱疹病毒Ⅱ型ＩｇＧ阳性
具有相关性。结论：健康体检作为一项健康干预措施可以初步预测女性性服务人员的生殖感染风险，同时

应该关注该群体的生殖器疱疹预防和乙肝疫苗的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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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性服务人员（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ＳＷ）的健康问题是当
前不能回避的公众健康问题的一部分。各地的调研都证明她

们中广泛存在各种性病的困扰，患病率在 ２２％ ～６３％之
间［１－６］。由此可见关注女性性服务人员的性健康非常重要。而

一些深入的调查认为其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工作场所、年龄等都影响着性安全［４，７－９］。通过常规体检

等手段，分层了解不同工作状况的性服务人员的健康状况和需

求，对于制订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干预手段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２０１４年９至１２月期间在南京市２０１３年公益创投项目
支持下，在本地区１０处固定场所全部女性性服务人员３４７人。
１２　方法

与场所经营者联系，通过提供上门健康体检服务，提供女

性性服务人员妇科检查、分泌物快速检测和性病艾滋病采血检

测。分泌物快速检测有疑问则与血液一起送临床检验中心检

测，结果返回后进行集中登记，并及时反馈给体检人员。对患

病者及时提供医疗服务和性病规范诊疗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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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登记资料进行整理并录入 Ｅｘｃｅｌ表，对文字内容进行
赋值，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分析。
"

　结果
由于检测对象的特殊性，我们采集信息的方式采用现场沟

通的模式进行，除了基本工作相关信息以外，没有采集更多个

人信息内容。

２１　基本信息
３４７人分别来自全国 ２０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年龄

（２３５６±３３４）岁（范围：１８～３９岁）；平均入职时间（２５７３±
１５０５）月（范围：１～９６月）。年龄分布状况见图１，入职时间状
况见图２。

图１　执业人员的年龄构成情况

图２　年龄与入职工作时间的关系

２２　健康检查结果
３３４例接受妇科检查者中，宫颈检查发现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为Ⅰ度６例（１７％）、Ⅱ度２１例（６０％）、Ⅲ度３例（０９％），
宫颈充血３例（０９％），宫颈尖锐湿疣１例（０３％）。３３４例分
泌物样本的阴道分泌物清洁度分别为Ⅰ度２７２例（７８２％）、Ⅱ
度３４例（９８％）、Ⅲ度２５例（７２％）、Ⅳ度３例（０９％），未发
现淋球菌、滴虫感染，霉菌阳性１４例（４０％），衣原体感染９例
（２６％）。
２３　血清学检测结果

３４７例全部进行了血清检测，其中梅毒筛查阳性 １４例
（４０％），未检测出ＨＩＶ阳性者。疱疹病毒Ⅱ型 ＩｇＧ阳性检出
１３３例（３８３３％）。乙型肝炎测定发现２９４例（８４７％）全阴，大
三阳５例（１４％），小三阳 ６例（１７％），表面抗体阳性 ２８例
（８１％），乙肝感染潜伏后期 ９例（２６％），乙肝恢复期 ３例
（０９％），已康复１例（０３％），正在感染发病１例（０３％）。

２４　妇科常规与检测结果关系
３３４例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判定结果发现与阴道分泌物清洁

度及衣原体检测阳性结果有关（分别为：ｔ＝００００，Ｐ＜００１；ｔ＝
００３９，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分级与阴道分泌物清洁度和衣原体检测结果

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分级
例数

阴道分泌物

清洁度分级

不同清洁度

例数

衣原体检测

阳性例数

０° ３０４（９１．０２）

Ⅰ° 　６（１．８０）

Ⅱ° ２１（６．２９）

Ⅲ° 　３（０．９０）

４ 　０（０．００）

３ １７（５．５９）

２ ２９（９．５４）

１ ２５８（８４．８７）

４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２ 　１（１６．６７）

１ 　５（８３．３３）

４ 　３（１４．２９）

３ 　５（２３．８１）

２ 　４（１９．０５）

１ 　９（４２．８６）

４ 　０（０．００）

３ 　３（１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６（１．９７）

１（１６．６７）

２（９．５２）

０（０．００）

阴道清洁度与阴道霉菌、衣原体感染及疱疹病毒Ⅱ型 ＩｇＧ
阳性具有相关性，分别为：ｔ＝００００，Ｐ＜００１；ｔ＝０００３，Ｐ＜
００１；ｔ＝００１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阴道清洁度与阴道霉菌、衣原体感染及疱疹病毒Ⅱ型ＩｇＧ的关系

阴道清洁等级 例数 霉菌阳性 衣原体阳性 疱疹Ⅱ型

１ ２７２（７８３９） ７（２５７） ４（１４７） ９７（３５６６）

２ ３４（９８０） ２（５８８） ２（５８８） １５（４４１２）

３ ２５（７２０） ５（２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 １４（５６００）

４ ３（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６６６７）

缺 １３（３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３８４６）

合计 ３４７ １４（４０３） ９（２５９） １３３（３８３３）

#

　讨论
本次调查接触的场所都是规模在１０～１００人之间的固定场

所，近年来由于不断的打击使得性工作者的流动性增加，流动

速度加快，这也加强了场所间的相互沟通，对于促进与性有关

疾病流行和健康意识提高都有一定的影响。去年我们新增的

现场体检场所也都是通过流动的性工作者向经营者建议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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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联系我们进场开展体检的。

从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接受体检的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自

愿从事性服务工作的职业者，她们年龄偏低，平均年龄在２４岁
以下。她们从业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延长，但是同时随着年龄

增长，从业者人数也急剧减少。因此，对待他们的健康干预应

该迎合性健康需求进行。各地对流动未婚女性的调查表明，生

殖道感染和性病感染都是与未婚妊娠同样重要的年轻女性健

康问题［１０－１２］，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年龄、性行为频度、文化水

平、收入等相关［１０，１２，１３］。因此加强女性生殖健康宣传，引导其

积极参加生殖健康体检，可能对于固定场所的女性性服务人员

的性病艾滋病防治是较为现实的工作措施。

接受调查的这部分人员中艾滋病的问题不是非常严重，未

发现有淋球菌感染，梅毒的感染率仅为４％，低于一般性工作者
人群的感染率调查结果［１４－１６］，与一些地方高档场所的调查结

果相当［８，１７］。这反映出长期的宣传已经使固定场所的从业者和

现场老鸨都具有非常高的性服务过程中必须使用安全套的意

识，正在形成针对客人全程使用安全套的行业氛围。但是我们

也发现在多人参与的群体性行为过程中由于无法完全做到每

人一套，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另外，我们还通过交流发

现她们中存在的一个很普遍现象：就是她们很多人有不使用安

全套的男朋友，而且她们经常会多人共有一个男朋友。这就带

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一旦男朋友发生感染就可能在她们中传

播开来。

阴道分泌物清洁度是临床体检常规的简易判断女性生殖

道健康的方法。接受体检的性服务人员的生殖健康问题突出，

超过２０％的人清洁度存在问题，分析发现与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阴道霉菌感染、衣原体感染和疱疹病毒感染等具有相关性，

因此，一般体检可以初步预测存在妇科感染的风险。

本次调查发现她们中生殖器疱疹的感染比较普遍，疱疹病

毒Ⅱ型ＩｇＧ阳性检出占３８３３％。这与其他调查的高感染率相
类似［１６］，提醒我们提供性服务群体的生殖安全处于比较高的危

险状态下，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切实的策略降低疱疹病

毒传播风险，杜绝后代发生先天疾患的危险。

她们中乙型肝炎８１％有表面抗体，而明确发生感染或已
感染的占７２％，余下８４７％则均为易感染群体，与我国实施国
家免疫规划后的１５～５９岁人群ＨＢＶ血清学３项指标均为阴性
的易感者占３７９７％［１８］比较超过１倍以上，反映出性服务人群
的乙肝免疫工作的落实严重滞后，有可能成为我国乙型肝炎集

中发生的危险群体，应该加强这个群体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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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左归丸对雷公藤多苷（ＧＴＷ）诱导的少弱精子症大鼠模型的精子参数、睾丸／附
睾系数、生殖激素水平、附睾肉毒碱含量的预防作用。方法：将３６只雄性 ＳＤ大鼠随机平均分为正常组、模
型组及左归丸组，每组１２只，共计８周。模型组前４周用去离子水进行干预，５～８周用４０ｍｇ／（ｋｇ·ｄ）的雷
公藤多苷进行造模；左归丸治疗组前４周用６ｇ／（ｋｇ·ｄ）的左归丸混悬液进行预防性干预，５～８周用４０ｍｇ／
（ｋｇ·ｄ）的雷公藤多苷进行干预。检测大鼠精子参数；测量睾丸的重量，计算睾丸脏器系数；测定血清黄体
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激素（Ｅ２）、泌乳素（ＰＲＬ）、睾酮（Ｔ）、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及附睾肉毒碱
（ＥＣ）含量。结果：左归丸组与模型组相比，大鼠睾丸脏器系数、精子质量（活力、数量）、血清ＦＳＨ、ＬＨ、Ｔ、ＩＮ
ＨＢ、ＥＣ含量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但 ＩＮＨＢ、ＥＣ水平仍与正常组有一定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前期应用左归丸能够有效减少 ＧＴＷ对大鼠生殖器官的损伤程度，包括对一般状态、睾
丸／附睾脏器指数、精子质量及生殖激素水平、附睾肉毒碱含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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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一直以来就是生殖领域研究的热点。以往研
究表明，由男性因素导致的不育症约占 ４０％［１］，其中，６５％ ～
７０％左右的男性不育症病因及发病机制尚十分不清楚，大多数
只表现为以少精子症和／或弱精子症为主的精子质量异常［２，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７９　　　·

雷公藤多苷（ＧＴＷ）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炎药物和免疫抑制剂，但
长期服用会导致男性患者精子数量减少、活动力下降，严重者

甚至造成不育［４，５］。我们前期对 ＧＴＷ诱导的少弱精子症大鼠
模型的造模时间和剂量进行了细致探索，得到了较为理想的模

型［６］。目前，单纯的西药治疗少精子症及弱精子症效果并不理

想，而一些补肾类中药方剂的使用可以明显提高疗效，如明代

张景岳所制名方“左归丸”［７，８］。本研究主要观察“左归丸”对

实验性少弱精子症大鼠精子质量、睾丸／附睾脏器系数、生殖激
素水平、附睾肉毒碱的影响，探讨左归丸对少弱精子症的预防

作用。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实验动物：ＳＰＦ级雄性 ＳＤ大鼠，鼠龄均为１２周，平均体质
量为（２８０±３０）ｇ，共３６只。全部ＳＤ大鼠均由斯贝福（北京）实
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提供。

药品和试剂：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雷公藤多苷片全部由安徽

新陇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规格为１０ｍｇ／片，批号１３０８０１；
左归丸由河南宛西制药厂统一制造，规格为１２袋／盒，９ｇ／袋，批
号１３１２０９。

仪器：普通光学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Ｌ３４００９９）；恒温水浴箱；伟
力精子测试仪（中国 ＷＬＪＵ－９０００）；轮转式组织切片机；精密电
子天平（ＭｅｔｔｌｅｒＡＥ１６０）；ｐＨＭｒｔｅｒ（日本 ＴＯＡＨＭ－２０Ｅ）；不锈
钢细胞筛；细胞计数板；剪刀；电热恒温培养箱２０～６０℃；电子
称；低温高速离心机（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ＩＫＲ００２Ｒ）；ｒ－９１１全自动放免
计数仪等。

１２　方法
动物分组：实验动物适应性喂养７ｄ后，未见明显异常即可

按照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将３６只雄性 ＳＤ大鼠进行编号，使用
普通电子秤对其体质量进行称重并记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随机分为正常组、雷公藤多苷模型组、左归丸组，每组

１２只。
造模及给药方法：正常组全部采用去离子水进行干预，共８

周；模型组前４周用去离子水进行干预，５～８周用４０ｍｇ／（ｋｇ·
ｄ）的雷公藤多苷进行造模；左归丸组前４周用６ｇ／（ｋｇ·ｄ）的左
归丸混悬液进行预防性干预，５～８周用４０ｍｇ／（ｋｇ·ｄ）的雷公
藤多苷进行干预。８周后处死大鼠，抽取腹主动脉血，离心后取
上清液，摘取睾丸及附属性腺组织，称重后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１３　观察指标
一般情况：观察实验过程中各组大鼠的精神状况、活动情

况、体毛光泽度、饮食水量、体质量、排尿、排便等具体情况的

变化。

体质量及睾丸、附睾脏器系数：采用普通电子秤对实验大

鼠称重后进行麻醉。麻醉后迅速处死大鼠，开腹取出双侧睾

丸、附睾组织，用冷生理盐水冲洗，除去血液，滤纸擦干，采用精

密天平对各组织进行称量并记录，结果取双侧平均值。采用睾

丸、附睾质量与体质量的比值计算各自脏器系数，脏器系数 ＝
脏器质量／体质量×１０００‰。

精子活动力以及精子计数：将实验大鼠双侧附睾称重后，

取右侧附睾置于２ｍＬ生理盐水，将组织剪碎，然后在３７℃水浴
箱中孵育５ｍｉｎ，取一滴精子混合液滴在玻片上，采用普通光学
显微镜对精子活动力进行观察；同时采用不锈钢细胞筛对精子

混合液进行过滤，将滤液置于离心机中（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５ｍｉｎ），取出
沉淀物，加入１ｍＬ精子固定液充分混匀，使用细胞计数板对精
子混合液进行精子计数。具体观察计数方法，按照 ＷＨＯ标准
进行。

血清性激素、抑制素 Ｂ及肉毒碱水平：采用放射免疫试剂
盒对所有大鼠的血清 ＦＳＨ、ＰＲＬ、Ｅ２、Ｔ、ＬＨ、抑制素 Ｂ含量进行
检测；采用比色法对附睾肉毒碱水平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对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珋ｘ±ｓ）来表示，经正态性检验
及方差齐性检验后，若符合正态分布，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检验。其中，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则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正常组大鼠精神状况良好，活动敏捷，体质量逐渐增加，体

毛浓密且有光泽，饮食水正常，大小便正常；模型组大鼠前四周

与正常组无明显差异，但腹腔注射 ＧＴＷ第３～４ｄ起，逐渐出现
精神萎靡，活跃度下降，饮食水明显减少，体质量下降，抱团，体

毛略有稀疏、缺少光泽；左归丸组大鼠前４周以左归丸灌胃后体
质量增加较快，精神较好，活跃度较高，其他与正常组无明显差

异，ＧＴＷ灌胃后，开始较正常组精神、体重、反应、皮毛光泽度均
有所下降，但整体状态较模型组更好。实验中，正常组死亡１只
ＳＤ大鼠，经解剖鉴定，判断为灌胃针损伤气管致死，与实验药物
无相关性。

２２　体质量与睾丸、附睾脏器系数
本实验第８周将所有大鼠处死后，取其双侧睾丸、附睾，并

采用精密电子天平进行称重、记录，分别计算与体质量的比值，

得出各组织的脏器系数。结果：雷公藤多苷诱导的少弱精子症

模型组睾丸、附睾脏器系数最低，左归丸组较正常组基本处于

同一水平，明显高于模型组。见表１。

表１　实验各组大鼠体质量与脏器系数统计

组别 ４周 ８周 睾丸脏器系数　　 附睾脏器系数　　

正常组

模型组

左归丸组

３５４４２±２５２６
３５８４５±３０９９
３６９２８±２３６５

４２３３６±２４３２
４１０７５±２３６８
４２０５０±２６４３

７０５±０６３

４８２±０９１▲▲

８０３±０８９△△

３４５±０２８

２４３±０４５▲▲

３１３±０３１△△

　　注：与正常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雷公藤多苷模型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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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精子质量
本实验主要对大鼠精液中的精子总活动力、ａ级精子百分

率、精子计数进行检测，并对各组之间上述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模型组在精子总活力、ａ级精子百分率、精子计数方面明显
低于正常组，而采用左归丸先进行预防性干预后，精子质量各参

数均有下降趋势，但较正常对照组水平差异不明显。见表２。
２４　生殖激素水平

对各组大鼠血清生殖内分泌激素（ＦＳＨ、ＬＨ、Ｅ２、ＰＲＬ、Ｔ、抑

制素Ｂ）及附睾肉毒碱（ＥＣ）进行检测。结果：与正常组相比，模
型组大鼠血清 Ｔ、ＩＮＨＢ、ＥＣ水平明显下降，ＦＳＨ水平均明显升
高，ＬＨ有升高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相比，左归丸组
ＬＨ、ＦＳＨ水平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ＩＮＨＢ水平明显升高，与

正常组水平趋近，ＥＣ含量升高，有统计学意义，但较正常组仍有
差异。各组之间ＰＲＬ、Ｅ２未见明显差异性。见表３。

表２　实验各组大鼠精子质量统计表

组别
精子总活动力

（％）
ａ级精子
百分率（％）

精子计数

（×１０６／ｍＬ）

正常组

模型组

左归丸组

５３４０±８６５

９４０±９２６▲▲

４３００±７５８△△

２８００±１０３７

２２０±２８６▲▲

２５００±３５４△△

２４２０±７７３

７００±５５７▲▲

１７４０±５７７△

　　注：与正常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雷公藤多苷模型组相

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各组大鼠生殖激素水平

组别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ＩＮＨＢ（ｐｇ／ｍＬ） ＥＣ（μｍｏｌ／Ｌ）

正常组

模型组

左归丸组

１７５７±１１１

２１５７±１６１▲▲

１７００±１３１△

１６２６±０８６
１７２０±１６７

１５４８±０６３△

６１０±５４５
７７２±６８４
５３３±４３０

１００３±１６５
１１１８±３７９
１１８４±２１５

７６６±１８８

２７４±１１５▲▲

８７１±２３１△△

１２５５７±１２２５

８２７７±１１１０▲▲

１３９２０±１３０２▲△△

５１５±０６７

３０７±０５６▲▲

３９２±０４２▲▲△

　　注：与正常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３１　少弱精子症大鼠模型

我们前期对少弱精子症造模药物雷公藤多苷的使用剂量

及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证实应用４０ｍｇ／（ｋｇ·ｄ）的雷公藤
多苷进行造模４周形成的少弱精子症大鼠模型较为合理［６］，模

型大鼠在生殖器官脏器系数、附睾精子活力数量、生殖激素水

平及睾丸组织学方面的改变与文献中报道的少弱精子型生精

障碍大鼠模型的表现基本一致，证明模型是成功的［９，１０］。本实

验在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左归丸对少弱精子症大鼠

模型脏器系数、精子参数及生殖内分泌激素方面的影响。

３２　生殖内分泌激素及附睾肉毒碱与精子质量的相关性
精子的发生和成熟主要受到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的调

控。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刺激腺垂体释
放ＬＨ、ＦＳＨ，其中ＬＨ作用于睾丸间质细胞，刺激产生 Ｔ，并与 Ｔ
一起促进精子发生成熟、雄性生殖器官的发育分化及维持正常

的性功能［１１］；ＦＳＨ本身能与精曲小管的支持细胞膜受体结合，
使精曲小管腔内的Ｔ浓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促进生殖细胞分
化为成熟的精子，同时刺激支持细胞分泌 ＩＮＨＢ，ＩＮＨＢ则参与
垂体功能的调节，并在睾丸生精过程通过旁分泌的方式调节支

持细胞的功能［１２，１３］。此外，ＩＮＨＢ水平和精子密度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ｒ＝０４６，Ｐ＜０００１），因此 ＩＮＨＢ可能对男性睾丸生精
功能起到更直接的预测作用［１４，１５］。

男性生殖器官本身不能产生肉毒碱，其来源主要通过附睾

对血浆中肉毒碱的主动摄取而高浓度的集中于附睾当中［１６］。

而肉毒碱在精子线粒体的脂肪酸 β氧化和三羧酸循环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能携带脂肪酸通过线粒体膜，反应

产生的乙酰辅酶Ａ直接参与ＡＴＰ的形成，进而为精子的运动提
供重要能源；另一方面，肉毒碱还能间接通过刺激支持细胞对

葡萄糖的吸收来影响精子的成熟和代谢过程［１７，１８］。因此，附睾

肉毒碱的水平不仅直接反映出附睾的功能状态，而且还反映着

精子的成熟度。

３３　左归丸对少弱精子症大鼠模型的预防作用
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为先天之本。肾精充盈，则能化

气成形；肾精亏虚，则肾阴肾阳无化生之源。因此，肾精的盛衰

决定着男子的生育能力，肾精亏虚是男性不育症的主要原因。

由此，我们认为“肾精亏虚”是少弱精症形成的基本病机，治疗

上应以“滋肾阴，填肾精”为主。左归丸乃明代医家张景岳所

创，是“益阴填精”的代表方剂，具有补肾滋阴、填精益髓的功

效。方由熟地、龟板胶、鹿角胶、山萸肉、山药、枸杞子、菟丝子、

川牛膝组成［１９］。我们前期对８００例男性不育症患者的中医证
型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６４９例（８１１％）患者属于肾精亏虚、
肾阴不足的基本证型［２０］，并运用左归丸改善少弱精子症患者精

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成活率、活动率、液化程度等方面显示了

很好的临床作用［７，８］。

本研究发现：左归丸组大鼠与模型组相比，睾丸及附睾的

脏器系数、附睾精子活动率和计数均有明显改善；Ｔ、ＩＮＨＢ水平
明显升高（Ｐ＜００１），并于正常组水平接近；ＦＳＨ、ＬＨ水平有所
下降（Ｐ＜００５）；ＥＣ水平提高（Ｐ＜００５）。说明ＧＴＷ对大鼠睾
丸生精功能及附睾成熟活化功能有明显的损害作用，从而妨碍

精子的发生、成熟，左归丸则能够对 ＧＴＷ的影响产生拮抗作
用，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研究补肾类中药能够拮抗雷公藤多苷诱

发的生殖损伤作用相一致［２１，２２］。

本研究的特色在于探讨了左归丸对 ＧＴＷ损伤大鼠生殖功
能的预防作用，将左归丸提前４周应用于大鼠，然后进行 ＧＴＷ
损害实验，结果证实左归丸组大鼠睾丸及附睾脏器系数、精子

活率和数量、生殖激素水平、附睾肉毒碱含量虽较正常组有一

定差异，但与模型组相比改善明显。说明早期应用左归丸能减

轻ＧＴＷ对大鼠生殖器官、精子质量、生殖激素的影响，即左归
丸对少弱精子症大鼠模型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本研究为“左归丸”在临床上预防性治疗男性少弱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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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实验依据，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但左归丸重在

滋阴填精，对阳气亏虚及湿热偏盛之人若单纯久服疗效欠佳，

甚至可能反增其害，临床上还应辨证论治，随症加减。另外，本

研究应用雷公藤多苷作为造模药物有一定的自愈倾向，尚不够

客观，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罗丽兰．不孕与不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４３－５５０．
［２］　ＪｕｎｇｗｒｉｔｈＡ，ＤｉｅｍｅｒＴ，ＤｏｈｌｅＧＲ，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ｌｉｎｅｓｏ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７）：６４．
［３］　王益鑫，郑菊芬．男性不育研究新进展．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６，

１２（９）：７７１．
［４］　孙辉臣，王晓旭，贾太和，等．雷公藤糖浆对人精子发生影响的研

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１９９６（４）：２０４－２０６．
［５］　王诗鸿．雷公藤抗雄性生育作用研究进展．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５

（１１）：１１６５－１１６７．
［６］　马凰富，李海松，赵宗江，等．雷公藤多苷诱导生精障碍大鼠模型

的建立．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７９－１８４．
［７］　韩亮，李海松，王彬，等．左归丸治疗精液异常男性不育症２００例

临床报道．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２（３）：１９２－１９４．
［８］　李海松，韩亮，周通，等．左归丸治疗精液异常男性不育７６例临

床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５）：２８－３１．
［９］　张盼盼，刘凤霞，阿地力江·伊明．少弱精症动物模型建立的研

究进展．新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８）：９７４－９７６．
［１０］　马成功，纪伟，李红刚，等．雷公藤多苷片生殖系统毒性及增效减

毒研究进展．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２）：８８－９０．
［１１］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Ｋ，ＨａｋｏｖｉｒｔａＨ，Ｐａｒｖｉｎｅｎ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ｒａｔ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ｕｂｕｌｅｓｉｎａｓｔ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ａｎｎｅｒ：ｉｎｓｉｔｕ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ｑｕａｓｈ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ａｎｅｄｉ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３６（８）：
３２８５－３２９１．

［１２］　蔡新，王礼文，何映．男性不育症中医证型与精液参数及血清性
激素关系的初步探讨．中华男科学，２００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７．

［１３］　Ｋｉｎｎｉｂｕｒｇｈ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ｎｓｅｃｒｅ
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ｎ．ＩｎｔＪ
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０１，２４（２）：９５－１０１．

［１４］　ＡｎａｗａｌｔＢＤ，ＢｅｂｂＲＡ，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ＡＭ，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ｌｅｖ
ｅｌ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ｎａｎｄｍｅｎ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１９９６，８１（９）：３３４１－３３４５．

［１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Ａ，ＩｒｖｉｎｅＤＳ，ＢａｌｆｏｕｒＣ，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Ｈｕｍ
Ｒｅｐｒｏｄ，１９９８，１３（４）：９２０－９２６．

［１６］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ＳａｉｄＴＭ．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ｓａｎｄ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ｍ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４，８（４）：３７６－３８４．

［１７］　ＮｇＣＭ，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ＭＲ，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ｉｎｔｈｅ
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ｎＮＹＡｃａｄＳｃｉ，２００４（１０３３）：１７７
－１８８．

［１８］　ＭａｚｚｉｌｌｉＦ，ＲｏｓｓｉＴ，ＲｏｎｃｏｎｉＣ，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Ｌ－ｃａｒｎｉ
ｔｉｎ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ＭｉｎｅｒｖａＧｉ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９，５１（４）：
１２９－１３４．

［１９］　邓中甲．方剂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６７．
［２０］　韩志超．男性不育症中医证候学规律研究．北京：北京中医药大

学，２０１１．
［２１］　李春庆，孙伟，邵家德，等．雷公藤减毒研究述评．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２６３－２６５．
［２２］　高丽，聂中标，闫润红，等．归脾汤含药血清对雷公藤醇提物致骨髓细

胞凋亡的保护作用．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１５６－１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３７３６７６，８１６７４０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宋景艳（１９９１—），男，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
医结合生殖医学。

△【通讯作者】孙振高，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ｚｈｅｎｇａｏ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６

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机核心“血瘀证”本质的现代研究
及进展
宋景艳１，２　孙振高２△　张兴兴１　王爱娟１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 ２５００１１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育龄女性中子宫内膜异位症（以下简称内异
症）发病率大致为１０％～１５％，且有逐年上升趋势，故有“现代病”之称。中医关于证的本质探讨是中医理论
与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证型的客观化和标准化始终是中医药现代化焦点问题，目前关于内异症

血瘀证本质的探讨涉及内异症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内容庞杂，故本文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对此作出探讨。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血瘀；细胞因子；蛋白质；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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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界目前公认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主要病机是血瘀，血
瘀的病机学含义包括了血脉中瘀阻的血液和溢出脉外的“离经

之血”。根据异位内膜病灶伴随卵巢激素周期性变化而发生的

反复、周期性出血，甚至形成包块、囊肿的现象以及因此伴发的

慢性盆腔痛以确诊内异症，其核心病机属血瘀无疑。关于内异

症“血瘀证”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庞杂，目前，对其分子生物学本

质的研究较少，是中医治疗内异症相关临床和实验研究中一个

亟待完善的环节。本文梳理相关文献，旨在探讨内异症“血瘀

证”的本质所在，明确中药作用靶点或作用机制，促进祖国传统

医学的现代化进程。

!

　血瘀证与细胞增殖相关因子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ＧＦｓ）在调节细胞生长、分化及代谢过

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显示，ＩＧＦｓ对于异位内膜的异常增生
存在复杂的调节作用，其异常表达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１］。

ＩＧＦｓ家族主要包括 ＩＧＦ－Ｉ和 ＩＧＦ－Ⅱ，其中 ＩＧＦ－Ｉ与子
宫内膜细胞的增殖、分化关系更加紧密。以往研究［１，２］显示，

ＩＧＦ－Ｉ与内异症发生密切相关，熊婕等［３］通过临床实验研究证

实，内异症中气滞血瘀型、肾虚血瘀型血清 ＩＧＦ－Ｉ水平相对于
正常对照组以及其他证型组（气虚血瘀型、热郁血瘀型、寒凝血

瘀型以及痰湿瘀阻型）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同时，

各证型异位内膜ＩＧＦ－Ｉ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中气滞血瘀
证组最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提示上述证型患者

的临床症状与ＩＧＦ－Ｉ的异常升高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异位内
膜中升高的ＩＧＦ－Ｉ可能与内异症血瘀证证候本质的密切相关。
"

　血瘀证与炎症反应相关因子
内异症病灶变性坏死而产生的瘀血、组织细胞及其产物激

活炎症细胞，炎症细胞活化，细胞变形，分泌炎症介质，表达粘

附分子。白细胞激活后能产生多种促炎因子，甚至发生促炎症

介质的泛滥，如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 －１（ＩＬ－１）、ＩＬ－１β、ＴＮＦ
－α、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２、ＩＦＮ－γ等。同时也能生成抑炎的介
质，如ＩＬ－４、ＩＬ－６、ＩＬ－１０等。促炎与抑炎介质的平衡，是防
止机体出现过度损伤的保护性机制，二者的失衡往往导致机体

的损害，表现为细胞的变性、坏死或凋亡以及免疫功能损害。

由于异位内膜长期刺激，导致巨噬细胞活化，ＴＮＦ－α因而
分泌增加。丁永芬等［４］研究寒凝血瘀型内异症引起的免疫功

能改变，发现治疗前患者血清 ＴＮＦ－α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升
高，治疗后则显著下降（Ｐ＜００５），表明桂附胶囊方可通过降低
机体ＴＮＦ－α水平，从而降低异位内膜细胞的粘附能力，抑制其
异位种植和增生，减轻盆腔内粘连，而达到改善临床症状和体

征的目的。

此外吴宁等［５］研究结果显示，除寒凝血瘀与气虚血瘀组血

清ＩＬ－６和ＩＬ－８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Ｐ
＞００５），其他４组血ＩＬ－６和ＩＬ－８的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与刘海燕等［６］在腹腔液细胞因子中的研究结果相似。证

实内异症中医辨证分型与血清或腹腔液中ＩＬ－６、ＩＬ－８水平间
存在一定关联，提示血清或腹腔液 ＩＬ－６、ＩＬ－８水平的高低可
作为内异症临床辨证分型的参考指标之一，这与 ＴＮＦ－α可能
与内异症血瘀证证候本质的密切相关。

#

　血瘀证与血管生成异常相关因子
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可降解细胞外基质，促进内皮

细胞选择性扩张和血管生成，同时调节细胞粘附［７］。ＶＥＧＦ作
为促血管生成因子，其参与子宫内膜组织新生血管的形成，促

进异位内膜在子宫体腔以外的部位生长侵袭，导致经期盆腔疼

痛和不孕症出现［８］。班文芬等［９］研究补肾活血汤对肾虚血瘀

型内异症的作用机理时发现，肾虚血瘀型内异症血清 ＭＭＰ－２
和ＶＥＧＦ浓度显著升高，补肾活血汤可通过下调血清 ＭＭＰ－２
和ＶＥＧＦ浓度，通过抑制异位内膜新生血管的异常增生，阻碍其
促进异位内膜生长侵袭作用而减轻患者临床症状。故血清

ＭＭＰ－２和ＶＥＧＦ可能与内异症血瘀证证候本质的密切相关。
$

　血瘀证与凝血机能调节相关因子
前列腺素是一类广泛存在于哺乳类动物各组织中的微量

活性物质。ＰＧＥ２与 ＰＧＦ２α均属于前列腺素家族，但作用相反。
前者属于扩血管物质，而后者则为收缩血管的物质。既往研

究［１０，１１］发现内异症患者血清 ＰＧＥ２与 ＰＧＦ２α主要来自异位的子
宫内膜组织。血液高凝状态下，血小板被激活，其生成 ＴＸＡ２及
ＰＧＦ２α明显增多，进而导致凝血机能增强及血管收缩或痉挛。

张振鄂等［１２］在研究活血化瘀法在内异症痛经患者中治疗

机理时，发现内异症痛经患者血清 ＰＧＦ２α值较正常人明显升高，
而ＰＧＥ２较正常人却下降；活血化瘀法组方治疗后观察组 ＰＧＦ２α
水平显著下降，而ＰＧＥ２浓度明显升高，前列腺素前后的变化符
合本病血瘀证本质的认识。提示活血祛瘀法解除内异症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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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高凝病理状态，抑制血小板激活过程，可能是治疗血瘀疼

痛的重要生化机制之一。

Ｋｈａｎ等［１３］研究却发现与之相反的结论，其发现伴盆腔痛

的内异症患者异位病灶ＣＯＸ２、ＰＧＥ２表达明显增加，考虑盆腹腔
内ＰＧＥ２可能诱导ＶＥＧＦ的表达，从而利于异位内膜新生血管的
生长及侵袭，进而加重临床症状相关。苏晓华等［１４］研究发现基

于“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法拟定方剂妇痛宁（韩冰教授经验方）

可影响ＣＯＸ２－ＰＧＥ２作用途径中与血管生成、侵袭和转移相关
分子的表达，通过抑制内异症异位病灶的血管生成、侵袭和转

移能力而抑制病灶的生长。

血栓素Ｂ２（ＴＸＢ２）、６－酮－前列腺素Ｆ２α（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２α）
分别为为 ＴＸＡ２和 ＰＧＩ２的代谢产物，正常状态下，ＴＸＡ２和
ＰＧＩ２活性保持相对平衡，对维持体内正常血管壁功能和血管内
环境的稳定起重要作用。如 ＴＸＡ２分泌增多，或 ＰＧＩ２减少，
ＴＸＡ２－ＰＧＩ２（即ＴＸＢ２／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２α）间动态平衡失调则可
导致血小板聚集，甚至血栓形成，动脉痉挛，动脉粥样硬化以及

循环障碍等病理变化［１５］。

黄洁明等［１６］体外研究发现，内异症大鼠 ＴＸＢ２水平显著升
高，而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２α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正与内异症血
瘀证本质相符合。罗氏内异方大鼠灌胃治疗能纠正其血瘀状

态，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改善盆腔微循环，是中药治疗内异症有

效途径之一，也阐明了活血化瘀中药的具体作用机制［１７］。

%

　血瘀证与性激素表达异常
内异症作为激素依赖性疾病，雌激素在异位内膜的增殖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研究［１８］表明：内异症中 ＥＲ的表达及激
素环境异常，导致局部生殖内分泌环境的变化，是内异症发病

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修红等［１９］研究少腹逐瘀治疗寒凝血瘀型内异症的作用

机理，结果表明少腹逐瘀汤可显著改善寒凝血瘀型内异症模型

大鼠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和 ＦＩＢ、ＴＴ、ＡＰＴＴ等凝血指标，降低血
清中Ｅ２水平及异位内膜组织中 ＥＲ的表达，而对于血清中 Ｐ含
量及异位内膜中ＰＲ表达则无明显影响，这与杨东霞等［２０］研究

结果类似。推测活血化瘀法是少腹逐瘀汤治疗内异症的重要

途经之一，同时其兼顾改善血瘀状态、降低血清 Ｅ２水平及异位
内膜中ＥＲ的表达而抑制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对子宫内膜异位
症起到治疗作用。所以Ｅ２、Ｐ可能与内异症血瘀证证候本质的
密切相关。

&

　血瘀证与差异性蛋白质组
基于蛋白质组学研究的辨证论治是应用现代科学语言对

传统中医理论更好的阐释，有可能成为中医现代化的突破口。

而从蛋白质水平探讨内异症血瘀证常见证候辨证的分子生物

学基础，建立内异症蛋白质分子微观辨证和诊断体系，可以为

探讨其证候的演变规律、证候的辨治靶点，寻找有意义的分子

标记物及基因干预的靶点提供依据。

黄金燕等［２１］通过双向凝胶电泳和质谱分析技术分离内异

症患者及健康妇女在位内膜，发现内异症血瘀证患者与健康妇

女在位内膜之间特定蛋白的差异性表达，具体如下。血瘀证：

人碳酸酐酶１、载脂蛋白、胶转蛋白共３种，气虚血瘀证：内质蛋
白前体、热休克蛋白、膜联蛋白Ａ２、膜联蛋白Ａ５、１４－３－３蛋白
ε、１４－３－３蛋白ζ、磷酸甘油酸变位酶１、ＲｈｏＧＤＰ分离抑制剂

异构体Ａ、神经多肽ｈ３、视黄醇结合蛋白１、神经视网膜特异性
亮氨酸拉链蛋白、半乳糖凝集素、亲环素共１３种，肾虚血瘀症：
Ⅰ型胶原、鲑鱼钙调蛋白、膜联蛋白、波形蛋白、载脂蛋白共５
种，功能涉及细胞凋亡、细胞增殖、氧化应激、免疫调节、血管收

缩等密切相关。这些差异蛋白可能是其发病的候选生物标志

物。内异症血瘀证、气滞血瘀证、肾虚血瘀证患者在位内膜间

蛋白质组分的差异性可能是证候实质的内在根源。

'

　血瘀证与具体机制不明相关因子
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ＭＩＦ）是一种免疫炎性因子，参与

了免疫应答、炎症反应、血管生成、细胞增殖以及肿瘤形成等多

种生理生化过程。研究发现，ＭＩＦ从多个环节参与了内异症的
形成，与内异症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１，２２］。

文怡等［２３］从 ＭＩＦ表达差异角度探讨内异症证型分类的分
子生物学基础。结果发现，ＭＩＦ在不同证型（肾虚血瘀型、血瘀
型及气滞血瘀型）内异症患者中呈差异性表达，其于肾虚血瘀

型异位及在位内膜中皆呈高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证实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肾虚与不
孕的ＭＩＦ分子生物学基础是否有关，目前尚需进一步研究。

现代医学已证实微量元素参与女性生理病理过程，包括其

内分泌功能、酶系统、糖和蛋白质代谢以及免疫功能等。既往

研究［２４，２５］发现，Ｚｎ和Ｃｕ含量的降低与不孕、月经失调、习惯性
流产有关。

魏爱平等［２６］在研究活血化瘀中药对内异症发微量元素影

响时，发现内异症组 Ｚｎ和 Ｃｕ含量较对照组显著下降（Ｐ＜
０００１和Ｐ＜００１），而Ｆｅ含量变化不大（Ｐ＞００５）。提示微量
元素Ｚｎ、Ｃｕ含量降低 －子宫内膜异位症 －血瘀证三者之间相
关。同时使用活血化瘀中药后，Ｚｎ、Ｃｕ含量显著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由此说明其治疗机理与微量元素 Ｚｎ、Ｃｕ含量密切相
关。更由此推测Ｚｎ、Ｃｕ代谢障碍可能与血瘀证发生、发展及形
成有关。但目前关于此类的研究较少，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ＭＩＦ与Ｚｎ、Ｃｕ可能与内异症血瘀证证候本质的密切相关。
(

　结论
证的本质探讨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医证型的客观化和标准化也是当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热点

与难点。目前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血瘀证实质的探讨始终没

有定论，总结相关文献，发现其本质围绕内异症发生发展的全

过程，从细胞凋亡到炎症反应失常再到血管生成异常，从细胞

因子到蛋白质组学再到微量元素，从血清学检测到内膜组织鉴

定再到头发的检测，百家争鸣，各自都有独特见解。但因体外

研究到人体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故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待

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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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对心肾不交型早泄瘦素、５－
羟色胺影响及疗效研究
程宛钧　张敏建△　史亚磊　危椠罡　邓日森　潘旭东　陈蓉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男科，福州 ３５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对心肾不交型早泄瘦素、５－羟色胺影响及疗效。方法：
将７２例心肾不交型早泄患者，随机分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组（Ａ组）２４例、金锁固精丸组（Ｂ组）２４例、
曲唑酮组（Ｃ组）２４例。三组分别用药，疗程为４周，停药后４周随访。比较三组治疗效果，比较三组治疗前
及治疗后８周的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以及早泄诊断量表（ＰＥＤＴ）中的各项指标情况，比较三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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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后的血清瘦素（Ｌｐｅｔｉｎ）及５－羟色胺（５－ＨＴ）水平，并比较三组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情况。结果：Ａ组
治疗后ＩＥＬＴ平均值增加了４２８ｍｉｎ，Ｂ组、Ｃ组平均增加了１１５及１２２ｍｉ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Ａ组射精控制能力及配偶性生活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 Ａ组治疗后明显优于
Ｂ、Ｃ组（Ｐ＜００５），治疗后三组Ｌｅｐｔｉｎ及５－ＨＴ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治疗后Ａ组明显优于Ｂ、Ｃ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应用于治疗心肾不交型早泄能够显著降低血
清瘦素并提高５－ＨＴ水平，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早泄；心肾不交；瘦素；５－羟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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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成年男性最常见的性功
能障碍疾病之一，发病率大约为３５％ ～５０％，早泄疾病对男性
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且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所以，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研究［１］指出，５－羟色胺（５－ＨＴ）
对射精会形成全面的抑制作用，故临床上将５－ＨＴ再摄取抑制
剂（ＳＲＩｓ）应用于早泄的治疗，此外，早泄的发生与瘦素相关，目
前，血清瘦素以及５－ＨＴ水平与早泄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所报
道，既往已有多项研究对中医药治疗早泄进行了报道［２－４］，且疗

效较好，能够发挥标本兼治效果，相比于西医治疗优势明显，桂

枝加龙骨牡蛎汤为近些年来应用于早泄治疗的中药代表药物，

本次研究中就将对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对心肾不交型早泄

瘦素、５－羟色胺影响及疗效作如下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间男科门诊进行诊治的 ＰＥ患者７２例，纳入标准：（１）

符合国际性学会关于早泄诊治指南（２０１０）版中的相关诊断标
准，射精潜伏期＜１ｍｉｎ，病史 ＞半年；（２）均与《中医诊断学》［５］

以及贾金铭主编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学》［６］与心肾不交型

早泄中医证候相关诊断标准相符：（３）主症为过早泄精；（４）次
症表现为腰膝酸软、心烦失眠、头晕耳鸣不适。排除标准：（１）
长期服药及酒精依赖；（２）泌尿生殖系统先天畸形、神经源性病
变、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用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其随机分为桂

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组（Ａ组）２４例、金锁固精丸组（Ｂ组）２４
例、曲唑酮组（Ｃ组）２４例。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其中 Ａ组中年龄１８～５０
岁，平均（３４２±３７）岁；病程６个月 ～３年，平均（１３±０８０）
年；病情严重度：轻度１０例，中度１１例，重度３例。Ｂ组中年龄
１８～５２岁，平均（３３４±４１）岁；病程５个月～４年，平均（１５±
０２）年；病情严重度：轻度１１例，中度９例，重度４例。Ｃ组中
年龄１８～５２岁，平均（３３４±４１）岁；病程５月～４年，平均１５
±０２年；病情严重度：轻度１２例，中度１０例，重度２例。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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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年龄、病程及疾病严重度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所用药物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按照研究处方：桂
枝、白芍、煅龙骨、煅牡蛎、炙甘草、盐制益智仁、乌药、山药、莲

子、莲须、芡实诸味，由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制剂中心

统一制备成中药全成分配方颗粒剂（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

司）并质量控制后，提供用于本课题研究。１包／次，２次／ｄ，连
用４周。Ｂ组所用药物为金锁固精丸，按照《医方集解·收涩之
剂》所载处方由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制剂中心统一制

备成中药全成分配方颗粒剂（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并质

量控制后，提供用于本课题研究。１包／次，２次／ｄ，连用４周。
Ｃ组所用药物为曲唑酮片，沈阳福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提供（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０２２３），规格５０ｍｇ×１２Ｔ。每晚睡前１５０ｍｇ（３片），
晚饭后５０ｍｇ，睡前１００ｍｇ，连用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在治疗前根据患者最近３次性生活情况填写ＩＥＬＴ平均值，
填写早泄诊断量表（ＰＥＧＴ）［８］，在用药期间对每次性生活 ＩＥＬＴ
进行记录，治疗后４周末随访，停药４周后再随访，根据最近３
次性生活ＩＥＬＴ均值作为研究终点值，并填写 ＰＥＧＴ，ＰＥＧＴ量表
包括了性交满意度、射精控制能力、早泄相关苦恼及早泄相关

夫妻沟通困难四个得分项，比较三组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结果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予以统计。计量资料以（珋ｘ±

ｓ）的形式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相对数表示，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三组平均阴道内ＩＥＬＴ时间比较
Ａ组治疗后 ＩＥＬＴ平均值增加了４２８ｍｉｎ，Ｂ组和 Ｃ组分别

平均增加了１１５ｍｉｎ和１２２ｍｉ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与 Ｂ组、Ｃ组平均 ＩＥＬＴ增加倍数比较亦有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三组平均阴道内ＩＥＬＴ时间比较（分钟）

组别 ｎ
治疗前

平均ＩＥＬＴ
治疗后

平均ＩＥＬＴ
平均ＩＥＬＴ
增加倍数

平均ＩＥＬＴ
增加值

Ａ组 ２４ １２４±０５２ ５５３±２３９ ６９４ ４２８

Ｂ组 ２４ １１７±０５２ ２３１±０６４ １７９ １１５

Ｃ组 ２４ １１６±０１６ ２４６±０５８ １７７ １２２

Ｆ ０９９７ ６４５１ ６４７３ ５５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三组ＰＥＧＴ评分情况比较
治疗前三组射精控制能力、性交满意度、早泄苦恼及早泄

两性沟通困难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三组射精控制能力及性交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 Ａ
组治疗后明显优于Ｂ组和Ｃ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治疗前后三组血浆Ｌｅｐｔｉｎ及５－ＨＴ水平比较

治疗前三组 Ｌｅｐｔｉｎ及 ５－ＨＴ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治疗后 Ａ组明显优于 Ｂ
组和Ｃ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治疗前后三组ＰＥＧＴ得分情况比较（分）

组别 ｎ
射精控制能力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交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

早泄苦恼

治疗前 治疗后

早泄两性沟通困难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２４ ０９±０２ ２３±０５ ０９±０３ ２２±０４ １７±０６ ２７±０８ ２７±０５ ３３±１１

Ｂ组 ２４ ０９±０３ １２±０５ １１±１２ １２±０３ １８±２４ ２４±０１ ２４±０９ ２９±１２

Ｃ组 ２４ ０８±０２ １３±０６ １２±０６ １３±０４ １９±１１ ２５±０８ ２６±１１ ３１±１３

Ｆ １０３２ ５６２４ １００７ ４９３８ ０７９１ ０８２６ １２１６ ０７４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治疗前后三组血浆Ｌｅｐｔｉｎ及５－ＨＴ水平比较（μｇ／Ｌ）

组别 ｎ
Ｌｅｐｔ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５－ＨＴ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２４ ２９５±５６ ８１±１５ ６２５±１１９ ９８７±１４３

Ｂ组 ２４ ３０３±４６ １５９±２４ ６３７±１０８ ８１９±９９

Ｃ组 ２４ ３０１±４７ １５８±２５ ６３２±１１３ ８２７±９６

ｔ １０６５ ４４３８ １００７ ５５１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治疗前后三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治疗期间Ａ组中出现２例恶心、呕吐不适，３例眩晕不适，２

例口干不适，并发症的发生率为１２７３％（７／５５）；对照组中出现
１例恶心呕吐不适，３例眩晕不适，４例口干不适，并发症的发生
率为１４５５％（８／５５）。三组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
χ２＝１０６９，Ｐ＞００５。

#

　讨论
在性交过程中，阴茎勃起后插入阴道前或刚插入不久便射

精称为早泄，西医上对于早泄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也有一定

的定论，其中三点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９］：短暂的ＩＥＬＴ、无法
控制射精、无法令性伴侣满意。中医认为早泄者，根本原因为

肾司精关失职，封藏，生殖之精过早泄出而发病，故肾为发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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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房事不节，纵欲过度，消耗过度导致阴精亏耗、肾阴不足。

近些年来有报道应用调神固精之法对早泄合并心神不宁者进

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说明了心在早泄发病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１０－１３］。心肾不交证指的是因肾水亏虚，不能

上济于心，心火炽盛，不能下交于肾。多是因为忧思劳神太过

耗伤心肾之阴引起，临床表现为心烦失眠、头晕耳鸣、五心烦

热等。

通过本次研究结果发现，Ａ组治疗后，射精控制能力及性交
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明显优于 Ｂ组和 Ｃ组（Ｐ＜
００５）。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是我院治疗心肾不交型早泄的
经验方［１４－１６］，其中成分为桂枝、白芍、甘草、煅龙骨等药物。桂

枝能够温降心阳，甘草补养心气，白芍养血敛阴，三药合用，起

到平衡阴阳之效。煅龙骨能够收敛浮越之正气，安神镇惊，其

中成分能够有效减少骨骼肌兴奋，发挥镇静的效果［１７，１８］。

心肾相交，也有广义及狭义之分［１］。狭义的心肾不交是指

心火不能下交于肾，肾水不能上济于心。而广义的心肾不交是

指心肾之气不交，可以理解为心肾阴阳、精神、气血的全面不

交，既包括了心火和肾水、君火与相火的不交，也包括了肾阳和

心阳、肾阴和心阴等的不交。心肾不交型早泄在临床上十分常

见，对于该类早泄的治疗目的在于交通心肾、恢复两脏间的协

调和平衡。

５－ＨＴ最早是从血清中被分离出来的，又被称作血清素，
在射精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多种５－ＨＴ受体中，与射精
有关的物质主要为５－ＨＴ１Ａ以及５－ＨＴ２Ｃ受体，前者敏感性
下降以及后者敏感性升高都将会引起射精延迟，从而使得射精

阈值延长，在本研究中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味能够阻断血小板

对５－ＨＴ的摄取而提高血浆中５－ＨＴ浓度，达到改善早泄症状
的效果［１９］，在本研究中治疗后 Ａ组的５－ＨＴ水平改善情况明
显优于Ｂ组和Ｃ组，这与理论相符。
１９９４年国外学者首次应用克隆技术通过体外实验从小鼠

的脂肪细胞分离并培养出肥胖基因［２０］，确认其所编码的蛋白质

即为瘦素，从此瘦素在临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瘦素除

了与肥胖基因有关之外，同时具有调节性功能的作用。研究发

现，早泄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相比与健康人群明显升高，随后

的研究中发现，给予４周的ＳＳＲＩｓ治疗之后，患者的血清瘦素水
平明显下降，说明了瘦素与早泄之间有明显相关性。通过本次

研究结果发现，治疗前三组患者的瘦素水平无明显差异，治疗

后Ａ组下降幅度明显优于Ｂ组和Ｃ组，说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加味能够有效降低血清瘦素水平，改善早泄症状。

在本次研究中部分服用曲唑酮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眩

晕口感等不适症状，但均程度较轻，停用药物后症状即消失，故

其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应用于治疗心肾不交型早

泄，能够显著降低血清瘦素并提高５－ＨＴ水平，起到良好的治
疗效果，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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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舍曲林联合中药伊木萨克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
床研究
梁国庆１　刘鹏１　陈伟杰２　韩文均１　倪晨１　孙建明１△

１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盐酸舍曲林联合中成药伊木萨克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２０１３年６
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门诊收集无器质性疾病的原发性早泄患者１９２例，年龄２２～４８岁，平均（２７６３±６７８）
岁，随机分成两组：Ａ组患者单用盐酸舍曲林 ５０ｍｇ／ｄ，性生活前 ４～６ｈ服用；Ｂ组患者服用盐酸舍曲林
５０ｍｇ／ｄ，同时给予中成药伊木萨克，３片／ｄ，睡前口服；连续服用４周，比较两组之间治疗有效率、治疗前后平
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和配偶性交满意度以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在治疗
后均显著延长，配偶性交满意度显著提高，而 Ｂ组较 Ａ组增加更显著，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盐酸舍曲林联合中成药伊木萨克治疗原发性早泄疗效显著优于单用盐酸舍曲林，但长期效果亟待进

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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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成年男性性功能障碍最
常见的疾病之一，文献［１］报道其发病率高达２５％ ～４０％，目前
尚无统一的诊断及治疗标准。国内临床药物治疗包括局部麻

醉药、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选择性５－羟色胺重摄
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等，但疗

效差异较大［１－３］。由此，我们探究联合应用盐酸舍曲林及中药

伊木萨克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期间就诊于上海市中医医院和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男科门诊的１９２例原发性早泄患者。所有
患者均填写早泄量表，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随机分成 Ａ、Ｂ
两组，年龄２２～４８（２７６３±６７８）岁，病程（５６２±３８７）年。所
有研究对象均进行血清性激素（包括总睾酮、促卵泡激素、黄体

生成素、泌乳素及雌二醇）的检测，测定空腹血糖、甘油三酯及

测量血压，排除上述因素导致的性功能障碍。

１２　方法
早泄的诊断符合２０１０年７月国际性医学会（ＩＳＳＭ）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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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医学会２０１０年版早泄诊治指南》［４］及中国早泄患者性

功能评价表（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５，ＣＩＰＥ－５）［５］进行评定。

纳入标准：（１）有固定的性伴侣且有规律的性生活达半年
以上；（２）射精往往在插入阴道内１ｍｉｎ左右发生，每次或多数
插入阴道后并没有控制延长射精的能力，出现消极后果如痛

苦、沮丧、烦恼、甚至有逃避亲密接触等；（３）符合中医辨证标
准，为肾虚精气不固型。

排除标准：（１）存在泌尿生殖系统炎症；（２）同时伴随出现
其他性功能障碍，如勃起障碍、性欲低下等；（３）有精神类疾病
史、精神类药物滥用、乙醇依赖以及泌尿生殖系先天畸形、外伤

史；（４）存在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肝硬化等合并症；（５）女
性伴侣有性功能障碍及生殖器畸形。

治疗方法：依据随机化分组的原则将早泄患者分为单用盐

酸舍曲林（Ａ组）和盐酸舍曲林联用中成药伊木萨克（Ｂ组）。Ａ
组：口服盐酸舍曲林，商品名左洛复（Ｚｏｌｏｆｔ，美国辉瑞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０１４１）。若当日无性生活则于睡前口服盐
酸舍曲林５０ｍｇ／ｄ；若考虑当晚将发生性生活，则于性生活前４
～６ｈ服用５０ｍｇ。Ｂ组：在口服盐酸舍曲林５０ｍｇ／ｄ治疗的同时，
给予中成药伊木萨克（新疆和田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

药准字Ｚ６５０２０１４４），３粒／ｄ，睡前口服，连续４周。同时鼓励患
者适度的保持正常性生活，不予心理暗示和早泄的行为治疗，

未服用其他任何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断标准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

（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由其性伴侣完成，
治疗前测定值作为基线，采用秒表测定至少２次以上取其均值，
同时评价其配偶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治疗后 ＩＥＬＴ＞２ｍｉｎ认为
有效，ＩＥＬＴ＞３０ｍｉｎ则判定为射精延迟，治疗前、后 ＩＥＬＴ无变化
认为未改善。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采用ＣＩＰＥ－５问题６、７评
定。密切监测治疗过程中的药物副作用。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以（珋ｘ±ｓ）表示，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ＩＥＬＴ及性生活满意度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Ａ组９９例中５４例有效（５４５５％），Ｂ组９３例中６８例有效

（７３１２％），联合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单用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单用组和联用组治疗后疗效的比较

组别 人数 有效 无改善 有效率（％）

Ａ组 ９９ ５４ ４５ ５４５５

Ｂ组 ９３ ６８ ２５ ７３１２

２２　两组ＩＥＬＴ改善结果
两组在治疗后ＩＥＬＴ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说明两组均存

在一定的临床疗效，但Ｂ组效果明显优于 Ａ组（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ＩＥＬＴ）比较

组别 人数
ＩＥＬＴ（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９９ １０７±０３８ ２９２±１４７＊

Ｂ组 ９３ １１３±０３２ ４０３±１８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配偶对性交的满意度
两组在治疗后配偶性交满意度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

善，说明两组均能提高配偶性生活满意度。经统计学分析，Ｂ组
的性交满意度明显高于 Ａ组，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配偶性交满意度评分比较

组别 人数
性交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９９ １２６±０１２ ２３１±０１９＊

Ｂ组 ９３ １３１±０１５ ３９５±０３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报道的盐酸舍曲林药物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胃肠道症状

（恶心、腹痛、腹胀、腹泻等）、失眠、头痛、眩晕以及勃起功能障

碍等［６，７］。治疗期间，Ａ组出现不良反应６例，其中失眠、头晕４
例，胃部不适２例；Ｂ组出现不良反应４例，头痛、头晕３例，腹
胀１例，但症状轻微，无患者因此而退出治疗。

#

　讨论
早泄是临床上非常普遍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之一，其病

因复杂，既与射精中枢或阴茎局部感觉区域兴奋性增高导致神

经病理学的器质性疾病相关，也与性伴侣因素有关［８］。为排除

性伴侣的干扰因素，本研究要求有固定的性伴侣且其有配合治

疗的意愿。目前仍没有强有力的研究来证实原发性早泄的任

何器质性病因、病机，因此，临床治疗方法相对单一，主要包括

心理、行为、药物及手术治疗，对于治疗疗效的评价亦褒贬不

一［９］。阴茎背神经手术切断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手术方式，但

仅适用于无勃起障碍的年轻患者。阴茎背神经的分支若过多

切断将会导致阴茎龟头麻木感，由于神经的无法再生特性，其

后果是无法治愈的，因此在行阴茎背神经切断手术之前应慎之

又慎［１０］。

国内外近年来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物（ＳＳＲＩｓ）治疗早泄对
大多数患者疗效确切，ＳＳＲＩｓ的应用对治疗早泄被认为是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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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些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研究肯定ＳＳＲＩｓ对治疗ＰＥ的疗
效［１１］。ＳＳＲＩｓ类药物作用于下丘脑侧前区，选择性阻断突触间
隙中的５－羟色胺重摄取，促使５－羟色胺转运，从而使突触间
隙内的５－羟色胺浓度增高，从而达到延长射精潜伏时间，具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１２］。常用的 ＳＳＲＩｓ类药物有舍曲林（ｓｅｒｔｒａ
ｌｉｎｅ）、帕罗西丁（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氟罗西丁（ｆｌｕｘｅｔｉｎｅ）等，其中舍曲
林被多个研究发现在延长ＩＥＬＴ及性生活满意度方面有明显疗
效［１３］，帕罗西汀等由于存在较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应用时需

注意［１４］。舍曲林的血药浓度达峰时间为４５～８４ｈ，半衰期为
２６ｈ，与蛋白结合率为９８％，是高选择性的５－羟色胺再摄取抑
制剂，对５－羟色胺的选择性是氟罗西丁的８倍、丙米嗪的１００
倍以上［１５］，因此更适于治疗早泄。临床上，盐酸舍曲林不但能

有效地减轻患者的抑郁症状，如烦躁情绪，并能减轻焦虑状态，

还被广泛运用于治疗强迫症，证实其疗效显著、安全性好、耐受

性强［１６］。

中医认为：肾为藏精之本，肾气不足，封藏失职或砍伤肾精

而致早泄，或心脾亏虚，摄纳乏力，或肝经湿热，扰动精室导致

早泄，体阴虚或久病伤阴，阴虚火旺，精官失职，或肾阳亏虚，

肾气不固所致早泄［１７］。维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

成部分，伊木萨克片是新疆维吾尔民族治疗早泄的传统药方，

原方出自于１８７４年出版的维吾尔古典医学书籍《医学思热爱
扎穆》中的第１６２２页［１８］。该药以补充－调节为治疗思路，遵循
补充提摄力和增强器官支配力的治疗原则，由麝香、乳香、西红

花、马钱子、牛鞭、罂粟壳等各种中药组方而成，具有良好的壮

阳固涩、补肾固精作用，对阳痿、早泄及滑精均有良好的治疗

功效。

性活动需要男女共同配合完成，是双方的重要情感交流方

式，若一方表现不佳必将影响对方。本研究通过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采用性生活前服用的方式，由性伴侣记录其ＩＥＬＴ，以配偶
的性交满意度作为疗效的评价指标，客观反映了患者治疗后的

性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显示，两组在ＩＥＬＴ和配偶的性交满
意度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治疗后总体有效率在联合应用治疗

组较单用盐酸舍曲林组明显提高，说明盐酸舍曲林联合伊木萨

克较单用盐酸舍曲林对于改善 ＰＥ患者的 ＩＥＬＴ和配偶性交满
意度疗效显著。

本研究提示，盐酸舍曲林联合伊木萨克片治疗原发性早泄

安全、可靠，在性生活满意度方面明显优于单用盐酸舍曲林药

物，但长期治疗效果亟待进一步观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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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子 ＤＮＡ损伤在男性不育症中具有重要作用，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ＤＦＩ）检测可作为评估精子受精能力及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症方面
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本文就近年来中医药干预精子ＤＦＩ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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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男性不育症被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为是２１世
纪与肿瘤、心血管疾病并列的危害人类健康与生活的三大疾病

之一 ［１］。

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能够反
映遗传物质ＤＮＡ的完整性或损伤程度，可能是一个新的评价精
液质量和预测生育能力的指标，并且精子 ＤＦＩ可能与男性不育
有关［２］。有研究［３］表明，在常规精液检查参数正常的情况下，

不育男性的精子ＤＦＩ明显著高于可育男性，这对于男性特发性
不育的诊疗有着重要作用。而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症方面

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医药干预精子 ＤＦＩ
作了大量的研究。现综述如下。

!

　精子
)*+

碎片的生物学作用

遗传物质正确传递给后代需要以精子 ＤＮＡ保持完整为前
提，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在受精过程和胚胎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４］。研究表现，不育男性精子 ＤＮＡ变性程度高于正常男
性，其精液常规参数与精子 ＤＮＡ损伤之间呈负相关［５］，不育男

性的精子细胞核内存在较高水平的精子 ＤＦＩ［６］，男性精子总活

动率、前向运动率、正常形态率和顶体反应率随精子ＤＦＩ的升高
而逐渐减低［７］，并且在妊娠过程中还会影响胚胎发育和种植，

导致孕育失败，也可引起流产以及不明原因的复发性流产［８］。

精子ＤＦＩ可反应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可更好的评估不育症患者
的生育能力。

"

　精子
)*+

碎片的发生机制

目前，对ＤＮＡ碎片的发生机制尚有许多争论，但对以下三
个方面认识较为齐同［９］：（１）精子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刺激后产
生的氧化应激反应；（２）精子发生过程中的染色质组装异常；
（３）精子在生产过程中的凋亡。有相当部分不育症患者的氧化
应激反应可能是伴随着其它相关疾病而出现［１０］，例如由精索静

脉曲张而导致不育的患者的精子 ＤＦＩ高于正常男性，并在其精
液中发现活性氧类物质水平也高于正常男性［１１］。染色质组装

异常是指精子核染色质在组装过程中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出现

的异常，精子染色质完整性受损，精子ＤＮＡ链的断裂损伤，进而
导致精子遗传物质方面的缺陷。精子的异常凋亡是指人体精

子细胞在诸多的原因下而发生的一种以精子细胞核碎裂为主

要表现的细胞死亡。目前已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通过加速

小鼠细胞进入细胞凋亡状态，从而得到了小鼠的精子 ＤＦＩ显著
上升的实验结果［１２］。此外，吸烟可致精子存活率下降、精子形

态异常以及精子密度降低，对精子ＤＦＩ也有巨大的影响，吸烟量
越大、时间越长、精子ＤＦＩ的值越高［１３］。

#

　现代医学对精子
),-

的干预

现代医学对精子ＤＦＩ治疗上主要使用抗氧化剂，补充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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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以及指导患者避免有害环境、毒物暴露、改正不良生

活习惯等措施［１４］。有专家共识表明，维生素Ｅ对于体内过多氧
自由基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具有十分明显的抑制效果，应用维

生素Ｅ可以有效保护精子ＤＮＡ及相关功能［１５］。我国最新提出

的，关于左卡尼汀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专家共识指出，左卡尼汀

在治疗不育患者中，对精子的发生、成熟及受精方面临床疗效

明显［１６］，并且左卡尼汀可以改善精子活动率以及前向运动精子

百分率，有效提高男性不育症患者配偶自然怀孕概率［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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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对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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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展

４１　临床研究
４１１　补肾法　余宏亮等［１８］，治疗组予五子衍宗煎剂（菟丝子

３０ｇ、覆盆子１５ｇ、五味子９ｇ、车前子６ｇ、枸杞子１５ｇ，２次／ｄ）治疗
肾精不足型弱精症，对照组予维生素 Ｅ胶丸（０１ｇ／次，２次／
ｄ），两组均治疗３个月。结果显示五子衍宗煎剂对提升患者精
子质量及降低精子ＤＦＩ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有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五子衍宗丸可通过改
善线粒体呼吸功能提高精子活力、降低精子 ＤＦＩ［１９］。姚文亮
等［２０］，治疗组予补肾强精颗粒治疗型特发性弱精症，对照组予

五子衍宗丸（６ｇ／次，２次／ｄ），空白组给予安慰治疗不服用药物。
９０ｄ后，结果显示在精液参数与精子ＤＦＩ改善方面，治疗组均优
于对照组与空白组 （Ｐ＜００５）。何泳志等［２１］，试验组予生精胶

囊（银杏叶、马鞭草、大血藤、杜仲、覆盆子、金樱子、仙茅、淫羊

藿、骨碎补、补骨脂、桑葚、何首乌、沙苑子、人参、枸杞子、菟丝

子、黄精、冬虫夏草、鹿茸，４粒／次，３次／ｄ）治疗少、弱精子症
患，对照组未服生精胶囊。９０ｄ后，试验组前向运动精子数、精
子顶体完整率、精子ＤＮＡ完整率显著优于用药前 （Ｐ＜００５）；
试验组精子顶体完整率及精子 ＤＮＡ完整率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研究表明，生精胶囊能够影响男性下丘脑 －垂体 －性
腺轴功能，可加强生殖系统功能，促进性器官发育，提高精子数

量及活力，通过提高患者精子质量，继而也提高了精子顶体完

整率和精子ＤＮＡ完整率，降低精子畸形率。孙振高等［２２］，观察

组予六味地黄软胶囊（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

苓了，２粒／次，３次／ｄ）治疗肾阴虚型不育症患者，对照组予维
生素Ｅ胶丸（１粒／次，２次／ｄ），１２周后，两组精子畸形率与精
子ＤＦＩ较治疗前有所下降（Ｐ＜００５）；治疗组精子畸形率与精
子ＤＦＩ改善明显优于观察组（Ｐ＜００５）。申保庆［２３］，治疗组予

补肾助育方（熟地黄２４ｇ、山药１５ｇ、鹿角胶１５ｇ、山茱萸２０ｇ、巴
戟天１２ｇ、菟丝子３０ｇ、枸杞子２０ｇ、沙苑子１５ｇ、砂仁６ｇ、淫羊藿
１５ｇ、香附１５ｇ、丹参１５ｇ，２次／ｄ）治疗肾精亏虚型特发性弱精症，
对照组予维生素Ｅ软胶囊（０１ｇ／次，２次／ｄ），１２周后，结果显
示在精子 ＤＦＩ改善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２＜
００５）。研究表明，补肾助育方可提高精子活率以及超氧化物
歧化酶的含量，并降低氧自由基含量以及精子ＤＦＩ，其作用机理
可能是通过降低活性氧的含量，来维持精子的正常形态及其功

能，以保护与精子有关的镜子膜、线粒体、酶不受损害。

４１２　活血法　吴骏等［２４］，治疗组予“通精灵”方（柴胡１０ｇ、
白芍１５ｇ、刺蒺藜１２ｇ、煅龙骨 １８ｇ、煅牡蛎 １８ｇ、丹参 ３０ｇ、红花
６ｇ、当归尾１２ｇ、五加皮８ｇ、枸杞子１５ｇ、菟丝子 １０ｇ、炒露蜂房
３ｇ，２剂／ｄ）治疗由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不育，对照组予迈之灵
片（０１５ｇ，２次／ｄ）、五子衍宗（６ｇ，２次／ｄ），治疗３个月后，治疗
后与治疗前对比，两组均能改善患者精液参数以及精子 ＤＦＩ（Ｐ

＜００５）；且治疗后，治疗组在改善精液参数与 ＤＦＩ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４１３　中西医联合治疗　邱菊等［２５］，对照组单纯采用西医常

规治疗不育症患者，给予患者Ｌ－肉碱（１ｇ／次，２次／ｄ），维生素
Ｅ（０１ｇ／次，２次／ｄ），研究组采用活血补肾法（桂枝１０ｇ、茯苓
１０ｇ、丹皮１０ｇ、桃仁１０ｇ、赤芍１０ｇ、蜂房１０ｇ、水蛭１０ｇ、菟丝子
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淫羊藿１５ｇ、车前子１０ｇ、１剂／ｄ）并联合西医常
规治。治疗３个月后，两组精子ＤＦＩ均有显著改善，研究组患者
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该研究表明，活血药
能够清除自由基，改善组织血液循环与供给，加上活血药能够

减少水肿和炎性反应，纠正生殖器官的缺血缺氧现象，使生精

细胞能够重新调节，促进精子的产生和修复。何泳志等［２７］，采

用Ａ组口服生精胶囊（银杏叶、马鞭草、大血藤、杜仲、覆盆子、
金樱子、仙茅、淫羊藿、骨碎补、补骨脂、桑葚、何首乌、沙苑子、人

参、枸杞子、菟丝子、黄精，冬虫夏草，鹿茸，４粒／次，３次／ｄ）治
疗不育症患，Ｂ组口服左卡尼汀（１支／次，３次／ｄ），Ｃ组口服生
精胶囊联合左卡尼汀，服药方法同前，经治疗３月后，三组的顶
体完整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优以及精子 ＤＮＡ完整率都较治
疗前有好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生精胶囊联合
左卡尼汀治疗后，精子 ＤＮＡ完整率、精子顶体完整率、受精率、
优胚率、临床妊娠率均优于单独使用生精胶囊或左卡尼汀 （Ｐ
＜００５）。研究结果提示，生精胶囊可能是通过抗氧化应激促
进雄激素分泌等机制提高精子数量及活力，降低精子畸形率，

从而提高精子顶体完整率，有效的提高男性精液功能及质量，

特别是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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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进展

陈逸青等［２８］研究发现淫羊藿总黄酮具有拮抗酒精对小鼠

生殖系统的毒害作用，对酗酒小鼠精子细胞ＤＮＡ损伤具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金保方等［２９］研究发现益心康泰胶囊可以通过清

除氧自由基，减少脂质过氧化物对生精细胞ＤＮＡ的伤害。
&

　讨论与展望
男性不育在我国古代早有记载，称为“无嗣”不男”“男子艰

嗣”“无子”“绝育”等。不育症多因素共同致病为目前发展趋

势，肾虚为本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单纯肾虚尚不能完全解释

男性不育症的发病机制。“气血淤滞”“痰”“肝肾亏虚”“虚夹

湿热癖毒虫”“脾肾两虚兼湿热瘀毒”皆可导致本病的发生。秦

国政［３０］指出男性的肾精充足与否是男性生育、生殖正常与否的

重要因素之一，男子生殖机能的变化过程就是肾精盛衰的反

应。班秀文等［３１］指出男性不育症病因病机当以肾虚为主，除此

之外还应兼顾肝、气、血等因素的影响。李海松［３２］认为“肾虚”

是导致男性不育症最主要因素，还认识到 “痰”也是男性不育症

的一个重要病理因素。胡金辉等［３３］认为在男性不育症诸多病

机中，气血淤滞以及肝肾亏虚最为多见。王琦［３４］认为不育主要

定位在肾、肝、脾，提出“肾虚夹湿热癖毒虫”理论，并将其作为

不育的主要病机。宾彬等［３５］认为现代男子发生不育主要与脾

肾密切相关，且多为本虚标实兼湿热瘀毒。

综上所述，精子ＤＮＡ损伤在男性不育症中具有重要作用，
精子ＤＦＩ检测能够从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寻找不育的
病因，可作为评估精子受精能力及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参考依

据。而中医药在提高精子抗氧化应激能力、改善内分泌、保护

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提高精子质量、促进精子成熟、改善生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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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附属性腺的功能上有着较好的作用，并且在治疗不

育症、降低精子ＤＦＩ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目前在关于中医药干预 ＤＦＩ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１）在临床试验研究中，治疗周期、疗效判断标准不统一，使得
不同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２）由于当代男
性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生活方式的改变、营养状况的改善、饮

食结构的变化，使得不育症中“肾虚”为主的发病率下降，而湿

热、血瘀、痰湿的出现机会上升，这些因素对不育症患者精子

ＤＦＩ可能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中医药干预上述因素的
研究报告尚少；（３）目前关于中医药干预精子 ＤＦＩ的研究主要
是集中在临床观察，动物实验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其具体作

用机理的研究。因此加强循证医学理论支持下的规范化研究，

加强对中医药干预其他证型不育症精子 ＤＦＩ的研究，针对精子
ＤＦＩ产生机制展开深层次的研究以逐步阐明其具体的作用机
制，这也许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医药干预精子 ＤＦＩ的研究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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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损伤的相关性分析．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１）：３４
－４０．

［２０］　姚文亮，陈胜辉．补肾强精颗粒改善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ＤＮＡ完
整性的临床研究．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２５－２８．

［２１］　何泳志，李大文，肖鑫，等．生精胶囊对精子ＤＮＡ和顶体完整率及
体外受精结局影响．重庆医学，２０１６，４５（２６）：３６８８－３６９１．

［２２］　孙振高，孙金龙，姜鲲鹏，等．六味地黄软胶囊对精液参数及精子
ＤＮＡ质量的影响．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２）：３４０－３４２．

［２３］　申保庆．补肾助育方治疗肾精亏虚型特发性弱精子症作用机理
研究．郑州：河南中医学院，２０１６．

［２４］　吴骏，崔云，陈建伟，等．“通精灵”方对精索静脉曲张致男性不育
患者精子ＤＮＡ碎片率的影响．浙江中医药大学报，２０１６，４０（５）：
３５６－３６０．

［２５］　邱菊，许风波．活血补肾法对改善不育症患者精子ＤＮＡ损伤的临
床研究．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９）：１２－１３．

［２６］　何泳志，李大文，何冰，等．生精胶囊及左卡尼汀对精子ＤＮＡ断裂
率顶体完整率及体外受精结局的影响．中国临床新医学，２０１６，９
（４）：２７７－２８１．

［２７］　陈逸青，刘丛云，陈勤．淫羊藿总黄酮对酗酒模型小鼠精子质量
和ＤＮＡ损伤的影响．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１８）：１４２６
－１４２９．

［２８］　金保方，薛宇阳，张新东，等．益心康泰胶囊对老年 ＳＤ大鼠生精
功能及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和丙二醛的影响．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２，１８（５）：８５１－８５５．

［２９］　秦国政，李曰庆，裴晓华，等．《基于脾肾两虚夹瘀论治无症状性
弱精子不育症》专家共识．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１（６）：２２３５
－２２３８．

［３０］　张淑贤，戴铭，刘玉筠，等．班秀文从肝肾论治男性不育症经验探
析．江苏中医药，２０１５，４７（８）：２１－２３．

［３１］　李海松，徐庭华，王彬，等．补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研究述
评．河南中医，２０１３，３３（３）：３９４－３９８．

［３２］　胡金辉，周青，王希．贺菊乔教授辨治男性不育经验．湖南中医药
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１）：３１－３３．

［３３］　焦招柱，郑燕飞，王停，等．从“毒”、“虫”论治少弱精子症．云南中
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６）Ｃ７０－７３．

［３４］　宾彬，王杰．从“脾肾两虚兼湿热瘀毒”论治少弱精子症．甘肃中
医，２０１０，２３（７）：３６－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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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的使用与生殖道感染疾病的
相关性分析
李玉艳１　徐双飞１　周颖１　白铁玲２　杨宏琳３　乔光莉２　武俊青１△

１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
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２宁夏回族自治区卫计委生殖健康技术指导中心，银川 ７５００００
３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２

【摘　要】　目的：了解银川市流动育龄女性的避孕方法使用情况、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以及避孕方法
的使用对生殖道感染患病率的影响。方法：在银川市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对符合条件的育龄女性流

动人口开展问卷和实验室检测相结合的方式调查，χ２检验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相结合分析数据。结果：本次共调
查７５２名育龄女性流动人口，ＲＴＩｓ患病率为３６９７％，以细菌性阴道病（１６３６％）居多。有８２３１％的调查对
象在近３个月采用避孕节育方法，其中选择避孕套（５０４％）的对象，其ＲＴＩｓ患病率为２９８１％，低于没有避
孕和选择其他避孕方法者。多因素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未使用避孕套者患ＲＴＩｓ的可能性大于使用
者（ＯＲ＝１６２，９５％ＣＩ１１０～２３７）。结论：性生活时未使用避孕套是女性ＲＴＩｓ患病的危险因素。应增加避
孕套发放渠道，并采取一定的宣教措施提高育龄妇女对避孕套预防ＲＴＩｓ的知晓率和正确使用率。

【关键词】　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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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感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ＴＩｓ）是由各种病
原微生物引起的发生在生殖系统的一组感染性疾病，引起生殖

道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有细菌、真菌、原虫、支原体、衣原体、病毒

等多种［１］。坚持正确、全程使用避孕套能够预防生殖道感染／

性病／艾滋病的传播［２］。有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在就医方面表现

为“小病拖着不治，大病盲目就医”，而且流动育龄妇女由于其

流动性，保健意识也较低，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较弱，是罹患生

殖道感染疾病的脆弱人群［３］。本文分析了流动已婚育龄妇女

的避孕套使用情况、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以及避孕方法（特别

是避孕套）的使用对生殖道感染患病率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入选标准：（１）人户分离；（２）年龄大于１８岁、小于５０周
岁；（３）在该地已经居住３个月以上；（４）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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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本研究的实施方案经单位伦理委员会同意实施。

１２　方法
抽样方法：本研究在银川市开展，第一阶段选择银川市的

两个区；第二阶段为整群抽样，在每个区选择工厂、建筑工地、

企事业单位、服务场所（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流动人口集中
的场所，纳入所选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相结合的方法，较

为客观地分析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由专业的妇科医生进行

生殖道分泌物的采集，由专业的检验科医师进行滴虫、霉菌等

的实验室检测。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专业调查员在场所内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生殖道感染症状

（包括阴道分泌物增多、瘙痒、疼痛等）等。由妇科医生对研究

对象进行常规妇科体检，由实验室人员进行标本的检测。

１３　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双遍录入，并进行一致性

检验。对于不一致的变量，核对原始调查问卷，修改数据库中

的错误，直至两次录入的结果完全一致。采用 ＳＡＳ９１软件包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ＣＭＨχ２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研究共调查７５２名流动育龄妇女，平均年龄为（３１７８
±７１８）岁。大多数调查对象已婚（９７８７％），以农业户口为主
（７１２８％），最高学历以初中（４１７６％）、高中／技校（２２４７％）
居多，家庭月收入以１０００～２９９９元为多数（５４９２％）。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ｎ＝７５２）

人数（Ｎ） 比例（％） 人数（Ｎ） 比例（％）

年龄（岁） 婚姻状况

　＜２５ １１６ １５４３ 　已婚 ７３６ ９７８７

　２５～ ２１６ ２８７２ 　离婚 １６ ２１３

　３０～ １５７ ２０８８ 职业

　３５～ １４７ １９５５ 　无业或待业 １９４ ２５８０

　４０～ ６２ ８２４ 　工人 １４５ １９２８

　４５～４９ ５４ ７１８ 　文教卫生行政干部 ５５ ７３１

户口性质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６８ ９０４

　农村 ５３６ ７１２８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４ ３１９

　城镇 ２１６ ２８７２ 　个体从业者 １４３ １９０２

文化程度 　其他 １２３ １６３６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６ ２０７４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初中 ３１４ ４１７６ 　＜１０００ １８ ２３９

　高中、职校、中专 １６９ ２２４７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４１３ ５４９２

　大学及以上 １１３ １５０３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２１８ ２８９９

　≥５０００ １０３ １３７

２２　避孕节育方法的选择情况
本次调查中，有８２３１％（６１９／７５２）的调查对象在近３个月

采用避孕节育方法，其中避孕套、宫内节育器、结扎术、口服避

孕药的使用率分别为：５０４０％、２６３４％、８５６％、３５５％，另有
１１１５％的对象选择其它避孕方式。
２３　ＲＴＩｓ患病现状

本次调查中，ＲＴＩｓ患病率为３６９７％（２７８／７５２），其中细菌
性阴 道 病 患 病 率 最 高 （１６３６％），其 次 是 慢 性 宫 颈 炎
（１１７０％）。见表２。
２４　避孕方法使用与ＲＴＩｓ患病情况

不同避孕方法与ＲＴＩｓ患病的相关性：最近３个月选择避孕
套为避孕节育方法者ＲＴＩｓ的患病率最低（２９８１％），选择结扎者
患病率最高（５４７２％），没有避孕的对象 ＲＴＩｓ的患病率为
３５３４％，而使用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以及其它方式的患病率
依次为５０００％、４６６３％、３１８８％。不同避孕方法使用对象的生
殖道感染患病率接近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３２１，Ｐ＝００７２９）。

表２　调查对象ＲＴＩｓ患病现状（ｎ＝７５２）

ＲＴＩｓ类型 患病人数 患病率（％）

外阴、阴道疾病

　念珠菌性阴道炎 １７ ２２６

　细菌性阴道病 １２３ １６３６

　滴虫性阴道炎 ５ ０６６

　混合感染（支原体） ５３ ７０５

　其他 １３ １７３

宫颈疾病

　淋菌性宫颈炎 ２ ０２７

　非淋菌性宫颈炎 ５３ ７０５

　慢性宫颈炎 ８８ １１７０

　宫颈ＨＰＶ感染 ３ ０４０

　其他 ７ ０９３

盆腔疾病

　盆腔炎 ８ １０６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３ ０４０
梅毒 ３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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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孕套的使用对ＲＴＩｓ患病率影响的多因素分析：以是否患
ＲＴＩｓ患病为因变量，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户口性质、文化程度、
最近３个月职业、最近３个月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和最近３个月

是否使用避孕套进行避孕节育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ｓｌｅ＝
０１０，ｓｌｓ＝０１５）建立模型。结果显示未使用避孕套者患ＲＴＩｓ的可
能性大于使用者（ＯＲ＝１６２，９５％ＣＩ１１０～２３７）。见表３。

表３　避孕套的使用对ＲＴＩｓ患病率影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比较组　　　　 参照组 ＯＲ
９５％ＣＩ

上限 下限

年龄 １１６ １０１ １３３

户口性质 城镇 农村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７１

最近３个月职业 工人 无业或待业 ０５３ ０３１ ０８９

文教卫生行政干部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４５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３２１ １６２ ６３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３９ ０１２ １２９

个体从业者 ０８９ ０５４ １４８

其他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４１

使用避孕套 否 是 １６２ １１０ ２３７

#

　讨论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 ＲＴＩｓ患病率为３７５３％，这与蒋汝刚

等［４，５］的调查结果（３８２０％）基本一致。本研究中患病率最高
的是细菌性阴道病（１６３６％），与黄招兰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该研究对社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的检测结果显示细菌性阴道

病的患病率（１７９％）最高，显著高于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
道炎、盆腔炎等疾病。苏秀梅等［７］对５００名妇科门诊就诊对象
的检测也发现，细菌性阴道病的患病率为１５６％，高于霉菌性
和滴虫性阴道炎，而且患细菌性阴道病的妇女自行阴道冲洗、

非经期使用护垫、性生活频繁的比例均高于非细菌性阴道病

组。可见，细菌性阴道病是妇女较为常见的生殖道感染疾病，

应作为干预和防治的重点病种。

女性患生殖道感染不但会导致生殖器官的炎症，还会显著

降低性生活质量，导致不孕、流产、新生儿感染等一系列后

果［８］。以往研究［５，９，１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性行为史、流产史、

不良孕产史、避孕方式等均与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有关，此外还

有研究［１１，１２］表明未使用避孕套是女性患细菌性阴道病、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等多种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危险因素，刘春华等［１３］发

现使用避孕套后目标人群ＲＴＩｓ患病率的由６４７％显著减少为
１８９％。本次调查也发现年龄、户口性质、职业对流动育龄妇女
的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有影响，使用避孕套者 ＲＴＩｓ患病率为
２９８１％，低于选择其他避孕节育方法和未避孕节育者。

避孕套通过物理屏障起作用，能够防止 ＲＴＩｓ的传播，是其
相比于结扎术、宫内节育器等避孕方法的一大优势。但是银川

市调查人群中避孕套的使用率为５０４０％，这可能与年龄、文化
程度、户口性质、是否有免费发放等因素有关［１４，１５］，也与调查对

象选择使用避孕套多出于避孕的需求，并非防止患病有关。虽

然避孕套使用方法简便，避孕效果可靠，但是合理、正确使用避

孕套才是预防ＲＴＩｓ的有效方法［１６］。徐金华等［１７］的研究提示，

通过宣传教育可以提高人群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因此，计生工

作者可将对育龄女性开展生殖健康宣教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结合，增加避孕套发放渠道、提高其预防ＲＴＩｓ的知晓率、实现坚
持全程正确使用避孕套。同时，因男用避孕套的使用率高于女

用避孕套［１８］，所以促进男性主动使用避孕套也是生殖健康教育

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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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产妇合并梅毒患者胎儿宫内感染的彩超诊断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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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彩超诊断在高龄产妇合并梅毒患者胎儿宫内感染的诊断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我院在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期间，确诊并接受治疗的５０例发生宫内感染高龄合并梅毒产妇作为治疗
组，选取同期在本院分娩的正常产妇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产妇产前的彩超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根据
两组的差异性总结可以作为早期胎儿宫内感染的判断指标；以分娩过程中所知宫内是否感染作为金标准，

以ＲＯＣ曲线分析产前超声对于梅毒高龄产妇是否合并宫内感染的诊断价值，并计算诊断效能指标：符合率、
特异度、灵敏度、误诊率、漏诊率；分析产前超声诊断与金标准间的一致性。结果：通过对两组的彩超检查结

果进行对比总结发现，两组产妇在以下指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胎囊不规则、胎心异常、胎动异常、胎盘水

肿，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两组产妇在医学探究各时间段所做的梅毒检测结果进行对
比，治疗组感染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通过产前彩超诊断可以为医生提
供更加直观详细的临床数据，便于对高龄产妇进行全面的诊断与评估并制定针对性的方案，提高分娩的安

全系数，降低新生儿患有梅毒的几率。

【关键词】　高龄产妇；梅毒；宫内感染；彩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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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０５３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２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ｎｇｓｈｕｉ
０５３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ｅ３ｒ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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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ｌｏ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ｎｆ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０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ｉｎ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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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ｆ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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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ｑｕｉｃｋｅｎｅｄ，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ｅｄｅ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ｌｏ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ｈｅｌｐ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胎儿的宫内感染主要是指在妊娠期内产妇在各方面因素
作用下，受到病原体的感染，并通过血液、胎盘进行垂直传播，

或者是分娩破膜以后由于阴道以及宫颈的上行造成新生儿的

先天性感染［１，２］。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高龄产妇的

数量越来越多，通过调查发现在这部分产妇中梅毒患者的比例

已经越来越高，这对产妇和胎儿的造成的危害非常大［３］。临床

上对于梅毒的检查主要是通过血清检测，但是对于患有梅毒的

产妇仅仅通过血清检测已经无法达到要求，尤其是针对宫内的

胎儿感染情况［４］。产前彩超诊断技术的应用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了对彩超的诊断结果进行验证，本文探讨彩超诊断在高龄产

妇合并梅毒患者胎儿宫内感染的诊断效果。现将相关内容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衡水妇幼保健院在２０１５年５月份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份期
间，收治且最终在本院分娩经分娩过程中化验确诊为高龄合并

梅毒宫内感染的５０例产妇作为治疗组，入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
签订知情同意书，患者年龄２７～４１岁，平均年龄（２６７±５４）
岁。选取同期在本院分娩的５０例正常健康产妇作为对照组，其
中包括剖宫产、顺产产妇。对所有产妇进行检测均不存在其他

感染疾病或严重疾病。

１２　宫内感染诊断标准
产妇的体温≥３８５℃，心率≥１００／ｍｉｎ，胎心≥１６０／ｍｉｎ；产

妇感到子宫压痛，羊水出现混浊，比较粘稠且有臭味，阴道的分

泌物质伴有臭味，宫颈口具有浓性的分泌物，且子宫伴有复旧

不良；产妇体内的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浓度 ＞８ｍｇ／Ｌ，白细胞
（ＷＢＣ）＞１５×１０９／Ｌ，且中粒细胞显著增多。
１３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产妇符合相关的梅毒诊断标准；（２）经过彩
超诊断确认产妇处于妊娠期内；（３）产妇定期来我院进行孕前
检查。排除标准：（１）产妇具有多胎妊娠；（２）产妇具有其他菌
类感染，比如大肠埃希氏菌等；（３）产妇具有研究之外的其他严
重感染疾病或系统性疾病。以分娩过程化验及所见结果金

标准。

１４　给药方法
对于已经确诊的梅毒产妇患者，如果患者对于青霉素不过

敏，对患者通过肌肉注射苄星青霉素（江西东风药业公司，国药

准字Ｈ３６０２０２２２）注射剂量为２４０万ＩＵ，次／３ｄ，连续注射３周，
或者对产妇注射普鲁卡因青霉素（福建汇天药业公司，国药准

字Ｈ３５０２０３５５），注射剂量为８０万 ＩＵ，１次／ｄ，治疗疗程为１０ｄ；
如果患者对青霉素过敏则可以让产妇口服红霉素（陕西健民制

药公司，国药准字Ｈ６１０２３１４６），服用剂量为５００ｍｇ，４次／ｄ，治疗
疗程为１５ｄ。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通过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进行数据录入，并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
行统计分析。对于计量资料，统计方法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来表示。对于计数资料，统计方法采用 χ２检验，诊
断价值采用ＲＯＣ曲线参数黄线下面积（ＡＵＣ）评估，一致性采用
Ｋａｐｐａ分析。如果 Ｐ＜００５，则表示两组之间统计学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在本次医学探究中对两组患者的受孕次数、流产以及死胎

等资料进行比较，数据差异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受孕次数 流产史 死胎史 早产史

治疗组 ２３±１５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９（１８００）

对照组 ２５±０８ １２（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０００）

统计值 ｔ＝０３４１ χ２＝００５６ χ２＝０３４４ χ２＝００６５

Ｐ ０７８７１ ０８１２ ０５５８ ０７９９

２２　两组患者的产前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检测结果比较
通过对两组的彩超检查结果进行对比，两组产妇胎囊不规

则、胎心异常、胎动异常、胎盘水肿等指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孕后期的检测中，两组产妇在
宫内窘迫、全身水肿、腹水及肝肿大、脾肿大等指标上存在显著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彩超诊断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胎囊不规则 胎心异动 胎动异常 羊水异常 胎盘水肿

治疗组 ５０ ０ ２（４０）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０

对照组 ５０ ６（１２０） ７（１４０） ８（１６０） ６（１２０） ８（１６０）

χ２ ９０２１ ４４１２ ３８８２ １４４２ ９００２

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６

２３　产前超声诊断结果与金标准对比
产前超声诊断结果与金标准间具有极高一致性，０８＜Ｋａｐ

ｐａ≤１０，Ｐ＜００５；产前超声诊断符合率为９２００％，灵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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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０％，特异度为 ９４００％，误诊率为 ６００％，漏诊率为
１０００％；经ＲＯＣ曲线分析产前超声对于高龄梅毒产妇宫内感
染具有较高诊断价值，ＡＵＣ＝０９２０＞０９，Ｐ＜００５，９５％置信区
间为０８５８～０９８２。Ｋａｐｐａ交叉表见表３，ＲＯＣ曲线见图１。

对两组产妇在医学探究各时间段所做的梅毒检测结果进

行对比，治疗组感染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Ｋａｐｐａ交叉表

ＭＲＩ
金标准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４５ ３ ４８

阴性 ５ ４７ ５２

合计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Ｋａｐｐａ ０８４０

Ｐ ００００

图１　产前超声诊断ＲＯＣ曲线图

#

　讨论
临床研究发现胎儿宫内感染是造成新生儿产生残疾与先

天性缺陷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高龄产妇的宫内感染主要以

细菌感染、乙型肝炎、巨细胞病毒感染等为主，但是近年来发现

梅毒患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５－７］，尤其是伴随着最近我国“二

胎政策”的放开，高龄产妇的数量越来越多。与年轻的孕产妇

相比较，高龄产妇的生育首先要面对生理特点所产生的威胁，

而且由于高龄，产妇还容易患上妊娠高血压等疾病，这都为高

龄产妇的生产造成困难［８］。高龄产妇的韧带组织通常都缺乏

弹度，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很多产妇的都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

再加上身体的柔弱状态，产后也非常容易造成各类并发症的发

生，如贫血等。

高龄产妇由于年龄原因在分娩时面临较大的风险，如在生

产时会发生难产情况，导致胎儿在子宫内停留过久发生胎儿窘

迫，而胎儿窘迫对于胎儿的生命会造成严重的威胁，轻度会导致

患者心脑出现缺血或缺氧，重度则会导致胎儿出现不可逆性的

脑损伤，甚至引发死亡［９］。另外，胎儿窘迫还会造成患儿畸形，

对于患儿的未来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胎儿宫内感染会通过血

流或者淋巴系统的循环感染胎儿，进而造成流产或死胎，或导

致新生儿出现先天性的缺陷。

目前对于宫内感染的检测和预防还很不完善，比如常见的

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检测与预防，目前对于疫苗的运用仍然具有

较大困难［１０］。而单纯的疱疹病毒疫苗和弓形虫疫苗目前都还

处于研发阶段，对于风疹病毒，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减毒活疫苗

的应用，但是只适合１５个月～１２岁女孩进行使用，孕产妇无法
进行注射［１１－１３］。因此，对于该种疾病的预防，要重视在孕产期

内个人卫生，尤其是不要和ＴＯＲＣＨ患者进行接触，不能食用未
煮熟的肉类食品，生肉更不可食用，在对猫、狗等动物的粪便进

行处理时，要做好防护工作，戴手套，而且事后要反复及时的洗

手，对于家中的猫狗等宠物，喂养时也尽量喂熟食，避免接触生

肉制品造成感染。但如果在孕期内检测出感染，要及时处理，

可考虑终止妊娠；孕妇有梅毒、弓形虫病的，应进行治疗；孕妇

生殖道有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应行剖宫产［１４，１５］。

梅毒是一种高传染性疾病，目前发病率呈现增长趋势。研

究发现，生育期妇女、性活跃期妇女（年轻妇女）、隐性梅毒所占

比例最大，这就决定了胎传梅毒也呈上长趋势。未经治疗的早

期梅毒孕妇中，胎儿感染率约为 ８０％ ～９５％，可导致流产、早
产、死胎、先天梅毒儿［１６］。对于梅毒的检出目前主要是通过血

清检测法，但是该种检测方法对于高龄产妇已经不能满足需

求［１７］。因此通过应用彩超诊断在对高龄合并梅毒产妇进行宫

内感染检测时，能有效的检测出高龄产妇体内的致病因素［１８］。

在本次医学探究中，通过彩超诊断技术，在胎囊不规则，胎心异

常、胎动异常、胎盘水肿等指标上与对照组产妇具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提示产前超声中可对上述具有差异性的指标进行
重点观察评估。通过与金标准对比证明，产前超声诊断与金标

准间具有极高一致性，经 ＲＯＣ曲线 ＡＵＣ证明产前超声诊断对
于高龄梅毒产妇宫内感染具有较高诊断价值，其诊断符合率可

高达９２００％、特异度达９４００％，灵敏度为９０００％；说明产前
超声诊断可为临床治疗、分娩准备及方式选择提供准确指导，

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产前彩超诊断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加直观详

细的临床数据，便于对高龄产妇进行全面的诊断与评估并制定

针对性的方案，以提高分娩的安全系数，降低新生儿患有梅毒

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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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治疗后对治疗结局的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
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于我科治疗的１２０名妊娠梅毒患者作为本次试验的研究对象。将选取的１２０名妊娠梅毒患
者根据妊娠梅毒确诊时的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滴度）的不同分为三组：分别为妊娠梅毒确诊时
ＴＲＵＳＴ滴度小于１∶４、妊娠梅毒确诊时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妊娠梅毒确诊时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以上。
ＴＲＵＳＴ滴度小于１∶４组患者３０例，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５０例，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以上组患者４０例。
然后对各组患者的妊娠结局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组自然流产１例（３３％）、宫内死胎
１例（３３％）、早产儿 ２例（６７％）、新生儿先天性梅毒 １例（３３％），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为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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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不同滴度的患者治疗结局不同，妊娠梅毒滴度越高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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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指苍白密（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
性性传播疾病，能侵犯多种器官，产生各种不同症状。性传播

为最主要的传播途约占９５％。妊娠梅毒（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指
发生在妊娠期的梅毒，包括在妊娠期间感染的梅毒或在怀孕前

已经患有梅毒的妇女。而梅毒螺旋体会从胎盘转移至孕妇体

内胎儿中，对其正常发育造成较大影响，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显著提高。近几年来，随着一些人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性

生活随意性越来越强，梅毒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妊娠梅毒的发

病率也连年上升。相关调查研究［１］表明，全球每年大约有２００
万的孕妇感染梅毒，患有梅毒的孕妇会造成自发性流产，显著

提升胎儿死亡率，不仅对孕妇及围生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并

且加重社会负担［２］。近年来对妊娠梅毒的抗梅毒治疗的研究

甚多，但对于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的治疗结局的研究相对不

足。由于妊娠梅毒发现时的ＴＲＵＳＴ滴度不同，对于不同滴度的
妊娠梅毒治疗结局的不同进行相关研究是有意义的。本研究

回顾性分析我科治疗的１２０名妊娠梅毒患者，对其妊娠结局情
况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于无锡市锡山人民
医院妇产科治疗的１２０名妊娠梅毒患者。根据检验科测得的
ＴＲＵＳＴ滴度分为不同组：ＴＲＵＳＴ滴度小于１∶４组患者３０例，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５０例，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以上组患
者４０例。患者在年龄、基础疾病、开始抗梅毒治疗的时期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妊娠梅毒的诊断标准［３］：（１）孕妇或
其配偶有婚外性行为及梅毒感染史；（２）孕妇存在流产、早产或
死胎史；（３）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及梅毒螺旋体颗粒
凝集试验均阳性。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标准［４］：（１）新生儿及
母亲梅毒血清学检查为阳性；（２）新生儿存在以下两个以上症
状或体征：假性瘫痪、脱皮斑疹斑肢体、贫血、肢端掌趾和血小

板减少等。排除标准：（１）排除心、肝、肾、子宫等重要器官病变
及高血压、糖尿病；（２）排除风疹、弓形虫、巨细胞病毒感染；（３）
排除放射线接触史及遗传性疾病等。本研究患者均知情同意，

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将选取的１２０名妊娠梅毒患者根据妊娠梅毒确诊时的甲苯

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滴度）的不同分为三组，分别为妊
娠梅毒确诊时ＴＲＵＳＴ滴度小于１∶４组、妊娠梅毒确诊时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４～１∶８组、妊娠梅毒确诊时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以上组。
所有患者在确诊后给予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 Ｕ分两侧臀部注射，
１次／周，３周为１个疗程。孕早中期发现及孕末３个月各治疗
１个疗程；孕晚期发现时若两个疗程间隔不到１个月，仅给予１
个疗程。最后统计三组妊娠期梅毒患者的妊娠结局状况，并对

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的不良结局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次试验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妊娠结局及新生儿

情况以［ｎ（％）］表述，用 ｔ检验、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对不同滴度分层的三组患者的妊娠结局（自然流产、宫内

死胎、早产、新生儿梅毒）进行统计分析，并相互比较。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４组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率为１３３％（４／３０），１∶４～１
∶８组不良妊娠结局率为２６％（１３／５０），＞１∶８组不良妊娠结局率
为４５％（１９／４０）。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组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的
发生率明显高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两组患者不良
妊娠结局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２ ＝４１，Ｐ＜００５）。比较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组的不良妊娠的
结局，两组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即 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８组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χ２＝４４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不同滴度妊娠梅毒患者的不良结局的比较

ＴＲＵＳＴ滴度 总例数 宫内死胎 早产 新生儿梅毒 不良妊娠结局

＜１∶４ ３０ １（３３） ２（６７） １（３３） ４（１３３）

１∶４～１∶８ ５０ ３（６．０）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３（２６．０）

＞１∶８ ４０ ４（１０．０） ８（２０．０） ７（１５．０） １９（４５．０）

#

　讨论
由于社会开放度的变化，一些人对性也越来越开放，梅毒

的临床发生率逐年递增。有相关调查研究［５］表明，我国梅毒在

近几年的发病率显著提升，对人体健康造成较大损害。妊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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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患者较为特殊，此类患者不仅自身受到较大损害，且对腹

中胎儿也会造成巨大危害，可引起流产、早产、宫内死胎、新生

儿梅毒等不良妊娠结局。相关研究［６］结果表明，全世界每年妊

娠期梅毒患者的人数在２００万以上，而其中大约有６０％的患者
的胎儿会感染此类疾病。目前临床对此类患者的关注度较高，

临床也有大量相关诊治研究，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但关

于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的不同治疗结局的研究相对较少［７，８］。

在孕妇被诊断患有梅毒后，因为对疾病的认知度不高，部分患

者会坚定地选择终止妊娠，也有部分患者因为暂时没感受到疾

病造成的损害，并不相信诊断结果而拒绝接受治疗。因为建议

继续妊娠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所以患者在选择如何处理

时具有盲目性［９］。本研究对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的治疗结局

进行分析。其分析结果为患者选择终止妊娠还是继续妊娠提

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在黄志明等［９］的研究中显示当妊娠梅毒确诊时的 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４时，开始出现先天梅毒，且随着滴度的升高，发病率大
幅上升。表明在确诊妊娠期梅毒后，患者机体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
水平可作为判断梅毒垂直传播概率的重要指标［１０］。在对妊娠

期梅毒患者进行ＴＲＵＳＴ滴度检测后可有效预测不良妊娠结局
发生概率，对于ＴＲＵＳＴ滴度检测较高者建议终止妊娠［１１］。

在本次研究中，对不同滴度分层的三组患者的妊娠结局

（自然流产、宫内死胎、早产、新生儿梅毒）进行详细的统计，研

究妊娠滴度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４组与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不良妊娠结局，根据χ２检验，Ｐ＜００５，
有统计学差异，即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组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的
发生率明显高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比较ＴＲＵＳＴ滴
度１∶４～１∶８组与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组的不良妊娠的结局，根
据χ２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即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组患
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
患者。本研究资料提示：妊娠梅毒滴度越高，发生不良妊娠结

局的发生率越高，与黄志明等［９］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并且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的妊娠结局较差，表明对于妊娠期梅毒患者
而言，治疗及时间因素均会显著影响预后，并且对于妊娠期梅

毒患者滴度为１∶８者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程度，尽早实施有效
干预［１２－１４］，从而尽可能改善预后。早发现、早治疗是减低妊娠

梅毒风险的关键［１５，１６］。表明定期实施产前梅毒筛查对降低先

天梅毒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１７，１８］。

此外，妊娠梅毒不同滴度的患者治疗结局不同，妊娠梅毒

滴度越高，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越高。本次研究的结论为确

诊妊娠梅毒后的患者做出合适的选择提供依据。对于妊娠梅

毒患者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发生妊娠不良结局的发生率较小，
通过常规治疗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极小，强烈建议患者更适合

选择继续妊娠；对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１∶８组患者，不主张终止
妊娠，在妊娠中晚期，建议对胎儿行动态监测与评估，及时发现

胎儿的活动度和是否畸形，再终止妊娠；若妊娠梅毒患者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可能性大，可建议患者终
止妊娠。患者确诊妊娠梅毒后，选择继续妊娠还是终止妊娠一

直是没有确切的依据，没有权衡标准。

综上所述，本实验的创新点在于用大量本的临床样本数

据，且样本的混杂因素控制在最小，用可靠的统计方法，做出具

有临床意义的统计学结论。妊娠梅毒的治疗的研究相对较多，

但是关于不同滴度的妊娠梅毒治疗结局的不同罕有研究。本研

究填补了此方面的缺憾。为妊娠梅毒患者选择继续妊娠还是

终止妊娠提供依据和标准。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ａｗｋｅｓＳ，ＭａｔｉｎＮ，Ｂｒｏｕｔｅｔ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ｎｃｅｔ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１，１１（９）：６８４－６９１．

［２］　ＺａｍｍａｒｃｈｉＬ，ＢｏｒｃｈｉＢ，ＣｈｉａｐｐｉｎｉＥ，ｅ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
Ｔｕｓｃａｎ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Ｊ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２０１２，２５（１２）：２６０１－２６０５．

［３］　魏红，陈竹，曾义岚，等．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梅毒预后的影响分
析．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２０１３，７（４）：８３－８５．

［４］　陈涵强，杨斌，张尔泉．５２例新生儿先天梅毒临床观察．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１９９９，２（４）：２５５－２５６．

［５］　Ｏｗｕｓｕ－ＥｄｕｓｅｉＫＪｒ，ＧｉｆｔＴＬ，ＢａｌｌａｒｄＲＣ．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
ｄｕａｌｎｏｎ－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ｌ／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ｔｅｓｔ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Ｓｅｘ
ＴｒａｎｓｍＤｉｓ，２０１１，３８（１１）：９９７－１００３．

［６］　ＣｈｅｎＸＳ，ＰｅｅｌｉｎｇＲＷ，ＹｉｎＹＰ，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ＦｕｔｕｒｅＭｉｃ
ｍ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６（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３４．

［７］　王盾，陈洁，汤飒爽，等．妊娠期梅毒患者临床干预对母婴传播的
影响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４（１６）：４１０５－４１０７．

［８］　周敏，陈竹，曾义岚，等．抗梅毒治疗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预后的
影响．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２０１３，６（４）：２２６－２２９．

［９］　黄志明，周佳慧，罗荣华，等．妊娠梅毒 ＴＲＵＳＴ滴度及产前干预
对先天梅毒发病的影响．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０９，９（８）：１４０８
－１４１０．

［１０］　连炬飞，黄瑞玉，刘紫菱，等．妊娠合并梅毒早期诊断及干预治疗
对优生优育的临床意义．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７）：１０４８
－１０５０．

［１１］　双洁玉，双卫兵．抗梅毒治疗和梅毒 ＴＲＵＳＴ滴度对妊娠结局的
影响．现代生物医学，２０１０，１１（３）：６３－６６．

［１２］　曹东晖．中山市某医院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４１例妊娠合并梅毒临床
分析．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２，５０（３４）：４９－５０，５２．

［１３］　祝朝萍．妊娠期梅毒临床结局的相关因素分析及临床诊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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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对
妊娠结局和生育功能的影响
陈姣１　熊浩然２　吴晓兰１

１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２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　目的：探究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对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妊娠结局和生育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在我院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１０４例作为观
察组，并且同时选取同期未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８７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作为对照组，记录和比较两
组患者的手术出血量、输血量、手术时间、胎盘植入类型、切除子宫情况、新生儿体重、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新
生儿、术后感染情况。结果：观察组的年龄、孕周、孕次、产次、既往剖宫产、新生儿体重、胎盘植入类型与对

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的手术出血量为（１２８３５±２３５４）ｍＬ，少于对照组的
（２８８３９±４４１４）ｍ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输血量（８３２４±１８４０）ｍＬ也少于对照组的
（１５４８３±２０４８）ｍ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者的子宫切除率比较显示，观察组的患者的子宫切
除率为２０２％低于对照组的３２２％（Ｐ＜００５）。观察组手术的感染率为１６４％低于对照组的３２２％（Ｐ＜
００５）。出生结局比较显示，观察组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７８±１１）分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０９）分（Ｐ＜
００５）；而观察组新生儿的畸形率７７％与对照组的６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主动脉
球囊阻断术能有效的减少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手术出血量以及输血量，减少子宫切除情况的发生，对胎

儿辐射属安全范围。

【关键词】　胎盘植入；凶险型前置胎盘；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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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的剖宫产率一直居高不下，而随着二胎政策
的开放，有既往剖宫产的妇女二次妊娠的比例也随之增高。而

有既往剖宫产史的妇女再次妊娠若发生前置胎盘附着于剖宫

产手术的瘢痕部位，称为凶险型前置胎盘。此类孕产妇在产科

属于危重类患者，一般需要采用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但伴有

胎盘植入的情况时，临床上还需切除子宫，避免难以预测的大

出血而导致的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严重并发症发生［１］，

避免危及产妇和胎儿的生命。报道显示，我国的凶险型前置胎

盘的子宫切除率高达５０％左右［２］。而采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术能通过临时阻断主动脉，减少手术出血量，并防止手术大出

血，减少子宫切除的发生，保证母婴的安全［３］。但手术中对于

新生儿的影响一致受到质疑，且国内的研究还少，尚没有完全

一致的结论。因此本研究通过对１０４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行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分析，探究探究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对

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妊娠结局和生育功能的影响。现报告

如下。

!

　一般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在我院行腹主动脉球囊阻
断术的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１０４例作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存
在多次妊娠史，排除严重心血管疾病、肝肾疾病以及精神疾病

等患者，同期未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

８７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有既往剖宫产或子宫手术史，彩超以及
磁共振诊断中央型前置胎盘植入，在手术过程中肉眼辨识且在

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所有患者家属以及患者本人均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均获得我院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１０４例患者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而对照组８７例

患者行常规的剖宫产手术。

手术前准备：（１）手术前评估：全身检查，子宫内的胎儿状
况，评估彩超初步诊断胎盘植入的类型和程度，并选择最佳的

子宫切口的位置；（２）心理护理：告知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手术
情况和病情基本情况，安抚情绪；（３）备好血袋和急救用品；（４）
外周静脉通路和中心静脉通路的建立；并监测动脉血压。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具体操作过程：（１）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ＤＳＡ）室：采用局部麻醉行右侧股动脉穿刺，插入５Ｆ椎动
脉导管行下腹主动脉造影；测量下腹主动脉分叉部上方５ｃｍ处
管腔内径为１０～１２ｍｍ，用球囊导管取代５Ｆ椎动脉导管，将球
囊定位于下腹动脉分叉部稍上方，８０～１００ｍＬ造影剂将球囊
完全充胀，从而阻断下腹主动脉，再抽出球囊内造影剂并将体

外导管固定。每平方米Ｘ线暴露视野为每２５ｍｉｎ１０ｍＧｙ。（２）
手术室：剪断脐带后，球囊内立刻充满８～１０ｍＬ生理盐水，间隔
１５ｍｉｎ阻断１５～２０ｍｉｎ，手术过程中根据出血情况决定是否切除
子宫、局部缝扎还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和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出血量、输血量、手术时间、胎

盘植入类型、切除子宫情况、新生儿体重、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新
生儿、术后感染情况。

１４　统计方法
所有的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分析，一般计量资料以均值±

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两组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的ｔ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的形式表示，两组的率的比较
采用χ２检验比较，所有统计推断均以００５为检验水准。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周、孕次、产次、既往剖宫产、新生儿体

重的一般情况见表１。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差异没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的比较

分组 ｎ 年龄（岁） 孕周（周） 孕次（次） 产次（次） 既往剖宫产（次） 新生儿体重（ｋｇ）

观察组 １０４ ３２２±２７ ３６３±０８ ３２±０４ １５±０２ １１±０２ ２８±０４

对照组 ８７ ３１８±２３ ３６９±０９ ３５±０３ １４±０３ １２±０３ ２９±０５

ｔ １０８９６ ４８７５７ ５７６７９ ２７４７５ ２７４７５ １５３５３

Ｐ ０３５３ ０４２８ ０３７４ ０５６２ ０７５２ ０２４８

２２　两组患者的胎盘植入类型的比较
观察组中的胎盘植入深度 ＜５０％的有４８０８％（５０／１０４），

胎盘植入深度≥５０％有 ４１３５％（４３／１０４），而达到浆膜的有
１０５８％（１１／１０４）；对照组中的胎盘植入深度 ＜５０％的有
４８２８％（４２／８７），胎盘植入深度≥５０％有４２２９％（３７／８７），而
达到浆膜的有９２０％（８／８７），两组的胎盘植入类型的差异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和手术情况
观察组的手术出血量、输血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的手术时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的患者的子宫切除率、手术的感染率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出生结局比较显示，观察组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新生
儿的畸形率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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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和手术情况

分组 ｎ
手术出血量

（ｍＬ）
输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子宫切除率

（％）
术后感染率

（％）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
新生儿畸形率

（％）

观察组 １０４ １２８３５±２３５４ ８３２４±１８４０ １０４３±２３７ ２１（２０２） １７（１６４） ７８±１１ ８（７７）

对照组 ８７ ２８８３９±４４１４ １５４８３±２０４８ ９５１±２４６ ２８（３２２） ２８（３２２） ７０±０９ ６（６９）

χ２／ｔ ３７９５０８ ５２０４６５ ２６２５９ ３５７１５ ６５９７９ ５４３０６ ００４４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５３１

#

　讨论
凶险型前置胎盘发生于有既往剖宫产的产妇，剖宫产手术

产生的手术瘢痕容易受到前置胎盘的侵袭，绒毛甚至可能侵袭

到子宫的浆膜。按照胎盘侵袭的程度，可以分为粘连性胎盘、

植入性胎盘、穿透性胎盘三种［４］。植入性凶险型前置胎盘的风

险很好，容易出现出血、子宫破裂以及子宫切除的风险，甚至造

成胎儿窒息。研究显示，剖宫产产后二次妊娠的产妇发生前置

胎盘的概率高达４０％［５］。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的平均剖宫产史

也为１次以上。近年来，中国的剖宫产率一直居高不下，报道数
据显示在１８％～６０％之间［６］，远高于世界卫生组推荐的１５％以
下的标准。这也增加了产科凶险型前置胎盘的发生情况，在临

床上引起了较大的重视。

目前，凶险型前置胎盘由于胎盘植入，手术过程对大出血

控制直接影响子宫是否能保留［７］。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动脉

结扎、球囊阻断、宫腔内球囊等方法控制剖宫产的出血［８］，也正

是随着止血技术的发展进步，凶险型前置胎盘的子宫切除率也

有所下降。球囊阻断术在临床的使用增加，以高效准确的止血

效果在临床使用较为受到认可。本研究使用的球囊阻断术属

于阻断腹主动脉的方法，减少手术失血量和切除子宫的风险，

保全产妇的生育能力。学者也提醒临床医生，使用腹主动脉球

囊阻断术需防范球囊排空或者取出困难、动脉破裂、再灌注的

风险［９］。临床上也有通过球囊阻断髂内动脉的方法来止血，但

报道显示双侧髂内动脉阻断仍不能完全预防难治性出血，与卵

巢动脉和髂内外动脉、侧支动脉存在异位供血有关。而本研究

采用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能有效避免了异位供血导致的大

出血的风险。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察组的年龄、孕周、孕次、产

次、既往剖宫产、新生儿。体重、胎盘植入类型与对照组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的手术出血量为（１２８３５
±２３５４）ｍＬ，少于对照组的（２８８３９±４４１４）ｍＬ（Ｐ＜００５）；观
察组的输血量（８３２４±１８４０）ｍＬ也少于对照组的（１５４８３±
２０４８）ｍＬ（Ｐ＜００５）。这说明排除了年龄、孕周、孕次、产次等
一般影响产妇的因素以后，相比传统的剖宫产手术，腹主动脉

球囊阻断术能有效的减少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手术出血量

以及输血量，减少大出血的风险，这与王瑜等［１０］、邱中原等［１１］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两者的子宫切除率比较显示，观察组的

患者的子宫切除率为２０２％低于对照组的３２２％（Ｐ＜００５）。
这也进一步说明，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减少凶险型前置胎盘患

者子宫切除的发生。国外研究也证实了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

预防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子宫切除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２，１３］。另

外，本研究对于出生结局和术后感染的结果发现，观察组手术

的感染率为１６４％低于对照组的３２２％（Ｐ＜００５）。观察组
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７８±１１）分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０９）

分（Ｐ＜００５）；由于失血的控制，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还能减少
新生儿窒息缺氧的发生［１４］。并保证了孕妇的血容量，术后感染

的发生也减少了。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会使得患者暴露于 Ｘ
线下，安全性一致受到质疑。本研究的观察组新生儿的畸形率

７７％与对照组的６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
究结果提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对于新生儿短期的畸变的影

响在安全范围，但有学者仍质疑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对于新生

儿远期肿瘤发生的影响较大［１５］，这还需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综上所述，相比传统的剖宫产手术，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

能有效的减少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手术出血量以及输血量，

减少子宫切除情况的发生，对胎儿辐射属安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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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辅助生殖技术对新生儿性别比例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月在我院生殖医学中心经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新生儿总数４９５人，根据周期类型和移植胚胎发育阶段分
别两两比较新生儿性别比例。结果：所有新生儿中男性２５３人，女性２４２人，新生儿中男性比例复苏周期高
于新鲜周期（５２４５％ ｖｓ４８５２％，Ｐ＝０４０６），囊胚高于卵裂期胚胎（５６６９％ ｖｓ４８５２％，Ｐ＝００９１），但均
无统计学差异。结论：不同辅助生殖技术方法不影响新生儿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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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医学是妇产科学的分支学科，应用医学领域相关的科
学技术和独特方法对卵子、精子及胚胎进行人为处理后，以达

到繁衍后代的目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就是人为通过科学技术辅助自然受孕过程部分环
节的方法［１］。从１９７８年世界首例通过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技
术（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的婴儿诞

生，到１９８８年我国首例试管婴儿分娩，近几年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得到迅猛发展，是治疗不孕症的有效方法。通过辅助生殖技

术助孕出生的人口比例也逐年增长，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对新

生儿性别比例的影响，值得广大生殖医学工作者的关注。传统

自然妊娠出生婴儿男女比例为１０６～１１０２∶１００［２］。有研究表
明授精方式、男女双方年龄、移植胚胎期别、移植胚胎类型、等

因素影响到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出生婴儿性别比例［３，４］。性别比

例合理化是一个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生殖医学中心经辅助生殖技术助孕

成功分娩４９５名新生儿性别，探讨辅助生殖技术对新生儿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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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影响，为合理控制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分娩新生儿性别比

例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统计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在我
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患者，根据患者年龄

及卵巢储备功能情况制定促排方案，当超声监测大部分优势卵

泡直径≥１８ｍｍ时，结合雌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孕激素
（Ｐ）水平，确定 ｈＣＧ注射时间，肌肉注射 ｈＣＧ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
３６ｈ后取卵，取卵后第３ｄ根据患者情况决定是否移植或冷冻，
剩余胚胎继续培养至第６ｄ，形成囊胚后予以冷冻保存。根据患
者自身情况行新鲜周期或冷冻周期胚胎移植，根据胚胎情况行

卵裂期或囊胚期胚胎移植，移植后定期随访至胎儿顺利分娩，

共统计顺利分娩的４９５名新生儿资料。本研究通过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观察指标
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夫妇周期类型、移植胚胎发育阶

段、新生儿性别，新鲜胚胎移植定义为新鲜周期，复苏胚胎移植

定义为复苏周期；移植第２～３ｄ胚胎定义为卵裂期胚胎，移植第
５～６ｄ胚胎定义为囊胚［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新鲜周期与复苏周期出生男性婴儿性别比例

新鲜周期分娩新生儿 １６９人，男孩 ８２人，男性百分比
４８５２％；复苏周期分娩新生儿３２６人，男孩１７１人，男性百分比
５２４５％，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新鲜周期与复苏周期出生男性婴儿性别比例

组别 总数 男性百分比（％）

卵裂胚 ３３８ ４８５２

囊胚 １５７ ５６６９

Ｐ ００９１

２２　卵裂胚与囊胚出生男性婴儿性别比例
移植卵裂期胚胎成功分娩健康新生儿３３８人，男孩１６４人，

男性百分比４８５２％；移植囊胚分娩新生儿１５７人，男孩８９人，
男性百分比５６６９％，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卵裂胚与囊胚出生男性婴儿性别比例

组别 总数 男性百分比（％）

新鲜周期 １６９ ４８５２

复苏周期 ３２６ ５２４５

Ｐ ０４０６

#

　讨论
近几年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作为治疗不

孕症的有效手段，通过 ＡＲＴ技术出生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美国
部分州出生人口中ＡＲＴ助孕出生人口比例达到５％ ［６，７］。出生

人口性别比例的平衡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性别比例失调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２０１０年
我国第６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为１１８１
∶１００［８］；有研究报道近十年我国１８个生殖中心总的出生婴儿性
别比为１０７∶１００［４］；本研究中新生儿性别比例为１０４５∶１００，与
大多数中心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基本符合。研究表明授精方式、

男女双方年龄、移植胚胎期别、移植胚胎类型、等因素影响到辅

助生殖技术助孕出生婴儿性别比例［３，４］；文宏贵等［９］比较不同

受精方式对单胎出生儿的结局研究，表明出生性别比无统计学

差异；刘帅等［１０］观察夫精或供精辅助生殖技术对新生儿性别比

情况，结果ＩＶＦ助孕出生儿性别比无统计学差异（１２５∶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０，Ｐ＞００５），ＩＣＳＩ助孕出生儿性别比夫精明显高于供精
（１４３∶１００／５０∶１００，Ｐ＜００５），可能与样本量少有关。

Ｂｕ等［４］研究发现冷冻胚胎移植后新生儿男性比例较移植

新鲜胚胎有所升高，多因素回归分析未发现相关性；而 Ｌｉｎ
等［１１］研究则认为冷冻胚胎移植与新生儿女性比例增高相关，分

析原因可能与该中心选胚标准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冷冻胚

胎移植后新生儿男性比例略高于新鲜 胚 胎 （５２４５％
ｖｓ４８５２％，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限于数据较少，应进一步
分析移植胚胎发育阶段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文献［４，１２，１３］报道囊胚移植会增加新生儿男性比例。

有报道囊胚移植后分娩男婴比例较移植卵裂期胚胎升高４％ ～
６％，分析原因可能是 Ｘ染色体上有控制葡萄糖摄取和代谢以
及抗氧化物的基因，女性胚胎需要更多的葡萄糖并分解更多的

氧自由基，因此在体外发育时通常表现为发育速率相对缓慢，

在实验室选择胚胎移植、冷冻标准不统一的前提下，造成新生

儿性别比例差异［１２］。本研究发现移植囊胚新生儿男性比例高

于移植卵裂期胚胎（５６６９％ ｖｓ４８５２％，Ｐ＞００５），无统计学
意义，同秦祖兴等［１４］比较卵裂胚和囊胚移植单胎分娩新生儿性

别比无显著性差异结果一致。可能研究数据样本的限制，仍需

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临床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应用大大满足了人类的生

育需求，但对于新生儿性别的影响尚无明确的结论，仍需要生

殖医学工作者们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进而对辅助生殖技

术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依据和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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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２１，２４７ｂａ

ｂ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８ｃｅｎｔｅｒｓ．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１１）：ｅ１１３５２２．

［５］　冯贵雪，张波，周红，等．冻融周期行单囊胚移植的可行性探讨．

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１２）：９４３－９４５．

［６］　ＳｕｎｄｅｒａｍＳ，ＫｉｓｓｉｎＤＭ，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ＳＢ，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１． ＭＭＷ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Ｓｕｍｍ，２０１４，６３（１０）：１－２８．

［７］　ＳｕｎｄｅｒａｍＳ，ＫｉｓｓｉｎＤＭ，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ＳＢ，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４． ＭＭＷ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Ｓｕｍｍ，２０１７，６６（６）：１－２４．

［８］　王钦池．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人口学刊，２０１２（３）：３－１１．

［９］　文宏贵，兰灵，杨娜，等．不同辅助生殖技术方法获得的单胎儿分

娩结局的比较．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８９４－８３６．

［１０］　刘帅，王雪莹，黄海燕，等．不同精子来源辅助生殖子代情况观

察．中国计划生育杂志，２０１７，２５（１）：５１－５４．

［１１］　ＬｉｎＰＹ，ＨｕａｎｇＦＪ，ＫｕｎｇＦ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ｅｓｈａｎｄ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ｗｅｄｂｌａｓｔｏｃｙ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ｅｒｔｉｌ

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９，９２（５）：１７６４－１７６６．

［１２］　ＭａａｌｏｕｆＷＥ，ＭｉｎｃｈｅｖａＭ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Ｂ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ａｔｂｉｒｔｈ．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１３２１－１３２５．

［１３］　欧阳冬香，伍琼芳，许定飞，等．选择性移植单囊胚移植技术在辅

助生殖技术中的应用．江西医药，２０１５，５０（１２）：１４５３－１４５６．

［１４］　秦祖兴，唐永梅，牟联俊，等．卵裂胚和囊胚移植单胎分娩新生儿

出生情况比较．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３）：４２５－４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基金项目】江苏省连云港市科技局社会发展计划项目（ＳＨ１４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唐淮云（１９７８—），女，副主任医师、博士在读，主要从事
生殖医学临床及相关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５

卵泡输出率、窦卵泡计数结合年龄评估卵巢反应性及
预测体外受精临床结局的研究
唐淮云　汤丽莎　许娟　熊云　王红梅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卵泡输出率（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ＦＯＲＴ）、窦卵泡计数（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
ＡＦＣ）结合年龄评估卵巢反应性及预测体外受精临床结局的价值。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连
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不孕症妇女，选择长方案促排卵治疗，共纳入１９７个治
疗周期，新鲜周期获得治疗结局１５９个周期，分三个年龄组、三个 ＡＦＣ组，三个 ＦＯＲＴ组，分别比较临床资
料、促排卵资料、实验室和临床结局等指标，评价年龄、ＡＦＣ、ＦＯＲＴ三个指标与卵巢反应及治疗结局的相关性
以及三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妊娠组与非妊娠组比较，妊娠组的ＦＯＲＴ、受精率、优质胚胎率均较
非妊娠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增加，Ｇｎ用量增加，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
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ＨＣＧ）日当天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获卵数、受精率、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及种植率均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ＦＯＲＴ在三种年龄段内无差异。三个不同ＡＦＣ组相比较，随着 ＡＦＣ的增加，获
卵数增加，实验室及临床结局指标无统计学差异。高、中、低ＦＯＲＴ组比较，ＨＣＧ日Ｅ２在高ＦＯＲＴ组中最高，
在低ＦＯＲＴ组中最低。获卵数、优胚率、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在低、中、高三组间逐步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ＦＯＲＴ、ＡＦＣ、年龄三者之间无相关性。结论：联合年龄、ＡＦＣ、ＦＯＲＴ三种指标可以有效预测卵子的数
量、质量、卵巢的反应性以及治疗结局。

【关键词】　 年龄；窦卵泡计数；卵泡输出率；卵巢反应；治疗结局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ＦＯＲＴ），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ｅ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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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辅助生育技术过程中，选择控制性超排卵（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Ｈ）方案是影响治疗结局的重要环节
之一。方案的恰当和药量的适当可避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ＨＳＳ）或造成低反应而取消
治疗周期，减少患者的损失。随着实验室技术水平的日益提

高，启动治疗前准确评估卵巢储备功能，预测卵巢反应性，确定

所需目标卵子数目，有助于临床医生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因

此探寻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理想指标一直是生殖医学研究的

重点之一。

目前评价卵巢储备功能的常用指标有：窦状卵泡计数（ａｎ
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ｃｏｕｎｔ，ＡＦＣ）、年龄、基础卵泡刺激素（ｂＦＳＨ）水平、
血清抗苗勒管激素（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等。

然而，卵巢对外源性促性腺激素（Ｇｎ）的反应性和卵巢储备
功能的预测结果并不一致。治疗中发现卵巢功能类似的患者

使用相同的超促排方案和Ｇｎ剂量卵巢反应却差异明显。Ｇｅｎｒｏ
等［１］提出卵泡输出率（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ＦＯＲＴ）即ＨＣＧ日１６

～２２ｍｍ卵泡个数／降调后ＦＳＨ日２～８ｍｍ窦卵泡数 ×１００％来
反映卵巢的反应性，其研究发现在体外受精治疗中 ＦＯＲＴ与女

性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基础 Ｅ２、ＦＳＨ值无关，是观察卵巢反
应的新的客观指标。因此，ＦＯＲＴ可能是评价卵巢潜能的异质
性的更优、更客观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体外受精治疗周期中患者ＦＯＲＴ、ＡＦＣ
结合年龄三个卵巢储备功能评估指标与卵巢反应性的关系及

对卵巢反应性的预测效能，在进一步提高预测卵巢反应准确性

同时，提高ＩＶＦ－ＥＴ的临床妊娠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

中心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的不孕症妇女，共纳入１９８个治疗
周期，其中１例未获卵排除分析，６例无可移植胚胎，３２例因内
膜、孕酮异常升高、ＯＨＳＳ倾向等原因取消新鲜周期移植，因此
纳入妊娠结局相关分析共１５９例。纳入标准：（１）采用黄体期
长方案第一次ＩＶＦ－ＥＴ治疗的患者；（２）体重指数位于１８～２８
ｋｇ／ｍ２；（３）既往无卵巢手术史、Ｂ超检查双侧卵巢外观正常，无
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４）无影响卵巢功能的
内分泌疾病；（５）男方精液检查正常或轻度弱精。排除标准：
（１）ＩＶＦ－ＥＴ治疗第二周期及以上患者；（２）合并甲状腺功能异
常，肾上腺皮质功能异常等内分泌疾病患者；（３）男方严重少弱
精症；（４）不孕因素为免疫性不孕和不明原因不孕者。
１２　研究分组

按年龄大小分低、中、高三组（＜３０岁，３０～３８岁，＞３８

岁）；按ＡＦＣ多少分低、中、高三组（＜６个，６～１５个，＞１５个）；
按ＦＯＲＴ值大小分低、中、高三组（＜４２％，４２％ ～５８％，
＞５８％）。
１３　监测指标

ＦＯＲＴ（ＨＣＧ日１６～２２ｍｍ卵泡个数／降调后 ＦＳＨ日直径２

～８ｍｍ卵泡数 ×１００％）、ＡＦＣ、基础 ＦＳＨ、Ｅ２值、获卵数、受精
率、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

１４　 ＩＶＦ－ＥＴ程序
纳入研究的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患者均采用短效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重组卵泡刺激素（ｒＦＳＨ，果
纳芬，Ｓｅｒｏｎｏ，瑞士）／尿促性腺激素（ＨＭＧ，丽珠制药）＋ｈＣＧ
（Ｓｅｒｏｎｏ，瑞士）黄体期长方案。控制性超促排卵程序、黄体支持
及妊娠判断均按本中心技术操作常规进行。

１５　资料收集及观察指标测定
治疗周期中收集以下资料：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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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年限、ＡＦＣ、基础 ＦＳＨ、Ｅ２、Ｇｎ刺激天数及使用总量、获卵
数、受精率、优质胚胎率、移植胚胎数、临床妊娠率等。月经周

期第２、３ｄ抽取静脉血测定Ｅ２、ｂＦＳＨ，并行阴道Ｂ超检查记录基
础ＡＦＣ。阴道Ｂ超固定由２名具有临床经验的生殖医学专业
医生操作并重复２次，每次检查结果的均数作为 ＡＦＣ的数值。
ＦＳＨ启动日阴超计数直径２～８ｍｍ卵泡数，ＨＣＧ治疗日阴道 Ｂ
超计数排卵前卵泡数，计算出ＦＯＲＴ。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１）描述统计一般
资料及临床结局；（２）获卵数与各预测指标，年龄与各预测指
标，ＦＯＲＴ与各预测指标、ＡＦＣ与各预测指标之间行相关性分
析；（３）分别根据年龄、ＡＦＣ、ＦＯＲＴ各分三组，单因素方差分析
各组间的均数比较，当Ｐ＜００５时，进一步行组间的两两比较；
（４）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妊娠组与非妊娠组 ＦＯＲＴ、年龄、ＡＦＣ、临床特征及妊娠结
局比较

　　ＦＯＲＴ在妊娠组与非妊娠组中结果有统计学差异；年龄、不
孕年限、体质指数（ＢＭＩ）、基础 ＦＳＨ、基础 Ｅ２、ＡＦＣ、Ｇｎ天数、Ｇｎ
总量、ＨＣＧ日Ｅ２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妊娠组的获卵数、受精率
（２ＰＮ）、优质胚胎率显著高于非妊娠组。见表１。

表１　妊娠组与非妊娠组的ＦＯＲＴ、年龄、ＡＦＣ、临床特征及妊娠结局比较

妊娠组

（ｎ＝６３）

非妊娠组

（ｎ＝９６）
Ｐ

ＦＯＲＴ（％） ６１２±８６ ５２５±８６ ００１３

年龄（岁） ３０６±３６ ３０７±２８ ００２１

ＡＦＣ １５６±２８ １４６±２５ ００１５

不孕年限 ３４±２１ ３５±２１ ００３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８±３５ ２３９±２９ ００２７

ｂＦＳＨ（ＩＵ／ｍＬ） ６６±１４ ６５±１６ ００６４

ｂＥ２（ｐｇ／ｍＬ） ３４２±１０５ ３５１±９５ ００７１

Ｇｎ天数 ８２±１３ ８１±１６ ００７８

Ｇｎ总量（ＩＵ） １７６５±４５０ １７８２±４２５ ０１０１

ＨＣＧ注射日Ｅ２（ｐｇ／ｍＬ） ３２３０±１９０２ ２６５９±１８７７ ００９３

获卵数 ７９±３３ ７３±２８ ００３２

受精率（２ＰＮ）（％） ６１２±１３５ ５５６±１１８ ００２１

优质胚胎率 （％） ３８６±１６５ ３５３±１８２ ００１０

胚胎移植数 １８９±００８ １８７±００９ ０１０４

２２　不同年龄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
疗结局的比较

　　分别统计比较＜３０岁、３０～３８岁、＞３８岁三个年龄阶段的
临床、实验室数据及妊娠结局，不孕年限、体质指数（ＢＭＩ）、基础
Ｅ２、Ｇｎ天数、移植胚胎数无统计学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ＡＦＣ
减少，Ｇｎ总量增加，ＨＣＧ日 Ｅ２水平下降，获卵数、受精率、临床

妊娠率及胚胎种植率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三组间ＦＯＲＴ无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疗结局

的比较

＜３０岁 ３０～３８岁 ＞３８岁 Ｐ

ＡＦＣ １６８±５８ １４６±３８ １０６±２７ ０００８

ＦＯＲＴ ５９２±８８ ５７５±１１３５８９±１２０ ００７２

不孕年限（年） ３１±１９ ３４±２３ ３８±２８ ００６３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６±４５ ２３９±３１ ２４１±３４ ００８８

ｂＦＳＨ（ＩＵ／ｍＬ） ６１±１６ ６５±１８ ７３±１９ ０２２１
ｂＥ２（ｐｇ／ｍＬ） ３３５±９６ ３５２±９２ ４０２±１０８ ００７５

Ｇｎ天数 ８３±１５ ８１±１８ ８３±１６ ００９６

Ｇｎ总量（ＩＵ） １６５５±４２５ １７８５±５３３ ２０５７±４５４ ００２３
ＨＣＧ注射日Ｅ２（ｐｇ／ｍＬ） ３６５４±１８０３２４６５±１４６７１５４４±１１４５ ００３２

获卵数 ８０±４５ ７０±２６ ５８±２６ ００１９

受精率（２ＰＮ）（％） ６０１±１５５５６３±１１６５１０±１２８ ００１６

优质胚胎率（％） ４１７±１４２３６３±１６３３０５±１１３ ＜０００１

移植胚胎数 １９±００７ １９±００８ １８±００８ ０１０５

临床妊娠率（％） ４２３（３３／７８）３９３（２２／５６）３２．０（８／２５） ＜０００１

胚胎种植率（％） ２９１ ２６７ ２０５ ＜０００１

２３　不同ＡＦＣ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
疗结局的比较

　　分别统计比较 ＡＦＣ＜６，６～１５，＞１５三组间临床实验室数

据及妊娠结局，ＨＣＧ日Ｅ２水平下降，获卵数随着 ＡＦＣ的增加相
应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指标均无差异。
见表３。

表３　不同ＡＦＣ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疗结局

的比较

＜６

（ｎ＝２３）

６～１５

（ｎ＝６９）

＞１５

（ｎ＝６７）
Ｐ

年龄（岁） ３０６±４２ ３０３±４０ ３０３±２９ ０２２１

不孕年限（年） ３６±１７ ３４±１１ ３３±２５ ００８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８±３４ ２３７±３５ ２３８±３０ ０１１２

ｂＦＳＨ（ＩＵ／ｍＬ） ７３±１９ ６６±１７ ６６±１６ ００６８
ｂＥ２（ｐｇ／ｍＬ） ３４１±５６ ３５１±６３ ３７２±９２ ０２０４

ＦＯＲＴ（％） ５７２±８８ ５５４±１３６５６４±１１３ ００５５

Ｇｎ天数 ８５±１６ ８１±１５ ８４±１８ ００８４

Ｇｎ总量（ＩＵ） １９５９±３５６ １７３４±５８４ １７１２±４２６ ００６９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３６５４±１８０３２４６５±１４６７１５４４±１１４５ ０００９

获卵数 ３６±２８ ７５±３３ ８１±４８ ＜０００１

受精率（２ＰＮ）（％） ５７１±１４４５９３±１３２５９２±１５１ ０２２１

优质胚胎率（％） ３６７±１３５３９６±１３９３９５±１２６ ００８５

移植胚胎数 １９±００８ １９±００５ １９±００６ ０１５５

临床妊娠率（％） ３４５（８／２３）４０１（２８／６９）４０３（２７／６７）００６７

胚胎种植率（％） ２３８ ２７３ ２７８ 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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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同ＦＯＲＴ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
治疗结局的比较

　　比较高中低 ＦＯＲＴ组间的资料，发现三组的年龄、不孕年
限、ＡＦＣ、ＢＭＩ、基础 ＦＳＨ、基础 Ｅ２间无统计学差异。注射 ＨＣＧ
日Ｅ２在高ＦＯＲＴ组中最高，在低 ＦＯＲＴ组中最低，获卵数、优质
胚胎率在低、中、高三组间逐步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胚胎

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在高 ＦＯＲＴ组中最高，在三组间有统计学
差异。见表４。

表４　不同ＦＯＲＴ组患者临床特征、促排卵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疗结局

的比较

低ＦＯＲＴ组

（ｎ＝５６）

中ＦＯＲＴ组

（ｎ＝６８）

高ＦＯＲＴ组

（ｎ＝３５）
Ｐ

年龄（岁） ３０５±３２ ３０３±４１ ３０４±２３ ０１５８

ＡＦＣ １５８±４３ １４５±３６ １３６±３７ ００５６

不孕年限（年） ３６±１７ ３４±１１ ３３±２５ ００８７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５±３２ ２３８±３５ ２３５±３２ ００６８

ｂＦＳＨ（ＩＵ／ｍＬ） ７５±１２ ６９±１９ ６３±１８ ００７５

ｂＥ２（ｐｇ／ｍＬ） ３４６±３６ ３７１±６４ ３２２±９１ ００９４

Ｇｎ天数 ８７±１３ ８３±１６ ８５±１９ ０２５１

Ｇｎ总量（ＩＵ） １８３２±５３４ １７７８±４７６ １７１１±４２７ ０１２４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２６０８±１４２４３０１２±１３６４３９８７±１１２９ ００１２

获卵数 ６６±３１ ７５±３６ ９１±４５ ０００７

受精率（２ＰＮ）（％） ５５６±１３８５８３±１２５５９０±１３０ ０１３３

优质胚胎率（％） ３５７±１０５３７６±１３９４０５±１２９ ００２３

移植胚胎数 １９±００６ １９±００６ １９±００８ ００５８

临床妊娠率（％） ３５７（２０／５６）３９７（２７／６８）４５７（１６／３５）＜０００１

胚胎种植率（％） ２４０ ２７３ ３０３ ００１１

２５　ＦＯＲＴ与ＡＦＣ、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可能影响ＦＯＲＴ的ＡＦＣ、年龄行单因素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ＦＯＲＴ与年龄 ＡＦＣ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见
表５。

表５　ＦＯＲＴ与ＡＦＣ、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因素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 Ｐ

ＡＦＣ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３

年龄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６

#

　讨论
３１　各单一因素对卵巢反应性与妊娠结局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通过分析１５９例体外受精的患者根据不同年龄、不
同ＡＦＣ、不同ＦＯＲＴ分别统计分析临床实验室数据及妊娠结局
指标分析评价三种指标与卵巢反应性及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卵数、受精率、优质胚胎率、妊娠率均呈下

降趋势，考虑年龄与卵泡的数量、质量以及妊娠结局均有明显相

关性。但ＦＯＲＴ无显著差异，如果根据ＦＯＲＴ评价卵巢反应性，
不同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同样，随着ＡＦＣ的增加，获卵数、受
精率、优质胚胎率、妊娠率均呈上升趋势，ＦＯＲＴ仍无显著差异。

既往的研究以及临床治疗中，我们多用年龄、ＡＦＣ、ｂＦＳＨ、
ＡＭＨ等指标来预测卵巢的反应性并作为制定临床促排卵方案
及Ｇｎ剂量的依据。

窦卵泡数量和卵母细胞质量随年龄增长而下降。Ｆｌｅｍｉｎ
等［２］研究发现，２５～４０岁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卵数逐渐降
低。但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发现卵巢年龄与实际年龄存在不一

致现象，年轻不孕症患者中卵巢储备功能降低者并不少见，同

龄女性中因盆腔手术、内分泌疾病、遗传因素等导致卵巢功能

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单纯用年龄来评价卵巢反应性存

在局限性。

ＡＦＣ是临床上另一容易获得的指标，在卵巢低反应的博洛
尼亚标准［３］中，窦卵泡数 ＜５～７个被列为诊断条件之一。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等［４］同样认为，ＡＦＣ是评价卵巢储备的最佳单一指标。
林文琴等［５］研究同样认为ＡＦＣ是预测卵巢低反应的较好指标。
但ＡＦＣ测量标准化欠佳，不同医师的测量平面、操作方法、计数
仔细程度都可能影响准确性，所以本研究中固定选用两位医生

进行ＡＦＣ测量，尽可能减少误差。本研究的结果显示，ＡＦＣ在
高ＦＯＲＴ组最低，在低ＦＯＲＴ组最高，因此高龄患者卵巢低反应
并非卵巢对ＦＳＨ反应性降低，卵泡池的消耗可能为主要原因。
因此，单一的ＡＦＣ指标评价卵巢反应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ＡＭＨ是近期应用较多的指标之一，并作了大量相关研究。
ＡＭＨ由窦前卵泡和小窦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６］。随着卵巢功

能的减退，ＡＭＨ水平逐渐下降［７］。ＥＬｇｉｎｄｙ等［８］研究认为，对

于卵巢反应性的预测，血清 ＡＭＨ水平有与 ＡＦＣ相似的预测价
值。Ｂｒｏｅｒ等［９］亦研究发现ＡＭＨ和ＡＦＣ具有相同的检验能力。
但ＡＭＨ的检测方法及检测试剂不统一，检验结果不稳定，目前
ＡＭＨ的高低界值也未统一，因此也存在局限性。

Ｇｅｎｒｏ于２０１１年最早提出 ＦＯＲＴ的概念。邢俊等［１０］研究

认为ＦＯＲＴ是研究卵巢反应性的有力工具，高 ＦＯＲＴ组将具有
更好的妊娠结局。Ｇｅｎｒｏｌ等［１１］通过研究得出结论：ＦＯＲＴ能够
有效地评价卵巢的反应性，且不受患者年龄、体重指数及基础

ＦＳＨ水平等影响；ＦＯＲＴ与 ＡＭＨ水平呈负相关。Ｒｅｈｍａｎ等［１２］

认为，ＦＯＲＴ可以预测 ＩＣＳＩ的治疗结局。本研究中高 ＦＯＲＴ组
的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种植率均较低ＦＯＲＴ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本研究还发

现，ＦＯＲＴ不受如年龄、ＡＦＣ影响，具有独立性，与其他指标联合
评价卵巢反应及治疗结局无重复性且更具客观性。

３２　年龄、ＡＦＣ与ＦＯＲＴ的相关性及三者联合在ＩＶＦ－ＥＴ治疗
中的应用

　　因为单个指标对卵巢反应及治疗结局的预测具有不同方
面的局限性，因此多个指标联合评价卵巢反应可以提高预测效

能。既往曾有多项研究联合不同的指标评价卵巢反应作出了

评价。何于夏等［１３］认为联合 ＡＦＣ、血清 ＡＭＨ水平、血清 ＦＳＨ
水平能提高预测卵巢低反应的效能，并不提高对卵巢高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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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能力。刘继龙等［１４］研究认为超声技术结合卵泡刺激激素

水平能更好地预测卵巢的储备功能。

本研究旨在联合年龄、ＡＦＣ与 ＦＯＲＴ在 ＩＶＦ治疗中对卵巢
功能的评价以及对治疗结局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年龄、

ＡＦＣ与ＦＯＲＴ三者无相关性，为三个独立的评价指标，联合评价
无重复及叠加性。Ｈｕｌｌ等［１５］认为随年龄增长，卵子染色体异常

比例增加、卵子中线粒体数目减少、颗粒细胞凋亡增加以及卵

胞浆ＡＴＰ含量下降导致获卵数逐渐减少，卵子、胚胎质量下降，
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逐渐下降。所以年龄与获卵数、卵子

质量及妊娠结局均具有相关性。Ｂａｎｃｓｉ以及 Ｂａｒｒｅｔｏ［１６，１７］等的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ＡＦＣ的增加，获卵数相应增加，但受精率、
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均无明显增加，说明 ＡＦＣ主要影响卵
子数量，与卵子质量及治疗结局无明显相关性。陈士岭等［１８］通

过研究认为，ＡＦＣ决定卵子数量，而年龄决定卵子数量和质量。
年龄结合基础ＡＦＣ评估卵巢储备功能从而预测卵巢反应性在
生殖医学工作中有重要价值。而ＦＯＲＴ能够反映成熟卵泡数即
可利用卵泡数占基础窦卵泡的比例，客观的评价了卵巢对促排

卵治疗的反应性而与不受其他常规的卵巢储备评价指标的影

响，本研究发现高龄不孕症患者 ＡＦＣ减少但 ＦＯＲＴ并未降低，
说明其卵巢对Ｇｎ的反应性并未降低，获卵数减少是因为卵泡
池的耗竭，为生殖医生评价卵巢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联合年龄、ＡＦＣ、ＦＯＲＴ三种指标可以综合预测卵
子的数量、质量、卵巢的反应性以及治疗结局，为体外受精治疗

选择促排卵方案提供可靠依据，获得较理想的目标卵子数，又

能减少ＯＨＳＳ等并发症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ｅｎｒｏｍＶＫ，ＧｒｙｎｂｅｒｇｌＪＢ．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Ｉ，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

（ＦＯＲＴ）ｉｎｎｏｒｍｏ－ｃｙｃｌ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

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６（３）：６７１－６７７．

［２］　ＦｌｅｍｉｎｇＲ，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Ｎ，Ｔｒａｙｎｏｒ，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ＦＳＨ－ｉｎ

ｄｕｃ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ｓｕｂｆｅｒｔ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ａｇｅ，ｉｎ

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ｏｃｙｔ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Ｈｕｍ

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０６，２１（６）：１４３６－１４４１．

［３］　ＳａｌｌａｍＨＮ，ＥｚｚｅｌｄｉｎＦ，ＡｇａｍｅｙａＡ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ｏｌｏｇｎａ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１２（２７）：６２６－６２７；

ａｕｔｈｏｒｒｅｐｌｙ：６２７－６２８．

［４］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ＤＪ，ＫｗｅｅＪ，ＭｏｌＢＷ，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

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ＩＶ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７，８７

（４）：７６４－７７５．

［５］　林文琴，杨海燕，林金菊，等．阴道超声窦卵泡计数预测卵巢反应

性的价值．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０８，１７（４）：３１９－３２０．

［６］　ＬａＭａｒｃａＡ，ＰａｐａｌｅｏＥ，Ｄ’ｉｐｐｏｌｉｔｏ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ｏ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Ｅｎｄｏｅｒｉｎｏｌ，２０１２

（２８）：１６６－１６９．

［７］　ＳｍｅｅｎｋＪ，ＳｗｅｅｐＦ，ＺｉｅｌｈｕｉｓＧＡ，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ｆｉ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ｐｒｅ

ｄｉｃｔ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ｕｔｎｏｔｅｍｂｒｙ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ｆ

ｔｅ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ｎｔｒａｃｙ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

ｉｌ，２００７，８７（１）：２２３－２２６．

［８］　ＥＬｇｉｎｄｙＥＡ，Ｅ１－ＨａｉｅｇＤＯ，Ｅ１－ＳｅｂａｅｙＡ．Ａｎｔｉ－Ｍｕｆｉ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

ｍｏｎ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ｉｄｌｕｔｅａｌ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ｃｙｃｌ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８，８９（６）：１６７０－１６７６．

［９］　ＢｒｏｅｒＳＬ，Ｄｃ’ｏｌｌｅｍａｎＭ，ＯｐｍｅｅｒＢＣ，ｅｔａｌ．ＡＭＨａｎｄＡＦＣａｓｐｒｅ

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１７）：４６－５４．

［１０］　邢俊，王俊霞，王玢，等．根据卵泡输出率评估ＩＶＦ中卵巢的反应

性及结局．南京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４）：１７４－１７８．

［１１］　ＧｅｎｒｏＶＫ，ＧｒｙｎｂｅｒｇＭ，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ＪＢ，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

（ＦＯＲＴ）ｉｎｎｏｒｍｏ－ｃｙｃｌ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

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２６（３）：６７１－６７７．

［１２］　ＲｅｈｍａｎＲ，ＭｕｓｔａｆａＲ，ＢａｉｇＭ，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

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６９－１７４．

［１３］　何于夏，夏容，陈薪，等．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应用多项卵

巢储备功能评估指标预测卵巢反应性．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３３（２）：２１６－２２０．

［１４］　刘继龙，陈枚燕，林春莲，等．经阴道彩色多普勒检查结合卵泡刺

激激素水平预测卵巢储备功能的初步研究．疑难病杂志，２０１３，

１２（８）：６１２－６１４．

［１５］　ＨｕｌｌＭＧ，ＦｌｅｍｉｎｇＣＦ，ＨｕｇｈｅｓＡ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ｍ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１９９６，６５（４）：７８３－７９０．

［１６］　ＢａｎｃｓｉＬＦ，ＢｒｏｅｋｍａｎｓＦ，Ｅｉｊｋｅｍａｎ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ｏｏｒｏ

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ａｓ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２，７７（２）：３２８

－３３６．

［１７］　ＢａｒｒｅｔｏＭＡ，ＧａｒｒｉｄｏＮ，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ｅｔａｌ．ＡｎｔｒａＩ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

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ｕｔｃａｎｎｏｔ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ｏｏｃｙｔｅ，ｅｍｂｒｙ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ｎ

ｅｇｇ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９，９１（１）：１４８－１５６．

［１８］　陈士岭，夏容，陈薪，等．基础窦状卵泡数结合年龄用于评估卵巢

储备及预测卵巢低反应和体外受精临床结局．南方医科大学学

报，２０１１，３１（４）：５７２－５７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１１３　　·

【第一作者简介】许晓立（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医生殖健康。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６

中医五行音乐治疗对试管婴儿妊娠结局的影响
许晓立　李慧　戴芳芳　郑波　李星　董英辉
邢台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生殖中心，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五行音乐治疗对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缓
解及对妊娠结局的促进。方法：使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对行ＩＶＦ－ＥＴ的患者进行调
查，筛选出１００例患者，采用简单随机化分组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各５０例。其中Ａ组为中医五行音乐组，
Ｂ组为空白组；实验自患者进入ＩＶＦ用药周期日开始，Ａ组每周进行１次治疗，Ｂ组不做处理，实验到移植后
４周确定是否为临床妊娠时结束；对比两组干预前后ＳＤＳ结果、中医症侯积分、妊娠结局。结果：干预后Ａ组
患者ＳＤＳ结果显著低于Ｂ组（Ｐ＜００１），Ａ组干预前后ＳＤＳ评分差异显著（Ｐ＜００１）；干预后Ａ组患者中医
症侯积分显著低于Ｂ组（Ｐ＜００５），Ｂ组ＳＤＳ结果、ＳＡＳ评分，中医症侯积分较前无显著差异；Ａ组优质胚胎
数、临床妊娠率较Ｂ组高，但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结论：中医五行音乐具有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功
效；中医五行音乐疗法有助于改善患者不孕症状，对提高临床妊娠率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中医五行音乐；抑郁；焦虑；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ＸＵ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Ｈｕｉ，
ＤＡＩ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Ｂｏ，ＬＩＸｉｎｇ，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ｈｕｉ．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Ｘｉｎｇｔａｉ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ｇｔａｉ
０５４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ＣＭａｎｄ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ＩＶＦ－Ｅ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ＩＶＦ－Ｅ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Ｄ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ｃｏｒｅ≥５０）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５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ＣＭ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ｂｌａｎｋ．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ｅｇａｎ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ＩＶＦ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ｔ４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ｇｏ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ｃｅａｗｅｅｋ．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ｎ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ＤＳ，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Ｄ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１）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ｎｄ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ＣＭ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ｌｉｇｈｔ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ｉｔｈａｓ
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ＶＦ－Ｅ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正性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提高怀孕率。国内外诸多研究显
示，不孕症患者大多存在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１－３］。消极

情绪对怀孕有负面影响，中国古代医者早有记载，如《沈氏女科

辑要笺正》指出“求子之愈切，而得之愈难。”对于中国女性来

说，受传统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患者承受着较大

的生育压力；使用试管婴儿助孕的患者，因其自身的性格、治疗

过程中的经济压力等各方面的影响，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患

者受情志影响则易发生气血运行的紊乱，最终加重不孕症。

本研究即是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医五行音乐对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的缓解效果，以及此方法对患者的临床妊娠率是否具有

积极作用。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分组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对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于我院就诊的试管婴儿患者进行调查，筛选
ＳＤＳ、ＳＡＳ标准分５０分以上、且自愿接受实验的患者１００例，采
用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每组各５０例。患者纳入标准：（１）患
者年龄≤３８岁；（２）血清基础 ＦＳＨ＜１０ＩＵ／Ｌ；（３）不孕原因为盆
腔输卵管因素。排除标准：（１）子宫内膜异位症；（２）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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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３）子宫畸形及宫腔病变；（４）输卵管积水；（４）中医证侯
为肝郁肾虚。患者的平均年龄、不孕年限、体重指数，ＡＭＨ均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年龄

（岁）

不孕年限

（年）

体重指数

（ｋｇ／ｍ２）
ＡＭＨ
（ｎｇ／ｍＬ）

Ａ组 ２９６３±５２ ４０９±２９ ２４２８±３５ ３７９±２４１

Ｂ组 ２９２５±４７ ４２２±２８ ２３２９±２９ ３９１±３０７

Ｐ ０８１９ ０９６８ ０５１９ ０８１７

１２　测量工具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用以衡量患者抑郁状态的程度（Ｗｉｌ

ｌｉａｍＷＫ，Ｚｕｎｇ１９６５年编制）。量表共 ２０个题目（１～４级评
分），评定的临界值Ｔ分为５０（总分 ×１２５）：Ｔ＜５０为无抑郁，
５０≤Ｔ＜６０为轻度抑郁，６０≤Ｔ＜７０为中度抑郁，Ｔ≥７０为重度
抑郁。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用以评价焦虑患者的主观感受
（Ｚｕｎｇ１９７１年编制）。量表共２０个题目（１～４级评分），评定的
临界值Ｔ分（总分×１２５）为５０，Ｔ＜５０为无焦虑，５０≤Ｔ＜６０为
轻度焦虑，６０≤Ｔ＜７０为中度焦虑，Ｔ≥７０为重度焦虑。

中医证侯评分表：参照《中医妇科学》及《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进行肝郁肾虚诊断，根据《中医量化诊断》进行症

状量化分级。肝郁肾虚症状含：主证：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烦

躁易怒；次证：精神不振，性功能低下，胸胁胀痛，失眠多梦，头

痛。主证评分等级为轻、中、重，分值分别为２、４、６分；次证评分
等级为轻、中、重，分值分别为１、２、３分。
１３　实验方法

实验自患者进入ＩＶＦ用药周期开始，移植后４周确定是否
为临床妊娠时实验结束。Ａ组（中医五行音乐组）：由中医医师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运用中医理论对患者进行辨证论治，确

定患者证型；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肝郁肾虚型患者进行中医

五行音乐治疗操作。音乐来源为《中国传统五行音乐》（中华医

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根据患者病位所在脏腑，分别选用角

（肝）、羽（肾）两音。患者音乐治疗时心理治疗师指导其采用舒

服的姿势躺于音乐治疗椅上，并使用耳机聆听音乐，音量在４５
～６０分贝范围内；每周进行１次治疗，治疗时间均为下午１７：００
～１９：００，治疗共３０ｍｉｎ。Ｂ组（空白组）：不做处理。移植日对
两组患者采用ＳＤＳ、ＳＡＳ量表进行测试；实验开始前及移植日由
中医医师对患者进行中医证侯评估。

１４　ＩＶＦ－ＥＴ方法
依据患者体重指数给予长效达菲林降调，于黄体中期给予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０９３～１２ｍｇ肌注，１６～
２０ｄ返院，查看窦卵泡（ＡＦＣ）直径及激素水平，均达到降调标准
后（ＡＦＣ直径≤０５ｃｍ，ＦＳＨ、ＬＨ≤５ＩＵ／Ｌ）启动 Ｇｎ促排卵，至少
２个卵泡直径≥１８ｃｍ或３个≥１７ｃｍ时，给予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肌注，３６ｈ取卵。取卵后卵母细胞孵
育４～６ｈ，ＩＶＦ受精，按 Ｐｅｔｅｒ评分系统，选择性移植胚胎２～３
枚，移植后给予常规黄体支持。

１５　妊娠判断
胚胎移植后１４ｄ，检测血 β－ＨＣＧ，若 ＨＣＧ＞５ｍＩＵ／ｍＬ，则

继续给予黄体支持或视情况复查，移植后２８ｄ行Ｂ超检查，有妊
娠囊或原始心管搏动，或流产、异位妊娠经病理学检查证实妊

娠者，确定为临床妊娠。

１６　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统计方法包括

描述统计（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率之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Ａ、Ｂ两组患者降调节天数、Ｇｎ天数、ＨＣＧ日 ＬＨ、ＨＣＧ日
Ｅ２、ＨＣＧ日Ｐ、内膜厚度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资料比较

降调节天数

（ｄ）
Ｇｎ天数
（ｄ）

ＨＣＧ日ＬＨ
（ＩＵ／ｍＬ）

ＨＣＧ日Ｅ２
（ｐｇ／ｍＬ）

ＨＣＧ日Ｐ
（ｎｇ／ｍＬ）

内膜厚度

（ｃｍ）

Ａ组 ２０６±３９ １１９７±２５９ ０９７±０６７ ３８０５０７±１９３１５０ １０８±０７２ １１２±０２３

Ｂ组 ２１２±５７ １２３３±２２４ ０８７±０５５ ３７０７１４±２０４２９０ ０９３±０６２ １０８±０２４

Ｐ ０２６５ ０３７１ ０５７５ ０２７１ ０６７３ ０３９９

　　Ａ、Ｂ两组间获卵数、移植胚胎数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Ａ组优质胚胎数高于Ｂ组；Ａ组妊娠率显著高于Ｂ组。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获卵数

（枚）

优质胚

胎数（枚）

移植胚

胎数（枚）

取消

移植率

临床妊娠率

（％）

Ａ组 １４２１±６６４５３５±２９２１７８±０６０ ４（２／５０） ６４６（３１／４８）

Ｂ组 １４６８±５７１４１９±２７７１６８±０７４ ６（３／５０） ５５３（２６／４７）

Ｐ ０２３１ ００５７ ０４７７ １００ ０４０６

２２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ＤＳ结果比较
干预前Ａ、Ｂ两组间ＳＤＳ结果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移植

日Ａ组ＳＤＳ结果差显著低于Ｂ组；Ａ组患者移植日ＳＤＳ结果显
著低于干预前，Ｂ组干预前后无显著差异。见表４。

表４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ＤＳ结果比较

干预前标准分 移植日标准分 Ｐ

Ａ组 ５５９４±３２６ ４９４４±２２４ ００００

Ｂ组 ５５４２±３２８ ５５７８±３００ ０２２０

Ｐ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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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ＡＳ结果比较
干预前Ａ、Ｂ两组间ＳＡＳ结果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移植

日Ａ组ＳＡＳ结果差显著低于Ｂ组；Ａ组患者移植日ＳＡＳ结果显
著低于干预前，Ｂ组干预前后无显著差异。见表５。

表５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ＡＳ结果比较

干预前标准分 移植日标准分 Ｐ

Ａ组 ５７１６±５０７ ４８９８±２８９ ００００

Ｂ组 ５６７０±５３８ ５６１０±３３８ ０２４７

Ｐ ０６６１ ００００

２４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中医证侯积分比较
干预前Ａ、Ｂ两组间中医证侯积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移植日Ａ中医证侯积分显著低于Ｂ组；Ａ组移植日中医证侯积
分显著低于干预前，Ｂ组移植日中医证侯积分与干预前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中医证侯积分

干预前 移植日 Ｐ

Ａ组 ２０４８±４３０ １６８０±３５３ ００４１

Ｂ组 ２１２７±３７３ ２０９５±３６８ ０１１４

Ｐ ０２３４ ００４７

#

　讨论
随着医学的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日益受到

重视，不孕症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诸多研究证实，心理应激会影响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的
功能，抑制垂体分泌促性腺体激素，干扰卵泡生长，影响卵母细

胞和胚胎的发育潜能，进而影响生殖［４，５］。而且，心理应激会通

过抑制子宫内膜容受性干扰胚胎着床［６－８］。因此，在不孕症治

疗中必须重视患者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下，中国传统的宗嗣观点及生育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影响，使女性对生育能力投入更多的关注及要求，女性“心怀眷

慕，志结忧惶”，由于心思郁结、忧虑不已，可致饮食无味、精神

日减，进而加重不孕症，甚至影响治疗。

本文中使用的中医五行音乐疗法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疗法

的一种。中国医学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五音疾疗”的思

想［９］。通过音乐声波波动与其所归经络产生共振，而后通过经

络循环影响脏腑气血并调节情志，达到缓解抑郁情绪的目的。

中国传统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分别对应“脾、

肺、肝、心、肾”五脏，本脏之音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治疗为本脏之

病，并调节相应情绪。研究结果证实，中医五行音乐组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均得到了改善。

对不孕症患者来说，《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男女生育，

皆赖肾脏作强，肾旺自能萌胎也”，中医学认为，ＩＶＦ－ＥＴ患者
肾虚为主要病机。同时，《临证指南医案》云：“女子以肝为先

天”，肝藏血，主疏泄，性喜调达而恶抑郁。女子七情致病有“易

郁性”，情志致病首先是扰乱气机，导致气机不畅，所以肝气郁

结是情志致病中较多见的类型［１０］。ＩＶＦ－ＥＴ患者多为不孕已

久，辗转求医无果，只能将ＩＶＦ－ＥＴ作为最后治疗手段，因其精
神压力巨大，故肝郁气滞，疏泄失常，随之则可能使患者烦躁易

怒，形成焦虑情绪。而根据五行相生关系“肝为肾之子，肝郁肾

亦郁”辨证分析，存在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中医症型多为肝郁

肾虚型。

因此，临床治疗过程中利用五行生克关系、子午流注原理［１１］

（子午流注理论认为脏腑经络的气血循行有其时间特异性，施乐

时点是影响五音疗法疗效的重要因素 ）及疾病特点选择音乐，不

仅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同时还有可能促进不孕症的治

疗。使用中医五行音乐治疗时选择角音、羽音，分别对应患者肝

脏、肾脏，下午１７：００～１９：００为酉时，肾经最旺，通过音乐的刺
激，使患者肾经冲盛，母强则子旺，从而达到肝气疏通，平和心气

的目的。研究的结果也显示，采用对应脏器的音乐，显著降低了

患者肝郁肾虚的证侯积分，而空白组在此项的评分则无显著的变

化。在此基础上，患者的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较空白组有所

提高，无统计学差异考虑与样本量偏少有关。

综上所述，中医五行音乐疗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音乐治

疗方法，不仅有助于缓解不孕症患者的抑郁情绪，促进改善患

者的不孕症状，对其治疗结局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经济方

便，可行性强，易于推广。但是如何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医心

理治疗之优势，更加规范的应用于临床，并能精确的阐释其作

用机理，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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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地区１６２６例男性精液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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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２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男科就诊患者的精液做常规检测分析，了解本地区男性不育的原因。方法：用计算
机辅助精子分析（ＣＡＳＡ）技术，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使用西班牙 ＳＣＡ全
自动精液分析系统，对桂西地区 １６２６份男性精液进行分析。结果：１６２６份男性精液中正常 ７７０份
（４７３５％），精液异常者 ８５６份（５２６５％），异常标本中精液量异常 ３１５份（１９３７％），ｐＨ异常 ３０２份
（１８５７％），无精子症９７份（５９６％），浓度异常３１４份（１９３１％），总数异常３８８份（２３８６％），活力异常３３１
份（２０３５％），液化时间异常１１份（６７６％），血精５２份（３１９％），白细胞精子症９４份（５７８％）。结论：桂
西地区男性精液质量有所下降，约５２６５％的男性精液质量异常，精子活力、精子总数异常所占比例较高，提
示精液质量下降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男性不育；精液质量；精液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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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夫妇计划再生育的比例不断
上升，因不育不孕或孕前准备而到医院作精液检测的人数也相应

增加。有数据表明，人群中有１０％ ～１５％的育龄夫妇存在不育
问题，而由男性因素引起的占３０％ ～４０％。精液分析是判断男
性生育能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常规检测方法。目前，有关广西

西部地区男性精液的质量分析少有报道，本文通过对１６２６例到
我院男科就诊的精液进行回顾分析，试图了解本地区男性精液质

量状况，为临床诊断和治疗不育症提供帮助。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７月在我院就诊的１６２６例男性精液检查
标本，年龄为１７～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２９±６７２）岁，本研究获得
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所有检测对象标本采集时使用手淫取精法，取精前禁欲２

～７ｄ，将符合时间间隔条件的精液收集于带刻度的、清洁干燥
试管内，所有标本均于本院取精室内采取，确保温度与送检时

间的可控性和及时性。接收时立即放入３７℃恒温箱内，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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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时间。具体操作方法按照第５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
查与处理实验手册》实验程序进行［１］。完成常规检测后标本进

行Ｄｉｆｆ－Ｑｕｉｋ快速染色 。
１３　试剂与仪器

精液常规检测采用西班牙ＳＣＡ全自动精液分析系统，光学
显微镜为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ＣＸ４１，染色试剂采用深圳博锐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１４　正常精液判断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

５版）中规定的正常精液的标准，对患者的精液质量进行判断，
具体的标准为：（１）液化时间＜６０ｍｉｎ；（２）精液体积１５～６ｍＬ；
（３）ｐＨ７２～８０；（４）精子密度≥１５×１０６／ｍＬ；（５）精子活力前
向运动（ＰＲ）比例≥３２％或精子总活力（ＰＲ＋ＮＰ）比例≥４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对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软件进行，计量资料
使用（珋ｘ±ｓ）表示，不同组间比较应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结果分析　

分析参数全部正常的标本为７７０份，占４７３５％；异常标本

８５６份，占 ５２６５％。异常标本中精液量异常 ３１５份，占
１９３７％；ｐＨ异常 ３０２份，占 １８５７％；无精子症 ９７份，占
５９６％；浓度异常 ３１４份，占 １９３１％；总数异常 ３８８份，占
２３８６％；活力异常３３１份，占２０３５％；ＰＲ不足３２％的６８２例，
占４１９４％；液化时间异常１１份，占 ６７６％ ，白细胞精子症 ９４
份，占５７８％，血精４５份，占２７６％。
２２　精液各分析参数异常分析

酸碱度异常同时伴有精子总数（精子总数 ＝精子密度 ×精
液量）＜３９×１０６／每次射精的有３２例；精液量 ＜１５ｍＬ的２４１
例，且这２４１例精子总数小于参考下限的有１２４例，占５１４５％。
２３　不同年龄组的精液质量分析

不同年龄组精液质量对比分析结果，３０～３９岁年龄段男性
精液浓度最高，各年龄组间精液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精液浓度呈“两端低、中间高”的变化趋势，４０岁后呈下
降趋势。对比后发现精子存活力、活力、ＰＲ精子比例随着年龄
增加而降低，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液液化
时间、ｐＨ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０～３９岁组正常形态精子比例最高，４０岁以上年龄
组正常形态精子比例最低，但各年龄组间的正常形态精子比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精液质量对比分析结果

年龄

（岁）
ｎ

液化时间

（ｍｉｎ）
ｐＨ值

精子浓度

（×１０６ｍＬ－１）
精子总活力

（ＰＲ＋ＮＰ）（％）
前向运动力

（ＰＲ）（％）
正常形态

比例（％）

１６～２９ ５４３ ３２１０±４６６ ７３４±０１４ ４３９７±４８４３ ６０９５±１７１９ ３８４７±１５３５ ５４２±２６５

３０～３９ ７８２ ３３０９±６９３ ７４０±０１８ ４５２４±５０７４ ５９８３±１６８８ ３６１９±１５２９ ５５７±２６８

≥４０ ３０１ ３３４３±９５３ ７４１±０１１ ４２６１±３７７２ ５６５７±１８１６ ３３０４±１５４７ ５２４±２６２

　　注：组间两两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男性生育力状况的研究越来越越受到全球的关注，精子质

量下降是不育不孕的主要原因，而引起精子质量下降的原因，

除有先天疾病外，很多则是生活中人为因素造成的，如环境污

染、食品安全、工作压力、生活习惯以及个人不良嗜好等。并且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孕不育发生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本研

究精液检查标本共１６２６份，异常标本８５６份占５２６５％，较刘冰
等［２－５］报道的佛山、昆明、深圳和南京地区的低，也低于全国多

中心调查结果水平［３］（５７７％，２００３），这可能与本地区工业污
染较低、当地居民生活压力较轻和生活环境较好有关。

本研究中，精子前向运动力 ＜３２％的异常标本占比居各单
项指标异常率的第一，异常率为４１９４％（６８２／１６２６），其次为精
子总数异常，异常率为２３８６％（３８８／１６２６），说明精子运动参数
或精子数量减少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与国内多位研究

者报道相一致［６－９］；此外，精子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１６２６
份标本中，活力异常３３１份，占２０３５％，这也与甘燕玲、麦丽萍
等报道相一致［１０－１３］。引起精子活力异常最多见的原因是生殖

系统感染、精索静脉曲张、抗精子抗体的产生、睾丸发育受阻等

等，其影响因素较其他参数的影响多且复杂，甚至影响其他参

数的因素也能间接影响到精子运动活力。男性生殖系统感染

导致白细胞精子症、血精等症状，感染灶中释放的炎性反应因

子使精子的运动活力降低。

精子质量与年龄是否有关联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１４］，本研

究显示受检１６２６例男性精液中，年龄与精子密度和活力、活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广西区内牟联俊等［１５－１８］

也有相似报道。本次研究中，年龄与精子浓度、前向活动力、总

活力、正常形态比例的变化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随年龄增大

正常精子各项质量异常有增加趋势。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简单的精液常规检查已经不能

满足临床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患者的真实情

况，ＷＨＯ特别强调了精子形态学是是衡量男性生育能力的较
好指标，是评价男性生育力的重要参数。睾丸的生理机能状态

与精子正常形态率密切相关，睾丸生理机能不良则精子正常形

态率下降，进而影响男性生育力。本研究提示随年龄增加，精

子正常形态率降低。因此，对于不育症患者，应考虑年龄因素。

本研究通过对１６２６份精液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本
地区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精液水平有了初步评估，希望对临

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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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胶囊和维生素 Ｃ钠胶囊联合治疗精液不液化的
疗效分析
肖飞　王家菁　谷现恩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

【摘　要】　目的：探讨精液不液化的治疗方案。方法：对１００例精液不液化患者进行药物干预，采用生
精胶囊（１６ｇ，３次／ｄ）、维生素Ｃ钠胶囊（０２２４ｇ，３次／ｄ）联合治疗，治疗时间３个月。采用ＣＡＳＡ检测精液。
结果：１００例患者入组，３个月后其中８８例患者被成功随访。对治疗前、治疗后１、３个月精液参数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治疗后精子体积、精子活动度ｃ无统计学差异，精液液化时间、精子密度、精子活动度ａ、ｂ、ｄ存在统
计学差异。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可明显改善精液液化。持续用药３个月，精液液化时间较前仍会缩短，提示
药物作用具有延续效应。用药后，ａ、ｂ级精子增加，ｄ级精子减少，提示精液液化改善可能有助于改善精子
活力。结论：生精胶囊和维生素Ｃ钠胶囊联合应用，能有效改善精液液化，可用于治疗精液不液化。

【关键词】　精液不液化；生精胶囊；维生素Ｃ钠胶囊；精子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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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不育症的发病率已从８％ ～
１０％上升到现今的１２％～１６％［１，２］。我国约有１０％左右的育龄
夫妇不能生育，按此计算至少有３５００万不育症患者，男子不育
占４０％，其中有约１０％的患者是由于精子液化不良［３，４］。

精液的凝固与液化，主要是通过精囊与前列腺分泌的凝固

因子和液化因子来调节和平衡的。精囊分泌凝固因子，使精液

呈凝固状态排出体外；而前列腺液中的蛋白水解酶等液化因子

作用刚好相反，促进精液液化［５，６］。临床上，我们把精液超过

６０ｍｉｎ仍为胶冻样状或者粘性团者判断为不液化。精液液化异
常是临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目前对于精液液化异常的治疗主

要以经验治疗为主，尚无标准方案。本课题组在临床实践中发

现，生精胶囊和维生素 Ｃ钠胶囊联合应用，对于精液不液化的
患者有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一般情况

入组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门诊１００名精液不液化
男性患者，入组时精液量２～５ｍＬ，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患
者年龄（３０８３±５７２）岁，不育时间１～５５年，采用本治疗方案
前，患者已停止相关治疗１个月以上。所有入组患者性生活正
常；对有饮酒、吸烟史者，要求已戒烟、戒酒２个月以上方可入
组。全部入选患者均无可疑药物服用史和放射线接触史，且均

无严重内分泌性、代谢性、遗传性、传染性及精神性疾患。入组

患者检查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人型支原体及抗精子抗体

均为阴性。查体：双侧输精管可触及，睾丸及附睾发育正常。

本研究开始前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参与研究的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精液不液化标准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

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四版标准；精液放置３７℃水浴箱或温箱
内，超过６０ｍｉｎ精液仍为胶冻样状或者粘性团，则判断为不液化。
１３　治疗方案

生精胶囊 （遵义廖元和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７６７２）口服，１６ｇ／次，３次／ｄ；维生素 Ｃ钠胶囊（广西圣保
堂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２４１３）口服，０２２４ｇ／次，３次／
ｄ。嘱患者戒烟酒。
１４　检测方法

所有检测精液人员禁欲３～７ｄ，手淫法获取精液，留取精液
于干燥消毒量杯内。所有精液标本在３７℃温浴，６０ｍｉｎ内观察
液化情况，采用ＣＡＳＡ系统检测精液各项指标。主要检测参数
有精液量、ｐＨ值、液化时间、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等。
１５　排除标准

精液量 ＜２ｍＬ或者 ＞５ｍＬ者，或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
者，均不纳入本研究入组。２０倍显微镜下 ＷＢＣ＞２个／ＨＰ或
ＲＢＣ＞２个／ＨＰ，或精液微生物培养发现细菌、沙眼衣原体、解脲
支原体、人型支原体阳性者，不纳入本研究入组。阴囊超声发

现单侧（或者双侧）精索静脉曲张 ＩＩ度 ～ＩＩＩ度者，也不纳入本
研究入组。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分析。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用药１个月后，所有患者精液液化时间均有改善，用药２个
月内有３人性伴侣怀孕，停药。其余９８例患者继续用药，多数
患者精液液化时间正常，用药第３个月期间有４人性伴侣怀孕，
停药。故随访期内共有７人因性伴侣怀孕而停药。

其余９３人中，有２人用药第１个月内失访，１人用药第２个
月内失访，另２人用药第３个月内失访，原因不明。最终完成３
个月治疗并成功随访者共８８例。
２２　治疗前后精液结果比较

８８名患者药物治疗前后精液质量变化结果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８８名患者药物治疗前后精液质量变化

分组
精液量

（ｍＬ）
精子密度

（×１０６／ｍＬ）
ａ级
（％）

ｂ级
（％）

ｃ级
（％）

ｄ级
（％）

液化时间

（ｍｉｎ）
ａ级＋ｂ级

（前向运动）（％）

Ａ组（治疗前） ２９８±０７８ ３５０７±８８８ １０１４±６３９ ９７１±６３９ ２６６６±１４２３ ５３４９±１２２１ ＞６０ １９８５±９０５

Ｂ组（治疗１月） ３０６±０７４ ４３５１±１０５５１４３３±６８６ １３４５±６４４ ２７００±１２６６ ４５２３±１００３３６２２±１００５ ２７７８±１０４１

Ｃ组（治疗３月） ３３８±０７８ ４９５３±１３６９１７３０±６６７ １７４４±６２１ ２７０９±１２５２ ３８１７±９０３ ３０９５±９６４ ３４７４±９０１

Ｐ１ ０４７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Ｐ１值为治疗前与治疗１月比较，Ｐ２值为治疗前与治疗３月比较，Ｐ３值为治疗１月与治疗３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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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治疗前精液量与治疗１月后精液量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但治疗前精液量与治疗３个月后精液量比较，统
计学差异显著，且治疗１个月后与治疗３个月后精液量比较也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说明该治疗方案能提高患者精液量，且持

续用药，药物作用具有延续效应。

ＬＳＤ－ｔ检验显示，在液化时间方面 Ｂ组、Ｃ组分别与 Ａ组
比较，统计学差异均显著，说明该治疗方案能明显改善患者精

液液化程度，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液化时间进一步缩短，药

物作用具有延续效应。在精液密度的改善方面，也能发现类似

的现象。

在精子活力方面，可以发现Ｂ组、Ｃ组的ａ级、ｂ级、（ａ＋ｂ）
级（即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分别与 Ａ组比较，统计学差异均显
著，说明该治疗方案能显著改善患者精子活力。随着用药时间

的延长，液化时间进一步缩短，精子活力也随之显著增强，说明

药物作用具有延续效应。

#

　讨论
精液不液化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病因之一。有学者认

为精液不液化最常见的原因为前列腺分泌的纤维蛋白溶解酶

不足和缺乏微量元素（镁、锌等）［７］。一般认为，精囊分泌的凝

固因子，可使精液呈胶冻状态射出体外；而前列腺分泌的蛋白

水解酶等液化因子能促进精液液化，这两者相互调节并达到平

衡 ［８］。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精液液化异常的情况就会出现。

中医理论认为精液不液化的原因在于肝肾。如阴虚则生

内热，耗伤精液；或元气衰微，肾精亏损；或肝郁化火，扰动精

室，皆可影响精液的正常液化，从而引起不育。精液不液化多

由寒凝、热烁、痰阻、血瘀所致［９］。

目前治疗精液不液化的报道多为中药［１０］，西药主要有糜蛋

白酶、乙酰半胱氨酸［１１］、维生素 Ｃ等。笔者在以往临床实践中
发现，维生素Ｃ钠胶囊与生精胶囊联合应用，治疗精液不液化
的效果最为理想。

本研究中发现，生精胶囊联合维生素 Ｃ钠胶囊治疗，可以
明显改善精液液化，还能提高精液量和精子密度。从表１结果
可知，生精胶囊与维生素 Ｃ钠胶囊联合治疗１个月，可明显缩
短精液液化时间。持续用药３个月后，精液液化较用药１个月
时仍有改善，只是液化时间降低幅度较初始用药缩小，提示药

物作用具有延续效应。究其原因，笔者考虑系因精浆中金属微

量元素含量与精液的凝固、液化关系密切之故。有研究显示，

缺锌会导致合成和分泌各种蛋白酶的多种液化因子降低，引起

精液液化异常［１２］。而生精胶囊内含有“糖甙”植物甾醇及维生

素Ｂ、Ｃ和微量元素钙、磷、铁、镁、锌等，服用可补充多种微量元
素，从而改善液化。目前有关生精胶囊改善精液不液化的作用

机制及其疗效的报道较少，还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已有研究表明精液凝固及液化的过程，与血浆凝固

及液化过程有相似之处［１３］。因此，临床上常应用纤溶性药物治

疗精液不液化，临床效果显著。维生素Ｃ能够有效抑制前列腺
素的合成，从而起到抗纤溶的作用。维生素 Ｃ是生物活性还原
剂，在生物氧化和还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促进精

液的液化，还能增强精子活力［１４］。维生素Ｃ钠胶囊是维生素Ｃ
的钠盐，不再有维生素Ｃ的强酸性，性能更稳定，效果可能比维
生素Ｃ更优。维生素Ｃ钠胶囊治疗精液不液化的具体机理，目

前尚不完全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目前对精液不液化的原因尚未研究清楚，很多学者认为其

与前列腺炎有关［１５］，文献报道也倾向于此。本研究则不倾向此

种分析。本次研究入组患者在治疗前均无前列腺炎相关症状，

这与文献报道的有关精液不液化与前列腺炎的发病率不一致。

由此，本研究组认为前列腺炎与精液不液化的相关性，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明确。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精液液化与精子活力在时间上是同

步改善的。用药１个月后ａ、ｂ级精子比例与治疗前相比明显提
高，ｄ级精子比例降低，而ｃ级精子未见明显变化。继续治疗满
３个月后，ａ、ｂ、ｄ级精子比例仍可见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初始用
药缩小。生精胶囊具有补肾壮阳、益阴生精等功效，有实验证

实，生精胶囊能促进大鼠曲细精管细胞发育，有提高精子活力、

增加精子密度的作用［１６］。生精胶囊在临床中被广泛用于治疗

少、弱精子症，疗效显著［１７］。

目前精液不液化对于生育的影响尚不清楚，但普遍认为精

液不液化会影响精子活力［１８］。本研究结果也间接证实了此种

观点。但是，本研究中精子活力改善究竟是源于液化的改善，

还是单纯药物作用的结果，或者是两者兼有，因此两者的相关

性在本研究中未涉及，故尚不明确。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入组患者较少（成功随访例数 ＜１００
例），且随访时间较短（仅３个月），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程
度的偏倚；且其对最终妊娠情况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本治疗方案为中西药联合治疗，治疗效果与两种药物中

哪一种关系更为紧密，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精液不液化在临床中并不少见［１，２］，是引起男性

不育症的常见病因之一，也是不育症治疗中的重点和难点，应

予以重视。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维生素 Ｃ钠胶囊联合生精胶
囊治疗精液不液化，不仅能有效改善精液液化，还能明显提高

精子密度和活力，具体机制不明。该治疗方案疗效好，无明显

不良反应，是目前临床治疗精液不液化所致男性不育症的有效

方法之一，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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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术方式对输卵管吻合术患者性激素及机体应
激激素的影响比较
李晶　左学骞
沧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与比较不同手术方式对输卵管吻合术患者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的影响程度。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本院进行输卵管吻合术治疗的９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
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Ａ组（常规开腹输卵管吻合术组）４５例和Ｂ组（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组）４５例，
然后将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的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水平进行分别统计与比较。结果：术前两组

患者的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水平均无明显差异，Ｐ均 ＞００５，而术后１个月、２个月及３个月 Ｂ组的 ＦＳＨ
及ＬＨ均低于Ａ组，Ｅ２均低于Ａ组，术后１ｄ、２ｄ及３ｄＢ组的机体应激激素指标均低于Ａ组，Ｐ均 ＜００５，均
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对输卵管吻合术患者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的影响好于

常规开腹输卵管吻合术，更有助于患者术后各个方面的恢复。

【关键词】　 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开腹输卵管吻合术；性激素；机体应激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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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卵管吻合术是临床中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的有效方法。
以往传统的治疗方法是开腹输卵管吻合术，该术式存在自身的

局限性。随着微创手术技术日趋成熟，腹腔镜作为此类手术治

疗过程中的微创方式，其有效减小了创口，对于患者的术后康

复有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两种手术方式对于机体性激

素及应激方面的影响均存在，因此探索既能有效治疗疾病，又

能进一步控制对机体的不良影响的手术方式成为研究的重

点［１，２］。本文中我们就不同手术方式对输卵管吻合术患者性激

素及机体应激激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与比较，探讨腹腔镜下

输卵管吻合术的临床意义。现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本院进行腹腔镜输卵
管吻合术治疗的９０例腹腔镜输卵管吻合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其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Ａ组（常规开腹输卵管吻合术组）４５
例和Ｂ组（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组）４５例。纳入标准：（１）
年龄在４５岁及以下；（２）无其他基础疾病；（３）月经相关方面正
常。排除标准：（１）年龄在４５岁以上；（２）存在其他不孕因素；
（３）精神异常不能配合治疗研究者。Ａ组的４５例患者中，年龄为
２９～４３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２±３２）岁；结扎时间为１５～２０５
年，平均为（７８±１３）年；产次：１次者４０例，２次及以上者５例。
Ｂ组的４５例患者中，年龄为２８～４４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５±２９）
岁；结扎时间为２０～２１０年，平均为（７９±１１）年；产次：１次者
４０例，２次及以上者５例。两组手术患者在年龄、结扎时间及产
次方面均无明显差异，Ｐ均＞００５，因此两组手术患者具有可比
性。且两组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及同意。

１２　手术方法
Ａ组的４５例患者进行开腹输卵管吻合术治疗，将患者进行

麻醉后，以膀胱结石位接受手术治疗，取下腹部正中切口，切口

取长约５～６ｃｍ，进腹探查，存在粘连者进行粘连的分离解除，将
输卵管病灶（结扎）段进行游离，进行剪断处理，将自制支架硬

膜外导管穿过狭窄口或吻合口置入。将两断端进行吻合处理

（分别于３、６、９、１２点以４－０可吸收线缝合４针），再次进行输
卵管通畅检验，如通畅则手术成功，对侧也采用此种方式处理。

Ｂ组的４５例患者进行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治疗，将患者
进行麻醉后，以膀胱结石位接受手术治疗，以四孔法进行手术

治疗，建立二氧化碳气腹，压力为２０ｋＰａ，采用内窥镜辅助进行
盆腔状态的探查，以后手术步骤及措施与 Ａ组一致（在腔镜下
完成），即在此基础上然后将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的

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水平进行分别统计与比较。

１３　检测指标与检测方法
分别于术前和术后１个月、２个月及３个月检测两组的性

激素，并于术前及术后１ｄ、２ｄ及３ｄ检测两组的机体应激激素。
均为取两组的空腹静脉血进行检测，离心后取血清进行检测，

性激素检测指标为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激素（ＬＨ）
及雌二醇（Ｅ２），机体应激激素为糖皮质激素［皮质醇（Ｃｏｒ）及醛
固酮（ＡＬＤ）］、血管紧张素［血管紧张素Ⅰ（Ａｎｇ－Ⅰ）及血管紧
张素Ⅱ（Ａｎｇ－Ⅱ）］及其他应激激素［肾上腺素（Ｅ）、去甲肾上
腺素（ＮＥ）及多巴胺（ＤＡ）］，检测方式均为 ＥＬＩＳＡ法。然后分
别统计与比较两组的检测结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检验软件为 ＳＰＳＳ１９０，检验方式包括计量资料的 ｔ

检验处理及计数资料的 χ２检验处理，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
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激素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比较，Ｐ均＞００５，而术后１个月、２
个月及３个月Ｂ组的ＦＳＨ及ＬＨ均低于Ａ组，Ｅ２均低于Ａ组，Ｐ
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激素比较

组别 ＦＳＨ（ｍＵ／ｍＬ） ＬＨ（ｍＵ／ｍ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术前

　Ａ组（ｎ＝４５） ８２５±０６４ ４３１±０５０ ２８０４５±２１６８

　Ｂ组（ｎ＝４５） ８２７±０５９ ４３３±０４８ ２８０５２±２０９７

术后１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６６５±１６６ ９５９±０７９ ２２７６８±１５４１

　Ｂ组（ｎ＝４５） １４５２±１３１ ７６０±０７２ ２４８５６±１７３３

术后２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５３５±１５９ ８４５±０７５ ２３７９１±１６０２

　Ｂ组（ｎ＝４５） １２６６±１２４ ６１７±０６４ ２６０３２±１７９５

术后３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４０１±１２８ ７６１±０６９ ２５１７８±１８７４

　Ｂ组（ｎ＝４５） １０２４±０８７ ５２０±０５７ ２７８８９±１９８５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糖皮质激素及血管紧张素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糖皮质激素及血管紧张素比较，Ｐ均 ＞

００５，而术后１个月、２个月及３个月Ｂ组的糖皮质激素及血管
紧张素均低于Ａ组，Ｐ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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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糖皮质激素及血管紧张素比较

组别 Ｃｏｒ（ｎｇ／ｍＬ） ＡＬＤ（ｎｇ／Ｌ） Ａｎｇ－Ｉ（ｎｇ／ｍＬ） Ａｎｇ－Ⅱ（ｎｇ／Ｌ）

术前

　Ａ组（ｎ＝４５） １８５９５±１７６６ １５３５±１６６ ５９８±０６７ ３６７６±３８４

　Ｂ组（ｎ＝４５） １８５９７±１７５９ １５２９±１５８ ５９９±０６３ ３６８０±３７９

术后１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２８４６４±２５６７ ２７９７±２２４ １４２８±１５１ ７６５６±６４２

　Ｂ组（ｎ＝４５） ２６０１１±２３１４ ２２５６±２０１ １２０５±１３７ ６９８０±５９７

术后２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２６１７８±２４２４ ２４０５±２１７ １３１７±１４５ ７３６３±６２０

　Ｂ组（ｎ＝４５） ２３２５２±２２０８ １９３８±１９２ ９４２±０９８ ６０３５±５３５

术后３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２４８７８±２３６３ ２２５６±１９８ １２５５±１２６ ６２６７±５７８

　Ｂ组（ｎ＝４５） ２０８４１±２０７２ １７３５±１８０ ７１０±０８４ ４８６８±４２４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其他应激激素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其他应激激素比较，Ｐ均 ＞００５，而术后１

个月、２个月及３个月Ｂ组的其他应激激素均低于Ａ组，Ｐ均＜
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其他应激激素比较

组别 Ｅ（ｎｇ／Ｌ） ＮＥ（ｎｇ／Ｌ） ＤＡ（ｎｇ／Ｌ）

术前

　Ａ组（ｎ＝４５） ８９９８±１１３４ ２１５６５±２２３７ １３３６７±１１８４

　Ｂ组（ｎ＝４５） ８９８７±１１４５ ２１５７２±２１９８ １３３７２±１１６８

术后１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６４７８±１５６５ ２９９３７±２７９８ ２０９７９±２５６４

　Ｂ组（ｎ＝４５） １４２２１±１３２４ ２７２６４±２６４５ １７８２５±２２３５

术后２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５６３５±１４７１ ２７８６５±２６７３ １９２３８±２４１６

　Ｂ组（ｎ＝４５） １２３６７±１２５７ ２５０４２±２４５７ １５９３７±１８３５

术后３个月

　Ａ组（ｎ＝４５） １３８７８±１３６５ ２５６７２±２５６５ １７８４５±２２０６

　Ｂ组（ｎ＝４５） １０１３１±１２３２ ２２０４２±２３７２ １４０１７±１４２０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输卵管吻合术是临床中的常用手术方式，其是有效疏通输

卵管的方式，而输卵管结扎术导致的不孕在临床十分多见，因

此对其采用输卵管吻合术治疗的研究也不断增多，此类治疗方

式可为患者的生育功能恢复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３，４］。另外，

此类治疗方式可使患者获得多次妊娠机会，因此临床应用率不

断提升。在开腹手术过程中，组织充分暴露导致组织水分丢失

严重、形成新的粘连、对输卵管的牵拉、位置较深处粘连处理欠

佳及视野欠清晰等局限，影响着手术操作。目前微创手术技术

飞速发展，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的临床效果基本达到了开放

式手术的疗效，且存在如视野广泛、创伤小、出血少、术后粘连

轻及避免了对输卵管的过度牵拉等诸多优势，因此认为腹腔镜

输卵管吻合术的临床受肯定程度相对更高［５，６］。性激素的表达

水平是有效反应生殖系统受到的不良影响程度的重要方面，因

此其临床评估价值也较高。而机体应激激素也是反应机体不

良应激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７，８］，因此其临床监测价值较高。

基于此种情况，腹腔镜手术通过提高吻合的精准度来达到提高

手术效果及控制输卵管损伤的目的，且对盆腔的干扰相对更

小［７－９］，但是其细致全面的效果探究仍十分必要。

本文中我们就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与常规开腹输

卵管吻合术对输卵管吻合术患者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的影

响程度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常规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

的应用效果相对更好，表现出术后不同时间的性激素及机体应

激激素水平均相对更好，说明本类手术周围组织损伤较

小［１０－１２］，对生殖系统的不良影响控制更好，同时对于盆腔等各

方面的不良影响也相对更小［１３－１５］，因此机体应激激素水平相

对更低。这可能与腹腔镜手术时间缩短、手术创伤降低有关，

因此相关方面受影响程度降低［１６－１８］，安全性也更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对输卵管吻合

术患者性激素及机体应激激素的影响好于常规开腹输卵管吻

合术，更有助于患者术后各个方面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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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积水性不孕症 ９０例患者腹腔镜输卵管修复整
形术的妊娠率分析
张娟娟　张春莲△

十堰市太和医院生殖医学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输卵管整形术后输卵管积水性不孕症患者妊娠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
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收治的９０例输卵管积水不孕症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行腹腔镜输
卵管修复整形术，随访２年，记录术后患者妊娠率，收集患者不同输卵管评分的妊娠情况及复发情况。结果：
１２０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出血量在５～３５ｍＬ，手术时间在３０～９０ｍｉｎ，均未见手术并发症。随着输卵
管功能的评分越高，妊娠率越高，高评分组妊娠率明显高于中评分组和低评分组，中评分组妊娠率高于低评

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评分组、中评分组、高评分组患者妊娠主要集中在术后１～６个月，术
后１２～２４个月妊娠率极低；高评分组无复发，与中评分组、低评分组比较差异显著。结论：腹腔镜输卵管修
复整形术对于输卵管积水性不孕患者具有一定疗效，尤其是高评分患者术后妊娠率高，复发率低，

【关键词】　输卵管积水；不孕症；腹腔镜；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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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女性不孕症的主要因素来自输卵管，输卵管性不孕约
占所有不孕症患者３０％ ～５０％［１］。其中以输卵管积水为最常

见。本研究为探讨输卵管整形术后输卵管积水性不孕症患者

妊娠情况，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诊治的９０例经腹腔
镜下输卵管整形术治疗的输卵管积水不孕症患者，分析妊娠情

况。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收治的９０例输卵管积水
不孕症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年龄
在２０～４０岁；（２）排除配偶精液异常；（３）排除男方性功能障
碍；（４）所有患者均经子宫输卵管造影确诊；（５）排除由内分泌、
生殖器畸形、排卵障碍等引起的不孕症患者；（６）患者自愿参与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心血管疾病者；
（２）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３）伴有盆腔脏器炎症者。入
选患者中，年龄２０～４０岁，平均（２７５６±３４７）岁；不孕症类型：
原发性不孕２９例，继发性不孕６１例；不孕时间１～８年，平均
（２３６±０５２）年。
１２　方法

给予患者行气管插管下全身麻醉。手术全程行心电监护、

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监测。术前留置导尿管。常规消毒腹部及

阴道。脐部作一１ｃｍ的纵行切口，注入ＣＯ２气体后形成气腹，并
保持维持在１２～１４ｍｍＨｇ。在穿刺孔处插入１０ｍｍ的套管针后
放入镜头，在左下腹及右下腹的脐部与髂前上棘连线的中外１／
３穿刺，放入５ｍｍ的套管针，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在耻骨上３横
指行第４穿刺孔。置入操作器械后，若盆腔粘连，则钝性分离盆
腔粘连，恢复盆腔脏器正常解剖结构时。针对输卵管积水行输

卵管伞端造口术，并经阴道通过双侧输卵管高压灌注术以评估

输卵管通畅性。将防粘连剂放入盆腹腔，防止患者术后发生

粘连。

１３　观察指标及术后随访
术后采用定期门诊复诊及电话回访相结合的方式随访２

年；观察统计术后患者妊娠率，收集患者不同输卵管评分的妊

娠情况及复发情况。输卵管评分标准［２］如下：按粘连质地、通

畅程度、形态和伞端结构情况进行评分，具体如下：膜状粘连：

输卵管周围、部分卵巢、完全包裹或广泛粘连分别为１分、２分、
４分；致密粘连：输卵管周围、部分卵巢、完全包裹或广泛粘连分
别为２分、４分、８分；通畅程度：通畅、通而欠畅、完全阻塞分别

为０分、４分、８分；形态：软、部分狭窄或扭曲、僵硬或积水分别
为０分、４分、８分；伞端结构：完好、结构尚存、破坏分别为０分、
４分、８分。其中０～７分为低评分，８～１５分为中评分；１６分及
以上为高评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表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输卵管评分不孕患者术后妊娠情况

１２０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出血量在５～３５ｍＬ，手术
时间在３０～９０ｍｉｎ，均未见手术并发症。随着输卵管功能的评
分越高，妊娠率越高，高评分组妊娠率明显高于中评分组和低

评分组，中评分组妊娠率高于低评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输卵管评分不孕患者术后妊娠情况

不同评分分组 ｎ 未孕患者
妊娠患者

宫内妊娠 宫外妊娠 总妊娠率

低评分组 １７ １４（８２３５） ２（１１７６） １（５８８） ３（１７６４）

中评分组 ４６ ３６（７８２６） ９（１９５７） １（２１７） １０（２１７４）

高评分组 ２７ １２（４４４４）１５（５５５６） ０　　　 １５（５５５６）

合计 ９０ ６２（６８８９）２６（２８８９） ２（２２２） ２８（３１１１）

２２　术后不同输卵管评分妊娠时间分布情况
低评分组、中评分组、高评分组患者妊娠主要集中在术后１

～６个月，术后１２～２４个月妊娠率极低。见表２。

表２　术后不同输卵管评分妊娠时间分布情况

不同评分分组 ｎ １～６个月 ６～１２个月 １２～２４个月

低评分组 ３ ３（１００） ０ ０

中评分组 １０ ５（５０） ４（４０） １（１０）

高评分组 １５ ８（５３３３） ６（４０） １（６６７）

合计 ２８ １６（５７１４） １０（３５７１） ２（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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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术后不同输卵管评分复发情况
高评分组无复发，与中评分组、低评分组比较差异显著。

见表３。

表３　术后不同输卵管评分复发情况

不同评分分组 ｎ 复发 复发率（％）

低评分组 １７ ６ ３５２９

中评分组 ４６ １０ ２１７４

高评分组 ２７ ０ ０

合计 ９０ １６ １７７７

#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挂念意识的改变，育龄期女性盆腔操

作的几率逐渐增加，输卵管积水的发病率也相应增加。输卵管

平滑肌细胞蠕动及上皮推动，管腔通畅等正常的输卵管功能是

自然妊娠的必须条件［３，４］。输卵管积水是造成女性不孕症的的

主要原因之一，其引起不孕症的原因涉及以下方面：其一，排卵

后输卵管纤毛摆动方向及输卵管蠕动方向的改变造成输卵管

内积水倒流入子宫腔内，不仅可以引起宫腔内积液，子宫内膜

的容受性降低，而且由于积液的机械系冲刷，对子宫内膜与胚

胎的良好接触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最终导致胚胎着床失

败［５，６］；其二，输卵管积水多由炎症引起，积水中所含的病原微

生物、炎症因子及其他毒性物质对胚胎有一定毒性作用，进而

造成胚胎发育不良、甚至胚胎停育等不良后果［７］；其三，宫颈至

宫腔的积水压力存在梯度变化，与子宫正常蠕动时产生的运动

方向相反，也会导致胚胎难以着床甚至造成异位妊娠［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２０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出血量
在５～３５ｍＬ，手术时间在３０～９０ｍｉｎ，均未见手术并发症。随着
输卵管功能的评分越高，妊娠率越高，高评分组妊娠率明显高

于中评分组和低评分组，中评分组妊娠率高于低评分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评分组、中评分组、高评分组患者妊
娠主要集中在术后１～６个月，术后１２～２４个月妊娠率极低；高
评分组无复发，与中评分组、低评分组比较差异显著。

对于输卵管积水主要的治疗目的是去除症状、消除积水、

恢复解剖结构及恢复输卵管功能［８，９］。多项研究证实腹腔镜下

治疗输卵管积水，不仅可以促进输卵管通畅，机械冲击力可以

分离和疏散输卵管粘连，在腔下可以直接分离盆腔粘连等，最

终提高患者妊娠率［１０，１１］。输卵管积水引起的不孕患者临床多

采用超声引导穿刺术、中药、中西医综合疗法，但临床疗效收效

甚微。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特

点，此外，腹腔镜能够全面探查腹腔情况，明确子宫卵巢外观形

态，输卵管是否扭曲、僵硬或柔软度，是否存在盆腔粘连以及子

宫内膜异位病灶［１２，１３］，已作为目前输卵管积水性不孕患者的主

要治疗手段。已有研究证实输卵管积水治疗后可提高患者妊

娠率，但缺乏系统研究其疗效的研究。随着输卵管积水程度不

同而对输卵管管壁破坏严重程度也不同，此外，输卵管管壁黏

膜破坏程度、粘连程度及柔韧度是影响输卵管积水性不孕患者

的主要因素［１４－１７］。本研究结果提示高评分组患者妊娠率最

高，复发率最低，可能与其柔韧度及蠕动较好，粘连程度低有关。

综上所述，腹腔镜输卵管修复整形术对于输卵管积水性不

孕患者具有一定疗效，尤其是高评分患者术后妊娠率高，复发

率低，但对于中评分及低评分的患者术后仍有一定复发率，妊

娠率尚有待提高。是否切除患侧输卵管，并行辅助生殖技术更

好，下一步研究可以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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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研究
王小亚１　秦利２

１渭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２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观察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分析发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为
提高瘢痕子宫二次妊娠患者临床治疗提供参考，降低生产时的并发症率，提高此类孕妇生育安全。方法：回

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院手术的８２例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产妇的临床资料，统计患者
出现并发症的情况，按照是否出现并发症将患者分为并发症组（５０例）和非并发症组（３２例），比较两组患者
个体指标及医疗相关指标，分析影响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和危险因素，探讨预

防对策。结果：８２例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患者共５０例术后出现并发症，并发症率６０９８％，并发症以出
血为主共２２例，其次为盆腹腔粘连１５例、子宫破裂８例、前置胎盘５例。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产前出血
量、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首次剖宫产切口方式、本次剖宫产原因（先兆子宫破

裂、胎儿宫内窘迫、产程停滞、宫缩乏力、患者自行选择）为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

素。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 ＜２４个月、产前出血量 ＞
２４０ｍＬ、首次剖宫产横切口、本次因先兆子宫破裂为危险因素。结论：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率高，
并发症对母婴安全不利，合理选择首次妊娠处理方式、二次妊娠后适当运动、合理饮食提高自然产率，提高

母婴安全。

【关键词】　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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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瘢痕子宫是指行剖宫产手术后的子宫，或肌壁间肌瘤剥除
术后的子宫。本文所指瘢痕子宫为行剖宫产手术后的子宫。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后较多产妇因出现剖宫产指征而行剖宫

产［１，２］，较之于非瘢痕子宫，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后剖宫产出现并

发症几率大增，严重影响了母婴安全［３］。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

实施，临床出现越来越多的瘢痕子宫产妇［４，５］。本文分析了瘢

痕子宫再次妊娠行剖宫产产妇发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及危险

因素，为预防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出现提供

参考，以提升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剖宫产的安全性。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渭南第一医院收治
的８２例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产妇的临床资料，统计患者出
现并发症的情况，按照是否出现并发将患者分为并发症组（５０
例）和非并发症组（３２例）。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实施。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６］

纳入标准：（１）首次妊娠行剖宫产；（２）年龄１８～４０岁；（３）
临床资料保存完整；（４）二次妊娠行剖宫产手术。排除标准：
（１）年龄＜１８岁，或＞４０岁；（２）临床资料缺失者。
１３　方法

比较两组患者个体指标（年龄、首次剖宫产指征、首次剖宫

产切口方式、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及医疗相关指标

（本次选择剖宫产指征、产前出血量等），分析影响瘢痕子宫二

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和危险因素，探讨预防

对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统计学软件版本号：ＳＰＳＳ１３０。
"

　结果
２１　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情况

８２例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患者共５０例术后出现并发
症，并发症率６０９８％。并发症以出血为主共２２例，其次为盆
腹腔粘连１５例、子宫破裂８例、前置胎盘５例。
２２　影响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分析

产前出血量、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

时间、首次剖宫产切口方式、本次剖宫产原因（先兆子宫破裂、

胎儿宫内窘迫、产程停滞、宫缩乏力、患者自行选择）为瘢痕子

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见表１。
２３　术后并发症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
次剖宫产时间＜２４个月、产前出血量＞２４０ｍＬ、首次剖宫产横切
口、本次因先兆子宫破裂行剖宫产为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

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见表２。

表１　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调查

例数

并发症

例数

并发

症率

（％）
Ｐ

年龄（岁）

　≥２８ ２４ １５ ６２５０

　＜２８ ５８ ３５ ６０３４ ＞００５

产前出血量（ｍＬ）

　≥２４０ ２２ ２０ ９０９１

　＜２４０ ６０ ３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５

首次剖宫产指征

　有 ３６ ２９ ８０５６

　无 ４６ ２１ ４５６５ ＜００５

首次剖宫产切口方式

　横切口 ４６ ３５ ７６０９

　竖切口 ３６ １５ ４１６７ ＜００５

再次妊娠距离瘢痕子宫形成时间（月）

　≥２４ ３５ １８ ５１４３

　＜２４ ４７ ３２ ６８０９ ＞００５

剖宫产原因

　先兆子宫破裂 ８ ８ １００００

　胎儿宫内窘迫 １６ １１ ６８７５

　宫缩乏力 ２２ １５ ６８１８

　产程停滞 １５ ８ ５３３３

　患者自行选择 ２１ ８ ３８１０ ＜００５

表２　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危险因素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首次剖宫产有手术指征 ０００５３５７８２４０９～４０４７

首次剖宫产横切口 ０００７３２７１２３８９～４９７０

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２４个月 ００２２２９５７１４５２～３２７９

本次因先兆子宫破裂行剖宫产 ００１４２８１２１２７９～３０８６

产前出血量＞２４０ｍＬ ００１５２５０８１６１７～３４３１

#

　讨论
剖宫产近年来在我国呈现井喷之势，随着剖宫产率急剧上

升，瘢痕子宫二次妊娠率也急剧上升。瘢痕子宫妊娠的风险远高

于正常子宫。尤其是子宫破裂，及时处理也会对母婴造成一定的

伤害，若处理不及时，母婴安全更难以有效保障。鉴于瘢痕子宫

妊娠分娩时存在的风险，很多医院仅推荐行剖宫产［７，８］，避免阴

道产过程中出现更为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剖宫产是瘢痕子宫二

次妊娠的主要生产方式［９，１０］。临床研究资料显示［１１，１２］，相对于

正常子宫妊娠后行剖宫产，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后行剖宫产的并发

症率显著提高。多篇文献报道的瘢痕子宫妊娠再次并发症高达

７０％以上［１３，１４］。加强对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的认知

水平，提高预防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能力，对

瘢痕子宫二次妊娠母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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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我院近两年收治的瘢痕子宫二次妊娠行剖宫

产手术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和危险因素，结果显示８２例瘢痕子宫二
次妊娠剖宫产患者共 ５０例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并发症率
６０９８％。并发症以出血为主共 ２２例，其次为盆腹腔粘连 １５
例、子宫破裂８例、前置胎盘５例。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产
前出血量、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首

次剖宫产切口方式、本次剖宫产原因先兆子宫破裂、胎儿宫内

窘迫、产程停滞、宫缩乏力、患者自行选择等，为瘢痕子宫二次

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首次剖宫产指征、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时间 ＜２４个月、产
前出血量＞２４０ｍＬ、首次剖宫产横切口、本次因先兆子宫破裂等
为危险因素。目前我国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有生产二胎的

计划，因此，加强首次妊娠孕妇的健康宣教，在无剖宫产指征的

情况下尽量选择阴道产，降低瘢痕子宫率，提高二次妊娠的安

全性，是产科临床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并发症率高，并发症

对母婴安全不利，故应合理选择首次妊娠处理方式、二次妊娠

后适当运动、合理饮食提高自然产率，以提高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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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组织冷冻保存和移植的研究进展
王晟　徐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卵巢组织冷冻移植作为育龄女性癌症患者保存生育力和恢复内分泌功能的治疗方案之一，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甚至是青春期女性患者的唯一选择。但是，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比较复杂，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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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卵巢组织的获取、卵巢组织的冷冻复苏、冻融后的活力检测、复苏后再移植等步骤，而每个步骤又有

诸多影响因素，都会影响冷冻保存和移植的效果。本文对卵巢组织冷冻保存和移植的各主要环节进行了论

述，并阐述了该技术现存的主要问题及该领域的新进展。

【关键词】　 卵巢组织；冷冻保存；移植；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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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育龄癌症女性的生存率得到了显著的
提高，但是抗癌症治疗特别是盆腔放疗及高剂量化疗药物的使

用，都会损害女性患者的卵巢功能、降低卵泡池的储备，最终影

响其生育力，因此在进行治疗前首先进行生育力的保存是非常

必要的［１］。卵巢组织冷冻移植能够为即将接受化疗和／或放疗
的育龄女性和青春期女孩保存生育力，恢复内分泌功能，使她

们将来拥有重建生育力、获得后代的机会。

２００４年Ｄｏｎｎｅｚ等［２］报道了第１例卵巢皮质冷冻复苏后经
自体移植使一名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恢复了生殖能力，并获得了

一名女婴。２００５年，Ｍｅｉｒｏｗ等［３］首次将一名因化疗而卵巢早衰

的女性患者卵巢组织冷冻，再将复苏卵巢组织移植后成功恢复

排卵，并经体外受精（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获得了活婴出生。
这名患者在２８岁时被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并在第１次和第
２次化疗之间进行了卵巢组织的冷冻保存。２００３年进行了卵巢
组织移植，９个月后观察到了卵泡的自然发育，患者接受了 ＩＶＦ
治疗，最终获得了一名健康女婴。到目前为止通过卵巢组织冷

冻移植出生的婴儿已经有大约１００名，说明这项技术的应用是
非常成功的［４－６］。

!

　卵巢组织的获取
一般情况下卵巢组织的获取是通过腹腔镜或开腹手术完

成的，卵巢组织切除的范围取决于术后卵巢衰竭的可能性。多

数情况下是部分卵巢切除，即切掉１／２至２／３的卵巢组织［３，７］，

某些情况下是整个卵巢切除［８］。相对于整个卵巢切除来讲，患

者更容易接受部分切除。研究［１］显示，冻融过程和缺血性损伤

会导致许多卵泡都损失掉，因此应该切除足够大的组织块以保

证卵泡储备。

一旦获取到卵巢组织，应立即放入准备好的培养液中运送

到实验室准备接受冷冻。样本送达实验室后立即转移至含有

培养液的培养皿中，置于冰块上保持４℃。如果需要从组织中
获取不成熟卵母细胞进行ＩＶＭ，则需把卵巢组织保持在室温下。
随后把卵巢皮质组织从髓质上剥离下来切成５×１０ｍｍ大小、２
～３ｍｍ厚度或者更小更薄的条块准备冷冻［９］。冷冻之前，固定

一块皮质组织，石蜡包埋，进行 ＨＥ染色来评估原始卵泡的存
在，以及对恶性肿瘤细胞进行早期检测［９，１０］。此外，也应该对切

除的髓质组织进行评估，检测是否存在癌细胞。

"

　卵巢组织冷冻保存
影响卵巢冻存的因素很多，包括冷冻方法、冷冻保护剂的

使用、冷冻载体的选择、卵巢皮质块的大小、冷冻液渗透的时间

及温度等。

２１　冷冻方法
包括程序化冷冻和玻璃化冷冻。程序化冷冻是通过程序

冷冻仪按照设定好的程序逐步缓慢降温，最后投入到液氮中冷

冻保存，是比较成熟的传统冷冻方法。近些年来，玻璃化冷冻

逐渐发展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玻璃化冷冻是将高浓度的

冷冻保护剂通过体积微小的载体，在超快速降温过程中，使其

迅速转变为玻璃样的固态，从而避免细胞内冰晶的形成，达到

冷冻保护的作用。

２１１　程序化冷冻　目前应用较多的程序化冷冻，基本上是以
Ｇｏｓｄｅｎ等［１１］的方案为基础的，该冷冻方案中先将切割好的卵

巢组织薄片放入在冰上预冷的含１５ｍｏｌ／Ｌ二甲亚砜（ＤＭＳＯ）
＋１０％胎牛血清（ＦＣＳ）的ＬｅｉｂｏｖｉｔｚＬ－１５溶液中平衡１５ｍｉｎ，再
将装有组织片的冷冻管转入程序冷冻仪中，以 ２℃／ｍｉｎ的速度
由０℃降至－７℃，在 －７℃保持１０ｍｉｎ后植冰，再以０３℃／ｍｉｍ
的速度降至－４０℃，再以１０℃／ｍｉｎ的速度降至－１４０℃，随后投
入到液氮中保存。解冻时先将冷冻管在空气中停留２ｍｉｎ，再将
冷冻管直接投入３７℃的水浴内进行复苏，待完全解冻后，用不
同浓度的解冻液依次洗涤以去除冷冻保护剂。

现在的方法都略有改进，Ｍｅｉｒｏｗ等［１］的冷冻方案中以卵子

冲洗缓冲液作为基础，其中含有１５Ｍ／Ｌ的ＤＭＳＯ＋１５％的合成
血清替代物（ＳＳＳ）＋０１Ｍ／Ｌ的蔗糖。该方案要求卵巢皮质条
要足够薄（＜１ｍｍ），并且平衡温度为４℃，其它降温步骤相同。
该方案的卵泡存活率可以高达８４％。程序化冷冻的优点是效
果稳定，缺点是需要昂贵的冷冻设备、消耗大量液氮、冷冻过程

相对复杂。

２１２　玻璃化冷冻　与程序化冷冻相比，玻璃化冷冻因其操作
简单、耗时短、费用低、不需要专门的冷冻设备等优点，成为近

几年发展较快的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人类胚胎及卵母细胞

的冷冻保存。玻璃化冷冻要求使用高浓度的冷冻保护剂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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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晶的形成，但高浓度的冷冻保护剂具有较高的细胞毒性，可

以通过使用不同冷冻保护剂来减少冷冻保护剂的毒性［１２，１３］。

Ｋｅｒｏｓ等［１３］在一项平行对照的研究中显示，玻璃化冷冻方法对

卵泡保存的效率与程序化冷冻基本接近，然而，玻璃化冷冻可

以更好的保存卵巢基质。Ｋｅｒｏｓ等的玻璃化冷冻方案是，先将
皮质条放入含１０ｍｇ／ｍＬＨＳＡ的ＨＢＳＳ溶液中冲洗５ｍｉｎ，随后依
次转入玻璃化冷冻液中：ＶＳ１（０３５Ｍ ＤＭＳＯ，０３８Ｍ ＰｒＯＨ，
０３８ＭＥＧ）５ｍｉｎ，ＶＳ２（０７ＭＤＭＳＯ，０７５ＭＰｒＯＨ，０７５ＭＥＧ）
５ｍｉｎ，ＶＳ３（１４ＭＤＭＳＯ，１５ＭＰｒＯＨ，１５ＭＥＧ）１０ｍｉｎ。ＶＳ１
和ＶＳ２在室温，ＶＳ３在４℃操作，ＶＳ３结束后直接投入液氮（－
１９６℃）。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玻璃化冷冻卵巢组织成功妊娠
及出生的报道，但作为一种新技术，卵巢组织的玻璃化冷冻将

越来越受到重视。

２２　冷冻保护剂
冷冻保护剂分为渗透性和非渗透性两大类。渗透性保护

剂通过渗入细胞而降低细胞内水分，避免细胞内冰晶形成，常

用的有二甲亚砜（ＤＭＳＯ）、乙二醇（ＥＧ）、丙二醇（ＰＲＯＨ）和甘油
等；非渗透性保护剂不能进入细胞，但可以提高细胞外溶液的

渗透压，进而引起细胞脱水，避免细胞内冰晶形成，常用的有蔗

糖、葡聚糖、聚乙二醇、白蛋白、聚乙烯吡咯烷酮（ＰＶＰ）等。几种
冷冻保护剂混合使用的效果往往优于单一。

细胞密度和组织结构会影响冷冻保护剂的渗透。冷冻保

护剂在鼠类卵巢的渗透相对较快，鼠类卵巢基本上完全由相邻

的发育卵泡构成，几乎没有纤维组织因此相对容易渗透。然而

完全不同的是，人类卵巢组织具有致密的纤维，因此冷冻保护

剂很难渗透［１４］。冷冻保护剂虽然可以减少冷冻过程中的细胞

损伤，但其本身大多具有细胞毒性，特别是渗透性冷冻保护剂。

Ａｕｂａｒｄ等［１５］分别比较了 ＥＧ、ＤＭＳＯ、ＰＲＯＨ及甘油对卵巢组织
冷冻移植后卵泡存活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原始卵泡的成活率ＥＧ
最高，达到了 ８３％，其它依次为 ７４％、４４％及 １０％。Ｄｅｍｉｒｃｉ
等［１６］研究发现随着ＤＭＳＯ和ＰＲＯＨ浓度的增加，它们对卵巢组
织的细胞毒性也随之增加。因此，在实践中可以在有效范围内

降低冷冻保护剂的浓度来减少其细胞毒性。

２３　冷冻载体
适宜的冷冻载体能够提高冷冻速率，传统的程序化冷冻多

采用１８ｍＬ的冷冻管，而玻璃化冷冻载体的选择较多，甚至可
以在玻璃化过程中不使用任何载体。目前用于卵巢组织冷冻

的载体有许多，主要分为封闭式载体和开放式载体。封闭式载

体可避免组织与液氮直接接触，但是降温比较缓慢，包括冷冻

管、封闭式拉长麦管、冷冻袋等。开放式载体可实现快速降温，

但是组织与液氮直接接触，包括冷冻环、冷冻载杆、金属网条、

尼龙网、电镜铜网、微滴法［１７］、直接覆盖玻璃化（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ｖｅｒｖｉｔ
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ＣＶ）［１８］等。开放式载体冷冻效果较好，但是存在生
物污染的风险。

２４　卵巢皮质块大小的选择
研究者们［１１，１９］一直关注皮质块大小对卵巢组织冷冻保存

效果的影响。如果卵巢皮质块较大，在冷冻的过程中冷冻保护

剂的渗透比较困难，平衡时间过短，冷冻保护剂不能充分渗入；

平衡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冷冻保护剂对细胞产生毒性损伤。因

此，目前的通常做法是将卵巢组织切成薄的皮质条，厚度在

１ｍｍ左右，不宜超过２ｍｍ。

２５　全卵巢冷冻
全卵巢冷冻跟卵巢皮质条冷冻方法类似，主要有慢速程序

化冷冻和玻璃化冷冻两种方法。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新

鲜卵巢移植在技术上完全成熟，并已有获得活产的报道［２０］，但

目前尚无人类全卵巢冷冻后再移植获得妊娠及活产的报道。

早在２００２年Ｗａｎｇ等［２１］报道将大鼠的整个卵巢进行冷冻，复苏

后经血管吻合术进行整个卵巢的再移植，最终成功的获得了妊

娠。这说明全卵巢冷冻保存是一种理想的保存女性生育能力

的方法，但人类全卵巢冷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全卵巢冷冻的两个关键性技术难题：一个是对整个器官实

施完美的血管吻合术并且迅速恢复血流，另一个是建立一套完

善的冷冻保存方案。然而，建立一套有效的全卵巢的冻存方案

是极为复杂的。大量的冰晶是导致细胞机械性破坏的主要原

因，冷冻保护剂在血管腔内的渗透不足可能导致血管内冰晶的

形成，随后发生血管损伤和不可逆转的内皮损坏。尽管人类全

卵巢冷冻存在许多技术上的挑战，包括冷冻保护剂的选择和冻

融后组织的活性，但仍有学者进行了大量尝试［２２－２６］。由于冷

冻方案已经得到了改进，整个器官冷冻相关的技术难题已经部

分解决，全卵巢冷冻进行生育力保存的前景已变得更加现实。

尽管目前没有将人类全卵巢冷冻后进行移植的研究，但在大动

物上进行的研究是令人鼓舞的［２６］。

#

　卵巢组织的检测评估
卵巢组织冻融后可以通过石蜡切片ＨＥ染色初步判断冻融

对卵巢组织造成的损伤程度，也可以应用 ＴＵＮＥＬ法（末端脱氧
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 ｄＵＴＰ缺口标记技术）检测和评估卵巢中
卵母细胞和颗粒细胞的凋亡情况［２７］，还可以通过透射电镜分析

细胞的超微结构。所有这些检测方法分析过的组织不能再用

于移植，因为这些方法都具有细胞毒性。因此，未来的研究方

向是设计出无毒的观察和计数方法，以减少卵巢组织的损失，

减少不同组织条之间细胞数差异导致的样品误差，提高评估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

卵巢皮质冷冻的主要顾虑就是冻融的卵巢皮质中可能存

在隐藏恶性细胞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再移植后疾病的复发。

因此，对冷冻前后的卵巢组织进行微小残留灶的评估非常重

要，这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全。研究表明，仅仅通过组织学分

析对白血病患者冷冻组织进行残留肿瘤细胞检测时不一定能

够确诊，但是通过 ＲＴ－ＰＣＲ技术能够检测出微小残留灶的存
在［２８，２９］。微小残留灶的检测技术包括特定的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诊断、ＰＣＲ扩增和融合基因的检测（例如ＢＣＬ－ＡＢＬ）、重排的
免疫球蛋白或Ｔ细胞受体基因和异常免疫表型的流式细胞检
测等［３０］，所有患者的标本应该在移植前选择最佳的方案对其进

行检测。

$

　卵巢组织再移植
根据移植部位的不同，人类卵巢移植主要可以分为自体原

位移植、自体异位移植及同种异体移植。原位移植是指将卵巢

组织移植到卵巢窝、卵巢蒂、卵巢悬韧带，甚至卵巢内，目前绝

大多数卵巢组织冷冻移植后成功生育的病例都来自原位移

植［１］。异位移植指将卵巢组织移植到腹部皮下组织、大网膜、

前臂皮下、腹直肌筋膜下、肾包膜下等，２００６年 Ｏｋｔａｙ［３１］报道将
冷冻的卵巢组织移植到患者的腹部皮下，最终获得了妊娠并且

产下健康婴儿。同种异体移植是指同一动物种属内不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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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移植，基本上是单合子孪生姐妹间进行，通常不会引发免

疫排斥反应。Ｄｏｎｎｅｚ等［３２］报道，一名患有卵巢早衰的特纳综

合征患者，在植入其同卵孪生姐妹的卵巢组织后恢复了排卵功

能，７个月后患者自然妊娠并产下健康女婴。Ｓｉｌｂｅｒ等［３３］报道，

１０对同卵孪生姐妹患者要求进行卵巢组织移植，对其中的８例
实施了新鲜或冻融卵巢组织的移植，这８例全部恢复了排卵周
期和正常的血清ＦＳＨ水平，其中６例自然妊娠并产下２个健康
婴儿，另有３例持续妊娠中。

对于移植部位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易于手术操

作、移植部位有丰富的血供、便于监测卵泡和卵子收集，还要考

虑移植组织的大小。如果移植后患者想尝试自然妊娠，只能选

择原位移植。移植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移植组织血供的维持，

因为丰富的血供对减小移植后组织的缺血性损伤非常重要，而

缺血性损伤是卵泡丢失的主要原因。卵巢组织在卵巢或盆腔

腹膜下进行的原位移植与在皮下进行的异位移植相比，原位移

植效果更好［３４］。Ｄｅｍｅｅｓｔｅｒｅ等研究发现原位移植能够获得更
多的卵泡，而异位移植的卵泡发育减少，获卵率和受精率均

降低。

大多数（包括卵巢组织冷冻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移植后

卵巢功能都能够恢复并维持若干年，然而，高龄患者的卵巢功

能持续时间较短，目前已有研究者尝试找到促进移植后血管再

生、缩短缺血时间、减少损伤的有效方法，主要有生长因子、维

生素 Ｅ、抗氧化剂、激素支持等干预措施。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３５］把复

苏的人卵巢组织异种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观察移植组织

存活及细胞凋亡情况，研究发现移植前在含有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和维生素 Ｅ的培养
基中处理的卵巢组织细胞凋亡显著降低，存活情况明显改善。

%

　问题与展望
女性癌症患者因为要马上进入放疗和／或化疗而面临着丧

失生育力的威胁，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术为这些患者带来了巨

大的希望。对于这些女性，应该在在放疗和／或化疗产生的不
育或致畸作用前进行卵巢组织冷冻。未来需要不断优化卵巢

冷冻和移植的方案。同时，非常有必要提高微小残余病灶的检

出率，来确保恶变细胞不再被移植回患者体内。一个不容忽视

的事实是卵巢组织移植重建的卵巢功能似乎只能持续一个短

暂的时间，然而，通过该技术已经获得妊娠和出生的结果表明

当前的女性患者拥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特别是青春期女性不

能够选择ＩＶＦ激素刺激而延缓癌症治疗。此外，还应注意卵巢
冷冻对患者年龄的限制，对于高龄的女性不适合进行卵巢冷

冻，有研究者［３６］建议接受卵巢冷冻治疗的患者年龄不宜超过

３５岁。
有研究者［３７－３９］将卵巢组织冷冻与未成熟卵母细胞的体外

成熟培养（ｉｎｖｉ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ＶＭ）结合，也就是在冷冻前先把
卵巢组织中的未成熟卵母细胞收集起来进行 ＩＶＭ，然后直接将
成熟培养后的卵母细胞进行冷冻，或者将培养成熟的卵母细胞

进行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ｉｎｔｒｏ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
ＳＩ），最后把形成的胚胎冷冻保存。这将为女性癌症患者特别是
年轻的女性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提高生育力保存的效

率，卵巢组织冷冻与辅助生殖技术相结合也是当前的一个研究

热点。

也有研究者［４０，４１］尝试将卵泡从卵巢组织中分离，再进行卵

泡的体外培养或直接移植到受体，这样也可以避免卵巢组织移

植时将恶性细胞再移植回受体。目前已经研发出基于水凝胶、

泡沫或天然聚合物的新型培养基，这可能适合分离卵泡的体外

生长，并能够在移植到病人之前形成一种人工卵巢，进行体外

培养或再移植，这将使具有卵巢转移风险的患者受益。尽管该

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应用于临床之前，仍

需要更深入的基础研究来证实其安全性。

美国生殖医学协会［４２］于２０１３年提出的研究意见指出，卵
巢组织冷冻移植尚处于实验性阶段，不应实施于良性肿瘤患者

或者延迟生育的患者，该技术对于马上要进行放疗和／或化疗
的女性患者是一种可选的治疗方案，而对于青春期前女性是唯

一的选择。人类卵巢组织冷冻保存的形式有皮质活检物、皮质

条或整个卵巢，目前仅有皮质条的原位移植获得了妊娠和活

产，而数据显示妊娠有可能来自于原有卵巢的排卵，还没有冻

融卵巢组织异位移植或者全卵巢冻融后再移植获得妊娠的

报道。

卵巢组织冷冻移植过程复杂，涉及的技术环节比较多，从

标本的获取与处理，到卵巢组织的冷冻复苏，冷冻前后的检测，

再到卵巢组织移植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待技术上的不断完善与

优化，这样才能够最终提高卵巢组织冷冻移植的效率，更好的

为患者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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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地区孕前健康体检梅毒及艾滋病检出的调查
研究
李燕１，２　李祥双２

１泉州市丰泽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妇科，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泉州地区孕前健康体检育龄女性中梅毒和艾滋的检出情况及趋势，为临床对育
龄女性的生育健康宣教提供参考，降低梅毒和艾滋对新生儿的传播风险，提高人口素质。方法：收集泉州地

区妇产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进行孕前健康体检的育龄者５６８３４人的体检报
告，整理梅毒和艾滋病的检出率，详细了解梅毒和艾滋阳性受检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及其它健康相关信息

并与梅毒和艾滋阴性患者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影响孕前人群感染梅毒、艾滋的相关因素；对梅毒和艾滋阳性

受检者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受检者后续治理方式、受孕情况及新生儿感染情况。结果：５６８３４例实施孕前体
检受检者中共检出梅毒阳性４４２８例，感染率为７７９％，艾滋阳性６６８例，艾滋感染率１１６％，２１４例为梅毒
和艾滋同时阳性。将梅毒和（或）艾滋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共５３１０例，阴性作为对照组共５１５２４例，两组在
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背景、职业、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率方面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这些
因素和孕前感染梅毒和（或）艾滋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表明，未经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孕前育龄人

群感染梅毒和（或）艾滋的的危险性最大（ＯＲ＝３９１２），其余依次为居住地为农村（ＯＲ＝３２３５）、小学以下学
历（ＯＲ＝２９６８）、务农（ＯＲ＝１９８１）。对３７１７例女性梅毒和（或）艾滋阳性患者进行跟踪随访，结果显示，
３７１７例阳性受检者均采取了梅毒或艾滋治疗措施，其中２５６７例完成规范治疗后受孕，５６８例在治疗期间受
孕，３８２例中途中断治疗受孕，２００例未受孕。受孕的３５１７例女性中，３４８９例顺利产出新生儿，其中８６例新
生儿出现胎传梅毒，５例出现胎传艾滋。２２例孕妇自行终止妊娠，６例孕妇流产。结论：临床应加强对育龄
人群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孕前健康体检的覆盖率，进一步降低新生儿梅毒、艾滋感染率。

【关键词】　孕前健康体检；梅毒；艾滋；泉州地区；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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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和艾滋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传统性观念的禁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性观念

更为开放，使得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梅毒和艾滋都具

有较高的母婴感染率，高起的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使得新生儿性

传播疾病的发生率也不断升高［１］。加强孕前健康体检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治疗后再受孕可显著降低新生儿梅毒、艾滋感染

率，提高人口素质［２］。本文对泉州地区近三年来进行孕前健康

体检者的梅毒和艾滋阳性检出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了解孕前梅

毒和艾滋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阳性患者受孕后新生儿感

染的情况，为临床对育龄人群的健康宣教提供数据支持，强化

健康宣教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提升育龄人群对性传播疾病对新

生儿的影响的认知水平，主动实施孕前健康体检，确保新生儿

的健康水平。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泉州地区３家妇产专科医院和５家
综合医院共实施了５６８３４例孕前健康体检育龄者，其中男１５６７９例，
女性４１１５５例。５４６８１例为无梅毒、艾滋临床症状为受孕行健康体
检，２１５３例因出现临床症状且要受孕而进行健康体检。

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２０～４０岁；（２）所有受检者均已婚并
明确为孕前健康体检；（３）均按照《孕前优生：体格检查指南》及
《孕前优生：临床检验操作指南》中规定的检查指标和方法进行

健康体检；（４）所有受检者检查结果保存完整，联系方式有效；
（５）梅毒、艾滋阳性患者均同意配合后续跟踪研究工作。排除
标准：（１）资料不全者；（２）梅毒、艾滋阳性患者中无联系方式或
联系方式无效者；（３）梅毒、艾滋阳性患者不具备理解并完成调
查工作的能力者；（４）梅毒、艾滋阳性患者不同意配合后续调查
研究工作者。

１２　方法
整理梅毒和艾滋病的阳性检出率，详细了解受检者的性

别、年龄、职业及其它健康相关信息并将梅毒和（或）艾滋阳性

患者作为观察组共５３１０例，阴性作为对照组共５１５２４例，了解
影响孕前人群感染梅毒、艾滋的相关因素；对梅毒和艾滋阳性

受检者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受检者后续治理方式、受孕情况及

新生儿感染情况。

１３　诊断标准及观察指标界定
梅毒阳性诊断标准：采用卫生部颁标准《ＷＳ２７３－２００７梅毒

诊断标准》对受检者进行梅毒感染诊断及新生儿胎传梅毒诊断。

艾滋阳性诊断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制定的《ＨＩＶ／ＤＳＩＤＳ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中对艾
滋病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率：受检者均采用本调查组自制的问

卷调查进行梅毒和艾滋疾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以及相关知识

调查合格患者的官方受训情况调查，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指通

过社区卫生站（所）、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指导站等官方渠道

了解到梅毒和艾滋疾病相关知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孕前体检人群梅毒、艾滋感染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梅毒和（或）艾滋阳性患者和阴性患者在性别、年龄、居住

地、文化背景、职业、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率方面比较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这些因素和孕前感染梅毒和（或）艾滋
有相关性。见表１。

表１　孕前体检人群梅毒、艾滋感染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感染组

（５３１０例）
未感染组

（５１５２４例）
χ２／ｔ Ｐ

性别

　男 ６７９（４３３） １５０００（９５６７）

　女 ４６３１（１１２５） ３６５２４（８８７５） ５６１２７ ＜００５

年龄

　≤３０ ３１７０（７１５） ４１２５４（９２８５）

　＞３０ ２１４０（１６２８） １０２７０（８３７２） ３７２３ ＜００５

居住地

　城镇 ２８７９（６１１） ４４２３８（９３８９）

　农村 ２４３１（２５０２） ７２８６（７４９８） ８６３１ ＜００５

文化背景

　小学以下 ８７６（３０３１） ２０１４（６９６９）

　小学以上－初中 １４３４（６６９） ２００００（９３３１）

　高中以上 ３０００（７０６） ２９５１０（９２９４） １１２３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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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因素
感染组

（５３１０例）
未感染组

（５１５２４例）
χ２／ｔ Ｐ

职业

　务农 ５６８（１７１４） ２７４６（８２８６）

　生产工人 ２０１４（９７５） １８６５２（９０２５）

　文职 ２７２８（８３０） ３０１２６（９１７０） ３５６１ ＜００５

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率

　未经官方培训 １２８６（１９０４） ５４６８（８０９６）

　官方培训合格 ２８６（１５１） １８６３４（９８４９）

　官方培训不合格 ３７３８（１２０２） ２７４２２（８７９８） ７３２０ ＜００５

　　注：本组之间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２　孕前育龄人群梅毒和（或）艾滋感染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表明，未经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孕前育

龄人群感染梅毒和（或）艾滋的的危险性最大（ＯＲ＝３９１２），其
余依次为居住地为农村（ＯＲ＝３２３５）、小学以下学历（ＯＲ＝
２９６８）、务农（ＯＲ＝１９８１）。见表２。
２３　梅毒和（或）艾滋阳性患者受孕及预后情况

５６８３４例实施孕前体检受检者中共检出梅毒阳性４４２８例，
感染率为７７９％；艾滋阳性６６８例，艾滋感染率１１６％，２１４例
为梅毒和艾滋同时阳性。其中３７１７例女性梅毒和（或）艾滋阳
性患者完成了跟踪随访，结果显示，３７１７例女性阳性受检者均
采取了梅毒或艾滋治疗措施，其中２５６７例完成规范治疗后受
孕，５６８例在治疗期间受孕，３８２例中途中断治疗受孕，２００例未
受孕。受孕的３５１７例女性中，３４８９例顺利产出新生儿，其中８６
例新生儿出现胎传梅毒，５例出现胎传艾滋。２２例孕妇自行终
止妊娠，６例孕妇流产。

表２　孕前育龄人群梅毒和（或）艾滋感染多因素分析

因素 Ｂ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未经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 －０１７１ １１２１３ ０００５ ３９１２ ２４１１～４０４８

居住地为农村 －０３８０ １０６３８ ０００７ ３２３５ ２３８９～４９７７

小学以下学历 ０５１２ ９８９２ ０００８ ２９６８ １４５２～３３８１

务农 －０４２２ ６７５６ ００３２ １９８１ １２４３～３２４２

#

　讨论
梅毒和艾滋病都属性传播疾病，如果妊娠期间感染梅毒或者

艾滋，传染给胎儿的几率较大［４，５］。目前梅毒通过母婴传播给新生

儿的几率在４５％～５５％之间。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感染，根据孕妇在
不同妊娠期感染梅毒的差异对新生儿生长发育会造成不同的负面

影响，在怀孕早期梅毒感染，产下先天性梅毒胎儿的比率是最高的；

怀孕晚期感染梅毒，则比率较低；更晚期可能就不会导致先天性梅

毒胎儿的产生［６，７］。妊娠前感染梅毒未做任何治疗对新生儿的影

响最大，这类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患儿的神经系统发育影响较为明

显，给孩子的一生造成不利影响［８］。而且梅毒即使治愈好以后也

会终身有抗体的，这个可能对孩子以后结婚，找工作等都会造成不

利影响，严重者甚至对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２０１４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艾滋
病的母婴传播率目前为６３％［９］。艾滋病目前尚无根治方案，

新生儿感染艾滋病，孩子后续的生存状况极差，对家庭及社会

造成沉重的负担［１０，１１］。

鉴于上述梅毒和艾滋病对新生儿感染的危害，加强孕前育龄

人群梅毒、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让准备孕产的人群引起

重视，进行必要的检查以排除母亲梅毒和艾滋病感染受孕，对于

提高新生儿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泉州地区８家
医院进行孕前健康体检的患者梅毒和艾滋的感染情况，分析影响

孕前育龄人群感染梅毒和艾滋的相关因素和危险因素。结果显

示，未经官方性传播知识培训孕前育龄人群感染梅毒和（或）艾

滋的的危险性最大，其余依次为居住地为农村、小学以下学历

（ＯＲ＝２９６８）、务农。分析这些因素，我们看出，通过多种官方渠
道如社区卫生院（所）、妇产医院、计划生育指导所等官方渠道，

对育龄人群进行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对降低新生儿

梅毒、艾滋感染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农村地区，增强对育龄人

群的宣教力度和水平，增强育龄人群对性传播疾病对新生儿健康

水平的影响的认知水平，对降低新生儿梅毒和艾滋感染意义重

大。从本文结果中，我们还应关注一个问题，进行孕前体检的男

性人数远远小于女性人群，可能和传统观念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

事，和男性的关系不大的认知相关，在临床工作中尤其应注意强

化对男性育龄人群的宣教。梅毒、艾滋阳性妊娠孕妇大部分都能

经过治疗后符合妊娠条件后再妊娠，也有少部分女性在治疗过程

中或者中断治疗后妊娠，增大了新生儿感染梅毒和艾滋的风

险［１２，１３］。说明临床对梅毒、艾滋阳性女性的跟踪还存在一定的

缺陷［１４，１５］。同时极少数梅毒阳性女性不受孕，这可能和患者对

梅毒感染的相关知识认识不全面有关［１６，１７］。上述情况说明，临

床加强对育龄人群性传播相关疾病健康宣教的效果提升还存在

一定的空间，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１８］。

综上所述，临床上应加强对育龄人群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

的宣传力度，提高孕前健康体检的覆盖率，进一步降低新生儿

梅毒、艾滋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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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自拟中药汤剂治
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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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中药汤剂以及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
并发不育症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泌尿外科于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期间收治的精索静脉曲张并发
不育症患者６０例，按照随机、平等的分配原则分成三组，Ａ组采用中药汤剂以及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治
疗，Ｂ组仅行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Ｃ组单纯服用中药汤剂，分析与比较三组的改善精液质量总有效率和精
液参数变化。结果：（１）经过 ３个月的治疗后，Ａ组患者精液质量改善的总有效率为 ９５２％，Ｂ组的为
６８０％，Ｃ组的为７１４％。（２）在ａ级和（ａ＋ｂ）级精子、精子存活率、精子密度比例方面，Ａ组治疗后第３个
月提高得十分明显（Ｐ＜００１）；在检测ａ级精子、精子存活率、精子密度比例方面的结果，Ｃ组治疗后第３个
月比治疗前良好（Ｐ＜００５）；Ｂ组无明显改变。结论：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自拟中药汤剂治疗
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患者，能提高精子活力以及存活率，对改善患者的精液质量有显著良好的

效果，且预后恢复较快，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高位结扎术；中药治疗；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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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中最常见的生殖泌尿系统病是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
ｃｅｌｅ，ＶＣ），多见于青壮年时期，同时，精索静脉曲张容易导致男
性不育［１］。在男性人群中，发生精索静脉曲张的人大约占１０％
～１５％，在医院因精索静脉曲张而导致不育前来就诊的约占
２１％～４０％。包绕精索的蔓状静脉丛以及精索静脉发生异常而
扩张，从而使血管性精子出现障碍，称为精索静脉曲张［２］。精

索静脉曲张易发生在双侧的概率约为４０％左右，且发生在左侧
最为常见。国外有研究报道，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对于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以及其导致的不育症有着奇效，可以提高受孕率以

及改善精液质量；而对于少弱精症的男性来说，治疗时加入中

药汤剂有着显著的疗效［３］。我院从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
采用自拟中药汤剂以及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治

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取得良好的效果。详细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泌尿外科于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期间收治
的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患者６０例，按照随机、平等的分配
原则分成三组，其中Ａ组２１例，病程２～１０（２７±２５）年；年龄
２３～４２（２９１±４８）岁；Ｂ超显示精索静脉管径２３～４６ｍｍ，
平均（３２±０４）ｍｍ；双侧２例，左侧１９例；Ⅲ度１０例，Ⅱ度９
例，Ⅰ度２例。Ｂ组２５例，病程１～９（２６±１８）年；年龄２５～
４０（２９４±５１）岁；Ｂ超显示精索静脉管径２５～４１ｍｍ，平均
（３０±０５）ｍｍ；双侧４例，左侧２１例；Ⅲ度９例，Ⅱ度１３例，Ⅰ
度３例。Ｃ组 １４例，病程 １～９（２６±１８）年；年龄 ２１～３８
（２９２±４７）岁；Ｂ超显示精索静脉管径 ２４～４１ｍｍ，平均
（２８±０４）ｍｍ；双侧１例，左侧１３例；Ⅲ度５例，Ⅱ度８例，Ⅰ
度１例。三组纳入研究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各组的一般
临床基线特征资料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病例纳入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依据《泌尿外科学》的标准，精索静脉曲张诊
断可分为：①彩色多普勒示静脉扩张、迁曲，以及精索静脉曲张
管径超过２ｍｍ；（２）精索静脉曲张根据严重的程度可分为：Ⅲ度
为曲张的静脉在阴囊的表面即可见，触诊时可触及团状肿块；

Ⅱ度为曲张的静脉在正常体位时可触及，但外观与常人无异；Ⅰ
度为患者腹压增加及屏气时才可触及曲张静脉，局部触及不

到；（３）患者处于站立位时睾丸下垂，阴囊坠痛、胀大，可见曲张
的静脉团。

排除标准：（１）年龄＞４５岁或＜２０岁；（２）配偶患有影响生
育疾病者；（３）对研究中用药过敏者；（４）患有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导致对生育有影响者；（５）染色体异常；（６）有不完全性逆行
射精或生殖道梗阻；（７）隐睾；（８）有未治愈的生殖系统感染疾
病者；（９）性激素水平异常者。

不育症诊断标准：（１）配偶生殖功能正常；（２）精液质量异
常；（３）夫妻同居１年或以上，有意怀孕，且有正常的性生活，但
迟迟未孕。

１３　方法
精液的采集方式：患者禁欲１周后以手淫的方式收集，在

３７℃的恒温环境下静置。
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手术方法：首先给予全身麻

醉，患者取仰卧位，头低脚高，而后弧形切开约１ｃｍ的皮肤于脐
下，将气腹针穿入，后接入二氧化碳气腹机，建立起压力为

１５ｍｍＨｇ的气腹后将气腹针拔出，分别在左右两侧的麦氏点穿
入用于器械操作的１０ｍｍ和５ｍｍ套管，而后置入观察镜，找到
位于脐侧韧带外侧股沟管的精索血管，然后在其外侧将侧腹膜

切开，精索血管暴露出来后根据搏动、颜色以及外形辨别出具

有腹腔镜下厚管壁、可以拨动特点的睾丸动脉，将其推向外侧

之后小心地用钛夹夹闭余下的精索血管，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对

侧曲张，最后仔细检查有无静脉遗漏。术后１个月以内禁止手
淫和性生活。

治疗方法：Ａ组的治疗方法为中药汤剂以及精索静脉高位
结扎术联合治疗，患者先在腹腔镜下行手术，２ｄ以后开始服用
由我院根据实际情况拟的中药汤剂。方药如下：生山楂２０ｇ、复
盆子３０ｇ、细辛３ｇ、橘核１０ｇ、苦参２０ｇ、皂角刺１０ｇ、莪术１０ｇ、三
棱１０ｇ、赤芍１０ｇ、枳壳２０ｇ、柴胡１０ｇ、生黄芪３０ｇ、鳖甲１５ｇ和生
甘草３ｇ。取水５００ｍＬ，煎煮两次浓缩为２５０ｍＬ，２次／ｄ，１２５ｍＬ／
次，１个疗程为３个月，服用２个疗程；Ｂ组的治疗方法为仅行精
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手术后均不服用益肾填精、活血化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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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药物；Ｃ组的治疗方法为单纯服用中药汤剂，方法和方药组
成与Ａ组均相同。
１４　观察指标以及疗效评价

观察指标：治疗前后都需进行血尿常规、肝肾功能、体格检

查等相关检查，同时采集患者病史，监测用药安全性。观察指

标为：（１）精液检测：其方法同术前检测精液质量的方法，分别
在术后第１个月、３个月检测。（３）妊娠情况：治疗后半年随访，
对患者妻子的妊娠情况进行观察，尿妊娠试验若呈阳性，再结

合Ｂ超可临床确定为妊娠。
疗效评价：疗效标准根据《不育夫妇诊断手册与标准检查》

进行评价：（１）治愈：妻子怀孕；（２）显效：１ｈ精子存活率 ＞
６０％，患者患的是弱精子症时，检测出精子活动力ａ级＞２５％或
（ａ＋ｂ）级＞５０％，患者患的是少精子症时，检测出精子密度 ＞
２０×１０６／Ｌ；（３）有效：１ｈ精子存活率提升＞３０％，患者患的是弱
精子症时，检测出精子活动力 ａ级 ＞２５％或（ａ＋ｂ）级提升 ＞
３０％，患者患的是少精子症时，检测出精子密度提升 ＞３０％；
（４）无效：经过治疗精子存活率、密度以及精子活力无变化或提
升＜３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我院的６０例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患者临床观察所
得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用ｔ检验其计量
资料，用秩和检验其等级资料，用χ２检验其计数资料。Ｐ＜００５
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总有效率比较

经过３个月的治疗后，Ａ组患者精液质量改善的总有效率

为９５２％，Ｂ组的为６８０％，Ｃ组的为７１４％。对比三组可发
现，Ａ组的总有效率明显比起 Ｂ、Ｃ两组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三组总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Ａ ２１ ６ １０ ４ １ ９５２

Ｂ ２５ ２ ８ ７ ８ ６８０

Ｃ １４ ３ ５ ２ ４ ７１４

　　注：代表与Ｂ、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精液参数变化比较
治疗前后精液量方面的比较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在ａ

级和（ａ＋ｂ）级精子、精子存活率、精子密度比例方面，Ａ组治疗
后第３个月提高得十分明显（Ｐ＜００１）；在检测ａ级精子、精子
存活率、精子密度比例方面的结果，Ｃ组治疗后第３个月比治疗
前良好（Ｐ＜００５）；Ｂ组无明显改变。

在ａ级和（ａ＋ｂ）级精子、精子存活率比例方面，Ａ组治疗后
第３个月比起Ｂ、Ｃ两组提高得更为明显（Ｐ＜００５），尤其是（ａ
＋ｂ）级精子比例（Ｐ＜００１）；在ａ级和（ａ＋ｂ）级精子、精子存活
率、精子密度比例方面，Ｃ组治疗后１个月时明显比起 Ａ、Ｂ两
组良好，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三组精液参数变化比较

组别（例数）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存活率（％） （ａ＋ｂ）级精子（％） ａ级精子（％）

Ａ（２１）

　治疗前 ２９４±０５３ ５２５８±１９１２ ４３２９±１９９１ １７３１±１０１７ ７５３±６６８

　治疗１月后 ２８７±０５７ ４８３８±１８５２ ３９５４±１８５７ １７０７±１００５ ６１２±５６５

　治疗３月后 ２９３±０５８ ６７５９±２０５４ ６５２１±２１９５＆ ３８２５±１８１７！ １４４３±７３６＆

Ｂ（２５）

　治疗前 ２８５±０５２ ４９３１±１８７１ ４４３５±１８３２ １６９５±１０１５ ７６１±６８１

　治疗１月后 ２９２±０４８ ４６６０±１７２３ ３５１９±１６２５ １４３１±９８１ ５３２±６１８

　治疗３月后 ２９８±０５６ ５２２１±１９０８＠ ４３２７±２１６１ １９６１±１０８３ ８５７±６７８

Ｃ（１４）

　治疗前 ２９３±０４４ ５１３１±１８９２ ４４７６±１８７７ １７３４±１０３５ ７５５±６２８

　治疗１月后 ２８６±０５３ ５８６５±１９７４＃ ５２４２±２１７７＃ ２３９５±１２６７＃ ９４２±７２８＃

　治疗３月后 ２８９±０４９ ６２３７±２０１２ ５６３８±２２１２ ２８６３±１５２７ １１３４±７２８

　　注：＆代表对比于本组治疗前，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代表对比于 Ａ、Ｃ组，Ｐ＜００５；！代表对比于 Ｂ、Ｃ组，Ｐ＜００５；＃代表对比于 Ａ、Ｂ
组，Ｐ＜００５

#

　讨论
到目前为止，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原因仍未被发现。

猜想有以下几个因素：（１）有丰富的交通支存在于双侧睾丸间，
因此右侧睾丸的功能受到左侧精索静脉曲张毒素的影响，从而

导致精子的发生受到影响；（２）肾静脉血液通过左侧精索返流
将５－羟色胺、儿茶酚胺、类固醇等肾脏以及肾上腺的代谢产物
带到睾丸，５－羟色胺引起血管收缩，儿茶酚胺引起慢性中毒，
类固醇对精子的产生有抑制作用，导致精子脱落过早；（３）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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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血液循环受到血液滞留的影响，因此 ＣＯ２蓄积于睾丸中会
对精子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４）血液滞留在精索静脉内，局部
升高睾丸的温度，导致生精小管变性，从而对精子的发生产生

影响［４］。

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存在异常的精液参数。精液质量与睾

丸萎缩随着精索静脉曲张的加重会逐渐下降，最后影响患者的

生育能力，这也是常见的精索静脉曲张造成不育的缘由。临床

上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进行精液检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精索

静脉曲张患者均有尖头和未成熟精子量增加、精子活力下降、

数量减少的情况出现，严重可出现无精子［５］。根据国内研究统

计，接近４０％的不育男性本身均患有精索静脉曲张病史，因此，
早期手术治疗能够防止超微结构改变的恶性循环和过度增加

一氧化碳、消除局部淤积的血液，从而使睾丸和精子的功能恢

复正常［６］。ＷＨＯ进行相关研究，最后得出精索静脉高位结扎
术对于精索静脉曲张合并不育症的男性患者提高精液质量以

及精子发生率有良好的效果［７］。Ｏｒｈａｎ等［８］国外著名学者研究

报道，大多数患者经过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治疗后睾丸的功能

以及精子的质量均有所改善。

近年来，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逐渐取代传统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的方法应用于临床，但此法仍存在不少难点，在

男性少弱精子症的方面，中药汤剂治疗有着显著疗效［９］。在中

医上，精索静脉曲张属“筋瘤”范畴，以中气不足为总的病因病

机，血脉瘀阻为标、肾精亏虚为本，标本因果，导致不育［１０］。患

者只进行手术治疗，改善血脉瘀阻的情况，但其本却仍未得到

根治，中药采用补气填精、益肾化瘀、疏肝通络的方法治本，通

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致孕率和精液质量均有明显的

改善［１１］。

我院采用中药汤剂与手术相互结合治疗精索静脉曲张合

并不育症患者，采用的中药中含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Ｄ、角蛋
白、骨胶原等能够增强细胞膜稳定性、缓解二氧化碳蓄积、改善

睾丸微循环、提高血红蛋白携氧量以及含量、提高机体免疫力

的作用，从而改善精液质量［１２］。本研究发现，手术治疗组对精

子活力、精子存活率、精子密度的提高无明显的影响，总有效率

仅为６８０％；Ｃ组（仅中药治疗）虽提高精子活力与存活率，但
总有效率也不高，仅为７６６％，其优势为无需手术，风险小；Ａ
组（手术中药联合治疗）精子活力以及存活率比起其余两组有

明显的提高，尤其是（ａ＋ｂ）级精子比例方面，且总有效率高达
９５２％。手术治疗后通过中药的调理，能够使精液质量显著
改善。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自拟中药汤

剂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并发不育症患者，能提高精子活力

以及存活率，对改善患者的精液质量有显著良好的效果，且预

后恢复较快，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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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无痛人工流产术麻醉方案的临床对比研究
陈有英１　周中２

１琼海市人民医院麻醉科，海南 琼海 ５７１４００
２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２４６０

【摘　要】　目的：分析无痛人流术不同麻醉方案的麻醉、镇静效果及安全性，为无痛人流术麻醉方案选
择提供参考。方法：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来我院行人工流产术的患者１５０例，将其按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
机表法将其随机分为Ａ、Ｂ、Ｃ三组，每组５０例。Ａ组采用丙泊酚＋芬太尼麻醉、Ｂ组采用地佐辛＋依托咪酯
麻醉、Ｃ组采用异丙酚＋芬太尼麻醉，比较三组患者麻醉诱导时间、麻醉效果评级、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苏醒时
间、术后下腹部视觉模拟评分及宫缩疼痛视觉模拟评分。结果：Ａ组患者麻醉诱导时间、麻醉效果评级、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满意率、苏醒时间、术后下腹部疼痛ＶＡＳ评分及宫缩疼痛 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５７±０４）ｓ、
（２２±０３）级、８００％、（５９±０６）ｍｉｎ、（４５±０４）分、（３７±０３）分，Ｂ组患者分别为：（５４±０５）ｓ、（１８
±０２）级、９００％、（５７±０５）ｍｉｎ、（４１±０３）分、（３２±０３）分，Ｃ组患者分别为：（５６±０５）ｓ、（２１±
０３）级、８２０％、（６１±０６）ｍｉｎ、（４６±０５）分、（３５±０４）分。Ｂ组患者各项指标均优于 Ａ组和 Ｃ组患
者，且麻醉效果及术后下腹部疼痛评分和宫缩痛评分均明显低于Ａ组和Ｃ组（Ｐ＜００５）。结论：地佐辛＋依
托咪酯对实施人流术的患者进行麻醉，麻醉效果好，安全性高，可降低患者术后下腹痛级宫缩痛。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麻醉方案；麻醉效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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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３．２±０３）；ｇｒｏｕｐＣｗｅｒｅ（５．６±０５）ｓ，（２．１±０３），８２％，（６．１±０６）ｍｉｎ，（４．６±０５）ａｎｄ（３．５±
０４）．Ｔｈ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ｅｚｏｃ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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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升，民众对性的了解途径
拓宽，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充足，青少年身体发育速度增

快，生理成熟时间缩短，但限于传统性禁闭思想，国家在对民众

树立正确性认知水平方面的工作滞后，导致现阶段青少年无保

护性生活增多，未婚女青年受孕率大增。人工流产术是解除计

划外妊娠的主要手段［１］。上述因素导致人工流产术数量大增，

也促进了这一临床手术不断向前发展［２，３］。随着麻醉药物及技

术的发展，无痛人工流产术已大范围取代传统的人工流产术，

给患者带来更舒适的手术体验及稳定的手术效果。选择合适

的麻醉方案对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手术质量，降低患者术后麻

醉相关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４，５］。本文采用临床常用的三种麻

醉方案对来我院实施无痛人工流产术的患者进行麻醉，以筛选

适合无痛人流术的麻醉方案，提高手术质量及患者治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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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来琼海市人民医院行人工流产术的患者
１５０例，将其按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随机分为
Ａ、Ｂ、Ｃ三组，每组５０例。三组患者年龄、孕周、ＡＳＡ分级、手术
时间、ＢＭＩ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Ａ组（５０） Ｂ组（５０） Ｃ组（５０）

年龄（岁） ２３４±６５ ４０４±７１ ４０６±７０

ＢＭＩ指数（ｋｇ／ｍ２） ２３２±２３ ２３３±２２ ２３２±２３

孕周（周） ６７±０８ ６８±０７ ６６±０８

手术时间（ｈ） ０８±０２ ０８±０３ ０８±０２

ＡＳＡ分级（级）

　Ⅰ ３１ ３２ ３３

　Ⅱ １９ １８ １７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６］：（１）孕周６～１２周；（２）宫内孕；（３）ＡＳＡ≤Ⅱ

级；（４）符合人工流产指征；（５）无严重心、肝、肺、肾、血液系统
及精神系统疾病；（６）能理解医护人员关于相关量表的解释并
配合完成量表测评工作；（７）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参加此次研究
的利弊，签署手术同意书和研究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孕
周＜６周或＞１２周；（２）合并有严重原发疾病或精神病者；（３）
有药物过敏史者；（４）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３　方法

Ａ组采用丙泊酚＋芬太尼麻醉，Ｂ组采用地佐辛 ＋依托咪
酯麻醉，Ｃ组采用异丙酚 ＋芬太尼麻醉。Ａ组：术前静注
１５μｇ／ｋｇ芬太尼（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４３３１５），麻醉诱导成功后，持续境静滴丙泊酚（江苏恩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２３１３８）２ｍｇ／ｋｇ维持麻醉；Ｂ
组：术前静注００５ｍｇ／ｋｇ地佐辛（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３２９），麻醉诱导成功后，按在０３ｍｇ／ｋｇ剂量静
注依托咪酯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２９９２）维持麻醉。Ｃ组术前静注０１ｍｇ／ｋｇ芬太尼，麻醉
诱导成功后，持续静滴异丙酚（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２ｍｇ／ｋｇ维持麻醉。三组患者均于意识消失后行刮宫流产术，围
术期密切观察并监测患者活动情况如出现扭动、抵抗等情形，

适当追加维持麻醉剂的量。全程监测患者的呼吸、循环功能。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三组患者麻醉诱导时间、麻醉效果评级、Ｒａｍｓａｙ镇静

评分、苏醒时间、术后下腹部视觉模拟评分及宫缩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

全麻效果评级：麻醉医师根据患者围麻醉期观察结果及仪器

监测结果评定全麻效果的级别，级别越低，麻醉效果越好。Ⅰ级：
（１）麻醉诱导期间无躁动、呛咳，血液动力学稳定；（２）麻醉维持
期间未出现明显应激反应，也无呼吸循环抑制，肌肉松弛状况良

好；（３）苏醒期平稳，呼吸和循环各项监测正常，肌松恢复良好；

（４）无并发症。Ⅱ级：（１）麻醉诱导呛咳和血液动力学轻微改变；
（２）麻醉维持期患者血液动力学有变化，肌松程度一般，患者配
合手术存在一定偏差；（３）麻醉结束时患者稍有躁动，血流动力
学和呼吸是稍有不稳；（４）轻度并发症。Ⅲ级：（１）麻醉诱导不平
稳，患者出现呛咳、躁动，血液动力学不稳，有较强的应急反应；

（２）麻醉维持期有激烈的应激反应，呼吸和循环出现抑制或很不
稳定，肌松不良，配合手术勉强；（３）麻醉结束，病人苏醒冗长伴
有呼吸抑制或躁动、呛咳；（４）有严重并发症。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１分：不安静、烦躁；２分：安静合作；３分：
嗜睡，能听从指令；４分：睡眠状态可唤醒；５分：呼吸反应迟钝；６
分：深睡状态，呼唤不醒。评分范围 ＜２分，镇静不足；２～４分，
镇静满意；５～６分，镇静过度。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使用一条长１０ｃｍ的游动标
尺，两端分别为“０”分和“１０”分，０分表示无痛，１０分代表难以
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患者根据自身的感受在刻度尺上划线，

划线处即为患者的ＶＡＳ评分。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组
间先行χ２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行ＬＳＤ－ｔ分析，等级计数
资料行秩和检验，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全麻效果比较

三组患者全麻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
组患者全麻效果分级均值均明显低于Ａ、Ｃ两组，说明Ｂ方案对
患者的麻醉效果优于Ａ、Ｃ两组。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全麻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Ⅰ Ⅱ Ⅲ 麻醉效果分级均值

Ａ组 ５０ ２４ １６ １０ ２２±０３＃

Ｂ组 ５０ ２６ ２１ ３ １８±０２＆

Ｃ组 ５０ ２８ １３ ９ ２１±０３＃

Ｕ／Ｆ Ｕ＝４２１７ Ｆ＝４２８９

Ｐ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

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麻醉诱导、镇静评分比较
三组患者麻醉诱导时间、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满意度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Ｂ组麻醉诱导时间短于 Ａ、Ｃ组，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满意度高于ＡＣ组患者。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麻醉诱导、镇静评分比较

组别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
满意率（％）

麻醉诱导

时间（ｓ）
苏醒时间

（ｍｉｎ）

Ａ组（ｎ＝５０） ４０（８００） ５７±０４ ５９±０６

Ｂ组（ｎ＝５０） ４５（９００） ５４±０５ ５７±０５

Ｃ组（ｎ＝５０） ４１（８２０） ５６±０５ ６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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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疼痛情况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下腹部疼痛ＶＡＳ评分及宫缩疼痛ＶＡＳ评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患者术后下腹部疼痛评分
和宫缩痛评分均明显低于Ａ组和Ｃ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术后疼痛情况比较

组别 腹部疼痛ＶＡＳ评分 宫缩疼痛ＶＡＳ评分

Ａ组（ｎ＝５０） ４５±０４＃ ３７±０３＃

Ｂ组（ｎ＝５０） ４１±０３＆ ３２±０３＆

Ｃ组（ｎ＝５０） ４６±０５＃ ３５±０４＃

Ｆ ４６８３ ５２３６

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

Ｐ＜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术是解决意外妊娠的重要方法，人流术要求妊娠周

期小于１２周内实施，胎儿太大则不能通过抽吸的方法处理。在
较短时间内采用强力的抽吸器把在子宫体着床的胎儿吸出，抽吸

器的力量撕裂或者绞拧胎儿的身体，将肢体逐部撕开，直至只剩

下头部来［７］。此过程虽然时间较短，但对患者造成的身心损害

非常大［８，９］。对于采用人工流产术终止妊娠的患者，在抽吸过程

中会产生剧烈疼痛，患者会因疼痛而发生扭动，难以安静配合医

护人员完成手术，对患者身心也产生极大的伤害［１０］。无痛人工

流产术因此应运而生。麻醉作为无痛人工流产术的重要环节，麻

醉效果、麻醉后对患者的影响是临床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１１］。

因人工流产术的手术量大，临床对无痛人工流产术麻醉的研究非

常多。不管从什么角度着手，麻醉效果和围麻醉期的安全性问题

是最主要考虑的问题。人流术的时间较短，需要选择的麻醉药物

应适合这一特点，要求起效快、维持麻醉时间短、苏醒时间短，尽

可能保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镇痛效果好［１２，１３］。

本文分析临床文献结合我院多年实施人流术麻醉经验的

积累，分别采用临床较为常用的三种麻醉方案对人流术患者实

施麻醉镇痛。选择的药物分别为：丙泊酚 ＋芬太尼、地佐辛 ＋
依托咪酯、异丙酚＋芬太尼。丙泊酚是人流术应用最广的麻醉
药物，具有起效快、维持时间短、苏醒迅速的优点，广泛应用与

临床各类小手术麻醉。但其对呼吸及循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部分患者会引起血压下降，潮气量减少，呼吸频率增加，剂量增

加后发生中枢神经抑制的并发症几率增大［１４，１５］。依托咪酯也

属短效麻醉药物，但其对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影响较小，可

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同时也符合起效快、易苏醒等特

点［１６，１７］，但其镇痛作用一般。地佐辛是强效镇痛药物，和依托

咪酯联合应用，达到取长补短，综合起效快、维持麻醉时间短、

苏醒迅速、镇痛效果好等优点。芬太尼为临床公认的强效麻醉

性镇痛药，且作用迅速，维持时间短，对心血管功能影响小［１８］。

综合集中临床常用麻醉药的特点，分析不同麻醉方案对人流术

患者的麻醉效果及安全性。结果显示，地佐辛 ＋依托咪酯麻醉
对人流术患者的麻醉效果更好，镇痛作用更优，是适合人工流

产术麻醉的一种麻醉方案。但限于本研究范围及病例数量的

影响，此麻醉方案尚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增加病例数，以获

得更为可靠的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地佐辛＋依托咪酯对实施人流术的患者进行麻
醉，麻醉效果好、安全性高，可降低患者术后下腹痛级宫缩痛，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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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幼儿园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状况。方法：本调查对象来自同意参加这项
研究的２所幼儿园中的２４０名３～５岁儿童。其中女孩１２３人，占５１３％。采用一对一儿童访谈方式进行调
查。结果：仅有４２１％的幼儿知道“想要摸小孩隐私部位的人并不都是陌生的人”；１７９％的幼儿认为“小孩
应该报告隐私部位被人接触这种秘密”。幼儿预防性侵犯技能得分也较低。结论：幼儿缺少预防性侵犯知

识和技能，要重视幼儿预防性侵犯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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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性侵犯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在我国局部地区对
２５０８名青少年学生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有１４１％的女生和
７８％的男生报告在童年期曾经历过身体接触的性侵犯［１］。性

侵犯对受害儿童的负面影响，不仅在当时，还可能持续到成年

期。有关性侵犯受害儿童的年龄，在我国有局部地区基于人群

的回顾性调查和法医学对性侵犯受害儿童的案例分析显示，受

害儿童中有学龄儿童，也有学龄前儿童［１－６］。提示我们，要重视

儿童的保护工作，预防儿童性侵犯的发生。教给儿童一些预防

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增强儿童自我保护能力，若有性侵犯发生

能够及时披露，有助于预防儿童性侵犯的发生和为受害儿童提

供及时的帮助，阻止进一步伤害。有关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和

技能状况，目前，国内有一些相关调查报告［７－１２］，但涉及学龄前

儿童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目的是了解幼儿预防性侵犯知识技

能状况，为我国开展幼儿预防性侵犯教育提供参考。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来自同意参加这项研究的北京市２所
幼儿园中的２４０名儿童。其中男孩１１７人（４８８％），女孩１２３

人（５１３％）。幼儿年龄 ３～５岁，平均年龄 ３７８岁（ＳＤ ＝
０７７）。
１２　调查内容

有关幼儿预防性侵犯知识，有１０个条目，来自个人安全问
卷（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ＳＱ）［１３］。每个条目回答正确
记１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记０分。知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０３４２。预防性侵犯技能（ＷｈａｔＩ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ｓｔ，
ＷＩＳＴ）［１４］，包括６个假设情景，其中３个描述的是安全情景，另
外３个描述的是不安全的情景。测试幼儿辨别性侵犯情景，及
在假设的性侵犯情景下的应对技能。对于每个情景，能正确辨

别的记１分，回答不正确或不知道的记０分。３个安全情景得
分范围０～３分，３个性侵犯情景得分范围０～３分。如果儿童能
够辨别出性侵犯情景，继续问“如果这种情景下，你要对某某说什

么？”、“你会做什么？”、“你会不会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和“如

果会告诉，你会如何说这件事情？”。幼儿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经

过评分，量化为０～２分，对每个情景的４个问题的回答产生４种
预防性侵犯技能，分别是技能（１）：言语拒绝技能说“不”；技能
（２）：行为拒绝技能“离开”；技能（３）：披露性侵犯能告诉信任的
人；技能（４）：正确报告性侵犯事件。问卷中包括３个假设的性侵
犯情景，因此每项分技能的总分范围是０～６分。预防性侵犯总
技能是４项分技能得分之和，总分范围为０～２４分。辨别安全情
景、辨别性侵犯情景以及预防性侵犯总技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是：α＝０６４５，α＝０８５９，和α＝０８５７；４种分技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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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拒绝”、“行为拒绝”、“能告诉”和“正确报告”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０７７７、０７６２、０８５９和０８５２。
１３　调查方法

访谈前对访谈员进行了培训。访谈员在幼儿园对幼儿进

行一对一访谈，访谈地点为幼儿熟悉的睡眠室或阅览室。

１４　统计方法
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幼儿的一般人口学背景、预防性侵犯知识和

技能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分析不同年龄、
性别儿童的知识和技能差异，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幼儿预防性侵犯知识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幼儿知道如果有陌生的人想要看小

孩的隐私部位，小孩应该离开（９２９％）；如果小孩受伤了，医生
可以帮助查看接触小孩的隐私部位（９１７％）；但仅有１７９％的
幼儿认为“如果一个大人摸了小孩的隐私部位，让这个小孩保

密，小孩还应该告诉其他人”。仅有不足一半的幼儿知道“并非

所有大人都可以摸小孩的隐私部位”（４７１％）；“想要摸小孩的
隐私部位的人并不都是陌生的人”（４２１％）。见表１。

表１　幼儿预防性侵犯知识回答正确人数及比例（ｎ＝２４０）

条　目
回答正确

人数 ％

１你的身体你做主吗？ ２０４ ８５０

２所有大人都可以摸小孩的隐私部位吗？ １１３ ４７１

３如果一个大人摸了小孩的隐私部位，让这个小孩保密，小孩还应该告诉其他人吗？ ４３ １７９

４如果有大人摸小孩的隐私部位，小孩有错吗？ １５２ ６３３

５想要摸小孩的隐私部位的人都是陌生的人吗？ １０１ ４２１

６如果有陌生的人想要看小孩的隐私部位，小孩是不是应该离开呢？ ２２３ ９２９

７如果小孩受伤了，医生可以帮助查看接触小孩的隐私部位吗？ ２２０ ９１７

８小孩可以去摸大人的隐私部位吗？ １３９ ５７９

９爸爸妈妈帮小孩洗澡，清洗隐私部位，爸爸妈妈可以摸小孩的隐私部位吗？ １７８ ７４２

１０如果保姆阿姨想要摸孩子的隐私部位，小孩要让她摸吗？ １４４ ６００

　　预防性侵犯知识１０个题目，得分范围０～１０分，仅有１３％
的幼儿能正确回答所有１０个题目，６７９％能正确回答６～９个

题目，有３０８％只正确回答了１～５个题目。见表２。

表２　幼儿园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得分情况（ｎ＝２４０）

回答人数
得分分布

（０） （１～５） （６～９） （１０）

知识（０～１０） ２４０ ０ ７４（３０８） １６３（６７９） ３（１３）

辨别安全情景（０～３） （０） （１） （２） （３）

２４０ ５（２１） １１（４６） ２５（１０４） １９９（８２９）

辨别性侵犯情景（０～３） （０） （１） （２） （３）

２４０ ５８（２４２） ２３（９６） ３４（１４２） １２５（５２１）

言语拒绝（０～６） （０） （１～３） （４～５） （６）

２４０ １０２（４２５） ５６（２３３） ４３（１７９） ３９（１６３）

行为拒绝（０～６） （０） （１～３） （４～５） （６）

２４０ １２０（５００） ５７（２３８） ２９（１２１） ３４（１４２）

报告何人（０～６） （０） （１～３） （４～５） （６）

２４０ １２８（５３３） ３３（１３８） ３３（１３８） ４６（１９２）

如何报告（０～６） （０） （１～３） （４～５） （６）

２４０ １９７（８２１） ３０（１２５） ９（３８） ４（１７）

预防性侵犯总技能（０～２４） （０） （１～１１） （１２～２３） （２４）

２４０ ７０（２９２） １１７（４８８） ５２（２１７） １（０４）

　　注：（）内数字为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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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看来，２４０名幼儿知识得分的中位数为６分。秩和检
验结果显示，５岁组儿童的知识得分高于３岁组儿童知识得分，
也高于４岁组儿童知识得分，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岁组与４岁组幼儿知识得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男孩和女孩的知识得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幼儿预防性侵犯技能
有８２９％的幼儿对３个辨别安全情景题目全部回答正确。

有关辨别性侵犯情景３个题目，有５２１％的幼儿能全部回答正
确，１０４％的幼儿回答正确２个题目，４６％的幼儿回答正确１
个题目，还有２１％的幼儿得了０分。见表２。

幼儿关于言语拒绝、行为拒绝、报告何人和如何报告４项分
技能的得分分布情况见表２，这４项分技能得６分的幼儿分别
有１６３％、１４２％、１９２％和１７％。４项分技能中，幼儿的“言
语拒绝”技能好于其他３项分技能，以“如何报告”技能水平最
低。关于４项分技能合计的总技能，有０４％的幼儿总技能为
２４分，２１７％的幼儿总技能为１２～２３分，４８８％的幼儿总技能
为１～１１分，见表２。总的看来，２４０名幼儿总技能得分的中位
数为６分。秩和检验结果显示，５岁组儿童总技能得分高于３
岁组儿童得分，４岁组儿童总技能得分也高于３岁组儿童得分，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岁组和４岁组儿童总技能
得分比较，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男孩和女孩的总技能得分

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幼儿缺少预防性侵犯知识。虽然有９２９％

的幼儿知道“如果有陌生人想要看小孩的隐私部位，小孩应该

离开”，但有４０％的幼儿不能确定“保姆是否可以摸小孩的隐私
部位”。可见，幼儿对陌生人的警惕性比较高，这可能与父母注

意教育小孩要提防陌生人有关［１５，１６］。然而，国内外一些调查结

果显示，儿童性侵犯的施虐者，有陌生人，也有熟悉的人，而且

熟悉的人占多数。因此，让儿童，特别是幼儿知道熟悉和喜欢

的人也可能有性侵犯行为非常重要。在学前儿童的预防性侵

犯教育中，要考虑到学前儿童心理认知特点，采用具体的图像

或故事向儿童说明这一问题。在教育材料中，作为对儿童有不

适当接触行为的人，要考虑包括对儿童来说是熟悉的人。帮助

儿童认识到，如果不是出于健康的原因，无论这个人是谁，要求

触摸或触摸儿童的隐私部位是不好的接触，是不可接受的。

另外，本研究发现，如果性侵犯者让儿童保密，只有不足１／５
的幼儿认为应该报告性侵犯事件，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另一项

研究结果相似［１１］，但明显低于美国 Ｗｕｒｔｅｌｅ等［１７］关于４０６名幼
儿的研究结果，大约有 ４０％会报告秘密接触。也低于 Ｋｅｎｎｙ
等［１８］有关１０５名幼儿的研究结果，大约有５４％会报告秘密接
触。我国对性侵犯受害儿童披露性侵犯事件的研究报告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缺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可能与家长和

教师对这个问题与儿童的交流不足有关。如对幼儿家长调查

显示，只有５３５％的家长与孩子谈论过若有性侵犯发生，不要
保守这样的秘密，要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人［１５］。对幼儿园

教师调查显示，只有６２７％的幼儿园教师给幼儿讲过如果受到
性侵犯要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成人［１９］。如果性侵犯受害

儿童不能及时地披露与求助，很难引起家人的注意，从而难以制

止侵犯行为和有效地保护儿童。这一方面给性侵犯者带来了

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给儿童性侵犯的防范与干预带来了困

难。如果儿童具备披露性侵犯事件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儿童将

会更容易也更快地得到帮助，有利于预防性侵犯的再次发生和

及时保护儿童。未来的预防性侵犯教育中，需要重视帮助儿童

学习及时披露性侵犯事件的知识和技能。

本研究还发现，约有３６％的幼儿不知道发生性侵犯，错不
在受害儿童。提示我们要让儿童认识到，发生性侵犯不是受害

儿童的错。本研究还显示，幼儿预防性侵犯技能得分很低，缺

少自我保护的拒绝技能，（如语言拒绝，说“不”；行为拒绝，“离

开”），提示幼儿对不适当接触的要求可能还缺乏认识。还有，

大多数的幼儿不知道发生性侵犯情景时，应当如何正确报告性

侵犯事件。这些结果提示，幼儿不太可能去报告事件，尤其是

有权威人物要求他们保守秘密的时候。原因可能是幼儿的语

言技能不成熟，亦或幼儿不知道描述他们身体部位的词汇。

本研究结果显示，５岁组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得分明显高
于３岁组和４岁组儿童知识得分，５岁组和４岁组儿童总技能
得分明显高于３岁组儿童总技能得分，提示年龄越小的幼儿越
需要保护，更应重视小年龄幼儿的教育以及家长和教师的保

护。预防儿童性侵犯，不能仅仅靠儿童的自我保护，还需要更

多力量的参与。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调查对象来自方便样本，结果

的解释仅限于被调查的这些幼儿。再有，本调查采用半结构式

问卷访谈，主要根据幼儿言语报告来评价儿童的自我保护技

能，因此，不能确定幼儿的言语回答是否与真实环境下的行为

反应相一致。

尽管有上述不足，但在缺少以幼儿为主体的知识及技能的

调查情况下，本研究结果将为在我国进一步开展学前儿童预防

性侵犯教育提供参考。

（致谢：感谢参与这项研究的儿童，感谢为本调查提供支持

和帮助的教师及相关人员，感谢 Ｗｕｒｔｅｌｅ博士为本研究提供了
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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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及亲子间交流状况研究．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１２）：

１２２１－１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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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ｉｌｄＡｂｕｓ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２００７，３１（７）：

７４７－７５５．

［１７］　ＷｕｒｔｅｌｅＳＫ，ＯｗｅｎｓＪ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ｓｋｉｌｌｓｔｏ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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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ｅＮｅｇｌ，１９９７，２１（８）：８０５－８１４．

［１８］　ＫｅｎｎｙＭＣ．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ｖｅｒｓｅｆａｍ

ｉｌｉｅｓ：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Ｙｏｕ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３２（７）：９８１－９８９．

［１９］　陈晶琦，于卜一，李景壹，等．北京市５１名幼儿教师对预防儿童

性侵犯问题认识的调查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０）：９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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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高职院校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可行性方式的
探讨
侯辰阳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健康与康复系，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医学类高职院校学校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可行性方式。方法：采用实践方法
总结、宣传教育前后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探讨开展方法的整体可行性。结果：通过调查研究、社团参与、班

会教育、整合课程资源、创新网络宣传、学生体验式参与结合传统宣传形式等方式的宣传教育后，受调查者

艾滋病基础知识的认知水平比教育前有明显提高，基本知识正确回答率由教育前的２２１％～５７１％上升到
８４２％～９７５％，差异有极显著意义（Ｐ＜００１）；受调查者对于周围的艾滋病患者和ＨＩＶ感染者采取积极态
度的比例也有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结论：艾滋病的校园宣传教育是综合的措施，唯有发挥
学生群体的优势，协调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团组织、教学部门共同开展多种宣传教学方法，并借助互联网的

优势，使防艾宣传更加高效。

【关键词】　 医学高职院校；艾滋病；宣传教育；可行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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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传
染病，并已成为世界性的重大社会公共卫生问题［１，２］，我国也将

艾滋病列为重点防治的传染病之一。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的

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出现感染人群年轻化的特点，且以性接

触为主（９２％以上）［３］。作为医学类高职院校，我们在前期随机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于艾滋病防控知识的了解仍然较

少［４］，这也与在校期间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学

习有关，即使学习艾滋病相关课程，也开设的较晚，在大二下学

期。当前高职阶段学生均为“９５后”，该群体具有社交广泛的特
点，极少数同学可能会受社会不良思想影响［５］，造成了不健康

的社会交往现象，成为社会防治艾滋病的重点人群［６］，所以在

校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已迫在眉睫。

结合近两年来我们在山东医学高等专业学校中开展多种

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及针对学生的认知度调查等情况，初步形

成了以学生参与为主的校园防艾宣传的良好氛围和有效途径，

提升了学生认知水平和自我防护意识［７］。现将我们开展的一

系列活动报告如下，以探索医学类高职院校防艾宣传的可行

之路。

!

　开展调查研究，了解防艾形势
在全校范围针对大一、大二年级各专业学生的艾滋病认知

状况的调查［８］，是掌握学生对于艾滋病了解的重要依据。由传

染病学及预防医学教研室老师参与设计《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

识认知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艾滋

病基本知识的认识情况、态度、防范措施等方面构成。问卷的

形式可以是纸质的和网络移动端等［９］。数据分统计用 Ｅｐｉ
Ｄａｔｅ３１创建数据库，并进行双人录入，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针对不同年级、层面的学生情况的了解，

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

"

　发挥社团优势，参与防艾宣传
由防艾意识较强的同学成立了艾滋病宣传教育的社团，可

以借助“１２１世界艾滋病日”和“３１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开
展多种宣传活动，如“我与艾滋病”征文活动、“校园防艾”宣传

画的征集、艾滋病反歧视的演讲活动、防艾宣传组进班级等活

动等［１０］。青年学生有知识和热情，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参与，能

够提升他们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１１］，并能带动周围更多的人

参与防艾宣传。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随着社团成员的增多，

由负责传染病教学的老师对同学们系统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

#

　开展班会教育，做到全员参与
在全校范围开展艾滋病宣传主题的班会，是做到全员参与

的重要方式。这离不开学校部分对防艾工作的重视，并发挥学

校传染病教学的优势，对辅导员、班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在班级

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１２］。班会是班级集体活动的

时间，可以保证让所有在校生参与防艾教育。对于艾滋病的

“知、信、行”健康教育［１３］而言，显然让所有同学有所“知”是重

要的第一步。

$

　整合课程资源，渗透学习角落
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现象。防艾宣传教育离

不开大学生思想品德、心理教育和性教育开展［１４］。开展大学生

心理和思想品德教育（德育）是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同

时也是高校必修的人文课程。应充分发挥人文课程的育人作

用，可以联系教务部门和所在教研室商定教学内容，增加或加

强大学生心理、思想道德和性教育。发挥医学院校教学优势，

在不同专业，根据专业课情况，在传染病学、内科学、皮肤性病

学、生理学、组织学等方面，协商有关艾滋病的医学知识的

教学［１５］。

%

　创新宣传方式，提升宣传效果
对于开展宣教的形式，需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学习习

惯，在利用传统的报刊、板报、橱窗等宣传形式的同时，发挥移

动互联网络端的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平台［１６］，开展有针对性

的教育。新型社交方式有传输快、阅读方便、互动性强特点，而

且这些方式还利于传播分享。还可结合学生社团的条件，组织

其他宣传活动，比如与话剧社合作编排防艾宣传的小品、话剧

等，通过这种充满人文化的形式，表达出当代大学生对于艾滋

病反歧视的态度；与心理社、动漫社开展角色扮演类同伴宣传

的游戏等方式［１７］，使同学在寓教于乐中学习艾滋病知识。

&

　分析与结论
通过以上宣传活动的开展，我们对两年来有１１２３名参与活

动的学生进行了随机的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汇总

分析。

学生对艾滋病知识了解情况：学生艾滋病基础知识的认知

水平比教育前有明显提高，基本知识正确回答率由教育前的

２２１％～５７１％上升到８４２％～９７５％，差异有极显著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 ·１４９　　·

表１　教育前后艾滋病知识认知的正确率（％）

问题 教育前 教育后 Ｐ

ＡＩＤＳ＼ＨＩＶ含义 ２２１ ８８４ ＜００１

性乱交可能感染艾滋病 ５７１ ９７５ ＜００１

与ＨＩＶ感染者握手、抚摸、亲脸会感染艾滋病 ４５４ ９１２ ＜００１

使用公共马桶会感染艾滋病 ３８１ ８８２ ＜００１

通过静脉吸毒而感染ＡＩＤＳ ５５２ ９５４ ＜００１

艾滋病如何检测 ４５４ ８７２ ＜００１

目前对艾滋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 ３２２ ８４２ ＜００１

现在有疫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感染 ４５２ ９４２ ＜００１

艾滋病也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成为慢性病 ２４４ ９１４ ＜００１

　　认知态度方面：调查的同学中，对“周围的艾滋病患者和
ＨＩＶ感染者，采取积极地关心、帮助并继续交往”这个问题，教
育后有明显上升，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认知态度（％）

项目 教育前 教育后 Ｐ

关心、帮助 ５５４ ８９２ ＜００１

继续交往 ４０５ ７８５ ＜００１

不继续交往 ３８２ １０２ ＜００１

岐视 ４５ １５ ＞００５

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的校园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开展，使

学校更多的同学们了解了艾滋病基础知识，了解到艾滋病是可

以预防的，对日常生活接触感染者、检测、治疗方面也有了全

面、正确的认识。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８］。

艾滋病的校园宣传教育是综合的措施。我们通过学生的

主动参与，发挥学生群体的优势，协调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团组

织、教学部门共同开展多种宣传教学方法，并借助互联网的优

势，使防艾宣传更高效，多措并举，共同营造积极、健康预防艾

滋病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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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性知识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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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多形式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性知识的效果。方法：选取本辖区青少年４００例为
观察组，另选４００例青少年为对照组，观察组实施多形式健康教育，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教育，对两组青少年
的性知识情况、紧急避孕知识进行观察。结果：教育前，两组青少年的性知识了解程度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青少年经教育后的性知识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青少
年教育前的紧急避孕知识知晓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教育后的知晓率显著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多形式健康教育能提高青少年的性知识了解程度，也能提高青少年对紧急避孕
知识的知晓率，对降低青少年非意愿妊娠、性传播疾病发生率具有显著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青少年；多形式健康教育；性知识；紧急避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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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良莠不齐的性信息广泛传播，使青少年成
长环境受到严重影响［１，２］。对于正值青春期心理动荡的青少年

而言，若没有学校及家庭的正确指导，任凭其个人探索性奥秘，

会导致大多数青少年引发不必要的痛苦，增加青少年非意愿妊

娠、人工流产及性传播疾病发生率［３，４］。因此，需要针对青少年

制定合理的健康教育方案，提高其正确的性知识了解程度，以

降低性传播疾病及非意愿妊娠发生率。本研究将多形式健康

教育应用于青少年性教育中。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深圳市福田区５所中学内青少年
４００例为观察组，男性２２５例，女１７５例，年龄１２～１５岁，平均年
龄（１３６±５２）岁；在相同中学另选４００例青少年为对照组，男
性２１１例，女性１８９例，年龄１１～１５岁，平均年龄（１４１±５３）
岁；两组青少年性别与年龄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存在可比
性。纳入标准：（１）与本研究配合者；（２）可正常交流者；（３）所
有参与者均为本辖区某中学学生；（４）所有参与本者均自愿参
加，且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１）传染性疾病者；（２）合
并精神疾病者；（３）无法与本研究配合者。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宣教，以单一形式进行性健康知识宣

教，如宣传手册、专家讲座者。观察组采取多形式健康教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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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如下：（１）匿名填写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性知识、个
人信息、性传播疾病知识、性知识来源、生殖健康知识需求、可

接受方式等。（２）将调查问卷所得结果进行统计，根据生殖健
康知识需求与接受方式制定健康教育计划。（３）计划制定：根
据每位青少年评估结果，实施个体化健康宣教方案。所有青少

年均接受宣传海报、发放教材等宣传方式。针对每位青少年易

接受的健康宣教形式实施针对性宣教，确保接受健康宣教课时

与对照组一致。（４）宣教内容：宣传海报：将生殖健康知识内容
设计成海报，粘贴于教师宣传栏，由专业人员向青少年讲解海

报内容的相关知识，以提高青少年对海报内容的了解程度。发

放教材：根据青少年的性知识需求，将生殖健康医学相关知识

编写为教材，向青少年发放。同时，每周一节课由专家对教材

知识进行讲解，起到正面引导作用。开设心理咨询室：在校园

内开设心理咨询室，针对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开展心理辅导，

并针对相关疑问做专业解答，对错误的认知及时予以纠正。开

展心理健康主题活动：组织青少年定期开展生殖健康主题活

动，如辩论会、手抄报比赛、演小品、情景剧等，以加深青少年对

健康知识的了解。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在教育前、教育一学期后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经

本研究医护人员共同设计，并由专家指导后形成。问卷内容包

括人工流产危害、性传播疾病、同性恋倾向３个维度，每个维度
５项问题，回答正确３项或以上为了解，反之为不了解；紧急避
孕知识共包含１０项问题，回答正确６项及或以上为知晓，反之
为不知晓。调查严格遵守随机化，所有调查员在调查前进行集

中培训，进行现场调查，且均无本校教师参加。调查员统一发

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言。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回收

率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所有数据实施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选择χ２检验，率（％）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性知识了解程度

教育前，两组青少年的性知识了解程度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青少年经教育后的性知识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青少年教育前后性知识了解程度比较

组别 时间
性传播疾病

了解 不了解

人工流产危害

了解 不了解

同性恋倾向

了解 不了解

观察组 教育前 １２８（３２００） ２７２（６８００） ８８（２２００） ３１２（７８００） １４０（３５００） ２６０（６５００）

（ｎ＝４００） 教育后 ３６４（９１００）＃ ３６（９００）＃ ３１２（７８００）＃ ８８（２２００）＃ ３７２（９３００）＃ ２８（７００）＃

对照组 教育前 １２０（３０００） ２８０（７０００） ７２（１８００） ３２８（８２００） １２４（３１００） ２７６（６９００）

（ｎ＝４００） 教育后 ２８０（７０００） １２０（３０００） ２６４（６６００） １３６（３４００） ２８８（７２００） １１２（２８００）

　　注：与教育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教育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性知识知晓程度
两组青少年教育前的紧急避孕知识知晓率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教育后观察组的知晓率显著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青少年教育前后的紧急避孕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ｎ
教育前

知晓 不知晓

教育后

知晓 不知晓

观察组 ４００ ２０４（５１００） １９６（４９００） ３８４（９６００） １６（４００）

对照组 ４００ １９２（４８００） ２０８（５２００） ３２０（８０００） ８０（２０００）

χ２ － ０１８０ １２１２１

Ｐ － ０６７１ ００００

#

　讨论
有数据显示［５，６］，我国近年的青少年流产、未婚先孕、青少

年性传播疾病等发生率呈上升态势，使青少年性教育成为社会

与学校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学生处于青春期，不良性信息的广

泛传播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育，青少年无法从正常渠道获

取性知识，可能致其误入歧途［７，８］。因此，提高青少年性知识的

健康宣教质量，增加青少年性知识了解程度，是目前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的重点。

有学者调查中发现［９，１０］，青少年 ６５％以上存在性知识缺
乏；性知识获取途径包括网络、电视、朋友、书籍等，但是性知识

获取质量较差。多数学者［１１，１２］认为，目前中学生性知识严重落

后于生理发育现状，且性态度偏差严重。针对目前情况，本研

究对青少年实施多形式健康教育，结果显示，观察组青少年教

育后的性知识了解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多形式健康教育

能加强青少年对性知识的认知，也能提高知识接受度。多形式

健康教育根据青少年的性知识现状、需求、可接受教育方式等

制定教育方案，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教材、开设心理咨询室、开

展主题活动等方式，加深青少年对生殖健康知识的印象，也能

提高青少年对性知识的重视程度，纠正错误认知［１３，１４］。

性知识缺乏是导致青少年非意愿妊娠、性传播疾病、人工

流产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学者［１５，１６］认为，提高青少年性知识了

解程度能降低非意愿妊娠或人工流产发生率。本研究显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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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青少年教育后的紧急避孕知识知晓程度较对照组高，性知

识了解率也高于对照组，但是因观察时间较短，未对教育后非

意愿妊娠或人工流产发生率进行统计。青少年性知识了解程

度的提高，必然会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有研究［１７］发现，对青

少年进行性健康教育，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

社会稳定发展。本研究经过多形式健康教育，充分讲解生殖健

康相关知识，包括生理卫生、性发育、性道德、人际交往、预防性

疾病、紧急避孕等，通过不同的健康教育途径渗透知识，不仅能

系统的给予青少年正确性健康知识，教会青少年正确的性观

念，也使青少年能意识到性教育为一门学科。中学生性教育课

程是帮助青少年从性朦胧及困惑中解脱的过程，使其能够冷静

看待性问题，充分满足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渴求［１８］。本研究经过

一学期性知识教育后，不仅能消除青少年其焦虑与恐惧情绪，

也有助于建立健全人格。

综上所述，多形式健康教育可提高青少年性知识了解程

度，增加紧急避孕知识的知晓率，对降低非意愿妊娠、性传播疾

病、人工流产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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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性别认同障碍的发展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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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别认同障碍（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ＧＩＤ），指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物解剖学上的性
别不一致的情况，并且常伴随内心痛苦想要改变生物学上的性别，心理治疗对性别认同障碍的干预，即想要

使患者的性别认同与生物性别一致的情况早已被证实无效，性别认同障碍的患者往往会选择荷尔蒙治疗甚

至手术来使自己的生物性别与性别认同趋向一致。２０１３年５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五版
（ＤＳＭ－Ⅴ）将性别认同障碍修改为性别烦恼（ｇｅｎｄｅｒ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不再认为性别认同问题是障碍或疾病，承认
性别多样性的存在。本文从对日本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一般调查研究数据，包括荷尔蒙疗法及性别转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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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的性别认同障碍的治疗以及生殖医疗三个方面来描述日本性别认同障碍目前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性别认同障碍；性别烦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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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认同障碍（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ＧＩＤ），也被称为性
同一性障碍，易性症等，２０１３年５月美国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
及统计手册》第五版（ＤＳＭ－Ⅴ）把性别认同障碍改为性别苦恼
（ｇｅｎｄｅｒ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不再认为其是一种障碍，承认性别的多元化
存在。性别认同障碍是指自己的性别认同与自己生物解剖学

上的性别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想要通过药物和手术来改变生物

解剖学上的性别，使其与自己的性别认同一致。ＧＩＤ患者对于
自己的生物性别反感，想要成为自己认同的性别并以另一性别

的方式生活，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物上的性别矛盾而感到

痛苦，经常会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以及自伤自杀等行为问

题。其中生物解剖学上的性别为男性，自己性别认同为女性，

想要改变生物性别为女性的被称为 ＭａｌｅｔｏＦｅｍａｌｅ（ＭＴＦ）；生
物解剖学上为女性，自己性别认同为男性，想要改变生物性别

为男性的被称为ＦｅｍａｌｅｔｏＭａｌｅ（ＦＴＭ）。对于性别认同障碍的
诊断，日本采用ＩＣＤ－１０及ＤＳＭ－Ⅴ的诊断标准。
!

　日本性别认同障碍概论
１１　人口学统计

２０１３年，日本全国统计推断 ＧＩＤ人数为４６０００人，日本精

神神经学会对２０１２年末全国１８个设施的ＧＩＤ受诊人数统计为
１４８８９人，其中，ＦＴＭ有９６１０人，ＭＴＦ有５２７９人［１，２］。在欧美地

区，据ＷＰＡＴＨ（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１年的统计，欧美一些国家的调查显示，ＭＴＦ的盛行
率在１∶１１９００至１∶４５０００之间，ＦＴＭ的盛行率在１∶３０４００至１
∶２０００００之间［３］。日本ＦＴＭ与ＭＴＦ之比为２∶１，ＦＴＭ患者数量
较多，在欧美地区则相反。

１２　性别烦恼开始的年龄
中眆也教授对在日本冈山大学医院 ＧＩＤ门诊受诊的

１１６７名患者进行调查，对于他们感到性别烦恼开始的年龄，调
查结果如下表。到中学为止，约９０％的患者已经有性别烦恼。
尤其是ＦＴＭ，在小学入学之前已经７０％有性别烦恼［４］。由此看

来，性别认同障碍的患者持有性别烦恼开始的比较早，超过一

半的患者在小学入学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

物性别不一致情况所带来的烦恼。见图１。

图１　性别烦恼自觉开始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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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持有性别烦恼的人向周围人坦白和寻求帮助的状况
对于ＧＩＤ患者，即使到中学为止已经有９０％有性别困扰，但

是对于他们的这种困扰，会有多少人会坦白的说出来，中眆也

教授的调查显示，儿童时期有７５％的人表示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只有３１％的人会直接说出来。在对１１３名 ＧＩＤ患者的调查中
（其中ＭＴＦ５２名，ＦＴＭ６１名），ＭＴＦ患者９３５％，ＦＴＭ患者８２０％
表示在小学时期不会说出自己的情况［５］。此研究中ＭＴＦ相比于
ＦＴＭ有更高比率表示在小学时期不会说出自己的问题，并且更
高概率的表示绝对不会说。对于这种情况，中眆也教授等人进

一步的研究表示，不愿意说的原因有感到羞耻，对父母感到抱歉

等，感觉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理解的占６１１％，对于朋友说出来会
有反作用的占６２９％，觉得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帮助的占
６１１％［６］。对ＭＴＦ３２人的调查中，觉得周围的人没有注意到自
己的性别烦恼的占６２５％，其中周围注意到自己有性别烦恼的
人给予帮助的比率占６６７％。但是５９４％的成年ＧＩＤ患者后悔
自己在童年的时候没有告诉周围人自己的苦恼［６］。可见在儿童

及青少年时期对于有性别烦恼的人来说，向周围人坦白他们的困

扰并且寻求帮助的比例非常小。

中眆也教授对４７名 ＧＩＤ患者进行调查，对于小学生时
期想要从谁那里得到帮助的回答中，占最多比例的是母亲，约

占７０％，其次是从教员那里得到帮助，约占 ６０％，父亲约占
４７％，朋友约占２８％［６］。尽管他们认为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

但是他们想从家人朋友老师那里获得心理支持与理解，以及得

到关于自身性别认同障碍的有用信息。

１４　性别烦恼者伴随的心理及行为问题
性别认同的困扰会给当事者带来一些心理困扰以及问题，

并且影响其外在的行为表现。小学生时期，自身对于性别烦恼

的理解程度的调查显示，９０％的ＧＩＤ患者对于自身的状况不能
理解，比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这是性别认同障

碍等，能够理解自己的占１２８％，而能够理解自己并且知道自
身是性别认同障碍的仅占６４％［５］。中眆也对于 ＭＴＦ３２人
在儿童时期的想法调查中，心理状况调查结果如图２所示［６］。

图２　性别认同障碍当事者心理状况

　　可见伴随焦虑感、不明白自己的状况以及觉得别人理解不
了自己，同时伴随自杀意念的情况占很高比率。

行为表现方面，自杀、自伤、自杀未遂，不去学校以及伴有

精神心理问题等概率较高。尤其是自杀的想法，存在两个高峰

期，第一高峰期是青春期时，第二性征的发育，让 ＧＩＤ患者本人
更加厌恶自己的身体，性别烦恼加重，同时恋爱问题等的出现

加重自杀倾向；第二阶段是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时，这个时期

面临的就业，社会适应，家庭婚姻等问题会增加自杀的概率［６］。

"

　性别认同障碍的治疗
对于性别烦恼患者，依靠心理疗法来改变其性别认同早已

被证明是无效的。心理治疗的目的在于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帮

助其接受自己，更好的探索适合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以及帮助

其得到家庭友人的支持与理解，更好的适应社会等。ＧＩＤ患者
一般会寻求荷尔蒙疗法和手术疗法来使自己的身体特征更加

接近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对于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治疗，包括

对于未成年人的可逆的治疗，荷尔蒙疗法以及手术治疗。不是

每个患者都需要经历这些全部的治疗，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以及

个人的情况而定。实施治疗一般需要精神科、妇产科、泌尿科

以及整形外科的合作，必要的时候还会需要儿童科以及其他部

门的合作。精神科负责诊断，以及其他精神合并症的诊疗，妇

产科与泌尿科负责荷尔蒙的处方，整形外科及泌尿科负责生殖

腺的手术［７］。除此之外，ＭＴＦ患者可能会需要嗓音手术、脱毛、
面部及身体女性化的整形手术等。

２１　荷尔蒙治疗
荷尔蒙治疗一般情况下是ＭＴＦ使用女性荷尔蒙药物，ＦＴＭ

使用雄性激素药物，有不同种类的荷尔蒙药剂以及不同的使用

方式，例如口服、注射、贴剂等［８］。荷尔蒙治疗前需要一系列的

身体检查以避免并发症和副作用，并需要达到本国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同时治疗开始前要知道治疗后的作用，效果，局限以

及副作用等。

对于ＧＩＤ患者希望的治疗开始时间，中眆也教授对１６３
名ＧＩＤ当事者的调查结果如表１所示［４］。

表１　性别认同障碍患者希望得到治疗的年龄

ＦＴＭ
（ｎ＝１１６）

ＭＴＦ
（ｎ＝４７）

回答时的年龄 ２８４±６６ ３２５±１０２

知道性别认同障碍的年龄 ２２０±６６ ２７０±９８

希望得到性别认同障碍有关说明的年龄 １２２±４２ １０７±６１

希望接受荷尔蒙疗法的年龄 １５６±４０ １２５±４０

希望做乳房切除术或丰胸手术的年龄 １６７±４５ １６１±３９

希望做性别转换手术的年龄 １８２±６０ １４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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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ＧＩＤ患者希望荷尔蒙治疗到开始的年纪在青春
期即第二性征发育时，其中ＭＴＦ患者希望年龄更早一点。第二
性征发育时使用荷尔蒙疗法会抑制第二性征的发育，减少第二

性征发育带来的痛苦，会使自己的身体特征更加接近于性别认

同的身体特征，对于未来的生活幸福度有所提高。

２１１　成年人的荷尔蒙治疗
对于成年人的荷尔蒙治疗，值得强调的是，ＭＴＦ当事者在进行荷

尔蒙治疗后，精子减少，睾丸萎缩等生理特征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尤其

对于还未生育的患者来说，在治疗前需要考虑以后生育的问题，例如

精子的冷冻保存或其他的方式等可以保证在开始治疗后可以利用生

殖医疗技术拥有自己的孩子。对于ＦＴＭ患者，在使用雄性激素治疗
后，声音低沉，体毛增加的情况也是不可逆的［９］。２０１２年日本精神神
经学会修改的方针，荷尔蒙治疗开始的年龄从１８岁降到１５岁，并且

需要经过两年以上的临床观察［１０］。根据ＷＰＡＴＨ制定的照护标准第
七版（２０１１年）［３］，荷尔蒙治疗的要求有：①持续且确定被诊断的性别
烦恼；②有能力做出决定及同意治疗；③达到国家要求的最小年龄；④
如果存在显著的医学和精神问题，则需要得到很好的控制。

开始荷尔蒙治疗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特征变化，出现

身体变化的时间从几个月到一两年不等，存在个人差异。在

ＦＴＭ患者使用雄性激素后，会出现嗓音低沉、阴蒂变大、脸部和
身体毛发增长、停经、乳房组织萎缩、性欲增加以及与肌肉质量

相比较身体脂肪的百分比较为减少。对于ＭＴＦ患者，会出现乳
房增长、性欲和勃起功能下降、睾丸萎缩、以及与肌肉质量相比

较身体脂肪的百分比较为增加。中眆也教授对 ＭＴＦ８３名、
ＦＴＭ１３２人，荷尔蒙疗法使用时间分别为（３６±４１）年、（３１
±３３）年，对其身体变化的调查如图３、图４所示［１１］。

图３　ＭＴＦ８３人，荷尔蒙疗法接受时间３６±４１年身体变化状况

图４　ＦＴＭ１３２人，荷尔蒙疗法接受时间３１±３３年身体变化状况

　　根据ＷＰＡＴＨ第七版照护标准，荷尔蒙疗法副作用发生可能性
较高的是：对于ＭＴＦ，使用雌性荷尔蒙，会出现静脉血栓疾患、胆结
石、肝脏酵素增高、高三酸甘油脂血症等；对于ＦＴＭ，使用雄性荷尔

蒙，会出现红血球增多、痤疮、雄性秃发、睡眠呼吸暂停症等。

２１２　未成年人的荷尔蒙治疗
对于有性别烦恼的未成年人来说，根据ＷＰＡＴＨ的研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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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许多在儿童期持有的性别烦恼会在青春期前消失，Ｃｏｈｅｎ－
Ｋｉｔｔｅｎｉｓ等人的跟踪研究发现，儿童时期被诊断为性别认同障碍
的仅有６％ ～２３％持续到成年，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定于自己为
同性恋而不是性别认同障碍［３］。但是青春期出现的性别烦恼，

大多数都持续到了成年期，并且接受荷尔蒙治疗与手术。青春

期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感增强，同时恋爱

交友问题等外因的存在使精神上承受很大痛苦，是自杀自伤的

高峰期。

日本冈山大学医院性别认同障碍门诊部近年来，未成年受诊

者比例超过一成。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４年，对全国学校展开性别
认同障碍有关的状况调查，全国学校关于性别认同障碍相关的教育

咨询事件报告有６０６件［１２－１４］。２０１５年４月，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了
对于性别认同障碍儿童及学生的具体对应办法［１５］。

２０１２年，日本精神神经学会新修改的《性别认同障碍相关
诊断及治疗指南》中指出，第二性征发育初期（Ｔａｎｎｅｒ２期，１２岁
为中心、９～１４岁），性别烦恼增强的话，使用 ＧｎＲＨ（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
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等可逆的药物来抑制第二性征的发育，
未满１２岁的要特别慎重［１１］。ＧｎＲＨ的使用可以暂时抑制第二
性征的发育，减轻性别烦恼的痛苦，让当事者有更多的探索自

我性别的时间，如果以后没有性别认同障碍，则停止药物使用，

身体会继续发育。对于最后发展成为性别认同障碍的当事者，

确诊后转为荷尔蒙治疗，会让身体与所认同的性别更加接近，

对于以后的生活幸福感有所增强。

#

　性别转换手术（
./0 1/2..3456/57 .814/19: ;<;

）

ＭＴＦ要做的手术包括隆乳手术；生殖器手术：阴茎切除手
术、眞丸切除手术、阴道成形手术、阴蒂整型手术、外阴部成形

手术；脸部女性化手术、抽脂手术、脂肪填充手术、嗓音手术、甲

状软骨缩小手术、臀部增大手术以及各种美容手术。ＦＴＭ要做
的手术包括皮下乳房切除手术、塑造男性胸部；子宫切除手术／
双侧卵巢切除手术、重建尿道的固定部分，结合阴核释出手术

或阴茎成形手术（采用带蒂或带血管的皮瓣）、阴道切除手术、

阴囊成形手术、以及植入勃起和／或睾丸的假体；各种美容手术。
日本精神神经学会颁布的性别认同障碍诊断与治疗方针指

出ＳＲＳ的年龄要满足２０岁以上。２００３年日本制定了性别认同
障碍在法律户籍上性别变更的相关法律，自２００４年７月开始施
行，２００８年最终修订版确立［１６］。２００４年，由关西医科大学实施
性别改变手术的麻纪女士（ＭＴＦ）完成了户籍上的性别变更。对
于户籍上更改性别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有：一是对于家庭裁判所

提出更改户籍性别：（１）年龄在２０岁以上；（２）目前未婚状态；
（３）无未成年孩子；（４）没有生殖腺或生殖腺功能处于永久欠缺
状态；（５）身体的生殖器近似认同性别的生殖器。二是同时要提
交性别认同障碍患者有关的诊断结果以及治疗经过和结果，按照

厚生劳动省的要求的事项记载的来自医生的诊断书。

$

　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生殖医疗
对于性别认同障碍患者想要孩子的话，一般有和有孩子的

对象结婚、收养孩子以及用第三方有关的生殖医疗技术这三种

方法，其中与第三方有关的生殖医疗技术是指使用第三方提供

的卵子或精子、代理生育、使用荷尔蒙疗法开始前冷冻的卵子

精子进行生育等技术。对于ＦＴＭ当事者来说，可以用自身冻结
的卵子和第三方提供的精子，体外受精后胚胎移植到妻子体内

生育。对于ＭＴＦ患者来说，使用之前冻结的精子，如果伴侣是

女性，则可以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如果伴侣是男性，则可以使

用第三方提供的卵子然后代理生育［１７］。２０１４年，日本法务省
宣布，ＦＴＭ夫妇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人工受精（ＡＩ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ｏｎｏｒ’ｓｓｅｍｅｎ）后生育的孩子，在法律户籍上
被认为是嫡子，此法律对于以前此类事件也生效［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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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月（１９９２－），女，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应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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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的宣传教育对大学生态度改变的影响
张月１　熊建萍２

１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２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调查了大学生关于同性恋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研究同性恋的宣传教
育是否对被试的态度产生了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眼动分析技术分析被试的内隐态度，采用《大学生对同

性恋态度量表》调查被试的外显态度。结果：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是中性的，但对消极词汇的总注视

时间要显著多于积极词汇（Ｐ＜００５）；通过干预，问卷总分均值有所降低，但达不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６＞
００５），眼动数据前后测差异不显著。结论：大学生对同性恋外显态度比较宽容，但内隐态度相对消极；宣传
教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外显态度，内隐态度改变并不明显。

【关键词】　同性恋；外显态度；内隐态度；大学生；眼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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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医生 Ｂｅｎｅｒｔ提出来的，他认
为同性恋是不能对异性做出性反应，却被与自己属于同一性别

的人所吸引［１］。早期的心理学家则将同性恋看作是一种异常

的心理状态，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

伊德将同性恋理解为一种“性倒错”的心理疾病［２］。《中国精神

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描述为在正常生活条件

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出包括思想、感情和性爱行为等的性

爱倾向，对异性却缺乏或减弱性爱倾向，但也可有正常的性行

为［３］。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男同性恋者有５００～１０００万，同性
恋者总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４０００万［４］，同性恋越来越成为了

人们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同性

恋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宽容。

所谓的态度，就是个体对特定对象以某种特定方式做出反

应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具有评价性的一种内部心理倾

向［５］。根据双态度模型理论，态度一旦形成，通常以两种形式

存在，即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６］。外显态度比较容易受到个体

或者外界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行，它是在意识层面

对个体的认知产生作用的。内隐态度一般都是自动激活的，它

相对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到个体或者外界环境的影响，在无意

识层面对个体的认知产生影响。由于认知的作用，外显态度与

内隐态度可能保持一致，也可能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大

多数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呈现中性的外显态度，但其对同性

恋的内隐态度却表现的相对比较负面［７］。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同性恋者的生活质量直

接受到他们周围人群对他们态度的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以

及社会群体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是不同的。中国社会的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各种文化的涌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同性恋也逐渐被中国社会包容，同性恋者的生活也因此

敢于浮出水面。

大学生代表了高素质的人群，思想观念更为开放，比较容

易接受一些先进的思想，并且可塑性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代表了社会整体态度的

发展方向［８］。了解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意识层面的外显及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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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层面的内隐态度，可以对整个社会关于同性恋的态度有一个

详尽、深入、全面的了解，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方法

消除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偏见，使同性恋者可以生活在阳光

下，提高同性恋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本实验特对大学生群体进

行研究。

以往的研究中，对内隐态度的测量主要采用的是内隐联想

测验［９］，本实验则试图从眼动研究的角度探索大学生对同性恋

的内隐态度。在眼动研究中，被试只需要随意注视刺激，这样

就大大降低了被试的防御心理，反映出被试对不同刺激材料的

加工及偏爱，从而能够反映出被试的内隐态度［１０］。崔燕在其大

学生对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就采用了眼动方法对内

隐态度进行了验证性研究，结果显示，当呈现“独生子女”概念

词时，被试对消极属性词的加工时间较长，被试表现出对消极

属性词的偏好，证实了大学生对独生子女的消极刻板印象的

存在［１１］。

据此本研究以对同性恋的积极形容词和消极形容词为研

究对象，记录被试观看这两类词语时的眼动轨迹，以此探讨被

试对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同时采用《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问卷》对

被试的外显态度进行调查。之后，每隔１周让被试观看同性恋
的宣传材料，共４次，１个月后，对被试进行相同的问卷和眼动
后测实验，分析干预活动在被试对同性恋态度的改变上是否

有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选取河南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６４名，由于实验数据缺
失等原因，剔除了３名被试，参加数据处理的正式被试为６１名。
其中男生２２名，女生３９名，被试年龄均为２０～２４岁。所有的
被试均为自愿接受调查测试，其视力或者矫正视力全部正常。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

由涂沅贗和陈学志编写［１２］，该问卷一共有１８个问题，包括
了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８７～０９３。
１２２　眼动记录仪

眼动记录仪采用的是由加拿大 Ｓ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研究开发
的Ｅｙｅ－ｌｉｎｋ１０００眼动记录仪。眼动实验的目标刺激采用词语
“同性恋”。属性词由２０个积极形容词和２０个消极形容词组
成。在正式实验前，由４５（２０男，２５女）名大学生每人分别写出
５～１０个描述同性恋的积极形容词和消极形容词，从这些词中
挑选出出现频率较高的２０个积极词汇和２０个消极词汇，并使
这些词汇涵盖的范围尽量广。

最后得到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如下：积极词汇：聪明、健

康、和谐、浪漫、阳光、乐观、高尚、勇敢、优秀、真爱、甜蜜、希望、

坚强、开朗、诚挚、积极、喜悦、认真、温馨、坦率；消极词汇：腐败、

奇葩、颓废、恶心、下流、自私、卑鄙、丑陋、猥琐、阴暗、疯狂、萎

靡、低劣、邪恶、不孝、扭曲、变态、肮脏、可耻、堕落。

１３　实验设计和程序
眼动实验采用的是单因素完全被试内设计，要求每个被试

同时观看随机呈现的积极形容词和消极形容词的所有图片。

将形容词的类型（积极形容词、消极形容词）作为实验的自变

量，因变量为总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和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等眼动指标。如果被试对消极词汇注视时间更长，那么在内隐

态度中对同性恋是排斥的；如果被试对积极词汇注视时间更长，

那么被试在内隐态度上是不排斥同性恋的。

本实验对所有被试分别施测。具体步骤如下：（１）实验开
始前，让被试进入实验室，适应实验室的环境，向被试简单介绍

眼动记录仪的基本情况，告知被试本实验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伤

害，消除被试的担忧及紧张的情绪感；（２）指导被试将下颌放在
下颌托上，调节下颌托到被试舒服的高度；（３）请被试认真阅读
如下指导语：“同学您好！欢迎您来参加本次心理学实验！在

接下来的实验中，，每个页面上您将看到一个或两个词语，请您

认真理解每个词语的意思。每个页面将会呈现一段时间，之后

会自动切换到下个页面，您只需认真观看并理解每个词语。感

谢您的参与！”（４）确认被试理解实验流程后，开始实验前的校
准程序，采用 ９点校准；（５）校准成功后进入正式的眼动实验；
（６）眼动实验结束之后，进入外显态度的施测，要求被试认真填
写《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７）筛选出消极外显态度的被
试，每周让被试观看一次同性恋的宣传材料（两次视频两次文

字材料），连续４周；（８）四周后对消极外显态度的被试进行相
同形式的实验后测（随机调换眼动实验中词语呈现的顺序）。

１４　数据处理
实验结束后，剔除眼动记录不完整或者问卷填写有遗漏的

无效数据。眼动实验数据中，每组图片分别以积极词汇和消极

词汇为中心划分出两大兴趣区。眼动仪记录各兴趣区内的眼

动指标。将眼动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２１　前测结果
２１１　外显态度结果

４７名大学生的《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的结果如表１。
结果显示：４７名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呈中性，在认

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上，被试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呈中性。

表１　４７名大学生在《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量表》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总分 认知 情感 行为

Ｍ ６０１３ ２０６４ １９２３ ２０２６

ＳＤ １８０６ ５７５ ６７９ ６６９

４７名大学生的《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问卷》结果如表２、表３。
结果显示：很少有被试对同性恋表现出极端的态度倾向，

包括完全不排斥和非常排斥，大多数被试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中

性的。

表２　４７名大学生在《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问卷》总分上的频数分布

分数

范围

１８～３６
完全不排斥

３７～５４
不太排斥

５５～７２
中性

７３～９０
有点排斥

９１～１０８
非常排斥

Ｎ ３　 １７　 １５　 ９　 ３　

％ ６３８ ３６１７ ３１９１ １９１５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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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４７名大学生在《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问卷》各维度上的频数分布

分数

范围

６～１２
完全不排斥

Ｎ ％

１３～１８
不太排斥

Ｎ ％

１９～２４
中性

Ｎ ％

２５～３０
有点排斥

Ｎ ％

３１～３６
非常排斥

Ｎ ％

认知 ３ ６３８ １６ ３４０４ １８ ３８２９ ８ １７０２ ２ ４２６

情感 ７ １４８９ １８ ３８２９ １０ ２１２８ ９ １９１５ ３ ６３８

行为 ７ １４８９ １０ ２１２８ １８ ３８２９ ９ １９１５ ３ ６３８

２１２　内隐态度结果
本实验统计了在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所在兴趣区的眼动

指标，进行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见表４。
结果表明，被试对消极词汇的总注视时间显著多于对积极

词汇的总注视时间，Ｐ＜００５；被试对积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间
与被试对消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被试
对积极词汇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与消极词汇没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

表４　４７名被试对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注视时间的比较

积极词汇 消极词汇 ｔ Ｐ

总注视时间　　　 １５９２６０±７４１０５１７０２４８±７４７３７ －２３２００２

首次注视时间　　 ３０６２１±２７２５９ ２９３７０±２７２４９ 　１０６０２９

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７７９７２±６９５３８ ８１３７８±７２７８１ －１０３０３１

为了探讨外显态度分别呈积极和消极的被试，他们的内隐

态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外显态度量表总得分分组，将外显

态度总得分大于等于５５的２７个被试归为消极外显态度组，将
外显态度量表总得分小于５５的２０个被试归为积极外显态度
组。分别对积极外显态度组和消极外显态度组做配对样本ｔ检
验。结果见表５。

结果表明，外显态度积极的被试对积极词汇的总注视时间

显著大于对消极词汇的总注视时间，对积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

间与消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对积极词汇的首次

加工注视时间显著大于对消极词汇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外显

态度消极的被试对消极词汇的总注视时间显著大于对积极词

汇的总注视时间，对消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间与对积极词汇的

首次注视时间无显著差异，对消极词汇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显

著大于对积极词汇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表５　积极外显态度组和消极外显态度组的被试在积极词汇和消极词
汇上的眼动指标的比较

积极词汇 消极词汇 ｔ Ｐ

总注视时间　　　

　积极外显　　　 １８８４９４±７３１３２１４０６０７±６７３０５ 　７１２０００

　消极外显　　　 １３８０６３±６７７５２１９２７６９±７２０９３ －９３６０００

首次注视时间　　

　积极外显　　　 ３４５０９±３４４６９ ３３８０８±３７８６８ 　０２９０７８

　消极外显　　　 ２８３８８±２４９４３ ２７０８２±２２１８１ 　０９６０３４

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积极外　　　显 ９３８２５±８４４４６ ７４１２３±５９４６２ 　３９５０００

　消极外显　　　 ６６５８０±５４５３１ ８８０３０±８２４０５ －４９７０００

２２　后测结果
对消极外显态度的被试进行干预，４周后对被试进行相同

形式的后测。

２２１　外显态度结果
前后测的外显态度数据进行配对ｔ检验，结果见表６。
结果表明：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在接受了４周的同性恋材

料的宣传教育活动后，问卷总分均值有所降低，但达不到显著

水平（Ｐ＝００６＞００５）；在情感维度的均值也有略微降低。

表６　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干预前后问卷数据比较

前测 后测 ｔ Ｐ

总分 ６５０６±５８５ ６２３４±１０３ 　１９２ ００６

认知 ２２９４±２２６ ２３００±１７８ －０１２ ０９１

情感 ２０４１±４１０ １８５３±４００ 　１７７ ００９

行为 ２１７２±２５８ ２０８１±２３６ 　１４６ ０１６

２２２　内隐态度结果
对消极外显态度组的被试在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上前后

测的眼动指标分别进行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见表７、表８。
结果表明：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在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前

后测的总注视时间上均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积极词汇的
后测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显著低于前测的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Ｐ＝００４＜００５；消极词汇后测的首次注视时间又显著高于前
测的首次注视时间，Ｐ＝０００＜００５。

表７　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在积极词汇上前后测的眼动指标比较

前测 后测 ｔ Ｐ

总注视时间　　　 １５３７５３±６５４１６ １５５５３２±２８６９ －０４５０６５

首次注视时间　　 ２９８６３±２６１２５ ３１０１０±２５６１３ －０７８０４４

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８２８８７±６４８５１ ７５６４５±５８１８８ 　２０３００４

表８　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在消极词汇上前后测的眼动指标比较

前测 后测 ｔ Ｐ

总注视时间 １７１２６１±６９７８６１７１９１８±７４１５６ －０１６０８８

首次注视时间 ２７８８７±２２０８９ ３６２３１±３８３５６ －４６００００

首次加工注视时间 ８７７１５±７３２７４ ９３２６７±７７６６８ －１２６０２１

#

　讨论
３１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态度

外显态度的测量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同性恋持有中性的外

显态度，既不过度支持，也不过度排斥，很少有被试表现出极端

态度倾向。外显态度即意识层面的态度［１３］，大学生倾向于对同

性恋保持中立态度。随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大学生能

够认识到，同性恋只是对爱的另一种选择，如同社会大众选择

异性恋一样，这种选择并无对错好坏之分。并且此选择部分是

由先天决定的，并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近年来对大学生同性

恋态度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可度有逐年递增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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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１４］。但是，由于受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性恋排斥的熏

陶，以及同性恋会造成的一些传统观念里不被人接纳的后果，

这些可能会使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再

次，由于中国传统的中庸观念的影响，被试可能不会对同性恋

持有极端态度。但是，总体上，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态度已

经从以前的“变态”、“罪恶”等等极端消极不接受的态度逐渐地

转变为今天的“宽容”、“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１５］。

３２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内隐态度
眼动实验结果显示，总注视时间指标上看，被试对同性恋

持消极内隐态度，并且差异显著；在首次注视时间指标上，被试

对同性恋持积极内隐态度，但差异不显著；在首次加工注视时

间指标上，被试对同性恋持消极内隐态度，但差异不显著。在

总注视时间上有显著差异，而在反映早期加工阶段的指标上没

有差异，这有可能是因为被试的内隐态度的加工过程较长，在

早期加工阶段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１６］。

研究表明，在总体上，被试持有中性的外显态度，但是内隐

态度上却是消极的。这可能是因为：态度来源于人们的本性以

及人们的社会环境，有些来源于个体的内在的主观世界，有些

则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１７］。外显态度容易改变，受外界环境

影响较大，被试迫于社会压力，会有意识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态

度；内隐态度具有稳定性，不易被改变，是被试意识不到的，因

此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出现了分离，内隐态度更能真实反应被

试的态度。原因之二是，外显态度划分较细，分为完全不排斥、

不太排斥、中性、有点排斥和非常排斥五个等级，而内隐态度仅

仅划分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次，在数据分析时会出现差异。

外显态度积极的被试更倾向于关注积极词汇；外显态度消

极的被试更倾向于关注消极词汇。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保持

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被试为了保持认知协调，避

免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感受，表现出与内隐态度一致的外显态

度；第二，由于在施测过程中，被试完成眼动实验后，立即进行

外显态度问卷的调查，眼动实验施测过程中，唤醒了被试的内

隐态度，改变了被试的外显态度，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保持一

致；第三，可能由于眼动实验并没有真正测量到被试的内隐态

度，而依然停留在外显态度层面。

３３　同性恋的宣传教育对大学生外显态度的影响
消极外显态度被试干预前后的问卷数据表明：被试在接受

了四周的同性恋材料的宣传教育活动后，问卷总分均值有所降

低，大致上，被试的外显态度还是有转向积极外显态度的倾向。

问卷结果显示，总分前后测差异达不到显著水平，有两种

可能：第一，筛选出的消极外显态度组被试数量不够大，阻碍了

在统计上产生显著差异，影响了实验结果；第二，被试仅仅接受

了四次同性恋的宣传教育，每次时间较短，对被试的干预强度

不够，因而被试的态度改变不明显。

３４　同性恋的宣传教育对大学生内隐态度的影响
消极外显态度被试干预前后的眼动数据表明：被试在接受

了４次同性恋材料的宣传教育活动后，在总注视时间指标上，无
论是积极词汇还是消极词汇，内隐态度都没有显著的改变。内

隐态度是人们内在的无意识的态度［１８］，内隐态度的形成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内隐态度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改变

的，需要长期对被试施加影响，而４次同性恋的宣传教育只是对
被试的一个短暂影响，无法改变被试的内隐态度。

在反应早期加工阶段的眼动指标上，被试对积极词汇的首

次加工注视时间显著降低，对消极词汇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升

高，表明在早期加工阶段，被试对同性恋的内隐态度更加消极，

总的内隐态度没有改变，因而，在晚期加工阶段被试对同性恋

的内隐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内隐态度的加工过程较长，在早期

加工阶段，由于社会文化的长期影响，被试无意识的态度即是

消极的，而经过同性恋的宣传教育活动，被试有意识的控制了

对同性恋的态度，转而变得积极。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对同性恋持有比较

宽容的外显态度；大学生对同性恋呈现出相对消极的内隐态

度；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不一致，要了解人

们对同性恋的真正态度，应了解内隐态度；对同性恋的宣传教

育可以使大学生的外显态度更积极；对同性恋的宣传教育不能

显著改变大学生的内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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