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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２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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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２例男性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ＩＨＨ）的诊治经过及生育结局，
结合文献复习，探索ＩＨＨ的诊疗途径和预后。２例男性 ＩＨＨ患者分别因不育和发育问题求治，病例均经过
ＨＣＧ和ＨＭＧ联合治疗，分别于治疗后３个月、１２个月出现第二性征发育、睾丸总容积增加，分别于治疗后１
年、１年半产生精子，分别于治疗后１年半及２年使配偶自然妊娠。通过对上述病例的总结及文献复习，ＩＨＨ
患者的治疗结局较好，生育结局满意。

【关键词】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药物治疗；精子；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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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ｈｙｐｏｇｏ
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ＩＨＨ）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疾病，其病理
生理改变是产生促性腺激素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分泌减少，

由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
ＲＨ）的作用未能对正常的垂体 －性腺轴产生足够的刺激所引
发的性腺功能减退。由于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十分

复杂，对其治疗也比较困难，且普遍缺乏规范化诊疗规范，加强

对其研究非常重要［１］。尽量发掘那些可以有效治疗的疾病，并

将其治疗方法规范化、系统化地展示出来，十分必要，而作为男

性不育症病因之一的ＩＨＨ，就是这种可以有效治疗的疾病，而且
绝大多数患者的预后良好，值得深入探索。我们报告２例 ＩＨＨ
患者的成功诊治经过及预后，并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复习，探索

针对ＩＨＨ患者的临床应对策略。
!

　病例
!

１１　病例资料
基本资料：男性，２４岁，因“婚后２年不育”求治。每周性交

１～２次，射精量极少，自述晨勃罕见。查体：身高１７４ｃｍ，体重
７０ｋｇ，腋毛稀少，胡须、喉结未见，双侧乳腺发育中等，阴毛稀少，
阴茎发育尚可，双睾丸容积１ｍＬ。

实验诊断：精液常规检查精液量０６ｍＬ，ｐＨ７０，液化时间
６０ｍｉｎ不完全液化，离心未见精子。内分泌激素：ＦＳＨ：１０ＩＵ／Ｌ，
ＬＨ：０５１ＩＵ／Ｌ，Ｔ：０７２ｎｍｏｌ／Ｌ，Ｅ２：２９０４ｐｇ／ｍＬ，ＰＲＬ：７２ｎｇ／ｍＬ。

染色体［２］：４６，ＸＹ；Ｙ染色体微基因缺失检查［３］：未见缺失。

１２　诊治经过
于门诊给予绒促性素粉针（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

ＨＣＧ，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０Ｕ／次，２次／周，肌注，治
疗后１个月复诊，自觉睾丸有涨感，可耐受。将 ＨＣＧ剂量调整
至３０００Ｕ肌注，２次／周；尿促性素粉针（ｈｕｍａｎ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ｇｏｎａ
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ＨＭＧ，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７５Ｕ肌注，２次／周。

治疗后３个月复查：自诉出现胡须生长，腋毛和阴毛增多，
阴茎晨勃次数增多，精液量增多。查体：双侧睾丸容积３ｍＬ；内
分泌激素测定：ＦＳＨ：０４ＩＵ／Ｌ，ＬＨ：０６８ＩＵ／Ｌ，Ｔ：２２１ｎｍｏｌ／Ｌ，Ｅ２：
２８６ｐｇ／ｍＬ，ＰＲＬ：１５ｎｇ／ｍＬ。用药半年复查：自觉男性第二性征
又有所改善，左睾丸容积３ｍＬ，右睾丸容积５ｍＬ，精液分析无精
子。用药后１年复查：男性第二性征进一步改善，左睾丸容积增
加至 ５ｍＬ，右睾丸容积增加至 ７ｍＬ；内分泌激素测定：ＦＳＨ：
１７６ＩＵ／Ｌ，ＬＨ：０３ＩＵ／Ｌ，Ｔ：５４１ｎｍｏｌ／Ｌ，Ｅ２：４５７１ｐｇ／ｍＬ，Ｐ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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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ｎｇ／ｍＬ。精液常规：可见１～３个活精子／ＨＰＦ。药物治疗期
间，患者每３～６个月复查精液常规，至治疗１２个月后精液检查
发现精子。双侧睾丸逐渐增大，至治疗１年时左睾丸容积５ｍＬ，
右睾丸容积７ｍＬ。

治疗后其配偶１年半自然受孕，生育１子，健在。
"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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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病例资料
基本资料：男性，２０岁，因“自觉生殖器发育不良、无遗精、

体力差、无晨勃”求治，手淫可以勉强排精。查体：身高１６８ｃｍ，
体重５５ｋｇ，胡须、喉结未见，双侧乳腺轻微发育，阴毛、腋毛未
见，阴茎发育尚可，双睾丸容积１ｍＬ。

实验诊断：精液常规检查精液量：０４ｍＬ，ｐＨ值７０，液化时
间 ６０ｍｉｎ，不完全液化，离心未见精子。内分泌激素：ＦＳＨ：
１７ＩＵ／Ｌ，ＬＨ：０２ＩＵ／Ｌ，Ｔ：０７９ｎｍｏｌ／Ｌ，Ｅ２：７８ｐｇ／ｍＬ，ＰＲＬ：
６４ｎｇ／ｍＬ。染色体：４６，ＸＹ，Ｙ染色体微基因缺失检查：未见
缺失。

２２　诊治经过
于门诊给予十一酸睾酮胶丸（ＣａｔａｌｅｎｔＦｒａｎｃｅＢｅｉｎｈｅｉｍ

ＳＡ，批准文号：Ｈ２００９１０４７）８０ｍｇ／次，２次／ｄ，
１２个月后复查自觉体力改善、晨勃出现，双侧乳腺有所缩

小、无遗精。查体：双侧睾丸容积１ｍＬ。２年后因患者拟结婚，
并有生育要求，治疗方案调整为：ＨＣＧ２０００Ｕ／次，２次／周，肌
注。治疗后３个月复查：精液量增多，出现阴毛，阴茎勃起次数
增多、胡须出现，双侧睾丸容积增大。查体：双侧睾丸容积

２５ｍＬ，内分泌激素：ＦＳＨ：１８ＩＵ／Ｌ，ＬＨ：０６ＩＵ／Ｌ，Ｔ：１１８ｎｍｏｌ／
Ｌ，Ｅ２：６２ｐｇ／ｍＬ，ＰＲＬ：３２１ｎｇ／ｍＬ。

应用ＨＣＧ治疗半年复查：男性第二性征进一步改善，双侧
睾丸容积４ｍＬ。随后进行治疗方案的再次调整，ＨＣＧ３０００Ｕ／
次，２次／周，肌注；ＨＭＧ７５Ｕ，２次／周，肌注。

应用促性腺激素治疗１年复查：左睾丸容积增加至７ｍＬ，右
睾丸容积增加至６ｍＬ，阴毛继续增多，阴茎勃起好，有女友后可
完成性生活。精液常规：未见精子。将 ＨＣＧ剂量调整为
３０００Ｕ，２次／周，肌注，ＨＭＧ用量不变，应用促性腺激素治疗１
年半复查，双侧睾丸７５ｍＬ，精液常规：ｐＨ：７５，精液量：０８ｍＬ，
液化时间：２０ｍｉｎ，精子浓度：０６６４亿／ｍＬ，活动率：７１６％。
２年时其配偶自然妊娠。

"

　讨论
ＩＨＨ是一种临床少见疾病，发病率约１／１００００，男女比４∶

１。成年男性患者临床特点：第二性征缺乏、睾丸发育不良、不
育。我们报告的２例 ＩＨＨ患者，均为第二性征缺乏，总睾丸容
积较小（＜２ｍＬ），无精子症，１例以“不育”为主诉就诊，另外１
例以“睾丸发育不良”求治，并在成年婚后也有生育诉求。

对于那些暂时没有生育诉求的ＩＨＨ患者，ＩＨＨ的治疗以维
持男性第二性征的正常发育，并为后续的治疗生育问题奠定基

础［４］，文献报道均以雄激素替代治疗来维持男性第二性征［５，６］，

以促性腺激素治疗解决生育问题［７，８］。本文报告的这 ２例患
者，１例因就诊时未婚，暂时无生育要求，以雄激素替代治疗来
维持男性第二性征，治疗期间尽管患者的睾丸容积无明显改

变，但出现显著的男性第二性征，主要包括晨勃和遗精，体毛增

多，体力明显改善，为其处对象和结婚奠定了基础。待患者结

婚准备生育时，应用促性腺激素也获得了理想的生育结局，表

明在暂时没有生育诉求时的睾酮替代治疗并不会影响后续的

促进生育药物治疗，这个观点早已经被证实［５，９－１１］。

对于本文报道的这２例患者，在其有生育诉求后，我们均采
用了促性腺激素的强化治疗，ＨＣＧ２０００Ｕ／次，２次／周，肌注；
ＨＭＧ７５Ｕ／次，２次／周，肌注。治疗期间 ＨＣＧ剂量逐渐增加至
５０００Ｕ／次，肌注，２次／周。第１例患者经 ＨＣＧ和 ＨＭＧ联合治
疗１年，产生精子，１年半时其配偶自然妊娠。第２例患者在应
用促性腺激素治疗１年半时出现精子，２年时候其配偶自然怀
孕。综合文献报道，绝大多数ＩＨＨ患者接受促性腺激素治疗的
预后良好，患者的睾丸可以逐渐增大，并可以恢复产生精子的

能力［１２］，不同的研究结果略有差异［６，１３－１５］，７０％ ～９５％的患者
可产生精子，产生精子的时间为６～１０个月，刚好与本文报道的
这２例情况相符合。

综合文献分析［１６－１８］，ＩＨＨ患者经过系统治疗后是有可能
达到生育的目的，甚至可以达到自然妊娠的目的［１２］；即使精子

浓度不能达到正常值水平，仍有可能使配偶自然妊娠，自然妊

娠率约４４％［１６］。本文报道的第１例患者的配偶怀孕时，精液内
仅可见１～３个活精子／ＨＰＦ。

本文报道的这２例患者的诊疗过程和结局具有一定的典型
代表意义，其特点是：初次就诊时的睾丸容积小，总体积 ＜２ｍＬ，
促性腺激素（ＬＨ、ＦＳＨ）水平低，睾酮（Ｔ）水平低，经过 ＨＣＧ和
ＨＭＧ联合治疗，均获得了理想的自然生育结局。其中第１例患
者的睾丸容积分别为５ｍＬ和７ｍＬ，虽然精子数量少（１～３个活
精子／ＨＰＦ），但仍可使配偶自然妊娠。第２例患者总睾丸逐渐
增大至１３ｍＬ，在治疗１８个月时产生了足够数量的精子并使其
配偶自然妊娠。与检索文献获得的结果类似，即 ＩＨＨ患者的睾
丸容积不一定完全恢复到健康男性的平均发育水平，甚至精子

数量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仍然有可能使配偶自然妊娠。

结合本文报道的这２例ＩＨＨ患者的诊治情况，通过检索文
献，提示ＩＨＨ是可以有效治疗且治疗效果良好的疾病，治疗结
局满意，通过治疗，可以有效维持男性第二性征，使睾丸容积增

加，产生精子，亦有使配偶自然妊娠的可能，以其达到生育后代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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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沙坦联合金水宝胶囊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
障碍的临床研究
董刚１　纪静２△　林琳３　孙洁４　尹丰１

１唐山市弘慈医院泌尿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唐山市开滦总医院感染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３唐山市弘慈医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４唐山市弘慈医院普外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的基础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缬沙坦和金水宝
胶囊治疗；对照组仅给予缬沙坦治疗，治疗３个月。男性性功能采用 ＩＩＥＦ－５评分进行评估，女性性功能评
分采用ＦＳＦＩ量表进行评估。结果：观察组男性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２９９±２３３）分，治疗后为（１８７９±
２６１）分；对照组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２８５±２４１）分，治疗后为（１５９２±２７４）分。观察组女性治疗前
ＦＳＦＩ评分为（５２６３±６３４）分，治疗后为（６７９６±５６２）分；对照组治疗前ＦＳＦＩ评分为（６７９６±５６２）分，治
疗后为（６１７４±５７７）分。两组治疗后均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经统计学检
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性功能障碍；中西医结合；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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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６７．９６±５６２）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ｔｗａｓ（６７．９６±
５６２）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６１．７４±５．７７）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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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合并症之一，是进展为
终末期肾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１］，治疗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恰

当会逐渐发展为肾脏功能衰竭，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２］。研

究发现，糖尿病肾病患者面临较大的生理及心理症状，对其生

活质量存在明显影响，其中性功能障碍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并发

症，而患者常常因难以启齿等原因不能及时告知，妨碍其正常

生活［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医院接受
治疗的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分析并探讨中
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

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糖
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男６４例，女５６例；年龄
为３４～６１岁，平均年龄为（５１５９±４５７）岁。纳入标准：（１）符
合《中国 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年版）糖尿病诊断标
准［４］；（２）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１）其他原因所致性功能
障碍；（２）药物过敏者；（３）恶性肿瘤。现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方面
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６０）对照组（ｎ＝６０） χ２／ｔ Ｐ

平均年龄（岁） ５１６３±４５６ ５１５１±４５９ ０１４ ＞００５

性别（男／女） ３３／２７ ３１／２９ ０１３ ＞００５

糖尿病病程（年） １０４３±２４２ １０７３±２４７ ０６７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的基础治疗，包括降糖治疗、饮食、运

动等。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缬沙坦（国药常州四药制药有

限公司，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１１８）８０ｍｇ／片、１次／ｄ和金水宝胶囊（江西
济民可信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８９０００３）０３３ｇ／
粒、３次／ｄ治疗。对照组仅给予缬沙坦治疗，治疗３个月。
１３　评价标准

男性性功能采用ＩＩＥＦ－５评分进行评估，女性性功能评分
采用ＦＳＦＩ量表进行评估［５］。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了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数据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男性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男性患者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２９９±２３３）分，
治疗后为（１８７９±２６１）分；对照组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评分为
（１２８５±２４１）分，治疗后为（１５９２±２７４）分。两组治疗后均
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经统计学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男性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对比

ＩＩＥＦ－５评分 观察组（ｎ＝３３）对照组（ｎ＝３１） ｔ Ｐ

治疗前（分） １２９９±２３３ １２８５±２４１ ０３２ ＞００５

治疗后（分） １８７９±２６１ １５９２±２７４ ６１８ ＜００５

ｔ １２８４ ６５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女性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女性治疗前 ＦＳＦＩ评分为（５２６３±６３４）分，治疗后

为（６７９６±５６２）分；对照组治疗前ＦＳＦＩ评分为（６７９６±５６２）
分，治疗后为（６１７４±５７７）分。两组治疗后均有明显改善，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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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女性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

ＦＳＦＩ评分 观察组（ｎ＝２７）对照组（ｎ＝２９） ｔ Ｐ

治疗前（分） ５２６３±６３４ ５１６４±６７４ ０８３ ＞００５

治疗后（分） ６７９６±５６２ ６１７４±５７７ ５９８ ＜００５

ｔ １４０２ ８８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也是导致患者

预后不佳、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６］。目前临床上针对糖尿病肾

病的治疗原则是及早发现、早期防治，从而抑制、延缓糖尿病肾

病的进程，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７］。随着医学技术及人文理

念的逐渐提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目

的之一［８］。研究发现，随着糖尿病肾病严重程度的逐渐加深，

患者工作以及日常生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行动不便、疲

惫不堪、性功能障碍等等均是较为常见的症状［９］。糖尿病肾病

并发男性性功能障碍（勃起障碍）的机制尚不清晰，但基本肯定

与血管内皮损伤、一氧化氮合成不足有关［１０］。同时，糖尿病肾

病对女性性欲、性唤起等也存在明显影响［１１］。除疾病病理原因

导致的血管、周围神经等病变引起性功能障碍之外，因疾病引

起的精神压力过大也是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１２，１３］，患者

对于糖尿病肾病疾病本身过分担心、焦虑、恐惧不安可明显进

一步影响性功能。

有报道显示，对２型糖尿病患者或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尽
早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和血管紧张素 ＩＩ受体
拮抗剂（ＡＲＢ）类药物，可明显降低患者尿蛋白排泄，对患者生
活质量及预后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１４，１５］。金水宝胶囊从中医

角度具有秘精益气、滋肺补肾的效果，临床主要用于肺肾两虚、

腰膝酸软、神疲乏力等患者；从西医角度来看，该药物在药理学

方面具有抗炎、镇静、促性腺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轻度降血压功

效［１５，１６］。张成秋等［１８］证实，金水宝胶囊联合氯沙坦钾比单纯

应用单一药物在治疗早期肾损伤中更有效果，患者血清胱抑素

Ｃ、β２－微球蛋白及超敏Ｃ反应蛋白降低更为明显，对肾功能的
保护及稳定效果更优。这其中明显肯定了金水宝胶囊在调节

血糖、血脂及肾功能方面的作用。由于男女性功能障碍评分不

同，因此将男女患者分开统计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男

性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２９９±２３３）分，治疗后为（１８７９±
２６１）分。观察组女性治疗前ＦＳＦＩ评分为（５２６３±６３４）分，治
疗后为（６７９６±５６２）分。分析发现，两组治疗后均有明显改
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经统计学检验，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进一步说明，中西医联合
治疗效果要优于单纯应用西药治疗，两种方法协同作用，更快

恢复对周围神经的营养供应，促进性功能障碍的恢复。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性功能障碍患

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对于男性勃起障碍及女性性唤起等能

力改善较为明显，优于西药单独治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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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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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ｈａｓｅＩＩＩ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ｘ
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１０（９）：２３１２－２３２５．

［１３］　张晋红，章国英．贝那普利与缬沙坦双重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
系统对老年糖尿病肾病疗效的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
（４）：８９０－８９１．

［１４］　施耀方，邵新宇，周惠娟，等．西地那非治疗育龄女性２型糖尿病
患者性功能障碍的效果观察．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３，２８（１９）：１７６１
－１７６２．

［１５］　岳增宝，柯明辉，马文君，等．论肾虚血瘀是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
碍的基本病机．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８１－８３．

［１６］　杜渊，杜浩昌，李春庆，等．带涤纶套中心静脉导管在糖尿病肾病
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失功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全科医学，
２０１２，１５（２）：１７５－１７８．

［１７］　谷丽娟，刘建萍．２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
与肾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研究．山东医药，２０１２，５２（３３）：１５－１７．

［１８］　张成秋，殷济清，辛青，等．金水宝胶囊联合氯沙坦钾干预高血压
病阴阳两虚证患者早期肾损害的临床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２０１３，３３（６）：７３１－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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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治疗Ⅲ型前列腺炎的临
床效果评价
余家俊　郭永连△　李国灏　朱晨曦　王勇　万志华
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研究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在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为临床提
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我院诊治的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０例，根据治疗措施不同将
患者分为对照组５０例和观察组５０例，对照组每天口服０２ｇ左氧氟沙星，观察组每天口服０４ｍｇ双倍剂量
盐酸坦洛新缓释片，４周为１个疗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疗效率为９３３％，高于对照
组的８００％（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前列腺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尿情况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ＩＬ－６及ＴＮＦ－α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相比，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采用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
片治疗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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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中青年男性中的常见病和难治病，约有
５０％男性患者会受到慢性前列腺炎的困扰，患者发病后主要以
盆腔疼痛、排尿异常等为主，影响患者心理、生理健康［１］。而ＩＩＩ
型前列腺炎则包括了慢性前列腺炎和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占

慢性前列腺炎的９０％［２］。临床上，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
障碍发生率较高，如勃起功能障碍、性欲减低等，导致患者生活

质量下降。近年来，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在ＩＩＩ型前列腺

炎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３］。为了探讨双倍剂量盐酸坦

洛新缓释片在 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选取
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医院诊治的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０
例。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我院诊治的 ＩＩＩ型前
列腺炎患者１００例，根据治疗措施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１９～５４岁，平均（３２２±２４）岁；病程
６个月～１０年，平均（４３±２１）年。观察组５０例，年龄２０～５５
岁，平均（３４１±２７）岁；病程５个月～９９年，平均（４５±２４）
年。纳入标准：（１）患者均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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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标准［４，５］；（２）入院时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早泄、ＥＤ、勃起不坚等。排除标准：（１）排除不
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２）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３）
排除合并其他疾病者。本试验均在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下进

行，且试验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前患者经７ｄ药物洗脱期后开始用药。对照组采用左

氧氟沙星治疗方法：患者口服左氧氟沙星片（海南普利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７７３１），０２ｇ／次，２次／ｄ，连续服用４
周（１个疗程）。观察组采用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治疗方
法：患者口服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０３９２），０４ｍｇ／次，２次／ｄ，连续服用４周（１个
疗程）。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全程随访，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

征、临床表现、尿常规变化情况［６，７］。

１３　疗效标准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采用自拟问卷调查表测定经前

列腺炎指数症状减轻９０％以上；好转：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改善，
经前列腺炎指数测定症状减轻６０％ ～９０％；无效：患者临床表
现加重或需调整方案治疗［８］。有效率＝显效率＋好转率。
１４　观察指标

（１）观察两组患者治疗４周后临床有效率；（２）观察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尿情

况评分；（３）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Ｌ－２、ＩＬ－６及 ＴＮＦ－α
水平（采用双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９］。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统计处理，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采用

ｎ（％）表示，计量资料行ｔ检验，采用（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率比较

观察组疗效率为 ９６０％，高于对照组的 ７８０％（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３５（７００） １３（２６０） ２（４０） ４８（９６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７（５４０） １２（２４０） １１（２２０） ３９（７８０）

χ２ ７９４

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
分及排尿情况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列腺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尿
情况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前列腺
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尿情况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２、ＩＬ－６及ＴＮＦ－α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ＩＬ－２、ＩＬ－６及 ＴＮＦ－α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６及 ＴＮＦ－α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
尿情况评分比较

组别
前列腺炎症状

指数评分

疼痛不适

评分

排尿情况

评分

观察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２２７０±１９６ １３８２±１７６ ８１２±２１１

　治疗后 １１６１±２５３ａｂ ３６７±１９３ａｂ ２１３±１１３ａｂ

对照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２１５２±２１４ １２３２±３６２ ７７６±２５４

　治疗后 １７４６±１８７ｂ ９７６±１３５ｂ ５５８±０７７ｂ

　　注：ａＰ＜００５表示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Ｐ＜００５表示
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２、ＩＬ－６及ＴＮＦ－α水平比较（ｐｇ／ｍＬ）

组别 ＩＬ－２ ＩＬ－６ ＴＮＦ－α

观察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３９７２２±９２５２ １１０５６±２４５４ ８２７４±１４８９

　治疗后 ６０２３３±１２３１７ａｂ ７６８６±２２６７ａｂ ４２１７±１０２３ａｂ

对照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４０５７３±８９４４ １０８２４±２２５２ ８４３３±１５３４

　治疗后 ５１５２８±１５５２４ｂ ９０５３±１７１４ｂ ５６６７±８９７ｂ

　　注：ａＰ＜００５表示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Ｐ＜００５表示
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

#

　讨论
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它是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ＣＰ／ＣＰＰＳ）［１０］。患者发病后主要以长期、
反复的骨盆区域疼痛不适、且持续时间超过３个月，部分患者伴
有不同程度的排尿症状、性功能障碍等，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１１］。

目前，临床上对于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更多以抗菌药物如左氧氟沙星
片为主，这些抗菌药物脂溶性较好，患者服用后能穿透前列腺

包膜进入腺体内，并且药物浓度相对较高，可以抑制前列腺炎

症反应，消除前列腺水肿，缓解患者不适。但是，该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率较高，药物起效时间相对较慢，增加患者痛苦［１２］。

近年来，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在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
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观察组疗效率为９３３％，
高于对照组的８００％（Ｐ＜００５）。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是临床上
使用较多的治疗药物，该药物属于高选择性的 α１Ａ受体阻滞
剂，药物能作用于尿道、膀胱颈、前列腺部 α１Ａ受体，解除膀胱
颈和前列腺部位尿道的压力，改善机体下尿路症状和疼痛，增

加尿流率［１３，１４］。此外，盐酸坦洛新缓释片能作用于盆底交感神

经，减小盆底肌张力、缓解会阴、盆底肌紧张性疼痛［１５，１６］。本研

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前列腺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

排尿情况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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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症状指数评分、疼痛不适评分及排尿情况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临床上，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采用双倍剂量盐
酸坦洛新缓释片治疗能进一步增加局部药物浓度，使得药物作

用更加持久，可以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弥散，促进病灶部位的吸

收，提高临床治疗效果［１７，１８］。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２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６及 ＴＮＦ
－α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相比，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患者采

用双倍剂量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治疗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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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按摩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临
床疗效观察
林英立１　马建国２　李文平２　戚景光１　吴刚１

１徐州市肿瘤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５
２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按摩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ⅢＡ型前
列腺炎患者４３例，均进行经直肠前列腺按摩１次／周，同时应用宁泌泰胶囊口服４粒，３次／ｄ，持续６周，分析
治疗前后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计数及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的变化。结果：治疗后患者前列腺液常规
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明显减少，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疼痛评分、尿路症状评分及症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评分均
明显减少，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前列腺按摩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ⅢＡ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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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前列腺炎；前列腺按摩；宁泌泰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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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是男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１］。患者常

常出现骨盆会阴区域疼痛不适、排尿异常及全身症状等；某些

患者迁延不愈，常常并发焦虑、沮丧、烦躁等神经精神症状，严

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２－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研究发现前列腺炎可分为四种类型，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Ⅲ型，也是临床治疗中最为棘手的一种类
型［５－７］。根据前列腺液培养及显微镜检查结果又可将Ⅲ型分为
ⅢＡ型（炎症型）和ⅢＢ型（非炎症型），本文就４３例ⅢＡ型前
列腺炎采用前列腺按摩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

总结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来源于我院泌尿外科门诊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４３例，其中年
龄２５～３９岁，平均３３岁；病程９～３６月，平均１９个月；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膀胱刺激症

状、夜尿增多、会阴区疼痛不适等。所有病例均行直肠指诊、尿

常规、前列腺液常规检查及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纳入
标准：采用ＮＩＨ分类方法，病程在３个月以上，前列腺液常规结
果示白细胞≥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减少或消失，前列腺液细
菌培养阴性，尿常规检查白细胞 ＜５个／ＨＰ；患者有慢性前列腺
炎的典型症状，同时可伴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或下尿路刺

激症状。排除标准：未成年患者，精神疾病患者，合并尿道狭

窄、前列腺肿瘤、神经源性膀胱或其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患者；

未能按照要求完成治疗及随访的患者也排除在外。

１２　临床治疗
所有入选患者均进行经直肠前列腺按摩１次／周，同时应用

宁泌泰胶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５００１０，０３８ｇ／粒）口服，４粒／次，３次／ｄ。治疗时间为连续
６周，治疗期间忌酒及辛辣饮食，鼓励患者规律生活、避免劳累、
久坐，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

１３　疗效评价
分析治疗前后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计数及 ＮＩＨ慢性前列

腺炎症状评分［５，６］的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所得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比较各组间的差异，Ｐ＜００５被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本研究中４３例患者经前列腺按摩和宁泌泰胶囊治疗６周

后临床症状均明显减轻，其中７例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治疗后
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明显减少，ＮＩＨ慢性前列
腺炎疼痛评分、尿路症状评分及症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评分均

明显减少，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ＷＢＣ及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比较

时间 ＷＢＣ 疼痛评分
尿路症状

评分

对生活质量

影响的评分

治疗前 ４２８±１３５ １１５±３２ ７６±２８ ６６±２３

治疗后 １２３±６９ ３５±１８ ４５±２３ ３１±１９

　　注：ＷＢＣ：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治疗前后相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炎是泌尿男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前列腺炎临床表现个体差异较大、对治疗

的反应不一、并且易于反复，是困扰临床医师的一大难题［８］。

ＮＩＨ将前列腺炎分为４种类型，以便探明不同类型的前列腺炎
的发病机理及治疗策略。其中Ⅲ型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患者主

要表现为骨盆会阴区域的疼痛不适，常常伴有性功能障碍或下

尿路刺激症状，病程往往在３个月以上，但是常规前列腺液培养
细菌培养阴性［９－１３］。根据前列腺液检查结果该型又可分为ⅢＡ
型：前列腺液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ⅢＢ型：前列腺液检
查中白细胞计数在正常范围。目前对于Ⅲ型前列腺炎，尤其是
ⅢＡ型前列腺炎尚缺乏有效的治疗策略，尚需要大量的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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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一步阐明［１４，１５］。

关于ⅢＡ型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
为可能跟多种因素有关：病原体感染、排尿功能失调、免疫反应

异常、氧化应激反应及精神心理因素和神经内分泌因素的影响

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单独作用也可以协同致病。正因为该病发

病机制不明，所以才给有效的治疗造成了极大的障碍［１６］。对Ⅲ
Ａ型前列腺炎目前多为经验性治疗，包括抗生素、α－受体阻滞
剂、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及植物制剂和理疗等，但临床疗效不

一。由于对该病缺乏特异性的治疗，临床医师试图通过联合不

同的治疗方法，以期达到较好的疗效。

本研究通过联合前列腺按摩和宁泌泰胶囊治疗ⅢＡ型前列
腺炎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治疗后患者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

明显减少、临床症状缓解甚至消失。前列腺按摩是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研究表明前列腺按摩可疏通前列

腺腺管、引流前列腺液、促进炎性物质的排空，改善局部血液循

环，进而增加药物在前列腺局部的浓度并提高药效。宁泌泰胶

囊的药物成分包括：芙蓉叶、仙鹤草、三颗针、四季红、白茅根、

大风藤和连翘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具有杀菌、消炎、免疫

调节及松弛盆底肌肉等功效［１７，１８］。ⅢＡ型前列腺炎虽然在前
列腺液中细菌培养阴性，但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这可能与特

定病原体感染有关，如支原体、衣原体或其他以目前检测手段

不能检出的病原体；并且多数患者病程较长、在来诊前多接受

过抗生素治疗且疗效不佳，因此不宜再选用抗生素治疗。而宁

泌泰胶囊具清热解毒、通淋、利湿等功效，能够减轻前列腺组织

淤血水肿，促进炎症消退，进而缓解临床症状。在进行以上治

疗的同时还应鼓励患者规律生活，避免劳累、久坐，忌酒、忌辛

辣刺激饮食，加强锻炼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进而有利于缩短病

程并减少复发几率。

本研究在前列腺按摩的基础上联合宁泌泰胶囊对ⅢＡ型前
列腺炎进行治疗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治疗中具有借鉴

价值。但前列腺炎发病机理不明，并且宁泌泰为中药合剂，具

体是哪种药物成分在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尚需要现代药理学

研究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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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和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
生的疗效差异分析
林升汉１　黄卫２　孙占玉１　李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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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和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差异。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期间来我院就诊并接收治疗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９０例，随机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５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经尿道等离子
前列腺剜除术治疗，术后定期随访，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腺切除量、尿

管停留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预后的最大残余尿量、前列腺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最大尿流

率等进行分析对比。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７８％，显著性高于对照组（８４４％）（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尿管停留时间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
前列腺切除量显著性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８９％，显著性低于对照组
（２６７％）（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的残余尿量、前列腺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最大尿流率较术前比较均
有显著的改善（均Ｐ＜００５），但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
术和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都能起到良好的远期治疗效果，但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的临床治疗效果

更显著、安全性更好，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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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是一种前列腺的
良性病变。临床研究其致病原因与体内雌、雄激素的平衡失调

密切相关［１，２］，主要以前列腺的增大、下尿路症状为主的临床症

状，并伴有尿动力学上的膀胱出口梗阻，临床表现为尿频、排尿

困难、血尿等［３］。据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增加，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前列腺增生的

发病率逐年上升，已经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

响［４］。前列腺增生患者一经诊断和评估确诊后，就应及时的接

受治疗，目前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和外科治疗，

但不同医院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没

有形成统一的治疗规范，所以，就如何提高前列腺增生的治疗

效果和安全性是目前临床医师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重点［５，６］。本

文通过分析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和电切术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疗效差异，为临床寻找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现报

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期间来我院就诊
并接受治疗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９０例，年龄４２～７５岁，平均年龄
（５９５±６６）岁；病程１～１８年，平均病程（８７±２１）年。

本次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入选标准：（１）

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２）均符合我院前列
腺增生的诊断标准；（３）经 Ｂ超及直肠指检测定并确诊前列腺
体积增大者；（４）具有明显膀胱出口梗阻症状及下尿路刺激症
状者；（５）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１０ｍＬ／ｓ；（６）残余尿量（ＲＵＶ）＞
６０ｍＬ；（７）无手术禁忌症者。排除标准：（１）患者或家属不愿参
加者；（２）自身合并有免疫系统性疾病等一些会影响本研究疾
病者；（３）合并有一些影响意识的精神疾病者；（４）合并有全身
出血性疾病未完全纠正好者；（５）合并有脑血管疾病且服用阿
司匹林等抗凝药物但停药未到 ２周者；（６）前列腺癌者，神经源
性膀胱功能障碍者。所有患者在术前均对前列腺体、残余尿量

（ＲＵＶ）、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和最大
尿流率（Ｑｍａｘ）等各项指标进行了测定，前列腺质量４９～１６１ｇ，
平均（６４８±７０）ｇ，残余尿量 ６０～２２５ｍＬ，平均残余尿量
（１７５４±４４４）ｍＬ，前列腺症状评分２１～３８分，平均前列腺症
状评分（２９８±４９）分、生活质量评分３～８分，平均生活质量
评分（５３±１５）分，最大尿流率２～７ｍＬ／ｓ，平均最大尿流率
（４９±１１）ｍＬ／ｓ。随机将选取的这９０例符合入排标准的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４５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以及
各项指标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ｎ） 年龄（岁） 病程（年） 前列腺质量（ｇ） ＲＵＶ（ｍＬ）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观察组 ４５ ６０２±６７ ８５±２０ ６５４±６９ １７６９±４４８ ３０３±５１ ５５±１６ ５０±１２

对照组 ４５ ５９１±６５ ８８±２２ ６４２±７１ １７４７±４４２ ２９２±４８ ５１±１４ ４８±１０

ｔ １１８５ １２６５ １１９７ １１０６ １３８８ １５５６ １４２１

Ｐ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８

１２　方法
将所选取的９０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５

例。所有患者均应用经尿道等离子体切割系统进行手术，电切

１６０Ｗ，电凝８０Ｗ，手术过程中所有的冲洗液和工作介质均用生
理盐水。麻醉方式采用全麻或者连续硬膜外麻醉法，所有患者

均不行膀胱造瘘，取其截石位进行手术。手术过程用常规监

视，Ｆ２７电切镜经尿道插入，观察尿道、精阜、前列腺三种状态状
况，观察患者双侧输尿管口位置及膀胱颈至精阜的距离，并了

解患者膀胱内有无病变情况以及前列腺各叶增生情况。对照

组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ＰＫＲＰ）治疗，观察组尿道等离子
前列腺剜除术（ＰＫＥＰ）治疗，术后定期随访。

对照组患者：先将患者的精阜定为一个远端的标志，再切

出一条开始始于颈部终止于精阜近侧的标志沟（在膀胱颈部６
点处），把握好沟的深度至包膜处即可，然后用电切术依次对患

者前列腺的右叶、左叶及颈部１２点处塌陷的腺体进行精确的切
割，最后对精阜以及附近进行专业的修整，并将膀胱内的前列

腺碎屑全部吸除，同时进行止血。

观察组患者：先切开精阜，切口的深度可见到光滑并有清

晰血管的包膜，用电切镜掀起前列腺中叶，掀起后对其同时进

行钝性剥离，剥离至膀胱颈处即可，再在精阜与前列腺两侧叶

间切开，切至中叶剥离出的包膜平面即可，然后对前列腺中叶组

织进行快速的切除，再用电切镜鞘将患者的增生侧叶至膀胱颈

处进行钝性剥离，在剥离的过程中若遇到有纤维束阻碍分离

时，则用电切环将其切断，对膀胱颈４点及８点处及附近的前列
腺则暂时不进行完全的钝性剥离。用电切术在膀胱颈１２点处
进行切割将整个前列腺的前方分成两个部分，然后将其推至膀

胱颈处进行全部切碎。最后对精阜与膀胱颈两侧之前的前列

腺尖部远端所有不平滑的残存黏膜进行全部修切，并对膀胱内

的前列腺碎屑进行全部吸除，同时进行止血。

１３　指标观察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手术时间、治疗效果、术中出血量、尿管

停留时间、前列腺切除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预后的

生活质量评分、最大残余尿量、最大尿流率、前列腺症状评分等

进行分析对比。

临床治疗效果的评定：（１）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全部消
失，且无尿失禁，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２）有效：患者的临床
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且无尿失禁，患者生活质量有所提高；（３）
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善，或者临床症状更加趋于严重，

有尿失禁发生，患者的生活质量较低。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
效率。并发症的发生率包括暂时性尿失禁、尿道狭窄、膀胱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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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术后继发出血等。

生活质量评分：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患者根据在治

疗过程中具体情况对排尿次数、性生活质量、睡眠质量等相关

内容进行评分，评分总和为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
量越好。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所有数据均经过ＳＰＳＳ１９０来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均用（珋ｘ±ｓ）表示；各数据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来分
析，采用（％）的方式对计数资料表示，组与组之间的比较则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采用双侧检验对所有的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经治疗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８％，显著性高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８４４％（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５ １０（２２２） ３４（７５６） １（２２） ４４（９７８）

对照组 ４５ ８（１７８） ３０（６６６） ７（１５６） ３２（８４４）

χ２ ４１９４

Ｐ ００３３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腺切除量、尿
管停留时间等手术指标情况

　　经统计分析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以及尿管停留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前列腺切除量显著性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ｎ）
手术

时间

术中

出血量

前列腺

切除量

尿管

停留时间

观察组 ４５ ４９９±１３１ １４９１±２８５ ５１５±１３９ １２±０５

对照组 ４５ ８８１±１９８ ３０３７±３９４ ３０８±１１２ ４１±１０

ｔ ５１０５ ５５５６ ４８７５ ６２７９

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组患者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治疗后的总并发

症发生率为８９％，对照组患者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
疗后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６７％，两组患者预后的并发症的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出现暂时性尿
失禁、尿道狭窄、膀胱痉挛、术后继发出血等各并发症的发生率

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预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ｎ）
并发症

暂时性尿失禁 尿道狭窄 膀胱痉挛 术后继发出血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５ １（２２） １（２２） ２（４４） ０（００） ４（８９）

对照组 ４５ ３（６７） ２（４４） ６（１３３） １（２２） １２（２６７）

χ２ ６０１８

Ｐ ００１４

２４　比较两组患者半年的治疗效果
术后定期随访，通过门诊以及电话随访统计患者的半年治

疗效果发现，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的残余尿量（ＲＵＶ）、前列腺
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较
治疗前均有显著的改善（均 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经尿道等
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治疗后残余尿量（ＲＵＶ）、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４个指标较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后的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术后远期治疗效果ＲＵＶ、ＩＰＳＳ、ＱＯＬ和Ｑｍａｘ的比较

组别 例数（ｎ） ＲＵＶ ＩＰＳＳ ＱＯＬ Ｑｍａｘ

观察组 ４５ ２４７±８７ ５６±１７ １６±０６ ２４１±５５

对照组 ４５ ２５２±８８ ５９±１９ １５±０５ ２３８±５３

ｔ １１７３ １４８１ １４９９ １１０１

Ｐ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７

#

　讨论
临床上的前列腺增生就是指前列腺肥大，是一种前列腺的

良性病变，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男子疾病，其发病原因虽然经过

多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但目前仍不十分明确，主要与体内雄

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代谢失衡相关。患者后尿道黏膜下的中

叶或侧叶的腺组织、平滑肌组织以及结缔组织是前列腺增生病

变的起源，一般增生较为明显的是在两侧叶和中叶，当增生到

一定就会对膀胱和尿道产生障碍，而对膀胱颈部和尿道产生一

个压迫的作用进而引起下尿路梗阻。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随

着我国人口老年化的发展其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大约占泌尿外

科总患者数的 １５０％左右，已经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７，８］。前列腺增生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患者一旦发病就应

及时的采取措施进行治疗，否则会越来越严重而需要通过手术

治疗来改善患者下尿路症状状况。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还

是手术，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情况发生，从而

达到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９，１０］。

临床上曾将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作为治疗前列腺增

生的金标准，该术主要是运用电切镜器械，经过尿道并在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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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切除前列腺增生部分［１０，１１］。与传统的开放手术摘除前

列腺相比，具有对病人损伤小、术后痛苦小等优点，但是由于该

手术本身具有缺点，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其存在很多的不

足，比如在手术治疗的过程中，因创面凝固厚度很薄而很难止

血，且术中会出现高温而使创面容易发生结痂影响手术视野造

成误伤等手术意外，同时术中出现的高温也会对尿道产生一定

的损伤，甚至于发生尿道狭窄的并发症［１２，１３］。所以该术容易在

手术过程中引起患者大出血，而延长手术时间。同时由于患者

多为老年人，其自身的身体素质在退化，手术容易发生一些意

外，术后恢复也不乐观，且还容易引发伤口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而影响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１４，１５］。临床研究发现经尿道等

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就能很好的解决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上

述不足，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是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有效的治疗手术方

案，主要是很好的利用了电切镜鞘，将其当做手指的作用在开

放性的耻骨上进行前列腺摘除时用，且利用其对前列腺内外腺

之间的腺体组织进行剥离，并将内腺成功的完成游离而起到一

个微创的效果而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１６，１７］。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分析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和电

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发现，观察组患者经尿道等离子前

列腺剜除术治疗后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７８％，显著性高于
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８４４％（Ｐ＜００５），且观察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尿管停留时间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前列腺切除量
显著性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经尿道等离子前列
腺剜除术治疗后的出现暂时性尿失禁、尿道狭窄、膀胱痉挛、术

后继发出血等各并发症以及总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性低于对

照组（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残余尿量、前列腺症状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和最大尿流率较术前比较均有显著的改善（均 Ｐ
＜００５），但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经
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能有效的提高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

床治疗效果，提高前列腺切除质量，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

血量，降低尿管停留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给患者减少痛

苦，降低手术风险，促进康复，提高患者预后的生活质量。究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进行手术时，术中

由于利用了电切镜鞘将前列腺内腺成功的游离，使得包膜血管

纹理能够清晰的展现，而不会给医师造成视觉干扰，从而更有

效的进行手术，有效的进行止血而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出血

量［１８］。且在手术过程中应用电切镜鞘由腔内沿前列腺外科包膜

层直接剥离增生组织，而阻断了增生前列腺腺体的供血管，使得

其无法增生。同时手术过程还对外科包膜上的创面等进行了修

切，且整个手术过程中所有分离均采用的是钝性分离，能有效的

减少对组织的损伤和切去大量增生的前列腺，降低了手术对患者

的伤害和前列腺再次增生复发，同时也降低了手术时间，控制了

感染并发症的发生。术中由于避免了高温，降低了高温对尿道的

损伤，减少和避免了尿失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１９，２０］。

综上所述，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和电切术治疗前列腺

增生都能起到良好的远期治疗效果，但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

的临床治疗效果更显著、安全性更好，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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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包皮自动切除环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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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儿童包皮自动切除环在儿童包茎及包皮过长手术治疗中的经验。方法：对２００７
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６４０例患儿使用包皮自动切除环手术切除包皮，并与前期６４０例传统包皮切除术患儿
比较。结果：包皮自动切除环组手术时间（３４±１６）ｍｉｎ；术中出血约（０５±０１）ｍＬ；无术后出血发生；感染
１例（０１％）；患者家属对瘢痕不满意１例（０１％）。传统包皮环切术组，手术时间（１５４±３１）ｍｉｎ；术中出
血（５±２）ｍＬ；术后出血需再次止血１６例（２５％）；感染７例（１１％）；术中出现患者家属对瘢痕不满意２８例
（４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儿童包皮自动切除环治疗儿童包皮过长及包茎具有操作简单，手术时
间短，术中出血少，无术后出血、线结残留等并发症，发生术后感染几率小，手术切口美观等优点。

【关键词】　儿童包皮自动切除环；传统包皮环切术；包茎；包皮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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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包皮环切术可以降低尿路感染、包茎及阴茎头
炎、阴茎癌、性传播疾病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发生风险［１－３］，

包皮环切术对改善包茎患者的性功能有一定帮助，可延长性交

时间［４－６］。包皮环切术是治疗包茎和包皮过长的重要手术方

法。我院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使用儿童包皮自动切除
环完成儿童包皮环切术６４０例，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并与之前
行传统包皮环切术患儿６４０例对照。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使用儿童包皮自动切除
环完成儿童包皮环切术６４０例，设为自动切除环组，其中包茎
６０５例，包皮过长３５例，年龄４～１２岁，平均年龄（７４±２８）
岁。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９年采取传统包皮环切术完成儿童包皮环切

术６４０例，设为传统环切术组，其中包茎５９８例，包皮过长 ４２
例，平均年龄（７５±２９）岁，术前常规行血常规、凝血功能检
查，隐匿型阴茎及术前检查异常的患儿排除，术前均与患儿家

长沟通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该方法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

１２　手术器材
儿童用包皮自动切除环１０～１６号（威海美迪森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专用阴茎周径测量器１个。
１３　方法

术前准备：（１）根据厂家提供的专用阴茎周径测量图测试
阴茎大小选择合适的切除环；（２）麻醉：对于配合的大龄儿童用
１％利多卡因行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对于不配合的年幼儿
童采用基础麻醉联合骶管阻滞麻醉；（３）阴茎皮肤及包皮腔消
毒：用５％碘伏溶液对术区常规消毒并铺巾。

手术方法：自动切除环组：（１）有包皮与阴茎头粘连者还需
行粘连分离使阴茎头与包皮完全分离；（２）以内外板交界系带
处为６点，定位两侧为３点、９点，系带背侧对应部位为１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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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以血管钳钳夹３、９点并向上牵拉，大部分患儿由于包皮口
较小，需于１２点处剪开约０５ｃｍ左右以扩大包皮口，通过手柄
将自动切除环放入包皮内板与阴茎头之间，调整切除环角度适

度向背侧倾斜，以保证保留腹侧包皮系带；（３）以专用弹力线将
包皮结扎固定于切除环凹陷处，结扎２至３次保证环不脱落；
（４）以组织剪剪除切除环远端多余包皮，但不要完全紧贴切除
环远端，保留适当的包皮防止切除环脱落；（５）术后口服抗生素
（大部分口服二代头孢类抗生素，头孢过敏的口服阿奇霉素片，

个别患儿家长未在医院开抗生素）７２ｈ，术后 ３ｄ开始使用 １∶
５０００高锰酸钾溶液浸泡阴茎头部至环自动脱落［７］。

传统包皮环切组术前准备、麻醉方式及术后处理与自动切

除环组相同，术中依据术者经验以组织剪环形减去多余包皮，

止血后以可吸收线间断缝合。

观察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有无明显出血、切

口感染、恢复时间（环自动脱离、缝线全部脱离）及术后瘢痕。

"

　结果
包皮自动切除环组：手术时间（以麻醉满意后正式开始手

术计算）（３４±１６）ｍｉｎ；术中出血约（０５±０１）ｍＬ（根据术中
纱布血迹估算）；无术后出血发生；术后患儿均发生水肿，后自

行好转；感染１例（０１％）；恢复时间（１５±４）ｄ；患者家属对瘢
痕不满意１例（０１％）。

传统包皮环切术组：手术时间（１５４±３１）ｍｉｎ；术中出血
（５±２）ｍＬ；术后出血需再次止血１６例（２５％）；术后都发生水
肿，均自行好转，明显水肿１２例；感染７例（１１％）；恢复时间
（１４±３）ｄ；术中出现患者家属对瘢痕不满意２８例（４４％）。

包皮自动切除环组手术时间、术后出血、术后切口感染发

生率及瘢痕不满意度明显短于或少于传统包皮环切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术后恢复时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两组手术方式术中、术后并发症对比

方法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

（ｍＬ）
术后出血　　
（例）　　

恢复时间　　
（ｄ）　　

瘢痕不满意　　
（例）　　

自动切除环组 ６４０ ３４±１６△ ０５±０１△ ０△ １５±４★ １△

传统环切术组 ６４０ １５４±３１ ５０±２０ １６ １４±３ ２８

　　注：与传统环切术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讨论
包茎、包皮过长是男性外生殖器常见畸形，由于包皮过长，

分泌物不易清洁，易形成包皮垢，尤其是包茎患者，易引起阴茎

包皮炎，诱发泌尿系逆行感染，甚至引起肾脏疾病，最严重的并

发症是导致阴茎癌。包皮环切术可显著降低男性、女性生殖道

传播疾病的感染率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率［８－１０］。男

性包皮环切可以显著降低男性和女性ＨＩＶ感染风险，故被认为
是预防ＨＩＶ感染和促进生殖健康的“外科疫苗”［１１］。近期研究
表明包皮环切术能降低前列腺癌风险［１２，１３］。

传统的包皮环切术手术时间较长，切除包皮多少根据术者

经验，易造成切除不对称影响术后美观，术中止血残留线结，间

断缝合切口易导致术后出血、感染，尤其是术后切口瘢痕，严重

者影响美观及患者心理。包皮自动切除环是利用弹力线将多

余包皮捆扎在切除环上导致其缺血、坏死、脱落，切除包皮长

度、角度容易控制，与传统包皮环切术相比具备以下优点：（１）
手术时间短；（２）术中出血少；（３）术后切口整齐自然，美观，手
术瘢痕小，外形自然；（４）术后出血并发症少；（５）术后体内无线
结、线头残留，无线结反应，切口感染率低，低于文献报

道［１４－１６］；（６）切口无需缝合、包扎、换药，对排尿无影响，对日常
生活和学习无影响，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７，１８］。

总结手术经验：（１）包皮环选择宁偏大勿偏小，可以减少阴
茎头嵌顿、术后包皮外口狭窄及残留包皮过长等并发症；（２）术
中放置切除环时调整切除环角度适度向背侧倾斜１０°～２０°，以
保证保留足够腹侧包皮系带，避免术后包皮系带过短，避免影

响术后阴茎勃起及引发术后早泄；（３）术中弹力线套扎时一定
要套扎紧且至少套扎２至３次，从而保证彻底阻断远端包皮血
供，加速远端包皮坏死脱落缩短术后愈合时间，且能防止切除

环脱落出血。

综上所述，使用儿童包皮自动切除环治疗儿童包皮过长或

包茎，手术方法简单，手术时间短，术中术后出血少，无线结残

留，感染几率小，术后瘢痕美观，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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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松治疗急性附睾炎，评估其临床疗效及预后，为急性附睾炎的
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本院诊治的急性附睾炎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各４０例，对照组患者应用拉氧头孢进行治疗，研究组患者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松治
疗。评估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观察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时间和治愈时间。结果：研究

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２５０％（３３／４０），高于对照组的６２５０％（２５／６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
治疗后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和 ａ＋ｂ活力分别为（３４３９±２８１）×１０６／ｍＬ、（８２７１±５１８）％和（５３５９±
５３１）％，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２９４７±２７６）×１０６／ｍＬ、（７９４８±５６３）％和（５０３８±５２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精子畸形百分比为（２３８４±３９２）％，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的（２７４８±
２８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体温降至正常时间、疼痛缓解时间和治愈时间分别为
（２９６±０４２）ｄ、（３０９±０７１）ｄ和（７７４±０８６）ｄ，低于对照组的（３８３±０４５）ｄ、（３０９±０７１）ｄ和（１０８２
±０９１）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松治疗急性附睾炎能够显著提高
患者临床疗效，缩短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时间和治愈时间，还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精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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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附睾炎是泌尿外科常见的男性生殖系统疾病，以青壮
年较为多见。本病主要由细菌或病毒感染所致，可累及单侧或

双侧附睾肿胀，是急性阴囊肿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主要应

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拉氧头孢钠为新一代氧头孢烯类抗生素，

其作用与第三代头孢菌素相近，对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及

需氧菌有较强活性。泼尼松是临床中常用的中效肾上腺皮质

激素，具有抗炎作用及免疫抑制作用，临床常用于多种急性细

菌感染［１，２］。有研究［３］认为单用抗生素可缓解患者早期临床症

状，但远期疗效多不理想。本研究旨在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

松治疗急性附睾炎，评估其临床疗效及预后，为急性附睾炎的

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本院诊治的急性
附睾炎患者８０例。病例纳入标准：均符合急性附睾炎诊断标
准，经阴囊彩超证实，具有典型的急性附睾炎的临床症状，均为

首次发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排除标准：睾丸

及精索扭转、睾丸附睾外伤、睾丸肿瘤及流行性腮腺炎引起的

附睾炎，药物过敏者，伴有严重的心、肝、肾功能异常、治疗前已

经其他治疗及保守治疗无效需经手术治疗者。年龄２０～７１岁，
平均（３５７０±６６３）岁；病程时间１～７ｄ，平均（３２９±０４２）ｄ；
单侧 ６３例，双侧１７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各４０
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３５７６±６７１）岁，平均病程（３３１±
０３８）ｄ，单侧３１例，双侧９例，应用拉氧头孢进行治疗；研究组
患者平均年龄（３５６２±６５８）岁，平均病程（３２７±０４４）ｄ，单
侧 ３２例，双侧８例，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松治疗。两组患者
年龄、病程、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和指标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卧床休息，阴囊托起，给予局部冰敷

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注射用拉氧头孢钠（海南海灵化

学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０１３Ｈ００１３９）治疗，０５～１ｇ／次，静
滴２次／ｄ，治疗 １周后改为盐酸左氧氟沙星片（北京京丰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８２３１）０１～０２ｇ／次，２次／ｄ，口服，应
用１周。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醋酸泼尼松
片（强的松）（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１２０７）
治疗，第１、２ｄ２０ｍｇ／次，２次／ｄ，第３、４ｄ，１０ｍｇ／次［４，５］。

观察指标：２周后，评估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估标准：痊

愈：附睾硬肿块及临床症状消失，阴囊彩超显示附睾大小、血供

均恢复；显效：附睾肿块显著缩小，症状消失，附睾大小及血供

均显著好转；有效：患者症状缓解，Ｂ超检查附睾大小和结节缩
小；无效：患者症状、附睾状况无改善，附睾依然肿大，血供丰

富。总有效＝（痊愈＋显效）／总例数×１００％ ［６］。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主要包括精子密度、精子活

动率、ａ＋ｂ活力、精子畸形百分比。并跟踪随访，观察患者体
温降至正常时间、疼痛缓解时间和治愈时间。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组间ｔ检验和组内

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８２５０％（３３／４０），高于对照组的
６２５０％（２５／６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临床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３０００）１３（３２５０）１４（３５００）１（２５０）２５（６２５０）　

研究组 ４０ １６（４０００）１７（４２５０）７（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３３（８２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结果比较
研究组治疗后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和 ａ＋ｂ活力分别为

（３４３９±２８１）×１０６／ｍＬ、（８２７１±５１８）％和 （５３５９±
５３１）％，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２９４７±２７６）×１０６／ｍＬ、
（７９４８±５６３）％和（５０３８±５２７）％，且两组治疗后均高于治
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精子畸形百
分比为（２３８４±３９２）％，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的（２７４８±
２８６）％，且两组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或体征缓解时间及治愈时间比较

研究组患者体温降至正常时间、疼痛缓解时间和治愈时间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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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动率（％） ａ＋ｂ活力（％） 精子畸形百分比（％）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７６８±２１５ ５１２３±４９６ ３８１１±４５３ ３２５２±３２９

治疗后 ２９４７±２７６△ ７９４８±５６３△ ５０３８±５２７△ ２７４８±２８６△

研究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７７１±２２０ ５１１４±４７７ ３８２０±４８６ ３２６１±３３７

治疗后 ３４３９±２８１▲△ ８２７１±５１８▲△ ５３５９±５３１▲△ ２３８４±３９２▲△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或体征缓解时间及治愈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体温降至正常时间

（ｄ）
疼痛缓解时间

（ｄ）
治愈时间

（ｄ）

对照组 ４０ ３８３±０４５ ４５１±０６３ １０８２±０９１

研究组 ４０ ２９６±０４２▲ ３０９±０７１▲ ７７４±０８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附睾炎是阴囊内最常见的一种泌尿生殖炎症，主要因致病

菌通过输精管管腔逆行进入附睾所致。急性附睾炎发病迅速，

短时间就出现典型局部症状，主要临床表现有局部疼痛与压

痛，可放射至腹股沟及腰部。炎症浸润附睾可引起细胞水肿、

充血、变性，易累及睾丸，甚至影响血运导致睾丸萎缩，治疗不

及时可发展为慢性疾病，引起睾丸生精功能障碍，可导致男子

不育症或生育力低下［７，８］。

急性附睾炎临床治疗主要应用抗生素治疗，治疗早期可改

善全身症状体征，但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明显效果。另

外早期未能确定病原体，治疗上难以选择合适的抗生素，治疗

效果常不佳［９，１０］。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临床症状、体征恢复时间和治愈时间显著缩短。拉

氧头孢菌素是一种新型的头霉素衍生物，其化学结构有所改

进，抗菌活性和生物学活性与第三代头孢菌素相近。拉氧头孢

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能够结合细胞内膜上的靶位蛋白，阻碍

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影响细胞正常形态和分裂繁殖，还可形成

多数球状突起而具有溶菌作用；且对 β内酰胺酶的稳定性较
强［１１，１２］。急性附睾炎患者睾丸充血肿胀，睾丸、附睾缺血、缺

氧，导致细胞溶酶体膜破裂，促进蛋白酶释放，使自身组织损伤

加重，为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重了炎症的发

展易导致附睾粘连、纤维性阻塞、瘢痕形成等。泼尼松能够抑

制细胞、体液免疫及炎性递质的释放，减轻炎性反应，可在短期

内抑制患者体温中枢反应；泼尼松可收缩小血管，降低血管壁

通透性，控制渗出、减少细胞浸润，还能够促进溶酶体膜稳定，

减轻附睾自身组织的破坏和炎症坏死物质的产生，缩短患者症

状体征的改善时间［１３－１５］。

急性附睾炎患者睾丸充血肿胀、附睾静脉回流障碍，对精液

的产生及生存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患者睾丸生精功能受影响，精

液质量下降、精子功能紊乱，对男性患者睾丸甚至生殖能力有重

大威胁［１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精子质量显著提高，精子

畸形百分比显著下降。泼尼松可有效预防和避免纤维细胞及毛

细血管增生，抑制结缔组织增生防止附睾纤维化，减轻附睾结节，

恢复附睾大小及质地，提高附睾分泌功能和精子的成熟。应用拉

氧头孢联合泼尼松可有效减轻炎症，最大限度改善生精微环境，

有利于保护睾丸和附睾功能，提高精子质量［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应用拉氧头孢联合泼尼松治疗急性附睾炎能够

显著提高患者临床疗效，缩短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时间和治愈时

间，还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精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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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聂欢（１９８３－），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男科
疾病的微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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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精索静脉曲张手术疗效的对比观察
聂欢１　高强利１△　陈磊１　王少刚２

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８０
２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改良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
脉结扎术（结扎睾丸引带静脉）与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的疗效比较。方法：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
月行精索静脉结扎术的患者资料共计６０例，分为三组，每组各２０例，Ⅰ组采取改良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
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Ⅱ组采取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结扎睾丸引带静脉），Ⅲ组采取
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对其术后并发症、复发率及手术前后精液分析报告、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血睾酮（Ｔ）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对比三组手术后并发症，Ⅰ组、Ⅱ组、Ⅲ组术后并发阴囊水肿分
别为０例、１例、２例，并发附睾炎分别为０例、１例、０例，并发切口感染分别为０例、０例、１例，三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Ⅰ组明显优于Ⅱ组、Ⅲ组，而Ⅱ组优于Ⅲ组；术后随访６个月，Ⅰ组、Ⅱ组无复发；
Ⅲ组２例复发，Ⅰ组、Ⅱ组明显优于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三组精液质量均显著改善（Ｐ＜
００５），但其中Ⅰ组、Ⅱ组精液质量改善程度均高于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Ⅰ组、Ⅱ组之间无
显著差异；观察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半年的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血睾酮（Ｔ），三组患者术前血清卵泡刺
激素（ＦＳＨ）、血睾酮（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术后血清 ＦＳＨ水平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但 Ｔ水平
无显著变化，且血ＦＳＨ、Ｔ水平三组间相互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
扎术疗效明显优于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其中改良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比传统经腹股

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并发症更少，切口更隐匿美观。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显微镜外科；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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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ａｎｄＩＩ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ＩＩ，ｗｉｔｈｓ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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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２４ 【文献标志码】　Ａ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精索内蔓
状静脉丛异常扩张、迂曲和伸长，为泌尿外科的多发疾病之一，

也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因素之一［１］。原发性男性不育患者

约３５％伴有精索静脉曲张，而在继发性男性不育患者中精索静
脉曲张可高达７０％ ～８１％［２－４］。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原发性

精索静脉曲张致男性不育症公认有效的方法［５］，随着显微技术

在男科手术领域中的逐渐应用和发展，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

术已成为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的主要术式［６］。但对于

术中是否必须结扎睾丸引带静脉一直存在争论。我们将两种

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为一组，

移出睾丸结扎睾丸引带静脉为另一组）与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

位结扎术三组进行对比，对其术后各种近期和远期并发症、复

发率及手术前后精子质量变化，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血睾酮
（Ｔ）等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到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
泌尿外科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随机选取其中精索静脉曲张伴

精液分析异常患者６０例，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年龄１７～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６７岁。予以分成三组，Ⅰ组改
良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Ⅱ组
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移出睾丸结扎睾丸引带静

脉）、Ⅲ组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纳入标准：（１）男性
不育（夫妇同居至少１年，性生活未采取避孕措施，男方原因而导
致女方未孕）；（２）精液分析异常伴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每组２０
例，基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排除标准：（１）继发
性精索静脉曲张患者；（２）有睾丸附睾炎、斜疝、睾丸肿瘤或外
伤、先天性生殖器官发育异常、勃起功能障碍及射精障碍病史。

１２　手术方法
Ⅰ组：患者取仰卧位，麻醉满意后，常规消毒铺巾，于患侧

腹股沟管外环下阴茎阴囊交界处顺皮纹取约２ｃｍ斜切口，依次
切开，游离精索，阑尾钳钳夹后提出切口并于精索下方垫以乳

胶片作牵引，肉眼下将输精管及其动静脉游离，并以乳胶片隔

开，保护输精管及输精管动静脉，纹式钳分别于乳胶片两侧钳

夹固定并牵引精索，顺行切开精索各层被膜，然后在莱卡手术

显微镜（Ｍ６５１）１０～１５倍率下找见睾丸动脉，分别套线标记保
护。寻找所有静脉，５－０丝线双重结扎离断，无漏扎静脉及无
肉眼可见出血点后，逐层缝合，关闭切口。见图１、图２。

Ⅱ组：患者体位、麻醉及消毒铺巾同Ⅰ组，于患侧取腹股沟

管外环下一横指约３ｃｍ斜切口，游离精索，阑尾钳钳夹后提出
切口并于精索下方垫以乳胶片作牵引，将睾丸挤出切口，５－０
丝线结扎扩张的提睾肌静脉及睾丸引带静脉，后还纳睾丸，其

余操作同Ⅰ组。见图３、图４、图５。

图１　外环下（阴茎阴囊交界处）切口，保留睾丸引带静脉

图２　保留动脉及淋巴管，结扎切断静脉

图３　外环下切口，处理睾丸引带静脉、精索外静脉

图４　还纳睾丸，三层法显露精索内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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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结扎离断精索内静脉

Ⅲ 组：患者取仰卧位，麻醉满意后，活力碘常规消毒后铺无
菌巾，于患侧髂前上嵴内侧两指处行下腹斜切口约３～５ｃｍ，逐
层切开，进入腹膜外间隙，推开腹膜，找到精索血管，尽可能保

留睾丸动脉，切断曲张精索静脉并用５－０丝线逐一双重结扎两
断端，逐层缝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上述资料数据进行分析对比，

采用ｔ检验和ＳＮＫ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三组手术并发症及复发率情况如下：Ⅰ、Ⅱ、Ⅲ组术后并发

阴囊水肿分别为０例、１例、２例，并发附睾炎分别为 ０例、１例、
０例，并发切口感染分别为０例、０例、１例；术后随访６个月，
Ⅰ、Ⅱ组均无复发，Ⅲ组２例复发。

三组手术前后精液质量及性激素变化见表１。统计发现，
Ⅰ组、Ⅱ组、Ⅲ组患者术前精液参数及血 ＦＳＨ、Ｔ各项指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三组术后精子密度、（ａ＋ｂ）级活动力精子、精子
畸形率较术前明显改善，Ⅰ组、Ⅱ组均优于Ⅲ组；Ⅰ组、Ⅱ组之
间无明显差异；三组术后 ＦＳＨ水平均明显下降，但术后 Ｔ水平
较术前无显著差异，且Ｉ组、Ⅱ组、Ⅲ组术后 ＦＳＨ、Ｔ水平三组相
互对比无显著差异。

表１　手术前后精液质量及性激素变化

分组 时间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Ａ＋Ｂ）级活动力精子（％） 精子畸形率（％） ＦＳＨ（ｍｌＵ／Ｌ） Ｔ（ｎｇ／Ｌ）

Ⅰ组 手术前 ７１３０±２２４６ ２６４１±１３６９ ４４４３±１４９０ ８２６±１９６ ８７６５±１５４

术后半年 １７６３８±３７４９＃ ６０６６±１０９２＃ ２０３２±１０１６＃ ４１８±２０６ ９１８５±１２４

Ⅱ组 手术前 ６３１０±２１１０ ３４８０±９９５ ４５９０±１５１０ ８５６±１６８ ８８６５±１４８

术后半年 １６８９７±４３６５＃ ５５９６±９９０＃ ２３９７±１２８２＃ ４０６±１３２ ９０３１±１５９

Ⅲ组 手术前 ６６９０±２０２１ ３７１０±１１１３ ４６２±１１０８ ８３３±１３４ ８９７５±１６４

术后半年 １３３８１±５１３３ ４５５９±１２３５ ２８３６±９０１ ４８３±１４３ ８８３５±１３９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Ⅲ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约有２０％～５０％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会出现精液质量下降，

睾丸、附睾及精索静脉组织病理学改变及免疫性损害，男性生

育功能减退［７，８］。对于症状明显或已导致睾丸萎缩、精液质量

下降及引起不育患者需要手术治疗，通过手术可以阻断精索静

脉反流，维持睾丸营养血液供给，从而提高精液精子密度和

质量。

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为经典的开放术式，但徐忠

华等［９］发现位于内环上的精索静脉分支血管在使用显微镜后

能够在肉眼视野的基础上多找到１～２个更加细小的分支，故此
术式仍不能完全结扎所有精索静脉，存在着一定的复发率，并

且睾丸“仍生活在有毒环境内”。

随着显微技术的逐步开展和应用，很多学者已将显微镜下

低位结扎术视为成人精索静脉曲张导致的男性不育的标准术

式，并有可能成为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金标准”［１０－１２］，其优点

是能够借助显微技术清晰地辨别睾丸动脉、精索静脉、神经及

淋巴管，所以明显地减少了复发及睾丸鞘膜积液、睾丸萎缩等

手术并发症的发生［１３－１５］，具有手术副损伤小、并发症少、复发

率低、住院时间短、麻醉影响小、治疗花费少等优势［１６，１７］，但对

于术中是否必须挤出睾丸结扎睾丸引带静脉仍有争论。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等［１３］１９９２年提出采用显微技术结扎精索静脉时应该先挤
出睾丸结扎睾丸引带静脉，此术式精索静脉曲张的复发率不超

过１％，而术中若不处理睾丸引带静脉，复发率高达８％，睾丸引

带静脉曾被认为是精索静脉曲张复发的持续静脉引流血管，故

认为此方法可以预防术后精索静脉曲张复发。但 Ｋｉｍ等［１８］亦

发现即使术中不处理睾丸引带静脉和精索外静脉穿支 ，精索静

脉曲张的复发率也不会显著上升，且手术时间可以显著缩短，

并减少了手术副损伤的风险，他认为睾丸引带静脉扩张，可能

机体代偿所致，并不是复发原因；邓春华等 ［１９］也赞同这一观

点。但目前国内尚无这两种术式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中，从三者术式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上看，改良经

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最优，经腹

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结扎睾丸引带静脉）次之，经腹膜

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最差；从三者术式术后精液改善情况

看，三组术后精液质量较术前均有明显的提高，其中，改良经腹

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保留睾丸引带静脉）和经腹股沟

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结扎睾丸引带静脉）术后患者精液质

量的改善程度相当，均明显优于传统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

扎术。从三者术式术后激素水平上看，三组术式术后血清 ＦＳＨ
值较术前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而血清 Ｔ与术前比较均无明
显变化（Ｐ＞００５），并且三组术式之间术后血清 ＦＳＨ、Ｔ水平相
互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虽然三种术式均可以阻断精索静脉，改善精液质量，改善

精子生成的内分泌环境，但显微镜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包括

改良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和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

扎术）在对精液质量的改善、术后并发症复发率等方面优于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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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且术中保留睾丸引带静脉对机体骚

扰更小，并发症似乎更少，并且手术切口更隐匿美观。但本组

研究样本量不大，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因

为没有结扎睾丸引带静脉，改良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和经

腹膜后精索内静脉高位结扎术术后２周复查时，阴囊查体仍可
触及迂曲蚯蚓状静脉团，患者自我感觉欠佳。

综上所述，显微镜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包括传统经腹股

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和改良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

扎术）在对术后精液质量的改善情况、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等

方面均优于传统的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被认为是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的首选，值得临床推广，并且改良经腹

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比传统经腹股沟下显微精索静脉

结扎术并发症更少，切口更隐匿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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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的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选择在我
院治疗的１６例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期间在我院治疗的４８例卵巢原发性癌患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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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两组患者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 ＣＥＡ的浓度水平。结果：原发组血清 ＨＥ４
和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观察组中 ＨＥ４的阳性例数和比例
均明显多于ＣＡ１２５（Ｐ＜００５）；采用ＨＥ４和ＣＥＡ联合方式在诊断的阳性率方面多于其他两组。结论：ＨＥ４
作为卵巢癌肿瘤标志物，更适合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诊断检测。临床可采用ＨＥ４和ＣＥＡ联合检测，对
于提高胃肠道卵巢转移癌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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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女性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癌症之一。卵巢
恶性肿瘤中约有５％ ～１５％患者属于卵巢转移癌，其中胃肠道
来源的肿瘤在卵巢转移性癌患者中占绝大部分［１－３］。胃肠道卵

巢转移癌患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盆腔包块，并伴有腹胀感。此

外，部分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雌激素水平较正常人群偏高，

子宫内膜增生，因此会现月经紊乱现象。肿瘤形态较难与卵巢

原发的黏液性囊腺癌、透明细胞癌、子宫内膜样癌区分［４］。近

年来，临床上主要通过加强对患者消化道疾病史问询以及内窥

镜和ＣＴ检查等提高诊断准确率，但由于缺乏特征性症状，因此
在临床上极易出现误诊［５］。目前，ＣＡ１２５是最常用于卵巢癌诊
断的生物标记物［６－９］。已有的研究显示，ＣＡ１２５单一检测仅对
卵巢原发癌敏感，而对卵巢转移癌患者的鉴别不明显，因此单

一的ＣＡ１２５血清生物标志物对卵巢癌患者的诊断，特别是对卵
巢转移癌患者的诊断价值有限［１０］。此外，癌胚胎性抗原

（ｃａｒｃｉｎｏ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ＥＡ）存在于胚胎和胃肠黏膜上皮
以恶性组织中，最早用于内胚层癌的检测，研究显示卵巢癌患

者血清ＣＥＡ水平有升高的趋势，其在卵巢癌的检测中可与其他
肿瘤标志物综合判断［１１，１２］。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发现血

清人附睾蛋白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可作为一种
非常特异的肿瘤标志物［１３］。本次研究将对ＨＥ４蛋白在胃肠道
卵巢转移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相关临床意义进行探究，以期

对该疾病的及时准确的诊断提供一定的指导。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院诊断治疗的

１６例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来源于胃的有１０
例，来源肠道的有６例，年龄范围为２９～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８８
岁。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临床症状包括阴道流血、腹胀腹

痛、下腹包块、月经紊乱等。排除标准包括患有心脏、肝脏、肺

等重要脏器严重疾病。同时选取期间在我院治疗的４８例卵巢
原发性癌患者为原发组，年龄范围为２５～７４岁，平均年龄５２７
岁。各组研究对象的临床年龄、体重和ＢＭＩ等一般指标进行对
比统计分析后发现无显著性差别（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基本临床资料对比

指标 观察组（ｎ＝１６） 原发组（ｎ＝４８）

年龄 （岁） ４８８±１１９ ５２７±１５６

　＜４０岁［ｎ（％）］ ２（１２５） ５（１０４）

　４０～６０岁［ｎ（％）］ １０（６２５） ２６（５４２）

　＞６０岁［ｎ（％）］ ４（２５０） １７（３５４）

体重 （ｋｇ） ４８３±９４ ５１２±１０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１８±２９ ２２９±３４

１２　方法
所有入组的患者采集空腹静脉血 ５ｍＬ，水平离心机

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 １５ｍｉｎ后收集上清，放置于 －８０℃保存。采用
Ｒｏｃｈｅ公司的Ｃｏｂａｓ６０００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患
者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浓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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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检测结果评判
年龄小于４０岁的血清标本ＨＥ４测定值＞６０ｐｍｏｌ／ｍＬ为阳

性，４０～６０岁为＞７５ｐｍｏｌ／ｍＬ为阳性，大于６０岁＞９０ｐｍｏｌ／ｍＬ
为阳性；血清ＣＡ１２５的阳性判定为检测值＞３５Ｕ／ｍＬ；血清ＣＥＡ
的阳性判定检测值＞５ｎｇ／ｍＬ。
１４　统计学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统计，采用 χ２检验对比例（％）数
据进行分析，ｔ检验对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数据分析，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检测结果

原发组血清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高于观察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血清ＨＥ４均值水平已超过６０岁
以下患者判定为阳性的检测值，而血清ＣＡ１２５的均值水平处于
阳性值以下。同时，观察组血清的 ＣＥＡ水平明显高于原发组，
且其均值已超过阳性判定值，经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相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检测结果对比

指标 观察组（ｎ＝１６） 原发组（ｎ＝４８）

ＨＥ４（ｐｍｏｌ／ｍＬ） ７８０±１９９ ４１１７±２０５６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２４３±１０４ ４６８２±２７０５

ＣＥＡ（ｎｇ／ｍＬ） ６８±２９ ２０±０７

　　注：与观察组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检测阳性率比较
通过将不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值比对阳性结果判定得出，

原发组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的阳性率均显著多于观察组，而 ＣＥＡ则
低于观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值得注意的是，
观察组中ＨＥ４的阳性例数和比例均明显多于 ＣＡ１２５，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检测阳性率比较

指标 观察组（ｎ＝１６） 原发组（ｎ＝４８）

ＨＥ４［ｎ（％）］ ７（４３８） ４０（８３３）

ＣＡ１２５［ｎ（％）］ ２（１２５）＃ ４１（８５４）

ＣＥＡ［ｎ（％）］ ６（３７５） ４（８３）

　　注：与观察组相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Ｅ４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联合检测阳性率对比
对三种血清肿瘤生物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的统计发现，观

察组采用 ＨＥ４和 ＣＥＡ联合检测阳性率最高，阳性率达到
７５０％。同时，原发组在 ＨＥ４和 ＣＡ１２５的联合检测下则有３８
例患者检出，阳性率为９１７％。见表４。

表４　两组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ＣＥＡ的检测阳性率比较

指标 观察组（ｎ＝１６） 原发组（ｎ＝４８）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ｎ（％）］ ８（５００） ４４（９１７）

ＨＥ４＋ＣＥＡ［ｎ（％）］ １２（７５０） ４０（８３３）

ＣＡ１２５＋ＣＥＡ［ｎ（％）］ ８（５００） ４１（８５４）

#

　讨论
对临床数据的统计发现，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中卵巢癌已占

到总数的２４％～５５％左右，仅次于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
位列妇科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前三位。此外，卵巢癌的病死率则

高居妇科恶性肿瘤榜首之位［１４］。因此，在临床中如何预防、早

期诊断及治疗一直为医疗界所关注，同时也是提高卵巢癌患者

存活率的关键所在。除了对肿瘤相关症状及影像学的观察之

外，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测定对确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

说，肿瘤细胞的基因表达的肿瘤标志物能够反映机体肿瘤的生

长状态，灵敏度高。因此，如何寻找卵巢癌相关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高的肿瘤标志物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方向。

ＨＥ４蛋白最早从附睾上皮远端分离出来。已有的研究报
道表明，ＨＥ４可作为潜在的卵巢癌血清肿瘤标志物。研究通过
对卵巢癌患者和正常人血清中ＨＥ４的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卵巢
癌患者的血清 ＨＥ４蛋白浓度显著升高，远远高于正常人血清
ＨＥ４蛋白的表达水平［１５，１６］。另有研究结果显示，ＨＥ４作为血清
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优于 ＣＡ１２５，后者
在以往的临床卵巢癌患者诊断中多与 ＣＥＡ等其他标记物联合
检测［１７，１８］。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原发组血清 ＨＥ４水平高于观察组，表
明血清ＨＥ４肿瘤标志物对卵巢原发性患者的敏感性较好，而对
于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诊断的阳性率在５０％左右。同时
注意到，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对于卵巢原发性患者的诊断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显示ＨＥ４的诊断结果准确可靠。虽然ＨＥ４在诊断胃肠
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阳性率较原发组低，但其检出胃肠道卵巢

转移癌患者阳性率多于ＣＡ１２５，表明ＨＥ４更加适合作为诊断胃
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肿瘤标志物。值得关注的是，采用联合

检测的方式，对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和 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进行卵巢
癌原发性和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检测中发现，采用ＨＥ４和
ＣＥＡ联合方式在诊断的阳性率方面虽然没有统计学差异，但从
结果上看优于其他两组联合方式的诊断，较利于提高临床上胃

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准确诊断。

总之，ＨＥ４作为卵巢癌肿瘤标志物，相对于 ＣＡ１２５和 ＣＥＡ
等，在对胃肠道卵巢转移癌患者的检测具有更高的检出率。此

外，临床可采用ＨＥ４和ＣＥＡ联合检测，对于提高胃肠道卵巢转
移癌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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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的 ＨＲ－ＨＰＶ亚型感染妇
女的 ＣＩＮ２，３风险分析
刘燕１，２　陈锐３　毕蕙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市第二医院妇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１
３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２２１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颈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者的管理模式。方法：收集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同时行宫颈细胞学检查及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
的妇女的资料，分析初次检出细胞学未见异常者的ＨＰＶ高危亚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感染者，其检出ＣＩＮ２及以上
病变的风险以及与感染亚型的相关性。结果：９９３例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但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型阳性者中，
共检出ＣＩＮ１７６例（７７％），ＣＩＮ２５０例（５０／９９３，５０％），ＣＩＮ３２７例（２７／９９３，２７％）；其中ＨＰＶ１６（＋）感染
者５３２例（５３２／９９３，５３６％），检出 ＣＩＮ２３４例（３４／５３２，６４％），ＣＩＮ３２１例（２１／５３２，３９％）；ＨＰＶ１８（＋）
ＨＰＶ１６（－）感染者 １４２例（１４２／９９３，１４３％），检出 ＣＩＮ２２例（２／１４２，１４％），ＣＩＮ３１例（１／１４２，０７％）；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１３７例（１３７／９９３，１３８％），检出ＣＩＮ２９例（９／１３７，６６％），ＣＩＮ３２例（２／
１３７，１５％）；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１８２例（１８２／９９３，１８３％），检出 ＣＩＮ２５例（５／１８２，２７％），
ＣＩＮ３３例（３／１８２，１６％）。按是否检出ＣＩＮ２＋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ＨＰＶ１６型感染与ＣＩＮ２＋有相关
性［ＯＲ值＝２３５３（９５％ＣＩ１００４～５５１６），Ｐ＝００４９］。结论：对筛查中初次检出宫颈细胞学未见异常，但
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者应予以重视，对于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者建议立即行阴道镜检查。

【关键词】　人乳头状瘤病毒；基因亚型；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宫颈癌筛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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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反复持续高危亚型的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发生的必要条件［１］，

ＨＰＶ高危亚型检测广泛应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对于子宫颈细胞
学未见异常但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者的管理成为热点。为了更
好的管理这类妇女，并对她们的风险进行评估，我们对２０１０年
至２０１２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行宫颈癌筛查中初
次发现的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亚型感染而细胞学未见异常妇女
的资料进行总结和分析，评估初次检出细胞学未见异常但 ＨＰＶ
高危亚型感染妇女其 ＣＩＮ２＋的风险以及与其感染亚型的相
关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
产科门诊同时行细胞学及ＨＰＶ高危亚型分型检测的年龄１８～
７７岁、平均（４０７９±１１１５）岁的妇女，对其中初次检出ＨＰＶ１６、
１８、３１、３３型单一或合并其他型别感染但细胞学未见异常的９９３
例病例全部行阴道镜检查，对镜下有异常发现者行宫颈多点活

检（必要时行子宫颈管内膜搔刮术）进行组织病理学确诊。

１２　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
采用香港凯普公司的 ＨＰＶＨｙｂｒｉＭａｘＴＭ医用核酸分子快速

杂交仪检测２１种ＨＰＶ型别，其中高危型１５种（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
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低危型６种（ＨＰＶ６、
１１、４２、４３、４４和ＣＰ８３０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应用χ２检验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认为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

７１５８例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者中细胞学未见异常５３０７例，
占７４１４％（５３０７／７１５８），其中１６型感染１３１７例，占２４８％，１８
型３３６例（６３％）、３１型２９９例（５６％）、３３型４４５例（８４％）、
３５型５９例（１１％）、４５型５５例（１０％）、５１型６３例（１２％）、
５２型（１６６％）、５６型１２４例（２３％）、５８型９９５例（１８７％）、５９
型１２５例（２４％）、５３型５５５例（１０５％）、６６型２４０例（４５％）、６８
型２７３例（５１％）（多型感染重复计算）。对９９３例细胞学检查
未见异常但初次检出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亚型感染妇女直接转诊
阴道镜检查。

在９９７例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但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亚型
感染妇女中，ＨＰＶ１６（＋）感染者 ５３２例（５３２／９９３，５３６％），
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１６（－）感染者 １４２例（１４２／９９３，１４３％），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１３７例（１３７／９９３，１３８％），
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１８２例（１８２／９９３，１８３％）。
２２　阴道镜及镜下多点活检组织病理学结果

阴道镜下无异常发现５１４例（５１４／９９３，５１８％），其余４７９
例（４７９／９９３，４８２％）患者行阴道镜指引下多点活检（必要时行
子宫颈管内膜搔刮术），病理证实为炎症者 ３２６例（３２６／９９３，
３２８％）、ＣＩＮ１７６例（７６／９９３，８０％）、ＣＩＮ２５０例（５０／９９３，
５０％）、ＣＩＮ３２７例（２７／９９３，２７％），共检出 ＣＩＮ２＋７７例，占
７８％（７７／９９３），尚未发现子宫颈浸润癌患者。
２３　各ＨＰＶ型别活检病理结果及比较

５３２例 ＨＰＶ１６亚型感染者中，检出 ＣＩＮ２３４例（３４／５３２，
６４％），ＣＩＮ３２１例（２１／５３２，３９％）；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１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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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１４２例（１４２／９９３，１４３％），检出ＣＩＮ２２例（２／１４２，１４％），
ＣＩＮ３１例（１／１４２，０７％）；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
１３７例（１３７／９９３，１３８％），检出ＣＩＮ２９例（９／１３７，６６％），ＣＩＮ３

２例（２／１３７，１５％）；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１８２例
（１８２／９９３，１８３％），检出 ＣＩＮ２５例（５／１８２，２７％），ＣＩＮ３３例
（３／１８２，１６％）。见表１。

表１　ＨＰＶ各型别感染者阴道镜下活检病理结果比较

ＨＰＶ型别

阴道镜下活检病理

无异常及炎症

Ｎ ％

ＣＩＮ１

Ｎ ％

ＣＩＮ２

Ｎ ％

ＣＩＮ３

Ｎ ％

总计

Ｎ ％

ＰＰＶ
％

ＮＰＶ
％

１６（＋） ４３４ ８１６ ４３ ８１ ３４ ６４ ２１ ３９ ５３２ ５３６ １０３ ９５２

１８（＋）１６（－） １２５ ８８０ １４ ９９ ２ １４ １ ０７ １４２ １４３ ２１ ９１３

３１（＋）１６／１８（－） １１７ ８５４ ９ ６６ ９ ６６ ２ １５ １３７ １３８ ８１ ９２３

３３（＋）１６／１８（－） １６４ ９０１ １０ ５５ ５ ２７ ３ １６ １８２ １８３ ４３ ９１５

　　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１６（＋）对 ＣＩＮ２＋的阳性预测值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ＰＰＶ）为１０３％，ＨＰＶ１８（＋）１６（－）、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
的ＰＰＶ分别为２１％、８１％、４３％。

将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１６（－）者与 ＨＰＶ３１（＋）
ＨＰＶ１６／１８（－）以及 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的宫颈
活检组织中病理学检出高级别病变（ＣＩＮ２、ＣＩＮ３）的差异进行χ２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０６，Ｐ（双侧）＝０００３］。其中
ＨＰＶ１６（＋）与 ＨＰＶ１８（＋）１６（－）［χ２ ＝９４４０，Ｐ（双侧）＝
０００１］、ＨＰＶ１６（＋）与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χ２＝６２７６，
Ｐ（双侧）００１０］、ＨＰＶ１８（＋）１６（－）者与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
１８（－）［χ２＝５１３，Ｐ（双侧）＝００２８］间 ＣＩＮ２＋的检出有统计
学差异。

２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按是否检出ＣＩＮ２，３病变对患者资料进行分类，将 ＨＰＶ具

体型别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见表２。

表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ＯＲ（９５％ＣＩ） Ｐ

ＨＰＶ１６型 ２３５３（１００４～５５１６） ００４９

ＨＰＶ１８型 ０４９７（０１７３～１４３４） ０１９６

ＨＰＶ３１型 １６１８（０６６０～３９６３） ０２９３

ＨＰＶ３３型 ０９９７（０４０６～２３５２） ０９５９

　　注：Ｐ＜００５，差异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讨论
目前已经明确子宫颈浸润癌以及其癌前病变子宫颈上皮

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与人乳头状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高危（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Ｒ）亚型的持续感
染关系密切。由于ＨＰＶ亚型众多，目前已证实约有１４种亚型，
如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可
导致子宫颈浸润癌及癌前病变。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不同 ＨＰＶ
高危亚型感染其发生子宫颈病变的风险不同，而大多数ＨＰＶ感
染没有治疗［２，３］，如何有针对性地管理这类妇女值得进一步

研究。

３１　如何评价细胞学未见异常 ＨＲ－ＨＰＶ感染者的子宫颈病
变风险

　　目前常用的子宫颈癌筛查策略中宫颈细胞学联合 ＨＲ－
ＨＰＶ高危亚型检测认为是最佳策略，但由于细胞学敏感性中
等，存在一定假阳性率，所以对于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Ｒ－ＨＰＶ
高危亚型感染者仍存在漏诊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风险。

Ｈｏｒｍｕｚｄ等［４］通过分析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０年美国北加州凯撒医疗
中心的９６５３６０名年龄在３０～６４岁妇女的子宫颈癌细胞学 ＋
ＨＲ－ＨＰＶ检测数据，及近４０万名年龄２１～２９岁单独子宫颈细
胞学筛查数据，ＨＲ－ＨＰＶ感染但细胞学未见异常妇女占筛查
人群的３６％，５年累计ＣＩＮ３＋风险为４５％。查阅国际上发表
的有关ＨＰＶ感染亚型与子宫颈癌前病变以及浸润癌相关性文
献发现ＨＰＶ１６、１８亚型与７０％子宫颈浸润癌以及５０％子宫颈
癌前病变关系密切［５，６］。文献报道［７，８］引起ＣＩＮ２＋的ＨＰＶ主要
型别是１６型，另有文献报道［９］ＨＰＶ１６在３６％良性病变中检出，
１５％ ＣＩＮ１中检出，５１％ ＣＩＮ２／３中检出（Ｐ＝０００５）。

在已发表的几个大型的以人群为基础的子宫颈癌筛查的

前瞻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发现，在众多的ＨＰＶ高危亚型感
染者，风险最高的为ＨＰＶ１６、１８，其次为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３３。美国以
人群为基础的子宫颈癌筛查中发现，ＨＰＶ１６感染导致子宫颈癌
前病变以及浸润癌的风险最大，３年累计检出ＣＩＮ２及以上病变
的风险为１０９％，检出ＣＩＮ３及以上病变的风险为８０％，其次
为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１，及ＨＰＶ１８。且同时发现３５７％的 ＣＩＮ２＋及
３０９％的ＣＩＮ３＋患者诊断于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高危亚型
感染妇女中，建议对于即使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高危亚型
１６、３３、３１以及１８感染妇女亦应高度重视［１０］。Ｔｈｏｍｓｅｎ等［１１］

对丹麦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筛查的３３２８８名１４～９０岁细胞学未
见异常的ＨＲ－ＨＰＶ阳性妇女进行了长达１１５年随访８年累
计ＣＩＮ３＋风险，发现 ＨＰＶ１６为 ２１８％ （９５％ ＣＩ：１８０％ ～
２５６％），ＨＰＶ１８为１２８％ （９５％ ＣＩ：７６％ ～１８０％），ＨＰＶ３１
为１１３％ （９５％ ＣＩ：７７％～１４９％），ＨＰＶ３３为１２９％ （９５％
ＣＩ：７０％～１８８％）。

荷兰［１２］对８６５６名妇女相隔２年进行２次子宫颈癌筛查，
并随访１３４年。结果发现在第２次检查 ＨＰＶ１６阳性的细胞学
未见异常妇女中，１２年随访发展为 ＣＩＮ３＋的估计可能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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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７％ （９５％ ＣＩ：２１１％ ～３１８％），ＨＰＶ１８为 １９１％ （９５％
ＣＩ：１０４％ ～２７３％），ＨＰＶ３１为 １４３％ （９５％ ＣＩ：９１％ ～
１９４％），ＨＰＶ３３为 １４９％（９５％ ＣＩ：７９％ ～２１１％）。其余
ＨＰＶ高危亚型阳性妇女随后１２年发展为 ＣＩＮ３＋风险为６０％
（９５％ ＣＩ：３８％～８３％）。如两次检测 ＨＰＶ１６均阳性的妇女
随后１２年发展为 ＣＩＮ３＋风险为 ４７４％ （９５％ ＣＩ：３４９％ ～
５７５％），ＨＰＶ５３、５９、６６、６８单一亚型感染的细胞学未见异常妇
女随访１２年无ＣＩＮ２＋病变发现，３９、５３、５９、６６、６８亚型感染者
随访１２年未见 ＣＩＮ３＋病变发现，５２、５６亚型感染随访 １２年
ＣＩＮ３＋病变发现少于５％。ＨＰＶ高危亚型阴性的妇女随后１２
年发展为 ＣＩＮ３＋风险 ３０％ （９５％ ＣＩ：２５５～３５％）。Ｍｉ
ｃｈｅｌｌｅ［１３］也发现不同 ＨＰＶ亚型的感染导致子宫颈癌前病变以
及浸润癌的风险亦不同。ＨＰＶ１６亚型阳性妇女１０年累计发生
ＣＩＮ３＋风险为１７２％ （９５％ ＣＩ：１１５％～２２９％），ＨＰＶ１８亚型
阳性的１６亚型阴性妇女１０年累计发生 ＣＩＮ３＋风险为１３６％
（９５％ ＣＩ：３６％～２３７％），其余１２种亚型感染者０年累计发
生ＣＩＮ３＋风险为３０％ （９５％ ＣＩ：１９％～４２％），ＨＰＶ高危亚
型阴性妇女 １０年累计发生 ＣＩＮ３＋风险为 ０８％ （９５％ ＣＩ：
０６％～１１％）。

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显示，除ＨＰＶ１６型与高级别子宫颈病
变密切相关外，ＨＰＶ３１、３３型感染也与高级别子宫颈病变关系
密切［１４，１５］。在前期陈锐等［１６］研究中发现，在１９例细胞学未见
异常的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妇女中，检出 ＣＩＮ２／３３例
（１５８％）；３０例 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者中，检出 ＣＩＮ２／３
３例（１００％），认为对于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３１、３３感染者
也应加强管理。由于前期研究的病例数量较少，本次我们扩大

标本量，以近３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选取 ＡＳＣＣＰ指南建议
直接转诊阴道镜的３０岁以上细胞学正常的 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
妇女以及既往我们研究中与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相关性明显的

ＨＰＶ３１、３３型感染妇女，全部转诊阴道镜检查，以探索细胞学未
见异常的 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者的管理模式。在本次入组的
９９３例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的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型感染者中，共
检出ＣＩＮ２５０例（５０／９９３，５０％），ＣＩＮ３２７例（２７／９９３，２７％）；
其中 ＨＰＶ１６感染者中检出 ＣＩＮ２＋５５例（５５／５３２，１０４％）；
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１６（－）感染者中共检出 ＣＩＮ２＋３例（３／１４２，
２１％），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共检出 ＣＩＮ２＋１１例
（１１／１３７，８０％），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中共检出
ＣＩＮ２＋８例（８／１８２，４４％）。说明宫颈细胞学未见异常的ＨＲ－
ＨＰＶ感染者中有一定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者存在。
３２　如何管理细胞学未见异常ＨＲ－ＨＰＶ感染者

对于宫颈细胞学未见异常的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如果全部转
诊阴道镜，将会增加阴道镜的转诊率，对感染者带来不必要的

心理以及身体上的伤害。

Ｈｏｒｍｕｚｄ等［４］总结美国北加州凯撒医疗中心管理的９６５３６０
名年龄在３０～６４岁妇女的子宫颈癌细胞学＋ＨＲ－ＨＰＶ检测数
据，及近４０万名年龄２１～２９岁单独子宫颈细胞学筛查数据的
５年累计ＣＩＮ２＋、ＣＩＮ３＋检出风险，并将细胞学 ＬＳＩＬ５年累计
ＣＩＮ３＋风险５２％作为筛查异常可直接转诊阴道镜检查的标
杆，将细胞学ＡＳＣ－ＵＳ５年累计 ＣＩＮ３＋风险２６％左右作为筛
查异常可６～１２个月复查的标杆，其它筛查结果可根据其５年
累计ＣＩＮ３＋风险决定处理原则，也就是“同等风险同等管理”原

则。由此可见细胞学未见异常的ＨＲ－ＨＰＶ感染者的５年累计
ＣＩＮ３＋风险为４５％，高于可６～１２个月复查的２６％标杆但低
于立即转诊阴道镜检查的５２％标杆。所以对于 ＨＰＶ高危感
染细胞学未见异常者立即转诊阴道镜将带来阴道镜转诊率高，

给感染者身心带来伤害；但如果全部行６～１２个月复查，势必有
一定漏诊高级别病变的风险。如何将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Ｒ－
ＨＰＶ感染者中真正有风险的妇女及时分流出来及时转诊阴道
镜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２０１２年更新的ＡＳＣＣＰ指南［１７］建议：对于细胞学未见异常

的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可采取两种管理方式，可选择１２个月复查
细胞学 ＋ＨＲ－ＨＰＶ，或对 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转诊阴道镜检查。
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发现，ＨＰＶ１６感染者基线的 ＨＳＩＬ检出超过
１００％，本着“同等风险同等管理”的原则，需立即转诊阴道镜，
避免漏诊。虽然在我们的研究中ＨＰＶ１８感染者中检出 ＣＩＮ２＋
风险仅为２１％，但由于ＨＰＶ１８在子宫颈浸润癌以及癌前病变
中占有较高份额，同时与子宫颈腺上皮癌前病变以及浸润癌的

关系密切［１８］，并且目前的子宫颈癌筛查策略对腺上皮病变的检

出敏感性差，所以对于 ＨＰＶ１８感染者也建议转诊阴道镜，尤其
是持续感染者，其病变风险更高。在我们的研究中，虽然对所

有细胞学未见异常的 ＨＰＶ３１、３３感染者全部行阴道镜检查，在
未合并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的妇女中检出ＣＩＮ２＋风险分别为８０％
及４４％，但检出 ＣＩＮ３的风险仅为１５％（２／１３７）及１６％（３／
１８２）按是否检出 ＣＩＮ２＋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仅有
ＨＰＶ１６型感染与 ＣＩＮ２＋有相关性［ＯＲ值 ＝２３５３（９５％ＣＩ
１００４～５５１６），Ｐ＝００４９］，ＨＰＶ１８、３１、３３型与ＣＩＮ２＋病变无
相关性。

本着子宫颈癌筛查“利益最大化、伤害最小化”的原则，对

细胞学未见异常的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应认真评估其高级别宫颈
上皮内瘤变的风险，对 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者应及时转诊阴道镜检
查，对于其它ＨＰＶ亚型感染者，应注意评价，对于持续感染者也
应及时转诊阴道镜，但对于初次检出的感染者，需加强随访，可

在全面的患者教育后建议其１２个月复查 ＨＲ－ＨＰＶ及细胞学，
避免过度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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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李冬雷（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
肿瘤。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

吉西他滨联合顺铂二线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
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冬雷１　于洪波２　杨雷２　于海莲２　吕玲玲２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２定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的临床效果。方法：以我院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收治的６８例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患者，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对照组患者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对患者进行化疗，观察组患者采用吉西他滨与顺铂联合化疗。对比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生活质量以及毒副作用。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产生的毒副作用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吉西他滨与顺铂联合化疗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的临床效果较
为显著，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毒副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吉西他滨；顺铂；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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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发病率上升较快，已经成为影响
女性身体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对于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

患者而言往往对其进行化疗，通过化疗可以有效地缓解和抑制

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紫杉醇 ＋顺铂化疗是目前宫颈癌术后及
晚期宫颈癌治疗的常用一线方案，然而针对晚期复发转移的宫

颈癌，因肿瘤耐药基因，导致既往一线紫杉醇方案有效率低，尚

无标准治疗方案。吉西他滨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新型嘧啶核苷

类似物，在结构上和阿糖胞苷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１］。当这一

药物进入到人体之后会迅速的代谢成三磷酸和二磷酸，而其中

所产生的氟脱氧嘧啶核苷是一种较强的活性物质［２］。这种活

性物质可以掺入到ＤＮＡ链中，从而有效地抑制 ＤＮＡ链的继续
延长使其凋亡，进而引发细胞的毒性作用。吉西他滨联合铂类

方案在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膀胱癌等多种实体瘤中效果显

著，而在晚期复发宫颈癌治疗中研究较少［３］。在本文的研究中

就以我院收治的６８例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吉西他滨与顺铂联合化疗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收治的６８例既往一线
曾接受紫杉醇＋顺铂化疗而复发转移的晚期宫颈癌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每组各３４例患者。对照组的３４例患者年龄在２２～
７３岁之间，平均年龄（４２４１±２５３）岁。病理类型：这些患者中
有１１例为腺癌，有２０例为鳞癌，有３例为腺鳞癌。复发转移部
位：腹膜后淋巴结５例，阴道残喘１１例，肝１例，盆腔８例，锁骨
上淋巴结７例，肺２例。分化程度：低度分化患者１９例，中度分
化患者９例，高度分化患者６例。观察组的３４例患者年龄在２０
～７１岁之间，平均年龄（４２２５±２４２）岁。病理类型：这些患者
中有１０例为腺癌，有１８例为鳞癌，有６例为腺鳞癌。复发转移
部位：腹膜后淋巴结６例，阴道残喘１０例，肝２例，盆腔９例，锁
骨上淋巴结４例，肺３例。分化程度：低度分化患者１７例，中度
分化患者１２例，高度分化患者５例。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可进行研究。

１２　纳入标准
（１）所有患者经过影像、细胞学以及病理组织学诊断，确诊

为复发或者转移的宫颈癌；（２）患者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均超过 ６０
分，经检测所有患者肝、肾、心以及血象等各指标均正常；（３）所
有患者预计生存期均超过３个月，能够通过 Ｘ线、ＣＴ等检测仪
器对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以及疗效进行检测评定［４］；（４）无严
重精神类疾病，意识清晰。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原方案紫杉醇（ＦＨＦａｕ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ｓＤａｖｉｄＢｕｌｌＬａｂ，注册证号 Ｘ２００１０１２０，规格：３０ｍｇ：
５ｍＬ，１瓶／盒）＋铂类化疗（紫杉醇１７５ｍｇ／ｍ２，顺铂７５ｍｇ／ｍ２）。
观察组患者第１、８ｄ静脉滴注吉西他滨（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６９８，规格：１瓶／盒）１０００ｍｇ／ｍ２，与
此同时对患者静脉滴注顺铂２０ｍｇ／ｍ２第１～３ｄ。当患者在化疗
结束后检测发现白细胞数目不超过２０×１０２／Ｌ时，对患者进行
Ｇ－ＣＳＦ（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５］。３周为１个周
期，对患者至少进行２个周期的治疗。在每一周期开始之前对
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以及血象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若各项指

标检查正常则可进行下１个周期的化疗［６］。若各项指标存在

异常情况，则对患者推迟用药。

１４　疗效评价
治疗总有效率：根据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检测结果以及临

床症状改善情况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估和分

析，并将其划分为全面缓解、基本缓解、稳定、无效四个等级［７］。

全面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经影像学检查各项生命指

标恢复正常；基本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经影像学检

查各项生命指标基本恢复正常；稳定：患者的临床症状趋于稳

定，未出现病情恶化情况，经影像学检查各项生命指标未出现

明显的异常或者恶化情况；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未出现明显

好转，经影像学检查各项生命指标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 ＝
（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总例数×１００％［８］。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根据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结果对患者生活质
量改善情况进行划分［９］。当患者治疗前后评分增加超过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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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示生活质量改善；当患者治疗前后评分降低超过１０分，表
示生活质量下降；当患者治疗前后评分变化浮动不超过１０分，
则表示稳定［１０］。

毒副反应：对两组患者化疗后出现的各类毒副反应进行详

细准确的记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分析统计的数据，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１］。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全面缓解 基本缓解 稳定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４ ５ ２１ ６ ２ ７６４７

对照组 ３４ １ １７ １０ ６ ５２９４

２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观察组患者中有２２例生活质量改善，有７例患者稳定，有

５例患者下降；对照组组患者中有１７例生活质量改善，有６例
患者稳定，有１１例患者下降。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产生的毒副作用情况

在对患者进行化疗时往往出现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

毒副作用的频率相对较高，对于部分患者还伴有严重的脱发、

呕心呕吐等不良反应。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产生的毒副作用情况

组别 例数
白细胞

减少

恶心

呕吐

血小板

减少
脱发 腹泻

肝功能

受损

对照组 ３４ ２５ ２１ １９ ２３ ８ ６

观察组 ３４ １６ １２ １４ １５ ２ １

#

　讨论
宫颈癌发病率高、致死率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妇女的重

点防范病症之一［１２］。目前在临床上对宫颈癌患者采用化疗要

比单纯的放射治疗效果更为明显，通过化疗可以较为显著的提

高患者的生存率［１３］。化疗治疗宫颈癌是临床治疗宫颈癌的一

项重大突破，给宫颈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１４］。对于化

疗时所选用的化疗药物有着严格的规定，化疗药物选择恰当能

够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毒副作用［１５］。而化疗药物选择不恰当，

则极有可能导致患者病情恶化，严重者甚至造成患者死亡。通

过对晚期复发和转移宫颈癌患者治疗手段研究的逐渐深入，对

于该疾病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新的进展。

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进行化疗已经成为了现阶段卵巢癌

一线化疗方案，但是对于 ＴＰ方案在宫颈癌的应用过程中尚处
于探究阶段。进行体外研究发现紫杉醇能够有效抑制并消除

宫颈癌细胞的毒性，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细胞周期的 Ｇ２／Ｍ期

进行有效的抑制，参与到有丝分裂的微管的分开，促使细胞分裂

得以正常进行［１６］。目前我国较为常用的化疗方法由 ＩＰ、ＦＰ以
及ＰＶＢ等，这些方案中有些效果较为理想，但是其毒性较大。
而对于毒性较小的化疗方案，则效果较差。在以往的研究中紫

杉醇联合顺铂方案治疗晚期复发宫颈癌，其总有效率为

４３３％［１７］，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似。

研究证实采用某些新的细胞毒性药物具有毒副作用较少

且疗效显著的特点，而其中的吉西他滨就是这类药物中的一

种。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吉西他滨在治疗宫颈癌方面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提高治疗效果作用显著［１８］。为了更加

有效地提高治疗的效果，往往在临床化疗过程中选用多种化疗

药物联合使用。吉西他滨作为一种竞争性的酶作用物，无论是

在患者的体内还是在体外均可以与顺铂产生较为显著的协同

作用。吉西他滨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在与放射治疗配合、

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使用还是单一用药方面均被证实为效果

显著的放疗以及活性药物的增敏剂。在本文的研究中就以我

院收治的６８例晚期复发或转移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这
些患者分别采用吉西他滨单一给药和吉西他滨 ＋顺铂联合给
药这两种化疗方法。研究发现这两种药物联合运用治疗效果

明显高于吉西他滨单一用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在对患者进行化疗时往往出现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毒副

作用的频率相对较高，对于部分患者还伴有严重的脱发、恶心

呕吐等不良反应。但是对患者采用吉西他滨与顺铂联合化疗

治疗后各类毒副反应发生率要明显少于吉西他滨单一给药患

者，且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处理之后很快恢复。

综上所述，吉西他滨与顺铂联合化疗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

宫颈癌的临床效果较为显著，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毒

副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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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ｔｈｅＡＰ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ｍｅｓｓｅｎ
ｇｅｒＲＮＡｉｎ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

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ｏｆ，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６－１６２．
［１５］　章文华，张蓉，吴令英，等．盐酸吉西他滨治疗局部晚期和复发性

妇科癌症的初步观察．肿瘤学杂志，２００２，８（４）：１９３－１９５．
［１６］　胡兴胜，焦顺昌，张树才，等．培美曲塞及吉西他滨分别联合顺铂

治疗初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随机对照研究．
中国肺癌杂志，２０１２，１５（１０）：５６９－５７５．

［１７］　ＳａｈｉｎＩＨ，ＧｅｙｅｒＡＩ，ＫｅｌｌｙＤＷ，ｅｔａｌ．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ｔｉｓｉｎ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Ｅｌｕｃｉｄａ
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６，１５（１）：２４－３１．

［１８］　ＬｉＸＷ，ＴｕｅｒｇａｎＭ，Ａｂｕｌｉｚｉ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ＰＫ１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ＰＫ１ｇｅｎｅ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ｏ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
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１１（８）：９３７－９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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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余霞（１９８２－），女，技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病理。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２

宫颈癌标本中 ＨＰＶ１６的 Ｅ６、Ｅ７和 ＬＣＲ的变异研究
余霞１　陈霖１　王小玉１　邹阮敏２　朱再胜３

１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３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分析Ｅ６、Ｅ７和ＬＣＲ（ｌ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ｇｉｏｎ，ＬＣＲ）在宫颈癌标本中 ＨＰＶ１６中的变异
情况。方法：随机选取我院病理实验室于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留存的 ＨＰＶ１６阳性宫颈癌标本
１００例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ＰＣＲ技术进行Ｅ６、Ｅ７和 ＬＣＲ片段的扩增处理，并采用 ＤＮＡ序列进行 ＰＣＲ扩
增产物的序列测定，分析Ｅ６、Ｅ７和 ＬＣＲ的变异表现。结果：Ｅ６基因中最常见变异为 Ｔ３５０Ｇ（６７２７％），Ｅ７
基因中最常见变异为 Ｔ７８９Ｃ（７２６７％），ＬＣＲ最常见变异为 Ｇ７５２１Ａ（９０９０％），ＬＣＲ区中出现 Ｇ７７９９Ａ、
Ａ７６３６Ｃ、Ｃ１３Ｔ、Ｃ７６７８Ｔ新变异，Ｅ７区高度保守，ＹＹ１转录因子结合点是ＬＣＲ变异的主要集中点。结论：宫颈
癌标本中ＨＰＶ１６存在Ｅ６、Ｅ７和ＬＣＲ变异情况，分析高危型ＨＰＶ变异有助于宫颈癌ＨＰＶ的早期诊断，可将
其应用于宫颈癌防治的疫苗设计中，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　宫颈癌；ＨＰＶ１６；Ｅ６；Ｅ７；Ｌ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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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ｖａｒ
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６，Ｅ７ａｎｄＬＣ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ｏｒＥ６ｇｅｎｅｗａｓＴ３５０Ｇ（６７２７％），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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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ｉｖｅ．ＹＹ１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ｓｉｔｅｗ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ｏｃｕｓｏｆＬＣ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Ｅ６，
Ｅ７ａｎｄＬＣ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ＰＶ１６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ｏｆＨＰＶ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ｃａｎ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ＰＶ，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ｅｓｉｇｎ，ｗｉｔｈ
ｗｉｄ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ＰＶ１６；Ｅ６；Ｅ７；ＬＣ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产科极为常见，宫颈属于
人体的一个解剖部位，极为特殊，近年来，宫颈发生病变的几率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宫颈癌的发生率居于女性恶性肿瘤的第

二位，仅次于乳腺癌［１，２］。在宫颈癌的防治中，对宫颈癌前病变

进行准确高效的筛查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近年来，大量

的临床研究［３－５］结果表明，高危型ＨＰＶ对宫颈癌疾病的发生发
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ＨＰＶ在人和动物的基因组表现中比较
保守，基因组最大为８２００ｂｐ，最小基因组约７４００ｂｐ。ＨＰＶ属于
环状双链ＤＮＡ病毒，且无包膜。临床研究［６，７］结果显示，ＨＰＶ
变异将对病毒组装、免疫反应以及转录调节等产生一定影响，

本组研究中采用ＤＮＡ测序的方式研究宫颈癌病变与病理分级
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宫颈癌标本均来自我院肿瘤科病理实验室，随机选取

１００例标本，所选标本均经标准 ＨＰＶ分型，其中 ５５份标本为
ＨＰＶ１６阳性。新鲜肿瘤标本采用 ＰＢＳ法收集，并在 －７０℃保
存，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该研究已

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并获准。

１２　方法
宫颈癌标本中的高分子量基因组 ＤＮＡ采用酚 －氯仿抽提

方法进行分离处理，采用通用引物引物和特异性引物进行 ＨＰＶ
检测和高危型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分型的鉴定，内部对照以β－球
蛋白基因的扩增为准［８］。

反应条件：引物 ５ｐｍｏｌ，总体积 ２５μＬ，１００ｎｇＤＮＡ，１５ｍＭ
ＭｇＣｌ２，１０ｍＭＴｒｉｓ－Ｃｌ（ｐＨ８４），５０ｍＭＫＣｌ，ｄＧＴＰ１２５μＭ、ｄＣＴＰ
１２５μＭ、ｄＡＴＰ１２５μＭ、ｄＴＴＰ１２５μＭ，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０５Ｕ。

反应步骤：于９５℃下，经预变性处理５ｍｉｎ，并延伸３０ｓ；５５℃
下退火处理３０ｓ，并在７２℃下延伸３０ｓ，该反应处理共进行３０个
循环。Ｅ６的位置在８３～５５９，长度４７７ｂｐ，Ｅ７位置在５６２～８５８，
长度为 ２９６ｂｐ，ＬＣＲ位置在 ７４３８～７４５９、１１９～１４９，长度为
６１７ｂｐ。引物序列如下：

正义链：

Ｅ６５’－ＧＡＡＧＧＴＴＡＴＡＧＣＡＡＡＡＧＡＡＣＣＴＡＧＣ－３’
Ｅ７５’－ＣＣＡＴＡＴＴＡＡＧＣＧＧＡＡＴＣＧＴＡＧＡＧＣＡＧ－３’
ＬＣＲ５’－ＣＣＡＴＡＴＴＧＴＡＧＣＡＣＣＴＡＴＴＡＡＧＣＡ－３’
反义链：

Ｅ６５’－ＡＣＣＡＴＡＡＧＴＡＴＣＡＴＧＴＧＧＡＧＣＡＣＧＣＴ－３’
Ｅ７５’－ＴＴＴＡＧＣＣＡＡＧＡＧＴＡＡＣＣＧＴＡＣＡＴＣＣＡＴ－３’

ＬＣＲ５’－ＡＧＧＴＣＴＡＡＴＡＧＴＡＧＣＴＡＡＴＣＧＣＣＡＡＴＴＴＧ－３’
１３　Ｅ６、Ｅ７及ＬＣＲ变异分析与鉴定

变异分析：采用ＤＮＡ测序仪测定经ＰＣＲ扩增后的序列，数
据收集采用ＡＢＩＰｒｉｓｍ３１０软件进行收集，同时采用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４１
软件进行数据测序分析。为了确保 ＰＣＲ扩增产物的测序结果
的准确性，可以采用反向测序进行再次验证［９］。

变异体鉴定：Ｅ６、Ｅ７及ＬＣＲ变异体采用原型ＨＰＶ－１６Ｒ进
行数据的鉴定，变异体包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Ａ）、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Ａｆｒｉｃａｎ１（Ａｆ－１）、Ａｆｒｉｃａｎ２（Ａｆ－２）、Ａｓｉａｎ
（Ａ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结果
２１　宫颈癌ＨＰＶ分型结果

采用ＨＰＶ通用引物检测，１００份宫颈癌标本中均能检测到
ＨＰＶ，其中５５份（５５０％）标本感染ＨＰＶ１６，３０份（３００％）标本
感染ＨＰＶ５８，１５份（１５０％）标本感染ＨＰＶ５２。
２２　ＨＰＶ１６变异的鉴定

５５份ＨＰＶ１６阳性标本中 Ｅ谱系占６５４５％（３６／５５），Ａ谱
系占２５４５（１４／５５）。所选宫颈癌标本中尚未检测到ＡＡ、ＮＡ、Ａｆ
－１、Ａｆ－１谱系。其中 Ｅ原型在 ＨＰＶ１６Ｅ谱系中占５４５５％，Ｅ
变异体占４５４５％。
２３　基因序列的变异结果

Ｅ６核苷酸变异率在 ＨＰＶ阳性标本中占６７２７％（３７／５５），
氨基酸变异为５０９１％（２８／５５）。其中 Ｇ９０Ａ、Ｔ２４１Ａ、Ａ１３０Ｃ为
Ｅ６核苷酸变异位点的３个沉默突变。第１７８核苷酸为表现较
为频繁的序列变异位点，包括 Ｔ１７８Ａ、Ｔ１７８Ｇ。而 Ｇ９４Ａ和
Ｔ３５０Ｇ是其他较为常见的突变位点。

Ｅ７基因序列变异率为７２７２％（４０／５５），其中位点 Ａ６４７Ｇ
和Ａ６４５Ｃ是错义突变，沉默突变位点为 Ｇ６６６Ａ、Ｔ７６０Ｃ、Ｔ８４３Ｃ、
Ｔ８４３Ｃ；氨基酸变异率为 ４００％（２２／５５），较为常见的变异为
Ｔ８４６Ｃ（７２７２％）、Ｔ７８９Ａ（３６３７％）、Ａ６４７（３２７３％），最常见的
氨基酸变异为Ｎ２９Ｓ（３６３７％）。

ＬＣＲ基因序列变异率为 ５８１８％（３２／５５），最常见的变异
Ｇ７５２１Ａ（９０９０％）。

#

　讨论
宫颈癌筛查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升，广大妇女对宫颈癌疾病的认识和预防知识也不断增

加。宫颈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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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上升［１０］。近年来宫颈癌发病呈低年龄化趋势发展，有很

多没有生育患者出现。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宫颈癌、乳腺

癌发病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关于宫颈癌发病机制尚不

清晰，多认为与饮食、家族病史等有关［１１］。由于患者的临床症

状缺乏典型性，早期诊断率较低，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够改善预

后，对宫颈癌筛查工作有重要价值。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和及时

治疗的，宫颈癌从病变前到癌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大约

需要１０年的时间，在这一阶段如果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治疗措
施，是可以对癌症进行早期预防的［１２，１３］。

相关临床研究［１４，１５］结果显示，不同 ＨＰＶ变异体的致瘤性
表现存在一定差异，且不同地区的调查研究数据具有差别，这

与人群中ＨＬＡ等位基因的分布有密切关联。宫颈癌３５０ＧＥ６
的变异频率增加导致 Ｌ８３Ｖ位亮氨酸发生改变，亮氨酸变成缬
氨酸与宫颈损伤相关。由于宫颈癌 ＨＰＶ１６变异体具有引发不
同生物化学效应和致瘤潜能的作用，宫颈癌 ＨＰＶ１６中 Ｅ７也存
在明显的核苷酸变异，这与以往关于 ＬＣＲ核苷酸序列以及
ＨＰＶ１６Ｅ６、Ｅ７变异的相关报道一致［１６］。ＬＣＲ是不同病毒细胞
形成基因转录的重要结合位点，能够起到调节ＨＰＶ基因转录的
作用，同时具有激活 Ｐ９７启动子活性的作用，同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活动，尤其是ＨＰＶ１６中 Ｅ６和 Ｅ７原癌基因的表达。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ＬＣＲ核苷酸的变异率较高，其次为 Ｅ６和
Ｅ７，这与以往的相关报道［１７，１８］相似，且 ＬＣＲ作为病毒基因转录
调控的主要位点，其基因变异与病变生物学特征及临床病理特

征相关。此外，由于Ｏｃｔ－１是病毒基因转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Ｏｃｔ－１结合位点突变将影响 ＨＰＶ的进一步表达，所以在
ＨＰＶ１６ＬＣＲ的基因表达中可以发现，Ｏｃｔ－１结合位点突变频率
较低，癌变基因Ｅ６和Ｅ７的变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编码的
蛋白生物学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ＨＰＶ感染的病变进程。

综上所述，ＨＰＶ１６型内变异对宫颈癌病变的进展具有重要
的生物学意义，通过深入分析宫颈癌标本 ＨＰＶ１６中 Ｅ６、Ｅ７及
ＬＣＲ变异的特点，可以为临床上 ＨＰＶ早期诊断提可靠依据，同
时为宫颈癌疫苗开发与设计提供相关参考依据，具有积极的临

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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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
瘤剔除术对患者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雷声云　郑春艳
榆林市星元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性功能影
响，旨在为临床提供科学有效的手术方法。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我院收治的１６０例子
宫肌瘤患者作为受试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８０例。观察组行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
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照组行常规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测定患者手术前以及手术后６个
月患者雌二醇（Ｅ２）、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ＦＳＨ／ＬＨ比值以及窦状卵泡（ＡＦＣ）数量，以
及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同时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手术前，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及ＡＦＣ上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经
过不同手术方案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及 ＡＦＣ水平也没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手术后６个月患者在性欲、高潮频数、性满意度、性焦虑、配偶高潮频数以及配偶性满意
度均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能够显著减少

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并可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且不会显著改变患者

的卵巢功能相关激素水平和性功能水平，值得临床参考。

【关键词】　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性功能影响；子宫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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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病因复杂，但多
数与女性自身的激素分泌紊乱和生活不规律有关［１，２］。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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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子宫肌瘤通过手术切除后就能痊愈，但是由于子宫肌瘤的位

置往往靠近卵巢，不同手术方式可能对患者的卵巢产生不同的

作用。在子宫肌瘤切除术中，切除肌瘤后，往往会导致组织出

血，在腹腔镜下通过电凝止血也难以达到良好止血目的，因此

往往需要反复使用内凝器，到时术后缝合视野较差，术后吸收

热以及盆腔粘连等并发症［３～５］。因此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

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可以显著降低子宫肌瘤切

除术过程中出血量，可以显著降低并发症。但是目前临床上很

少有报道该类手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本研究旨在研究腹

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

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手术方法。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我
院收治的１６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受试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８０例。观察组２４～５２岁，平均年龄（３６８±
６５）岁；对照组２５～５５之间，平均年龄（３７２±６７）岁。对照
组和观察在平均年龄、肌瘤个数 、肌瘤平均直径上均没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组间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患者经过检查，明确诊断为子宫肌瘤，且符
合手术指征；（２）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了解实验全过程并积
极配合实验完成。排除标准：（１）患者有心、脑、肾脏等器质性疾
病或有血液系统疾病；（２）患者有恶性肿瘤病史或放化疗史。
１３　方法

术前排除禁忌症，患者给予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并进行

持续的心电监护，麻醉后取膀胱截石位，常规建立气腹并放置

举宫器，放入镜头检查子宫、附件等情况。观察组患者在子宫

峡部两侧剪开阔韧带前叶，分离出子宫静脉上支后，电凝电灼

阻塞该动脉后，再行子宫肌瘤切除术；对照组施行常规腹腔镜

下子宫肌瘤切除术。

１４　观察指标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手术前以及手术后６个月

患者雌二醇（Ｅ２）、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ＦＳＨ／ＬＨ比值以及窦状卵泡（ＡＦＣ）数量。由固定的专业医务人
员对患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性生活质量、性生

活满意度以及性焦虑和性自信因子等６个方面。同时记录两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样本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所有资料均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两组
间均数差异采用ｔ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多组间均数差异
采用χ２分析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相关指标的比较

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手术前，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及 ＡＦＣ
上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经过不同手术方案治
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及 ＡＦＣ水平也
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相关指标的比较

指标 观察时间
对照组

（ｎ＝８０）
观察组

（ｎ＝８０）
ｔ Ｐ

Ｅ２（ｐｍｏｌ／Ｌ） 术前 ２０６３±２４９ ２０８３±２５４ ０３２ ０１４０

术后 ２０４５±２６７ ２０７４±２４３ ０５０ ０１１０

ＦＳＨ（Ｕ／Ｌ） 术前 ７９±０９ ８０±０７ ０４８ ０１３１

术后 ８８±１２ ８８±１５ ０６５ ００９８

ＬＨ（Ｕ／Ｌ） 术前 ７９±０７ ８２±０８ ０３５ ０１３９

术后 ７７±０６ ８１±０６ ０４２ ０１３５

ＦＳＨ／ＬＨ 术前 １４±０２ １３±０２ ０３９ ０１４０

术后 １５±０４ １４±０５ ０６２ ０１０５

ＡＦＣ 术前 ８３±１５ ８２±１７ ０４４ ０１３４

术后 ７９±２０ ７８±２５ １１０ ００９１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手术后６个月患者在性欲、高潮频数、性满意

度、性焦虑、配偶高潮频数以及配偶性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的比较

类型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性欲 ３１±０９ ３３±０５ ０６５ ００９８

高潮频数 ４７±０９ ４９±０３ ０３５ ０１３９

性满意度 ３７±１１ ４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１３５

性焦虑 ３９±１３ ４２±０５ ０３９ ０１４０

配偶高潮频数 ３７±１０ ３８±０４ ０６２ ０１０５

配偶性满意度 ３８±１０ ４０±０５ ０４４ ０１３４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平

均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上均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平
均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类型 观察组 对照组 ｔ／χ２ Ｐ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８４７±１１９１１４９±９３ １８３５０ ００００

术后排气时间 （ｈ） ２１７±４１ ２４０±４５ ４４７９ ００３４

术后住院时间 （ｄ） ４２±１３ ５１±１５ ３２５９ ００４１

术后并发症事件［ｎ（％）］ ３（３７５） １１（１３７５） ５１２４ ００２４

#

　讨论
子宫肌瘤是育龄期妇女最常见的良性肿瘤，患病率高达

２０％。对于子宫肌瘤的治疗，药物只能只能使得子宫肌瘤体积
缩小，不能起到根治的目的。目前使用手术治疗子宫肌瘤是临

床上最为常用的方法。随着腹腔镜的推广使用，目前临床上主

流的都是通过腹腔镜进行子宫肌瘤切除术［６，７］。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切除术由于视野狭窄，出血量较大，手术中止血较为困难，

特别是对于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患者，往往会导致缝合困难，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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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导致术后出现盆腔炎［８，９］。由于子宫中９０％的血液供应来自
上行支，因此在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前阻塞患者上行支可以大大

降低患者术中的出血量，减少电凝和电灼止血的次数，有利于

创口的缝合［１０，１１］。但是阻断上行支动脉对患者子宫功能的影

响尚没有详细报道。本研究旨在研究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

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

临床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手术方法［１２，１３］。

本研究分析不同手术方式对子宫肌瘤患者的卵巢和性功

能的影响。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手术前，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
及ＡＦＣ上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经过不同手术
方案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Ｅ２、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以及 ＡＦＣ
水平也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提示我们，行动脉上行支
阻断术没有显著改变患者与卵巢功能相关的激素水平，即行动

脉上行支阻断术可能不影响患者的卵巢功能。在性功能的研

究中，两组患者在手术后６个月患者在性欲、高潮频数、性满意
度、性焦虑、配偶高潮频数以及配偶性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提示我们，行动脉上行支阻断术不显著改变患者
的性生活质量，这可能是由于动脉上行支阻断术不改变患者卵

巢中激素的水平有关［１４，１５］。两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

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上均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提示我们，行上行支阻断术能够显著降低患者
的手术相关指标，有利于患者恢复。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子宫动脉上行支阻断术辅助腹腔镜子宫

肌瘤剔除术对能够显著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以及

术后住院时间，并可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且不会显著改变

患者的卵巢功能相关激素水平和性功能水平。但是由于样本量

限制，本研究仍有不足，需要加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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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抗凝药物对妇科肿瘤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作用
的临床对比研究
舒颖　南芳芳△

滨州医学院，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不同抗凝药物对妇科肿瘤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效果。方法：选取自２０１３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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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５年４月间本院收治的妇科肿瘤进行手术的患者９０例，按照随机分组对照原则将本组患者分成研究Ｉ
组、研究ＩＩ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患者３０例。对照组患者不予以抗凝药物治疗，研究Ｉ组的患者应用利伐沙
班进行术后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性治疗，而研究ＩＩ组则采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然后对比观察三组患者的
血清学指标、血流指标、下肢周径、凝血酶原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结果显示，研究组中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１３３３％，对照组为２００％，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 ＩＩ
组的血清学指标、血流指标、下肢周径、凝血酶原时间均较研究 Ｉ组及对照组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研究组不良反应较对照组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研究表明，利伐沙班与低分
子肝素均对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有预防作用，但比较而言，低分子肝素预防效果更佳，不良反应更少。

【关键词】　妇科肿瘤；手术；深静脉血栓；低分子肝素；利伐沙班；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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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ｔｕｍｏ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ｅｐａｒｉｎ；Ｒｉｖａｒｏｘａｂａ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妇科肿瘤在女性疾病中占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社会的逐渐
老龄化，５０％女性受到妇科肿瘤的威胁，妇科恶性肿瘤在女性
中的患病率仅次于肺癌和乳腺癌，位居第三［１］。临床中常见的

妇科恶性肿瘤主要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并且发

病逐渐趋于年轻化，其中卵巢癌是导致死亡最高的的妇科恶性

肿瘤［２］。深静脉血栓是术后患者较易发生的并发症之一，在妇

科肿瘤患者中，由于腹腔镜手术采用膀胱截石位，并且气腹的

建立导致盆腔血管极度受压，因此容易导致患者下肢静脉回流

不畅，继而增加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的风险［３］。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不仅对患者的临床预后造成一定的影响，还导致患

者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由此抗凝治疗对于妇科肿瘤术后应

用的重要性［４］。本文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抗凝药物对妇科肿瘤

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效果，特进行如下研究内容。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针对本院自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间收治的妇科肿瘤
进行手术的患者９０例，按照随机分组对照原则将患者分为研究
Ｉ组、研究ＩＩ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患者３０例。对照组：年龄在
４３～７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６２５±７０６）岁，其中包括子宫内膜
癌、子宫肌瘤、宫颈癌患者，分别有３例、１９例和８例；研究Ｉ组：

年龄在４４～７０岁，平均年龄为（４７８６±７６４）岁，其中包括子宫
内膜癌、子宫肌瘤、宫颈癌患者，分别有４例、１８例和８例；研究
ＩＩ组：年龄在４２～７２岁，平均年龄为（４８０４±７５４）岁，其中包
括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宫颈癌患者，分别有５例、１７例和８
例。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证明三组患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１２　入选标准［５］

（１）首先通过影像学检查及病理组织检查确诊；（２）排除高
凝血状态患者；（３）无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４）无抗血小板聚
集类药物以及肝素药物过敏史；（５）排除血栓疾病；（６）患者属
于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通过气管插管全麻后患

者取膀胱结石位，根据患者病变情况选择脐上２～４ｃｍ穿刺，建
立人工二氧化碳气腹，置入腹腔镜进行腹腔探查，于下腹两侧

分别置入５ｃｍ和１０ｃｍＴｒｏｃａｒ。分离膀胱子宫反折腹膜，并下推
膀胱至宫颈外口，转入引导手术，钝性分离膀胱宫颈间隙及宫

颈直肠间隙，采用钳夹断双侧骶、主韧带及宫颈膀胱韧带，并缝

合。超声刀切断双侧圆韧带及输卵管峡部和卵巢固有韧带，随

后取出子宫标本，采用可吸收线缝合，术后常规清洗盆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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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Ｉ组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利伐沙班（ＢａｙｅｒＳｃｈｅｒ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ＡＧ，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４０１３２）治疗，于术后１２～２４ｈ口服，
１０ｍｇ／次，１次／ｄ，连续治疗２周。而研究 ＩＩ组患者则在对照组
基础上采用低分子肝素依诺肝素钠（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６８５０）治疗，于术后 １２～２４ｈ皮下注射，
４０００ＩＵ／次，１次／ｄ，持续治疗２周。
１４　观察指标［６］

（１）血清学：Ｄ－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应用乳胶凝集
法检测）；（２）下肢周径（大腿中上三分之一处用皮尺来测周
径）；（３）凝血酶原时间（待测血浆加入过量的含钙组织凝血活
酶，重新钙化的血浆在组织因子存在时激活因子成为 Ｘ成为
Ｘａ。后者使凝血酶原转变为凝血酶，凝血酶使纤维蛋白原转变
为凝血不溶性纤维蛋白，测定凝固所需时间、即为待测血浆凝

血酶时间）；（４）超声检查。
１５　统计学分析处理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学检查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较

对照组低（１３３３％ ｖｓ２００％），其中包括股静脉血栓、髂静脉血
栓以及小腿肌肉静脉丛血栓。且研究组患者术后５ｄ的 Ｄ－二
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明显较对照组低，研究 ＩＩ组中 Ｄ－二聚
体及纤维蛋白原水平明显的低于研究 Ｉ组，两者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的血清学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时间 Ｄ－二聚体（ｍｇ／Ｌ） 纤维蛋白原（ｇ／Ｌ）

研究组Ｉ 治疗前 ０５９±０１５ ２４７±０７５

治疗后 ０２６±０１１ ３０５±０８４

研究组ＩＩ 治疗前 ０５７±０１３ ２５０±０７４

治疗后 ０２１±００９ ２６４±０７２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５８±０１８ ２５１±０７２

治疗后 ０３１±０１６ ３８４±１７４

２２　三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Ｉ、ＩＩ组术后不同时间段的凝血酶原时

间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比较

组别 术前 术后３ｄ 术后１周 Ｐ

研究ＩＩ组 １２４８±２４６ １３８４±３９４ １３９４±３２１ ＜００５

研究Ｉ组 １２６２±２４８ １１８７±３５６ １１８２±３１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２８７±２５１ １０９５±３１５ １０６１±２９１ ＜００５

ｔ ０４９８ ５４６８ ７１６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血流时间及下肢周径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ＩＩ组的血流时间及下肢周径比较，均较

研究Ｉ组及对照组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血流时间及下肢周径比较

组别 时间 血流时间（ｍｉｎ） 下肢周径（ｃｍ）

研究Ｉ组 治疗前 １１３±０２３ １９５３±２３１

治疗后 ０９４±０１７ ２０３５±３５４

研究ＩＩ组 治疗前 １１１±０１９ １９８６±２５６

治疗后 ０７８±０１０ ２２８７±３８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０９±０１７ ２００２±２６１

治疗后 ０６３±０１１ ２５７８±４１２

#

　讨论
宫颈癌作为临床中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据相关资料统

计，世界每年大约有５０万的女性患宫颈癌，且平均每年有２５万
死于宫颈癌，所以临床应早期对患者进行诊断，并予以有效治

疗，才能提高临床有效率［７］。妇科肿瘤患者由于手术导致静脉

血管受损，其血流处于高凝血状态，并且血流速度减慢，进而容

易发生深静脉血流异常凝结现象，进一步导致静脉管腔阻塞，

静脉血流受阻，对患者的恢复也存在严重的影响，并且还会导

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可知抗凝治疗的重要性［８］。通过

纤维蛋白对血栓的溶解作用，继而有效预防血栓的形成，这也

是妇科肿瘤患者术后较为重要的治疗步骤之一［９］。在深静脉

血栓的形成中，以静脉壁损伤 、血流缓慢以及血液的高凝状态

为主造成的，因该类疾病的患者多为老年人，合并症较多，是深

静脉血栓的高危因素，在对患者进行手术时，因手术时间较长，

致使麻醉的时间也随之增加［１０］。在麻醉后周围血管扩张，血流

瘀滞，在手术结束后患者长期卧床，活动量降低，使下肢肌肉长

期的处在松弛状况等引起血流缓慢，促进了血栓的形成［１１］。在

静脉壁损伤中，因对肿瘤患者进行手术时，手术范围较大，比较

容易对血管壁及周围组织进行损伤，开启内源性凝血系统，引

起了血栓的形成［１２］。如部分经阴道手术，使患者取膀胱截石

位，使下肢静脉受压及回流不畅等，在术后静脉壁损伤的情况

发生也比较容易导致血栓形成［１４］。在血液高凝状态中，在恶性

肿瘤患者的肿瘤组织裂解产物能够使血小板的数量增加，提高

了凝血因子的含量，致使抗凝血因子的活性降低，血液处于高

凝状况［１４］。并且肿瘤组织本身的出血坏死能够产生许多外源

性及内源性的凝血活酶，促进的血栓的形成等［１５］。

目前临床中发现并应用的抗凝药物的种类繁多，本次研究

主要针对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对于妇科肿瘤患者术后的深

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效果进行研究。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活性

已经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肯定，其是普通肝素的裂解片断，经蒸

馏而得［１６］。其在抗凝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以低分子

肝素的抗血栓和出血的作用是独立存在的［１７］，从这个角度分

析，低分子肝素的安全性较高，同时在确保抗血栓治疗的同时

还能控制出血的发生，低分子肝素进入机体后通过促进组织型

的纤维蛋白溶解激活物的释放，发挥纤溶的作用，同时还能保

护血管内皮，增强抗血栓的作用［１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低分子肝素对妇科肿瘤患者术后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预防作用明显优于利伐沙班，且安全性较高，毒

副作用较少，因此，可以将低分子肝素广泛应用于临床妇科肿

瘤患者术后防治深静脉血栓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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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餐后脂代谢紊乱相关因素的
研究
朱君花　马彩莲　李涵
榆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ＰＣＯＳ患者餐后脂代谢紊乱主要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方法：纳入符
合鹿特丹标准ＰＣＯＳ患者６８例，非ＰＣＯＳ患者６８例，比较ＰＣＯＳ组与对照组餐后脂代谢指标甘油三酯（ＴＧ）、
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载脂蛋白Ａ（ＡｐｏＡ）、载脂蛋白Ｂ（ＡｐｏＢ）、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的差异，并做
相关性分析。结果 ＰＣＯＳ组与对照组餐后２ｈＴＧ、ＡＵＣ－ＴＧ、餐后４ｈ血糖、ＡＵＣ－血糖、胰岛素、ＡＵＣ－胰岛
素、ｉＡＵＣ－胰岛素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０、２、４、６ｈ的ＨＤＬ－Ｃ及ＡＵＣ－ＨＤＬ－Ｃ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两组间载脂蛋白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胰岛素抵抗是导致 ＰＣＯＳ患者血脂异常和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在治疗肥胖的ＰＣＯＳ患者时，应该优先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脂代谢紊乱；肥胖；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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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女性
常见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１］，以高雄激素血症、排卵功能障碍

和胰岛素抵抗为主要特征。长期发展可引发如心血管疾病、２
型糖尿病及卵巢癌等多种并发症［２］，并常随患者年龄增长而出

现明显的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高脂血症，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３，４］。

ＰＣＯＳ患者常存在两个会引起餐后甘油三酯增高的因素，
即肥胖和胰岛素抵抗［５，６］，而餐后甘油三酯的升高很有可能是

增加ＰＣＯＳ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因素。目前有许多关于多囊
卵巢综合征空腹条件下的脂代谢研究，但餐后脂代谢的对比研

究却很少。

本文对ＰＣＯＳ患者及非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对比研究，探讨 Ｐ
ＣＯＳ患者餐后脂代谢紊乱主要影响因素。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共纳入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８月在本院内分泌门诊确诊的
６８例ＰＣＯＳ患者，年龄１９～４５岁，诊断符合２００３年鹿特丹会议
制定的ＰＣＯＳ诊断标准［７］，须符合下列三项标准中的两项：（１）
月经稀发或闭经；（２）高雄激素血症或雄激素水平升高的临床
表现，例如痤疮、脱发、多毛等；（３）超声检查发现直径２～９ｍｍ
的卵泡超过１２个或至少一侧卵巢体积＞１０ｍＬ。排除库欣综合
征、先天性肾上腺增生、高催乳素血症、甲状腺疾病、可分泌雄

激素的肿瘤等引起排卵障碍的内分泌疾病，近３个月未服用任
何激素类药物和降糖药物。对照组为本院门诊招募的６８例非
ＰＣＯＳ妇女，年龄１９～４５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测量　测量研究对象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分别计算体
重指数（ＢＭＩ）和腰臀比，并测量体脂率（生物电阻抗分析法）。
１２２　减少样本量的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　研究对象试验前４
～５ｄ戒烟酒，并于试验前空腹１２ｈ。试验当天７∶３０～８∶３０间
于双侧肘前静脉各留置静脉套管针，一侧采样，另一侧注射葡萄

糖和胰岛素（商品名：诺和锐３０，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公司生产，批
号：ｓ２００９００９７）；埋管静卧１５～３０ｍｉｎ后，于０，２，４，８，１９，２２，３０，
４０，５０，７０，９０和１８０ｍｉｎ各抽血２ｍＬ，分别置于测葡萄糖用的抗凝
管及测胰岛素用的普通管中，并于０ｍｉｎ快速注射５０％葡萄糖
液（３００ｍｇ／ｋｇ，２ｍｉｎ内完成）；第 ２０ｍｉｎ缓缓注入胰岛素
（００３Ｕ／ｋｇ，１ｍｉｎ内完成），完成后用３ｍＬ生理盐水冲洗。实验
结束后，所有血液样本离心（３０００ｒ，１０ｍｉｎ），将样本分装储存于
－２０℃冰箱中，在１周内完成葡萄糖耐量、胰岛素敏感性和急性
胰岛素反应测定（运用 Ｂｅｒｇｍａｎ３０软件），并计算稳态模型胰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ＩＳ）。
１２３　营养餐和采样　营养餐是由专业营养师配餐，由研究人
员配发给研究对象（已禁食１２ｈ）。营养餐的热量共有９４８ｋｃａｌ，

脂肪占４６％（２２％饱和脂肪酸，１６％单不饱和脂肪酸，８％多不
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分别３８％和１６％。研究对
象摄入营养餐２０ｍｉｎ后采集基线血，之后分别于２、４、６和８ｈ采
集血样。采样期间研究对象的体力活动为最低限度。

１２４　检测方法　取已采集样本测定胰岛素、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雄烯二
酮、脱氢表雄酮（ＤＨＥＡＳ）、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血浆游离甲状
腺素（ＦＴ４Ｉ）、催乳素、皮质醇、血清睾酮（Ｔ），均采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游离脂肪酸（ＮＥＦＡ）采用比色法；血糖、甘油三酯
（ＴＧ），均采用酶法；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Ｃ），分别采用遮蔽法和化学法；载脂蛋白 Ａ－Ⅰ（ＡｐｏＡ－
Ⅰ）、载脂蛋白Ａ－Ⅱ（ＡｐｏＡ－Ⅱ）、载脂蛋白Ｂ（ＡｐｏＢ）采用免疫透射
比浊法；载脂蛋白Ｂ－４８（ＡｐｏＢ－４８）采用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ｔ
检验分析差异；计数资料采用χ２分析；对可能会影响ＰＣＯＳ患者
脂代谢的因素进行单因素或多因素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基本临床特征分析

ＰＣＯＳ患者同对照组相比，ＢＭＩ、腰围、臀围、体脂率、雄性激
素水平均高（Ｐ＜００５），而 ＳＨＢＧ、ＦＳＨ均降低（Ｐ＜００５）。此
外，ＰＣＯＳ患者的胰岛素抵抗水平升高（Ｐ＜００５），但胰岛素敏
感性降低（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受试者基本临床特征

ＰＣＯＳ组（ｎ＝６８）对照组（ｎ＝６８） Ｐ

年龄（岁） ３２４±１２ ３４６±１５ ＞００５

腰围（ｃｍ） １０９０±２２ ８７８±２４ ＜００５

臀围（ｃｍ） １１４５±１５　 １０２９±１６　 ＜００５

腰臀比 ０９２４±００１１ ０８９１±００１４ ＞００５

体重（ｋｇ） ７２４±２６ ６１２±２８ ＜００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７８±０９ ２４４±１０ ＜００５

体脂率（％） ３０４±１３ ２７６±２０ ＜００５

Ｔ（ｎｍｏｌ／Ｌ） ３０２±０３０ １６７±０１６ ＜００５

ＳＨＢＧ（ｎｍｏｌ／Ｌ） ２８８±２００ ４５２±３４８ ＜００５

雄烯二酮（ｎｍｏｌ／Ｌ） １５７８±０８４ １１２２±０８４ ＜００５

ＤＨＥＡＳ（ｍｏｌ／Ｌ） ６７２±０７１ ４３８±０４９ ＜００５

ＦＳＨ（ＩＵ／Ｌ） ５６７±０３５ ８５３±０９０ ＜００５

ＬＨ（ＩＵ／Ｌ） ６８３±０７４ ７３１±１４１ ＞００５

ＨＯＭＡ－ＩＲ（ｍｏｌ２／Ｌ２） ３８６±０４１ ２３７±０３０ ＜００５

ＨＯＭＡ－ＩＳ（ｍｏｌ２／Ｌ２） １８９±０１８ ３９５±０４６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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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ＮＥＦＡ、载脂蛋白对比
两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ＮＥＦＡ、载脂蛋白对比见表２。

２３　两组餐后血糖及胰岛素对比
ＰＣＯＳ组餐后４ｈ的血糖、ＡＵＣ－血糖较高，与对照组有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的胰岛素、ＡＵＣ－胰岛素、ｉＡＵＣ－胰
岛素也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ＮＥＦＡ、载脂蛋白对比测量指标

０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ＡＵＣ（８ｈ） ｉＡＵＣ（８ｈ）

ＴＧ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９±０１５ ２１６±０１８ ２４２±０２２ １８９±０２３ １８９±０２２ ８１２±０７７ １８８±０２８

对照组 １１６±００８ １５１±０１０ １８４±０１４ １４５±０１６ １３２±０１３ ６０５±０４５ １３０±０２４

ＨＤＬ－Ｃ ＰＣＯＳ组 １２９±００６ １２５±００６ １３０±００６ １２１±００６ １２９±００６ ５１３±０２３ －０２８±００３

对照组 １４９±００６ １４６±００５ １３９±００５ １４３±００５ １４２±００５ ５６７±０２１ －０２９±００７

ＮＥＦＡ ＰＣＯＳ组 ０６２±００４ ０１９±００２ ０３３±００３ ０６２±００５ ０８１±００５ １８７±０１０ －０７２±０１４

对照组 ０６４±００５ ０１８±００５ ０３６±００５ ０６７±００５ ０８４±００５ １９４±００５ －０５２±００５

ＡｐｏＢ－４８ ＰＣＯＳ组 １２３±１４５ １７３±１４３ １８９±１５６ １８５±１７０ １３１±１３４ ６５４±５３２ １９５５±３３８

对照组 ９９６±１２９ １５８±１０８ １６１±１５５ １５６±１９３ １１４±１４８ ５６６±４４１ １８３７±２４５

ＡｐｏＢ ＰＣＯＳ组 ０７５±００７ ０７６±００７ ０８４±００６ ０７８±００５ ０８４±００５ ３２０±０１７ ０２１±０２２

对照组 ０８４±００６ ０７３±００６ ０７８±００６ ０７６±００５ ０７６±００５ ３０９±０１４ －０２２±０１９

ＡｐｏＡ－Ｉ ＰＣＯＳ组 １１５±００７ １０４±００９ １１９±００８ １１８±００８ １０８±００８ ４５２±０１９ －００８±０３０

对照组 １１０±０１０ １１４±００９ １２８±００８ １２２±００８ １１６±００９ ４７５±０１８ ０３５±０３４

ＡｐｏＡ－ＩＩ ＰＣＯＳ组 ０３２±００２ ０２９±００３ ０２６±００３ ０２６±００２ ０２５±００２ １１０±００４ －０１９±００９

对照组 ０３０±００３ ０３０±００２ ０２５±００３ ０３０±００２ ０２６±００２ １１３±００４ －００８±００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餐后血糖、胰岛素水平对比

测量指标 ０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ＡＵＣ（８ｈ） ｉＡＵＣ（８ｈ）

血糖 ＰＣＯＳ组 ５２１±０１１ ５５９±０３０ ５２０±０１８ ４６７±００８ ４６４±００６ ２０５１±０４８ －０３２±０３２

对照组 ５０４±０１０ ４８６±０２５ ４７９±０１２ ４７２±００６ ４５９±００９ １９１１±０３８ －０７９±０４０

胰岛素 ＰＣＯＳ组 １９７±１８０ 　１０７±１３８ ４８９±７０２ ２１８±２３５ １４３±１５９ 　 １９９±２１６ 　　１２１±１７５

对照组 １１６±１２８ ４６６±５４１ ２１３±２２１ １０３±０８５ １２７±２０５ ９１９±８０３ 　４４８±５７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经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ＩＳ调整后的资料对比
经ＢＭＩ调整后，ＰＣＯＳ组雄激素水平较高，ＳＨＢＧ水平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Ｇ、ＨＤＬ－Ｃ、ＡＵＧ－ＴＧ、ＡＵＧ－

ＡｐｏＢ－４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胰岛素、
ＡＵＧ－胰岛素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根据ＢＭＩ调整后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胰岛素、载脂蛋白对比

测量指标 ０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ＡＵＣ（８ｈ） ｉＡＵＣ（８ｈ）

ＴＧ ＰＣＯＳ组 １５４±０１３ ２１４±０１６ ２３７±０２０ １９２±０２１ １７１±０１９ ８０６±０６８ 　１８７±０２９

对照组 １２５±０１２ １６６±０１６ １９０±０１９ １５７±０２１ １３７±０１９ ６４５±０６６ 　１４５±０２９

ＨＤＬ－Ｃ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０±００６ １３３±００６ １２７±００６ １３０±００６ １３５±００６ ５２８±０２３ －０３３±００６

对照组 １４５±００６ １３８±００６ １３２±００５ １３７±００６ １３８±００６ ５４９±０２２ －０３１±００６

ＡｐｏＢ－４８ ＰＣＯＳ组 １２４±１５４ １７３±１４３ １９６±１７７ １８９±２０６ １３２±１６０ ６７８±５５１ 　１９０２±３３３

对照组 ９７０±１４７ １５６±１３６ １５５±１６９ １５６±１９７ １１２±１５３ ５７１±５２６ 　１８３１±３１８

胰岛素 ＰＣＯＳ组 １７９±１５６ ９５７±１０３ ４７６±５５９ ２０９±１９０ １３６±１８９ １８０±１６２ 　　 １０８±１３５

对照组 １３４±１２ ５９５±１０１ ２４６±５４７ １１６±１８６ １４４±１８４ １１０±１５８ 　 ５５９±１３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经ＨＯＭＡ－ＩＲ调整后，两组间的雄激素、ＳＨＢＧ水平有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餐后４ｈ的 ＡｐｏＡ－４８、胰岛素水平及
餐后６ｈ的胰岛素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餐后４ｈ、６ｈ的ＡＵＣ－胰岛素、ｉＡＵＣ－胰岛素水平也
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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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根据ＨＯＭＡ－ＩＲ调整后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胰岛素、载脂蛋白对比

测量指标 ０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ＡＵＣ（８ｈ） ｉＡＵＣ（８ｈ）

ＴＧ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０±０１１ １９７±０１４ ２１４±０１６ １７０±０１８ １４８±０１６ ７２５±０５４ 　１６３±０２７

对照组 １３６±０１１ １７９±０１４ ２１０±０１６ １７５±０１８ １５６±０１６ ７１０±０５４ 　１６５±０２７

ＨＤＬ－Ｃ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１±００６ １３４±００５ １２８±００５ １３２±００６ １３６±００６ ５３３±０２２ －０３３±００６

对照组 １４４±００６ １３７±００５ １３１±００５ １３６±００６ １３７±００６ ５４４±０２２ －０３２±００６

ＡｐｏＢ－４８ ＰＣＯＳ组 １１９±１４９ １７０±１３７ １９８±１６８ １７２±１９４ １１７±１４７ ６５６±５３０ １７５７±３１９

对照组 ９８６±１４６ １５７±１３４ １５２±１６４ １６９±１９０ １２４±１４４ ５８４±５１８ １９９８±３１２

胰岛素 ＰＣＯＳ组 １５４±０３０ ８８７±８９１ ４３７±４９２ １９２±１５７ １３４±１８１ 　１６６±１３０ 　 １０４±１３０

对照组 １５６±０３０ ６３８±８９１ ２７６±４９２ １２９±１５７ １４３±１８１ １１９±１３０ 　５７０±１３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经 ＨＯＭＡ－ＩＳ调整后，雄激素水平仍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而ＳＨＢＧ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
餐后４ｈ的胰岛素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ＵＣ－胰岛素、ｉＡＵＣ－胰岛素水平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餐后４ｈ的ＡｐｏＡ－４８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其他时
刻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两组根据ＨＯＭＡ－ＩＳ调整后的餐后ＴＧ、ＨＤＬ－Ｃ、胰岛素、载脂蛋白对比

测量指标 ０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ＡＵＣ（８ｈ） ｉＡＵＣ（８ｈ）

ＴＧ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７±０１３ ２０４±０１７ ２２４±０２０ １８０±０２２ １６０±０２０ ７６１±０７０ 　１６４±０３１

对照组 １３３±０１４ １７３±０１８ ２１０±０２２ １７７±０２４ １５６±０２２ ７０４±０７６ 　１８２±０３３

ＨＤＬ－Ｃ ＰＣＯＳ组 １４０±００６ １３４±００６ １２８±００６ １３１±００６ １３６±００６ ５３１±０２４ －０３０±００６

对照组 １３８±００７ １３３±００７ １２７±００６ １３１±００７ １３２±００７ ５２６±０２６ －０２７±００７

ＡｐｏＢ－４８ ＰＣＯＳ组 １１９±１７０ １６５±１５３ １９２±１９０ １７９±２２２ １２３±１７０ ６５０±５９７ １７９２±３７０

对照组 １０４±１８０ １６９±１６２ １６８±２００ １７５±２３４ １２５±１７９ ６２５±６３０ ２１０６±３９１

胰岛素 ＰＣＯＳ组 １７５±１６６ ９１６±１１３ ４５７±５９４ １９９±１９４ １４１±２１７ １７３±１７５ 　 １０３±１４７

对照组 １５１±１７９ ６４１±１２２ ２７７±６４２ １３２±２１１ １４７±２３５ １２０±１８９ 　５９６±１５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
ＡＵＣ－ＴＧ与腰围、ＢＭＩ、体脂率成正相关（Ｐ＜００５），与

ＳＨＢＧ、ＩＲ、ＩＳ、ＡＵＣ－ＨＤＬ成负相关（Ｐ＜００５），但与雄性激素
水平不相关（Ｐ＞００５）；餐后０、２、４、６ｈ的胰岛素水平、ＡＵＣ－
胰岛素、ｉＡＵＣ－胰岛素与 ＡＵＣ－ＴＧ有显著的相关性（Ｐ＜

００５）；餐后０、２、６、８ｈ的ＡｐｏＢ－４８、ＡＵＣ－ＡｐｏＢ－４８与ＡＵＣ－
ＴＧ成正相关性（Ｐ＜００５）；ＡＵＣ－ＨＤＬ－Ｃ与腰围、臀围、体重、
ＢＭＩ、体脂率、ＩＲ、ＡＵＣ－ＴＧ、ＡＵＣ－血糖、ＡＵＣ－胰岛素呈明显
的负相关，与 ＳＨＢＧ、ＩＳ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雄性激素无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见表７。

表７　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

ＡＵＣ－ＴＧ ＡＵＣ－ＨＤＬ ＡＵＣ－ａｐｏＢ－４８ ＡＵＣ－Ｂ ＡＵＣ－血糖 ＡＵＣ－胰岛素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ｇ／ｍＬ８ｈ） （ｇ／ｄＬ８ｈ）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ｐｍｏｌ／Ｌ８ｈ）

ＡＵＣ－ＴＧ（ｍｍｏｌ／Ｌ８ｈ） １０００ －０５４１ ０５３０ ０４７９ ０３１０ ０５３８

ＡＵＣ－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８ｈ） －０５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５ －０３０９ －０４８８

ＡＵＣ－ＡｐｏＢ－４８（ｇ／ｍＬ８ｈ） ０５２４ －０２２９ １０００ ０２９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５

ＡＵＣ－ＡｐｏＢ（ｇ／ｄＬ８ｈ） ０４８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０２０６

ＡＵＣ－血糖（ｍｍｏｌ／Ｌ８ｈ）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５３７

ＡＵＣ－胰岛素　（ｐｍｏｌ／Ｌ８ｈ） ０５４２ －０４８８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６ ０６３４ １０００

ＰＣＯＳ ０２９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１１ ００６２ ０３２１ ０５７３

Ｔ（ｎｍｏｌ／Ｌ）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９ ０３２９

ＳＨＢＧ　（ｎｍｏｌ／Ｌ） －０３７３ ０４３９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５ －０３１１ －０５４８

雄烯二酮（ｎｍｏｌ／Ｌ）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２ ０４１２

ＤＨＥＡＳ（ｍｏｌ／Ｌ）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２ －０２８３ ０１２２ ０１５１

腰围（ｃｍ） ０３２０ －０４８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２ ０３６９ ０６５８

臀围（ｃｍ） ０２０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４８ ０３６１ ０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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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ＵＣ－ＴＧ ＡＵＣ－ＨＤＬ ＡＵＣ－ａｐｏＢ－４８ ＡＵＣ－Ｂ ＡＵＣ－血糖 ＡＵＣ－胰岛素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ｇ／ｍＬ８ｈ） （ｇ／ｄＬ８ｈ） （ｍｍｏｌ／Ｌ８ｈ） （ｐｍｏｌ／Ｌ８ｈ）

腰臀比 ０２２７ －０４３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８９ ０３５７

体重（ｋｇ） ０３５１ －０３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８ ０６４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０３１０ －０４４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６ ０４２０ ０６７５

体脂率（％） ０３７３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９ ０３７２ ０５４１

ＨＯＭＡ－ＩＲ（ｍｏｌ２／Ｌ２） ０５６３ －０４８６ ０１２９ ０２３１ ０３５９ ０８０２

ＨＯＭＡ－ＩＳ（ｍｏｌ２／Ｌ２）） －０６１２ ０４５７ －０２２３ －０２６２ －０４４９ －０８０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

#

　讨论
ＰＣＯＳ患者普遍存在血脂异常，包括高甘油三酯血症、低密

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因素通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８，９］，肥胖的 ＰＣＯＳ患者存在严重的脂代谢紊乱［１０，１１］。

Ｂａｈｃｅｃｉ等［１２］评估超重对ＰＣＯＳ患者脂代谢影响的研究表明餐
后甘油三酯与腰臀比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但这项研究仅测量

了游离睾酮的含量，未分析其与餐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关联。

本研究中ＰＣＯＳ患者的ＢＭＩ、腰围、臀围、体脂率均高于对照组，
且更容易出现血脂异常，ＴＧ、ＨＤＬ－Ｃ、ＡＵＣ－Ｔ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回归分析表明，乳糜微粒是促使餐后高甘油三酯血症

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３］。

本研究中ＩＲ是由 ＨＯＭＡ模型得出，胰岛素敏感性由更加
精确的减少糖耐量试验得出［１４］，ＰＣＯＳ组餐后胰岛素水平高于
对照组。经ＢＭＩ调整后，两组受试者血脂差异不显著，但 ＰＣＯＳ
组的胰岛素，ＡＵＣ－胰岛素、ｉＡＵＣ－胰岛素水平更高，且胰岛素
抵抗更明显，说明 ＢＭＩ是影响受试者血脂的重要因素，与先前
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５］。雄激素和 ＴＧ、ＨＤＬ－Ｃ、ＡｐｏＢ－４８，ＡｐｏＡ
－Ｉ、ＡｐｏＡⅡ、ＡｐｏＢ相关性弱；ＳＨＢＧ和 ＴＧ、ＨＤＬ－Ｃ、ＡＵＣ－
ＡｐｏＢ－４８、ＡｐｏＢ－４８、ＡＵＣ－ＡｐｏＡ－ＩＩ相关性显著。这表明，ＩＲ
和肥胖都与ＳＨＢＧ有很强的负相关，可能是餐后血脂异常的主
要决定因素。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ＰＣＯＳ患者和对照组的 ＢＭＩ不完
全匹配，但我们将 ＢＭＩ作为协变量对两组受试的结果进行分
析，减少其影响［１６］。此外，ＩＲ和ＩＳ作为协变量结果显示高胰岛
素血症和低ＳＨＢＧ可能是引起餐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主要因
素，这在痛风等其他内分泌疾病中也被观察到［１７］。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是

增加ＰＣＯＳ患者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因素，在治
疗肥胖的ＰＣＯＳ患者时，应该优先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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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许碧云，陈炳为，陈启光，等．伴有协变量的潜在类别模型在出
生缺陷预防知识分析中的应用．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４３（６）：
９６１－９６４．

［１７］　岳明明．高尿酸血症发病机制的性别差异及性激素脂肪因子对
其作用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２０１２．

［１８］　吴良燕，刘玲娇，王珊，等．二甲双胍马来酸罗格列酮改善肥胖
及非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胰岛素抵抗及高雄激素血症．中
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１０９２－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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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梅毒患者血清 ＩＬ－２７、ＩＬ－３３水平检测
马开富１　孙凯１△　江华２

１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２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研究早期梅毒患者血清ＩＬ－２７、ＩＬ－３３水平。方法：以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
月期间接诊的８０例早期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治疗效果将其分为梅毒血清转阴组和梅毒治疗无效
组两组，每组各４０人，然后再选择４０例正常人群作为对照组。在治疗前，对三组患者的血清ＲＰＲ滴度进行
检测；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２７和血清 ＩＬ－３３水平进行检测，比较其在治疗前后的不同
以及各组患者之间的差异，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治疗前，梅毒血清转阴组以及梅毒治疗无效组的血

清ＲＰＲ滴度均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前，三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２７水平具有明显的
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２７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没有
明显的变化（Ｐ＞００５），而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的ＩＬ－２７水平变化明显（Ｐ＜００５）；治疗前，梅毒血清转阴
组和梅毒治疗无效组两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３３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３３水
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 ＩＬ－３３水
平与治疗前比较，没有明显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的ＩＬ－３３水平变
化明显。结论：在患者的血清中，ＩＬ－２７及 ＩＬ－３３均参与患者机体对梅毒螺旋体的免疫应答，其中ＩＬ－２７
水平对于机体清除梅毒螺旋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于早期的梅毒患者，在患者体内有较高水平的 ＩＬ－
２７，则其血清 ＲＰＲ转阴可能性更大，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关键词】　早期梅毒；血清；ＩＬ－２７；ＩＬ－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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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播性疾病，由苍白螺旋体引起，并且具
有系统性［１］。由于其的临床症状与多种疾病相似，因此临床表

现比较复杂，难以在早期诊断出来。早期梅毒的临床表现主要

为皮肤黏膜受损，且具有反复性。梅毒的危害性较大［２］，若未及

时诊断出来加以治疗，便会由早期的皮肤黏膜受损发展为所有

器官感染，导致多个系统患病，并且大多数具有后遗症，甚至会

引起死亡。梅毒与艾滋病相同［３，４］，传播途径均为母婴、性交和

吸毒。近年来，梅毒的发病率愈来愈高，已高居传播性疾病的

第三位，梅毒疫情持续上升。

梅毒损害的组织学特征表现为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５，６］。Ｔ淋巴细胞介导的反应在清除
早期梅毒损害的病原体中作用显著，其中的细胞因子则对梅毒

发病有重要作用［７］。近年来，有研究显示，ＩＬ－２７可以抑制艾
滋病毒的复制；在乙肝病毒感染患者中，ＩＬ－２７也可以高水平
表达且可以促进病毒的清除［８，９］。有学者表示，在铜绿假单胞

菌感染小鼠实验中，ＩＬ－３３在炎症中的表达很高；在艾滋感染
患者中，ＩＬ－３３的表达水平较正常人低，暗示 ＩＬ－３３水平降低
可能是诱发感染的因素。

因此，我院进行了此次研究，探讨ＩＬ－２７、ＩＬ－３３的水平变
化在早期梅毒检测中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期间接诊的８０
例早期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治疗效果将其分为梅毒

血清转阴组和梅毒治疗无效组两组，每组各４０人，然后再选择
４０例正常人群作为对照组，其中对照组中男性患者２３例，女性
患者１７例，年龄为２５～４８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２±４３）岁；梅毒
血清转阴组患者中男性患者２４例，女性患者１６例，年龄为２４
～４７岁，平均年龄为（３７６±３９）岁，病程为２５～２２５个月，
平均病程为（１８３±２６）个月；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中男性患
者２１例，女性患者１９例，年龄为２２～５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９
±３９）岁，病程为２～２３个月，平均病程为（１７５±３７）个月。
详见表１。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本次研究符合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规定，且在征得患者本人及家长的同意下

进行。

纳入标准：本次研究病例选取标准及评判标准均根据２００７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颁布的《性病诊断标准

和治疗原则》的诊断标准［１０］进行：（１）年龄在２０～５５岁之间的
患者；（２）患病病程在２年之内的患者；（３）血清ＲＰＲ滴度在１：
４～１：３２之间的患者。

排除标准：（１）曾患有该疾病的患者；（２）需要复杂的全面
监测和处理的严重心肺疾病者；（３）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衰竭
者；（４）有显著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最近患上呼吸道感染有明显
发热、喘息、鼻塞和咳嗽等；（５）不愿参加或不积极配合的患者。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

（岁）

病程

（月）

性别

男 女

梅毒血清转阴组（ｎ＝４０） ３７６±３９１８３±２６ ２４ １６

梅毒治疗无效组（ｎ＝４０） ３８９±３９１７５±３７ ２１ １９

正常对照组（ｎ＝４０） ３８２±４３ — ２３ １７

χ２／ｔ ０５００２ １１１８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Ｐ ０７７８７ ０２６６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整个检测过程可分为３个步骤：（１）血清检测：对所有患者

及正常者均进行静脉血抽取，抽取血量为５ｍＬ，放置待自然凝固
１０～２０ｍｉｎ后进行离心分离（１５ｍｉｎ，２５００～３０００转／ｍｉｎ）。取分
离出的血清进行ＴＰＰＡ、ＲＰＲ实验及ＨＩＶ检测。ＲＰＲ实验操作：
室温下将血清分别稀释６个度，分别为１∶１、１∶２、１∶４、１∶８、
１∶１６、１∶３２。每孔内滴加心磷脂抗原后，振荡器上振摇８ｍｉｎ，
取凝结结果中最高稀释度仍出现阳性报告作为报告滴定结果。

ＴＰＰＡ实验操作：室温下在Ｕ形板上的１、２、３、４孔内稀释血清，
稀释度分别为５倍、１０倍、２０倍和４０倍。在３孔内加入未致敏
的明胶颗粒，４孔内则加入致敏明胶颗粒，２ｈ后鉴定结果，参照
３孔，若４孔内出现样凝结则鉴定为阳性。此外，另取１ｍＬ血清
放入－２０℃冰箱中保存（标注姓名、编号及采集日期）。（２）ＩＬ
－２７检测：将 ＩＬ－２７标准品进行稀释，稀释度分别为 ８００ｐｇ／
ｍＬ、４００ｐｇ／ｍＬ、２００ｐｇ／ｍＬ、１００ｐｇ／ｍＬ、５０ｐｇ／ｍＬ、２５ｐｇ／ｍＬ和０ｐｇ／
ｍＬ，标本用标本稀释液进行１：１稀释。将稀释后的标准品及标
本稀释液加入ＩＬ－２７单抗包被的相应孔，并把反应孔用封板胶
纸封住。轻微震荡摇匀后，孵育１ｈ（３７℃）。洗涤液洗板３次用
吸水纸拍干后，在没孔内加入１００μＬ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
体，封膜封住反应孔。室温下轻微震荡，孵育１ｈ（３７℃）。（３）ＩＬ
－３３实验检测：与 ＩＬ－２７检测操作过程相同。梅毒血清转阴
组、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给予正规的驱梅治疗，向患者两侧臀

部肌肉注射Ｇ２４０万Ｕ的苄星青霉素（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规格：１２０万 Ｕ），１次／周，３周为１个疗
程，共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在治疗前，对三组患者的血清 ＲＰＲ滴度进行检测，比较它
们的不同，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血清 ＩＬ－２７和血清
ＩＬ－３３水平进行检测，比较其在治疗前后的不同以及各组患者
之间的差异，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根据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统计数据，ｔ检验计算计量资料，χ２检验
计算计数资料，秩和检验计算等级资料，当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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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ＲＰＲ滴度的比较

治疗前，梅毒血清转阴组以及梅毒治疗无效组的血清 ＲＰＲ
滴度均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ＲＰＲ滴度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ＲＰＲ滴度

１∶４ １∶８ １∶１６ １∶３２

梅毒血清转阴组 ｎ＝４０ ４ １２ １６ ６

梅毒治疗无效组 ｎ＝４０ １ １４ １８ ７

总计 ８０ ５ ２６ ３４ １３

χ２ ２０９８５

Ｐ ０５５２２

２２　治疗前后三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ＩＬ－２７的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血清 ＩＬ－２７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以及正
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２７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没有明显的变
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的ＩＬ
－２７水平变化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梅毒
血清转阴组与无效组比较，无差异（Ｐ＞００５），梅毒血清转阴
组、无效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三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ＩＬ－２７的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梅毒血清转阴组（ｎ＝４０） ２６７±１１２６１±２３ １４８８４ ０１４０７

梅毒治疗无效组（ｎ＝４０） ２０１±１２２６３±２５１４１４０３ ０００００

正常对照组（ｎ＝４０） １２３±１１１２５±１４ ０７１０４ ０４７９５

ｔ１ ２５６４１９ ０３７２４

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０６

ｔ２ ５８５４４３ ３１９４４８

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ｔ３ ３０３０４１ ３０４６０５

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Ｐ１为梅毒血清转阴组与梅毒治疗无效组相比；Ｐ２为梅毒血清转

阴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Ｐ３为梅毒治疗无效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２３　治疗前后三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ＩＬ－３３的比较
治疗前，梅毒血清转阴组和梅毒治疗无效组两组患者的血

清ＩＬ－３３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两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３３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以及正常对照
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３３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没有明显的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的 ＩＬ－３３
水平变化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三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治疗前后三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ＩＬ－３３的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梅毒血清转阴组（ｎ＝４０） ４５±０８ ２５±０６ １２６４９１ ０００００

梅毒治疗无效组（ｎ＝４０） ４６±０７ ４３±０８ １７８４９ ００７８２

正常对照组（ｎ＝４０）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ｔ１ ０５９５０ １１３８４２
Ｐ１ ０５５３６ ０００００
ｔ２ ２２９４７２ ９６４７６
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ｔ３ ２６５７４６ ２０５０６１
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Ｐ１为梅毒血清转阴组与梅毒治疗无效组相比；Ｐ２为梅毒血清转
阴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Ｐ３为梅毒治疗无效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

　讨论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慢性传播性疾病，具有系统

性。临床表现比较复杂，因为其临床症状与多种疾病相似，因此

早期难以诊断。早期梅毒的临床表现主要为皮肤黏膜受损，且具

有反复性［１１］。梅毒的危害性大［１２］，若没有及时诊断出来加以治

疗，便会由早期的皮肤黏膜受损发展为所有器官感染，并且导致

多种系统患病，大多数具有后遗症，甚至会引起死亡。梅毒传播

途径为母婴、性交和吸毒，与艾滋病相同。近年来，梅毒的发病率

愈来愈高，已高居传播性疾病的第三位，梅毒疫情持续上升［１３］。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为梅
毒损害的主要组织学特征表现［１４，１５］。Ｔ淋巴细胞介导的反应
在清除早期梅毒损害的病原体中作用显著，其中的细胞因子则

对梅毒发病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有学者［１６］表示，在铜绿假单

胞菌感染小鼠实验中，ＩＬ－３３在炎症中的表达很高；在艾滋感
染患者中，ＩＬ－３３的表达水平较正常人低，暗示 ＩＬ－３３水平降
低可能是诱发感染的因素。有研究［１７］显示，ＩＬ－２７可以抑制艾
滋病毒的复制；在乙肝病毒感染患者中，ＩＬ－２７也可以高水平
表达且可以促进病毒的清除。ＩＬ－２７主要在外周血淋巴细胞
及脾脏、胸腺等组织上表达，在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中表达水平最
高。因此，探讨 ＩＬ－２７、ＩＬ－３３的水平变化在早期梅毒检测中
的作用具有极大的临床意义。我院进行了此次研究。

大量实验数据表明，治疗前梅毒血清转阴组以及梅毒治疗无

效组的血清ＲＰＲ滴度均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治疗前，三组患者的
血清ＩＬ－２７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而梅毒血清转阴组以及梅毒治
疗无效组的血清ＩＬ－３３的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经过治疗，梅毒血
清转阴组以及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２７水平没有明显的变
化，而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以及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的ＩＬ－２７水
平变化明显；梅毒治疗无效组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ＩＬ
－３３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梅毒血清转阴组患者的ＩＬ－３３水平变
化明显。

综上所述，ＩＬ－２７及 ＩＬ－３３均参与患者机体对梅毒螺旋体的
免疫应答，其中ＩＬ－２７水平对于机体清除梅毒螺旋体具有更加重
要的意义，对于早期的梅毒患者，在患者体内有较高水平的ＩＬ－２７，
则其血清 ＲＰＲ转阴可能性更大，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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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检验方法用于梅毒不同时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的临床检验效果对比分析
黄海云１　蔡召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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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不同检测方法用于梅毒不同时期敏感性和特异性的临床检验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医院进行检验的梅毒患者１６０例为观察组，其中一期梅毒患者４８
例，二期梅毒患者 １１２例；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 １６０例为对照组。所有人群均经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ＴＰＨＡ）和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三种方法进行检测，观
察对比三种检测方法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为９８８％，特异性为９７５％；ＴＰＰＡ检测敏
感性为９６３％，特异性为９８８％；ＴＰＨＡ检测敏感性为９００％，特异性为９７５％。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检测敏感
性高于ＴＰＨＡ（Ｐ＜００５），三组特异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上ＴＰＨＡ检测梅毒敏感性较差，而
ＥＬＩＳＡ与ＴＰＰＡ检测梅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值得临床上使用。

【关键词】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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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因苍白螺旋体（也称梅
毒螺旋体）致病，绝大多数通过血液、性及母婴途径进行传

播［１］。目前，在梅毒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大环境下，如何有效进

行防治是公共卫生及全社会均面临的问题［２］。苍白螺旋体感

染机体后特异性抗体随之生成，对该抗体的检测是目前临床检

验的主要途径，其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梅毒螺旋体血
球凝集试验（ＴＰＨＡ）和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
最为常见［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医院
进行检验的梅毒患者 １６０例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
１６０例为对照组，分析并探讨不同检测方法用于梅毒不同时期
敏感性和特异性的临床检验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医院进行检验的梅
毒患者１６０例为观察组。年龄为２５～５６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２１
±４１３）岁。纳入标准［４］：（１）１８周岁以上；（２）确诊为梅毒感
染，符合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性传播疾病诊断标准；（３）签署知情
同意者。排除标准：（１）合并恶性肿瘤者；（２）孕妇及哺乳期女
性。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１６０例为对照组，两组人群在性别、年
龄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人群均经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梅毒螺旋体血
球凝集试验（ＴＰＨＡ）和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三
种方法进行检测。每位受检者取静脉血，５ｍＬ离心分离上清后送
检。ＥＬＩＳＡ采用新创科技公司试剂盒，ＴＰＨＡ和 ＴＰＰＡ采用富士
式公社试剂盒。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进行。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数据具有统
计学意义。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１６０）对照组（ｎ＝１６０） χ２／ｔ Ｐ

平均年龄（岁） ３４２１±４１３ ３３５７±４１９ １３８ ＞００５

性别（例）

男

女

１０２
５８

１１０
５０

０８９ ＞００５

临床分期（例）

一期梅毒

二期梅毒

４８
１１２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群不同检测方法血清抗体检测对比

对两组人群依次进行三种检测方法，结果发现，观察组一

期梅毒患者ＴＰＨＡ阳性率为７９１７％，而阴性率为２０８３％，阴
性率与ＥＬＩＳＡ及ＴＰＰＡ两种检测方式相比相对较高。观察组二
期梅毒患者ＴＰＨＡ阳性率为９４６４％，而阴性率为５３６％，阴性
率与ＥＬＩＳＡ及ＴＰＰＡ两种检测方式相比也相对较高。ＥＬＩＳＡ在
观察组一期梅毒及二期梅毒患者中阴性率在三种方法里均为

最低。见表２。
２２　不同检测方法敏感性与特异性对比

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为９８８％，特异性为９７５％。ＴＰＰＡ检
测敏感性为 ９６３％，特异性为 ９８８％。ＴＰＨＡ检测敏感性为
９００％，特异性为 ９７５％。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检测敏感性高于
ＴＰＨＡ（Ｐ＜００５），三组特异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人群不同检测方法血清抗体检测对比

组别 总数
ＥＬＩＳＡ

阳性 阴性

ＴＰＰＡ

阳性 阴性

ＴＰＨＡ

阳性 阴性

观察组一期梅毒 ４８ ４６（９５８３） 　２（４１７） ４４（９１６７） 　４（８３３） ３８（７９１７） １０（２０８３）

观察组二期梅毒 １１２ １１２（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１０（９８２１） 　２（１７９） １０６（９４６４） 　６（５３６）

对照组 １６０ 　０ １６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６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６０（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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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检测方法敏感性与特异性对比（％）

检测方法 阳性预测值 隐形预测值 敏感性 特异性

ＥＬＩＳＡ ９７５ ９８７ ９８８ ９７５

ＴＰＰＡ ９８７ ９６３ ９６３ ９８８

ＴＰＨＡ ９７３ ９０７ ９００ ９７５

#

　讨论
近些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呈现明显升高态势，据最新统计

数据发现，其发病率已从６４３／１０万（２０００年）增高到３２８６／１０
万（２０１３年），增长高达５倍之多［５］。梅毒发病地区差异性十分

显著，以西北、长三角、珠三角及闽江地区等为高发地区，除此

之外还有诸如性别、年龄、工作性质及梅毒不同时期等多方面

调查统计项目在内，旨在更好的完成对梅毒的防治工作［６］。临

床上将梅毒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一期梅毒、二期梅毒、三

期梅毒、潜伏梅毒以及胎传梅毒［７］。目前一期及二期梅毒构成

比逐渐减少，而潜伏梅毒则表现为明显上升趋势［８］。临床上针

对梅毒的常用检测方法主要包括 ＥＬＩＳＡ、ＴＰＨＡ和 ＴＰＰＡ［９］，但
对于梅毒不同时期上述方法在特异性及敏感度方面是否存在

差异则并未在本地区研究，分析后的结果更利于提高临床早期

检测准确率，提高患者预后。

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简便的梅毒筛

查方法，主要是通过检测梅毒螺旋体侵入体内后机体产生的特

异性抗体来达到检测的效果，总体上来说特异性相对较高［１０］。

本次研究中两组人群依次进行三种检测方法，结果发现，观察

组一期梅毒患者 ＴＰＨＡ阳性率为 ７９１７％，而阴性率为
２０８３％，阴性率与 ＥＬＩＳＡ及 ＴＰＰＡ两种检测方式相比相对较
高。观察组二期梅毒患者 ＴＰＨＡ阳性率为９４６４％，而阴性率
为５３６％，阴性率与ＥＬＩＳＡ及 ＴＰＰＡ两种检测方式相比也相对
较高。ＴＰＰＡ是利用抗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来制作重组相应
抗原，此时进行血清学检验则会通过抗原抗体凝集反应对血清

中抗体进行检测［１１］，效果明显，临床报道也显示出较高特异

性［１２］。ＴＰＨＡ与ＴＰＰＡ的原理类似，与其不同的是后者抗原载
体为凝胶颗粒，而前者则为红细胞，且抗原为梅毒螺旋体的粉

碎物，因此特异性相对较差［１３］。ＥＬＩＳＡ在观察组一期梅毒及二
期梅毒患者中阴性率在三种方法里均为最低。

本次研究中发现 ＴＰＰＡ检测敏感性为 ９６３％，特异性为
９８８％，与其他研究报道基本一致［１４－１７］。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为
９８８％，特异性为９７５％。ＴＰＨＡ检测敏感性为９００％，特异性
为９７５％。ＥＬＩＳＡ与ＴＰＰＡ检测敏感性高于ＴＰＨＡ（Ｐ＜００５），
三组特异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一期梅毒及二期梅毒中
并无明显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抗梅毒螺旋体在不同时期均存

在，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１８］，因此其特异性及敏感性均较高。

综上所述，临床上ＴＰＨＡ检测梅毒敏感性较差，而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检测梅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值得临床上使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柴银柱，张俊强，宋玉平，等．综合医院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
结果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３６－３９．

［２］　ｖａｎＤｏｍｍｅｌｅｎＬ，ＨｏｅｂｅＣＪＰＡ，ｖａｎＴｉｅｌＦＨ，ｅｔａ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ｔｅｓｔｆｏｒｓｅ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５，４２（３）：１２０
－１２２．

［３］　郭家权，洪敏，林永前，等．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与甲苯胺红不加
热血清试验在梅毒检验中应用价值的比较．广东医学，２０１４，３５
（５）：７３８－７４０．

［４］　谢昭宁．多种不同梅毒检验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的结果准确率
比较．安徽医药，２０１３，１７（５）：７９７－７９９．

［５］　龚向东，岳晓丽，滕菲，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梅毒流行特征与趋
势分析．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７（５）：３１０－３１５．

［６］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Ｖ，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Ｇ，ＤｏｐｉｃｏＥ，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ｔｒｏ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ＰＡ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ａｓａ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５３（４）：１３６１－１３６４．

［７］　王华，张洪为，雷丽明，等．胎传梅毒１５２例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分
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１）：５２－５３，９０．

［８］　Ｇａｙｅｔ－ＡｇｅｒｏｎＡ，ＳｅｄｎａｏｕｉＰ，Ｌａｕｔ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Ｓ，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ｒｅｐ
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ＰＣＲ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ｕｌｃ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２７－１２９．

［９］　蒋银，王红华，冯娅萍，等．三种梅毒血清学试验在梅毒诊断中的
临床对比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４０－４２．

［１０］　ＹｕｋｉｍａｓａＮ，ＭｉｕｒａＫ，ＭｉｙａｇａｗａＹ，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ａｕｔｏ
ｍａｔｅ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ｅｓｔ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ＩＣＬＥＳＡＵＴＯ３’ｓｅｒｉｅ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７．

［１１］　ＬｉＺＹ，ＷａｎｇＭＬ，ＬｉｕＰ，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
ｌｉｄｕ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ｍｉ
ｃｒ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５，２９（４）：２８１－２８４．

［１２］　肖淑辉，王金凤．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潜伏梅毒感染情况分
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２）：１６８－１６９．

［１３］　戴淑琴，王军业，郑?，等．反向梅毒筛查血清学检测结果分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１００６－１００９．

［１４］　谢海莉，赵进，李伟，等．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检测分
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１）：４９－５１．

［１５］　Ｓｐｏｒｎｒａｆｔ－ＲａｇａｌｌｅｒＰ，ＢｏａｓｈｉｅＵ，ＳｔｅｐｈａｎＶ．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Ｄｒｅｓｄｅ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ＭＳＭｉｓ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ｆｏｒ
ｅａｒｌｉｅｒＨＩＶ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１（６）：１１４５－１１５５．

［１６］　ＰｅｒｍａｔａｓａｒｉＥＯ，ＷｕｌａｎｄａｒｉＳＰ．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ｐｌｉｎｅ（ＭＡＲ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Ｍ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ＳＫ）ｉｎＭｏ
ｒｏｓｅｎｅ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５３（４）：１７４－１８０．

［１７］　ＢａｉｏＡＭ，ＫｕｐｅｋＥ，ＰｅｔｒｙＡ，ｅｔａｌ．Ｒｅｖｅｒｓ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ｖｅｄ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ｏｒｓ．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２４（１）：６４－６６．

［１８］　朱建锋，卢勤红，熊逸群，等．潜在血源传播梅毒患者血清抗体检
测方法的筛选．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５）：５１４－５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７）



·５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２６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第一作者简介】邹迪（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８

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 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
探究
邹迪１　徐云升２　叶进１

１慈溪市皮肤病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３１５３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 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６３例梅毒患者为观察组，６３名同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然后将两组的外
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及血清Ｔｈ１７指标进行分别检测与比较，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分期与 ＴＲＵＳＴ滴度
梅毒患者的上述指标检测结果，另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 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
结果：观察组的ＮＫ细胞均低于对照组，其他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及血清Ｔｈ１７指标均高于对照组，且
观察组中不同分期及ＴＲＵＳＴ滴度梅毒患者的上述指标检测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外
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均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Ｐ均 ＜００５。结论：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
Ｔｈ１７指标均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梅毒患者进行上述指标的检测价值较高。

【关键词】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Ｔｈ１７指标；梅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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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在临床并不少见，此类患者的治疗需求极高，而对于
梅毒的各方面研究也极为多见，其中血液指标方面的研究即不

少见，而免疫作为此类患者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方面［１，２］，其相关

研究虽不少见，但是相关的细致探究仍十分不足。外周血 Ｔ淋
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作为免疫方面的重要指标，对其在此类
患者中的变化研究价值较高。本文中我们即就外周血 Ｔ淋巴
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于本院进行诊治的梅毒患
者随机选取６３例作为观察组，６３名同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年龄≥２０岁；符合梅毒诊断标准（ＷＳ２７３－２００７）；可
有效配合调查研究者。排除标准：年龄 ＜２０岁者；精神异常不
能有效配合研究者；合并其他疾病者。对照组的６３名健康者
中，男性３４名，女性２９名；年龄２０～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３０±
５２）岁。观察组的６３例梅毒患者中，男性３５例，女性２８例；年
龄２０～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２９±５５）岁；分期：一期患者３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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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患者１８例，三期患者 １５例；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患者 ３３
例，≥１∶８患者３０例。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与男女研究对象分
别所占比例间经统计学分析显示，Ｐ均 ＞００５。另外两组研究
对象均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

１２　方法
采集健康对照组和梅毒观察组的晨起空腹静脉血进行检

测，采集量为４０ｍＬ，对血标本进行常规处理与检测，检测方面
包括两大类，其中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包括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８＋及ＮＫ（流式细胞仪检测），血清 Ｔｈ１７指标包括 ＩＬ－１７、
ＴＮＦ－α、ＩＬ－６及ＩＬ－２３（酶联免疫试剂盒检测）。然后统计及
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上述所有检测指标，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

分期与ＴＲＵＳＴ滴度梅毒患者的上述指标检测结果，同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处理检测指标与梅毒的关系。
１３　统计学检验

检验选用ＳＡＳ５０软件，计量资料以 ｔ检验处理，计数资料
以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ＮＫ细胞均低于对照组，其他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
群指标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中不同分期及ＴＲＵＳＴ滴度梅毒
患者的上述指标检测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ＮＫ

观察组

　分期

　　一期（ｎ＝３０） ６２６８±６６３ ２９３２±２７７ ２５２５±２４２ １５９５±１４８

　　二期（ｎ＝１８） ６９４２±７１８③ ３４５３±３１１③ ３０４２±２８３③ １２１０±１２８③

　　三期（ｎ＝１５） ７８９５±７４６② ４１６０±３６７② ３８１６±３２５② ８４２±１０２②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ｎ＝３３） ６４２９±６８４ ３１５１±２９２ ２７５６±２６０ １４１１±１３９

　　≥１∶８（ｎ＝３０） ７５２３±７３０④ ４０２５±３５２④ ３５３５±３１０④ ９２３±１１０④

　合计（ｎ＝６３） ７０４８±７２０① ３５３５±３１６① ３２５３±２９８① １０１５±１２２①

对照组（ｎ＝６３） ６０５６±６４１ ２８８４±２６０ ２３０７±２２１ １６２６±１５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Ｐ＜００５；与一期及二期患者比较，②Ｐ＜００５；与一期患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比较，④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Ｔｈ１７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血清ＩＬ－１７、ＴＮＦ－α、ＩＬ－６及 ＩＬ－２３均高于对

照组，且观察组中不同分期及ＴＲＵＳＴ滴度梅毒患者的上述指标
检测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Ｔｈ１７指标比较

组别 ＩＬ－１７（ｐｇ／ｍＬ）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ＩＬ－２３（ｎｇ／Ｌ）

观察组

　分期

　　一期（ｎ＝３０） ０８９±０１０ １１０±０１５ ７１０±０７５ ５１３６３±４５２８

　　二期（ｎ＝１８） ２７１±０２２③ ２２４±０２３③ １０８４±１４１③ ７４２６２±６４６０③

　　三期（ｎ＝１５） ４９６±０４０② ３６５±０３２② １６２９±１７３② ９８９７０±８４６５②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ｎ＝３３） １４５±０１６ １４２±０１７ ９２３±１０５ ５５６７６±５１６４

　　≥１∶８（ｎ＝３０） ４２３±０３８④ ２９８±０２６④ １４１８±１５９④ ８４２６５±７５８０④

合计（ｎ＝６３） ３１０±０２７① ２４５±０２７① １１３１±１４８① ７８２６５±６５３４①

对照组（ｎ＝６３） ０２５±００４ ０７７±０１１ ５２３±０６６ ４８２５２±４１３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Ｐ＜００５；与一期及二期患者比较，②Ｐ＜００５；与一期患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比较，④Ｐ＜００５

２３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分析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与梅

毒的关系，结果显示，上述血液指标均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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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的关系分析

研究指标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ＣＤ３＋ ５６７３ ＜００５ ２１１２ １１０１～７５９６

ＣＤ４＋ ６２４５ ＜００５ ２２５７ １１７５～８２６９

ＣＤ８＋ ５８１０ ＜００５ ２２４１ １１３１～７９４９

ＮＫ ６４２８ ＜００５ ２５５３ １２０４～９１１０

ＩＬ－１７ ７１５３ ＜００５ ２８４５ １２８７～１１６４３

ＴＮＦ－α ６６４２ ＜００５ ２２９５ １２２５～９４５２

ＩＬ－６ ５５７１ ＜００５ ２０８３ １０７２～７３８２

ＩＬ－２３ ６９４２ ＜００５ ２７１０ １２７３～１０５４６

#

　讨论
梅毒的临床危害较大，对于患者的心理及机体状态造成的

不良影响均十分突出，而患者对于梅毒治疗的需求也较高，因

此临床中对于本病的重视程度极高的同时，与本病各方面相关

的研究均十分多见，而免疫调节作为机体疾病状态下的重要应

激方面，对于免疫指标在梅毒患者中的变化研究并不少见［３－５］，

但是关于免疫指标与梅毒的细致的关系分析性研究尚十分缺

乏，因此此方面的探讨空间较大。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作为
机体免疫中的重要反应指标，其对于机体的整体免疫状态具有

较高的反应价值，而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及ＮＫ作为其中代表性
的指标［６－８］，其在梅毒患者中虽不少见，但是细致的研究仍十分

必要，尤其是ＣＤ３＋作为机体细胞免疫的有效指标，对其进行研
究的意义较高。再者，Ｔｈ１７指标作为对于机体免疫及防御调节
的重要指标［９－１２］，对其进行变化研究的意义也较高，而ＩＬ－１７、
ＴＮＦ－α、ＩＬ－６及ＩＬ－２３作为 Ｔｈ１７指标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类
指标［１３－１５］，对其在梅毒患者中的变化研究即十分必要。

本文中我们就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 Ｔｈ１７指标与梅毒
的关系进行探究，主要为将梅毒患者与同龄健康人员进行比

较，比较结果显示，梅毒患者的 ＮＫ细胞均低于健康同龄人员，
其他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及血清 Ｔｈ１７指标则均高于健
康同龄人员，同时不同分期及ＴＲＵＳＴ滴度梅毒患者的上述指标
检测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外周血 Ｔ淋
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均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说明对梅毒患
者进行上述指标的检测意义较高，且对于疾病的分期与滴度等

方面均有积极的临床检测意义［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Ｔｈ１７指标均
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梅毒患者进行上述指标的检测价

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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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淋病流行病学分析
宣志华１　刘淑萍２△　轩立华１

１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２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疾控处，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了解北京市顺义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的发病趋势和流行特征，分析其流行
规律和原因，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顺义区累计报告淋病病例２０７例，发病年龄集中在２０～３９岁年
龄组，男性为主，男女之比为１９７∶１；职业以农民、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为主。结论：应根据该区淋病的流行
特征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健全市区－城镇－村（居委会、工会）三位一体的教育预防体系，将宣传教育和高
危人群干预相结合，同时规范性病诊疗，是今后我区淋病以及其他性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　淋病；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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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是一种经典的性传播疾病，是由淋病奈瑟
菌引起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化脓性感染，是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

传染病，同时也是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多数患者经性交

传播感染，具有潜伏期短、传染性强的特点，对患者生活质量、

健康水平均可产生严重影响［１］。淋病还会引发多种并发症，甚

至还可能促进 ＨＩＶ的传播［２］，有资料显示感染淋病还可使艾滋

病病毒传播的危险性增加［３，４］。为有效掌握顺义地区淋病的发

病情况及基本流行病学特征，评价区域内整体防治效果，为今

后制定性传播疾病特别是淋病的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开展

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现对顺义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
的流行特点和发病趋势系统进行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为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本数据信息均来源于“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均按照

现住址审核日期进行统计顺义区网络直报数据。

１２　方法
先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数据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中导出 Ｅｘｃｅｌ数据库，然后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流行趋势

顺义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报告２０７例，其中２０１０年３９
例、２０１１年２９例、２０１２年４０例、２０１３年４２例、２０１４年３９例、
２０１５年１８例。
２２　性别分布

其中女性１０例，男性１９７例。男女之比为 １９７∶１。
２３　年龄分布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年龄分布以２０～２９岁及３０～３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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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为主，这２个年龄组病例数之和为１４５例（７００４％）。
２４　职业分布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淋病报告 ２０７例，发病主要以农民（７４
例，３５７％）、工人（４８例，２３２％）和家务及待业（３１例，
１５０％）为主，合计占发病总数的 ７３９％ 。
２５　地区分布

其中本区（１３９例，６７１５％），其他省（５８例，２８０％），本市
其他区（７例，３４％），外籍（３例，１４５％）。
#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５顺义区共报告淋病 ２０７

例，在全区性病检测中排名第三位，病例数偏少。我们分析，首

先可能为患者避讳就医，自行口服抗生素治疗，因淋球菌对抗

生素敏感［５］。造成第一种可能是治愈；另一种可能就是导致症

状减轻，脓性分泌物减少或消失，到正规医院检查涂片为阴性，

导致误诊；或患者第一次临床症状典型，有过一次正规诊疗后，

当再次患病时，选择自行治疗治愈；或患者到私人诊所就诊，也

是导致例数流失的原因。其次是我区主要检测哨点采用的全

部是分泌物涂片法检测方法，虽然直接涂片染色法具有快速操

作简便、价格经济的优势，在诊断淋病奈瑟球菌方面能起到重

要的临床提示［６］，但直接涂片染色结果很容易受到外界人为因

素的影响，如患者在进行标本取材前是否服用过抗生素，医者

标本取材时是否得当、涂片是否均匀、是否及时送检、检验人员

是否按照严格规定进行操作等［７］以及过低的气温等因素都会

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８］，容易产生假阴性的情况，造成临床误

诊漏诊。

我们建议，第一要加强抗生素的有效管理，凭处方购药，杜

绝患者随意购买抗生素，防止病情迁延难愈，或导致耐药的产

生；第二要加强私人诊所的管理，必要时纳入监测哨点；第三建

议属地疾病控制中心强制哨点单位增加培养法检测，根据临床

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检测方法，必要时可涂片与培养两种检

查方法，特别是对症状不典型、分泌物较少的患者或大多数的

女性患者，临床上选择培养鉴定法检测是必不可少的［９］，从而

确保阳性检出率，防止误诊漏诊，为临床准确治疗提供可靠的

诊断依据 。

本研究结果显示，淋病发病男性远多于女性，男女之比为

１９７∶１。分析原因可能男性社交范围广，涉足娱乐场所机会
多，故感染的机会要大于女性；同时由于男性临床症状明显，尿

痛，脓性分泌物易于引起恐慌，促使其就诊；且取材方便涂片染

色镜检即可诊断。而女性病变常位于阴道内壁或宫颈，症状不

明显，只有轻微的尿频、尿急，少量的分泌物，易与白带混淆，因

此不易被发现，就诊率低。并且部分女性患者对本病认知有

限，首诊多选择在妇产科就诊，而大多妇产科医生因门诊量较

大，即使根据临床症状、体征怀疑淋病，也不愿费时做淋球菌培

养，而是直接用抗生素进行治疗［１０］，故降低了女性病例报告。

建议强化哨点单位对于确诊的男性患者明确告知其性伴到专

业诊疗机构就诊排查的义务；同时加强妇科医师诊断、报病意

识，增加确诊率；加强对于娱乐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的性病知

识宣教，提高性病防治意识，建议定期体检。

统计显示，淋病发病以２０～３９岁性活跃的青壮年人群为
主，共１４５例，约占７００４％。可见青壮年男性性活跃人群应是
今后性病防治宣传教育的重点人群。但本调查也显示每年都

有６０岁以上年龄组人群的病例报告，甚至有７０岁高龄患者。
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性生理需求也越来越高，但缺

乏相关性传染病防治知识，同样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造成感

染风险加大，建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把高龄人群特别是空巢老

人也纳入全区性病防治工作规划，关注老年人的性生理需求和

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教育［１１］；提供有针对性的

预防服务，如在公园、舞场等社区老年人聚集的场所发放宣传

材料，组织社区科普讲座，普及、强化预防知识。

淋病发病职业以工人、农民和家务及待业为主，共１７５例，
占８４５％，与北京市昌平区、房山区淋病监测结果基本一
致［１２，１３］。工人、农民和家务及待业都是性活跃人群，加之不良

风气的影响，很容易受其周边人员的引导，主动或被动的发生

高危性行为，导致淋病的发生。建议工厂的医务室、工会组织、

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等部门加大对工人、农民、家务

及待业以及离退人员等人群的性病防病知识的宣传力度，采取

多种形式的预防措施，如在娱乐场所开展高危人群监测干预工

作，发放宣传材料，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提高群众自我保健防

病意识，从而降低性病发病率。

顺义区２０１６年人均ＧＤＰ排名北京市第三，经济发达，流动
人口众多，但病例报告仍以本区病例为主，共 １３９例，占
６７１％，可能与本区居民完善的医疗保障报销政策和健康意识
有关。而外省流动人员可能选择私人诊所比例偏高，导致病例

流失。同时我们也发现每年都有外籍人员病例的报告，也提示

我们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社会背景下，一定要加大对这部分

人群的关注，其不只是淋病，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建议

对外籍人员集中的工厂、公司，进行重点宣传干预，使其知晓我

国的性病防治的法律法规，促进其形成安全性行为，从而减少

性病的发病率。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广大男性青壮年性活跃人群发病率

高，是我区今后性病防治的重点人群，但有因必有果，在重视男

性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女性因素。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女性才报
告１０例，这显然是不实际的，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漏洞，如放任
女性病例的隐形存在和增长，必会使性病防控失控，单纯的停

留在治的阶段，没有到达防控的目的。因此建议今后制定防控

策略时，一定要全盘考虑，深入推广１００％安全套使用项目，减
少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大力开展暗娼、嫖客、男男性接触者等

高危人群行为干预，同时引导性病患者到正规的性病诊疗机构

就诊［１４－１７］。健全市区－城镇 －村（居委会、工会）三位一体的
教育预防体系，将宣传教育和高危人群干预相结合，特别是要

加强流动人口和女性的防控，同时规范性病诊疗，是今后我区

淋病以及其他性病防治工作的重点［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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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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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的临床对
比研究
许慧芳　杜秋燕　刘样满　陈俊杰　王润龙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疗效，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８例单纯性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照组４４例，予１５ｇ头孢
哌酮舒巴坦治疗；观察组４４例，予２２５ｇ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观察治疗后在１ｄ、４ｄ、７ｄ疗效比较，观察临
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恢复情况。结果：治疗１ｄ，对照组显效率４５５％、总有效率３４０９％，观察组显效率
１８１９％、总有效率５４５５％，观察组在显效率和总有效率上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４ｄ，对照组痊
愈率１３６５％、总有效率５４４４％，观察组痊愈率２９５４％、总有效率７７２７％，观察组在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上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７ｄ后两组在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不
良反应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尿频、尿痛发生率分别为４７７３％、４５４５％，脓性分泌
物、龟头（外阴）红肿发生率分别为５６８２％、４３１８％，淋球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验阳性率分别为
６５９１％、７０４５％、７５００％；观察组尿频、尿痛发生率分别为３４０９％、２５００％，脓性分泌物、龟头（外阴）红
肿发生率分别为３１８２％、２２７３％，淋球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验阳性率分别为２７２７％、４５４５％、
５０００％，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２２５ｇ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
淋病疗效确切，不良反应低。

【关键词】　单纯性淋病；头孢哌酮舒巴坦；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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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是我国性传播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也是我国乙类传染病。该疾病由淋病球引起，主要表现为泌尿

系化脓性感染，在治疗上以青霉素为主要治疗药物，这也是近

些年淋病未蔓延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抗生素使用不合理，普

遍存在滥用抗生素等情况，促使淋病奈瑟菌发生变异及淋病耐

药性菌株增加［１］。虽然头孢哌酮舒巴坦是治疗单纯型淋病的

主要药物之一，但其价格昂贵，长期使用不良反应大。而本次

研究就针对不同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对单纯性淋病进行研究，

以期选择最佳药物，早期痊愈单纯性淋病。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病例选取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取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８例单纯性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
照组４４例，男２９例，女１５例；年龄最小１９岁，最大６３岁，平均
年龄（４２７±３５）岁；病程最短半个月，最长５个月，平均病程
（３１±１５）个月；感染途径：自身感染３２例，配偶感染１２例。
观察组４４例，男３０例，女１４例；年龄最小２０岁，最大６５岁，平
均年龄（４２５±３３）岁；病程最短１７ｄ，最长６个月，平均病程
（３４±１４）个月；感染途径：自身感染３４例，配偶感染１０例。
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１１２　诊断标准　参考《皮肤科学》进行，符合单纯性淋病标
准，即有私处流脓，部分出血均可能。

１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１８～７０岁以下，均符合以上诊断标准；
初次患病，且淋球菌培养为阳性；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１４　排除标准　年龄大于７０岁或小于１８岁；不符合以上诊
断者；非淋菌尿道炎或支原体感染；妊娠期间。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１５ｇ头孢哌酮舒巴坦（青海晨菲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８８５３）加入０９％氯化钠注
射液中静脉滴注，１次／ｄ；观察组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静注，剂
量：２２５ｇ药物溶解在５００ｍＬ生理盐水中滴注，１次／ｄ。连续治
疗４周，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
１２２　观察指标　观察用药后每日临床症状（尿频、尿痛）和
体征（有无脓性分泌物、龟头或外阴红肿）和实验室检查（包括

淋球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验）阳性数变化，治疗４ｄ后
进行统计观察。观察治疗４周后在不良反应发生率变化情况。
１２３　疗效判定标准［２，３］　痊愈：经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
体征消失，病原菌培养及镜检淋球菌均为阴性，随访４周无复
发；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淋球菌镜检和培养中有１项
阳性；有效为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有所改善，淋球菌实验室检查

中有２项阳性；无效为治疗前后在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
上均无明显改善。

１２４　终止试验条件　经过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实验
室检查正常，则达到终止治疗目的。

１２５　不良反应　每天询问患者的身体感受状况，定期检测患
者血常规及脏器功能惶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组间检验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行 χ２分析，Ｐ＜
００５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１ｄ后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１ｄ后疗效比较，对照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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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４ｄ后疗效比较

对照组痊愈率１３６５％、总有效率５４４４％，观察组痊愈率
２９５４％、总有效率７７２７％，观察组在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上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７ｄ后疗效比较
对照组痊愈率６３６４％、总有效率８８６４％，观察组痊愈率

６８１８％、总有效率９５４５％，观察组在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上略
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１ｄ后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５） １３（２９５４） ２９（６５９１） ３４０９

观察组 ４４ ０（０００） ８（１８１９） １６（３６３６） ２０（４５４５） ５４５５

χ２ ０５８２ ６７９４ ０７９３ ６７３５ ６７３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４ｄ后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４ ６（１３６５） ９（２０４５） ９（２０４５） ２０（４５４５） ５４５５

观察组 ４４ １３（２９５４） １０（２２７３） １１（２５００） １０（２２７３） ７７２７

χ２ ７５９５ ０５８９ ０４９９ ８３２６ ８３２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７ｄ后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４ ２８（６３６４） １０（２２７３） １（２２７） ５（１１３６） ８８６４

观察组 ４４ ３０（６８１８） １２（２７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５） ９５４５

χ２ ０７８３ ０９０５ ０７２５ ０８３５ ０８３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恶心、呕吐、腹泻各有１例，发生率６８２％；

观察组恶心１例、腹泻１例，发生率４５５％，经对症处理后均消
失，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对照组尿频、尿痛发生率分别为４７７３％、４５４５％，脓性分
泌物、龟头（外阴）红肿发生率分别为５６８２％、４３１８％，淋球菌

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验阳性率分别为 ６５９１％、
７０４５％、７５００％；观察组尿频、尿痛发生率分别为 ３４０９％、
２５００％，脓性分泌物、龟头（外阴）红肿发生率分别为３１８２％、
２２７３％，淋球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验阳性率分别为
２７２７％、４５４５％、５０００％，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症状

尿频 尿痛

体征

脓性分泌物 龟头（外阴）红肿

实验室阳性检查

淋球菌涂片 淋球菌培养 氧化酶试验

对照组 ４４ ２１（４７７３） ２０（４５４５） ２５（５６８２） １９（４３１８） ２９（６５９１） ３１（７０４５） ３３（７５００）

观察组 ４４ １５（３４０９） １１（２５００） １４（３１８２） １０（２２７３） １２（２７２７） ２０（４５４５） ２２（５０００）

χ２ ７４６７ ８３５６ ７８９３ ６８２３ ７８９３ ６７８２ ５０３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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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单纯性淋病是指在淋病发病初始阶段，仅生殖器发生部分

病损，身体其他部位未出现并发症的的一种疾病，该疾病在治

疗上以青霉素、壮观霉素、四环素等为主，一般持续治疗７ｄ后效
果满意。但目前随着病毒对抗菌药物耐药性不断增强，青霉

素、四环素等价格便宜、疗效显著的药物难以发挥显著疗效。

单纯性淋病治疗难度偏大，治疗方案不断被修改，呈多元化发

展趋势，出现多种新型药物［４－６］如头孢曲松、头孢克肟等第三代

头孢菌素类药物。研究［７，８］称，这些药物对单纯性淋病效果满

意，但不同剂量对其疗效和疗程影响性较大，且第三代头孢菌

素类价格昂贵，疗程过长，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９，１０］。

头孢哌酮舒巴坦属第三代头孢菌素，抗菌谱广、耐药性低。

研究［１１，１２］称该药物抗菌谱广、组织分布广，能迅速有效将其药

物浓度分布至组织和体液中，能较快发挥抗炎作用，是目前治

疗单纯性淋病的主要抗菌药物之一［１３，１４］。有报道［８］称通过对

６９例耐药性淋病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后，其治愈６８例，显效１
例，总有效率为１００％而采用头孢三嗪治疗 ６９例耐药性淋病
后，结果为治愈５８例，显效４例，改善１例，治愈率９２１％。这
说明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淋病效果是确切的。

结果显示，运用头孢哌酮／舒巴坦２２５ｇ治疗单纯性淋病的
第１ｄ、第４ｄ患者在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上较使用头孢哌酮／舒巴
坦１５ｇ明显提高，这说明足够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对单纯性
淋病的效果更加显著，而治疗４ｄ后患者在不良反应上无明显变
化，其最常见不良反应是胃肠道反应、肝肾损害、皮疹等［１５，１６］，

且对症处理后症状消失，这说明以上剂量治疗单纯性淋病的安

全的。加上治疗４ｄ后在尿频、尿痛，脓性分泌物、龟头（外阴）
红肿等临床表现阳性率和淋球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氧化酶试

验阳性率上均显著下降，这再次证实头孢哌酮／舒巴坦２２５ｇ治
疗单纯性淋病是确切的。但研究［１７，１８］称，头孢哌酮／舒巴坦
２２５ｇ成本－效果较其他头孢三代抗菌药物低，且其作用时间
较头孢唑啉等长，本次研究未对此进行研究，故仍值得以后进

行大样本、多中心、多维度随机抽取样本进行深入研究，以证实

头孢哌酮／舒巴坦２２５ｇ治疗单纯性淋病的确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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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Ｄ００３０３４０００００８）。
【第一作者简介】赵玉丛（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病与性
病临床诊治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１

男性与女性下体尖锐湿疣的临床特征及流行病学的
差异性调查
赵玉丛１　蔡林２

１北京市昌平区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　目的：分析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ＣＡ）的临床特征与流行病学的差异性。方法：收集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北京市昌平区医院皮肤科收治的１３８例男性、１１４例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资
料，总结其临床特点，调查其流行病学特征，总结男、女下体尖锐湿疣的差异性。结果：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

者年龄普遍大于女性，且其发病时间较长（Ｐ＜００５）；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职业多为干部、保健行业、商
人，女性则以保健行业为首，其次为商人、茶艺师；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婚姻状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文化程度较高，而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高于男性
（Ｐ＜００５）；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吸烟、饮酒者多于女性（Ｐ＜００５），女性食辛辣所占比例多于男性（Ｐ＜
００５）；男性感染途径多为一夜情，其次为同居，而女性感染首要途径为同居，其次为婚内性生活，不同性别
尖锐湿疣感染途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女性近１年来有生殖系统感染史占２３６８％，多于男
性（Ｐ＜００５）；男性从不使用安全套比例低于女性（Ｐ＜００５），每次性生活使用安全套比例多于女性（Ｐ＜
００５）；男性高低危混合ＨＰＶ感染比例低于女性（Ｐ＜００５），其余各亚型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男性疣体多分布于包皮、阴茎、尿道口、系带处，女性疣体主要分布于会阴、阴道口、舟状窝、宫颈及小阴唇

处。结论：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多为性活跃期人群，且发病时间短，既往多合并生殖系统感染史，保健行业人

群多见；男性则以中年群体居多，发病时间长，文化程度高，职业以干部、商人等为主，交易性行为为其主要

感染途径。

【关键词】　尖锐湿疣；男性；女性；流行病学；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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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为皮肤科常见性传
播疾病，由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男、女性尖锐湿疣
临床特点有其差异［１］。一般男性尖锐湿疣患处以冠状沟、尿

道、包皮、肛周、包皮系带、阴囊为主，病变初期表现为淡红色或

污红色粟状赘生物，质软，顶尖，逐渐增多或长大［２］。女性则以

上皮增生性病变多见，常发于外阴、阴道、肛周、宫颈等温暖潮

湿部分，表现为疼痛、局部瘙痒等症状，可见淡红色灰色丘

疹［３］。为进一步分析男性、女性下体尖锐湿疣临床特点及流行

病学的差异，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本研究对收治的１３８例男性
及１１４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资料展开了回顾性分析。现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为北京市昌平区医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皮
肤科门诊收治的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共２５２例。尖锐湿
疣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性病学组通过的尖

锐湿疣诊疗指南（２０１４版）［４］，并经临床表现、醋酸白试验确诊，
均排除肛管直肠内尖锐湿疣者，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肺疾病、

严重精神病及妊娠、哺乳期妇女。其中男１３８例，女１１４例，平
均年龄（３５６±１０２）岁。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及流行病学资料
均完整，均知情且自愿参与研究，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许可通过。

１２　方法
回顾性分析男、女下体尖锐湿疣患者临床及流行病学资

料，包括年龄、病程、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生活习惯、传染

及易感传播途径、病史、性接触史、发病部位等。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ｔ检验，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年龄、发病时间比较

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年龄普遍大于女性，且其发病时间

较长，与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年龄、发病时间比较

性别 年龄（岁） 发病时间（ｄ）

男（ｎ＝１３８） ４１３６±７４３ ７２３３±１０２６

女（ｎ＝１１４） ２６５６±６７４ ３０４１±８６４

ｔ １６４０９ ３４６３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职业分布比较
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职业多为干部、保健行业、商人，女

性则以保健行业为首，其次为商人、茶艺师。见表２。

表２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职业分布比较

性别 干部 司机 茶艺师 保健 学生 商人

男（ｎ＝１３８） ６０（４３４８） １４（１０１４） ０　　　 ３４（２４６４） １０（７２５） ２０（１４４９）

女（ｎ＝１１４） ０　　　 ２（１７５） ８（７０２） ７８（６８４２） １（０８８） ２５（２１９３）

χ２ ６５０５４ ７３９１ １０００１ ４８４６８ ６０６６ ２３５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比较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婚姻状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文化程度较高，而女性尖
锐湿疣患者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高于男性（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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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比较

性别
婚姻状况

未婚／离婚 同居／已婚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或以上

男（ｎ＝１３８） ７４（５３６２） ６４（４６３８） １９（１３７７） ５３（３８４１） ６６（４７８３）

女（ｎ＝１１４） ５９（５１７５） ５５（４８２５） ３４（２９８２） ２６（２２８１） ５４（４７３７）

χ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９６９０ ７０５８ ０００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吸烟、饮酒及饮食习惯比较
男性下体尖锐湿疣患者吸烟、饮酒者多于女性（Ｐ＜００５），

女性食辛辣所占比例多于男性（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吸烟、饮酒及锻炼情况比较

性别 吸烟 饮酒 食辛辣 规律进餐

男（ｎ＝１３８） ６４（４６３８） ７２（５２１７） １７（１２３２） ９４（６８１２）

女（ｎ＝１１４） ８（７０２） １７（１４９１） ４４（３８６０） ７７（６７５４）

χ２ ４７３８８ ３７９４２ ２３４９６ ０００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男、女性尖锐湿疣患者感染途径比较
男性感染途径多为一夜情，其次为同居，而女性感染首要

途径为同居，其次为婚内性生活，不同性别尖锐湿疣感染途径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女性近１年来有生殖系
统感染者２７例，占２３６８％，男性近１年生殖系统感染者１５例，
占１０８７％，女性近１年生殖系统感染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３８１，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男、女性尖锐湿疣患者感染途径比较

性别 一夜情（交易性） 同居 婚内性生活 其他原因

男（ｎ＝１３８） ６５（４７１０） ２９（２１０１） １１（７９７） ３３（２３９１）

女（ｎ＝１１４） ７（６１４） ５０（４３８６） ３４（２９８２） ２３（２０１８）

χ２ ５１３２４ １５１３９ ２０３２５ ０５０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６　男、女性性生活安全套使用情况
男性从不使用安全套比例低于女性（Ｐ＜００５），每次性生

活使用安全套比例多于女性（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男、女性性生活安全套使用情况

性别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每次

男（ｎ＝１３８） ４（２９０） １９（１３９７） ３８（２７５４） ４９（３５５１） ２８（２０２９）

女（ｎ＝１１４） １９（１６６７） ２０（１７５４） ３１（２７１９） ３３（２８９５） １１（９６５）

χ２ １４２６８ ０３８０ ０００３ １２２３ ５４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７　男、女性ＨＰＶ感染亚型比较
男性高低危混合ＨＰＶ感染比例低于女性（Ｐ＜００５），其余

各亚型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７。

表７　男、女性ＨＰＶ感染亚型比较

性别 低危 高危 高低危混合

男（ｎ＝１３８） ６０（４３４８） ６４（４６３８） １４（１０１４）

女（ｎ＝１１４） ４４（３８６０） ４５（３９４７） ２５（２１９３）

χ２ ０８６０ １２１２ ６６２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８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部位分布
男性疣体多分布于包皮、阴茎、尿道口、系带处，女性疣体

主要分布于会阴、阴道口、舟状窝、宫颈及小阴唇处。见表８。

表８　男、女性下体尖锐湿疣疣体部位分布

男性

部位 所占比例

女性

部位 所占比例

包皮 ４０（２８９９） 会阴 ２８（２４５６）

阴茎 ３５（２５３６） 阴道口 ２３（２０１８）

尿道口 ２０（１４４９） 舟状窝 １５（１３１６）

系带 １８（１３０４） 宫颈 １１（９６５）

肛周 ６（４３５） 小阴唇 １１（９６５）

冠状沟 ６（４３５） 大阴唇 ８（７０２）

会阴 ６（４３５） 肛周 ７（６１４）

阴囊 ６（４３５） 阴道 ６（５２６）

龟头 １（０７２） 阴蒂 ３（２６３）

尿道口 ２（１７５）

#

　讨论
尖锐湿疣为全球常见性传播疾病，由 ＨＰＶ感染所致，近年

来发病率有所上升，国外发病率位列所有性病第二位［５］。Ｓｉｌ
ｖｅｒａ等［６］报道，女性尖锐湿疣发病高峰在２０～３０岁，随后发病
率降低，男性则可持续至４０岁左右，主要通过性接触、间接接
触、医源、母婴传播等。陈富祺等［７］报道显示，尖锐湿疣发病与

过早性交、吸烟、饮酒、免疫低下、性伴侣数、长期应用避孕药等

因素有关。尖锐湿疣潜伏期约为２周到８个月，平均约３个月，
外生殖器、肛周及其他皮肤黏膜湿润区均为尖锐湿疣常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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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８］。近期有研究［９，１０］提出，男、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临床表现、

流行病学均有其差异性，包括发病年龄、发病部位、职业等均有

明显差异。

本调查发现女性尖锐湿疣发病年龄普遍低于男性，且女性

发病时间短于男性，与胡小平等［１１］报道相似，表明尖锐湿疣主

要发生于性活跃人群，可将该群体作为尖锐湿疣防治重点人

群，需强化对该阶段人群的性行为的健康教育。本组结果显

示，未婚／离婚人群尖锐湿疣感染率略高于同居及已婚者，可能
与未婚或离婚者性伴侣不固定，高危性行为发生率较高有

关［１２］。文化程度方面，尖锐湿疣患者文化程度多在大学及以

上，但女性尖锐湿疣文化程度在初中或以下及高中所占比例高

于男性，表明文化程度较低女性尖锐湿疣患病率高，可能与受

教育程度较低女性性知识缺乏有关。而男、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可能与本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普遍受教

育程度高，患者主动就医有关，此外，高学历人群受西方思想及

网络影响较大，社会关系多元化，性观点较开放也是尖锐湿疣

患病的部分原因［１３］。

同时本研究发现，大部分尖锐湿疣患者均有其不良生活习

惯，尤其以男性为主。近期有较多报道［１４，１５］均表示，吸烟、饮

酒、熬夜、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均为导致尖锐湿疣复发的相关危

险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对尖锐湿疣患者给予健康教育，纠正其

不良生活习惯。本调查显示，女性近１年生殖系统感染率高于
男性，略低于张云杰等［１６］报道，可能与人群健康差异、地域不同

等因素有关。同时本调查发现，男性尖锐湿疣感染途径以一夜

情（交易性行为）为主，而女性则以同居及婚内性生活为主，且

男性尖锐湿疣患者性生活时安全套频率使用多于女性，提示危

险性行为时即便使用安全套同样无法预防尖锐湿疣感染，因此

女性应强化自我保护意识，男性应加强安全性行为教育。此

外，尖锐湿疣 ＨＰＶ感染以单纯高危型、低危型多见，高低危混合
型较少，但男性高低危混合 ＨＰＶ感染比例低于女性（Ｐ＜
００５），提示男、女性 ＨＰＶ感染亚型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与
Ｈｅｒｗｅｉｊｅｒ等［１７］报道有其相似性。本研究还发现，男性尖锐湿疣

患者病变部位主要集中于包皮、阴茎、系带、肛周等部位，女性

则主要位于会阴、阴道口、舟状窝、宫颈等部位，形态多表现为

菜花状，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等［１８］报道一致，符合尖锐湿疣临床特点。

综上，男、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年龄、发病时间、病变分布部

位、既往生殖系统感染史、感染途径、职业、文化程度均存在一

定的差异。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多为性活跃期人群，发病时间

短，既往多合并生殖系统感染史，保健行业人群多；男性则以中

年群体居多，病程长，文化程度高，职业以干部、商人等为主，高

危性行为发生率较高。

（志谢：本研究获得了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通州区 ＣＤＣ
及所属预防接种门诊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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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９－１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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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ＬＪＱ２０１４０８８）。
【第一作者简介】刘婷（１９８６－），女，护师 ，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护理
工作。

△【通讯作者】夏立新，男，主任医师、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ｔｉｎｇ６３７６ｌｔ＠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２

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对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
后免疫功能的影响
刘婷　杨莉莉　夏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对尖锐湿疣 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择１２０例初发的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Ａ组和Ｂ组，两组患者均行 ＣＯ２激光术，术后，Ａ组
患者给予５％咪喹莫特乳膏，Ｂ组患者给予卡介菌多糖核酸 ＋５％咪喹莫特乳膏，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免疫
功能及临床疗效，选择同期４０例健康查体者为对照组。结果：Ａ组和Ｂ组治疗前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和ＮＫ细胞的百分比、ＩＦＮ－γ和ＩＬ－１２水平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５），ＣＤ８＋和 ＩＬ－４的水平高于
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Ａ组和Ｂ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和ＮＫ细胞的百分比、ＩＦＮ－γ和ＩＬ－
１２水平均明显升高，ＣＤ８＋和ＩＬ－４的水平均明显降低，且Ｂ组改善的程度优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治愈率明显低于 Ｂ组治愈率（χ２＝８００，Ｐ＝０００８），复发率高于 Ｂ组的复发率（χ２＝
５９２６，Ｐ＝００２９）。结论：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能明显改善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后患者免
疫功能，提高治疗有效率，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关键词】　卡介菌多糖核酸；咪喹莫特；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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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所致的以肛门及生殖器部位增生性损害为主要表
现的常见性传播疾病［１］。目前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包括物理

疗法、化学治疗、冷冻疗法、激光治疗、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学疗

法等，虽然这些治疗方法在去除肉眼可见疣体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由于受损皮肤处于亚临床感染、潜伏感染及机体免疫

功能低下，促进疾病的发展，影响临床的转归，其中机体免疫功

能低下与其发生、发展和转归关系密切，临床上对尖锐湿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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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用综合治疗，以减少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２，３］。卡介菌

多糖核酸和咪喹莫特均是免疫调节剂，临床研究表明，两者联

合物理治疗均能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４，５］。鉴于此，本研究通

过研究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对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后
免疫功能的影响，探讨两者同时联合的辅助疗法对尖锐湿疣的

临床疗效，以期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１２０例初发
的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１）临床确诊为尖锐湿疣，具有明显的临床表
征，５％醋酸白实验阳性；（２）男性皮损位于冠状沟、系带、龟头、
包皮内侧、阴茎体、肛周及阴囊，女性皮损位于大、小阴唇、会

阴、阴道口及肛周；（３）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对卡介菌多糖核酸和咪喹莫特过敏；（２）半

个月内使用过其他免疫调节剂及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３）尿
道、肛管、阴道及直肠尖锐湿疣；（４）伴发淋病、衣原体性尿道
炎、滴虫性阴道炎、白念珠菌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感

染性疾病等其他疾病；（５）心、肝、肾功能不全；（６）怀孕或哺乳
期妇女。

１２０例患者采用数字随机法分为Ａ组和Ｂ组各６０例，Ａ组
男性３８例，女性 ２２例，平均年龄（３５５±６０）岁，病程 １８～
４９ｄ，皮损位于冠状沟及包皮２８例，阴唇及尿道１４例，肛周１８
例，疣体数量平均（８５±３５）个；Ｂ组男性３４例，女性２６例，平
均年龄（３７０±６５）岁，病程１５～５５ｄ，皮损位于冠状沟及包皮
２２例，阴唇及尿道１７例，肛周２１例，疣体数量平均（９０±３８）
个。两组患者的症状、性别构成比、年龄、发病情况、病程、皮损

部位及疣体数量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时
选择同期在我院健康体检中心查体者４０例为健康对照组。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０例患者进行常规消毒和麻醉后，行 ＣＯ２激光术一次性

去除全部可见疣体及醋酸白试验阳性的皮损，清除范围为疣体

周围２～３ｍｍ，深度为１～２ｍｍ，术后局部用１／８０００高锰酸钾清
洗患处，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待１周左右创面愈合后，Ａ组患者
给予５％咪喹莫特乳膏（商品名联邦艾德欣，珠海联邦制药股份
公司中山分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２８３，规格：Ｉｇ：５０ｍｇ）外用，３

次／周，隔天１次，临睡前涂抹，次日清晨清水洗净，疗程为８周；
Ｂ组患者同样给予５％咪喹莫特乳膏外用，在此基础上，肌注卡
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２ｍＬ，隔日１次，疗程为８周。
１３　评价指标

相关免疫指标的检测：（１）ＣＯ２激光术治疗前及治疗后第８

周采集两组患者静脉血２ｍＬ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治疗前和治
疗后外周血细胞 Ｔ淋巴亚群和 ＮＫ细胞的变化，Ｔ淋巴亚群包
括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值；（２）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
治疗前及治疗后第８周两组患者血清中 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２
等细胞因子的变化，具体步骤参照试剂盒操作说明。同时采集

健康对照组静脉血２ｍＬ，用于上述指标的检测。
临床疗效评价：两组患者开始治疗后每２周观察疗效，记录

复发情况及不良反应，连续观察８周。疗效评价标准：（１）痊愈
即经肉眼及醋酸白检查疣体消退，表明愈合；（２）显效即病损大
小或疣体个数减少７０％以上；（３）有效即病损大小或疣体个数
减少３０％～７０％之间；（４）无效即病损大小或疣体个数小于
３０％或出现新疣体；（５）复发即治疗４周后重新出现皮损［６］。

１４　统计分析
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上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珋ｘ±ｓ），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Ｔ淋巴亚群和ＮＫ细胞的检测

健康对照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 ＮＫ细胞
的百分比分别为（７０７２±４９５）％、（４１０３±１３２１）％、（２１３３
±３９６）％、（１５０±０２９）％、（２１３２±３６４）％，治疗前Ａ组和
Ｂ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和 ＮＫ细胞的百分比均明
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而ＣＤ８＋的百分比则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第８周后，Ａ组和 Ｂ
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和 ＮＫ细胞的百分比较治疗
前均明显提高，ＣＤ８＋的百分比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均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且治疗后 Ｂ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和ＮＫ细胞的百分比高于治疗后 Ａ组的百分比（Ｐ＜
００５），ＣＤ８＋的百分比低于治疗后Ａ组的百分比（Ｐ＜００５），其
中治疗后Ｂ组ＣＤ３＋和 ＣＤ４＋／ＣＤ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Ｔ淋巴亚群和ＮＫ细胞的检测

免疫细胞 对照组
Ａ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Ｂ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ＣＤ３＋（％） ７０７２±４９５ ６０１３±８６７ｂ ６３２５±５０４ｂ ２１４１ ００１７９ ６０２６±５２９ｂ ６９０３±６６８ａ ７７９２ ＜００００１

ＣＤ４＋（％） ４１０３±１３２１ ２５６９±３４９ｂ ３１７９±２４３ｂ １１１１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１２±２５８ｂ ３７２７±３５３ａｂ ２１５２６ ＜００００１

ＣＤ８＋（％） ２１３３±３９６ ３１２６±２５４ｂ ２６７３±４０９ｂ ７４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３２１７±２６８ｂ ２４８５±３１９ａｂ １３６１０ ＜００００１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５０±０２９ ０８７±０１３ｂ １２１±０１８ｂ １１８６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２±０１６ｂ １４７±０１１ａ ２１９４２ ＜００００１

ＮＫ（％） ２１３２±３６４ １４１６±３４８ｂ １７９３±２５２ｂ ６７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４０２±３１５ｂ １９２５±１３６ａｂ １１８１４ ＜００００１

　　注：与治疗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２的水平分别为

（６９２±２３８）ｎｇ／Ｌ、（１０５８±３９１）ｎｇ／Ｌ、（５６８７±１３６４）ｎｇ／

Ｌ。治疗前，两组患者的ＩＬ－４的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ＩＦＮ－γ、
ＩＬ－１２的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ＩＬ－４的水平明显降低（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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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Ｎ－γ、ＩＬ－１２的水平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且Ｂ组 ＩＬ－４、ＩＦＮ
－γ、ＩＬ－１２的改善程度均优于Ａ组（Ｐ＜００５），其中治疗后 ＩＬ

－４和ＩＦＮ－γ的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细胞因子 对照组
Ａ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Ｂ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ＩＬ－４（ｎｇ／Ｌ） ６９２±２３８ １２９４±２７６ｂ ９５３±２１５ｂ ７５５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１７±２５３ｂ ７６５±３２９ａ １０３５２ ＜００００１

ＩＦＮ－γ（ｎｇ／Ｌ） １０５８±３９１ ６８２±１７３ｂ ８５１±１６５ｂ ５４４２ ＜００００１ ６７５±１９４ｂ ９４３±２０５ａ ７３８４ ＜００００１

ＩＬ－１２（ｎｇ／Ｌ） ５６８７±１３６４ ３３２１±８３１ｂ ４００６±９７４ｂ ４１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３４５６±７９４ｂ ４５６９±５６４ａｂ ８８５５ ＜００００１

　　注：与治疗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
Ａ组治愈例数３０例，治愈率为５０％，Ｂ组治愈例数４５例，

治愈率为７５％（４５／６０），Ｂ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Ａ组的治愈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复发率为１６７％，Ｂ组
复发率为３３％，Ａ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高于 Ｂ组的复发率（Ｐ
＜００５）。见表３。Ａ组患者８例出现红斑、轻度糜烂、瘙痒等
不良反应，Ｂ组患者５例出现红斑、轻度糜烂、瘙痒等不良反应，
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复发

Ａ组 ６０ ３０（５００） １５（２５０） １２（２００） ３（５０）１０（１６７）

Ｂ组 ６０ ４５（７５０） ６（１００） ９（１５０） ０（００） ２（３３）

χ２ ８００６ ７７９２ ０８８６ ５１２８ ５９２６

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３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

　讨论
尖锐湿疣是发生在肛门及外生殖器部位以增生性损害为

主要特征的常见性传播疾病，ＣＯ２激光术是尖锐湿疣常用的治
疗方法之一，对单发或少量多发疣体可行一次性治疗，可快速

消除肉眼可见的疣体［７］。由于治疗范围有限，无法彻底清除局

部的人乳头瘤病毒，使得受损皮肤处于亚临床感染、潜伏感染，

再加之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使得治疗后极易复发［８］。据报

道［９］，尖锐湿疣患者体内多种细胞因子和细胞亚群的失衡而导

致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是尖锐湿疣患者病情反复发作的原因

之一［１０］。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减少尖锐湿疣的复发的必要条

件［１１，１２］。卡介菌多糖核酸是从卡介菌中提取的一种含有核酸、

多糖等多种免疫调节的物质，其可通过调节机体内的细胞免

疫、体液免疫、刺激网状内皮系统，激活单核 －巨噬细胞功能，
增强自然杀伤细胞功能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其不仅能对尖锐

湿疣有效，而且与其他疗法联合能明显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率，使用安全，在临床上应用广泛［１３］。咪喹莫特是一种人工合

成的非核苷类异环咪唑胺类抗病毒药物，是一种新型的小分子

免疫调节剂。其可激活人外周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

胞角质形成细胞等产生 ＩＦＮ－α、ＩＦＮ－β、ＩＬ－２、ＩＬ－１６等多种
细胞因子，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进而上调细胞介导的免疫反

应，对清除病毒有良好的疗效。其局部外用治疗尖锐湿疣联合

其他疗法可扩大治疗范围，清除亚临床感染及潜伏的病毒感

染，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１４，１５］。

本研究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对尖锐湿疣ＣＯ２
激光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以期为临床上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率提供参考。在Ｔ淋巴亚群中，ＣＤ３细胞的比例反映机体总的
细胞免疫状态；ＣＤ４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增加和扩大免疫应答的
过程；ＣＤ８细胞通过分泌抑制因子或自身降低机体的免疫反
应，抑制ＣＤ４细胞和 Ｂ细胞功能，进而抑制机体细胞的免疫反
应；而ＮＫ细胞是一种特殊的细胞群体，其可直接杀死某些肿瘤
细胞，ＮＫ细胞数量的减少必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降低［１６，１７］。

本文对治疗前和治疗后外周血细胞Ｔ淋巴亚群和ＮＫ细胞的百
分比进行检测，结果显示，ＣＯ２激光术后单用咪喹莫特乳膏联合
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均明显提高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和ＮＫ细胞的百分比，降低 ＣＤ８＋细胞的百分比，与研究报道一
致［１８］。但咪喹莫特乳膏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改善尖锐

湿疣患者外周血细胞Ｔ淋巴亚群和ＮＫ细胞的百分比明显优于
单用咪喹莫特乳膏，表明咪喹莫特乳膏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能

明显改善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咪喹莫特乳膏联合
卡介菌多糖核酸改善ＣＯ２激光术后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２水平
也明显优于单用咪喹莫特乳膏，进一步说明咪喹莫特乳膏联合

卡介菌多糖核酸能明显改善尖锐湿疣 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
明显提高临床的有效率。

综上所述，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咪喹莫特乳膏能明显改善

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提高临床的有效率，降低尖锐
湿疣疾病的复发，值得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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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金外淑，梁津宁，夏秀娟．卡介菌多糖核酸对神经性皮炎患者细
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及疗效观察．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７
（１０）：７５１－７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符文好（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皮肤病
性病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３

不同剂量 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
患者疗效比较
符文好１　陈启红２

１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２荆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疗效。方法：将２０１３
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７６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４０例）和对照组（３６例），观察
组采用０５ｍＬ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对照组采用０２５ｍＬ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比较两组临床
疗效、疣体清除、治疗后复发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１、２、３次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７５０％、
９５０％及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４７２％、６９４％及７７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
疗１、２、３周疣体清除率分别为７６９％、９４２％及９６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４５７％、７３９％及８２６％，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１２周及 ２４周复发率均为 １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３０６％、
３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７５％，对照组为３３３％，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０５ｍＬ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较０２５ｍＬ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
疣更有助于清除疣体，降低复发，且未增加不良反应，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剂量；外阴；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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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属于一种常见的性
传播疾病，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多发于肛周、生殖
器及尿道等部位［１］。临床上可采用微波、电灼、冷冻、激光等物

理方法治疗尖锐湿疣，但上述方法极易损伤宫颈组织，且仅能

去除肉眼可见的疣体，复发率高［２］。近年来，５－氨基酮戊酸光
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该技术以光、光敏
剂与氧相互作用为基础，利用光动力效应治疗尿道及外生殖器

尖锐湿疣，并取得了显著疗效［３］。目前常选用２０％氨基酮戊酸
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本研究比较不同剂量２０％氨基酮
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的效果，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入院先后顺序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收
治的７６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经临床、组织病
理学及醋酸白试验确诊，且符合卫生部《性病诊疗指南》外生殖

器尖锐湿疣诊断标准［４］。纳入标准：年龄１８～６４岁；疣体分布
于外生殖器且病灶数≥３个；愿意配合医生治疗者。排除标准：
有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禁忌症者；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及精
神疾病者；哺乳、妊娠期妇女。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４０
例）和对照组（３６例），其中观察组年龄１９～６４岁，平均（３４２±
８６）岁；病程 １～５个月，平均（３０±０８）个月；平均疣体数
（１１±０１）个。对照组年龄１８～６２岁，平均（３３８±９０）岁；
病程１～６个月，平均（３２±１０）个月；平均疣体数（１２±０３）
个。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及疣体数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
有研究对象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取１瓶外用盐酸氨基酮戊酸散（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生产批号：１５０３２６，规格

１１８ｇ／瓶）采用温敏凝胶新鲜配制２０％氨基酮戊酸药液，治疗前
用０１％安尔碘抗菌洗液消毒。观察组将０５ｍＬ２０％氨基酮戊
酸药液注入敷药棉片，以病灶中心为圆心，直径２ｃｍ处敷药，塑
料薄膜封包并固定３ｈ后采用光动力激光治疗仪（上海复旦张
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制，型号：ＸＯ－６３５ＡＢ）照射，能量
密度１００～１２０Ｊ／ｃｍ２，照射３０ｍｉｎ。对照组取０２５ｍＬ２０％氨基
酮戊酸药液进行治疗，具体操作同观察组。两组均为１次／周，
共治疗３周。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判定如下：皮损完全消退为痊愈；皮损

面积或疣体数目减少≥３０％为显效；皮损面积或疣体数目减少
＜３０％为无效。有效率＝（痊愈＋显效）／总例数×１００％。
疣体清除：统计两组患者治疗１、２、３周疣体清除率。疣体

清除率 ＝（被清除疣体数目／治疗疣体的总数目）／总例数
×１００％。
复发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复发：在患者无不洁性生活史

及接触史情况下再次出现赘生物［５］。复发率 ＝复发例数／完全
反应患者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作
比较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形式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１、２、３次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７５０％（３０／４６）、
９５０％（３８／４６）及９７５％（３９／４６），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４７２％
（１７／３６）、６９４％（２５／３６）及７７８％（２８／３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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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１次治疗后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２次治疗后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３次治疗后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１１（２７５） １９（４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７５０） １７（４２５） ２１（５２５） ２（５０） ３８（９５０） ２１（５２５） １８（４５０） １（２５） ３９（９７５）

对照组 ７（１９４） １０（２７８） １９（５２８） １７（４７２） １１（３０６） １４（３８８） １１（３０６） ２５（６９４） １５（４１７） １３（３６１） ８（２２２）２８（７７８）

χ２ ６１９５ ８７２７ ７０５９

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２２　两组治疗１、２、３周疣体清除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１、２、３周疣体清除率分别为７６９％（４０／５２）、

９４２％（４９／５２）及９６２％（５０／５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４５７％
（２１／４６）、７３９％（３４／４６）及８２６％（３８／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１、２、３周疣体清除率比较

组别 治疗前疣体数 １次治疗后 ２次治疗后 ３次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０） ５２ ４０（７６９） ４９（９４２） ５０（９６２）

对照组（ｎ＝３６） ４６ ２１（４５７） ３４（７３９） ３８（８２６）

χ２ １０１５６ ７７７３ ４８８７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２３　两组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１２周及２４周复发率均为１００％（４／４０），明

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６％（１１／３６）、３３３％（１２／３６），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１、６周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复发率比较

组别
治疗后

１周 ６周 １２周 ２４周

观察组（ｎ＝４０） ２（５０） ３（７５）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对照组（ｎ＝３６） ３（８３） ６（１６７） １１（３０６） １２（３３３）

χ２ ０３４３ １５２５ ５０５４ ６２０７

Ｐ ０５５８ ０２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２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仅在光照过程中出现刺痛感和灼热感，均耐受，

不良反应包括局部疼痛、红肿、糜烂，治疗后５ｄ内均自行缓解，
未见色素沉着和瘢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７５％（１１／
４０），对照组为３３３％（１２／３６），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３０５，Ｐ＞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一种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的性传

播疾病，常见于会阴和生殖器，危害仅次于艾滋病，可严重影响

患者身心健康［６］。由于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的抗 ＨＰＶ感染的
药物，因此常采用ＣＯ２激光、电灼及冷冻等物理疗法治疗尖锐湿
疣，上述方法虽可去除肉眼可见的疣状病灶，但复发率高达

４０％左右［７］。另外，治疗过程中易形成瘢痕组织，患者治疗依

从性差。

相比于上述物理疗法的“点清除”方式，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具有“面清除”特点，在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氨基酮戊酸（ＡＬＡ）是一种卟啉前体，属于
内源性物质，可被细胞吸收后转化为强光敏物质。光动力疗法

（ＰＤＴ）是一种以光、光敏剂及氧间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新型治疗
手段，目前主要用于治疗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银屑病、类风湿

性关节炎及尖锐湿疣等非肿瘤性疾病。ＰＤＴ作用机制为通过
光照激发产生活性氧，进而损伤细胞甚至使其死亡。ＡＬＡ－
ＰＤＴ是近年来治疗尖锐湿疣的新疗法，其原理为 ＡＬＡ被 ＨＰＶ
感染所致的皮损吸收后可转化为具有光敏活性的原卟啉Ⅸ，光
照条件下产生光动力反应［８，９］。由于仅 ＨＰＶ感染的细胞吸收
ＡＬＡ，正常皮肤黏膜无吸收，因此该治疗方法特异性强，不会损
伤正常组织，患者治疗依从性和耐受性高，具有可重复治疗、选

择性高及毒副作用少等特点［１０］。王秀丽等［１１］在国内首次研究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特殊部位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证实了 ＡＬＡ－
ＰＤＴ治疗复发率低，患者耐受性好，且不会导致尿道狭窄。王
宏伟等［１２］及胡雅玉等［１３］对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宫颈和尿道尖锐湿
疣疗效进行了观察，证实了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ＡＬＡ－ＰＤＴ治疗不能进入体积大的疣体，故不适合
直径＞０５ｃｍ的疣体［１４］。

现阶段国内外主要采用１０％ ～２０％的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外
阴尖锐湿疣，但其治疗效果易受疣体大小、光照时长、激光总能

量及药物剂量等因素的影响［１５－１７］。本研究比较分析给药剂量

０５ｍＬ的ＡＬＡ－ＰＤＴ与０２５ｍＬ的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外阴尖锐湿
疣的疗效，得到观察组 １、２、３次治疗后总有效率（７５０％、
９５０％、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４７２％、６９４％、７７８％），表
明给药剂量０５ｍＬ的疗效明显好于剂量０２５ｍＬ。是否彻底清
除疣体和治疗结束６～９个月内是否再次出现疣体是评价尖锐
湿疣治疗效果的关键。有研究指出，尖锐湿疣皮损周围１ｃｍ内
的皮肤亦存在ＨＰＶ，因此，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的关键是消除潜
在感染，彻底杀灭ＨＰＶ病毒［１８］。本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１、２、３
周疣体清除率（７６９％、９４２％、９６２％）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４５７％、７３９％、８２６％），且治疗后１２周及２４周复发率（均为
１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０６％、３３３％），证实了剂量０５ｍＬ
可有效清除疣体，在清除肉眼可见疣体的同时对ＨＰＶ感染所致
皮损周围亦有明显治疗作用。两组出现的刺痛感、灼热感、局

部红肿等不良反应均在治疗后５ｄ内均自行缓解，患者耐受且未
见色素沉着和瘢痕，表明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患者依从性好、安全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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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０５ｍＬ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外阴尖锐湿疣较０２５ｍＬ
ＡＬＡ－ＰＤＴ更有助于彻底清除疣体，降低复发，疗效显著。因
此，采用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时可对多光斑进行照
射，扩大ＡＬＡ敷药范围以确保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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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因子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状态及趋化
因子的影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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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及分析转移因子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状态及趋化因子的影响情况。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５４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为研究对象，将５４例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２７例和观察组２７例，对照组采用伐昔洛韦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伐昔洛韦联合转移因
子进行治疗，然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红细胞免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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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清趋化因子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红细胞免疫指标及血清
趋化因子指标均无明显差异，Ｐ均＞００５；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观察组的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红细
胞免疫指标均好于对照组，血清 ＲＡＮＴＥＳ均高于对照组，血清 ＭＩＰ－１及 ＭＣＰ－１则低于对照组，Ｐ均 ＜
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转移因子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状态及趋化因子的影响更为积极，因
此更有助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价值相对更高。

【关键词】　 转移因子；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免疫状态；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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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在临床较为常见，关于本病的各方面研
究较为多见，其中较多研究显示此类患者的免疫状态及趋化因

子均处于相对异常的表达状态，因此对此类患者进行免疫状态

及趋化因子的调节价值较高。近年来临床中采用转移因子治

疗本病的研究较为多见，但是关于转移因子对此类患者上述方

面的研究相对不足［１，２］。因此本文中我们就转移因子对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状态及趋化因子的影响情况进行观察及

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于慈溪市急救站进
行诊治的５４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２０岁；精神正常，可有效配合治疗。排除标准：年龄 ＜２０岁；
精神异常，不能有效配合治疗者；合并其他疾病者。将５４例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２７例和观察组２７例。对照组的２７例患者
中，男性患者１７例，女性患者１０例；年龄２０～５２岁，平均年龄
（３４６±６３）岁；病程３５～２８７个月，平均病程（７０±１２）个
月；复发次数２～６次，平均复发次数（４±１）次。观察组的２７例
患者中，男性患者１８例，女性患者９例；年龄２０～５３岁，平均年
龄（３４８±６２）岁；病程３５～２９０个月，平均病程（７２±１１）
个月；复发次数２～７次，平均复发次数（４±１）次。两组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与复发次数方面比较，Ｐ均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另外两组均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

１２　方法
治疗方法：对照组的２７例患者采用伐昔洛韦（山东罗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６６７４，生产批号：１３０５０１）进行
治疗，以伐昔洛韦０３ｇ口服，２次／ｄ。观察组的２７例患者采用
伐昔洛韦联合转移因子进行治疗，以伐昔洛韦０３ｇ口服，２次／
ｄ；以转移因子（大连百利天华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４２７６）８ｍｇ口服，２次／ｄ。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１２周。然
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外周血 Ｔ淋
巴细胞亚群、红细胞免疫指标及血清趋化因子指标进行比较。

检测指标与检测方法：取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
周及１２周的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ＣＤ３＋、ＣＤ８＋及 ＣＤ４／ＣＤ８）、红细胞免疫指标（ＡＴＥＲ、
ＲＢＣ－Ｃ３ｂＲ及 ＲＢＣ－ＩＣＲ）及血清趋化因子指标（ＲＡＮＴＥＳ、
ＭＩＰ－１及ＭＣＰ－１），上述指标的检测分别涉及流式细胞仪、郭
峰法及酶联免疫法。然后将两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的上

述检测指标进行分别统计及比较。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检验方面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５０，数据检验方式包含两

类，即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结果间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外周血 Ｔ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８＋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较，Ｐ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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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观察组的 ＣＤ３＋及 ＣＤ４／ＣＤ８
均高于对照组，ＣＤ８＋则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
亚群比较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对照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５８１３±５６６ ３１２１±２８７ １１０±０１２

　治疗后４周 ６００５±５７２ ２９４５±２７５ １２１±０１３

　治疗后８周 ６３７３±５８９ ２６７２±２６４ １３８±０１５

　治疗后１２周 ６６１４±６１５ ２４４８±２５６ １５２±０１６

观察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５８１５±５６３ ３１２３±２８４ １１１±０１０

　治疗后４周 ６５２４±５９９ ２６３１±２７１ １５０±０１６

　治疗后８周 ６８６０±６４１ ２３９５±２５０ １６８±０１７

　治疗后１２周 ７１５４±６７３ ２０５６±２４３ １７５±０１８

　　注：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分别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红细胞免
疫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ＡＴＥＲ、ＲＢＣ－Ｃ３ｂＲ及 ＲＢＣ－ＩＣＲ比
较，Ｐ均＞００５，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观察组的 ＡＴＥＲ及
ＲＢＣ－Ｃ３ｂＲ均高于对照组，ＲＢＣ－ＩＣＲ则低于对照组，Ｐ均 ＜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
较（％）

组别 ＡＴＥＲ ＲＢＣ－Ｃ３ｂＲ ＲＢＣ－ＩＣＲ

对照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４８８７±４６０ １２５２±１６６ １９８９±２２４

　治疗后４周 ４９１０±４８９ １４１０±１７０ １６８６±２０６

　治疗后８周 ５２５２±５４８ １６７２±１８１ １３３８±１９１

　治疗后１２周 ５５７２±５８９ １８６３±１８５ １０５２±１７２

观察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４８９０±４５６ １２５５±１６３ １９９２±２１９

　治疗后４周 ５３６８±５６１ １８４８±１７９ １２５９±１８０

　治疗后８周 ５７８２±６０５ ２００２±１８７ ９４５±１６３

　治疗后１２周 ６０２３±６４５ ２１４５±１９９ ７３０±１４５

　　注：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分别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血清趋化
因子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 ＲＡＮＴＥＳ、ＭＩＰ－１及 ＭＣＰ－１比
较，Ｐ均＞００５；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观察组的血清ＲＡＮ
ＴＥＳ均高于对照组，血清 ＭＩＰ－１及 ＭＣＰ－１则低于对照组，Ｐ
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的血清趋化因子指标
比较

组别
ＲＡＮＴＥＳ
（ｎｇ／ｍＬ）

ＭＩＰ－１
（ｐｇ／ｍＬ）

ＭＣＰ－１
（ｎｇ／Ｌ）

对照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３４２３±２０８ １７１６１±１８６５ ２９２５２±１８５３

　治疗后４周 ３６１６±２４２ １６８９８±１７３３ ２８３６４±１７６８

　治疗后８周 ３８１０±２７６ １５４６７±１６４８ ２４９５９±１５６１

　治疗后１２周 ４２２８±２９５ １４７２８±１５６３ ２３９５３±１５４０

观察组（ｎ＝２７）

　治疗前 ３４２５±２０６ １７１６２±１８７０ ２９２５５±１８４９

　治疗后４周 ４１２８±２８７ １５２０７±１６０４ ２４６８３±１５５７

　治疗后８周 ４６４６±３０１ １３９５６±１５１６ ２２５９５±１５１６

　治疗后１２周 ４８５８±３１０ １３３１４±１４２８ ２１１５１±１４３２

　　注：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分别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生殖器疱疹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一类性病，而本病可反复

发作，因此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发生率极高，而众多研究

显示［３，４］，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不仅仅存在一定程度的糜烂、溃疡

及感觉异常等情况，且机体的其他方面，如免疫状态也处于相

对较差的状态，而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红细胞免疫作为机
体免疫的重要评估方面［５－７］，其在临床中的免疫检测价值较高，

而其在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中呈现明显异常的状态，而随着

疾病的好转，其免疫指标的表达水平也随之改善，因此对此类

患者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时，应重视对上述免疫指标的改善程

度。另外，此类患者的趋化因子，包括ＲＡＮＴＥＳ、ＭＩＰ－１及ＭＣＰ
－１也处于相对异常的状态［８－１０］，其对于此类患者的炎症相关

指标具有较强的趋化作用，同时其对于机体的病毒感染状态还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因此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对于

上述趋化因子的调节也是重要的改善方面。

本文中我们就转移因子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状

态及趋化因子的影响情况进行观察及分析，主要为将单用伐昔

洛韦和伐昔洛韦联合转移因子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对比结果

显示，伐昔洛韦联合转移因子治疗的患者其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
亚群及红细胞免疫指标均明显好于单用伐昔洛韦治疗的患者，

同时其血清ＲＡＮＴＥＳ水平明显高于单用伐昔洛韦的患者，血清
ＭＩＰ－１及ＭＣＰ－１水平则明显低于单用伐昔洛韦的患者，从而
肯定了转移因子在此类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原因与转移因

子对机体的积极免疫调节作用有关［１１－１４］；同时本类指标其对

于病变细胞具有标记作用［１５，１６］，以为免疫调节的针对性提供必

要的前提，因此其对于患者的治疗具有针对性，效果也即更为

突出；同时其还对机体的免疫调节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作用进

一步加强［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转移因子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

疫状态及趋化因子的影响更为积极，因此更为有助于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的治疗价值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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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门诊就诊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耐药性
分析
邓世昌１　陈玉梅２　童芳１　甘春燕１　张娇燕１　黄新苑１　刘超３

１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社管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２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００６０
３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皮肤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　要】　目的：探讨皮肤性病门诊就诊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耐药性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医院皮肤性病门诊收治的１５４６例性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
者生殖道分泌物标本并进行支原体培养，分析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及耐药性情况。结果：１５４６例性病患者
中共有６６４例患者感染支原体，感染率占４２９５％，其中感染解脲支原体（Ｕｕ）４７２例占比７１０８％，感染人型
支原体（Ｍｈ）患者有６６例占比９９４％，混合感染患者１２６例占比１８９８％；Ｕｕ对交沙霉素、原始霉素、四环
素、强力霉素临床耐药率相对较低在５００％以内，对左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耐药率相对较高在４０００％以
上；Ｍｈ对四环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和原始霉素耐药率较低在１０００％之内，对阿奇霉素、克拉
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在５０００％以上；Ｕｕ＋Ｍｈ混合感染患者临床耐药率显示其对红霉素、左氧氟沙星、阿
奇霉素、环丙沙星和克拉霉素耐药率在７０００％以上，对强力霉素和原始霉素耐药率在１０００％之内。结论：
对性病患者支原体感染类型及耐药性进行检测分析对生殖道感染患者的治疗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皮肤性病门诊；支原体；感染；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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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病主要指发生在生殖器部位的疾病，多通过性行为传
染，是临床极为常见的传染病类型之一，支原体感染是临床性

病患者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２］。支原体作为目前临床发现的

最小的原核生物，具有结构相对较简单、无细胞壁、具有一定可

变性等特点，临床统计显示支原体中解脲支原体（Ｕｕ）、人型支
原体（Ｍｈ）是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类型，此外引发患者生殖
道感染还存在其他支原体［３－５］。对此本研究展开分析，对医院

临床性病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及其耐药性进行了统计分析，以

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意见。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到医院皮肤性病门
诊就诊的临床性病患者１５４６例，年龄１８～６７岁，平均（３４５８±
１２５９）岁，其中男８５８例，女６８８例。全部患者均为初诊患者，
经检查初步确诊为支原体感染患者。排除标准：排除１周内接
受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及药物过敏患者。所有患者签署知情

同意书。该研究经医院伦委会审核批准。

１２　方法
采集全部患者生殖道分泌物。男性患者：男性患者可选择

采集尿液标本或精液标本，采集尿液标本的患者取样前３ｈ内未
进行排尿，使用尿道拭子蘸取无菌生理盐水伸入尿道３ｃｍ左右
擦拭２０ｓ以上，取出尿道拭子送检或可采集患者精液送检；女性
患者：采集标本前使用无菌棉拭子擦干宫颈口分泌物后重新使

用新的无菌棉拭子伸入宫颈３ｃｍ左右，旋转擦拭２０ｓ左右取出，
将采集的分泌液置于无菌管送检［６，７］。针对感染支原体的患

者，对患者生殖道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后分析患者感染支原体

类型后进行药敏实验。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即：将

含有定量抗菌药物的滤纸片，贴于已经接种了测试菌的琼脂表

面，纸片中的药物在琼脂中扩散，随着扩散距离的增加，抗菌药

物的浓度呈对数减少，从而在纸片的周围形成浓度梯度。同

时，纸片周围抑菌浓度范围内的菌株不能生长，而抑菌范围外的

菌株则可以生长，从而在纸片的周围形成透明的抑菌圈，药敏

实验的结果，应按抑菌圈直径大小作为判定敏感度高低的标

准。抑菌圈越大，说明该菌对此药敏感性越大，反之越小，若无

抑菌圈，则说明该菌对此药具有耐药性。药物试剂主要有红霉

素、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环丙沙星、四环素、强力

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原始霉素等。

１３　观察指标
统计感染支原体的患者占比情况并支原体类型分析使用

梅里埃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进行
病原菌类型分析及相关药敏实验。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构成比分析

分析１５４６例性病患者感染情况，共检出６６４例支原体感染
患者，占比４２９５％，其中感染支原体患者感染支原体共有 Ｕｕ
感染、Ｍｈ感染及混合感染３种类型。见表１。

表１　支原体感染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及构成比

支原体类型 例数 占比（％）

Ｕｕ ４７２ ７１０８

Ｍｈ ６６ ９９４

Ｕｕ＋Ｍｈ １２６ １８９８

合计 ６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性病患者感染支原体耐药率分析
分析支原体感染患者感染支原体耐药率，结果显示Ｕｕ对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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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原始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临床耐药率相对较低，对左氧氟

沙星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较高；Ｍｈ对四环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
沙霉素和原始霉素耐药率较低，对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环丙沙星

耐药率在５０００％以上，较高；Ｕｕ＋Ｍｈ混合感染患者临床耐药率显
示其对红霉素、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环丙沙星和克拉霉素耐药率

较高，对强力霉素和原始霉素耐药率相对较低。见表２。

表２　性病患者感染支原体耐药率情况

抗菌药物 Ｕｕ（ｎ＝４７２） Ｍｈ（ｎ＝６６） Ｕｕ＋Ｍｈ（ｎ＝１２６）

红霉素 １１５（２４３６） ２１（３１８２） １１７（９２８６）

左氧氟沙星 ３２２（６８２２） ７（１０６１） １２５（９９２１）

阿奇霉素 ６３（１３３５） ３７（５６０６） １１５（９１２７）

克拉霉素 ９２（１９４９） ３４（５１５２） ９５（７５３９）

环丙沙星 １９２（４０６８） ６０（９０９１） １２４（９８４１）

四环素 １６（３３９） ３（４５５） １８（１４２９）

强力霉素 １４（２９７） ４（６０６） 　８（６３５）

美满霉素 １１７（２４７９） ２（３０３） １６（１２７０）

交沙霉素 　６（１２７） ３（４５５） ３８（３０１６）

原始霉素 　２（０４２） １（１５２） 　６（４７６）

#

　讨论
近年来，临床性病患者发病率不断提高，其中生殖道感染

是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而支原体感染是泌尿生殖道感染病原

菌类型中极为常见的一种［８－１０］。临床统计显示支原体感染患

者患病率同患者性生活活动和生殖道清洁度密切相关，临床引

发患者感染的支原体主要包括 Ｕｕ和 Ｍｈ两种，临床患者感染
Ｕｕ后潜伏２周左右时间后多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尿道口红
肿等，感染Ｍｈ的患者也会出现尿频、尿黄、尿道灼烧感等，此外
临床发生混合感染几率也较大，临床治疗中因患者感染支原体

类型不同，临床用药上难度也较大［１１－１５］。为提供临床疗效，本

研究对医院性病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及相关耐药性进行了统

计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指导性依据。

研究中共分析１５４６例性病患者临床资料，检测患者生殖道
分泌物显示共有６６４例患者为支原体感染患者，其中４７２例患
者感染支原体为Ｕｕ，６６例单纯感染Ｍｈ，有１２６例患者为两种支
原体混合感染患者。６６４例支原体感染患者生殖道分泌物标本
药敏实验显示Ｕｕ对四环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原始霉素耐
药率在５００％之内，可作为 Ｕｕ感染患者首选抗菌药物进行治
疗，而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耐药率在４０００％以上，对红霉
素、美满霉素耐药率也在２０００％以上，以上４种药物在治疗单
纯Ｕｕ感染患者时不建议作为主要治疗药物；Ｍｈ对阿奇霉素、
环丙沙星、克拉霉素耐药率在５０００％以上，临床治疗单纯 Ｍｈ
感染患者应避免以上用药，可首选四环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交沙霉素、原始霉素等临床耐药率较低的药物，混合感染临床耐

药率显示对红霉素、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均

在９０００％以上，对克拉霉素耐药率也在７０００％以上，对四环
素、美满霉素和交沙霉素耐药率在１０００％～３５００％之间，对强
力霉素和原始霉素耐药率在１０００％以内，可使用以上２种药物
用于混合感染患者［１６］。研究中通过分析支原体耐药率显示三种

感染类型对环丙沙星、克拉霉素、红霉素耐药率普遍较高，在临床

应用应避免使用耐药率较高的抗菌药物，以免治疗中导致患者出

现耐药情况，影响临床治疗疗效。在用药不受限制的情况首选耐

药率较低的药物不仅能有效提高临床疗效，一定程度上还可减少

用药浪费情况出现，避免临床滥用药物［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临床性病患者感染支原体类型主要为Ｕｕ、Ｍｈ和
混合感染三种类型，通过分析感染不同支原体类型临床耐药率

情况对临床治疗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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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中医治法对功能性勃起功能障碍模型大鼠 ｅＮＯＳ
ｍＲＮＡ、Ｃｘ４３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常德贵１　蒋建春２　俞旭君１　陈帝昂３　李广森３　尤耀东４△

１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四川省第二中医院外科，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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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中医“肝藏血、主疏泄”藏象理论，研究不同治法对功能性勃起功能障碍模型大鼠
阴茎海绵体ｅＮＯＳｍＲＮＡ、Ｃｘ４３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经交配后证实有正常勃起功能的雄性 ＳＤ大
鼠５０只，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补血活血法组、疏肝理气法组、疏肝理气活血法组，共五组，每组１０只，采
用尾部放血和悬吊激惹方法配合低铁饮食制备肝郁血虚勃起功能障碍模型，造模的第１ｄ开始，在悬吊结束
后１ｈ，养血法组、疏肝法组与疏肝养血法组分别给予灌胃四物汤煎剂３７５ｇ／ｋｇ、逍遥散煎剂９２２ｇ／ｋｇ、四物
汤与逍遥散合方煎剂１２９６ｇ／ｋｇ，空白组、模型组给予灌胃等体积生理盐水，１次／ｄ，连续１４ｄ，末次灌胃２４ｈ
后处死大鼠，取阴茎海绵体组织，ＨＥ染色观察阴茎海绵体组织病理学，ＰＣＲ观察阴茎海绵体 ｅＮＯＳｍＲＮＡ、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结果：各组阴茎海绵体组织病理学改变均不明显；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阴茎平滑肌组织Ｃｘ４３
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明显较低（Ｐ＜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疏肝理气活血法组能显著提高阴茎平滑肌组
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Ｐ＜００５），疏肝理气法组可显著提高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的
表达（Ｐ＜００５），补血活血法组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疏肝理气活血和疏肝理气治法方药能够提高 Ｃｘ４３、ｅＮＯＳ活性，而补血活血治法方药不能提高 Ｃｘ４３、
ｅＮＯＳ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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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勃起功能是影响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１］。研究［２］

显示，大约有５２％的４０～７０岁男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
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而这个比例在老龄人群中更高，
到２０２５年还会加倍［３］，不和谐的性生活严重影响着家庭和睦

和社会稳定。传统医学认为男性勃起多与肾有关，故治疗也多

从肾论证，但目前效果不尽如人意［４］。我们前期临床实践表

明［５］，ＥＤ患者大多表现为肝肾功能失调，从肝论治多获良效。
实验［６，７］证明，肝郁气滞血瘀可致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磷酸二酯

酶５（ＰＤＥ５）活性增强、一氧化氮合成酶（ｅＮＯＳ）活性下降，导致
男性ＥＤ，而疏肝理气活血法方药能逆转这一过程，改善病情，但
对具体机制尚未研究。故本课题从中医“肝藏血、主疏泄”藏象

理论入手，观察不同治法方药对功能性勃起功能障碍大鼠阴茎

海绵体平滑肌组织、缝隙链接蛋白 Ｃｘ４３及 ｅＮＯＳ活性的影响，
论证肝与阴茎勃起的关系。

!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动物

２５月龄性成熟 ＳＤ大鼠 ７５只，体重 ３７０～４２０ｇ，雄性 ５０
只，雌性２５只，由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质量合格证
号：ｓｃｘｋ（川）２０１３－２４。每只雄性大鼠均经交配后证实有正常
勃起功能。实验期间饲养于室温（２０±３０）℃，相对湿度６０％
～７０％，光照１２ｈ：１２ｈ（光：暗），自由摄食全价大颗粒饲料，饮
水，适应性驯养１周后使用。
１２　主要试剂与设备

二甲苯（成都科龙化工试剂厂，批号：２０１２０８１３）；甲醛（成
都市联合化工试剂厂，批号：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１）；异丙醇（成都科龙化
工试剂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０９１３）；ＣＸ４３（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货号：北京ｂｓ－８９８７Ｒ）；ＲＴ－ＰＣＲ扩增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
ｅｒ仪器有限公司，型号ＰＩＫＯＲｅｄ９６）。微摄像系统（麦克奥迪公
司，ＭｏｔｉｃＢＡ４００）图像分析系统（Ｍｅｄｉａ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ｃ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Ｐｌｕｓ）。
１３　实验药物

白术、茯苓、柴胡、当归、白芍、甘草、生姜、薄荷、熟地和川

芎等中药材均购自成都同仁堂药店，经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鉴

定教研室李敏教授鉴定，各药材均符合《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 第
一部）药品相关项目检查。四物汤、逍遥散参照方剂学教材［８］

确定剂量，四物汤药物组成与剂量如下：熟地１２ｇ、当归９ｇ、川芎
６ｇ、白芍９ｇ；逍遥散药物组成与剂量如下：柴胡１５ｇ、当归１５ｇ、白
术１５ｇ、白芍１５ｇ、茯苓１５ｇ、炙甘草７５ｇ、生姜３ｇ、薄荷３ｇ。四物

汤与逍遥散合方根据上述剂量加合。分别按上述剂量配比称取

四物汤、逍遥散及合方的药材，置于容器中，加８倍量水，浸泡
３０ｍｉｎ后，煎煮３０ｍｉｎ，过滤，共煎２次，合并滤液，６０℃水浴浓缩
为１∶１（即药液含原生药１ｇ／ｍＬ）药液，４℃冰箱保存备用。
"

　方法
２１　实验分组

选取雄性ＳＤ大鼠５０只，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模型组、补血活血
法组、疏肝理气法组、疏肝理气活血法组和空白组，每组１０只。
２２　造模及给药

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动物参照文献［９，１０］方法，采用尾部放

血和悬吊激惹方法配合低铁饮食制备肝郁血虚模型。具体操作

方法如下：７５％酒精消毒尾部后，手术刀在尾部横向割开约３ｍｍ
创口，挤压放血２ｍＬ／只，常规消毒创面并包扎，隔２ｄ１次，连续５
次。放血后休息２ｈ（当天如果没有被动失血操作，则直接进行悬
吊激惹），将大鼠尾部绑缚在固定物上，使其悬空倒吊于２０ｃｍ
深，温度为（２０±２）℃的水面上，以大鼠前肢刚接触水面为每只大
鼠适宜的悬吊高度。同时用小木棍激惹大鼠，使其极度紧张与恐

慌，而又无法发泄。悬吊激惹１次／ｄ，连续１４ｄ，每次３０ｍｉｎ，以后
每２ｄ增加１０ｍｉｎ。各处理组大鼠从造模第１ｄ到第１５ｄ均饲喂低
铁饲料（配方：玉米淀粉５４％，奶粉４０％，豆油５％，食盐１％）。
造模的第１ｄ开始，在悬吊结束后１ｈ，根据动物与人体间的等效
剂量换算，补血活血法组、疏肝理气法组与疏肝理气活血法组动

物分别给予灌胃四物汤煎剂３７５ｇ／ｋｇ、逍遥散煎剂９２２ｇ／ｋｇ、四
物汤与逍遥散合方煎剂１２９６ｇ／ｋｇ，１次／ｄ，连续１４ｄ。空白组、模
型组给予灌胃等体积生理盐水，１次／ｄ，连续１４ｄ。
２３　取材及检测指标

末次给药２４ｈ后，脱颈椎处死大鼠，解剖出阴茎组织，并将
其立即置于冰上，快速分离大鼠的阴茎海绵体组织，在冰冷生

理盐水中洗净残留血液后，阴茎前半部分装于已灭活ＲＮＡ酶的
微型离心管，置液氮中冻存，余下组织置入１０％中性甲醛中固
定供制作光镜标本。

阴茎海绵体组织病理学观察：大鼠阴茎勃起功能监测后，

将四组大鼠断颈处死，快速分离阴茎海绵体组织后置入１０％中
性甲醛中，常规ＨＥ染色。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检测：大鼠脱颈椎处死，快速分离大
鼠的阴茎海绵体组织，装于已灭活ＲＮＡ酶的微型离心管中，置液氮
中冻存。ＣＸ４３：上游引物５’－ＡＧＡＧＴＣＧＣＡＴＴＧＧＧＴＧＡＡ－３’，下
游引物５’－ＧＡＴＡＧＡＡＧＣＣＧＴＴＴＧＧＴＧ－３’，４８０ｂｐ。ＧＡＰＤ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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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引物 ５’－ＴＣＣＣＴＣＡＡＧＡＴＴＧＴＣＡＧＣＡＡ －３’，下游引物
５’－ＡＧＡＴＣＣＡＣＡＡＣＧＡＴＡＣＡＴＴ－３’，３０６ｂｐ。ＰＣＲ反应程序：
热启动及预变性：９５℃３０ｓ４０个循环。变性：９５℃５ｓ退火：５５℃
３０ｓ充分延伸：７２℃３０ｓ采集荧光。熔解曲线分析，５５℃起始，８０
个循环，每循环温度增加０５℃，直到９５℃。反应结束后，使用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２３软件分析 ＰＣＲ过程各
检测样本的Ｃ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ｙｃｌｅ）值。
２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处理，各项指标结果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各组数据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组间比较
用两组独立样本的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阴茎海绵体组织病理学观察

正常平滑肌纤维呈长梭形，无横纹，平滑肌纤维可单独存

在，绝大部分是成束或成层分布的。各组大鼠平滑肌阴茎海绵

体病理切片ＨＥ染色后置于光镜下观察，结果发现各组形态学
改变不明显。见图１。

图１　各组大鼠阴茎平滑肌病理图片（ＨＥ，×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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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阴茎平滑肌组织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

ｍＲＮＡ表达明显较低（Ｐ＜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疏肝理气活血
法组能显著提高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
达（Ｐ＜００５），疏肝理气法组可显著提高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Ｐ＜００５），补血活血法组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
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阴茎平滑肌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的表达

组别 ｎ ＣＸ４３（２－△△ＣＴ） ｅＮＯＳ（２－△△ＣＴ）

空白组 １０ ４７１±０５５ ３５９±０２４

模型组 １０ １０３±０２８▲ １０７±０４０▲

补血活血法组 １０ １４７±０４９ １５４±０１２

疏肝理气法组 １０ ２８３±０３８ １９４±０２２

疏肝理气活血法组 １０ ３３７±０４５ ３３９±０２０

　　注：与空白组比较，▲Ｐ
#

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肝与勃起关系密切，《沈氏尊生书》说：“失志

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泄，亦致阳痿不起”。中医藏象理

论认为“肝藏血，主疏泄”，《灵枢·经脉》曰：“肝者，筋之合也；

筋者，聚于阴器”。肝血充盈，疏泄有度，经脉通利，宗筋得以濡

养，筋力强健，运动灵活有力，用事之时使阴器涨大充盈，若情

志功能障碍，肝气郁结，疏泄失度，血不达筋，则影响宗筋功能

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阳痿［１１］。王氏［１２］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提出“阳痿从肝论治”理论，对中医治疗阳痿产生较大影响。肝

郁、血虚血瘀是“阳痿”的基本病理基础，疏肝理气、补血活血是

中医从肝论治本病的基本法则。前期研究［６，７］证明，肝郁气滞

血瘀可致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磷酸二酯酶５（ＰＤＥ５）活性增强、一
氧化氮合成酶（ｅＮＯＳ）活性下降，而疏肝理气活血法方药能逆转
这一过程，改善病情。现代研究发现，缝隙链接（Ｇａｐ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Ｊ）是细胞之间的主要通讯方式之一［１３］，阴茎海绵体平滑肌中

含有大量缝隙链接蛋白Ｃｘ４３，在海绵体收缩与舒张的协调性过
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调节海绵体的舒缩，参与阴茎勃起的调

控［１４，１５］。ＮＯ是一种强有力的平滑肌舒张因子［１６，１７］，而 ｅＮＯＳ
是生成ＮＯ的关键酶之一，研究发现ｅＮＯＳ存在于大鼠动脉内皮
细胞和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１８］，任何导致 ｅＮＯＳ活性降低
的因素均可成为ＥＤ的发病基础。

本研究选择疏肝理气、补血活血、疏肝理气活血３种治法方
药进行研究，分别以其代表方逍遥散、四物汤及逍遥散合四物

汤为研究对象，观察各种治法方药对模型大鼠阴茎海绵体ｅＮＯＳ
ｍＲＮＡ、Ｃｘ４３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组阴茎海绵体组
织病理学改变均不明显，表明肝郁、血虚血瘀尚未造成模型大

鼠器质性病变，而主要是平滑肌功能的异常。与空白组相比，

模型组阴茎平滑肌组织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明显较
低（Ｐ＜００５），表明大鼠肝郁、血虚血瘀能够明显降低其阴茎平
滑肌组织Ｃｘ４３和ｅＮＯＳ蛋白活性，提示造模成功。与模型组相
比，疏肝理气活血组能显著提高模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中

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表达（Ｐ＜００５），表明疏肝理气活血

方药能够提高模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 Ｃｘ４３和 ｅＮＯＳ蛋白活
性，提示对大鼠肝郁、血虚血瘀证具有疗效。疏肝理气法组可

显著提高模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的表达（Ｐ＜
００５），表明疏肝理气方药能够提高模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
Ｃｘ４３蛋白活性，提示对大鼠肝郁、血虚血瘀证具有疗效。补血
活血法组模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中Ｃｘ４３ｍＲＮＡ、ｅＮＯＳｍＲＮＡ
表达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补血活血方药不能提高模
型大鼠阴茎平滑肌组织Ｃｘ４３和ｅＮＯＳ蛋白活性，提示对大鼠肝
郁、血虚血瘀证治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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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精平亢汤对男性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性激素的影响
魏建红１　古剑１　林立英１　徐小将２

１衢州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２
２衢州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芪精平亢汤对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治疗中男性性激素的影响。方法：将２０１１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４５例来我院就诊的接受芪精平亢汤治疗的Ｇｒａｖｅｓ甲亢男性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来体检
的男性４５例作为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及性激素水平。结果：经芪精平亢汤治疗后，４５
例男性甲亢患者血清甲状腺素水平逐步恢复正常，治疗前后观察组血清甲状腺素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ＬＨ、Ｅ２与治疗后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经芪精平亢汤治疗
后，患者的ＬＨ、Ｅ２逐渐趋于正常。结论：芪精平亢汤对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治疗中患者的性激素水平有一定的改善
作用，治疗后的患者体内ＬＨ、Ｅ２逐步趋于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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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亢全称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理机制复杂多变［１］，累及多

个脏腑。弥漫性甲状腺肿简称Ｇｒａｖｅｓ病［２］，是甲亢主要病因之一，

多数伴有垂体－肾上腺功能紊乱、垂体－性腺紊乱［３］。本研究中，

笔者观察了芪精平亢汤对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性激素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浙江
省衢州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４５例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男性患者
作为观察组，患者均知情同意，年龄２５～４２岁，平均年龄（３４１
±５３）岁。对照组为来医院进行体检的男性健康者，共４５例，
年龄１８～４２岁，平均年龄（３５４±７９）岁。

１２　诊断标准
纳入标准：观察组对象均符合《实用内科学》中关于甲状腺

功能亢进的诊断标准［４，５］，并符合 Ｇｒａｖｅｓ病的诊断标准（突眼
症，甲状腺弥漫性肿）。

排除标准：（１）甲状腺肿瘤患者；（２）桥本甲状腺炎。
１３　方法

观察组：芪精平亢汤：生黄芪４０ｇ、黄精 ４０ｇ、女贞子２０ｇ、旱
莲草２０ｇ、五味子１２ｇ、丹参１５ｇ、生牡蛎３０ｇ、夏枯草２０ｇ、浙贝母
１５ｇ。烦渴、盗汗甚者加玄参、麦冬；突眼甚者加茺蔚子、决明子；
心悸甚者加酸枣仁、龙齿，每日１剂，水煎分３次温服。３０ｄ为１
疗程。分别于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３个月进行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及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睾酮（Ｔ）测定［６，７］。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

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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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甲状腺素水平的比较

经芪精平亢汤治疗后，４５例男性甲亢患者血清甲状腺素水
平逐步恢复正常。治疗前后观察组甲亢患者血清甲状腺素水

平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血清甲状腺素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ＴＳＨ（ｕＩＵ／ｍＬ）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５ ３７８±０２９ ４５３±０３１ １６８５±１２７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５ ０１９±００８ ９８５±０７３ ７８４３±５７１

治疗后 ４５ ０３９±０１１ ４５９±１１２ １９１８±３３７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 ＬＨ、Ｅ２与治疗后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经芪精平亢汤治疗后，患者的 ＬＨ、Ｅ２逐渐
趋于正常。见表２。

表２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５ １３６４５±５１５１ ６２１±１２５ ８０４７±３１４５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５ １４０８５±３１０４ １２４７±２４３ １３２２１±３４１６

治疗后 ４５ １３８３７±２９２１ ６３５±２２３ ８２０５±３００４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

　讨论
甲亢即甲状腺功能亢进症［８］，属祖国医学“瘿气”、“瘿病”

等范畴［９］，为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之一［１０］。临床上８０％以上
甲亢是Ｇｒａｖｅｓ病引起的［１１］。Ｇｒａｖｅｓ病的病因目前并不清楚，可
能和发热、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因素［１２－１４］有关，男性患者

多表现为乳房发育、性功能障碍。文献［１５］认为，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
发生性功能障碍约为５０％，经过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性功能
可基本好转。芪精平亢汤方中重用黄芪、黄精为君，女贞子、旱

莲草养阴生津为臣，五味子、丹参、生牡蛎、夏枯草、浙贝母共为

佐使。本研究观察了芪精平亢汤对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血清甲状
腺素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治疗前后观察组血清甲状腺素水

平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在治疗甲亢的过程中，芪精平亢汤可

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培元顾本，使气足津充而火热自平，用于治

疗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疗效显著。
Ｇｒａｖｅｓ病，亦有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１６］、突眼性

甲状腺肿［１７］、原发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１８］、Ｂａｓｅｄｏｗ病［１９］

等之称，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血清 Ｅ２、ＬＨ
水平等增高［２０］的原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下丘脑分泌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２１］，使其分泌 ＬＨ和 ＦＳＨ，从而刺激
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生成并分泌Ｔ。研究［２２］认为，甲亢患者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紊乱可能是性激素水平异常的主要原
因。本研究观察了芪精平亢汤对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治疗中男性性激
素的影响。结果显示，男性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Ｅ２、ＬＨ水平明显高
于健康对照组，而ＦＳＨ在男性 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未见明显改变。
男性Ｇｒａｖｅｓ甲亢患者使用芪精平亢汤治疗后 Ｅ２、ＬＨ水平明显
下降，并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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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一般研究计划Ａ类项目（２０１２ＫＹＡ１７２）。
【第一作者简介】王丽琼（１９９０－），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
为男性不育实验室检测。

△【通讯作者】陈建伟，Ｅ－ｍａｉｌ：ｃｊｗ４０１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８

精子 ＤＮＡ单双链损伤与精子浓度的关系研究
王丽琼１　陈建伟２△　齐德生１　 魏任雄３

１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２宁波市药品检验所，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３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宁波市中医院男科试验室，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男性不育患者精子浓度与精子 ＤＮＡ单双链损伤的关系，探讨少精症的发生机
制。方法：研究对象为１２０例男性不育患者，年龄２５～４０岁之间，根据世界卫生标准进行精液常规检测分析
精子的浓度、活力等，利用双尾彗星试验分析精子ＤＮＡ单双链损伤指数。结果：１２０例男性不育患者根据精
子浓度分为三个研究组，即组１（精子浓度＜１０×１０６ｍＬ－１）、组２（精子浓度＜２０×１０６ｍＬ－１）和组３（精子浓
度＞２０×１０６ｍＬ－１），每组４０例。三组之间年龄、精子活力及精子畸形率没有统计学差异；组１精子 ＤＮＡ损
伤指数（ＤＦＩ）为（５９４８±１５２１）％，单链损伤指数（ＳＳＢ－ＤＦＩ）为（２５８６±１１８６）％，ＳＳＢ占所有损伤精子的
比率（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４３３１±１３７２）％，双链损伤指数（ＤＳＢ－ＤＦＩ）为（３１９３±１０２１）％，ＤＳＢ占所有损
伤精子的比率（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５３８５±１０２７）％；组２精子 ＤＮＡ损伤指数（ＤＦＩ）为（３４０２±１７７）％，
单链损伤指数（ＳＳＢ－ＤＦＩ）为（２６７１±３４５）％，ＳＳＢ占所有损伤精子的比率（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７８５９±
９７８）％，双链损伤指数（ＤＳＢ－ＤＦＩ）为（８３７±３０４）％，ＤＳＢ占所有损伤精子的比率（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
（２１４０±９７９）％；组３精子ＤＮＡ损伤指数（ＤＦＩ）为（２０７７±２４３）％，单链损伤指数（ＳＳＢ－ＤＦＩ）为（２０４４
±２３９）％，ＳＳＢ占所有损伤精子的比率（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９８４４±２８７）％，双链损伤指数（ＤＳＢ－ＤＦＩ）为
（１３２±０６１）％，ＤＳＢ占所有损伤精子的比率（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为（１５５±２８７）％。三组间ＳＳＢ－ＤＦＩ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在组１、组２和组３间随精子浓度升高而逐渐升高（Ｐ＜００５），ＤＳＢ－ＤＦＩ
随精子浓度升高而逐渐下降（Ｐ＜００５），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随精子浓度升高而逐渐下降（Ｐ＜００５）。精子 ＳＳＢ
－ＤＦＩ及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与其他精液常规参数均无相关关系（Ｐ＞００５），精子 ＤＳＢ－ＤＦＩ及 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
与精子浓度呈负相关（Ｐ＜００５）。结论：精子ＤＳＢ－ＤＦＩ和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水平越高，精子浓度就越低，精子
ＤＮＡ双链损伤可能是精子浓度低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男性不育；精子ＤＮＡ单链损伤；精子ＤＮＡ双链损伤；精子浓度；双尾彗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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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１．５５±２．８７）％．ＳＳＢ－ＤＦＩ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ａ
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００５）．ＤＳＢ－ＤＦＩ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００５）．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００５）．ＳＳＢ－ＤＦＩａｎｄ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ｈａｄ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ｅ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ｐｅｒｍＤＳＢ－ＤＦＩａｎｄ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ｈ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ＳＢ－ＤＦＩａｎｄ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ｐｅｒｍ
ＤＮＡｄｏｕｂｌｅｃｈ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ｌｏｗ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Ｓｐｅｒ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ｔａｉｌｃｏｍｅｔａｓｓ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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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是指夫妻双方同居１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采取
任何避孕措施，因男方原因而导致的不育。男性不育是亟待解

决的医学难题，精液常规分析是评价男性精液质量的重要检

查，主要分析了精子的浓度、活力及精子畸形率，其中精子浓度

低是临床常见的导致不育的原因。据文献报道，有生育能力的

男性精子较不育男性 ＤＮＡ双链损伤的明显偏低，且多数是
ＤＮＡ的单链受损，双链损伤可能才是男性不育的真正原因［１］。

本研究通过双尾彗星试验鉴别精子ＤＮＡ单双链损伤，探讨精子
ＤＮＡ损伤类型与精液浓度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宁波市中医院男性科
就诊的不育患者３４１例，年龄２５～４５（２７９±６７）岁，病程３～
１４（４３±２１）年，身体健康，夫妻性生活正常，未采取任何避孕
措施，女方均经妇科检查、输卵管通畅实验以及 Ｂ超、内分泌测
定等排除女方不孕因素，排除存在感染及其他系统性疾病。依

据精子浓度从中挑选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三个研究组：即组
１（精子浓度＜１０×１０６ｍＬ－１）、组２（精子浓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１）
和组３（精子浓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１），每组４０例。上述各组在年
龄结构、身体基础等方面采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检验比较均无
差异，所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２　 标本采集
研究对象采精前禁欲１周，洁净双手，用手淫法采取一次性

全部排出的精液，将精液置于无菌容器中，在放置到３７℃恒温
箱中液化。待液化完全后，进行精液常规检测。

１３　试剂和仪器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型伟力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北京伟力新

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４１型荧光显微镜；电泳槽；
普通熔点琼脂糖凝胶；低熔点琼脂糖凝胶；去离子水；ＰＢＳ缓冲
液；裂 解 液 １（０４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８ｍｏｌ／ＬＤＴＴ，１％ ＳＤＳ，
ｐＨ７５）；裂解液 ２（０４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２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１％ＳＤＳ，
００５％ ＥＤＴＡ，ｐＨ７５）；ＴＢＥ缓冲液（ＴＢＥ：００９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０００２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Ｎａ２，ｐＨ７５）；碱性电泳缓冲液（１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
３０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ＯＨ，ｐＨ１３）；７０％乙醇；９０％乙醇；１００％乙醇；中和缓
冲液（０４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７５）；荧光染料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Ⅰ。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精液常规分析

参考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２］（第５版）

要求，将液化后的精液用计算机辅助系统进行精液常规分析，测

定精液量、ｐＨ、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前向运动百分比等。
１４２　双尾彗星实验

实验原理：双尾彗星实验又称单细胞凝胶电泳（ＳＣＧＥ），据
文献报道［３］，细胞核基质中附着有 ＤＮＡ超螺旋结构，细胞和液
化的琼脂糖凝胶混匀后被铺在载玻片上，将玻片浸入细胞裂解

液使其细胞膜、核膜、蛋白质等成分进入裂解扩散到溶液中，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仍保留。当 ＤＮＡ未被损伤时，经电泳后大分
子ＤＮＡ保存于核基质，经荧光染料染色后观测，图像为圆形的
荧光团。在中性电泳中（ｐＨ＝７５）若有ＤＮＡ双链已发生断裂，
凝胶内的ＤＮＡ碎片会在电泳时向阳极迁移，呈现 Ｘ轴彗星拖
尾。ＤＮＡ双螺旋在碱性溶液中（ｐＨ＝１３）可解旋双链裂变为单
链，玻片旋转９０°置于碱性电泳液中，电泳时若 ＤＮＡ有单链损
伤其碎片会向阳极迁移，单链碎片产生越多或其分子量越小在

电场力作用下拖尾就越长，荧光染色后呈现Ｙ轴彗星拖尾。因
此，通过测定试验中拖尾的方向和尾长就可以判定精子ＤＮＡ的
单双链损伤类型。

实验方法：依据文献［４，７］，首先制备细胞凝胶（普通熔点琼

脂糖与去离子水按１∶１００００混匀后溶解），将溶解的凝胶铺于
未用的载波片上，晾干备用。液化后的精液用 ＰＢＳ缓冲液将精
子浓度稀释至１×１０６／ｍＬ，吸取３０μＬ精子稀释液和５０μＬ液化
状态的低熔点琼脂糖凝胶混匀，取３０μＬ混合物铺于载波片上
并加好盖玻片冻存入冰箱，冰箱温度调节为４℃。５ｍｉｎ后将其
取出并取下盖玻片再先后放入裂解液１和裂解液２中分别避光
裂解３０ｍｉｎ，再用去离子水清洗５ｍｉｎ。把玻片置入预冷的 ＴＢＥ
电泳缓冲液避光静置解旋２０ｍｉｎ。先将电泳槽中倒入预冷的
４℃ＴＢＥ电泳缓冲液，并将电泳时的电压设置为２５Ｖ，电流设置
为２５ｍＡ，电泳时间为２０ｍｉｎ，然后将玻片竖向放入并进行电泳。
中性电泳后再将玻片在避光条件下浸入４℃碱性电泳缓冲液中
１０ｍｉｎ，将电泳槽中倒入碱性电泳缓冲液并设置好电泳条件，电
压２５Ｖ，电流３００ｍＡ，电泳时间２０ｍｉｎ，再将玻片旋转９０°放入电
泳槽内进行电泳。电泳后将玻片放入中和缓冲液，将其置于

４℃冰箱５ｍｉｎ。之后玻片浸入１００％乙醇中５ｍｉｎ，使其脱水干
燥。将ＳＹＢＧｒｅｅｎⅠ和ＴＢＥ按３∶１００００的比例混合配置后放入
３７℃水浴箱中１０ｍｉｎ，使染料充分溶解。之后用其对玻片进行
染色，在把玻片置于避光环境下３０ｍｉｎ，用荧光显微镜（１０×４０）
观测计数２００个精子，再用ＣＡＳＰ软件分析统计精子 ＤＮＡ单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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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损伤的个数并计算出各自的损伤百分比，每个标本计数两次

取平均值。

结果判断与计算：依据文献［５］报道，根据彗星托尾长度分

为：无损伤（尾长小于１０μｍ）、单链（ＳＳＢ）损伤（彗星托尾位于Ｙ
轴，尾长大于１０μｍ）、双链（ＤＳＢ）损伤（彗星托尾位于 Ｘ轴，尾
长大于１０μｍ）。精子 ＤＮＡ损伤指数等同于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ＤＦＩ）计算方法为ＤＦＩ（％）＝ＤＮＡ损伤精子数／被观察精子总
数×１００％。ＤＮＡ单链损伤指数用ＳＳＢ－ＤＦＩ表示，计算方法为
ＳＳＢ－ＤＦＩ（％）＝ＳＳＢ精子数／被观察精子总数 ×１００％。ＤＮＡ
双链损伤指数用ＤＳＢ－ＤＦＩ表示，计算方法为ＤＳＢ－ＤＦＩ（％）＝
ＤＳＢ精子数／被观察精子总数 ×１００％。ＤＮＡ双链损伤精子占
ＤＮＡ损伤精子的比率用 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表示，计算方法为 ＤＳＢ
－ＤＦＩ／ＤＦＩ（％）＝ＤＳＢ－ＤＦＩ／总 ＤＦＩ×１００％，ＤＮＡ单链损伤精
子占ＤＮＡ损伤精子的比率用 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表示，计算方法为

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ＳＳＢ－ＤＦＩ／总ＤＦＩ×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百
分比、畸形率、存活率及精子ＤＮＡ碎片化指数均符合正态分布，
以用（珋ｘ±ｓ）表示；用 ｔ检验和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
分析。

"

　结果
２１　三组之间各参数比较

三组研究对象的年龄、精子前向运动百分比、精子畸形率及

ＳＳＢ－ＤＦＩ无统计学差异。三组间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水平比较，组１
低于组２（Ｐ＜００５），组２低于组３（Ｐ＜００５）；就 ＤＳＢ－ＤＦＩ和
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相比较，组３低于组２（Ｐ＜００５），组２低于组１
（Ｐ＜００５）；各组间ＤＦＩ值比较，组１高于组２（Ｐ＜００５），组２高
于组３（Ｐ＜００５），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三组之间各参数比较

组１ 组２ 组３ Ｐ

年龄 ３２１７±６０４ ２９３３±１５２ ３０７１±４６０ ０４３０ ０６０５ ０６９１

精子存活率％ ５２２０±４５０６ ６５２３±９０６ ４８６０±２１４２ ０５７３ ０８４０ ０４６２

精子前向运动％ ３６６１±１７１１ ３７７０±１２５０ ２６４０±１５０４ ０９５３ ０４８８ ０５３５

精子畸形率％ ５３７±１３２２ ４３２３±９０３ ４４１０±１０２７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６

ＳＳＢ－ＤＦＩ％ ２５８６±１１８６ ２６７１±３４５ ２０４４±２３９ ０８５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６

ＳＳＢ－ＤＦＩ／ＤＦＩ％ ４３３０±１３７２ ７８５９±９７８ ９８４４±２８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ＤＦＩ％ ５９４０±１５２１ ３４０２±１７７ ２０７７±２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９△

ＤＳＢ－ＤＦＩ％ ３１９０±１０２１ ８３７±３０４ １３２±０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７△

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 ５３８０±１０２７ ２１４０±９７８ ２５５±１８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注：：组１与组２比较；：组１与组３比较；△：组２与组３比较

２２　精子ＤＮＡ单双链损伤指数与精子浓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表明，研究对象的 ＳＳＢ－ＤＦＩ与 ＳＳＢ－

ＤＦＩ／ＤＦＩ和精子浓度之间没有相关性（Ｐ均 ＞００５）；ＤＳＢ－ＤＦＩ
与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和精子浓度之间存在负相关（ｒ分别为 －
０８４７和－０９２４，Ｐ均＜００１）。ＤＦＩ与精子浓度呈负相关（ｒ为
－０７８１，Ｐ＜００１）。
#

　讨论
精液常规分析可以客观评价精液质量，是目前临床上评价

男性生育能力的客观指标。精液分析主要评价的男性精液的

浓度、活力及畸形率。精液的浓度客观反映了男性精子生成的

能力，而且精子数量过少是临床常见问题。目前精液的常规分

析只能得到精子的表观数据，精子数量及活力等变化受多种因

素影响不能决定性的反应男性不育的根本原因。从精子 ＤＮＡ
水平上来探讨精子质量下降的真正原因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有多种检测方法［６］，有染色质扩散试验

（ＳＣＤ）、荧光原位杂交技术（ＦＩＳＨ）等。以上这些试验都只能检
测精子ＤＮＡ的碎片化指数，不能区分精子 ＤＮＡ的损伤是单链
损伤还是双链损伤。有学者认为，精子ＤＮＡ的单链损伤可以通
过自身修复而不对生育造成较大影响，而精子ＤＮＡ的双链损伤
却不能进行自身修复，因而精子ＤＮＡ的双链损伤才是男性不育
的真正原因。前期已有学者对双尾彗星试验进行了改良，并建

立了精子ＤＮＡ损伤的９种类型［７］。为更深一步研究精子 ＤＮＡ
单双链损伤与精子浓度及生成的关系，本实验继续对该试验进

行了改良与优化，通过观察不同精子浓度精液中ＤＮＡ的单双链
损伤类型及指数，发现了不同浓度精液中 ＳＳＢ－ＤＦＩ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ＤＳＢ－ＤＦＩ在不同精子浓度的三组研究对象
却有显著意义，组１明显高于组２和组３，组２高于组１，ＤＳＢ－
ＤＦＩ随着精子浓度下降而逐渐升高，并且我们还发现随着精子
浓度的下降 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也逐渐升高，精子浓度正常或较高
的精液中ＤＮＡ损伤类型绝大部分为单链损伤。将精子浓度与
ＤＳＢ－ＤＦＩ及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ＤＳＢ－ＤＦＩ
和ＤＳＢ－ＤＦＩ／ＤＦＩ与精子浓度存在负相关。ＤＮＡ的复制是半保
留的，只要其双螺旋结构存在，就可以进行自身修复而不会引

起碱基对及密码子的丢失，而当 ＤＮＡ双链损伤时却难以修
复［８，９］。此前有研究报道，ＤＦＩ值与精子浓度及存活率呈相关
性［１０，１１］，而又有学者认为精子 ＤＦＩ与精子存活率呈相关性，但
与精子浓度并无相关［１２，１３］。本研究发现在不育男性中，不同精

子浓度的精液其ＤＦＩ值也有显著差异，研究对象中组１明显高
于组２和组３，而组２又高于组３，精子浓度与ＤＦＩ存在负相关，
当ＤＦＩ越高时其精子浓度也就越低，ＤＦＩ与精子活力也呈负相
关。各种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结果

差异性较大的原因。因此，真正影响精子浓度的是精子ＤＮ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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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损伤。

精子生成受基因位点的调控，Ｓｕｎ等［１４］研究发现了 ＵＳＰ９Ｙ
基因一个碱基的缺失会减少精子的生成；Ｋｌｅｉｍａｎ等［１５］发现了

当ＥＩＦ１ＡＹ基因缺失时，精子发生会出现障碍，偶发无精子症。
基因芯片测序是常用的基因测序手段，但由于基因芯片仅包含

已报道的常见遗传变异，会造成潜在功能的低频及罕见突变被

漏检。秦玉峰等［１６］对非梗阻型无精症进行高通量测序，发现了

６个与精子生成障碍相关的遗传变异位点，ＳＩＲＰＡ基因上的
ｃｈｒ２０１９０２１３２和ｃｈｒ２０１９０２３０１位点，ＳＩＲＰＧ基因ｒｓ１０４８０５５和
ｒｓ２２８１８０７，ＳＯＸ基因的ｒｓ１１０４６９９２和ｒｓ１４６０３９８４０。不仅基因位
点的变异和缺失会引起生精障碍，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贺小进等［１７］对ＴＥＸ１５调控精子发生的机制进行
研究发现，ｍｉＲ－１８３与 ＴＥＸ１５基因存在靶向关系，可以下调
ＴＥＸ１５基因的稳定性从而影响其转录后表达，ＴＥＸ１５下调会直
接导致减数分裂过程遗传重组异常，最终引起精子发生障碍。

精子的生成受多个基因位点的调控，ＤＮＡ双链损伤所致的基因
位点缺失、变异及表达水平变化，可能是导致精子浓度下降的

真正原因。

精子ＤＮＡ单双链损伤的研究逐步进行，大多数学者认为其
参考价值要优于精子核ＤＮＡ碎片化指数［１８］。但双尾彗星试验

由于操作要求较高，缺乏质量控制，其结果依靠主观判读，因而

临床应用有阻力，其方法仍待优化和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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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泄在临床上属于男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但由于病因复杂，常与其他男科病伴发，治疗起来
较为棘手。中医对本病认识较早，将其称之为“鸡精”。李曰庆教授认为其基本病机是“心神不宁，相火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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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夹肝郁、肾虚、血瘀、湿热等病理变化。在临床上，对本病的辨治经验丰富，见解有独到之处，强调辨证与辨病

相结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身心同治，男女同调，疗效确切，现对其具体思路做一浅析，以供同道相互借鉴。

【关键词】　早泄；辨治思路；李曰庆；名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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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曰庆教授是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中国著名男科专家。
治疗男科疾病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

结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身心同治，男女同调，综合治疗。笔

者有幸跟随李曰庆教授学习，受益匪浅，现将李曰庆教授治疗

早泄的经验做一浅析，以供同道参考。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一种男性性功能障碍，国
际性医学学会将其特征归纳为：总是或几乎总是在进入阴道之前

或进入阴道后约１ｍｉｎ内射精，不能在全部或几乎全部进入阴道
后延迟射精。并伴有消极的个人结果，如苦恼、忧虑、挫折感和／
或避免性活动等［１］。但到目前为止，早泄的定义尚未得到普遍

的认同，因此，上述定义主要是对原发性早泄的描述。本病可发

生于任何年龄阶段的成年男性当中，发病率可达５０％以上［２］，而

３０％～４０％的性旺盛男性中早泄以年龄依赖的性形式存在［３］。

早泄常常影响夫妻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进而降低性生活的质

量，还给患者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西医主要以心理疏导、行

为疗法、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及局部麻醉药治疗本
病［４］，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患者的排斥，难以达到满意的疗效。

中医对早泄的认识较早，并在诸多论著中有详尽论述，如

《秘本种子金丹》中载有：“男子玉茎包皮柔嫩，少一挨，痒不可

当，故每次交合，阳精已泄，阴精未流，名曰鸡精。”《沈氏尊生书》

描述为“未交即泄，或乍交即泄。”《辨证录·种嗣门》云：“男子有

精滑之极，一到妇女之门即便泄精，欲勉强图欢不得，且泄精甚

薄。”李曰庆教授认为早泄以“心神不宁，相火妄动”为基本病机，

且多夹兼证，病机特点为虚实错杂，临床上常运用“清心宁神，滋

阴降火”的基本思路治疗本病，并强调早泄的治疗当辨证与辨病

相结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身心同治，男女同调，故每获良效。

!

　早泄辨治思路
１１　清心宁神，滋阴降火

李曰庆教授认为早泄一病，首当责之于心肾。心居上焦，

为君主之官，神明之主，所行房事受心神支配，喻嘉言也在《医

门法律》中提到“心为情欲之府”。肾居下焦，为作强之官，水火

之宅，司精关开阖。心中所寄君火一旦为欲念所动，则心气下

行于肝肾，肝肾相火起而应之，自然阳道振奋，泌精外出。说明

心肾相交，君相火动，肾中阴精得以气化是泌精的生理基础。

然而心喜宁静，不喜过劳，若淫欲过劳则心火妄动，引动相火，

频扰精室，精关大开，精液提早排出，君相火旺，伤津耗气，故常

表现为阳事易举，举而易泄，或心中欲稍念动则精泄而出，伴有

心烦心悸，五心烦热，失眠多梦，口苦咽干，小便短赤而有热感，

舌红少苔，脉细数。

故李曰庆教授临证时常选用菖蒲、远志、刺五加为主药宁

心安神。其中，石菖蒲善开心窍，通心气，止遗尿，令心明而益

智，安肾而止滑遗，水火既济，能强记而闭守。《名医别录》谓

其：“温肠胃，止小便利，……聪耳目，益心智，高志不老”；远志

善安心气，定神智，止梦遗，使君心宁静而心气自通于肾，乃通

心肾之妙药。刺五加辛微苦温，既善补脾胃之气以助运化，又

可温肾助阳以暖脾土，且兼宁心安神之功，《名医别录》言其能：

“补中益精，坚筋骨，强志意，久服轻身耐老。”故将三药合用，治

疗以情欲过盛，心烦不宁、失眠纳差又对早泄常有忧虑、恐惧的

患者，疗效可观，还配以茯神、百合、莲子、酸枣仁等品，以增强

宁心安神、交通心肾之功。此外，李曰庆教授常配伍知母、黄

柏、山萸肉、泽泻、丹皮等滋阴降火之品，其思路即运用知柏地

黄丸加减，补肾阴而敛降相火，使精关开阖有度。前期运用知

柏地黄丸加减治疗阴虚火旺型早泄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５］。

１２　益肾收敛，疏肝解郁
李曰庆教授认为，早泄一病虽主因君相火旺，扰动精室所

致，但亦有淫欲太过之人，平素恣情纵欲，房室不节，施泄太过；

或少年未婚，累犯手淫，以致戕害肾气，使封藏失司，精关失其

固摄，不能随意启闭；或年老所致机体耗损太过，肾气虚衰，下

元虚惫，不能统摄精血，因而引起早泄。如《诸病源候论》所言：

“肾气虚弱，故精溢也，见闻感触，则劳肾气，肾藏精，令肾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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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于精，故因见闻而精溢出也。”因此，早泄的出现也有本虚

的因素。此外，本病多发于年轻之人，本身涉世经历浅薄，对早

泄认识不够全面，易受疾病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故情志抑郁

也是早泄的重要特点。况“前阴者，乃宗筋之所聚”，为肝经所

主，情志不畅，忧郁不舒，损伤肝木，肝之疏泄失常，或郁久化热

都可动摇肾精之封藏。正如《古今医统大全·郁证门》云：“郁

为七情不舒，遂成郁结，既郁之久，变病多端。”

李曰庆教授临证常选用五味子、金樱子、白果为主药益肾

敛精。其中，五味子性温而酸涩，能补肾涩精止遗，乃补敛并具

之佳品，善治梦遗泄精，无论寒热皆可配伍用之。《本草经疏》

言：“五味子主劳伤赢瘦，补不足，强阴涩精，益男子精。”金樱子

味酸而涩，功专固敛，善能固精止遗，常用于肾气不足，精关不

固之遗精、滑精，《名医别录》曰其“能涩精气”。或与菟丝子、补

骨脂、桑螵蛸、龙骨等补火助阳、固肾收涩同用，以益肾固精。

白果具有甘苦涩平之性，能补气养心、益肾滋阴，善收敛固涩，

缩尿止遗。故将三药合用，治疗肾气亏虚，精关不固之早泄，效

如桴鼓，应用时还可配伍桑螵蛸、山萸肉、益智仁、肉苁蓉、菟丝

子等品益肾健脾、滋补肝肾，以增强收摄之力。此外，李曰庆教

授抓住临床患者情志不舒、肝气郁结的特点，认为肾乃作强之

官，其机关之利需肝主疏泄的配合，心主神明的相助，如肝失疏

泄，心神无主必然致关门大开，精则易泄［６］，常合用《局方》逍遥

散疏肝解郁，调达肝气，可配伍柴胡、白芍、当归、枳壳、白蒺藜、

贯叶金丝桃等品，如郁而化热还可加丹皮、栀子、黄芩清泻肝火。

１３　活血化瘀，清利湿热
李曰庆教授指出，现代社会人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都

较以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素嗜食肥甘厚味、辛辣烟酒，易使

脾胃功能受损，运化不利，酿生湿热；或属痰湿体质，内因心情

急躁，所欲不遂，郁而化火，外因处地湿热，生殖器藏污纳垢，皆

可致湿热蕴结，流注下焦，扰乱精室，逼迫宗筋导致早泄，常伴

有尿频、尿急、尿痛、阴囊潮湿症状［７］，甚至诱发前列腺炎，出现

局部坠胀疼痛，尿道口滴白等症状。加之“久坐少动”已成为当

前大多数工作一族的常态，往往导致下焦气血瘀阻，蕴生痰浊，

一方面瘀阻精窍，不通致痛，刺激精室过早排泄，另一方面，瘀

阻阴茎脉络，影响肝经气血流注宗筋，出现痿而不举，或举而不

坚，射精过快之症［８，９］。患者多表现为少腹、会阴、腰骶坠胀疼

痛为主，宗筋勃而易泄，射精刺痛不畅等症状。

李曰庆教授临证时常选用丹参、九香虫、王不留行为主药

活血化瘀通络。其中，丹参味苦微寒，入心肝二经，能通行血

脉，临床用治多种血瘀病证。《本草正义》谓：“丹参，专入血分，

其功在于活血行血，内达脏腑而化瘀滞，外达关节而通脉络”，

故可久服而利人血脉。九香虫味咸性温，主入肝肾，能理气活

血，补肾助阳，用治气血瘀滞，肾阳亏虚之阳痿、尿频、遗精效果

极佳。王不留行味苦性平，善通利血脉，性走而不守，入下焦血

分、水分，对治疗早泄瘀阻精道之证尤宜。治疗时将三药合用，

能活血通络，振奋阳道，使精关开泄有常，还可配伍水蛭、蜈蚣、

川牛膝等品增强通络祛瘀之力。此外，李曰庆教授认为热邪既

能“迫血而行”亦能扰动精室“迫精而行”，精室热盛，泌精即快，

除相火内盛，阴津不足外，湿热结于下焦往往是引起早泄缠绵

难治的因素。因此，临证时常选用凌霄花、马鞭草、黄柏、苍术、

栀子、薏苡仁等品清利下焦湿热。

"

　辨治特点
李曰庆教授在治疗早泄方面经验丰富，见解独到，除善用

中药外，还经常强调早泄病因复杂，需综合治疗，方能提高疗效。

２１　重视中西医结合
李曰庆教授认为中西医治疗本病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

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结合应用［１０］，例如选

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与中药联合应用治疗早泄，效果
一般较好，但如果患者应用西药出现明显副作用且难以耐受，

可以选择中药配合局部麻醉药物来替代；如患者处于备孕期间

则应避免使用对生育可能产生影响的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或选择盐酸达泊西汀［１１－１３］，并以中药联合行为疗法较

佳。需要注意的是，早泄的治疗还要建立在规律的性生活基础

上，尽量避免长期忍精不射和两地分居，在女方怀孕期间可以

辅助自慰方式规律排精，但这一阶段不必将治疗早泄作为重点。

２２　重视身心同治
本病患者大多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常表现为精神苦闷、焦

虑、尴尬和抑郁等，这些不良情绪可进一步影响性欲望、生活情

趣和伴侣的关系［１４，１５］。而来门诊就诊的人群多属于青壮年群

体，对早泄的认识尚不全面，且伴有对疾病的过度联想、担忧及

恐惧感。研究表明，综合性心理行为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射

精潜伏期，使控制射精变得更容易，夫妻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

程度明显提高，性生活时焦虑、紧张或不安情绪明显降低［１６］。

因此，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辅助进行心理疏导十分必要，一

方面医生要引导患者对早泄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尽量消除患

者的恐惧担忧；另一方面女方对男方的理解支持和给予较高配

合度也是患者克服心理障碍的重要保障。

２３　重视男女同调
李曰庆教授指出，对于未婚青年男性或没有形成规律性生

活的男性一般不会轻易给出早泄的诊断；许多患者婚前射精潜

伏期尚感满意，婚后逐渐缩短；还有部分患者对射精潜伏期自

我评价较好，常因对方感觉性生活不能满足而就诊。因此，早

泄的出现往往不是男性单方面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夫妻双方的

配合欠佳所致，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当重视男女双方的共同调

整。首先，需要保证服药期间能有规律的同房，这在患者随时

体会和评价自己射精时间以及不断建立性自信方面有重要意

义；其次，运用行为疗法也需要女方积极配合，具体有动 －停结
合法、阴茎挤捏法、阴囊牵拉法等［１７，１８］。

#

　治验举隅
患者，男，２７岁，２０１５年４月９日就诊。患者诉婚后半年，

同房时射精快。病史：患者半年前结婚，同房时射精快（小于

１ｍｉｎ），常刚插入女方阴道即有精液射出，偶有插入后射精时间
达２ｍｉｎ左右，夫妻感情较好，平时因工作性生活欠规律，每月２
～３次，勃起尚可，勃起后硬度约Ⅲ级，同房时紧张、焦虑明显，
勃起后即有尿意难忍，平素伴有小便黄、异味重，夜尿１～２次，
无明显怕冷，眠差易醒，大便稍溏，每日１～２次。婚前无自慰行
为。舌暗红，舌体胖大，苔黄腻，脉弦细。诊断：早泄（原发性）。

李曰庆教授以“宁心安神，滋阴降火”立法，中药处方：知母１０ｇ、
黄柏１２ｇ、茯神１５ｇ、酸枣仁２０ｇ、五味子１０ｇ、白果１０ｇ、煅龙牡各
３０ｇ、白芍１２ｇ、金樱子１０ｇ、桑螵蛸１２ｇ、川牛膝１０ｇ、青皮１０ｇ、菖
蒲１０ｇ、远志１０ｇ、萆２０ｇ、丹皮１０ｇ、贯叶金丝桃１０ｇ，１４剂，免
煎，开水冲服；西药：盐酸舍曲林片 每日１次，每次半片，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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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配合提肛法，每天３次，每次５０～１００下。忌饮酒、避风寒、
少久坐，规律性生活，每周１～２次。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３日复诊：患者诉药后即感心情舒畅，用药期

间同房４次，均能顺利完成，两次射精潜伏期约在１～２ｍｉｎ，２次
可达２～３ｍｉｎ，睡眠较前改善，同房紧张感减轻，勃起后尿意减
少，硬度仍为Ⅲ级，舌暗红，苔白腻，脉弦细。前方加丹参２０ｇ、
合欢皮１０ｇ、蜈蚣３ｇ，增强活血祛瘀之力，改善勃起功能，继服１４
剂，西药用法、调护同前。

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三诊：患者诉药后射精潜伏时间进一步延
长，同房３次，２次射精时间约为３～４ｍｉｎ，１次２ｍｉｎ左右，勃起
硬度较前改善，小便正常，夜尿０～１次，睡眠可，心情明显舒畅。
前方加生地１０ｇ、肉苁蓉１５ｇ益肾填精，继服３０剂，巩固疗效，用
法、调护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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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对 ２型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ＡＧＥｓ、ＡｎｇＩＩ的影响及临床疗效观察
尤传静１　吴强１△　王学永１　杨晓玉２

１沭阳县中医院男性科，江苏 宿迁 ２２３６００
２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运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观察其临床疗效，同时检测患者的
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水平，研究其治疗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的作用机理。方法：将６０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治疗组３０例、对照组３０例，在其血糖控制正常的情况下分别给予复方玄驹胶
囊和六味地黄丸治疗，疗程３个月，观察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恢复症状及勃起功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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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卷 （ＩＩＥＦ－５）评分。同时通过患者血清学检查（ＥＬＩＳＡ）法及放免法，检测患者在治疗前后ＡＧＥｓ及Ａｎ
ｇＩＩ的变化。结果：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组患者的勃起功能、勃起功能国际问卷 （ＩＩＥＦ－５）明显提高（Ｐ＜
００５）；治疗组患者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治疗前后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与对照组相比改善明显；对照组
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复方玄驹胶囊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疗效显
著，降低糖尿病患者血液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水平为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复方玄驹胶囊；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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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目前男性科门诊
最为常见的性功能障碍，根据病因可以将勃起功能障碍分为心

理性勃起功能障碍和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两大类。器质性勃

起功能障碍又分神经性勃起功能障碍、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和

内分泌性勃起功能障碍。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是最常
见的内分泌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无论是 １型糖尿病
（Ｔ１ＤＭ）还是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勃起功能障碍都是 ＤＭ患者
的常见并发症，在糖尿病人群中，国内外报道的糖尿病勃起功

能障碍发病率为 １９％ ～８６３％［１，２］，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２～５
倍［３，４］。Ｆｅｄｅｌｅ等［５］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临床至少有２６％
的确诊为１型糖尿病患者及３７％的２型糖尿病患者存在勃起
功能障碍，且２型明显高于１型。近些年来，虽然中西医都对该
病做了大量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但是综合疗效欠佳。虽然经过

相关临床证实，ＰＤＥ－５抑制剂在短时间内疗效较好［６］，但因其

昂贵的价格及国内患者普遍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很难长期服

用。本文采用传统中药制剂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由糖尿病引起

的勃起功能障碍，取得明显的临床疗效，同时通过检测患者

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水平，阐释其部分作用机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已明确诊断的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６０名，均为
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本科首次就诊，所有患者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所有患者在就诊前

未接受过正规针对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组３０例和六味地黄丸治疗组３０例，临床资料（年龄、性别、病

程、病情）分布无明显差异。两组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均

进行常规基础治疗，包括对患者的糖尿病知识教育、控制饮食、

适当体育锻炼，并根据患者自身病情选则一种或几种降糖药配

合治疗，并注意维持两组间用药的平衡性，控制血糖在正常范

围内。

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确定诊断

标准。《１９９９年ＷＨＯ专家咨询报告》指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糖尿病：空腹血糖（ＦＰＧ）≥７０ｍｍｏｌ／Ｌ；或糖耐量实验（ＯＧＴＴ）
中服糖２ｈ≥１１１ｍｍｏｌ／Ｌ；或随机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糖尿病勃
起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１）年龄介于３０至５５岁之间，且参照
前２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明确；（２）房事过程中阴茎勃起困难
无法性交或能勃起，但无法持续维持阴茎的坚硬程度至性交结

束；（３）询问患者相关病史，如心脑血管疾病、精神神经疾病、外
伤病史如车祸、撞击伤、挤压伤等，及相关中西药服用情况，排

除由药物因素、心理因素及众多外伤等引起的阳痿；（４）２周内
未自行服用过或者由专科医师指导服用的任何相关治疗阳痿

的药物。给予患者勃起功能国际问卷 （ＩＩＥＦ－５）评分标准进行
综合评估，总分高于２１分为正常，低于及等于２１分则认为存在
阳痿。同时按《第一届国际勃起功能障碍咨询会议》标准分级：

重度（５～１０分），中度（１１～１５分），轻度 （１６～２０分）。
纳入标准：（１）经评定符合１９９９年的 ＷＨＯ糖尿病诊断标

准、同时糖尿病分型为２型的患者；（２）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认定的、同时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中的《中医病证

诊断疗效标准》双重标准［８］；（３）年龄在３０～５５岁；（４）国际勃
起功能指标数－５（ＩＩＥＦ－５）≤２１分［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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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１）年龄小于３０岁或大于５５岁的患者；（２）在
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无性生活的糖尿病患者

及已明确诊断为１型糖尿病患者；（３）非由糖尿病疾患直接引
起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４）极易过敏体质及对本复方中成
药物中任何一种中药过敏者；（５）阴茎先天性畸形、继发性畸
形，同时近期有外骨伤史及手术后处于康复阶段者；（６）因各种
因素不能依照医嘱完成基本治疗，依从性欠佳者（即不能坚持

治）及难以随访者。凡符合以上其中一条的患者即予以排除。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在原降糖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服用复方玄驹胶囊（浙

江施强药业，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每粒０４ｇ），３次／ｄ，３粒／次，
连续服用３个月。对照组在原降糖治疗方案基础上服用六味地
黄丸（河南宛西制药，国药准字 Ｚ４１０２２１２８，每粒０３８ｇ），３次／
ｄ，８粒／次，连续服用３个月。均以４周为１疗程，服用３个疗程
后观察疗效，同时检测患者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水平。用药过程中检
测患者血糖，并记录药物不良反应。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ＩＩＥＦ－５确定疗效：凡经治疗后积分上高于及达到２２分

以上的患者认定为临床治愈；经治疗后该积分较治疗前有上升，但

未达到２２分，同时勃起功能明显改善者为临床有效；治疗后该积分
无提高，甚至反而下降，勃起功能无改善甚至加重者为治疗无效。

用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测定ＡＧＥｓ及放射免疫法测定患者ＡｎｇＩＩ
水平，比较服药前后及两组之间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专业统计学软件，各组间计量资料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同时符合正态性分布的资料，治疗前后
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检验，两组间比较则采用两样本间 ｔ
检验。Ｐ＜００１则表示两组间比较有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为
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为无显著差异。
"

　结果
２１　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和 ＩＩＥＦ－５的
影响

　　治疗前，两组患者年龄、糖尿病及勃起功能障碍病程及
ＩＩＥＦ－５评分并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的疗
效标准和ＩＩＥＦ－５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说
明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能显著提高临床

疗效。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１２ １０ ８ ７７

对照组 ３０ ３ ３ ２４ ２０

　　注：经统计学分析，Ｐ＜００５，表明治疗组和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
意义，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２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Ｐ

治疗组 ３０ １０４７±２９０ １８４０±２２５ ＜００５

对照组 ３０ １０２０±２８１ １１７５±２１２ ＞００５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的评分比较 Ｐ＞００５，说明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治疗前后相比较，治疗组 Ｐ＜００５，说
明治疗组疗效显著，对照组 Ｐ＞００５，则无统计学意义，疗效欠
佳。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评分相比 Ｐ＞００５，说明治疗组效
果优于对照组。

２２　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血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的检测
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血 ＡＧＥｓ及 ＡｎｇＩＩ的检测

发现，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血 ＡＧＥｓ及 ＡｎｇＩＩ指标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后，治疗组血 ＡＧＥｓ及
ＡｎｇＩＩ与治疗前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与对照组相比亦有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疗效显著。对照组则治疗前后则变化不明
显（Ｐ＞００５）。说明复方玄驹胶囊可以调节患者ＡＧＥｓ及ＡｎｇＩＩ
的水平，从而提高患者的血管功能，成为达到治疗作用的机制。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血ＡＧＥｓ和ＡｎｇＩＩ比较

ｎ ＡＧＥｓ（μｇ／ｍＬ） ＡｎｇＩＩ（ｐｇ／ｍＬ）

治疗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５４２±５２３ １４２８１±２０２３

治疗后 １１４０±４２５ １１２５７±１８０３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５２９±４８１ １４１６９±１９３７

治疗后 １４７５±３１２ １３９８２±１８０１

２３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任何明显的不良反应，且

无不良事件发生。

#

　讨论
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在有关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消渴

病”、“阳痿病”范畴。消渴之病名，初记载于《素问》，而《灵枢》

里亦该疾患有相关记载：“心、肝、脾、肺、肾皆柔弱者，善病消

瘅。”相关古籍文献则根据不同的病因病机及临床症状各有不

同论述，《内经》中甚至还有肺消、消中等名称的记载，认为五脏

功能低下不堪，又过食肥甘厚味，七情紊乱失调是引起消渴病

的主要原因，而机体内热是其病理机制。《外台秘要》亦曰：“房

室过度，致令肾气虚耗故也，下焦则生热，热则致肾燥，肾燥则

消渴。”提出了房事过度伤及肾精也可造成消渴。综上而论，本

病的基本病机为五脏皆受损，气血阴阳均亏耗受损，尤其是肾

之阳气不足最为重要，以致宗脉失去滋润濡养；久病而邪入经

脉，脉络闭阻淤塞不通，宗筋失其充养所用，其中以肾之阳气亏

耗为主，又兼气血瘀滞
$

肝脾郁虚及湿热痰浊等。综上，本病

乃为本虚标实之患，伴夹杂虚实之疾，治疗较为复杂。

复方玄驹胶囊具有补肾壮阳之功效。有人使用该药治疗

ＩＩＩ型前列腺相关性勃起功能障碍，疗效显著［１０］。方中玄驹（黑

蚂蚁）为君药，辅以淫羊藿、枸杞子和蛇床子。其中玄驹取其虽

身小却有力拔千斤之意，壮阳之效甚强；淫羊藿归肝、肾经，具

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蛇床子则温肾壮阳。四药合用则补阳滋阴皆具，疗效显著。现

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玄驹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如微量

元素及维生素等，强肾补精的功效显著［１１］。有关动物研究表

明，玄驹具有显著增强动物阴茎充血勃起的功能及促进交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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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１２］，说明其具有雄激素样作用。同时有关研究还发现，黑

蚂蚁具有明显降低血糖，提高糖耐量的作用［１３］，这些为治疗糖

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功能提供了强力保障。淫羊藿能增强

下丘脑－垂体－性腺功能，既有雄激素样作用，也有雌激素样
作用，同时可以明显促进精液分泌和睾丸组织与分泌。淫羊藿

提取物具有高选择性、高指向性的作用于下丘脑 －垂体 －性腺
轴／肾上腺轴上游靶点的作用［１４］，同时显著提高大鼠血清睾酮

水平，又可以降低雌二醇的浓度，对其性腺激素、促进性腺激素

的分泌有一定的作用；又兼有提高大鼠发情期性交能力的作

用［１５］。枸杞子则有降低血糖及抗氧化作用，杨涓等［１６］通过研

究发现，枸杞果柄水煎剂可以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

糖。谭淑敏等［１７］则发现，枸杞中的某些成分可以降低由四氧嘧

啶造成糖尿病小鼠的血糖，并可以显著降低因肾上腺素等综合

性因素造成的、口服葡萄糖及某些自发性因素造成的高血糖。

并且有提高小鼠血清胰岛素的趋势。蛇床子具有雄激素样作

用及促性腺激素样作用，蛇床子素可以明显提高血中睾酮、卵

泡刺激素及黄体生成素的含量，可能与作用于肾上腺皮质网状

带、下丘脑和垂体，从而促进性激素及性腺激素的分泌有关，从

而提高和维持性能力。同时蛇床子素亦具有扩张血管的功效。

四药合用，具有降低血糖，提高糖耐量及血清胰岛素，促进雄性

激素的释放，扩张血管等多重作用。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状态，同时阴茎动脉血管充血扩

张，阴茎血管血流量增加及静脉血流回流受阻等为阴茎勃起的

重要机制。因此凡是影响到血管功能的，均可能成为勃起功能

障碍的因素。糖尿病患者因持续的高血糖，血浆的低密度脂蛋

白（ＬＤＬ）可发生糖基化而生成ＡＧＥｓ，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微
血管病变的基础。同时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血症可以显著增

加ＡＧＥｓ在血管腔内、血管壁及细胞内的重复堆积，而广泛性修
饰血管细胞的组分，导致阴茎动静脉血管的多重损伤，同时过

度产生的活性氧簇物质，可以诱发氧化还原反应或使阴茎组织

细胞进入氧化应激状态。氧化应激会导致活性氧簇物质在阴

茎组织中的过度积累，这种积累会促进炎症反应致组织损伤，

从而造成勃起功能障碍。另一方面，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病变

更会直接降低阴茎动静脉血流的灌注量，再加上长期而广泛的微

血管病变，多方面因素起到了协同作用，使得阴茎海绵体组织缺

氧、缺血日益严重，造成平滑肌减少、纤维化增多和白膜损伤等超

微结构的破坏。ＡＧＥｓ在血管壁上的大量反复堆积又能造成胶原
纤维间广泛而严重的共价交联，使胶原纤维强度较正常明显增

加，血管不断硬化。ＡＧＥｓ在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可降低血管壁的
弹性度，同时抑制其一氧化氮 （ＮＯ）的生成，从而降低了因依赖
内皮细胞功能的血管舒张性。综上所述，ＡＧＥｓ可以通过各种不
同的途径引起糖尿病血管病变，从而促进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发

展。而ＡｎｇＩＩ是一种目前已知的强力的缩血管物质，有关实验表
明，它能引起动物的离体海绵体条呈依赖性的收缩。陈

%

等［１８］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ＡｎｇＩＩ含量比对照大鼠明显升高。由于糖尿病导致阴茎海绵体中
ＡｎｇＩＩ的异常显著升高，从而导致了海绵体平滑肌的收缩加强，致
使舒张能力减弱，导致勃起功能减退。

由于勃起主要依靠阴茎血管的正常机制来完成，凡是能影响

阴茎血管的一切因素［１９］，皆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糖尿病晚期

的血管及神经病变，已被大家所公认。患者长期的高血糖状态，

势必会引起血管中ＡＧＥｓ的堆积及ＡｎｇＩＩ的提高，从而严重影响
血管的功能，造成阳痿。众多中医药在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中

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２０］。复方玄驹胶囊中四味中药均温肾

壮阳，提高性功能，其中玄驹及枸杞子兼具有降低患者血糖、提高

糖耐量的作用，标本兼治。此药既符合中医传统用药理论，同时

又与现代药理学研究相匹配，使得血糖得以良好控制，故糖尿病

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勃起功能及性生活质量得以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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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男性养生四合理
赵文　王祖龙△

河南中医药大学，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摘　要】　提到男人，人们头脑中的潜意识往往是强壮、阳刚、顶天立地、满满的正能量。但是近十年来，男
性健康越来越多的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新近调查也显示，中国的男科疾病发病率高达
５１％，男性健康日益滑坡已成为严峻的现实［１］。这无疑给中国男性敲响了警钟，男性身负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责任，

更应该重视自身的健康，要主动采取养生措施增强正气，避免邪气的侵害，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　 男性健康；养生；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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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养生之术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素问·上古天真论》有
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

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古人认

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持健康的基础，对于养生调摄尤为重要。祖

国医学讲男子以肾为先天，以精为本，肾阴肾阳的损益盛衰直接影

响男子的生殖及脏腑机能的强弱。载于《黄帝内经》的“七损八益”

这一中国独有的养生术数，通过协调肾之阴阳平衡，让机体达到阴

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养生状态，值得今人借鉴学习。

纵观古今，男子普遍存在生殖机能早衰的现象，究其原因，正

如古人所言：“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

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

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因而，我们可以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

四方面合理地调摄男性的自身健康，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

　饮食
《素问·藏气法时论》中写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

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古人提倡饮食

要搭配合理，温热适宜，克服饮食偏嗜；要定时定量，不可过饥

过饱；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洁、腐败变质的食物。

男性日常饮食的调理，除遵循古人的饮食原则外，还应特

别注意那些对精液及前列腺液有影响的食物。研究表明，精液

主要由蛋白质、维生素类、精氨酸和各种微量元素等构成，前列

腺液则主要含有高浓度的锌离子、各类酶等。对于这些营养物

质的摄入，在预防男性不育及防治前列腺炎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优质蛋白质是形成精液的主要原料，营养学表明富含优质

蛋白的食品有牛肉、猪肉、鸡、鸭、蛋类、鱼、虾和豆制品等；维生

素类物质可以预防性器官老化，增强精子活力，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有猕猴桃、苹果、橙子、花生、菠菜、西红柿等；精氨酸可以

增强精子的活动能力，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鳝鱼、海参、芝麻、

花生仁、核桃仁、豆制品等；锌元素对男性前列腺功能的正常发

挥、精子的产生和成熟非常重要，高锌食物有牡蛎、瘦肉、鸡肉、

鸡蛋、鸡肝、坚果、番茄、小米、萝卜等。

在摄入这些食物的时候，注意不要饮酒，以免影响锌的吸收。

戒烟对于养生也是必要的，研究表明，长期大量吸烟可能会导致

睾酮分泌能力下降，影响男性性功能［２］。生活当中还应减少接触

含有双酚Ａ（ＢＰＡ）的塑料制品，如食物包装袋、矿泉水瓶、医疗器
械等。因ＢＰＡ在高温、酸、碱等状态时会渗入食物经消化道进入
人体，影响男性生殖能力［３］。另外，平素要少吃葵花籽，葵花籽的

蛋白部分含有抑制睾丸的成分，存在引起睾丸萎缩的风险。忌食

棉籽油，棉籽油会损伤精子，导致睾丸间质纤维化。研究发现，肥

胖常导致男性精液质量下降、勃起功能障碍等问题，进而使男性

生育力低下［４］。因此，控制体重对于男子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只

有合理的饮食调控才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

　起居
《黄帝内经·素问》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

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

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

怒……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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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俱兴，使志安宁……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

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５］古人指出人的起居

与自然界有密切关系，强调顺应四时的变化规律而养生调神，

以防止疾病发生，确保身心健康。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男性成为“熬夜

族”和“手机电脑族”。熬夜相当于慢性自杀，长此以往会导致

机体内分泌功能紊乱、免疫力下降，甚至出现神经衰弱。长时

间使用电脑和手机会让机体暴露在电磁辐射之中，进而导致生

殖细胞和精子质量的下降。因此，男人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坚

持睡子午觉（每晚１１点前入睡，中午午休１０～３０分钟），还要
注意控制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减少电磁辐射的损伤。研究

表明，维生素 Ｄ可增强精子的能动性和顶体酶活性，增加细胞
内钙离子水平，从而使其获得受精能力［６］。经常晒太阳可以提

高体内维生素Ｄ水平，因而多到户外晒太阳也是必要的。
另外，要注意每天清洗尿道外口，预防生殖器感染，包皮过

长的男子尤要注意外阴的清洗。包茎包皮过长对男性生殖健

康具有较大危害且对其性生活造成影响，应通过必要的治疗手

段进行治疗［７］。会阴部应保持适宜温度，忌会阴部受寒、高温

和潮湿，内衣以宽松透气、吸汗保暖为宜，还要忌久坐和过度劳

累。研究发现，接触苯及苯系物的空气污染会对男性生殖功能

产生危害［８］，因而平素应少去有苯及苯系物空气污染的场所，

如家具生产车间、油漆制造车间及皮革制造业等地方，这样合

理的调控起居才能更好地预防男科疾病。

#

　运动
《吕氏春秋·达郁》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为例，阐

释了“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的道理［９］。

中医将此理论引入养生保健中，指出锻炼形体可以促使气血流

畅，使人体肌肉筋骨强健，脏腑机能旺盛，并可借形动以济神

静，从而使身体健康，同时也能预防疾病。

合理的运动应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平时要坚持进行体育

锻炼，例如打太极拳、短跑等，每天坚持快走３０分钟，这样可以
改善血液循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对于预防前列腺炎有重

要意义。研究表明，规律锻炼男性性器官也可以改善局部血液

循环，进而提高男子性功能以延年耐老。因此，对于男子来讲，

房中运动也是需要合理调摄的。《十问》［１０］、《合阴阳》和《天下

至道谈》被视为现存最早的房中经典著作，古人认为房中调摄

最关键的是养精和养气［１１］。先人老子认为男女真元之气进行

交合不能频数过度，更不能把它耗尽［１２］。孙思邈也明确指出：“

所以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

贼也。”［１３］因此，平素要节制房事，交合时心绪恬静，在交合中每

完成一个回合不要泄精，耐心等待，善于促使女性性高潮到来，

待精液积蓄到一定程度适当宣泄。古代医家多认为性早衰多

因“气”先衰，故而平素养生应注重养气调气［１４］。房事将要射

精时，需抬头仰视，大口吞咽空气，闭气，使耳中有风鸣之声，双

眼睁大环视左右，并缩腹，用意志控制精气，舒缩肛门，以此可

养气延年。对于养气，洪基十分推崇导引法［１５］，认为房事辅以

气功导引，可增进五脏功能，进而疏通经络，益肾固精。每天晨

起宜练习气功，闭口吸气，口微呼气，意守丹田，提敛肛门，导气

运行，以期达到治气积精，益寿延龄的目的。

平素需注意的是，应少骑车或骑马，过多骑自行车、骑马会

使前列腺和其他附属性腺受到劳损，进而影响它们的功能。另

外，如遇雷电大风、醉酒饱食、劳倦新沐、大悲大喜、病后产后，

皆不宜行房事。只有将运动与房事合理的结合调摄才可达到

耳聪目明、筋骨强健、精力充沛的良好摄生效果。

$

　情志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

内守，病安从来。”可以看出古人是非常重视人的情志活动与身

体健康的关系。七情太过，会直接伤及脏腑，导致气机紊乱，也

会损伤人体正气，导致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减退。所以我们要

通过调养情志，来改善气质、增强自身的心理调摄能力，起到预

防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这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说

法，男人也是会有情绪的，有了情绪得不到合理的宣泄势必会

导致肝气郁滞，进而影响男性身心健康。身负家庭与工作双重

压力的男人更加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避免情绪的大起大

落，要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另外，成年男女间正常的性生活

是生理所需，若性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也容易导致男子气

机郁滞，进而影响情绪，损伤健康。因此成年男性还应特别注

意因房事不调所致的情志问题，及时合理的调摄自身的情志。

%

　体会
男人并非“表面上那么坚强”，其实他们很需要关爱。男性

健康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安定，日益加快的生

活节奏以及生理、心理上的压力严重威胁着男性的身心健康。

因此，男性更应该遵循“治未病”的原则，从饮食、起居、运动、情

志四方面进行合理地调摄，将男性疾病拒之门外。让男人成为

货真价实的“强壮、阳刚、顶天立地、满满的正能量”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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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在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应用子宫动
脉栓塞治疗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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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在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的效果。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３６例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患者均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检测
ＨＣＧ下降情况、阴道出血情况并分别在子宫动脉栓塞前、后１周、后３个月、后６个月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观察子宫的形态、血流变化，并分析总结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３～６个月的临床症状情况。结果：
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３个月、６个月ＨＣＧ和β－ＨＣＧ的变化与手术前相比，均明显减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３个月、６个月的血流量与手术前相比，
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动脉栓塞对于治疗晚期子宫大出血的治疗疗效显
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而彩色多普勒超声则为评价其疗效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栓塞；子宫大出血；晚期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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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流产发病时段为孕周１２～２８周，子宫大出血作为晚期
流产的严重并发症危险程度高、死亡率高［１］。因为子宫大出血

会引起子宫破裂和收缩不良，胎盘残留、粘连或者植入等情况，

严重时还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２，３］。近年来，子宫动脉栓塞

（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治疗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晚期流产子
宫大出血，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４］。但是子宫动脉栓

塞治疗的后期疗效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我院应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对患者术前和术后情况检查，并进行动态的观

察，分析其在评价子宫动脉栓塞治疗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的疗

效及子宫血供情况。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本院治
疗的３６例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符
合以下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确诊为晚期流产子宫大出
血患者；（２）患者均伴有心悸、面色苍白等出血症状；（３）排除拒
绝检查或检查不能配合者；（４）均无严重心脏、肾脏等其他系统
疾病。年龄最小的２６岁，最大的４７岁，患者平均年龄（３２１±
２３）岁；其中初产妇２４例，经产妇１２例；包括胎盘残留２４例，
胎盘植入１２例；胎盘残留时间在３～６个月，伴瘢痕患者有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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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较长时间阴道不规则出血症状的患者有１８例，其中突然
阴道大出血就诊的患者有 ３例，其入院时出血量在 ６００～
８００ｍＬ，剩余的１５例患者为在行清宫手术时发现有子宫出血，
评估出血量约在３００～６００ｍＬ。于我院接受初诊为胎盘植入８
例，均经超声检查发现有胎盘残留，８例患者均在清宫手术时发
生大出血，量在８００ｍＬ左右，另外４例患者为转院者，入院时诊
断均为在清宫手术时发生大出血，出血量均在８００ｍＬ以上，经
抢救后暂时缓解转入我院接受治疗及检查。本研究通过患者

及其家属同意，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完善知情同意书等文件。

１２　方法
３６例患者明确诊断后均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止血，术前排除

禁忌症，Ｂ超检查子宫黏膜下的胎盘组织，做好术前的准备。在
局部麻醉下运用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血管穿刺技术）行股动脉穿刺，确认
穿刺到位后置入导管，利用 Ｘ线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ＤＳＡ），在
同轴导丝的引导下将导管缓慢插入，直至超选择性插管至子宫

动脉。在插管过程中，利用ＤＳＡ明确是否位置正确，以 ＤＳＡ显
示子宫动脉明显增粗迂曲为插入成功标志。本研究中的所有

患者均采用明胶海绵颗粒注入栓塞剂。栓塞完成后复查 ＤＳＡ，
观察子宫动脉及末梢循环情况，若动脉及周围循环消失则栓塞

满意，右侧子宫动脉行相同的方法。手术完毕拔管，在局部加

压并包扎６ｈ，并嘱患者右下肢制动２４ｈ。胎盘残留的清理时间
为介入止血后２４～４８ｈ，术前开放静脉通路和备血，并行清宫
术，清除患者子宫内胎盘组织，送病理检查。术后注意复查时

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了解患者子宫内胎盘的残留情况。

明确为胎盘植入者在手术前双侧经导管输入甲氨蝶呤（Ｐｆｉｚｅｒ
ＰｅｒｔｈＰｔｙＬｉｍｉｔｅｄ，生产批号：２０１２０４１０，规格：５００ｍｇ／２０ｍＬ）
５０ｍｇ，术后予以米非司酮（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４，规格：０２ｇ）１次／ｄ进行治疗，检测ＨＣＧ下降情况、阴
道出血情况，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患者胎盘组织的血流变

化，在阴道停止出血和血ＨＣＧ转阴后停止用药。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数据，血流的变化等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ＨＣＧ和β－ＨＣＧ等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ｔ检验，当Ｐ＜００５时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前后血 ＨＣＧ和 β－
ＨＣＧ的变化情况
　　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３个月、６个月 ＨＣＧ
和β－ＨＣＧ的变化与手术前相比，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前后血 ＨＣＧ和 β－ＨＣＧ的变
化情况

时间 ＨＣＧ β－ＨＣＧ ｔ Ｐ

术前 １８０２３±９０３４２６８９０±９３４０ １７１５７５ ＜００００１

术后１周 ６７３４±３２４５　 ３５±１４ ５４９０５ ＜００００１

术后３个月 １０１２±２２６ 　 １４±８ ２８００４ ０００６６

术后６个月 　８１９±１０３ 　　１±１５ ２３７０８７ ＜００００１

　　注：与术前对比，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前后血流的变化情况
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３个月、６个月的血

流量与手术前相比，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前后血流的变化情况

时间 丰富或较丰富 稀少或较稀少 χ２ Ｐ

术前 ３２（８８８８） １（２７７）

术后１周 １１（３０５５） １８（５０００） ２５３１３６ ＜００００１

术后３个月 ５（１３８８） ２３（６３８８） ３９７２６４ ＜００００１

术后６个月 １（２７７） ３４（９４４４） ６０２２８８ ＜００００１

　　注：与术前对比，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后的血管造影表现
全部３６例患者的双侧子宫动脉插管以及栓塞均成功，成功

率达１００％。其血管造影能够明显看见双侧子宫的动脉增粗，
一般一侧为主，另一侧只参与供血。栓塞后患者的双侧子宫动

脉远端和分支均不显影。

２４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所有清宫术中组织病理结果均为变性胎盘和胎模样的组

织，患者在术中、术后均未发生子宫大出血，且在２周内阴道停
止出血，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证实宫腔内没有明显的残留

物；胎盘植入的１２例患者在术后定期的复查发现患者在术后２
周内阴道均停止出血，血清 ＨＣＧ也转为阴性，在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提示宫腔内无明显异常回声。转院的４例患者在术后２
周内阴道仍有少量出血，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有明显

不规则血流回声，配合输液和清宫手术１周后停止出血，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提示无明显异常回声。

２５　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动脉栓塞治疗后的不良反应
２例患者在术后出现情绪起伏大，精神躁动，实施镇定剂后

症状消失；１例患者在栓塞术后有腹痛症状，给予镇痛后缓解，
未再次出现。１例患者在术后１２ｈ出现穿刺侧下肢钝痛，活动
后有加重现象，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无明显血栓形

成，予以硫酸镁外敷于患者下肢钝痛处２周，症状缓解。
#

　讨论
子宫大出血在临床上是较为常见的，发生大出血可导致产

妇死亡。常规止血药物一般效果较差，子宫出血不同于其他病

症，需对患者进行及时的抢救，及时行外科手术治疗是较为有

效的止血方法［５，６］。子宫动脉结扎手术操作复杂，对产妇创伤

大，同时产妇往往对麻醉和手术的耐受性较差，手术风险高。

而子宫切除术虽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但对有生育需求、尤其

是拒绝行子宫全切术的产妇并不适用。其术后还可能导致内

分泌功能紊乱，影响正常生活［７］。利用子宫血供特点，对子宫

主要供血动脉进行栓塞控制出血可有效控制子宫出血。同时，

栓塞术中的材料为明胶海绵颗粒，具有可溶性，在栓塞末梢动

脉的过程中对毛细血管前动脉及毛细血管床无损害，盆腔内脏

器可通过其他交通支血供，避免了盆腔器官坏死［８］。子宫动脉

栓塞术在治疗晚期流产子宫大出血在临床上具有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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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等优点，栓塞治疗直接有效。尤其是对于部分要求生育能

力的产妇，避免子宫切除，保留生育功能，减少由于子宫切除对

患者造成的心理障碍及其他不良影响［９，１０］。

子宫动脉栓塞优势明显，具体包括：子宫动脉栓塞术能够

在短时间内控制患者的出血，对晚期流产子宫出血患者显效迅

速，并且子宫动脉栓塞创伤小，手术的时间短，有助于快速止

血［１１，１２］。产妇先行栓塞手术控制子宫出血，待病情稳定后再清

宫，减少手术出血，避免了再次大出血的发生。栓塞手术能够

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１３，１４］。对于胎盘

残留患者，在栓塞术止血后再行清宫术，也可更好地避免清宫

过程中大出血［１５］。胎盘植入产妇栓塞术后给予甲氨蝶呤化疗，

有效杀伤滋养细胞或胚胎组织，联合治疗后疗效明显。子宫动

脉栓塞后较其他手术治疗，患者可早起下床活动，减少了深静

脉栓塞和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在住院

时间方面，患者的住院时间的缩短可以节约治疗成本，提高床

位利用率［１６－１８］。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
３个月、６个月ＨＣＧ和β－ＨＣＧ的变化与手术前相比，均明显减
少。同时，患者在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１周、３个月、６个月
的血流量与手术前相比，也明显减少，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还发现，胎盘残留患者刮出组织经病理检查后发现均为变

性胎盘和胎模样的组织，说明超声检查可以有效的检测残留组

织。胎盘残留和胎盘植入患者在术中、术后均未发生子宫大出

血，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也证实宫腔内没有明显的残留

物。联合超声检查可有效判断胎盘残留情况，预测出血等并发

症。胎盘植入患者的血清ＨＣＧ也转为阴性，应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提示宫腔内无明显异常回声。部分患者由于在转院前

出血量较大，术后短期内仍有少量出血，超声检查也提示有明

显不规则异常回声，而经治疗后无出血患者超声检测无回声，

此结果与上述结论相符。所以超声检测能够较好的预判患者

是否出现出血，且能够帮助医护人员了解患者宫腔内的情况，

对临床预防和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关研究表明，患者在

术后一般不会出现不良反应，本文却发现全部３６例患者有４例
在术后出现了轻微的不良反应。２例在术后情绪起伏大，１例轻
微腹痛，１例出现下肢钝痛且在走动后症状加重，但都在用药治
疗后症状缓解。其中下肢钝痛的１例患者，应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查提示无血栓形成，予以硫酸镁外敷后症状亦缓解。

子宫动脉栓塞对于治疗晚期子宫大出血的治疗疗效显著，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栓塞止血迅速，手术创伤小，安全性较

高。彩色多普勒超声可在术前及术后对子宫动脉血流情况进

行准确评估，可为栓塞术疗效提供准确指导。术后需加强护

理，避免下肢静脉血栓形成，避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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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环扎在复发性晚期流产防治中的
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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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在复发性晚期流产防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医院分娩有复发性晚期流产史的孕妇患者１１２例，包括接受腹部Ｂ超联合宫颈
环扎治疗的５６例患者（观察组）和５６例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对照组），观察分析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
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胎儿存活率、早产率和流产率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和肾素四项应激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１、白细胞介素－６三项炎症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可有效预防复发性晚期流产，有效提高新生儿
存活率，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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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流产指在妊娠时间在 １２～２８周时，胎儿体重低于
１０００ｇ的情况下发生的终止妊娠行为；复发性晚期流产则指连
续出现２次及以上流产情况，临床引发复发性流产的原因包括
染色体异常、母体内分泌异常、生殖道感染、免疫功能异常

等［１－３］。临床治疗复发性晚期流产根据患者患病情况可采取保

守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宫颈环扎术是主要的手术治疗方

法［４］，临床治疗时需对患者宫颈机能做出判断，存在手术指征

时及时给予手术治疗。为探讨复发性晚期流产患者临床治疗方

案，本研究针对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治疗复发性晚期流产
临床疗效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医院进行分娩的复
发性晚期流产患者１１２例，年龄２４～３８岁，根据治疗方案不同
分为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治疗组（观察组）和保守治疗组（对
照组）。观察组５６例，年龄 ２５～３８岁，平均（２９８５±３６７）岁；
流产次数２～４次，平均（２８６±０５９）次；流产时间在孕周第１３
～２７周，平均（２０９４±４８３）周。对照组 ５６例，年龄 ２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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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２９２９±４０６）岁；流产次数 ２～４次，平均（２６３±
０７９）次；流产时间在孕周第１３～２７周，平均（２１５３±４５３）周。
纳入标准：全部患者经检查均存在复发性晚期流产临床病史。

排除标准：多胎妊娠患者；并发生殖道感染患者和有宫颈手术

史的患者；胎儿染色体异常患者及有遗传病史影响生育的患

者。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两组患者的年龄、流产次数和流产时间等临床资料比

较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传统保守治疗方案：给予患者黄体酮（浙

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１０９９，１００ｇ／粒）联合维生
素Ｅ胶丸（上海信谊延安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０２３７，
０１ｇ／粒）进行保守治疗，针对确诊为先兆流产的患者实施宫颈
环扎治疗，观察组采用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手术治疗：５６例
观察组患者确认手术临床指征后择期手术，术前３ｄ肌肉注射黄
体酮保胎，术前３０ｍｉｎ注射苯巴比妥钠（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３８１，０１ｇ／ｍＬ）０１ｇ，腰麻后取膀胱截石位，
阴道常规消毒，充分暴露宫颈情况下使用宫颈钳向下牵拉前后

唇，使用中号圆针和４号或１０号丝线将宫颈缝合１周，缝合时
注意保护宫颈黏膜层以及缝合顺序，宫颈缝合完需保证内口留

出一小指尖的空隙。术后３ｄ患者卧床静养，给予一定抗生素进
行抗感染治疗，无流产迹象可指导出院。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统计两组患者分娩前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血管

紧张素和肾素等应激指标以及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１和白细胞介素 －６等相关炎症指标［５］，同时对两组孕妇妊

娠结局进行统计，对比分析两组新生儿存活率和早产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分析

统计两组孕妇胎儿存活率、早产率和流产率情况，结果显

示观察组孕妇早产率、流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胎儿存活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分析

组别 观察组（ｎ＝５６） 对照组（ｎ＝５６） χ２ Ｐ

存活 ５１（９１０７） ３５（６２５０） １２８２３ ０００１

早产 ４（７１４） １５（２６７９） ７９８２ ０００７

流产 ５（８９３） ２１（３７５０） ６５８７ ００１２

２２　两组孕妇应激指标比较
对比分析两组孕妇妊娠前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血管

紧张素和肾素四项应激指标情况，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应激指标

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应激指标比较

组别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６）
χ２ Ｐ

肾上腺素（ｎｇ／ｍＬ） ７６５９±１０２６１６７３８±２２３４ ２９３９ ０００３

去甲肾上腺素（ｎｇ／ｍＬ） ９８０６±１１６８１７９２８±２５０７ ２３５７ ００１９

血管紧张素（ｐｇ／ｍＬ） ２５６１±４３３ ４４２８±６２２ ２５８３ ００１０

肾素（ｐｇ／ｍＬ） ２１６±０３７ ５０１±０９１ ２１９８ ００３１

２３　两组孕妇炎症指标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１、白细胞

介素－６三项炎症指标显示，观察组三项炎症指标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炎症指标比较

组别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６）
ｔ Ｐ

肿瘤坏死因子－α（μｇ／Ｌ） ０７４±０１３ １８５±０４３ ２３０６ ００２１

白细胞介素－１（ｎｇ／Ｌ） １０３３８±１７６８ ２４１５９±３１５６ ２４１５ ００１６

白细胞介素－６（ｎｇ／Ｌ） ５９７３±９０６ １７４２８±３９８１ ２８１３ ０００５

#

　讨论
复发性流产是指连续出现２次及以上的流产患者，临床复

发性晚期流产发病因素包括子宫畸形、子宫肌瘤、宫颈肌能不

全、黄体功能不全、基因异常、生殖道感染等多方面因素，而临

床中可明确病因的患者仅占一半［６－９］。为降低临床不良妊娠

率，临床针对复发性流产患者预防治疗展开分析，宫颈环扎是

临床先兆流产的紧急治疗方法之一，该种治疗方法需经临床确

诊后才可使用，而针对病因不明反复性流产患者而言，临床确

诊难度大，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１０－１２］。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
环扎作为其中一种较为综合的治疗方案，对此本研究展开分

析，对比分析了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同单纯宫颈环扎治疗的
临床疗效。

研究统计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显示观察组５６例患者妊娠后
胎儿存活率高达９１０７％，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６２５０％，胎儿早
产率和流产率也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就够表明使用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治疗可有效
延长妊娠时间，降低胎儿早产率，同时足月妊娠胎儿临床存活

率也相对较高，同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胎儿存活率相对较高一

致［１３］。统计两组患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和

肾素四项应激指标，结果显示观察组四项应激指标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研究中还统
计了两组患者肿瘤坏死因子 －ａ、白细胞介素 －１、白细胞介素
－６三项炎症指标，结果显示观察组三项炎症指标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四项应激指标和
三项炎症指标是分析宫颈局部状态的重要临床指标，过激的应

激和炎症反应是导致患者流产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七项临床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即反映观察组患者应激

反应和炎症反应较对照组较轻［１４－１６］。研究认为观察组患者通

过腹部Ｂ超对患者宫颈机能进行严格筛查，对患者是否存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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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流产做出判断，在患者出现应激反应前进行宫颈环扎治疗，

而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时已出现流产征兆，此时患者已发生应

激反应并存在一定的炎症表现［１７，１８］，即使及时进行了宫颈环扎

手术治疗也不能改变机体已出现的应激、炎症反应，因此手术

治疗临床疗效相对较差，妊娠结局也不如观察组。

综上所述，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手术防治复发性晚期流
产患者可明显降低患者应激反应和炎症反应，同时有效改善患

者妊娠结局，提高胎儿存活率，临床推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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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在妊娠早期终止妊娠中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入本院治疗的１２０例孕妇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孕妇实行传统药物流
产的方法，对治疗组孕妇实行传统药物流产协同清宫术的方法。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日后生

育质量。结果：对照组完全流产率为２０３４％，治疗组为９８３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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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孕妇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患者平均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平均出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结论：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
术在妊娠早期终止妊娠中临床效果显著优于单独采用传统药物，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传统药物流产；清宫术；终止妊娠；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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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产科治疗中近十年来大范围应用药物终止妊娠方法
为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结合处理。这种方法受年轻孕妇

所青睐。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医学领域也同步获得了较大的进

步，药物流产的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加上医疗条件进一步改

善，据有关报道统计流产成功率可达９２％以上［１］。临床治疗中

近几年有研究［２］指出：少量药物治疗对象在药物流产过程中，

因自身机体状况等相关原因可能会导致流产不完全等异常出

现，若后期无及时、有效的进行相关干预措施，则将会对患者产

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又有学者［３］报道指出：其中一个影响药物

流产可靠性的重要原因就是药物流产后有患者出现阴道异常

流血症状，药物流产后出现失血量过多以及出血时间持续长症

状对患者身体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目前药物流产中出现的

较严重的需要克服的问题。本文笔者就以上问题展开探讨，探

讨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在妊娠早期的临床应用效果。现

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入本院治疗的１２０例产妇进行
分析，比较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在妊娠早期终止妊娠效果

与只采用传统药物流产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照入院时间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入本院治
疗的１２０例孕妇。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３５岁适孕期健康女
性（排除抽烟史女性）；（２）未带宫内节育器妊娠及怀疑宫外孕
者；（３）无家族遗传疾病病史、生活中无接触有害物质，远离有
害环境；（４）无心、肝、肾疾病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者；（５）无
糖尿病且知情同意妊娠期妇女。将１２０例产妇随机分为两组，
选取适合采用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的患者６１例为治疗组，其余
患者为对照组（５９例）只采用传统药物流产的方法。所有病人

入院后首先进行常规妇产科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妇科尿

ＨＣＧ指标正常范围，肝肾功能良好、Ｂ超正常及凝血功能数据
均在正常指标范围内。所有病人均对列入研究对象无异议，并

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两组研究对象在一般资料上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Ｐ

病例数（例） ６１ ５９

平均年龄（岁） ３０７±３７ ２９５±４１ ０３０４

停经天数（ｄ） ５５８±１５４ ５６１±１６７ ０２２５

孕次 ２ ３ ０４１７

产次 １ １ ０３０２

１２　诊断标准
药物流产后宫腔内是否具有残留物，残留物包含：绒毛、蜕

膜等分布组织。

１３　治疗方法
统一对所有孕妇进行妇科Ｂ超检查，确定妊娠囊及内部着

床位置。于入院后次日早晨 ８点空腹状态下，口服米非司酮
５０ｍｇ（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１９７），晚
上８点空腹口服米非司酮２５ｍｇ，第２ｄ早晚９点空腹口服米非
司酮各２５ｍｇ／次，第３ｄ早晨７点空腹口服米非司酮２５ｍｇ，所有
患者均排空膀胱，之后于８点空腹口服米索前列醇６００μｇ（北京
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６６８）。对治疗组患者用药
２～６ｈ后行清宫术：先察看宫腔的形态和妊娠部位、大小，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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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钩破膜，在宫颈部位注射垂体后叶素６Ｕ和宫素１０Ｕ，使用刮
匙刮宫腔锐膜，使患者子宫收缩，宫腔刮干净后使用刮匙刮出

孕囊。随后等待胚胎组织正常排出［４］。两组研究对象于药物

流产后５ｄ内，行复查Ｂ超检查，查看其宫腔内是否留有残留组
织，排查患者子宫恢复状况，检查结果详细记录并比较，如有宫

腔内有残留组织，即行清宫术。

１４　标准判别
流产结果分为三类，分别为完全流产、不完全流产、流产失

败。完全流产：患者经药物流产以及清宫术处理后胚胎组织完

全排出无残留，阴道无流血出现；不完全流产：上述临床处理后

其宫内绒毛、胎盘排出不完全且有部分残留，阴道持续出血，Ｂ
超检查有残留；流产失败：经药物流产或清宫术后７２ｈ宫内妊娠
物完全未排出，仍几乎完整存在。患者仍有妊娠反应，并且血

ＨＣＧ值指标仍不在正常范围内无显著下降，Ｂ超检查宫内有完
整胚囊。实行手术前均未出现阴道持续流血现象，护士叮嘱患

者使用规格型号相同的卫生巾，通过称量卫生巾估算出血量，

记录并比较出血量。记录治疗组出血量把患者实行清宫术过

程中的出血量估算记录在内。估算出血量方法：术后过滤，吸

出组织，将血液滤出，倒入量杯，统计数据［５］。

１５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组间数据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流产情况比较

对照组完全流产率为２０３４％，治疗组为９７８１％，两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统计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流产率比较

组别 ｎ 完全流产 不完全流产 流产失败

对照组 ５９ １２（２０３４） ４２（７１１９） ５（８４７）

治疗组 ６１ ６０（９８３６） １（１６４） ０ 　　

２２　患者出血情况比较
治疗组平均出血量明显小于对照组，平均出血时间显著低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出血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出血量／ｍＬ 平均出血时间／ｄ

对照组 ５９ ３４９５±７８７ １５±１

治疗组 ６１ １７９２±４１６ ６±２

２３　孕囊排出情况
服用米索前列醇６ｈ内，治疗组相对于对照组孕囊排出情况

未见显著差异，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病人在６ｈ内孕囊的排出情况

组别 ｎ ６ｈ孕囊排出 ６ｈ孕囊未排出

对照组 ５９ ５１（８６４４） ８（１３５６）

治疗组 ６１ ４８（７８６９） １３（２１３１）

Ｐ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９

#

　讨论
药物流产具有效率高、操作简便、无痛、无需创伤的特点，

许多年轻孕妇会将其作为终止妊娠首选［６］。众所周知药物流

产对患者自身有诸多副作用，最突出的危害就是出血量过多、

持续出血时间长且进而引发一系列临床并发症。出现这种原

因可能是米非司酮在药理上具有一定的激素活性，所以患者会

出现上述情况［７］。有相关报道指出：药流后阴道持续性后行清

宫术的９８１例患者中，７８２％患者流产后检查宫内有可见绒毛
的残留。该研究证明患者宫内残留滋养细胞，其作为一种营养

型细胞是致出血时间过长重要原因［８］。

有学者提出了患者行药物流产后适当地使用一些对症药

物以此来止血，然而该结论只是提供可能性［９，１０］。药物流产联

合清宫术可以缓解长时间的流血侵害，更好的保障患者的身体

机能［１１］。近几年有不少文献提出了二者联合的优越性，不仅可

以减少病痛，而且能够降低风险。对于一些药流副作用，由于

其程度太小而直接被忽视，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１２］。而有

些则相反，一味的选用单一药流，造成孕妇流血量增大，迫不得

已选用二者结合，这种没有事先做出合理治疗方案是不可取

的。因为这样做严重危害到病人的身体健康以及日后的生育

质量［１３］。本文研究中治疗组采取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的

方法，这种方法的疗效归纳如下：（１）药物与清宫术合理配合，
一前一后主治与辅助治疗同时，对缓解流血、病痛有很大功效。

这时候实行清宫术能够大大地降低感染的几率，降低临床并发

症的发生率。同时不需实行扩宫操作，减少病人痛苦［１４］。（２）
及时、恰当地采取清宫术，能够缩短整个病程时间，能够提升病

人身体机能，保证不影响生育。（３）有些患者子宫内部发生病
变，流血不止等复杂情况，对于这类患者应及时采用清宫的措

施，从而保证子宫不受长时间疾病侵害，避免感染不必要的炎

症，治疗后，不仅能使子宫恢复原有正常机能，而且具有见效

快、治疗彻底的特点，不会产生对子宫损伤的不利因素，不影响

生育，大大减少对子宫的损伤［１５］。

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在妊娠早期终止妊娠的临床效果

相比较单纯药流而言，具有更为良好的功效，无论在出血量还是

在其他损伤方面，二者结合都会将病痛降到最低，并且对患者日

后生活质量影响较小。由于药流后子宫免疫力低，此时容易感染

或遭到损伤，因此，选择有经验的医生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必不可

少。在治疗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子宫伤害［１６］。

综上所述，此种方法相对于传统药物终止妊娠的方法比

较，患者的治疗效果好，心理较接受，使临床并发症发生率得到

明显地降低，从而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使患者能够对自己身

体有更好的认识，从而投入到全身心的治疗与保养过程，顺利

度过流产阶段［１７］。传统药物流产联合清宫术在妊娠早期终止

妊娠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研究以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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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患者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
统对子宫内膜的影响
潘春燕　张印星△　陈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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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分析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患者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对子宫内膜的影响。
方法：采用抽签法随机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患者共计１２４例，并
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６２例。对照组给予口服左炔诺孕酮治疗，观察组则在宫腔
中置入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进行治疗。测定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的经量、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
白水平、ＰＢＡＣ评分，同时观察孕激素（Ｐ）、雌激素（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Ｔ）以及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等相关激素水平的变化，统计治疗后不良反应的例数。结果：治疗前两组无排卵性子宫内膜出血患者
的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子宫内膜厚度及ＰＢＡＣ评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以上四个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月经量、子宫内膜厚度、和ＰＢＡＣ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观察组血红蛋白水平（１２５８±１４２）ｇ／Ｌ高于对照组（１１８９±１３７）ｇ／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相关激素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相关激素水
平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和对照组的ＦＳＨ、ＬＨ及Ｔ水平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
Ｅ２和Ｐ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共发生不良反应５例和对照组１３例不
良反应相比较，其不良反应率（８０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０９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子宫内膜厚度，影响体内相关激素水平的变化，降低

治疗中和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具安全性。

【关键词】　无排卵性子宫出血；左炔诺孕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子宫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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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是一种多发于青春期和更年期女性的
一种常见疾病，此病的发病机制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彻底清

楚，但多与卵巢的功能密切相关［１，２］。其主要病症表现为月经

周期、经期量均出现异常。近年来，采用口服左炔诺孕酮在无

排卵子宫出血的临床治疗中应用较为普遍［３，４］。在相关文献中

提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即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

疗，也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５］。本文对这种新治疗方法在治

疗无排卵子宫出血了过程中对患者子宫内膜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对其临床疗效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
治的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患者共计１２４例，并按照随机数表法将
其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６２例。观察组患者年龄为１６～
６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１±７４）岁；体重指数为（２６１３±１９７）
ｋｇ／ｍ２；病程为１～５年，平均病程为（３１±０５）年。对照组患
者年龄为１５～６６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８±７３）岁；体重指数为
（２６６３±１９９）ｋｇ／ｍ２；病程为１～６年，平均病程为（３２±０６）
年。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经期紊乱、经量增多，周期变

长和不规则出血等。所有研究对象满足以下纳入标准：（１）均
为已确诊的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患者；（２）心脏、肝脏、肾脏等重
要器官的功能均为正常的患者；（３）均经妇科检查没有子宫肌

瘤、恶性肿瘤、子宫内膜息肉等疾病者。排除标准：（１）均排除
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出血凝血障碍的患者；（２）均排除前６个月
使用过性激素类药物的患者；（３）均排除对本次试验用的所有
试剂及药物有禁忌者。整个研究在患者的知情同意下完成，并

经过我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在年龄、体重指数、病

程等一般资料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平均病程（年）

对照组 ６２ ３３８±７３ ２６６３±１９９ ３２±０６

观察组 ６２ ３３１±７４ ２６１３±１９７ ３１±０５

ｔ ０５３０３ １４０６０ １４４００

Ｐ ０５９６９ ０１６２３ ０１５７３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诊断性刮宫术后第５ｄ进行以下操作。对照

组每天服用左炔诺孕酮５ｍｇ（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２０１３０５２９，规格：１５ｍｇ×２片／盒），每隔８ｈ服用１次。出血
症状得到缓解时，服用的剂量开始逐渐减少，出血停止后３ｄ，则
每３ｄ减少三分之一的用量，直至最终维持每次服用５ｍｇ为止，
总计服用３个月停止用药。观察组则在宫腔中置入左炔诺孕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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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缓释系统（美国医药保健公司，内含６５ｍｇ左炔诺孕酮）进
行治疗，置入前须仔细检查宫腔中没有子宫肌瘤，无粘连现象，

严格按照操作指南进行，确保置放成功，治疗时间为３个月。
采用称重法对患者月经量进行测定，且所有患者在月经期间

均使用同一款卫生巾，再用ＰＢＣＡ评分法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月经量。采用东莞康杰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飞利浦彩

色Ｂ超对所有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进行测定。通过血
常规检查的方法对血红蛋白浓度进行分析测定。患者各激素水

平的测定：采集所有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３ｍＬ进行离心操作，并
置于－３０℃冰箱冻存待测，再采用深圳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的酶联免疫试剂盒，进行患者体内各项激素水平的

测定，且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步骤进行规范操作。

１３　评定标准
ＰＢＡＣ评分标准［６］：ＰＢＡＣ评分是指由专人收集并记录患者

月经卡，并作相关分析后得出治疗后月经量的评估结果。其

中，高于１００分，则说明月经量异常；低于１００分则说明月经量
正常。评分越低，则说明状态越好。

不良反应评定标准［７］：患者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出现头晕

头痛、乳房胀痛、消化道反应和发热等情况者，均视为不良反

应。总不良反应率为所有出现不良反应的例数所占总体的百

分比。

１４　观察指标
分别在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进行月经量、子宫

内膜厚度、血红蛋白水平、ＰＢＡＣ评分进行检测和评定，同时密
切关注患者治疗前后的孕激素（Ｐ）、雌激素（Ｅ２）、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Ｔ）等相关激素水平的变化，并
统计治疗后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例数。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对本次研究中所取得的所有数据进

行统计学处理。其中，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及相关激素水平

等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术后
不良反应等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当数据之间的比较结果显
示Ｐ＜００５时，即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子宫内膜厚度及血红蛋白水
平、ＰＢＡＣ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无排卵性子宫内膜出血患者的月经量、血红蛋
白水平、子宫内膜厚度及ＰＢＡＣ评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子宫内膜厚
度、ＰＢＡＣ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月
经量为（２８２±５３）ｍＬ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的（３３５±６７）
ｍＬ，观察组子宫内膜厚度为（２５±０４）ｍｍ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２９±０７）ｍｍ，观察组 ＰＢＡＣ评分为（２８５±６５）分低于对照
组患者的（３３６±７９）分，且观察组血红蛋白水平为（１２５８±
１４２）ｇ／Ｌ较对照组的（１１８９±１３７）ｇ／Ｌ更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子宫内膜厚度及血红蛋白水平、ＰＢＡＣ评分

组别 例数
月经量（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血红蛋白（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ＢＡＣ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２ １６４１±２３４ ３３５±６７ ８１８±１２２ １１８９±１３７ １３８±４２ ２９±０７ ４５８２±５８４ ３３６±７９

观察组 ６２ １６５９±２２５ ２８２±５３ ８０５±１１４ １２５８±１４２ １３５±３４ ２５±０４ ４５６７±５９６ ２８５±６５

ｔ ０４３６６ ４８８５１ ０６１３０ ２７５３５ ０４３７１ ３９０６６ ０３６８０ ３９７４２

Ｐ ０６６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１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６６２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７１３５ ００００１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相关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相关激素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Ｐ和 Ｔ较治疗前均明

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ＦＳＨ、ＬＨ及 Ｔ
水平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Ｅ２和Ｐ水平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患者治疗前后相关激素水平变化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２ ６２±２５ ６９±２６ ５６±１４ ４８±１２ １３８５±１９４１２８５±１８５１１７±０４０１６５±０４５０８８±０１２ ０９８±００９

观察组 ６２ ６５±２４ ６１±２３ ５５±１２ ４９±１１ １３８１±１９２１３６９±１９１１１２±０４１１１６±０３９０９１±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５

ｔ ０６８１６ １８１４６ ０４２７０ ０４８３７ ０１１５４ ２４８７４ ０６８７３ ６４７９２ １２８１１ １３５０４

Ｐ ０４９６８ ００７２０ ０６７０１ ０６２９５ ０９０８３ ００１４２ ０４９３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０２６ ０１７９４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情况
对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情况统计发现，不良反应以头

晕头痛和乳房胀痛为主，消化道反应和发热较少。观察组发生

不良反应共５例和对照组１３例不良反应相比较，其不良反应率
（８０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０９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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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组别 例数 头晕头痛 乳房胀痛 消化道反应 发热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６２ ４（６４５） ５（８０６） ２（３２２） ２（３２２） １３（２０９６）

观察组 ６２ １（１６１） ２（３２２） １（１６１） １（１６１） ５（８０６）

χ２ １８７５６ １３６２６ ０３４１６ ０３４１６ ４１５９３

Ｐ ０１７０８ ０２４３１ ０５５８９ ０５５８９ ００４１４

#

　讨论
无排卵性子宫出血是一种多发于青春期和更年期女性的一

种常见疾病［８，９］。相关资料显示，青春期中出现无排卵性子宫出

血，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发育不成熟或延迟，导致卵巢
中虽有卵泡生长发育，但不能出现排卵所致。而更年期发病则是

由于卵巢自然衰老，卵泡缺乏，卵巢功能减退，对垂体促性腺激素

敏感性降低，以致无法排卵而引起不规则的阴道出血［１０－１２］。虽

然此病的发病机制在目前尚未彻底明了，但从上面的发病机理可

以看出，无排卵性子宫出血与卵巢功能密切相关。近年来，口服

左炔诺孕酮在临床治疗中应用较为普遍。随着左炔诺孕酮宫内

缓释系统在临床治疗中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和进展，这种新治

疗方式逐渐被应用在无排卵性子宫出血的临床治疗中［１３，１４］。

本次的研究成果中表明，治疗方式的不同直接引起治疗后的

患者在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子宫内膜厚度的比较存在差异。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的患者月经量（２８２±５３）ｍＬ明
显少于口服左炔诺孕酮患者的（３３５±６７）ｍＬ，内膜厚度和
ＰＢＡＣ评分也同样明显比左炔诺孕酮患者水平要低，但前者血红
蛋白水平（１２５８±１４２）ｇ／Ｌ较后者（１１８９±１３７）ｇ／Ｌ更高。此
结果和相关文献中所取得的结果相符［１５，１６］。以上数据表明左炔

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比口服左炔诺孕酮，对子宫内膜的影响更

大。此外，从ＰＢＡＣ评分中也可以看出，其在治疗后的状态比口
服左炔诺孕酮患者更佳。同时，接受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

疗的患者在治疗后的 ＦＳＨ和 Ｐ水平分别为（６１±２３）Ｕ／Ｌ和
（１１６±０３９）ｐｍｏｌ／Ｌ，而口服左炔诺孕酮患者治疗后的ＦＳＨ和Ｐ
水平则分别为（６９±２６）Ｕ／Ｌ和（１６５±０４５）ｐｍｏｌ／Ｌ，由此可
见，前者低于后者。但是，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治疗后的

ＬＨ水平（４９±１１）Ｕ／Ｌ高于口服治疗的患者（４８±１２）Ｕ／Ｌ，
另外在Ｔ和Ｅ２的比较中，结果与ＬＨ的比较结果一致。这些相关
的激素水平，客观评价着患者的疗后效果。以上数据都表明，接

受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的患者不仅比口服治疗的患者

在子宫内膜的影响更大，在相关激素水平也更具影响力。这也提

示着，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临床治疗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此外，在本次研究中还发现，不同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和

治疗后的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也是不同的。口服左炔诺孕酮治疗

过程中，出现４例头晕头痛、５例乳房胀痛、２例消化道不良反应、
２例发热，共计出现１３例不良反应。而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
统治疗过程中，仅出现１例头晕头痛、２例乳房胀痛、１例消化道
不良反应、１例发热，共计出现５例不良反应。可见，接受左炔诺
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的总不良反应率（８０６％）明显低于口服治疗
的患者（２０９６％），这与相关研究结果相符［１７，１８］。这就表示着左

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效果更佳，且安全性更高。

综上所述，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能够更有效地降

低子宫内膜厚度，对相关激素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同

时，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还能有效降低治疗过程中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在临床治疗中更具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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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保守手术与切除输卵管手术抑郁状况及生
活质量对比
陈秀芬 　何小薇　陈少芬　阮少媚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保守手术治疗与切除输卵管手术对于异位妊娠患者抑郁状况和生活质量影响效
果对比。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异位妊娠患者１００例，按照患者的适应证
和患者自己的意愿，分为保守手术治疗组（ｎ＝５０）和切除输卵管手术组（ｎ＝５０），对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采
取腹腔镜下患侧输卵管注射甲氨蝶呤的治疗方法，对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采取腹腔镜下输卵管切除手术

的治疗方法，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ＳＡＳ）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ＳＤＳ）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状态，
采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存质量。对两组患者进行１～２
年的随访，比较两组患者的宫内妊娠率。结果：保守手术治疗组手术时间较切除输卵管手术组长（Ｐ＜
００５），而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前，保守手术治疗组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的 ＳＡＳ评分和 ＳＤＳ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显著低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
（Ｐ＜００５）；治疗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各个因子评分及生存质量总分显著高于
切除输卵管手术组（Ｐ＜００５）。结论：异位妊娠患者采取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方法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能够
具有更高的宫内妊娠率，帮助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生存质量。

【关键词】　异位妊娠；保守手术治疗；切除输卵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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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Ｐ），习称宫外孕，是由于受精
卵着床于子宫腔体之外的位置所导致［１］。异位妊娠是目前最

为常见的妇科急腹症，异位妊娠的患病率在我国呈现出上升的

趋势。异位妊娠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容易造成较为严

重的后果，会引起患者发生剧烈疼痛，导致腹腔大出血甚至出

现休克而危及患者生命［２］。采用输卵管切除术进行治疗是一

种传统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式虽然可靠，但是对于年轻的

未育妇女来说，切除输卵管的治疗方式不是最妥当的处理方

式［３］。目前关于保守手术治疗和切除输卵管手术治疗对异位

妊娠患者心理状况和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是比较少的。本研

究为了对比保守手术治疗与切除输卵管手术对于异位妊娠患

者抑郁状况和生活质量影响效果，选取了异位妊娠患者１００例，
进行了相关研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异位妊
娠患者１００例，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经妇科检查、Ｂ超检查
证实为异位妊娠；（２）所有患者符合第八版《妇产科学》中关于
异位妊娠的诊断标准；（３）所有患者及其家属自愿加入本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４）患者能够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５）
告知保守手术治疗后有持续异位妊娠状态可能及输卵管再通

率不高，而切除输卵管手术无持续异位妊娠状态顾虑，但术后

自然怀孕只能依靠对侧输卵管。排除标准：（１）患者患有阴道
慢性炎症或者畸形；（２）患者并发恶性肿瘤或者重要器官严重
疾病；（３）患者患有精神疾病。异位妊娠手术治疗适应证：（１）
生命体征不稳定或有腹腔内出血征象者；（２）诊断不明确者；
（３）异位妊娠有进展者；（４）随诊不可靠者；（５）药物治疗禁忌
症或无效者。１００例患者后通过腹腔镜探查确诊为输卵管妊
娠、非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将入选的１００例患者按照患者自己
的意愿和适应证，分为保守手术治疗组（ｎ＝５０）和切除输卵管
手术组（ｎ＝５０）。其中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平均年龄（２６８±
３８）岁，平均停经天数为（４５９±５７）ｄ，治疗前血 ｈＣＧ水平为
（２９９８５±８４１３）ＩＵ／Ｌ，包块平均直径为（３４±１４）ｃｍ。切除
输卵管手术组患者平均年龄（２７２±３９）岁，平均停经天数为
（４６３±６１）ｄ，治疗前血ｈＣＧ水平为（３００６６±７１４３）ＩＵ／Ｌ，包
块平均直径为（３５±１６）ｃｍ。两组患者丈夫生育能力方面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适应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妇女，特别

是对侧输卵管已切除或明显病变者。对未破裂的输卵管系膜

对侧缘，妊娠包块的表面最薄弱的地方切开１５～２０ｃｍ线性
切口，对已经发生破裂的输卵管则从破裂口处向两端延长切

开，使用止血钳将妊娠物和血块轻轻地牵拉出来，使用生理盐

水对输卵管腔进行反复的冲洗，确保不残留绒毛组织。对于保

守手术治疗组的患者在患侧的输卵管的近端进行甲氨蝶呤注

射，甲氨蝶呤的剂量为２５ｍｇ。《妇产科学》述切除输卵管手术
适用于无生育要求的输卵管妊娠、内出血并发休克的急症患

者，本次研究此组所选患者大多数已育１孩，但皆仍有生育要
求，告知保守手术与切除输卵管手术利弊，患者选择切除患侧

输卵管。对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的患者，沿着输卵管近系膜缘

处电凝后将全部输卵管切除，对于合并对侧输卵管粘连、扭曲

和伞端狭窄的患者进行附加粘连松解、伞端的扩张。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以

及大出血、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在患者

手术前和术后３个月时进行心理状态评估，采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ＳＡＳ）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ＳＤＳ）评价患者的心理状态，
每个量表都有２０个条目，凡是ＳＡＳ评分超过５０分为存在焦虑，
５０分至５９分为轻度焦虑，６０分至６９分为中度焦虑，超过６９分
为重度焦虑。凡是ＳＤＳ评分超过５３分为存在抑郁，５３分至６２
分为轻度抑郁，６３分至７２分为中度抑郁，超过７２分为重度抑
郁。在患者术后３个月时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采用生存质量
测定量表简表对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定，主要包括了４
个方面的因子：心理因子、环境因子、生理因子和社会关系因

子。对患者进行为期１～２年的随访，方式为电话随访，了解患
者的术后再次妊娠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的双录入，核查并纠错。数据

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计数资料采用率进行描述，满足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

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推断，检验水准
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保守手术治疗组的手术时间较切除输卵管手术组长，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保守手术治疗组术中出血量和
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保守手术治疗组 ５０ ６６７±５８ ２１５±７３ ７４±２１

切除输卵管手术组 ５０ ５８４±４９ ３３４±９５ １１６±４５

ｔ ６７６３ ４４４２ ３７８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保守手术治疗组出现恶心呕吐１例，腹痛２例；切除输卵管手

术组出现腹痛１例，发热１例；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大出血等严重并
发症。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大出血 恶心呕吐 腹痛 发热

保守手术治疗组 ５０ ０ １ ２ ０

切除输卵管手术组 ５０ ０ ０ １ 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差异的比较
治疗前，保守手术治疗组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的 Ｓ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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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保守手
术治疗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和 ＳＤＳ评分显著低于切除输卵管手

术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差异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ＡＳ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ＤＳ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保守手术治疗组 ５０ ５３４±８７ ４３２±４８ ５４３±９６ ４９３±１０４

切除输卵管手术组 ５０ ５３１±８８ ５１４±４５ ５４６±１０１ ５６７±１６２

ｔ ０１７１ ８８１３ ０１５２ ２７１８

Ｐ ０８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９ ０００８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差异的比较
治疗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测定各个因子评

分及生存质量总分显著高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差异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生理因子（分） 心理因子（分） 环境因子（分） 社会因子（分） 生存质量总分（分）

保守手术治疗组 ５０ ２３５±３５ ２０３±３８ ２６３±４６ ９５±２６ ７８９±１０４

切除输卵管手术组 ５０ ２０８±３２ １７６±３５ ２２４±３４ ７５±２９ ７０５±１０２

ｔ ４０２６ ３６９６ ４８２１ ３６３１ ４０７７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

　讨论
异位妊娠多发生于输卵管炎症、输卵管发育不良或功能异

常、宫内节育环、人工助孕、盆腔内有肿块、有异位妊娠病史及

结扎后再通的患者，其中以输卵管妊娠多见［４，５］。且输卵管管

壁较薄，孕囊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输卵管破裂而引起内出

血，因此异位妊娠是妇科急症，早期及时有效诊断和治疗对挽

救患者的生命非常重要［６］。传统的异位妊娠的治疗方式是通

过手术将输卵管进行切除，这种治疗方法对于异位妊娠的患者

虽然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对于很多患者而言，会有可能

对其造成终身的遗憾，甚至对其家庭幸福造成较为严重的影

响，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患者还未生育，或者仅剩一侧输卵

管［７，８］。因此，切除输卵管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必然有可能会引

起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甚至有可能造成患者的生活质量下

降［９］。近年来，腹腔镜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由于腹腔镜手术具

有很多的优点，例如创伤较小、患者疼痛较轻、患者恢复速度较

快、住院时间短等，腹腔镜手术还具有较好的手术视野，在手术

过程中可以把病灶放大，将妊娠组织进行有效地清除，可以减

少持续异位妊娠的发生［１０，１１］。因此，在腹腔镜下进行保守手术

治疗能够大大地增加保留患者输卵管的可能性。

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的手术环境比较封闭，对于患者盆腔

的内环境造成的干扰比较小，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器官暴露在

空气当中，或者异物可能对组织造成的损伤，能够更加有效地

阻止手术后盆腔及输卵管发生粘连，因此很好地保留了输卵管

的通畅［１２，１３］。国内外很多相关的研究都发现，腹腔镜保守手术

治疗异位妊娠，能够使患者获得较高的宫内妊娠率，有效地减

少术后再次异位妊娠发生的可能性［１４－１６］。因此，经腹腔镜保

守手术治疗的异位妊娠患者，由于其手术伤害较小，很大程度

上保留了生育能力，可以有效地降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帮

助患者提升生活质量［１７，１８］。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宫内妊娠率显

著高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Ｐ＜００５），由此可以看出，保守
性的手术治疗对于异位妊娠患者的术后生育功能的影响要明

显比切除输卵管手术小，对于很多需要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而

言，是非常理想的治疗方式，这与很多类似的研究结果是相似

的。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治疗前，保守手术治疗组与切除输

卵管手术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和 ＳＤ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
显著低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Ｐ＜００５），说明保守手术治
疗比切除输卵管手术治疗更有利于患者的心理状态，减少患者

的抑郁、焦虑情绪。治疗后，保守手术治疗组患者的生存质量

测定量表简表各个因子评分及生存质量总分显著高于切除输

卵管手术组（Ｐ＜００５），表明经保守手术治疗的患者比经输卵
管切除手术治疗的患者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加有利于保持

她们原有的幸福生活。此外，保守手术治疗组的手术时间较

长，但是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明显减少，而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所以，我们推测术中出血量增加，

住院时间延长，可能与切除输卵管手术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

绪有关，继而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异位妊娠患者采取保守手术治疗方法具有更高

的安全性，能够具有更高的宫内妊娠率，帮助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况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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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病人的影响．护理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９３－１１９５．

［１７］　江琴．米非司酮联合氨甲喋呤治疗输卵管异位妊娠的临床研究．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７）：３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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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前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产后出血患者临床结
局的影响研究
涂雪松１　胡利霞２　陈玉环２△　李枫２

１孝感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２孝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卡列前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产后出血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在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期间收治的产后出血患者１４０例作为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
这１４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７０例和对照组７０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治疗，给予观察组患者行卡列前
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疗效、产后出血情况、凝血功能指标以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观察组显效占比４４３％（３１／７０），有效率为９７１（６８／７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７％（１８／７０）、８８６％（６２／
７０），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患者第三产程时间（５６±１８）ｍｉｎ、产后２ｈ出血量
（４６８２±１７５６）ｍＬ、产后２４ｈ出血量（５３３２±２０１６）ｍＬ、产后出血发生率２２９％、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
值（１６８±３７）ｇ／Ｌ明显高于观察组（３１±１２）ｍｉｎ、产后２ｈ出血量（３２１８±１１２７）ｍＬ、产后２４ｈ出血量
（３７４８±１４１７）ｍＬ、产后出血发生率５７％、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值（１１２±２６）ｇ／Ｌ，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ＡＰＴＴ（３０２±７２）ｓ、ＰＴ（１３２±５２）ｓ、ＴＴ（１８２±４７）ｓ、Ｆｇ（４７±１３）ｇ／Ｌ和
对照组相比（３１３±７１）ｓ、ＰＴ（１２８±５１）ｓ、ＴＴ（１７９±４８）ｓ、Ｆｇ（４８±１３）ｇ／Ｌ凝血功能指标相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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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观察组腹泻、血压升高、恶心、面色潮红等不良反应情况与对照组相当（Ｐ＞００５）。结论：卡前列素氨
丁三醇起效快，作用时间长，可以有效降低产妇产后出血时间和出血量，明显缩短产妇第三产程，安全性高，

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产后出血；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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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产科比较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指胎儿娩出
后２４ｈ内失血量大于５００ｍＬ，发生率为３％左右，是我国产妇死
亡的首要原因［１］。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为宫缩乏力，主要临床

表现为产道出血急、量多或持续小量出血，如果治疗无效，需要

通过宫腔填塞纱条、结扎子宫动脉、髂内动脉栓塞甚至切除子

宫等方法进行止血，严重的影响患者以后的生活质量，病情严

重者甚至会危及生命［２］。因此在临床上合理应用持续按摩子

宫，缩宫素、米索前列醇、卡孕栓等药物来控制出血、提高产后

生活质量、降低产妇死亡率意义重大。在治疗上采用卡前列素

氨丁三醇对子宫平滑肌具有强烈的收缩作用，安全、有效［３］。

本文通过选取我院产后出血患者，对其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来探究行卡列前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在产后出血患者治疗过程

中的临床效果。现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我院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期间
收治的１４０例产后出血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将这１４０例产后
出血患者随机分为例数相等的观察组和对照组。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书。对照组７０例患者的年龄为２２～３９岁，平均年龄为
（３０８±３１）岁；其产次为１～３次，平均产次为（２１±１２）次；
孕龄为３８～４２周，平均孕龄为（４０８±２２）周；分娩方式：剖宫
产５２例、阴道分娩１８例；危险因素：羊水过多９例、瘢痕子宫１０
例、巨大儿１１例、多胎妊娠１２例、前置胎盘８例、产程延长１０
例、胎盘早剥１０例。观察组７０例患者的年龄为２２～３９岁，平
均年龄为（３０９±３２）岁；其产次为１～３次，平均产次为（２２
±１１）次；孕龄为３８～４２周，平均孕龄为（４０７±２１）周；分娩
方式：剖宫产５３例、阴道分娩１７例；危险因素：羊水过多１０例、
瘢痕子宫９例、巨大儿１２例、多胎妊娠９例、前置胎盘９例、产
程延长１１例、胎盘早剥１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产次、孕龄、分
娩方式、危险因素上差异不大，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产后均有出血倾向；患者胎盘娩出后

阴道出血量均大于５００ｍＬ。排除标准：患者合并哮喘、胃溃疡、
胎盘残留、软产道损伤、凝血功能障碍、合并传染性疾病、精神

疾病史等。



·１１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２６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表１　两组患者危险因素比较

危险因素 对照组 观察组

羊水过多 ９ １０

瘢痕子宫 １０ ９

巨大儿 １１ １２

多胎妊娠 １２ ９

前置胎盘 ８ ９

产程延长 １０ １１

胎盘早剥 １０ １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给予对照组自然分娩患者进行肌注缩宫素（吉林省辉南长

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２０２３２４１）２０Ｕ；剖宫产
患者在子宫宫体注射缩宫素２０Ｕ，两种分娩方式患者均含服米
索前列醇片（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４１３６）
２００μｇ。给予观察组自然分娩患者在子宫宫颈处注射卡前列素
氨丁三醇 ２５０μｇ（太原大宁堂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４０２１２５９）；剖宫产者在子宫宫体肌层进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
注射，如果两种方式在１５ｍｉｎ后仍有出血，可以进行再次注射，
将次数控制在４次以内，总药量小于２ｍｇ［４］。

观察指标：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疗效、产后出血情况、凝

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血浆凝血酶原时
间（ＰＴ）、血浆凝血酶时间（ＴＴ）、纤维蛋白原（Ｆｇ）］、不良反应
情况［５］。

疗效评定：显效：患者用药１５ｍｉｎ内子宫有明显收缩反应，
阴道出血量明显减少；有效：重复给药后３０ｍｉｎ后内子宫有收
缩反应，阴道出血量减少；无效：多次给药后，子宫仍无收缩反

应，阴道继续出血，需立即进行手术［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

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如果
Ｐ＜００５，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显效占比４４３％（３１／７０），有效率为９７１（６８／７０），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７％（１８／７０）、８８６％（６２／７０），Ｐ值均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７０ 　３１（４４３） ３７（５２９） ２（２９） ９７１

对照组 ７０ １８（２５７） ４４（６２９） ８（１１４） ８８６

χ２ － ５３０６ １４３５ ３８７７

Ｐ － ００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４９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对照组患者第三产程时间（５６±１８）ｍｉｎ、产后２ｈ出血量

（４６８２±１７５６）ｍＬ、产后２４ｈ出血量（５３３２±２０１６）ｍＬ、产后
出血发生率２２９％、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值（１６８±３７）ｇ／Ｌ
明显高于观察组（３１±１２）ｍｉｎ、产后 ２ｈ出血量（３２１８±
１１２７）ｍＬ、产后２４ｈ出血量（３７４８±１４１７）ｍＬ、产后出血发生
率５７％、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值（１１２±２６）ｇ／Ｌ，Ｐ值均小
于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第三产程时间（ｍｉｎ） 产后２ｈ出血量（ｍＬ） 产后２４ｈ出血量（ｍＬ） 产后出血发生率 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值（ｇ／Ｌ）

对照组 ７０ ５６±１８ ４６８２±１７５６ ５３３２±２０１６ １６（２２９） １６８±３７

观察组 ７０ ３１±１２ ３２１８±１１２７ ３７４８±１４１７ ４（５７） １１２±２６

ｔ － ９６６９ ５８７０ ５３７８ ８４００ １０３６１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产妇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 ＡＰＴＴ（３０２±７２）ｓ、ＰＴ（１３２±５２）ｓ、ＴＴ

（１８２±４７）ｓ、Ｆｇ（４７±１３）ｇ／Ｌ和对照组相比（３１３±７１）ｓ、
ＰＴ（１２８±５１）ｓ、ＴＴ（１７９±４８）ｓ、Ｆｇ（４８±１３）ｇ／Ｌ，Ｐ值均
大于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腹泻、血压升高、恶心、面色潮红等不良反应情

况与对照组相当，Ｐ值均大于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５。

表４　两组产妇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ＡＰＴＴ（ｓ） ＰＴ（ｓ） ＴＴ（ｓ） Ｆｇ（ｇ／Ｌ）

观察组 ７０ ３０２±７２ １３２±５２ １８２±４７ ４７±１３

对照组 ７０ ３１３±７１ １２８±５１ １７９±４８ ４８±１３

ｔ ０９１０ ０４５９ ０３７４ ０４５５

Ｐ ０３６４ ０６４７ ０７０９ ０６５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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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腹泻 血压升高 恶心搐 面色潮红

对照组 ７０ １（１４） １（１４） ２（２９） １（１４）

观察组 ７０ 　２（２９） ０（００） １（１４） ３（４３）

χ２ ０３４１ １００７ ０３４１ １０２９

Ｐ ０５５９ ０３１６ ０５５９ ０３１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产后出血是我国孕产妇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其发展

迅速、病情严重，需要进行快速诊断和紧急施救，如果止血不及

时，会引发凝血功能严重障碍，最后只能迫行子宫切除术，严重

影响产妇产后恢复及生活质量，甚至导致产妇死亡［７］。而宫缩

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宫缩乏力造成胎盘附

着部子宫壁血窦不能有效关闭，形成出血，且发病迅速，导致产

妇垂体功能减退、形成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休克等。所以在治

疗产后出血中使开放的血窦关闭及子宫肌纤维收缩能力加强

是最有效的方式。虽然缩宫素能够加强子宫上段肌纤维收缩

并间接刺激子宫平滑肌收缩，但是当受体位点应用剂量饱和

后，增加使用剂量不能提高收缩子宫的能力，反而会导致严重

不良反应，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

本文通过对比采用常规治疗和行卡列前素氨丁三醇注射

液治疗两种方案，结果发现，观察组显效占比４４３％（３１／７０），
有效率为９７１（６８／７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７％（１８／７０）、
８８６％（６２／７０），与郭永泽等人［８］报道一致。研究表明卡前列

素氨丁三醇为氨丁三醇盐溶液，含有天然前列腺素 Ｆ２α（
ＰＧＦ２α）的（１５Ｓ）－１５甲基衍生物，可以使子宫平滑肌强烈收
缩，进而压迫胎盘附着部位血窦和纠正宫缩乏力而止血。其可

对抗１５－羟脱氢酶对其的灭活作用，延长半衰期，药物活性得
到增强，起到立竿见影的止血效果，而且作用持久［９］。对照组

患者第三产程时间、产后２ｈ出血量、产后２４ｈ出血量、产后出血
发生率、产后２４ｈ血红蛋白下降值明显高于观察组，与许伟荣
等［１０］报道一致。表明卡前列氨丁三醇作用效果好，其可以抑制

腺苷酸环化酶，通过阻断环磷腺苷的形成环节，来增加胞浆内

钙离子的浓度，起到促使肌层纤维收缩的目的。观察组患者

ＡＰＴＴ、ＰＴ、ＴＴ和对照组相当，与刘淼等［１１］报道一致。表明卡列

前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的应用不会影响产妇的凝血功能。观察

组患者腹泻、血压升高、恶心、面色潮红等不良反应情况与对照

组相当，与王骧等［１２］报道一致。缩宫素半衰期较短，约３ｍｉｎ左
右，很容易在体内被清除，并且其只能收缩子宫上段，效果有

限，而且该药会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致使患者发生潮热、汗

出、躁动等不良反应，大剂量使用还会引起水中毒。而卡前列

素氨丁三醇半衰期相对较长，１５～３０ｍｉｎ即可以血药浓度达最
高值，作用时间短，减少药量，具有高效、安全、迅速、便捷等优

点。这些优点与许多文献报道一致［１３－１８］。

综上所述，卡前列素氨丁三醇起效快，作用时间长，可以有

效降低产妇产后出血时间和出血量，明显缩短产妇第三产程，

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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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对产妇未来生殖健康与性功能的
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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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对产妇未来生殖健康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本次研究的对
象均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我院就诊的剖宫产手术并发症患者，共５０例，将其作为实验组，同时
选取同时期来我院就诊的剖宫产手术没有发生并发症的患者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的生殖健康和性功能
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实验组患者在产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９个月的ＦＳＦＩ评分分别为（２０６±１３）分、（２４４
±１６）分和（２９３±２２）分，产后３个月和产后６个月的 ＦＳＦＩ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是在产后９个月的
ＦＳＦＩ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组间比较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在产后３个月恢复性功能
的比例为６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７２０％，６个月和９个月的比例分别为８６０％和１０００％，与对照组相
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对产妇产后３个月的性功能评分以及性功能恢复造
成影响，但是在产后９个月，性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关键词】　剖宫产手术并发症；生殖健康；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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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产后无论是生殖健康还是性功能都会和生产之前
产生巨大的差异，尤其是进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１］。患者在剖

宫产手术之后发生并发症，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性功能等

都造成不良的影响［２］。我院以剖宫产手术并发症患者５０例为
研究对象，探讨患者未来的生殖健康和性功能，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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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对象均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我院

就诊的剖宫产手术并发症患者。纳入标准：符合剖宫产手术并

发症的诊断标准；所有的患者均无严重肝肾疾病；均为足月妊

娠；均知情同意。共５０例，将其作为实验组，同时选取同时期我
院就诊的剖宫产手术没有发生并发症的患者５０例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２２～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７６±１６）岁；体重指
数为（２３６±１６）ｋｇ／ｍ２；其中初产妇有３０例，经产妇有２０例。
实验组５０例，年龄２３～３６岁，平均年龄（２８２±１５）岁；体重指
数为（２４０±１５）ｋｇ／ｍ２；其中初产妇有２８例，经产妇有２２例；
其中发生产后出血２０例，产褥感染１５例，继发子宫腺肌病 ５
例，盆腹腔粘连４例，子宫憩室４例，子宫内膜异位症２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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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在产后９个月内均处于同居状态，在年龄、体重指数等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两组调查对象在产后的３个月、６个月和９个月进行性
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性生活频率等进行调查。对患者的性功能

调查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得分越高
表示性功能越好，当患者的问卷调查总分在６５５分以下的表示
女性存在性功能障碍。对患者的性生活恢复时间调查采用自

制的问卷调查进行调查，一共分为三个选项，分别为产后３个月
内恢复、３～６个月恢复以及６个月后恢复。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的统计方法为：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产后生殖健康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在产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９个月的性功能指数
（ＦＳＦＩ）评分分别为（２０６±１３）分、（２４４±１６）分和（２９３±
２２）分，在产后３个月和产后６个月的ＦＳＦＩ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但是在产后９个月的 ＦＳＦＩ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具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产后ＦＳＦＩ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实验组 ５０ ２０６±１３ ２４４±１６ ２９３±２２

对照组 ５０ ２５９±１４ ２７６±１８ ２９６±２９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后性功能恢复时间情况比较
实验组在产后３个月恢复性功能的比例为６００％，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 ７２０％，６个月和 ９个月的比例分别为 ８６０％和
１０００％，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后性功能恢复时间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实验组 ５０ ３０（６００） ４３（８６０） ５０（１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 ４４（８８０） ５０（１０００）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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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中进行剖宫产的患者

数量越来越多，虽然为人们的生产过程减轻了痛苦，但是也出

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不良影响即手术并发症的发

生率也在不断增多［３］。产妇产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属于恢

复期，尤其是在半年内会出现性功能障碍等问题［４，５］。采用不

同的分娩方式会对产妇产后性功能造成不同的影响，和顺产的

产妇相比，剖宫产产妇的性功能受抑制程度会更大，容易出现

性欲低下、性交痛等问题。剖宫产术后发生并发症，会使产妇

的盆底组织受到损害，同时伤害产妇的腹壁组织，并且对受损组

织的修复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产后

生殖健康［６－８］。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会增强产妇的产褥

期疼痛感和不适感，使产妇的生理恢复和心理恢复更加困难，

因此产后性功能也会受到影响［９－１３］。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一

般在半年之后，女性的生理结构基本恢复正常，因此性生活和

性功能受到的影响也会减小，直至恢复正常［１４－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在产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９个
月的ＦＳＦＩ评分分别为（２０６±１３）分、（２４４±１６）分和（２９３
±２２）分，产后３个月和 产后６个月的 ＦＳＦＩ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但是在产后９个月的 ＦＳＦＩ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具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进行剖宫产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出
现盆腔粘连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在产后３个月和６个月会使
产妇产后性欲低下，性满意和性高潮等指标都下降，在产后９个
月基本恢复正常；实验组在产后 ３个月恢复性功能的比例为
６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７２０％，６个月和９个月的比例分别
为８６０％和１０００％，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本研究结果与陈海青等［１８］关于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对产妇未来

生殖健康及性功能的影响的研究报道数据吻合。说明剖宫产

手术并发症对产妇产后６个月内的性功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但是在产后９个月，性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剖宫产手术并发症会对产妇的近期性生活造成

较大的影响，对产后远期性功能的影响较小，在较长的时间内

可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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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张文华，王芳，辛晓玲．残角子宫妊娠误诊致子宫破裂原因分析．
西南国防医药，２００９，１９（１２）：１１７１．

［５］　陈卫东．系统护理干预对剖宫产产妇负性情绪、早期泌乳及术后
并发症的影响．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３３）：４１１２－４１１４．

［６］　贺淑珍，樊揪顺，王海霞．巨大儿产妇新式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分
析及预防对策．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１，３８（１５）：７７－７８．

［７］　王巍．对瘢痕子宫孕产妇进行再次剖宫产手术的并发症发生情
况分析．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６，１４（２）：１７０－１７１．

［８］　齐红霞．剖宫产手术相关并发症对未来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３．

［９］　ＤａｂｉｒｉＦ，ＹａｂａｎｄｅｈＡＰ，Ｓｈａｈｉ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ｅ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ｏｕｓｗｏｍｅｎ．ＯｍａｎＭｅｄ
Ｊ，２０１４，２９（４）：２７６－２７９．

［１０］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ＭＡ，ＷｅｌｌｍａｎｎＭ，ＦｏｕｚａｓＳ，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ｏｆ
ｃｏｐｅｐｔｉ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ｎｅｗｂｏｒ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４，
９９（９）：Ｅ１７５０－１７５３．

［１１］　ＲｏｇｅｒｓＲＧ，ＬｅｅｍａｎＬＭ，ＢｏｒｄｅｒｓＮ，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ｏ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ｕｌｌｉｐａｒｏｕｓｗｏｍｅｎ．ＢＪＯＧ，２０１４，１２１（９）：１１４５－１１５３．

［１１］　王喜红．新式剖宫产术与改良式新式剖宫产术对产妇的影响分
析．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３，１２（４）：１１３－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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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贺淑珍，樊揪顺，王海霞．巨大儿产妇新式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分
析及预防对策．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１，３８（１５）：７７－７８．

［１３］　龙吟．分析个性化护理对剖宫产术后患者身心健康恢复的影响．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６，１６（１７）：１－２．

［１４］　张丽娇．浅谈第二产程剖宫产手术对母婴健康的影响．当代医
药论丛，２０１４，１（１３）：５５－５６．

［１５］　于昌云，赵廷莲，綦萍萍，等．心理干预对产妇产程进展及并发
症的影响分析．健康大视野，２０１３，２１（６７）：１１３－１１４．

［１６］　李莉．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对剖宫产产妇并发症与满意度的影
响研究．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２，１２（２９）：４９－５０．

［１７］　魏雪馨．剖宫产术后宫底沙袋加压对初产妇并发症的影响．齐
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４）：５８３－５８４．

［１８］　陈海青，黄荷凤．剖宫产手术并发症对产妇未来生殖健康及性
功能的影响．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５，５３（５）：５５－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科研重点项目（ＪＸ５Ｂ３３）。
【第一作者简介】李叶静（１９８２－），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
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９

妊娠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李叶静１　吴晓莉２　高晗３

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检验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２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３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妊娠期母体高浓度血红蛋白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两年间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进行分娩的孕妇中，选取妊
娠期在２８周以上的单胎妊娠孕妇１３７４例。按照孕妇体内血红蛋白浓度的差异分为四组：血红蛋白浓度在
７５％以上者作为１组，５０％～７５％之间为２组，３组２５％ ～５０％，４组浓度在２５％以下。统计分析血红蛋白
浓度差异与妊娠结果的相关性。结果：通过对１３７４例研究对象记录的分析，四组孕妇孕早期血红蛋白浓度
与妊娠结局无相关性（Ｐ＞００５）。孕中晚期四组研究对象妊娠结局差异明显（Ｐ＜００５），１、２组妊娠结局出
现了更多不良情况。孕中期四组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１３８ｇ／Ｌ以上、１３０～１３８ｇ／Ｌ、１２３～１２９ｇ／Ｌ、１２３ｇ／Ｌ以
下。孕晚期四组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１３５ｇ／Ｌ以上、１２７～１３４ｇ／Ｌ、１１９～１２６ｇ／Ｌ以上、１１９ｇ／Ｌ以下。孕中
期血液粘度＜４５０与≥４５０两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与正常妊娠相比，孕晚期高血液粘度所造成的
不良妊娠结局显而易见（Ｐ＜００５）。结论：妊娠期母体内高浓度血红蛋白是造成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因素，
应引起相关工作者与研究者的重视，及早记录、及早举措，保证母婴远离病患。

【关键词】　妊娠期；高浓度血红蛋白；妊娠结局；血液粘度；小于胎龄儿；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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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西方生活理念的流入，新一代人群性观念较为开放，
反复多次流产现象突出。多次流产一方面导致子宫内膜损伤，

宫内感染宫内炎症反应增加；另一方面也引起子宫僵硬度增

加，继而导致产后子宫及宫颈等的肌肉回缩力减低，后者可导

致产后止血能力降低，同时出血量增加，大出血风险增加，从而

对孕产妇产前血红蛋白储备量要求增加。作为产前检查的常

规指标之一，母体血红蛋白浓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医学研究者

的重视［１］，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高浓度血红蛋白对妊娠结局的

影响上［２］。基于改善母婴预后的期望与不良结局的严重性，如

妊娠并发症、婴儿并发症等［３］，选取１３７４例孕妇来研究高浓度
血红蛋白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两年间来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进行分娩的孕妇中，随机

选取妊娠期在２８周以上的单胎妊娠孕妇１３７４例，均符合医院
伦理相关规定，同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按照孕妇体内血红蛋

白浓度的差异分为四组［４］：血红蛋白浓度在７５％以上者作为１
组；５０％～７５％之间为２组，３组２５％ ～５０％，４组浓度在２５％
以下。孕妇年龄在２０～３８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７３±６１）岁。
排除标准：（１）非单胎妊娠，妊娠期在２８周以下者；（２）严重器
官功能性衰竭者；（３）有心、肺、肝脏等严重性疾病者［５］；（４）患
有地中海贫血、糖尿病、高血压等血液系统疾病者［６］；（５）有嗜
烟、酗酒、毒药接触史等不良习惯者；（６）有妊娠相关并发症［７］。

１２　研究方法
由专业医师监测并记录各个孕妇的孕周，同时监测记录以

下几项内容［８］：（１）至少每４周进行１次血常规检测；（２）血糖
水平；（３）血压；（４）彩超检测；（５）分娩孕周、婴儿性别、体重、
体长、胎盘重量与大小［９］；（６）孕期妊娠并发症如妊娠期高血
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耐糖量减少、早产和产时并发症［１０］；

（７）婴儿并发症，如小于胎龄儿、早产、死产等［１１］；（８）记录低出
生体重、早产、死产、围产儿缺氧、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

病、妊娠期耐糖量减少、小于胎龄儿等不良妊娠结局［１２］。

１３　统计方法
记录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使用χ２

进行检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统计学差异以结果Ｐ＜００５为有意义。
"

　结果

２１　孕早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在所有１３７４例研究对象的记录中，得到１０８例孕早期血常

规记录。其中未检测到妊娠糖尿病患者，出现妊娠期耐糖量降

低患者共３４人、妊娠期高血压２人（血红蛋白浓度均为１４９ｇ／
Ｌ），同时出现围产儿缺氧８例（２例血红蛋白浓度１１５ｇ／Ｌ、６例
血红蛋白浓度１３９ｇ／Ｌ）、早产儿２例（血红蛋白浓度１１０ｇ／Ｌ）、
合并新生儿疾病６例（血红蛋白浓度在１３８ｇ／Ｌ以上）。通过分
析，Ｐ＞００５，四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四组孕早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对比情况

组别 血红蛋白浓度（ｇ／Ｌ）例数 正常（ｎ＝６０）糖代谢异常（ｎ＝３４）

１ ＞１３８ ２０ １４ ６

２ １３０～１３８ ２２ １６ ６

３ １２３～１２９ ２８ １６ １２

４ ＜１２３ ２４ １４ １０

２２　孕中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孕中期血常规记录共获取１３３８例，分别统计四组妊娠结

局，１、２、３、４组出现糖代谢异常人数分别为１３４、５０、３８、１８，出现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人数分别为２４、１２、８、６，发生围产儿缺
氧人数分别为７８、３６、２０、６，小于胎龄儿在１、２、４组中出现，人数
分别为２０、８、４，早产儿同样出现在这三组中，分别为 ２８例、４
例、２例。前两组的妊娠结局明显劣于后两组（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四组孕中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对比情况

组别 １ ２ ３ ４

血红蛋白浓度（ｇ／Ｌ） ＞１３０ １２５～１３０ １１８～１２４ ＜１１８

正常（ｎ＝８９８） ２６８ １７０ ２１４ ２４６

糖代谢异常（ｎ＝２４０） １３４ ５０ ３８ １８

妊娠期高血压（ｎ＝２５） ２４ １２ ８ ６

围产儿缺氧（ｎ＝１４０） ７８ ３６ ２０ ６

小儿胎龄儿（ｎ＝３２） ２０ ８ ０ ４

早产（ｎ＝３４） ２８ ４ ０ ２

２３　孕晚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在孕晚期四组妊娠结局的记录中，１、２、３、４组出现糖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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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人数分别为１５８、４８、２６、１８，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人
数分别为２６、１８、４、２，发生围产儿缺氧人数分别为９２、２０、２０、４，
小于胎龄儿在１、２两组中出现，人数分别为２２、１０，早产儿出现
在１、２、４三组中，分别为２２、１０、２。四组妊娠结局差异明显（Ｐ
＜００５），表明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有密切关系。见表３。
２４　血液粘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孕中期血液粘度小于４５０与大于等于４５０两组间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与正常妊娠相比，孕晚期高血液粘度所造成
的不良妊娠结局显而易见（Ｐ＜００５），见表４、表５。

表３　四组孕晚期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对比情况

组别 １ ２ ３ ４

血红蛋白浓度（ｇ／Ｌ） ＞１３５ １２７～１３４ １１９～１２６ ＜１１９

正常（ｎ＝９２０） ２５２ １９８ ２３４ １３６

糖代谢异常（ｎ＝２５０） １５８ ４８ ２６ １８

妊娠期高血压（ｎ＝５０） ２６ １８ ４ ２

围产儿缺氧（ｎ＝１４６） ９２ ２０ ２０ ４

小儿胎龄儿（ｎ＝３２） ２２ １０ ０ ０

早产（ｎ＝３４） ２２ １０ ０ ２

表４　孕中期血液粘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

血液粘度 正常 糖代谢异常 妊娠期高血压 围产儿缺氧 小于胎龄儿 早产 新生儿疾病

＞４５０ ５６ ４０ ０ ２６ ２ ６ ２

≤４５０ １４２ ７０ ６ ４４ ８ １２ ６

总数 １９８ １１０ ６ ７０ １０ １８ ８

表５　孕晚期血液粘度与妊娠结局相关性

血液粘度 正常 糖代谢异常 妊娠期高血压 围产儿缺氧 小于胎龄儿 早产 新生儿疾病

＞４５０ ７８ ６２ ３０ ３４ １８ １２ ８

≤４５０ ３５６ １４０ ２０ ８０ １０ １０ ８

总数 ４３４ ２０２ ５０ １１４ ２８ ２２ １６

#

　讨论
妊娠期母体为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血液系统会产生

生理变化来为胎儿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１３］。这种变化包括血

容量增大（以血浆容量扩张为主）与血液稀释，这不仅为胎儿提

供了生命所需，也起到了补偿产后大量出血的作用［１４］。红细胞

增量相对于血浆增量较少，这导致了血液一定程度的生理稀

释，使子宫－胎盘的血液循环更加流畅，有利于母体与胎儿间
营养物质与气体的交换［１５］。血液能否有效稀释是导致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发病的直接原因之一。这就在于血液粘度的增加

导致子宫－胎盘的血液循环流速变慢，无法快速更新，伴随着
血流量的减少造成血压升高以及血氧两缺的局面［１６］。血液粘

度的增加正是高浓度血红蛋白造成的，这也是导致小于胎龄儿

出现的重要风险因素［１７］。

通过对１３７４例研究对象记录的分析，四组孕妇孕早期血红
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无相关性。但也有研究表明，孕早期母体

血红蛋白浓度越高越可能导致妊娠糖尿病的发生［１８］，其原因在

于人体内铁储备与血红蛋白浓度呈正相关关系，铁储备与营养

程度又息息相关，身体质量指数又与营养指数增减同步，而它

正是妊娠糖尿病发生的高危风险因素［１９］。孕中期统计四组妊

娠结局显示，１、２、３、４组出现糖代谢异常人数分别为１３４、５０、
３８、１８，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人数分别为２４、１２、８、６，发
生围产儿缺氧人数分别为７８、３６、２０、６，小于胎龄儿在１、２、４组
中出现，人数分别为２０、８、４，早产儿同样出现在这三组中，分别
为２８例、４例、２例。前两组妊娠结局不良状况远远大于后两组
（Ｐ＜００５）。四组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 １３８ｇ／Ｌ以上、１３０～
１３８ｇ／Ｌ、１２３～１２９ｇ／Ｌ、１２３ｇ／Ｌ以下。在孕晚期四组妊娠结局的
记录中，１、２、３、４组出现糖代谢异常人数分别为１５８、４８、２６、１８，

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人数分别为２６、１８、４、２，发生围产
儿缺氧人数分别为９２、２０、２０、４，小于胎龄儿在１、２两组中出现，
人数分别为２２、１０，早产儿出现在１、２、４三组中，分别为２２、１０、
２。四组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１３５ｇ／Ｌ以上、１２７～１３４ｇ／Ｌ、１１９～
１２６ｇ／Ｌ以上、１１９ｇ／Ｌ以下。四组妊娠结局差异明显（Ｐ＜
００５），表明血红蛋白浓度与妊娠结局有密切关系。通过对血
液粘度与妊娠结局的相关分析显示，孕中期血液粘度＜４５０与
≥４５０两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与正常妊娠相比，孕晚
期高血液粘度造成的了显而易见的不良妊娠结局（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妊娠期高浓度血红蛋白与妊娠结局密切相关，

应该引起医务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共同重视。同时，作为新时代

的年轻人，在面对当今充满诱惑的复杂社会环境时，应提高自

身的责任心、自制力、健康意识、防护意识及面对复杂事情的应

急处理能力等，正确认识性安全及妊娠的意义，及早发现、及早

采取相关措施，保证母婴健康、家庭喜乐。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Ｋ，ＭａｎｄａｉＭ，ＴｏｙｏｋｕｎｉＳ，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ｔｉｃ
ｃｙｓ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ｉｒｏｎ，ａｒｅ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ｃｙｓ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ｘｉｄａ
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１４（１）：３２－４０．

［２］　ＹａｎｇＧ，ＹｕａｎＲ，ＣｈａｉＹＱ．Ａ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ｍｐ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ｈｙｄｒｏ
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ｏｎ
ｇｏｌｄｃｏｌｌｏｉｄ／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ｇｏｌｄｃｏｌｌｏｉｄ／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ｔ

"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ｉｌ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ｄｉｓｋ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Ｂ：Ｂｉ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２００８，６１（１）：９３－１００．

［３］　ＴｓｕｊｉＹ，ＨｉｒａｋｉＹ，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Ｋ，ｅｔ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ａｎｄａｎｅ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２６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１２３　　·

ｍｉａ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ｉｇｈｌｉｎｅｚｏｌｉ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０－７５．

［４］　曹守燕，姜秀清．妊娠期高浓度血红蛋白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国
际妇产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７（１）：１６－１８．

［５］　崔宝奎，马晓东，郭粉妮，等．妊娠期血红蛋白定量与妊娠结局
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０（４）：８７．

［６］　ＫｈｅｒａＰＫ，ＪｏｉｎｅｒＣＨ，ＣａｒｒｕｔｈｅｒｓＡ，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ｇｌｕｃｏｓ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８，５７（９）：２４４５－２４５２．

［７］　ＴｕｒｏｗｓｋｉＢ，ＭａｃｈｔＳ，ＫｕｌｃｓáｒＺ，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ｆａｔ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ｆｌｏｗｄｉｖｅｒｔｅｒ（ＳＩＬＫ
－Ｓｔｅｎｔ）．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３（１）：３７－４１．

［８］　ＤｅＢａｕｎＭＲ，ＳａｒｎａｉｋＳＡ，ＲｏｄｅｇｈｉｅｒＭ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
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ｉｌｅｎｔ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ｓｉｎｓｉｃｋｌｅｃｅｌｌａｎｅｍｉａ：ｌｏｗ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ｈｅ
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ｌｏｏｄ，
２０１２，１１９（１６）：３６８４－３６９０．

［９］　吴南波，程腊花，缪丽珍，等．妊娠期高浓度血红蛋白对妊娠结局
的影响．医学信息，２０１３（１７）：５４３．

［１０］　沈婷，周晓，樊友华．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与糖化血红蛋
白相关性研究．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１３）：８６－８７．

［１１］　ＴａｎｎｅＤ，ＭｏｌｓｈａｔｚｋｉＮ，ＭｅｒｚｅｌｉａｋＯ，ｅｔａｌ．Ａｎｅｍｉａｓｔａｔｕｓ，ｈｅｍｏ
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ａｃｕｔｅｓｔｒｏｋｅ：ａ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
ＢＭＣ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２．

［１２］　ｖｏｎＴｅｍｐｅｌｈｏｆｆＧＦ，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Ｌ，ＲｕｄｉｇＬ，ｅｔａｌ．Ｍｅ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２００８，１４（１）：１９－２８．
［１３］　郭雪箐．妊娠期血常规部分参数及凝血功能的改变与妊娠结局

的关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１．
［１４］　ＡｄａｍｚｉｋＭ，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Ｔ，ＰｅｔｒａｔＦ，ｅｔａｌ．Ｆｒｅｅ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１２，１６（４）：Ｒ１２５．

［１５］　ＴｈｅｖａｒａｊａｈＭ，ＮａｄｚｉｍａｈＭＮ，ＣｈｅｗＹ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
ｎＡ１ｃ（ＨｂＡ１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
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ｌｅｎｔ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ｌａｙ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ＵＭＭＣ）—Ａｃａｓｅｒｅ
ｐｏｒ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４．

［１６］　Ｌｅａｌ－ＮｏｖａｌＳＲ，Ｍｕｎｏｚ－ＧｏｍｅｚＭ，Ｍｕｒｉｌｌｏ－ＣａｂｅｚａｓＦ．Ｏｐｔｉｍａｌ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２００８，１４（２）：１５６－１６２．

［１７］　ＡｍｂｕｒｇｅｙＯ̈Ａ，ＩｎｇＥ，ＢａｄｇｅｒＧＪ，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ｏｆｍ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０９，２２（９）：７４０－７４４．

［１８］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Ｊ，ＧｒｉｊａｌｖａＶ，ＨａｍａＳ，ｅｔａｌ．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ｃａｖｅｎ
ｇ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ａｐｏＡ－１－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２８４（２７）：１８２９２
－１８３０１．

［１９］　ＳｔａｄｌｅｒＡＭ，ＤｉｇｅｌＩ，ＥｍｂｓＪＰ，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ｐｏｗ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ｙ
ｄ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ｂｏｄ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９６（１２）：５０７３－５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薛娟（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内分泌及
不孕症诊治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白彩云，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５８４７１５２１＠ｑｑ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０

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
术治疗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薛娟１　冯艳２　白彩云３△　罗小梅３　李红梅１　李丽４

１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３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产检查治疗中心，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４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与探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治疗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３２０例，根据患者
采用不同的手术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１６０例，对照组采用 Ｂ超作用下经阴道卵泡穿刺术治疗，观察
组采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后激素水平、排卵情况以及妊娠率，同时针对观察组

激素水平进行术前和术后数据统计。结果：观察组术后与术前激素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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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两组术后比较，观察组血清ＦＳＨ升高，ＬＨ、Ｔ、ＬＨ／ＦＳＨ明显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的自然排卵率和妊娠率明显提高，流产率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腹
腔镜下卵巢打孔术治疗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具有显著的疗效，值得临床方面广泛推广。

【关键词】　腹腔镜；卵巢打孔术；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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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作为
生育期妇女最为常见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之一，患病率高达

６％～１０％，其可导致患者月经失调、闭经、不孕、高雄激素、肥胖
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症状，并且７５％的患者会不孕不育［１－３］。

ＰＣＯＳ患者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月经以及生育功能，避
免子宫内膜发生病变，得到健康的宝宝。虽然药物治疗是首选

治疗方法，但是需要长期服药，花费较大，并且疗程长，长期性

药物治疗还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和多胎妊娠，更严重

可能导致胎儿的畸形等［４，５］。而腹腔镜术因其具有简单、快速、

高效以及并发症少等优点，对于治疗难治性 ＰＣＯＳ已引起广泛
地重视［６］。

本文选取了３２０例进行不同手术治疗方法的ＰＣＯＳ患者来
研究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的治疗效果，探讨了腹腔镜下卵巢打

孔术对于治疗难治性ＰＣＯＳ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我院进行手术治疗
的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３２０例进行研究，研究开始前，所
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且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年龄２３～４１岁，平均年龄（３３６±４０）岁。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３
～４０岁，平均年龄（３３４±３９）岁；不孕的时间在２～１２年，平
均年限（７９±２９）年；其中表现闭经症状的有８９例，月经稀发
症状有７１例；表现为原发性的不孕症状有１１８例，继发性不孕
症状有４２例。观察组患者年龄在２３～４１岁，平均年龄（３３８±

４１）岁；不孕的时间在３～１２年，平均年限（７８±２７）年；其中
表现闭经症状的有９１例，月经稀发症状有６９例；表现为原发性
的不孕症状有１２０例，继发性不孕症状有４０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均为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男方均
经精液检查都正常。

１２　入选标准
依据２００３年鹿特丹 ＥＳＨＲＥ／ＡＳＲＭ标准，诊断符合这一标

准的患者［７］；排除其他导致生育期妇女不孕的原因的患者；对

已经服用克罗米芬药物治疗的患者至少在３个周期以上的患
者；临床症状表现是无排卵型月经的患者；进行促进排卵有排

卵，经３～６个月的治疗但仍不能妊娠的患者；排除其它导致影
响患者妊娠的因素。

１３　治疗方法
利用德国ＳＴＯＲＺ型电视腹腔镜（深圳中德进出口公司，生

产批号：２００４０６２１），其电针直径为０１ｃｍ，在月经后的３～７ｄ间
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取患者的膀胱截石位，手术通过气

管插管进行静脉吸入式麻醉。选取脐部的上缘部位切长约

１０ｃｍ的一个纵切口，进行充气至形成气腹，置入镜体并在左、
右下腹做长约０５ｃｍ的斜切口，然后进行全面探查，主要为盆
腔脏器以及双侧卵巢情况。探查明确后，进行卵巢的固定，用

电凝针在垂直于卵巢表面卵泡中央的位置，依据患者卵巢的大

小情况，每侧均匀地打孔８～１３个，并且孔间的间距约为１ｃｍ，
孔径约为２～３ｍｍ，每孔的深度约为３～５ｍｍ，尽量使卵泡液流
出。进行电灼时，应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彻底的冲洗，电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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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１～２ｓ，最好控制在无流血现象。并且手术后做双侧输
卵管通液术，如果输卵管发生伞端粘连，就应先对输卵管粘连

进行松解术，然后进行通液术。手术完成后用５００ｍＬ的生理盐
水对患者盆腔进行彻底冲洗最后吸净，同时用抗生素３ｄ进行预
防。对照组则采用常规的Ｂ超引导下经阴道卵泡穿刺术治疗。
在患者月经干净后的３～７ｄ，采用 Ａｌｏｋａ超声仪［日立医疗（广
州）有限公司］对≥８ｍｍ的卵泡进行抽吸。
１４　观察指标

对观察组手术前月经后的３～５ｄ抽血分别检测血清黄体生
成素（ＬＨ）、睾酮（Ｔ）、卵泡刺激素（ＦＳＨ）以及雌二醇（Ｅ２）。患
者手术后的１个月，通过采用 Ｂ超监测患者的排卵情况，并针
对相应情况指导患者如何怀孕，在第１次月经后的３～５ｄ进行
复查患者的性激素水平。所有需采集的血样都在上午９～１１ｈ
抽取。术后对患者进行１年以上的随访，记录患者的月经情况
以及妊娠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并且采取 χ２检验，

当Ｐ＜００５时，差异作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手术的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并且患者均无明显出血的症状，

术后都恢复良好，手术均无发生明显的并发症。

２１　两组术前性激素水平进行统计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的 ＦＳＨ、ＬＨ、Ｔ及 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均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术前各激素水平比较分析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ＦＳＨ（Ｕ／Ｌ） 　７９±１７ 　７７±１９ ０９９２３ ０３２１８

ＬＨ（Ｕ／Ｌ） ２３８±２４ ２３９±２２ ０３８８５ ０６９７９

ＬＨ／ＦＳＨ 　３８±０８ 　３７±０９ １０５０５ ０２９４３

Ｔ（ｎｍｏｌ／Ｌ） 　４５±１３ 　４６±０９ ０８０００ ０４２４３

Ｅ２（ｐｍｏｌ／Ｌ） １７９５±３３８ １７６２±３２９ ０８８５０ ０３７６８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激素水平比较与分析
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激素水平进行统计，比较

两组术后各项激素水平之间的差异发现：观察组血清中ＦＳＨ含
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ＬＨ与Ｌ含量以及ＬＨ／ＦＳＨ的值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Ｅ２含量比较
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激素水平比较与分析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ＦＳＨ（Ｕ／Ｌ） 　８６±１５ 　６４±０９ ２７７７８ ０００００

ＬＨ（Ｕ／Ｌ） 　９８±１６ １３９±２２ １８９０６ ００００１

ＬＨ／ＦＳＨ 　１５±０６ 　２５±０９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Ｔ（ｎｍｏｌ／Ｌ） 　１１±０５ 　２６±０９ ３２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Ｅ２（ｐｍｏｌ／Ｌ） １６８４±２９３ １７６２±３２９ １２６０８ ０１４５０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后治疗指标数据统计与分析
针对两组患者手术后治疗指标自然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观察组术后的自然排卵率和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流产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且差异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后治疗指标数据统计与分析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自然排卵率 １４１（８８１３） １０９（６８１３） １８７２４６ ０００００

妊娠率 １０８（６７５０） ８３（５１８８） ８１１７２ ０００４４

流产率 １０（９２６） ２８（３３７３） １７６４１３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ＰＣＯＳ作为育龄女性最常见的疾病，患病率高达 ６％ ～

１０％，是导致女性无排卵性从而不孕最为常见的原因，高居导致
不孕症原因第 ２位［８］。目前，药物治疗是首选的临床治疗方

法，但有１５％～２０％患者会出现耐药症状，并且容易引发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征，同时长期地服药，疗程长花费大等也困扰着

患者［９］。

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目前已经成为常用治疗ＰＣＯＳ疾病的
治疗方法［１０］，其通过来适当破坏卵巢组织，从而使得卵巢分泌

激素能力迅速的下降，同时雄激素水平也降低，从而减少了雄

激素转化为雌激素的能力，使得患者体内激素的水平得以恢复

正常，不仅能使患者排卵恢复，还能促使子宫内膜的发育，从而

提高患者术后的妊娠率［１１，１２］。并且还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

较快、术后引起粘连率低等优点［１３］，所以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

为受困于难治性ＰＣＯＳ的患者开辟了新的有效的治疗途径。谢
秀敏等［１４］研究了５２例通过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治疗 ＰＣＯＳ患
者，研究结果显示术后２年内患者的排卵率达８８５％，妊娠率
为５００％。手术后４年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没有发生明显改
变，并且指明掌握好手术强度对手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技

术操作不当，可导致盆腔粘连、卵巢功能性障碍，更严重可导致

患者的卵巢萎缩［１５］。手术过程中卵巢处打孔必须进行彻底的

止血，打孔时明确卵巢表面的血管位置必须避开，术后对盆腔

和卵巢表面用生理盐水进行彻底的冲洗，防止引起粘连［１６］。

本文通过对采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治疗的１６０例患者进
行术前术后各项激素水平比较，术后 Ｔ水平明显降低，与术前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手术使得患者雄激
素分泌减少。术后ＬＨ激素水平明显低于术前（Ｐ＜００１），这说
明手术可使ＰＣＯＳ患者内分泌紊乱症状快速地纠正［１７－１９］。所

以，针对ＰＣＯＳ患者超排卵前通过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进行治
疗可使卵泡数下降，降低ＯＨＳＳ危险以及取消移植周期比例，并
且通过与采用Ｂ超作用下经阴道卵泡穿刺术治疗１６０例患者进
行术后数据的比较。结果显示采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对难

治性ＰＣＯＳ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好，其中 ＦＳＨ含量高，ＬＨ和 Ｔ
含量以及ＬＨ／ＦＳＨ比例都明显低，且差异都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Ｅ２含量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术后的自然排卵率
（８８１３％）和妊娠率（６７５０％）都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自然排卵
率（６８１３％）和妊娠率（５１８８％），而流产率明显降低，且差异
都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显然，采用腹腔镜下卵巢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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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治疗难治性多囊卵巢综合征具有良好的临床价值，效果明

显，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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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卵巢刺激过程中卵巢慢反应１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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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技术为越来越多的不孕症患者所接受，是治疗不孕症
的重要方法。控制性卵巢剌激（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Ｓ）方案能否获得数量适中且质优的卵母细胞
及胚胎是影响ＩＶＦ－ＥＴ成功率的关键因素。ＣＯＳ过程中如若出现卵巢慢反应，一旦处理不当，就会转变为
卵巢低反应，导致获卵数少、临床妊娠率低，因此必须积极干预。本文通过对ＣＯＳ过程中出现卵巢慢反应的
１例患者进行分析，探讨卵巢慢反应的临床特征、发生原因、治疗措施、转归及预防。

【关键词】　控制性卵巢刺激；卵巢慢反应；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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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报告
患者刘某，女，２２岁，Ｇ０Ｐ０。２０１３年１月结婚，夫妇同居，

性生活正常，未避孕未孕２年。２０１３年７月于外院行子宫输卵
管造影示“宫腔形态可，内壁光，右侧输卵管迂曲、上举，造影剂

在伞端无弥散，左侧输卵管迂曲，造影剂在伞端无弥散”。平素

月经规律，３～４ｄ／２８～３０ｄ，无痛经、白带异常等。诊断为原发性
不孕症，双侧输卵管梗阻。男方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多次精液分
析均未检见精子，男科查体未见明显异常，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我院
行右侧睾丸穿刺未检见精子，病理示曲细精管１／４纤维化，余管
腔基底膜增厚，腔内只见支持细胞，未见生精细胞，符合唯支持

细胞综合征。２０１５年９月染色体检查示 Ｙ染色体 ＡＺＦ微缺失
（ｂ、ｃ区）。男方诊断为原发性不育症，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Ｙ染

色体ＡＺＦ微缺失（ｂ、ｃ区）。双方诊断符合ＡＲＴ指征，拟行供精
ＩＶＦ。患 者 基 础 内 分 泌：ＦＳＨ ４６ＩＵ／Ｌ，Ｅ２ １２８８ｐｍｏｌ／Ｌ，
Ｐ１２６ｎｍｏｌ／Ｌ，ＰＲＬ１９１ｎｇ／ｍＬ，ＬＨ４３６ＩＵ／Ｌ，Ｔ１４２ｎｍｏｌ／Ｌ。
月经第３ｄ阴道 Ｂ超示子宫前位，形态大小可，内膜居中，厚
０５ｃｍ，双侧卵巢各有窦卵泡１０余个，盆腔积液（－）。综合考
虑患者情况，拟行长方案促排卵治疗。患者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９
日（月经周期第２１ｄ）开始降调，应用达必佳０１ｍｇ，皮下注射，
ｑｄ×１０ｄ，此后达必佳改为００５ｍｇ，皮下注射，ｑｄ×４ｄ，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３日（月经周期第５ｄ）性激素四项结果示Ｅ２１１７６ｐｍｏｌ／Ｌ，
ＬＨ０７２ＩＵ／Ｌ，ＦＳＨ４０ＩＵ／Ｌ，Ｐ１２６ｎｍｏｌ／Ｌ。Ｂ超示双侧卵巢各
有窦卵泡１０余个，大者０５ｃｍ。患者达到降调效果，以果纳芬
１５０Ｕ启动，具体用药方案及卵泡监测结果见表１。

表１　具体用药方案及卵泡监测结果

日期 周期
右侧卵泡

（ｃｍ×个）
左侧卵泡

（ｃｍ×个）
内膜

（ｃｍ）
达必佳

（ｍｇ）
果纳芬

（ＩＵ）
ＨＭＧ
（Ｕ）

乐芮

（ＩＵ）
ＨＣＧ
（Ｕ）

Ｅ２
（ｐｍｏｌ／Ｌ）

Ｐ
（ｎｍｏｌ／Ｌ）

ＦＳＨ
（ＩＵ／Ｌ）

ＬＨ
（ＩＵ／Ｌ）

１１－１９ ２１ ０１

１１－２９ １ ００５

１２－０３ ５ ０５×５
０３×５

０５×５
０３×６

０５ ００５ １５０ １１７６ １３１ ４０ ０７２

１２－０４ ６ ００５ １５０

１２－０５ ７ ００５ １５０

１２－０６ ８ ００５ １５０

１２－０７ ９ ０８×２
０５×８

０８×３
０５×８

０６ ００５ ７５ １５０ ４５３１ ０８２

１２－０８ １０ ００５ ２２５

１２－０９ １１ ０８×２
０５×８

０８×３
０５×８

０６ ００５ ３７５ ２４５８ ０６５

１２－１０ １２ ００５ ３７５

１２－１１ １３ １０×３
０７×４

１０×３
０７×３

０７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９１２ ０８１

１２－１２ １４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２－１３ １５ １２×３
１０×３

１２×３
１０×３

０８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２４６７３ ２０５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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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日期 周期
右侧卵泡

（ｃｍ×个）
左侧卵泡

（ｃｍ×个）
内膜

（ｃｍ）
达必佳

（ｍｇ）
果纳芬

（ＩＵ）
ＨＭＧ
（Ｕ）

乐芮

（ＩＵ）
ＨＣＧ
（Ｕ）

Ｅ２
（ｐｍｏｌ／Ｌ）

Ｐ
（ｎｍｏｌ／Ｌ）

ＦＳＨ
（ＩＵ／Ｌ）

ＬＨ
（ＩＵ／Ｌ）

１２－１４ １６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２－１５ １７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２－１６ １８ １５×３
１１×３
１０×２

１６×１
１５×３
１０×３

１０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８１１７７ ２２６ ０６５

１２－１７ １９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２－１８ ２０ １８×３
１６×１
１５×３

１８×４
１５×３
１２×２

１１Ｂ－Ｃ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７４９３１ ３９５ ０５３

１２－１９ ２１ ００５ ３７５ ７５

１２－２０ ２２ ２１×３
２０×３
１８×２
１５×３

２２×１
２１×３
１６×３
１３×２

１２Ｂ－Ｃ ５０００ ３３６６８３ ４５８ ０５２

　　患者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取卵，获卵２５枚，受精２３枚，最
终形成优质胚胎６枚，因患者内膜条件欠佳，且获卵数大于２０
枚，ＨＣＧ日 Ｅ２大于５０００ｐｇ／ｍＬ，患者感明显腹胀，饮食较差，尿
量少，故取消本周期移植，全部胚胎冷冻。

"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统计，目前育龄期夫妇中不孕症的

患病率已达１０％～２５％，已经成为继心血管疾病、癌症之后严
重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疾病之一。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ＶＦ
－ＥＴ）技术是治疗不孕症的重要方法，所选的控制性卵巢剌激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Ｓ）方案能否获得数量适中且质
优的卵母细胞及胚胎是影响其成功率的关键因素，而卵巢反应

性又直接影响着卵母细胞数量及质量。

卵巢反应不良是指控制性卵巢刺激过程中卵巢对促性腺

激素（Ｇｎ）反应不佳，治疗后获卵数少，临床妊娠率降低和周期
取消率提高的一种现象。２０１１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协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ＥＳ
ＨＲＥ）首次推出了卵巢反应不良（ｐｏ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的
共识，并提出ＰＯＲ诊断的博洛尼亚标准［１］：（１）高龄（≥４０岁）
或存在卵巢低反应的其他危险因素；（２）前次体外受精（ＩＶＦ）周
期ＰＯＲ（常规刺激方案获卵数≤３个）；（３）卵巢储备功能试验
异常［ＡＦＣ＜５～７个或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０５～１１μｇ／
Ｌ］。至少符合以上３条中的２条即可诊断为 ＰＯＲ。若患者２
个周期应用了最大剂量的卵巢刺激方案仍出现 ＰＯＲ，可直接诊
断ＰＯＲ。该诊断标准为识别卵巢反应不良患者提供了共识性
的方法，但却将不同预后的卵巢反应不良者混杂在一起，要考

虑到卵巢储备检测正常的临床异质性亚组人群［２］，有必要进一

步区分。卵巢反应不良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卵巢低反

应，表现为获卵数少（≤３个）、Ｇｎ的使用量大（每日剂量≥
３７５ＩＵ／ｄ），由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引起；第二类是卵巢慢反应，即
给予固定剂量的Ｇｎ治疗初期，卵泡募集及激素水平正常，在周
期第７～１０ｄ继续给予相同剂量的Ｇｎ，血清 Ｅ２及卵泡大小无明

显增长，通常Ｇｎ使用时间超过１５ｄ。该类患者常在治疗前无法
正确预测其卵巢反应性，只有在治疗过程中其卵巢反应不良才

会体现出来，因此在国外文献中通常被称为“未预期的卵巢低

反应”（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ｐｏ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临床上两种类型往往交叉存
在，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３］。２０１１年亚太 ＬＨ共识提出
卵巢慢反应的特征：在卵泡刺激的第 ６～８ｄ没有直径超过
１０ｍｍ的卵泡，雌激素浓度 ＜１８０ｐｇ／ｍＬ；卵泡生长不佳或减缓，
之前生长速度为１～２ｍｍ／ｄ，减缓至３ｄ生长 ＜２ｍｍ［４］。上述病
例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正常，行长方案促排卵治疗，由于基础窦

卵泡数目较多，启动时为避免发生卵泡过多生长发生 ＯＨＳＳ风
险而未使用较高剂量的Ｇｎ起始，在卵泡刺激的第６ｄ出现雌激
素水平的下降，卵泡直径最大为８ｍｍ，６ｄ生长不超过３ｍｍ，Ｇｎ
使用时间共为１７ｄ，为典型的卵巢慢反应患者。卵巢慢反应发
生的外源性因素包括 ＧｎＲＨ－ａ降调过深［５］、Ｇｎ刺激剂量太低
等；内源性因素包括泡膜细胞功能缺陷［６］、ＬＨ浓度减少或活性
降低［５］、携带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基因型［７］、携带β－ＬＨ变异体［８］等。

卵巢慢反应如若处理不当，有可能转变为卵巢低反应，使获卵

数下降，获得较差的治疗结局，因此必须积极干预，包括增加

ＦＳＨ剂量、添加外源性 ＬＨ、行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成熟技术
（ＩＶＭ）等。多项研究发现，采取单纯ｒ－ＦＳＨ增量的方法获卵数
及妊娠率低，临床结局较差［５，９，１０］，且需要消耗较多的 ｒ－ＦＳＨ，
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法。ＩＶＭ技
术现处发展阶段，尚不成熟，且价格昂贵，实验室条件要求较

高，治疗效果并不比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好，未在各大生殖中心常规
开展。综合各项研究报道，基本一致认为在刺激开始或刺激５
～８ｄ后需要添加７５～１５０ＩＵ的重组 ＬＨ［４，１１－１４］。ＬＨ可刺激卵
泡膜细胞合成雄激素，为Ｅ２的合成提供底物，Ｅ２可增加 ＦＳＨ受
体数量，促进卵泡对ＦＳＨ的反应性，同时 Ｅ２可促进子宫内膜发
育，改善胚胎的着床环境；超过阈值剂量的ＬＨ活性可以降低受
精潜力较差的小卵泡发育，闭锁非目标卵泡，且不影响优势卵

泡的发育与成熟，降低ｈＣＧ日孕酮水平，改善子宫内膜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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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卵泡发育中晚期颗粒细胞上出现ＬＨ受体，ＬＨ直接作用于颗
粒细胞，此时补充ＬＨ可更好地发挥 ＬＨ的作用，促进卵母细胞
的最终成熟。上述病例患者于刺激８ｄ后添加重组ＬＨ７５ＩＵ／ｄ，
ＦＳＨ增量至３７５ＩＵ／ｄ，最终 ＨＣＧ日 Ｅ２上升到了３３６６８３ｐｍｏｌ／
Ｌ，获卵２５枚，受精２３枚，受精率９２％，优质胚胎６枚，优胚率
２７％，全部胚胎冷冻。２０１６年３月行人工周期冻融胚胎移植２
枚，单胎妊娠。该患者通过积极干预治疗，没有转变为卵巢低

反应，获得了良好的治疗结局。

对于前次ＩＶＦ发生卵巢慢反应的患者再次ＣＯＳ前应再次评
估卵巢反应性，根据年龄、ＢＭＩ、ＡＦＣ、ＡＭＨ、基础 ＦＳＨ、基础 Ｅ２水
平等制定个体化用药方案；起始剂量给药４～５ｄ后，再次评估卵
巢反应性，如若发现卵巢慢反应，及时个体化调整药物剂量及种

类，最常用的补救措施是及时添加外源性ＬＨ，但对于添加的时机
及剂量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有关于卵巢慢反应的相关研究较

少，出现卵巢慢反应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获卵数下降，卵子质量

降低，甚至取消周期，因此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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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糖在人类成熟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中初步应用
戴志俊　邹林兵　汪凌云　张芳芳　张奕　王静雅　季钢△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海藻糖在人类成熟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院生殖中心行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的８例患者，解冻后行卵胞浆内单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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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注射，记录存活、受精、卵裂及妊娠情况。结果：８例患者共解冻５２枚胚胎，存活４３枚，存活率８２６９％，
受精率６７４４％，卵裂率８９６６％；１例患者取消移植，７个移植周期获得临床妊娠３例，其中胚停１例，活产１
例，继续妊娠１例。结论：海藻糖在人类成熟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中的临床应用可获得较好的临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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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需要，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
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早在１９９９年 Ｋｕｌｅｓｈｏｖａ等［１］就将玻璃

化冷冻技术成功应用于卵母细胞的冷冻，国内多家中心［２－５］报

道了应用玻璃化冷冻技术冷冻人类成熟卵母细胞均取得较好

的妊娠结局。海藻糖由于其本身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及冷冻方

面的作用机制，在卵母细胞冷冻保存上的优势，引起诸多学者

的关注［６－９］，但其在人类成熟卵母细胞冷冻上临床应用价值仍

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就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生
殖中心行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的８例患者解冻情况进行回顾性
分析，旨在探讨海藻糖作为非渗透性冷冻保护剂在临床应用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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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行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后解冻的 ８例患者。女方平均年龄
（２９１３±６８８）岁，不育年限（４５±１６０）年；１例因取卵当天男
方取精失败并拒绝附睾穿刺取精，将成熟卵母细胞全部冷冻；７
例为获卵数≥２０枚，自主要求将部分成熟卵母细胞冷。全部患
者均在知情同意情况下签署卵母细胞冷冻解冻知情同意书。

１２　试剂与耗材
（１）玻璃化冷冻试剂盒（Ｃｒｙｏｔｅｃｈ，ｓｈｉｎｊｕｋｕ－ｋｕ，Ｔｏｋｙｏ，日

本）主要成份乙二醇、二甲亚砜、海藻糖、羟丙基纤维素，包含有

平衡液（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Ｓ）、玻璃化液（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ＶＳ）；（２）解冻试剂盒（Ｃｒｙｏｔｅｃｈ，ｓｈｉｎｊｕｋｕ－ｋｕ，Ｔｏｋｙｏ，日
本）主要成份海藻糖、羟丙基纤维素，含有解冻液（Ｔｈａｗｉｎｇ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Ｓ）、稀释液（Ｄｉｌｕ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Ｓ）、洗液（Ｗａｓｈ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Ｓ）；（３）冷冻载体为 Ｃｒｙｏｔｏｐ（日本加藤）；（４）培养液为
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系列（瑞典）。
１３　卵母细胞冷冻和解冻

各取０５ｍＬＥＳ、ＶＳ于 Ｆａｌｃｏｎ３０３７皿内，在室温（２４℃）下
平衡，将去除颗粒细胞的成熟卵母细胞（１次最多３枚）移入平
衡液ＥＳ中平衡５～１５ｍｉｎ，然后移入冷冻液 ＶＳ中，充分混匀后

迅速将卵母细胞置于冷冻载体 Ｃｒｙｏｔｏｐ顶端，并立刻投入液氮
中，时间控制在６０ｓ内。

取１ｍＬ解冻液 ＴＳ于 Ｆａｌｃｏｎ３６５３皿中置于培养箱３７℃预
温３０ｍｉｎ，各取０５ｍＬ解冻液ＤＳ、ＷＳ１和ＷＳ２于Ｆａｌｃｏｎ３０３７皿
在室温下平衡，将拟解冻患者载有其卵母细胞的载体Ｃｒｙｏｔｏｐ从
液氮罐中取出，将 ＴＳ置于３７℃体视镜加热载物台上，迅速将
Ｃｒｙｏｔｏｐ顶端置于 ＴＳ中，使得卵母细胞直接脱落在 ＴＳ中１ｍｉｎ，
然后在室温下依次将卵母细胞转入ＤＳ、ＷＳ１、ＷＳ２中３ｍｉｎ、３ｍｉｎ
和３ｍｉｎ。最后将卵母细胞移入过夜平衡的培养液中，置于
３７℃、６％ＣＯ２的培养箱中培养。３ｈ后取出在倒置显微镜下观
察，卵母细胞形态正常、结构完整、没有胞质变色及透明带断裂

时判断为存活，并行ＩＣＳＩ受精。
１４　受精、培养和移植

对存活的成熟卵母细胞行ＩＣＳＩ受精，受精后转入体外受精
培养液中培养，授精１６～１８ｈ后观察受精情况，以卵母细胞的胞
浆内出现双原核为正常受精，并移入卵裂期培养液中继续培

养，第３ｄ进行形态学观察：卵裂球等大，形态规则，胞质均匀清
晰，碎片无或 ＜１０％，为Ⅰ级胚胎；卵裂球不等，形态欠规则，碎
片１０％～２５％ 为Ⅱ级胚胎；细胞数在６～１０之间的Ⅰ级胚胎和
细胞数在７～９之间的Ⅱ级胚胎均为优质胚胎。优先选择优质
胚胎进行移植。

１５　妊娠结局确定
胚胎移植后黄体支持，１４ｄ抽血验 β－ＨＣＧ，当血 β－ＨＣＧ

＞５３Ｕ／Ｌ时为生化妊娠，移植后第３５ｄ进行阴道超声检查，有
孕囊及胎心搏动时为临床妊娠。

"

　结果
８例患者共解冻共５２枚胚胎，存活４３枚，存活率８２６９％，

受精率６７４４％，卵裂率８９６６％。１例患者因无胚胎可用取消
移植，７个移植周期获得临床妊娠３例，其中１例孕１４＋３周胚
停，１例孕４０周剖宫产分娩１女孩，体重３０ｋｇ，发育均正常；１
例继续妊娠中。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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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解冻后卵母细胞存活、受精、卵裂、优胚及妊娠情况［ｎ（％）］

病例 冷冻卵子数 解冻卵子数 存活卵子数 正常受精卵子数 卵裂胚胎数 优胚数 移植胚胎数 结局　　　

１ １５ ９ ６（６６６７）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３） ２ 活产１女孩

２ ６ ６ ５（８３３４） ３（６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１ 单胎继续妊娠中

３ ６ ６ ４（６６６７） ４（１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１ 未孕

４ ６ ６ ５（８３３３） ３（６０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２（１００００） ２ 生化

５ ６ ６ ６（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取消移植

６ ６ ６ ６（１００００） ４（６６６７） ４（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 单胎胚停

７ ６ ６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３３） ３（６０００） ２ 未孕

８ ７ ７ ５（７１４３） ３（６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０ １ 未孕

合计 ５８ ５２ ４３（８２６９） ２９（６７４４） ２６（８９６６） １１（４２３１） １１

#

　讨论
玻璃化冷冻技术因其在冷冻过程中形成“玻璃态”而得名，

高浓度的玻璃化冷冻保护剂尤为重要，选择合适的冷冻保护剂

既要满足快速降温形成“玻璃化”，又要尽量减少对细胞的毒性

作用。海藻糖是由两个葡萄糖分子以１，１－糖苷键构成的性质
最为稳定的天然双糖，几乎不被一般酶类分解，在人体内可水

解成葡萄糖。海藻糖对于环境变化形成的应激状态具有高抗

性，当生物体处于高温、低温冷冻、高渗透压等恶劣环境条件

时，可以保护机体内蛋白质等大分子活性，而蔗糖、葡萄糖等均

不具有这一功能。海藻糖由于其本身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及冷

冻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在卵母细胞冷冻保存上的优势，早在

２０００年美国哈佛大学Ｅｒｏｇｌｕ等［１０］的研究就发现利用低浓度海

藻糖作为冷冻保护剂可以大大提高哺乳动物细胞的存活率，并

且随后在人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上研究得出结果认为海藻糖

能够帮助细胞抵抗低温损伤，可以作为人类卵母细胞冷冻保护

剂［１１］，Ｙｏｕｎｉｓ等［１２］也报道了联合使用海藻糖和二甲亚砜玻璃

化冷冻人卵母细胞，解冻后获得较高存活率。

本文采用海藻糖作为玻璃化冷冻保护剂对８例患者卵母细
胞进行冷冻解冻，共冷冻卵子５８枚，解冻５２枚，存活４３枚，存
活率 ８２６９％，行 ＩＣＳＩ授精后 ２９枚卵子正常受精，受精率
６７４４％，获得２６枚卵裂胚胎，卵裂率８９６６％，第３ｄ优质胚胎
１１枚，优胚率４２３１％。７个移植周期获得临床妊娠３例，临床
妊娠率４２８６％。取得较好的临床结局，与文献报道［１３，１４］采用

蔗糖作为冷冻保护剂获得的临床结局相近。

虽然人卵母细胞冷冻技术仍存在一定的瑕疵，尚未被纳入

大多数生殖中心辅助生殖的诊疗常规，但随着日常工作的需要

和冷冻技术的改进，特别是卵子的较低利用率［１５］，对于一次促

排卵可以获得较多成熟卵母细胞的患者来说，在保证自身妊娠

成功的前提下，将剩余的卵母细胞捐赠，会积极推动卵子库的

建设。因此，通过不断探索新的人卵母细胞冷冻方法，改善冻

融后卵母细胞发育潜能，有效提高卵母细胞冻存效率，卵母细

胞冷冻技术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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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生育期女性生殖健康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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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就诊的年轻生育期女性生殖健康现况。方法：收集本院
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咨询或诊治的女性２４０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１）已婚和未婚女性婚前性生
活占７８３３％，未婚有婚前性生活的女性比例多于已婚者，分别为４４５８％和３３７５％；（２）有过１次以上流
产经历的女性占６２５％，避孕套是使用最多的避孕方法占 ４３７５％；（３）曾患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女性占
５３３３％，希望通过进行生殖健康咨询的途径是医院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占５４５８％，最想咨询的是生育
保健问题占３９５８％，而较少人关心避孕节育方面仅占１６２５％。结论：年轻生育期女性已婚和未婚者均存
在婚前性生活、１次以上流产经历以及曾患生殖道感染比例占多数情况，加强避孕和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宣
传有利于提高该类人群的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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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Ｆｅ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生殖健康是指人们具有繁衍生殖和调节自己生育力的本
领，并有能力去实践和享受健全的性关系。女性生育期一般自

１８岁左右开始，历时约３０年［１］，年轻女性生育期主要指前半

期，此期是妇女生殖机能最旺盛的时期，大部份女性选择在年

轻生育期完成婚育使命并采取一定的避孕节育措施预防意外

妊娠所带来的伤害，此期女性生殖健康状况备受关注［２］。近年

来由于性文化的发展、性开放观念的转变，婚前性行为在未婚

女性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工流产、生殖

道感染甚至是婚后的不育问题［３］，境况令人堪忧。加强生育期

女性的生育保健、避孕节育和疾病防护知识的宣传和指导，有

利于降低重复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率［４、５］。本研究通过个人填写

或门诊医师病史询问的方式，了解目前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

就诊患者中，未婚和已婚的年轻生育期女性性生活、婚育避孕、

生殖道感染等生殖健康现状及存在问题，为促进女性生殖健康

教育和服务，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收集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间在我院妇科或生殖
医学科门诊咨询或诊治的年轻生育期女性患者２４０例，分为未
婚组１２０例，已婚组１２０例，年龄１８～３６岁。
１２　方法

采用个人问卷匿名调查的方法，分别对年轻的未婚或已婚

生育期女性的一般情况、性生活、婚姻、生育、流产、生殖道感染

等生殖健康问题进行调查，所有女性均自愿填写或回答问卷调

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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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表，建立数据库，样品率的比较采用分

组χ２检验，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检验水准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调查总例数２４０例，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各１２０例，分别占
５００％，平均年龄（２５７５±４３０）岁，文化程度９５０％为中学以
上，月平均收入７５％女性在２０００元以上，职业包括工人、农民、
商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学生及待业或其他等。见

表１。
２２　性生活情况

已婚和未婚女性有婚前性生活的占７８３３％，未婚有婚前

性生活的女性比例多于已婚者，分别为４４５８％和３３７５％；在
性生活前或婚前男女双方先行体检的仅占３６６７％；初次性生
活年龄主要集中在在２０～３０岁共占５４５８％；性生活频率为每
周１次 ～多次的占６４５８％；性伴侣个数为１个的占７５８３％。
见表２。
２３　婚育避孕情况

未婚和已婚女性意愿结婚和生育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０岁以
下，各占４３７５％和４５８３％；生育前了解遗传病、出生缺陷病儿
知识的只占３６２５％；８２９２％的女性有妊娠史，而６２５％的女
性有过 １次以上流产经历，其中 ２次或以上流产的也有
２７０８％；已婚组８２５０％已生育小孩；两组女性共８１６７％以上
意愿采取避孕措施，其中避孕套是使用最多的避孕方法，占

４３７５％。见表３。

表１　不同婚姻状态生育期女性一般情况比较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总例数 ２４０ １２０ １２０

平均年龄

　＜２５岁 ９２（３８３３） ６９（２８７５） ２３（９５８） ４５９６ ００００

　２５～３０岁 １１１（４６２５） ４６（１９１７） ６５（２７０８）

　＞３０岁 ３７（１５４２） 　５（２０８） ３２（１３３３）

文化程度

　小学 １２（５０） 　６（２５） 　６（２５） ０３２４ ０９５５

　中学 １４８（６１６７） ７６（３１６７） ７２（３００）

　大学 ７４（３０８３） ３５（１４５８） ３９（１６２５）

　硕士或以上 　６（２５） 　３（１２５） 　３（１２５）

月平均收入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５８（２４１７） ２７（１１２５） ３１（１２９２） ３４５０ ０１７８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１４１（５８７５） ７７（３２０８） ６４（２６６７）

　＞３０００元 ４１（１７０８） １６（６６７） ２５（１０４２）

职业

　工人 ６８（２８３３） ３６（１５０） ３２（１３３３） ９７１８ ０１３７

　农民 ２７（１１２５） １２（５０） １５（６２５）

　商人 ４４（１８３３） ２３（９５８） ２１（８７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６（６６７） 　６（２５） １０（４１７）

　管理人员 ２１（８７５） 　９（３７５） １２（５０）

　学生 　７（２９２） 　７（２９２） 　０（０）

　待业或其他 ５７（２３７５） ２７（１１２５） ３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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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婚姻状态生育期女性性生活情况的比较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总例数 ２４０ １２０ １２０

婚前性生活

　有 １８８（７８３３） １０７（４４５８） ８１（３３７５） １６５９６ ００００

　无 ５２（２１６７） １３（５４２） ３９（１６２５）

在性生活前或婚前男女双方先行体检

　有 ８８（３６６７） ４０（１６６７） ４８（２００） １１４８ ０２４８

　无 １５２（６３３３） ８０（３３３３） ７２（３００）

初次性生活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６１（２５４２） ４８（２００） １３（５４２） ３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５岁 １３１（５４５８） ５９（２４５８） ７２（３００）

　２６岁以上 ４８（２００） １３（５４２） ３５（１４５８）

性生活频率

　每天１次～多次 １３（５４２） １１（４５８） 　２（０８３） ９８５９ ００２

　每周１次～多次 １５５（６４５８） ７２（３００） ８３（３４５８）

　每月１次～多次 ５８（２４１７） ２７（１１２５） ３１（１２９２）

　每年１次～多次 １４（５８３） １０（４１７） 　４（１６７）

性伴侣个数

　１个 １８２（７５８３） ８３（３４５８） ９９（４１２５） ６００６ ００５

　２个 ５１（２１２５） ３２（１３３３） １９（７９２）

　３个或以上 　７（２９２） 　５（２０９） 　２（０８３）

表３　对婚姻、生育和避孕意愿情况的比较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总例数 ２４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意愿结婚年龄

　＜３０岁 ２１５（８９５８） １０５（４３７５） １１０（４５８３） １６２４ ０４４４

　３０～３５岁 １８（７５０） １０（４１７） 　８（３３３）

　＞３５岁 　７（２９２） 　５（２０８） 　２（０８３）

意愿生育年龄：

　＜３０岁 ２０１（８３７５） ９８（４０８３） １０３（４２９２） １５３５ ０４６４

　３０～３５岁 ３２（１３３３） １７（７０８） １５（６２５）

　＞３５岁 　７（２９２） 　５（２０８） 　２（０８３）

生育前了解遗传病、出生缺陷病儿知识

　是 ８７（３６２５） ２９（１２０８） ５８（２４１７） １５１６３ ００００

　否 １５３（６３７５） ９１（３７９２） ６２（２５８３）

妊娠次数

　０次 ６５（２７０８） ４８（２００） １７（７０８） ３４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１次 ７１（２９５８） ３９（１６２５） ３２（１３３３）

　２次 ６５（２７０８） ２６（１０８３） ３９（１６２５）

　３次或以上 ３９（１６２５） 　７（２９２） ３２（１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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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流产次数

　０次 ９０（３７５０） ５３（２２０８） ３７（１５４２） ５２２０ ０１５６

　１次 ８５（３５４２） ３６（１５０） ４９（２０４２）

　２次 ５４（２２５０） ２５（１０４２） ２９（１２０８）

　３次或以上 １１（４５８） 　６（２５） 　５（２０８）

生育次数

　０次 １５４（６４１７） １１２（４６６７） ４２（１７５） ８９８９８ ００００

　１次 ６２（２５８３） 　４（１６７） ５８（２４１７）

　２次 ２１（８７５） 　３（１２５） １８（７５）

　３次或以上 　３（１２５） 　１（０４２） 　２（０８３）

意愿采取避孕措施

　是 １９６（８１６７） ９６（４００） １００（４１６７） ０４４５ ０５０５

　否 ４４（１８３３） ２４（１００） ２０（８３３）

意愿避孕方法选择

　安全期 ４７（１９５８） ３１（１２９２） １６（６６６） ４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体外射精 １９（７９２） １２（５０） 　７（２９２）

　避孕套 １０５（４３７５） ５７（２３７５） ４８（２００）

　口服避孕药 　９（３７５） 　５（２０８） 　４（１６７）

　宫内节育器 ４１（１７０８） 　３（１２５） ３８（１５８３）

　皮下埋植剂 　４（１６７） 　１（０４２） 　３（１２５）

　其他 １５（６２５） １１（４５８） 　４（１６７）

２４　生殖道感染及生殖健康咨询
未婚和已婚女性了解日常、月经期及性生活后生殖道卫生

护理知识占７６６７％；了解常见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占４７５０％，
而曾患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占５３３３％；仍有２８３３％的人以各种
原因不选择医院就诊；仅有３２０８％的人曾进行生殖健康咨询，
但８５０％认为有必要进行咨询，希望通过的途径包括医院妇科

或生殖医学科门诊（５４５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占９１７％）、
电话咨询（占３７５％）、阅读相关书籍杂志（占１２５０％）、咨询
朋友或亲戚（５２４％）、电子网络（１０４２％）、其他（４１７％）。最
想咨询的内容主要是生育保健问题占３９５８％、而较少人关心
避孕节育方面仅占１６２５％。见表４。

表４　对生殖道感染及生殖健康问题防治咨询需求的比较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总例数 ２４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日常、月经期及性生活后生殖道卫生护理知识

　了解 １８４（７６６７） ８８（３６６７） ９６（４０００） １４９１ ０２２２

　不了解 ５６（２３３３） ３２（１３３３） ２４（１０００）

常见生殖道感染症状

　了解 １１４（４７５０） ４５（１８７５） ６９（２８７５） ９６２４ ０００２

　不了解 １２６（５２５０） ７５（３１２５） ５１（２１２５）

是否曾患生殖道炎症

　无 １１２（４６６７） ６７（２７９２） ４５（１８７５） ８１０３ ０００４

　有 １２８（５３３３） ５３（２２０８） ７５（３１２５）

　阴道炎 ９３（３８７５） ４０（１６６７） ５３（２２０８）

　宫颈炎 １８（７５０） 　４（１６７） １４（５８３）

　盆腔炎或其他 １７（７０８） 　９（３７５） 　８（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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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查内容 例数　　　 未婚　　　 已婚　　　 χ２ Ｐ

若患生殖炎症首选

　自己买药 ３５（１４５８） １６（６６７） １９（７９１） １０７２ ０７８４

　咨询相熟的人 １０（４１７） 　６（２５０） 　４（１６７）

　附近诊所就诊 ２３（９５８） １３（５４１） １０（４１７）

　医院就诊 １７２（７１６７） ８５（３５４２） ８７（３６２５）

曾进行生殖健康咨询

　是 ７７（３２０８） ３５（１４５８） ４２（１７５０） ０９３７ ０３３３

　否 １６３（６７９２） ８５（３５４２） ７８（３２５０）

认为进行生殖健康咨询

　有必要 ２０４（８５００） １０４（４３３３） １００（４１６７） ０５２３ ０４７０

　无必要 ３６（１５００） １６（６６７） ２０（８３３）

希望通过哪种途径进行生殖健康咨询

医院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 １３１（５４５８） ６７（２７９２） ６４（２６６７） １１９９ ０９７７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２２（９１７） １０（４１７） １２（５００）

　电话咨询 　９（３７５） 　４（１６７） 　５（２０８）

　阅读相关书籍杂志 ３０（１２５０） １５（６２５） １５（６２５）

　咨询朋友或亲戚 １３（５４２） 　７（２９２） 　６（２５０）

　电子网络 ２５（１０４２） １１（４５８） １４（５８３）

　其他 １０（４１７） 　６（２５） 　４（１６７）

最想咨询哪方面内容

　生育保健 ９５（３９５８） ５１（２１２５） ４４（１８３３） ２３９４ ０４９５

　避孕节育 ３９（１６２５） ２０（８３３） １９（７９２）

　疾病防治 ８５（３５４２） ３７（１５４２） ４８（２０００）

　其它 ２１（８７５） １２（５００） 　９（３７５）

#

　讨论
性健康包括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是生殖健

康的重要内容。性健康受个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个性、价

值观、信仰、情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婚前性生活是性开放一

定程度下的产物，并存在不安全因素影响［６］。怀孕、生殖道感

染和性病都是与性生活有关的行为结果，伴随着不安全的婚前

性生活带来的可能是意外妊娠、人工流产和生殖道疾病、婚后

不孕症等生殖健康相关问题［７，８］。本调查结果显示未婚组和已

婚组婚前性生活者均占多数，各为４４５８％和３３７５％，可见两
组女性均大部分接受婚前性生活，但未婚组女性接受婚前性生

活的程度更高于已婚组；未婚组与已婚组患者初次性生活年龄

亦有差异，前者明显小于后者，估计可能与本研究中两组患者

本身年龄的差异、未婚组女性更接受性观念开放思想有关。据

报道，初次性生活年龄越早上述生殖健康问题的发生率越高，

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与初次性生活年龄呈正相［９］，加强性健康教

育，提高未婚女性自我保护意识，降低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问

题发生率刻不容缓［１０］。

婚育方面，两组女性主要的意愿结婚、生育年龄均集中在

３０岁以下，且已婚组患者生育前提前了解遗传病及相关出生缺
陷病儿知识的比率也较未婚组高，这无疑得益于政府近年来支

持育龄夫妇婚前体检、加大对优生优育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出生

缺陷干预工程措施的有效落实［１１］。这对于生育健康下一代，提

高整体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但本调查同时显示无论已婚组

或未婚组女性的避孕现状均不容乐观，６２５％的女性有过１次
以上流产经历，其中２次或以上流产的也有２７０８％；重复流产
使人工流产远期并发症如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慢性盆腔

疼痛等的患病率明显增高［１２］。让女性尤其是未婚生育期女性

由过去计划外妊娠被动流产手术转向主动咨询计划生育、做好

避孕措施，有助于降低人工流产率或重复流产率［１３，１４］。本调查

两组患者共 ８１６７％女性意愿采取避孕措施，但选择安全期
（１９５８％）和体外射精（７９２％）避孕方式的仍占相当一部分比
例，两种避孕方法均存在避孕效果比较差、失败率高的缺点。

多数患者选择的避孕套方式占４３７５％，其正确使用的方法及
坚持使用的习惯应注意加强学习和培养［１５］，对降低人工流产率

有很大的帮助，在临床实践工作中，年轻未婚育龄妇女的生殖

健康问题更应该受到医护工作者的重视［１６］，给予正确的指导，

对于提高全民的生殖健康水平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生殖道感染及生殖健康咨询方面，大部分女性表示了解自

我日常、月经期及性生活后生殖道卫生护理知识占７６６７％，但
超过半数以上（５２５０％）的女性表示不了解生殖道感染相关症
状，其中以未婚女性居多；曾患生殖道炎症的女性则以已婚者

占多数，主要以阴道炎最常见，当发生生殖道炎症时，大于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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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选择医院妇科或生殖医学科门诊就诊。可见相关部门

对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宣传初见成效，但不能仅限于已婚

者，而应兼顾年轻的未婚女性［１７］。

本研究显示：认为有必要进行生殖健康咨询的女性占

８５％，但真正曾进行咨询的不足三分之一，妇女们寄希望于医
院相关门诊医生的指导，但又苦于门诊的“人满为患”，往往存

在“排队时间长、问题未问完就被打发走”等遭遇；在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和电子网络咨询往往大部分患者会得到满意的服

务［１８］，故近年来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电子网络进行生殖健

康咨询的比例逐渐加大，咨询内容包括生育保健、避孕节育和

疾病防治等均比重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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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治疗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途径及孕产妇治疗
依从性影响因素研究
王慧　张欢欢△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抗病毒治疗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途径及孕产妇治疗依从性影响因素。方法：对
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我院收治的３１６例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３１６例孕
产妇中，１３６例孕产妇接受一联方案治疗，１２８例孕产妇接受二联方案治疗，４０例孕产妇接受三联方案治疗，
１２例孕产妇没有服药阻断，分别占总数的４３０％、４０５％、１２７％、３８％；依从性差组和依从性好组 ＨＩＶ感
染孕产妇在知情选择、小学及以下文化、少数民族、相信医生程度、本次生育产次、服药根本目的、方案复杂

程度、阻断成功信心、身体状况感觉方面的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结论：抗病毒治疗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
途径及孕产妇治疗依从性影响因素包括知情选择、少数民族、本次生育产次、方案、阻断成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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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ＨＩＶ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病，性行为和血液传播
是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１］。有研究指出，性传播途径占到了

感染者总量的５６２％，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２］。有研究

报道指出，一部分经性接触或者血液传播而感染ＨＩＶ的女性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妊娠，ＨＩＶ病毒可通过胎盘或分娩时通过产道、
也可通过哺乳传染，对婴儿健康威胁极大［３］。因此，母婴传播

也演变成了艾滋病传播的常见途径之一。现阶段，在对艾滋病

母婴传播进行预防的过程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临床采用的

基本措施，较为有效，但是如果患者缺乏良好的依从性，则可能

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率、提升耐药发生率，并对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ＨＩＶ）阳性产妇的后续治疗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４］。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６
年３月我院收治的３１６例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临床资料，对抗病
毒治疗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途径及孕产妇治疗依从性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８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３月我院收治的 ３１６例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所有孕产妇均接受过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服
务，均知情同意。其中４２例孕产妇在对方案进行选择的过程中
拒绝服药、服药过程中有漏服现象出现，占总数的１３３％，将这
些孕产妇归入依从性差组，年龄在１８～４１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２９６±１０２）岁。将另外２７４例孕产妇归入依从性好组，占总
数的８６７％，年龄在１９～４１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０２±１００）
岁。两组孕产妇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调查过程中运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首先对入选孕产妇的

病历及管理档案等资料进行查阅，然后对从事艾滋病母婴传播

阻断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对双盲调查方法进行熟练

掌握。采用面对面或电话调查的方法对孕产妇进行一对一调

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１６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３１６份，达到了
１００％的回收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将调查所得数据资料分别录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００及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中，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抗病毒治疗用药情况分布

３１６例孕产妇中，１３６例孕产妇接受一联方案（奈韦拉平
ＮＶＰ方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１２８例孕产妇接受二联方案
（ＮＶＰ方案＋齐多夫定 ＡＺＴ方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４０例孕
产妇接受三联方案（ＮＶＰ／依非韦伦 ＥＦＶ方案 ＋ＡＺＴ方案 ＋拉
米夫定３ＴＣ方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１２例孕产妇没有服药阻
断，分别占总数的４３０％、４０５％、１２７％、３８％。
２２　两组ＨＩＶ感染孕产妇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依从性差组和依从性好组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在知情选择、小
学及以下文化、少数民族、相信医生程度、本次生育产次、服药

根本目的、方案复杂程度、阻断成功信心、身体状况感觉方面的

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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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ＨＩＶ感染孕产妇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依从性差组

（ｎ＝４２）
依从性好组

（ｎ＝２７４）
χ２ Ｐ

知情选择

　是 ３０（７１４） ２５４（９２７） ６８６６ ０００８

　否 １２（２８６） ２０（７３）

小学及以下文化

　是 ３０（７１４） １３６（４９６） ３９４１ ００４６

　否 １２（２８６） １３８（５０４）

少数民族

　是 ２８（６６７） １１８（４３１） ４０８０ ００４２

　否 １４（３３３） １５６（５６９）

相信医生程度

　完全信任 ２４（５７１） ２４６（８９８） １３０８０ ０００２

　部分信任 １２（２８６） ２８（１０２）

　不信任 ６（１４３） ０（０）

本次生育产次

　１次 １８（７５０） ２０４（７４５） ８６９７ ０００２

　≥２次 ２４（５７１） ７０（２５５）

服药根本目的

　知道 ３０（７１４） ２６２（９５６） １１９３２ ０００２

　不知道 １２（２８６） １２（４４）

方案复杂程度

　简单（一联） ６（１４３） １３０（４７４） ４１１８ ００４１

　复杂（二联＋三联） ２４（５７１） １４４（５２６）

阻断成功信心

　大 １８（７５０） ２２２（８１０） １４５２１ ０００２

　小 ２４（５７１） ５２（１９０）

身体状况感觉

　非常好 ８（１９０） ７８（２８５） ８０４６ ００４４

　好 ２２（５２４） １６０（５８４）

　一般 １２（２８６） ２２（８０）

　差 ０（０） １４（５１）

丈夫是独子

　是 ２３（５４７） １６４（５９８） ０２１３ ０６４７

　否 １９（４５２） １１０（４０２）

续表

影响因素
依从性差组

（ｎ＝４２）
依从性好组

（ｎ＝２７４）
χ２ Ｐ

交通方便与否

　方便 ３８（９０５） ２５１（９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８

　不方便 ４（９５） ２３（８４）

服药是否怕人知道

　是 ４１（９７６） ２６３（９５９） ００１２ ０９３４

　否 １（２４） １１（４１）

有无通信工具

　有 ３５（８３３） ２４８（９０５） １３１５ ０２５２

　无 ７（１６７） ２６（９５）

身体状况

　良好 １１（２６２） ３０（１０９） ０１８７ ０６７２

　差 ３１（７３８） ２４４（８９１）

人均月收入

　＜３０００元 ３２（７６２） ２３２（８４７） １３４１ ０２４７

　≥３０００元 １０（２３８） ４２（１５３）

是否知道方案副作用

　是 ３６（８５７） ２４１（８７９） ００３３ ０８７３

　否 ６（１４３） ３３（１２１）

２３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依从性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采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表１中存在统计学
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因变量设定为是否依从性差，将

自变量设定为知情选择、少数民族、本次生育产次、方案、阻断

成功信心等，运用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Ｗａｌｄ方法将模型建立起来。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ＨＩＶ感染孕产妇依从性影响因素包括知
情选择、少数民族、本次生育产次、方案、阻断成功信心（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依从性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ＳＥ Ｅｘｐ（Ｂ） ９５％ＣＩ Ｐ

常数 －１１１７０ ２４８９６ ０００１ ２２３０ ０００１ 　　　－ －

知情选择 ２３４５ ８８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７８０ １０４４１ ２２２２～４９０３８ ００４５

少数民族 １３１６ ４９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５９５ ３７３４ １１６４～１１９６０ ００１２

本次生育产次 １４９２ ６７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５７７ ４４５２ １４３８～１３７６２ ００００

方案 １３５３ １０８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４１２ ３８７４ １７３０～８６６５ ０００９

阻断成功信心 ０９７６ ５９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４０３ ２６５８ １２０７～５８４２ ０００２

小学及以下文化 １９８６ １７６９ ０３５１ ０５６４ ２６４１ ０６５４～３２０３ ０９１４

服药根本目的 １４７１ ０８３４ ０１５６ １００３ ３４６７ ０５５７～１９２４ ０３６１

身体状况感觉 ２０９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５１２ ２４１１ ０７７３～３８４９ ０１５１

相信医生程度 １８５４ ２０６２ ０４２７ ０７７１ ５０３２ ０９８９～１０１１ 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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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艾滋病危害极大，主要破坏人体免疫系统。Ｔ淋巴细胞是

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的细胞，而ＨＩＶ病毒对Ｔ淋巴细胞破坏作
用极大，降低人体免疫力，甚至丧失免疫功能［５］。性接触是艾

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性乱者、多个性伙伴者及同性恋者是艾

滋病最主要的高危人群［６－８］。近年来还有报道证实，性病患者，

尤其是合并生殖器疱疹、软下疳及梅毒等病症的患者也是艾滋

病的高危人群。艾滋病患者阴道分泌物或精液中病毒含量极

高，性交时ＨＩＶ病毒可能通过生殖器黏膜的破损进入血液，引
起感染。近年的研究发现，母亲感染ＨＩＶ病毒后，会通过分娩、
怀孕及母乳喂养等途径传播 ＨＩＶ病毒，危害婴儿健康［９］。因

此，阻断母婴传播途径对维护婴儿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拒绝服药、孕期及产后漏服反映了艾滋病母婴阻断抗病毒

治疗的依从性［１０］。由于母婴阻断抗病毒治疗具有较短的服药

时间、较少的药物副作用及较轻的临床症状，因此 ＨＩＶ阳性孕
产妇具有较好的身体状况［１１］。由于 ＨＩＶ阳性孕产妇承担着生
育的责任等，因此和一般艾滋病患者相比，其具有不同的抗病

毒治疗依从性影响因素［４］。具体表现在：（１）绝大部分 ＨＩＶ阳
性孕产妇的丈夫对其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并没有极为严重的害

怕家庭歧视的心理，同时具有严密的保密工作，因此依从性影

响因素并不包括害怕歧视；（２）国内相关医学学者研究表
明［１２－１５］，一般艾滋病患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均对依从性产生

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国外相关医学学者研究表明［１６］，一般艾

滋病患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并不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

服药依从性，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依从

性差组和依从性好组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在小学及以下文化方面
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说明 ＨＩＶ阳性孕产妇抗病毒治疗的依
从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３）临床普遍认为［１７，１８］，普通

艾滋病患者的依从性还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但是由于母

婴阻断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ＨＩＶ阳性孕产妇具有交叉的依从
性的影响因素不包括药物副作用；（４）对生命的渴望、母爱及较
差的身体状况会促使大部分ＨＩＶ阳性孕产妇遵医嘱服药。

通常情况下，患者的依从性随着阻断成功信心的增强而提

升，随着阻断成功信心的减弱而降低，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本研究结果表明，依从性差组和依从性好组ＨＩＶ感染孕产
妇在阻断成功信心方面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依从性差组和依从性好组 ＨＩＶ感染
孕产妇在知情选择、少数民族、相信医生程度、本次生育产次、

服药根本目的、方案复杂程度、身体状况感觉方面的差异均显

著（Ｐ＜００５），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 ＨＩＶ阳性孕妇更重视头
胎，更希望能将一个健康的孩子生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文化等因素、方案复杂程度等可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患者的

依从性，患者的依从性能够在充分知情情况下选择方案的作用

下得到有效提升。

总之，抗病毒治疗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途径孕产妇治疗依

从性影响因素包括知情选择、少数民族、本次生育产次、方案、

阻断成功信心，临床应该针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对ＨＩＶ阳性孕
产妇进行抗病毒治疗，从而有效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切实改

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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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梅毒的孕期干预时机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
卢永丽１　袁勤２

１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四川 雅安 ６２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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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妊娠梅毒孕妇孕期干预时机对母婴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进
行产检及分娩的孕妇２５４例，所有孕期发现梅毒后，均给予长效青霉素治疗。早期干预组给予２４０万 Ｕ，臀
部肌内注射，１次／周，３周／疗程。每疗程结束后复查，若转阴，则晚期再治疗１个疗程，若未转阴且ＲＰＲ（快
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滴度下降小于２倍比稀释度，则继续治疗１个疗程。对于中期干预者，在发现
后治疗１个疗程，晚期治疗１个疗程。晚期干预者在发现后即治疗１个疗程。结果：早期干预组早产、低体
重儿１２例（１０００％），死胎０例，新生儿畸形０例，新生儿死亡０例，新生儿梅毒０例；中期干预组早产、低体
重儿２２例（２６８３％），死胎２例（２４４％），新生儿畸形２例（２４４％），新生儿死亡０例，新生儿梅毒２例
（２４４％）；晚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２６例（５０００％），死胎８例（１５３８％），新生儿畸形４例（７６９％），新
生儿死亡４例（７６９％），新生儿梅毒１０例（１９２３％）。早期干预妊娠结局最优，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最低
（Ｐ＜００５）。ＲＰＲ滴度低组，妊娠结局明显优于滴度高组，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低（Ｐ＜００５）。结论：妊娠
梅毒孕妇孕期早期干预有利于改善妊娠结局，降低新生儿先天梅毒发生率，临床上对疑似孕妇应尽早诊治。

【关键词】　梅毒；孕妇；新生儿；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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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因感染梅毒螺旋体致病，传
播方式为性接触，一旦感染则严重威胁患者个人、家庭甚至社

会健康［１］。妊娠期女性因其特有的生理状况改变而转变为高

危梅毒感染人群，而妊娠期合并梅毒感染则会直接通过胎盘将

病毒传染至胎儿，对胎儿影响巨大，如死胎、早产或梅毒感染患

儿等等［２］。报道显示，在感染梅毒的妊娠女性中，传染给胎儿

的占６０％左右，因此提早发现妊娠期梅毒感染并加以干预可能
最大程度避免传染至胎儿或降低对胎儿的影响［３］。本次研究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医院进行产检及分娩的孕妇
２５４例，分析并探讨妊娠梅毒孕妇孕期干预时机对母婴妊娠结
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医院进行产检及分
娩的孕妇２５４例。初产妇１７４例，经产妇８０例。年龄２０～３９
岁，平均年龄（２７２６±３４２）岁。纳入标准［４］：（１）经血清学检
测符合梅毒诊断标准，确诊为梅毒。（２）签署知情同意者；（３）
年龄在１８～４０周岁者。排除标准：（１）合并肿瘤者；（２）不依从
医护人员治疗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符合伦理规

范，同意研究。现根据干预时机分为早期干预组、中期干预组

与晚期干预组，三组孕妇在年龄、产次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孕妇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早期干预组 中期干预组 晚期干预组

总数（例） １２０ ８２ ５２

平均产次（次） １３１±０２３ １３５±０２４ １３２±０２２

平均年龄（岁） ２７３９±３４７ ２７２２±３４１ ２６９６±３３９

干预时机 ２０周内 ２０～２８周 ２８周及以后

１２　实验方法
所有孕期发现梅毒后，均给予长效青霉素治疗。早期干预组

给予２４０万Ｕ，臀部肌内注射，１次／周，３周／疗程，若转阴，则晚
期再治疗１个疗程。对于中期干预者，在发现后治疗１个疗程，
晚期再治疗１个疗程。晚期干预者在发现后即治疗１个疗程。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文章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率的比较采取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判断标准。

"

　结果
２１　三组妊娠结局对比

早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１２例（１０００％），死胎０例，新
生儿畸形０例，新生儿死亡０例，新生儿梅毒０例；中期干预组
早产、低体重儿２２例（２６８３％），死胎２例（２４４％），新生儿畸
形２例（２４４％），新生儿死亡０例，新生儿梅毒２例（２４４％）；
晚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 ２６例（５０００％），死胎 ８例
（１５３８％），新生儿畸形 ４例（７６９％），新生儿死亡 ４例
（７６９％），新生儿梅毒１０例（１９２３％）。早期干预妊娠结局最
优，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最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妊娠结局对比

组别 早期干预组 中期干预组 晚期干预组 χ２ Ｐ

总数 １２０ ８２ ５２

早产、低体重 １２（１０００） ２２（２６８３） ２６（５０００） ３２８６ ＜００５

死胎 ０　　　 ２（２４４） ８（１５３８） ２３４２ ＜００５

新生儿畸形 ０　　　 ２（２４４） ４（７６９） ９３１ ＜００５

新生儿死亡 ０　　　 ０　　　 ４（７６９） １５７８ ＜００５

新生儿梅毒 ０　　　 ２（２４４） １０（１９２３） ３１２１ ＜００５

２２　不同ＲＰＲ滴度对妊娠结局影响
将２５４例产妇根据 ＲＰＲ滴度分为滴度低组和滴度高组。

滴度低组早期干预８４例，中期干预６０例，晚期干预３２例，滴度
高组早期干预３６例，中期干预２２例，晚期干预２０例，两组在干
预时期无显著差异。ＲＰＲ滴度低组，妊娠结局明显优于滴度高
组，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ＲＰＲ滴度对妊娠结局影响

组别 ＲＰＲ≤１∶８ ＲＰＲ＞１∶８ χ２ Ｐ

总数 １７６ ７８

不良妊娠结局 ４０（２２７３） ３２（４１０３） ８９１ ＜００５

新生儿梅毒 ２（１１４） １０（１２８２） １６３９ ＜００５

#

　讨论
据近年来调查发现，梅毒的发病率呈升高态势［５］，而妊娠

期合并梅毒因梅毒螺旋体可穿透滋养层细胞屏障传染至胎盘、

脐静脉直至胎儿［６］，可导致死胎、流产甚至新生儿畸形及新生

儿梅毒感染［７］，除此之外对妊娠妇女来说本身也伴发一定宫颈

癌、卵巢癌等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的风险［８］。研究显示，若对

妊娠梅毒患者未加以规范性治疗，后期不良妊娠结局可占７０％
左右，严重威胁新生儿健康，同时影响家庭和谐［９］。而早期发

现妊娠梅毒并及时加以救治是改善不良妊娠结局、降低新生儿

畸形和新生儿梅毒发生率的最有效途径。

除了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外，孕期干预时机的选择可能对妊娠

结局也有一定影响［１０］，本次研究不仅要观察规范化的干预措施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更要探讨不同孕期干预是否对妊娠结局的影

响有所差异。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占

１０００％，死胎、新生儿畸形、新生儿死亡或新生儿梅毒现象则没
有发现。中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占２６８３％，与早期干预组相
比出现了死胎、新生儿畸形及新生儿梅毒现象，均占２４４％。晚
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占５０００％，不良妊娠结局相对最多，其
中死胎、新生儿畸形、新生儿死亡及新生儿梅毒分别占１５３８％、
７６９％、７６９％及１９２３％。从上述数据分析发现，早期干预妊娠
结局最优，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最低。这说明随着干预时机的不

断提前，对不良妊娠结局影响越大，甚至在早期干预中未出现如

死胎、畸形、死亡等严重问题，肯定了早期干预的必要性。

魏红等［１１］的研究显示，规范化的孕期抗梅毒治疗是改善新

生儿预后、降低新生儿梅毒发生率的重要手段，与本次研究结果

基本相符，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孕不同时期干预均出现了新生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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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窒息现象，本次研究中却并未发现。在陈璇［１２］的研究结果中

除了发现孕早期、中期进行规范性梅毒治疗可改善妊娠结局外，

还发现梅毒Ⅱ期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最高。除了对妊娠结局
进行检测外，还对ＲＰＲ滴度进行统计，结果发现ＲＰＲ滴度低组，
妊娠结局明显优于滴度高组，且新生儿梅毒发生率低。当然，如

果早期给予规范化干预治疗梅毒，ＲＰＲ滴度高低与否均不影响
治疗对于不良妊娠结局的改善效果［１３］。闫宁等［１４］为了选择更

好的治疗时机与方案，分析ＲＰＲ高滴度（≥１∶１６）的妊娠梅毒患
者治疗后的妊娠结局。结果发现即使是ＲＰＲ高滴度患者只要进
行尽早筛查并积极治疗，后期治疗效果也十分理想，这与本次研

究及国内外报道的研究［１５－１８］基本相符。

综上所述，妊娠梅毒孕妇孕期早期干预有利于改善妊娠结

局，降低新生儿先天梅毒发生率，临床上对疑似孕妇应尽早诊

治。当然，妊娠梅毒患者通常未进行及时治疗的原因与孕妇自

身无察觉有直接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梅毒感染早期症状表现不

明显。因此注重妊娠期定期检查、筛查易发疾病，同时注意性

伴侣的性洁史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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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区域专病中心建设专科项目（２０１４－９８）。
【第一作者简介】伍红艳（１９７９－）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传染病临床护
理工作。

△【通讯作者】孙富艳（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ｗｈｙ０６０６
＠１２６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６

梅毒产妇的真实体验和内心感受的质性研究
伍红艳１　胡耀仁２　孙富艳１△　杨旭１　王楚涵３　余雯３

１宁波市第二医院急性感染科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院办，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３宁波市第二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和研究梅毒产妇的真实体验和内心感受。方法：采用面对面深入访谈的形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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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１４例梅毒产妇，记录并整理资料，采用Ｃｏｌａｉｚｚｉ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结果：通过研究发现，梅毒产妇的
真实体验和内心感受主要有：悲观消极的情绪等心理反应、疾病的不确定性、心理状态的改变和支持系统。

结论：通过对梅毒产妇在诊疗过程中的真实经验和内心感受进行研究，使护理人员对梅毒产妇的内心情感

有着详细的了解和掌握，可使护理人员由个性化护理向综合性健康护理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　梅毒；产妇；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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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由梅毒苍白螺旋体通过人类性行为传播
的一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梅毒螺旋体也可通过胎盘感

染胎儿，可分为后天获得性梅毒和先天梅毒。若不进行有效治

疗，将发生心血管梅毒、神经梅毒、流产、死产、胎儿宫内发育不

全、胎传梅毒等严重后果［１］。当前，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关于

梅毒产妇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以及需求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不足，

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就为护理和治疗增加了难度。每个人的世

界观和感知都不一样，加强对患者世界观和感知的研究，将能

进一步对患者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解，从而提高护理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２］。本论文从质性方面着手，以质性研究的现象学为出

发点，对患者的各方面的需求以及体验进行了综合分析，将调

查研究的结果作为进行护理和治疗的资料，从而为医护人员进

行合理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最终为制定合理化、有针对性的医

疗方案提供指导。

!

　一般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文选用立意取样法，选择在我科住院的实验室诊断的梅

毒产妇为研究对象，均为孕期或产前检测发现的患者。２０１３年
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共访谈了１４例梅毒产妇，均为隐性梅毒，年
龄２２～３２岁，其中剖宫产５例，顺产９例。见表１。

表１　梅毒产妇一般资料

编码 年龄（岁）
产前梅毒实验室检测

ＴＰＰＡ ＴＲＵＳＴ△
生产方式 伴侣梅毒检测

孕期梅毒

治疗情况

１ ２２ 阳性 １∶１２８ 顺产 阳性 无

２ ２５ 阳性 １∶４ 剖宫产 阴性 无

３ ２３ 阳性 １∶１６ 顺产 阴性 １疗程

４ ２３ 阳性 １∶１６ 顺产 阴性 １疗程

５ ２６ 阳性 １∶３２ 顺产 阳性 无

６ ２５ 阳性 １∶３２ 剖宫产 离异 无

７ ２８ 阳性 １∶６４ 剖宫产 阴性 １疗程

８ ２９ 阳性 １∶１ 剖宫产 阴性 无

９ ２６ 阳性 １∶２ 顺产 阴性 无

１０ ３２ 阳性 １∶６４ 顺产 阴性 ２疗程

１１ ２２ 阳性 １∶３２ 顺产 阴性 无

１２ ３０ 阳性 １∶８ 顺产 阳性 １疗程

１３ ２９ 阳性 １∶８ 剖宫产 阴性 ２疗程

１４ ２４ 阳性 １∶８ 顺产 阴性 ２疗程

　　注：：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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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对１４名患者进行访谈，采用质性研究的现象学研究方

法［３］，对每例患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并将访谈结果作为参照

资料，最终进行合理分析和管理。

１２１　访谈内容　在访谈进行之前，做好访谈提纲指引整个访
谈的进行。完全是开放式的问题，如从询问“你何时检测发现

梅毒血清学阳性？”开始，根据受访者的回答逐步深入询问。如

“作为母亲得知子女可能被感染后的心理感受”、“你最大的压

力和担忧是什么？”、“你想要在哪些环节得到更多的帮助，包括

医院、护理条件等方面。”针对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

的访谈方式，在访谈结束后，要向患者进行再次复核，确保访谈

结果更加准确和真实。

１２２　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进行访谈的房间需要能够安静、舒
适的环境，避免在访谈过程中对受访者造成影响，确保所收集

到的资料更加准确。在进行访谈的时候，作为访谈者应当直截

了当地向患者进行说明，并通过交流来取得患者的认可，最终

才能进一步进行访谈。访谈时间通常应当在３０～４０ｍｉｎ左右，
在访谈过程中需要进行全程录音，并且要提前取得患者的

同意［４］。

１２３　资料分析　结束访谈后，要按时对当天的访谈内容进行
完善，特别是在录音过程遗漏的信息应当补充完善，并记录下

受访者的非言语行为。将访谈信息进行分析总结，采用的方法

为Ｃｏｌａｉｚｚｉ分析法，主要步骤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５］：其一是先对

在访谈过程中收集到的访谈信息进行汇总和分类，并将所有信

息进行研究；其二是针对访谈信息进行挑选，对重要的关键点

进行解析；其三是对具有共同特征的患者进行合并，以便后期

护理过程中进行划分；其四是对访谈结果进行细化，保证所收

集到的信息未被遗漏或整理错误；其五是方法进行求证，进而

确保访谈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最后是将所收集到的信息按

照一定的程序或者同类问题进行重构，找出不同患者可能存在

的共同点或不同点。

１２４　伦理问题　在开始访谈之前，应当向患者说明此次访谈
是完全保密的，不会将私人隐私泄露；会对每位患者进行数字

编号，每位编号代表一位患者；并向患者阐述此次访谈的意义

和目的，以及我们即将采取的访谈内容和方式等［６，７］。通过这

种方式来拉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最终让患者产生理解和认

可感。

"

　结果
２．１　患者的心理反应

本研究中访谈结果经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１　患者容易伴有悲观消极情绪　所有受访者在得知确诊
为梅毒感染者后均有否认、愤怒、被侮辱和歧视、焦虑和担心、

害羞和自卑等感觉［８］。在患者被确诊后，多数人都会持有否认

态度。梅毒的发生较多的原因是在性行为过程中没有注意卫

生和安全，通常情况下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从未接触过这类疾

病。部分患者在检查后，发现自己的性伴侣的检查结果为阴性

时，更加感到困惑和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如个案３：“怀孕３
个月时检查是阴性，８个月时就发现阳性，老公检测也是阴性，

这怎么可能？”。

２１２　患者表现出被歧视或者侮辱的感觉　在患者被确诊后，
通常情况下，都是对自己的性伴侣产生怀疑，可能是因为自己

的性伴侣传染给自己的，因而表现出非常愤怒的状态，同时也

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进而在接下来就会产生恐惧感［９］。如

个案１：“怀孕前期检查阴性，产前几天就是阳性了，男朋友检测
也是阳性，觉得男朋友背叛了自己，我感到非常愤怒及受到侮

辱！生孩子时感觉到妇儿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很歧视我们。”个

案５：“到妇儿医院准备生时才发现阳性，当时就觉得医生和护
士很歧视我，老公检测也是阳性，肯定是他出去玩传染上的，不

但传染给我，孩子查出来滴度也有１∶４，我爸妈也很生气。”
２１３　焦虑和担心　产妇在被确诊为梅毒产妇后，自身的心理
就会有较大的压力，严重时将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自从被

确诊这个病后，我们心里一直很担心会传染给孩子”和“担心自

己的这个病能否治好”是诸多个案统一的表述。如个案４：“知
道这个病后，我上网查过、也问过好几位医生，发现这个病的治

疗效果不是很好，容易复发，如果传染给孩子，可能影响孩子的

生长发育。以后该怎么办？”个案９：“听说这个病不能治好，这
孩子以后怎么生活讨老婆。”个案１３：“大人不小心染上了这病
还要带给孩子痛苦，我们实在难过！要是孩子治不好，也不知

道会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个案５：“我产前检查出滴度很
高，生之前没治疗过又是顺产的，是不是更容易传染给小

孩子？”

２１４　害羞与自卑　因为自己在性生活过程中没有注意卫生，
因而导致被传染梅毒，所以自己会产生被伤害的感觉，通常也

会有害羞感，并且也不敢将事实告诉亲人和朋友。个案６：“自
从被查出这病，我一直觉得很丢人，害怕家里人知道，如果不是

担心孩子，我是不会来医院的。”个案７：“小孩子长大了会一直
带着这病吗？如果以后上学被学校知道了肯定会影响学习和

成长的，他长大后肯定会很自卑。”

２１５　恐惧和不知所措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性知识教育还处
于一个薄弱的状态，多数人对性病的了解并不深刻，在遇到性

病的时候通常表现为恐慌或不知所措。如个案１４：“以前从来
不知道还有这种病，被查出这病才知道是性病，好像不能治好，

时间长了还会有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个案２：“我们之前从没听
说过这病，网上说这病很难治好，还可能引起心脏病、神经病，

要是孩子也被传染了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是真的吗？如果孩

子以后发育不正常可咋办呀？”

２２　疾病的不确定性
在患者确诊一段时间后，自身的心理就会变得平淡一点。

并且随着对梅毒常识的进一步了解，患者更愿意接受治疗，但

是他们头上始终笼罩着梅毒的阴影。梅毒治疗和康复时间长，

且容易复发，先天性梅毒可能影响婴儿发育，因此多数母亲对

疾病仍不确定。如个案４：“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不知道孩子以
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现在只有以对

孩子全心全意的照顾来弥补他。”个案８：“我很心疼孩子这么小
又要打针又要住院，根本不知道治疗效果如何？也不知道喂

养、照顾上有何特殊要求？”个案１３：“我怀孕的时候已经治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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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次，孩子出生后也立马治疗了，这样小孩子还会得这病吗？”
２３　心理状态的改变和支持系统

梅毒是一种特殊的传染病，家庭成员患病后整个生活方式

被打乱。其中最大的压力是孩子是否被传染，能否治愈，会不

会影响成长。在多重压力下，部分人出现心理状态的改变。对

于梅毒产妇而言，自身的感情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因而就容

易出现不良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身边的亲人和

朋友给予更多的支持，反之则容易导致整个情况向不好的方面

发展［１０］。个案１１：“我和老公、婆婆经常吵架，婆婆对孩子不理
不问，老公也不是很高兴，对孩子照顾的不好。”访谈中约有

６４３％的受访者不愿意和别人交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孩
子自己是不会到医院看病的。７８６％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支
持主要来源于家庭。１４例产妇中１１例有完整的家庭，社会支
持良好，家人能理解并主动照顾产妇。２例患者为未婚怀孕，主
要由男朋友和姐妹照顾，但均不敢告诉父母。另外１例产妇为
离异，主要靠一位朋友照顾，小孩子早产情况不乐观，她自己也

不重视这病。梅毒产妇在被确诊后，希望能找到一个专业的医

院进行治疗，求医欲望较强。个案１２：“我怀孕两个多月时发现
的，当时医生让我门诊打了３次针，没告诉我还要治疗，现在到
你们医院才知道后３个月应该再治疗１次，那家医院太不负责
任了。”

#

　讨论
３１　重视梅毒产妇的情感支持

患者在被确诊为梅毒后，将会遭受严重的心理打击，因而

自身心理就会产生阴影，并且她们更加担心将病传染给身边的

人，特别是担心传染给自己的孩子。她们最怕的就是梅毒是否

会直接传染给自己的孩子这个问题［１１］。在进行访谈过程中我

们发现，患者在被确诊为梅毒患者后，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反应

都将是消极，不愿意接受，有的还表现出愤怒等，并因此在心理

产生阴影，感到自卑、焦虑以及担心等，部分患者将难以接受这

一现实，因而使得身体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护理工作中，应重

视梅毒产妇的情绪变化，尽可能为她们提供帮助，缩短其心理

调适时间，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患者的心理状态与不成熟

的应对方式可能加重应激造成的心理紧张情绪，影响患者的心

理健康。

３２　给予患者更多的医疗信息和帮助
对于梅毒患者而言，对此病的了解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就

容易出现盲目现象，在心理上容易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１２］。在

进行护理过程中应当充分为患者考虑，诊断每位患者的不同情

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其中就包含了梅毒的致病机理、

传播方式、后期治疗的方法、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方

面。应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治疗参考，消除患者的疑虑。

３３　提高患者适应现状的能力
梅毒患者心理遭受着重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病

情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将病症传染给身边的人，尤其是自

己的孩子和亲人，还有就是她们会有自卑心理，总会感觉周围

的人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因而患者就承受着身体和心

理的多方面的压力［１３］。因此，在对梅毒产妇进行护理时，需要

加强和梅毒产妇的情感交流，不要带着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同

时要给予他们同情和精神上的支持。有研究结果显示妊娠合

并梅毒患者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以及客观支

持呈负相关，即社会、亲友对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的物质和精神

支持、鼓励和帮助越多，患者的心理越健康。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１４例梅毒产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访
谈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更好的服务，有

利于进行健康教育和专业化护理培训，最终为取得良好的护理

效果奠定基础［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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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高危性行为的调查
分析
宗胜蓝　沈思媚　冯聪　许梦　侯璐　伍宇婷　王琳琳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　目的：了解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高危性行为现状，为在高职医学生中开展艾滋病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分层整群选取５２７名高职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５２７名高职医学生艾滋病
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 ７５１０％，基础知识、传播途径知识和非传播途径知识的知晓率分别为 ７５２２％、
８８７３％和６１３８％。高职医学生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均分为（３６７±０４４）分，恐惧和逃避维度均分最低为
（３１８±０６２）分。３１名（５８８％）高职医学生报告有过性行为，其中有１个以上性伴侣占２５８％，有过同性
恋、口交、肛交经验的分别占１９５％、３５５％、２２６％，每次性行为时均使用安全套的占４５１％。高职医学生
获得艾滋病相关信息的前２位途径是老师讲课（６８１％）、网络（６５４％）。结论：高职医学生的艾滋病知识
有待提高，尤其是非传播途径知识和基础知识；高职医学生对艾滋病持有恐惧和逃避心理，态度有待改善；

高职医学生中存在传染艾滋病的高危性行为；需要联合学校和大众媒体对其进一步开展艾滋病知识、态度

和安全性行为的宣传教育。

【关键词】　艾滋病；高职医学生；知识；态度；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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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调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
球约有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患者共计３６９０万人［１］。全球每年

新增的 ＨＩＶ感染者中约有 ５０％是 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中国
ＨＩＶ感染者中青壮年占８０％［２］。医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

是青年人，又是未来的医务人员，其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态度

和行为将直接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也将间接影响 ＨＩＶ
病毒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的生存质量［３］。２０１４年教育部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高等职业

教育是培养高技能型人才的主力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占高

等教育的一半以上［４］。国内外已有很多针对医学和非医学专

业大学生艾滋病的相关研究，但研究对象多为本科生，很少关

注高职医学生。本研究旨在对高职医学生的艾滋病知识、态度

和高危性行为进行调查，为在高职医学生中有针对性地开展艾

滋病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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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苏州某高职医学院校不同

专业５２７名学生，年龄为（１９４５±１０２）岁。其中临床医学８７
名（１６５１％）、护理９８名（１８６０％）、助产９５名（１８０３％）、检
验 ８２名 （１５５６％）、药 学 ８６名 （１６３２％）、康 复 ７９名
（１４９９％）；一 年 级 ２９６名 （５６１７％），二 年 级 ２３１名
（４９５３％）；男生１２６名（２３９１％），女生４０１名（７６０９％）。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三部分：①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专业、是否听说过艾滋病相关信息

及信息获得途径等。②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高危性
行为调查问卷：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绳宇等［５］编制的问卷基础上

修订而成，其中，艾滋病知识问卷包括艾滋病的基础知识、传播

途径知识和非传播途径知识三个方面，共２０个题目，每题答对
得１分，答错或不知道得０分，得分越高表明对艾滋病的知晓程
度越高；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问卷包括恐惧和逃避、道德判断、权

利感知和责任感知四个方面，共１６个题目，每个正向题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分１～５分，负向题反之，得分越高，说

明对待艾滋病的态度越积极；艾滋病高危性行为问卷共有６个
题目，每个题目分为从来未经历过、有时、经常、总是４个等级，
分别计分１～４分，得分越高，表明性行为的危险程度越高。该
问卷三部分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０７３～０７８之间。
１２２　资料收集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在班级内集中
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以匿名方式独立填写问卷，不允许相互交

流，当场完成。发放５５０份，回收５３９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２７份，
有效回收率９５８２％。
１２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

　结果
２１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５２７名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７５１０％。其
中，基础知识的知晓率为 ７５２２％；传播途径知识的知晓率为
８８７３％，对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知晓率均在８５％以
上；非传播途径知识的知晓率为６１３８％。在２０个题目中，知
晓率在５０％以下的有２题：“蚊虫叮咬是否可以传播ＨＩＶ病毒”
（２８５％），“一个人感染ＨＩＶ后是否可立即通过验血得知已受
到感染”（４９３％）。见表１。

表１　５２７名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题目 答对人数（ｎ） 知晓率（％）

基础知识

艾滋病（ＡＩＤＳ）是由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引起的 ４７０ ８９２

艾滋病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人体抵抗力 ４５９ ８７１

一个人感染ＨＩＶ后，可立即通过验血得知是否已受到感染 ２６０ ４９３

感染了ＨＩＶ的人可以在数月或数年内不表现出任何症状 ３５８ ６７９

感染了ＨＩＶ的人没有症状就没有传染性 ４６６ ８８４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是一回事 ３８６ ７３２

目前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感染ＨＩＶ ３３２ ６３０

目前艾滋病还不能被根治 ４２０ ７９７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４０８ ７７４

不吸毒是青少年避免感染ＨＩＶ的重要途径 ３３５ ７３６

发生高危行为的人应进行自愿咨询检测 ４１４ ７８６

传播途径知识

与ＨＩＶ感染者或ＡＩＤＳ病人发生无保护性性行为，可以感染ＨＩＶ ４８１ ９１３

与ＨＩＶ感染者或ＡＩＤＳ患者共用注射器吸毒会感染ＡＩＤＳ ４８０ ９１１

输入被ＨＩＶ感染的血液可以引起ＡＩＤＳ ４５０ ８５４

艾滋病妇女怀孕后可以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未出世的胎儿 ４５９ ８７１

非传播途径知识

与ＡＩＤＳ患者握手可以感染ＨＩＶ ４６３ ８７９

与ＡＩＤＳ患者共同进餐可以感染ＨＩＶ ３６０ ６８３

与ＡＩＤＳ患者共用马桶可以感染ＨＩＶ ３２９ ６２４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泳会被感染ＨＩＶ ３１５ ５９８

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病毒 １５０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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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５２７名调查对象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均分为（３６７±０４４）

分。其中，恐惧和逃避维度均分为（３１８±０６２）分，道德判断
维度均分为（３５３±０９０）分，权利感知维度均分为（３５７±

０５４）分，责任感知维度均分为（４４０±０５７）分。
在正向题中，同意率最低的题目是“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一起上课学习不会让我烦恼”（３６４％）；在反向题中，同意率
最高的题目是“我很害怕艾滋病”（７３３％）。见表２。

表２　５２７名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情况

题目
平均分

（珋ｘ±ｓ）
同意

［ｎ（％）］
不确定

［ｎ（％）］
不同意

［ｎ（％）］

恐惧和逃避

我很害怕艾滋病 ２１０±０９８ ３８６（７３３） ６３（１１９） ７８（１４８）

艾滋病患者应该被隔离 ３１０±１２０ １７２（３２８） １３１（２４８） ２２４（４２３）

如果我的朋友感染了艾滋病，我会和他断绝来往 ３７７±１００ ４６（８７） １３２（２５１） ３４９（６６２）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一起上课学习不会让我烦恼 ３２４±０９８ １９２（３６４） ２４２（４６０） ９３（１７６）

如果有探望艾滋病病人的活动我会参加 ３６６±０９８ ２９２（５５５） １９１（３６３） ４４（８２）

道德判断

艾滋病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 ３８１±１０６ ６３（１２０） ８８（１６７） ３７６（７１３）

只有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值得同情 ３２５±１２５ １７６（３３４） ６９（１３１） ２８２（５３５）

权利感知

医务人员不应该拒绝向艾滋病病人提供服务 ３９８±１１７ ４１７（７９１） ３２（６１） ７８（１４８）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权使用公共设施 ３６２±１１１ ３２４（６１４） １０５（２００） ９８（１８６）

学校或幼儿园不应该拒绝收纳艾滋病学生和小孩 ３２８±１１９ ２４４（４６３） １４７（２７８） １３６（２５９）

如果大学生感染了艾滋病就应该被学校开除 ３８５±０９８ ５０（９５） １０９（２０７） ３６８（６９８）

雇主有权解雇ＨＩＶ感染的雇员 ３１４±１１６ ２１２（４０２） １４６（２７７） １６９（３２１）

卫生计生委应该将艾滋病感染者的消息公开，以保护市民 ３５３±１２１ １０６（２０１） １１１（２１０） ３１０（５８９）

责任感知

人们应该支持和关怀艾滋病病人 ４４０±０７６ ４９２（９３４） １８（３４） １７（３２）

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全社会的责任 ４３８±０７１ ４８９（９２７） ２４（４６） １４（２７）

大学生应该参加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工作 ４４３±０７１ ４９７（９４３） ２１（４０） 　９（１７）

　　注：为反向题

２３　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
５２７名调查对象中，有３１人（５８８％）报告有过性行为，其

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频率见表３。
２４　艾滋病相关信息获取情况

在５２７名调查对象中，５１４人（９７５％）回答接触过艾滋病

的相关信息，其获得艾滋病信息的途径有老师讲课（６８１％）、
网络（６５４％）、电影电视（５７３％）、医疗宣传（５６６％）、报纸书
刊（５４０％）、朋友交谈（２８０％）、广播（１７８％）、父母交流
（９４％）。

表３　３１名有过性行为的高职医学生的高危性行为情况

从来没有 有时 经常 总是

我有一个以上的性伴侣 ２３（７４２） ４（１２９） ０ ４（１２９）

我有同性恋的经验 ２５（８０５）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我有过口交的经验 ２０（６４５） ９（２９０） ０ ２（６５）

我有过肛交的经验 ２４（７７４） ３（９６） ２（６５） ２（６５）

当我和我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我们使用安全套 ４（１２９） １３（４２０） ０ １４（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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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中提
出，青少年人群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９０％以上。
本研究中，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７５１０％，高
于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６，７］，但显著低于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知晓率［８，９］，也远未达到国家的预期要求。说明本校高职医

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情况好于大学生，医学教育在促进高

职医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高职

医学生的艾滋病知识离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生群体和国家要

求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在医学院校中

要加强对高职医学生群体的艾滋病知识教育。

高职医学生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知识掌握相对较好，知晓

率均在８５％以上，与对医学本科生的研究结果相同［１０］。但是，

高职医学生对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和基础知识还存在较多的

认识误区。不足１／３的高职医学生知晓蚊虫叮咬不会传播ＨＩＶ
病毒，明显低于医学本科生的知晓率［９，１０］；不足１／２的高职医学
生知晓感染ＨＩＶ后不能立即通过验血得知已受到感染。因此，
除巩固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的教育以外，更要注重对高职医学

生艾滋病基础知识和非传播途径知识的教育。

３２　高职医学生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高职医学生对待艾滋病持中立偏正向态度，高职医学生总

体上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对待 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患者，与近
年来国内的多项研究一致［７，９，１１－１３］，说明我国的艾滋病教育已

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高职医学生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仍有较大

的改善空间。

高职医学生对待艾滋病态度的各维度得分中，责任感知维

度最高，其次是权利感知和道德判断，恐惧和逃避最低。提示

高职医学生在认知层面相对较好，逐渐认识到关怀和不歧视

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患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患者应该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如医疗服务、教育、就业、
使用公共设施以及隐私保护，不再一味地将艾滋病与性乱等不

道德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高职医学生的内心仍处于矛盾状

态，部分高职医学生对艾滋病持恐惧和逃避态度。从调查结果

可见，７３３％的高职医学生很害怕艾滋病，高于国内医学本科生
的研究结果［１２，１４］；仅有３６４％的高职医学生明确表示与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一起上学不会让我感到烦恼，与宋兴怡等［１２］对医学

生的调查结果接近。因此，高职医学院校应将消除学生对艾滋

病的恐惧和逃避心理作为艾滋病态度教育的重点内容，引导其

以积极的态度投身艾滋病的防治行列中。

３３　高职医学生的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５８８％的高职医学生报告有过性行

为，好于奚蒙蒙等［１５］对非医学生的研究结果。在３１名有过性
行为的高职医学生中，有１个以上性伴侣的占２５８％，有过同
性恋、口交、肛交经验的分别占１９５％、３５５％、２２６％，说明部
分高职医学生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高危性行为。对３１名有过性
行为的高职医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分析还发现，每次性行为

时均使用安全套的占４５１％，而１２９％和４２０％的受访学生从
来没有和有时使用安全套。虽然高职医学生对艾滋病性传播

途径的知晓率很高，但是其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较低，

与国内其他报道相似［２，９，１６］。性接触是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途

径，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性接触传播艾滋病的最有效方法之

一，但是大学生在使用安全套时仍存在很多阻碍，如部分是在

冲动之后发生的性行为、追逐感官刺激、购买安全套存在尴尬

心理等［７］。因此，在高职医学生艾滋病教育中有必要加入性教

育的内容，尤其是安全套使用的健康教育。

３４　高职医学生艾滋病相关信息获取情况
本研究显示，绝大多数高职医学生已经接触过艾滋病的相关

信息。高职医学生获取艾滋病信息的途径日益多元化，老师讲课

和网络是高职医学生获取艾滋病信息的前两位途径，与孟巍

等［１１］对医学生的调查基本相似，但与大学生群体主要从网络、电

影电视、书刊报纸等大众媒体获得艾滋病信息的结果不同［１５，１７］。

因此，今后应继续利用并充分发挥医学教育的专业优势，联合大

众媒体对高职医学生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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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婚恋观特点及影响因素，为高校婚恋价值观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
婚恋观量表对４２２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女大学生在择偶条件、性爱道德、情感需求和夫妻地位四
个因子上显著高于男大学生（Ｐ＜００５）；大学生婚恋观中排在前三位的是情感需求、婚恋价值和性爱道德；
性别与择偶条件、性爱道德、情感需求和夫妻地位四个因子均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家庭气氛与婚恋价值、情
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婚姻本质四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性别和家庭气氛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婚
恋观（Ｐ＜００５）。结论：大学生婚恋观功利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并存，高校应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婚恋观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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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ｉｔ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ｍｏｎｇ４２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ｏｕ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ｏｕ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ｈｕｓｂａｎｄ－ｗｉｆｅｓｔａｔｕ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ｅｄｓ，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ｋ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ｔｈ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
Ｇｅｎｄｅｒ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ｕｓｅ，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ｈｕｓｂａｎｄ－ｗｉｆｅ
ｓｔａｔｕｓ（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ｓ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Ｐ＜００５）．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ｓ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
ｌｏｖ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ｓａ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ｓｏ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ｏｒｍｓｔｏ
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ｖｉｅｗ．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Ｖｉｅｗ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婚恋观是指男女双方对恋爱、婚姻和性的根本看法和态
度，婚恋观会影响个体在婚恋中的抉择和行为。现有研究表

明，婚恋观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

个体对伴侣的选择、亲密关系行为，也会影响到未来的婚姻幸

福、家庭稳定［１］。总体上来说，我国婚恋观研究起步较晚，现有

婚恋观文献中大部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综述的形式对婚恋

观进行了总体的探讨，从心理学视角采用标准化的婚恋观问

卷，量化大学生婚恋观现状的研究非常少。另外，当前高校大

学生非婚同居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上

自２０１０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在校期间不

能结婚”的规定后，选择在学校中结婚的学生数目日趋增多，由

此引发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法律问题也不断凸显。由于

大学生正处于学校人向社会人蜕变的时期，他们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吴佳玲［２］研究发现，婚恋剧

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有一定的影响，突出的表现是女大学生对

恋爱婚姻过度乐观，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了婚姻现状，这可能

会导致个体在进入婚恋关系中更容易体验到失望、挫败等情

绪。刘彩玲［３］研究发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婚恋观使得在校大

学生的婚恋观表现出更加现代、更加自我、更加宽容、更加开放

和更加物化的趋势。另外，大学生婚恋观的主要特点是以性生

理、性心理的发展为前提［４］，这使得他们对性的敏感程度较高，

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也较高。因此，健康积极的婚恋观和性态度

教育，是高校婚恋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本研究选取陕

西某高校４２２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当代大学生的婚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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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水平和特点，为大学生婚恋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

和实践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对陕西某高校发放
问卷４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２２份，回收率为８７９％。其中男生
１６１人（３８２％），女生 ２６１人（６１８％）；大一学生 ２１５人
（５０９％），大二学生９７人（２３０％），大三学生７０人（１６６％），
大四学生４０人（９５％）。
１２　研究工具

大学生婚恋观问卷由辽宁师范大学蔡敏［５］编制。该量表

包括六个因子，分别是择偶条件，主要考察大学生在择偶时对

对方背景条件的态度；婚恋价值，指对恋爱和婚姻重要作用及

价值的认知；情感需求，指在婚恋关系对情感满足的态度；性爱

道德，考察大学生对５种性行为情形的道德判断，分数高表示在
性关系中越谨慎保守；婚恋本质，即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婚姻关

系本质的；夫妻地位，指大学生对婚恋双方主要匹配条件的态

度，分数高表示更在意男性的条件高于女性。问卷采用５点计
分，用“１～５”的数字描述自己对不同项目的同意程度。研究表
明，该问卷有较好的信效度。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婚恋观的特点和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大学生在婚

恋观六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在择偶条件、情

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夫妻地位四个维度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大学生婚恋观在年级变量上不存在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婚恋观因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人口变量（ｎ） 统计值 择偶条件 婚恋价值 情感需求 性爱道德 婚姻本质 夫妻地位

性别　男（１６１） ２３３±０６７ ３６８±０７５ ３９２±０６７ ３５６±０８２ ３３５±０８８ ２５２±０７６

　　　女（２６１） ２７３±０．６５ ３６０±０６６ ４０７±０５９ ３９０±０７６ ３２８±０７９ ２８８±０８５

Ｆ ３７５４８ １０５８ ５６５４ １８９５８ ０６６４ １９４０９

Ｐ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

年级　大一（２１５） ２５３±０７２ ３６１±０６８ ４００±０５８ ３８１±０７８ ３２８±０８１ ２６３±０８０

　　　大二（９７） ２６０±０６４ ３５５±０８２ ３９９±０７４ ３７２±０９２ ３３７±０８６ ２８６±０９６

　　　大三（７０） ２６７±０６３ ３７２±０６４ ３９８±０６３ ３６８±０７５ ３３６±０７９ ２８３±０８０

　　　大四（４０） ２６１±０７３ ３７９±０５６ ４１４±０６２ ３８３±０７２ ３２１±０８７ ２８８±０６９

Ｆ ０９１４ １５７８ ０６４７ ０６８１ ０５６７ ２５６９

Ｐ ０４３４ ０１９４ ０５８５ ０５６４ ０６３７ ００５４

２２　大学生婚恋观的具体特点分析
由于男女大学生在婚恋观的几个维度上差异显著，为了进

一步了解大学生婚恋观的具体特点，就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婚

恋项目中的具体水平、项目的总体水平、项目在维度中的排序、

六个维度的平均数以及六个维度的排序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大学生择偶条件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恋人的职业非

常重要”、“恋人的经济条件要优越”和“选择恋人必须要看学历

水平”，可见总体上来讲，大学生倾向于寻求经济状况良好、学

历和职业优越的个体作为自己的婚恋对象；婚恋价值中排在前

三位的依次是“婚姻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婚姻可

以给人带来幸福”和“婚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情

感需求排在前三位的是“恋人的性格是相当重要的因素”、“爱

情应该是专一的”和“夫妻的性格对于婚姻是至关重要的”；性

爱道德排在前三位的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发生性关系是绝对不

应该的”、“婚姻中的人发生婚外情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和“满足

好奇心或取悦对方的性行为是不可取的”。婚恋观六个维度的

排序依次是情感需求、婚恋价值、性爱道德、婚姻本质、夫妻地

位和择偶条件。见表２。
２３　大学生婚恋观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对大学生人口变量与婚恋观的六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考

察其关系。性别与择偶条件、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夫妻地位

正相关显著（Ｐ＜００５）；家庭气氛与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爱
道德和婚姻本质四个维度负相关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大学生婚恋观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变量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影响，以

婚恋观的六个因子为因变量，以人口变量为自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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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调查对象在择偶条件各题项及维度上的特点

维度 题项
男

（珋ｘ±ｓ）
女

（珋ｘ±ｓ）
ｔ

总体

（珋ｘ±ｓ）
维度

排序

维度均数

（珋ｘ±ｓ）

择偶

条件

恋人的经济条件要优越（房子、收入等）

恋人的家庭背景非常重要

恋人的职业非常重要

选择恋人必须要看学历水平

门当户对的婚姻才可能幸福

经济条件决定婚姻的成败

２２４±０９５
２３８±１０５
２６２±１０３
２２７±１０４
２１５±１０３
２２９±１１０

２９６±０９１
２６８±１０４
３０９±１０２
２８０±１０５
２４６±１０６
２３９±１０３

５９１４９

８３４４

２０５９６

２５３１８

８８５４

０８０２

２６８±０９９
２５７±１０６
２９１±１０５
２５９±１０８
２３４±１０６
２３５±１０６

２
４
１
３
６
５

２５８±０６９

婚恋

价值

婚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婚姻可以给人带来幸福

良好婚姻是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

婚姻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

恋爱必须从结婚的可能性着想

３８８±１１６
３９３±０９６
３５１±１１１
３７６±１０６
３２９±１１９

３６４±１１９
３７２±１０３
３５２±１０９
３９８±０８９
３１６±１１３

４１９２

４６２０

０００５

５０９７

１２０１

３７３±１１２
３８０±１００
３５１±１０９
３９０±０９６
３２１±１１６

３
２
４
１
５

３６３±０７０

情感

需求

恋人的性格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夫妻的性格对于婚姻是至关重要的

挑选恋人一定要看兴趣和爱好

夫妻感情是婚姻最重要的基础

大学生对于恋爱应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爱情应该是专一的

４１３±０９４
４０９±０９４
３０７±１０４
４０３±１０７
４００±０９９
４１７±０９９

４２８±０９０
４２６±０８４
３３０±１０９
４２３±０９６
４０４±０９６
４２８±０９８

２６４１

４０１９

４５１５

３７４６
０１８６
１０６２

４２２±０９１
４２０±０８９
３２２±１０７
４１５±１００
４０３±０９７
４２４±０９９

１
３
６
４
５
２

４０１±０６３

性爱

道德

恋爱期间不应该发生性行为

满足好奇心或取悦对方的性行为是不可取的

为了某种利益而发生性关系是绝对不应该的

不能容忍恋人曾经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

婚姻中的人发生婚外情是违背伦理道德的

３０７±１２２
３４８±１２６
３９７±１２９
３２７±１２７
４００±１１６

３７８±１１６
３８７±１１７
４３６±１０１
３４１±１２３
４０９±１１３

３５３４０

９９６６

１１９６４

１２５２
０６５５

３５１±１２３
３７２±１２１
４２１±１１４
３３６±１２５
４０６±１１３

４
３
１
５
２

３３７±０８０

婚姻

本质

婚姻就是履行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婚姻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

婚姻意味着无私的奉献

３３６±１３１
３３９±１１３
３３０±１２３

３３１±１２２
３６２±１０２
２９２±１１２

０１５６

４７４３

１０７６３

３３３±１２５
３５４±１０７
３０７±１１８

２
１
３

３３１±０８２

夫妻

地位

丈夫的年龄应大于妻子

丈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应当高于妻子

应当选择比自己优秀的人结婚

２４９±１１７
２７６±１０８
２３０±０９７

３０３±１２０
２６８±１０６
２９２±１１５

２０１３５

０４９８

３２１４４

２８２±１２１
２７１±１０７
２６９±１１２

１
２
３

２７４±０８３

　　注：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３　大学生人口变量与婚恋观的相关分析（ｒ值）

择偶条件 婚恋价值 情感需求 性爱道德 婚姻本质 夫妻地位

性别 ０２８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１５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２１０

年级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６

经济状况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家庭气氛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２

留守经历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大学生人口变量与职业倦怠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Ｐ

择偶条件 性别 ０２８６ ００８２ ０４０４ ００６６ ０２８６ ６１２８ ００００

婚恋价值 家庭气氛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２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９ －２６６１ ０００８

情感需求 性别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５ ２３７８ ００１８

性爱道德 性别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３ ０３４２ ００７９ ０２０８ ４３５４ ００００

家庭气氛 ０２３４ ００５５ －０２０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８ －２２４７ ００２５

婚姻本质 家庭气氛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２ －２０９２ ００３７

夫妻地位 性别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３６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１０ ４４０６ ００００

年级 ０２４４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３ ２６０１ 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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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婚恋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具有时代性、连续性和个体性［６］。

本调查显示，情感需要是大学生婚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即大

学生更注重婚恋关系是否能够满足个体的性格、感情和兴趣爱

好等，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在意配偶在婚姻中的性格和兴趣

爱好（Ｐ＜００５），由此看出，大学生更加重视对方的内在条件和
品质［７］，且女大学生在择偶上比男性更加理性和现实，大多数

女性已经不再崇尚“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８］。婚恋价值在大

学生婚恋观中排序为第二，可见大学生均重视婚姻对一个人的

价值和意义。相对于女大学生而言，男大学生对婚姻持有更积

极的态度（Ｐ＜００５），认为“婚姻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婚姻对
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可能与当今高离婚率、情感突

变的现实信息和影视传媒的宣传有关，导致女大学生对婚姻持

有更消极的态度。

性爱道德在婚恋观中排第三位，即大学生在婚恋中也很在

意对方的性态度，女大学生对婚恋对象的性行为要求更保守一

些（Ｐ＜００５），这与于萍等［９］的研究一致；男女大学生均不能接

纳和容忍“婚姻内的婚外情”和“恋人曾经与他人发生过性关

系”（Ｐ＞００５），这与一些研究结果［８，１０］并不一致，即本研究中

并没有得到大学生对性的观念更为开放和宽容的结论，究其原

因，与调查对象的学习生活背景有关，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

是西北地区较偏远的某三线城市，样本中农村大学生占７０％以
上，由此可见，相对于大中型城市、城镇学生而言，小城市和生

源地为农村学生的婚恋观更保守，孙建萍等［１１］研究证实“来自

城镇的大学生赞同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杨帆［１２］

研究也显示“城镇大学生接近一半谈恋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

理需要”，可见当前大学生在针对贞操问题上，是开放思想和传

统思想并存。

对婚姻本质的态度上，男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婚姻意味

着无私奉献”（Ｐ＜００５），而女大学生倾向于认为“婚姻关系的
本质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Ｐ＜００５）。在夫妻地位维度上，
女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大、能力比自己优秀的人结婚

（Ｐ＜００５），男大学生则认为婚姻中“丈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
入应当高于妻子”，这与中国社会一般征婚者的择偶标准相一

致［１３］。反映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不同的性别角色期

待［１４］，也表明大学生在恋爱过程中虽然注重浪漫情感，但传统

“男高女低”婚配模式依然是婚恋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女

大学生更注重社会评价，因此更倾向于传统的择偶模式［１５］。

最后，本研究显示，择偶条件是婚恋观最后考虑的因素，这

反映出大学生具有理想的浪漫主义色彩［１６］。大学生的择偶条

件排序依次是职业、经济条件和学历水平，且女大学生更在意

这些背景条件（Ｐ＜００５），这表明功利主义思想已波及到高校
学生群体的恋爱观，婚恋被赋予了更多的工具化色彩，造就了

大学生在择偶中追求功利的现象［７］。本研究还发现家庭气氛

对大学生的婚恋价值、性爱道德和婚恋本质的态度有显著预测

效应，赵科等［１７］研究发现，家庭功能较为健全，其成员的婚恋观

更趋于正确与理性。国外一些研究［１８］表明，父母的婚姻关系和

质量、家庭教养方式等对子女的婚恋观有重要影响。童辉杰

等［１９］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榜样作用和亲密的情感互动，父母

亲积极的婚姻关系更有利于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总之，

高校应重视大学生婚恋观的教育工作，通过课堂教学、团体辅

导、讲座等形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常的恋爱价值观和两性观，

正确引导学生处理恋爱和两性问题，保持身心的健康发展。由

于社会和家庭对大学生的婚恋观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通过

加强与社会、家庭的联系和配合，宣传积极的婚恋价值理念，从

而有效的控制社会因素对高校学生婚恋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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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当代性自由生活方式是美国《金赛报告》的产物。作为
１９４８年《人类男性性行为》和１９５３年《人类女性性行为》两书合

称的《金赛报告》，存在着致命的不科学问题。早在报告的原稿

审查阶段，权威统计学家、美国统计协会前主席艾伦·沃尔斯

（ＷＡｌｌｅｎＷａｌｌｉｓ）就指出，《金赛报告》的原始数据资料在抽样
方法和样本数量的真实性，以及统计方法上都存在严重错误，

审查组曾因此做出不能通过的结论。再如，杰出的人本主义心

理学家马斯洛曾参与金赛的性调查。在合作过程中，马斯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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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赛选择自愿者作为性行为调查样本时，便指出这种样本会

产生畸高的“自愿者误差”，并严谨地设计相关课题进行验证，

结果证明金赛是错误的。但是金赛固执己见，拒绝马斯洛的善

意劝告，坚持使用错误的方法和数据，最终导致合作破裂。而

《金赛报告》就充斥着这类明知故犯的人为畸高数据。

朱迪丝·雷斯曼博士对金赛的一生和《金赛报告》的原始

数据，以及金赛研究团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进行了长达３０年
时间的研究，于１９９８年出版《金赛：罪行与后果》第一版。该书
以真实可靠的资料，揭露出性自由始作俑者金赛在他所谓的研

究中，用违反统计学原则的选样方法，拼凑样本数量，使用虚假

数据，甚至用非法手段对儿童进行性虐待试验。《金赛：罪行与

后果》一出版，就由美国而世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到２０１２年已经出第四版（ＪｕｄｉｔｈＡ．Ｒｅｉｓｍａｎ：ＫＩＮＳＥＹ：ＣＲＩＭ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２）。该书是彻
底揭露金赛错误最重要的权威著作，从中可以透彻了解金赛、

金赛的团队和这个团队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金赛报告》的

编撰、审稿、出版过程。其中突出揭露了金赛研究项目的主要

资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金赛研究报告因为严重的统计学错

误而不能通过学术审查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横加干涉，强迫学会违心改变原先作出的金赛统计资料毫无意

义的结论，《人类男性性行为》才得以出版。

尽管美国政府在大财团操控下对学会进行了行政干预，而

坚持真理的学者们并未屈服。１９５４年，美国统计学会（ｔｈｅ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出版一本由考克兰（Ｃｏｃｈｌａｎ）等
四位统计学家，共同撰写了长达３３８页的《金赛报告的统计学
问题：美国统计学会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就性问题研究对国家研

究委员的建议报告》。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坚持重申他们在审

查金赛《男性卷》时提出的三个关键性错误：（１）现有的结果必
须被视为由选择性样本（通过自愿者等）造成的未知和大量的

系统性错误。（２）“样本人群’与美国白人”男性人口的构成有
着惊人的差别。从（金赛的）样本，到（报告的）所有美国白人男

性的行为的推论，其间包含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一鸿沟只能

由专家的判断来跨越。（３）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和法律态度的
‘大量实质性讨论’，不是建立在提供证据的基础上的。这三个

致命错误的被揭露，就科学价值而言，宣告了《金赛报告》只是

一堆写满荒谬绝伦谎言的废纸。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倚仗金

钱和权势，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支持下，强行把这堆废纸撒向人

间，这就令废纸上的谎言顿时化作魔鬼的咒语，连同魔鬼一起

从渔夫的铜瓶中释出，致使人类文明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

灾殃。

早在《金赛报告》出版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以其经济实

力，动用大量新闻媒体为该书的发行鸣锣开道。雷斯曼博士还

在著作中揭露美国色情行业是怎样借《金赛报告》风行之机大

发横财，并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每期发行量超过百

万的《花花公子》就是当时的产物之一。色情行业的暴发户随

即从资金和舆论上大力支持金赛研究所，并通过新闻媒体，以

介绍《金赛报告》学术理念为名，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行性自由

生活方式，以加速改变美国公众的性观念，促进色情行业的蓬

勃发展，从而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雷斯曼博士以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全面、深入、透彻地分析和审视了受《金赛报告》影响，

美国相关法律被动摇和改变的过程。她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有

关性与婚姻家庭，性侵犯与性暴力的法律，在《金赛报告》理念

逐渐渗入司法部门的过程中，金赛主义者怎样以性自由理念进

行欺骗性游说，蛊惑和诱导立法机构作出有利于性自由生活方

式的改变。从用金赛理论模糊性行为的正常与异常的区别，混

淆罪于非罪的界限开始，到提高追究刑事责任门槛，减轻或免

除对罪责的惩罚，直至更改法律条款变重罪为轻罪或无罪，甚

或撤销有关条款。相关法律的金赛化，直接加速和扩大了性自

由在全美国的泛滥，致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陷

于混乱无序状态。其后果之严重，在《金赛报告》出现之前是难

于想象，甚至不可思议的。

金赛年轻时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陷入难于解脱的性困

惑而开始怀疑宗教性道德。他感受到宗教对性本能追求的约

束，并简单地认为是宗教对人性的束缚，社会对性行为的道德

评价和干预是违背人性的。

金赛作为一名主攻昆虫学的动物学家，他研究的是低等的

节肢动物，且仅限于瘿黄蜂。有鉴于他基本上缺少人类学、历

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统计学的教育和素养，就研究人类性科

学而言，他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局限性；尽管他也主修过心理

学，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心理变态却没有丝毫自知力；致命的缺

陷，则是他严重欠缺科学研究最需要的谦虚、严谨和诚实态度；

再加上主观、专断、偏执的人格缺陷。这一切决定了他的所谓

性学研究，必然只能从自身对性的变态认识、态度和行为出发，

以他狭隘的动物学学术根底，去观察和理解社会人类复杂的性

行为。他以对进化论的片面理解，视人类等同于低等动物，把

动物的性本能行为方式强加于文明社会人类。为了证明他的

错误观点，他竭力引导他的性研究向着符合自己设想的方向进

行。从选择研究团队成员时对否定传统性观念的要求，到入伙

后刻意进行的性自由调教———实际上的性滥交强化训练，组织

起一个践行性乱的团队。金赛故意任用不具备统计学资质的

低学历员工，专职从事学术数计工作；使用违反随机抽样原则

的选择性取样，有目的地随意改变被试的身份；访谈时以诱导

性提问和有选择的记录，凑取并夸大为他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设计虚假图表，提出人兽不分，甚至人不如兽的性学理论；直至

最后按照他的先验论假设，完成符合他所需要的《金赛报告》。

金赛及其团队成员，甚至用类似审讯的问话方式，像获取

审讯口供那样得到大量监狱罪犯，尤其是性罪犯的性史资料；

此外还有妓女的陈述，社会福利院智障人员在诱导下作访谈时

缺乏可信度的记录；以及招募“自愿者”做样本获取调查资料。

所有这些有意识地人为选取的非常态性行为数据，都被充作常

态美国人的性行为资料纳入总体样本进行统计，结果产生了总

样本非常态性行为严重畸高的结论。为了夸大样本数量，金赛

竟然能从他历次演讲会上估计的听众数里，随意提取一个数目

作为普通人群充数，使他的总样本量超过１０，０００例。由于这个
虚数远大于实际调查样本数，却并无相应调查问卷数据进入总

样本的计算，不可能起任何稀释作用，《金赛报告》用的仍系原

有的畸高统计数据，这就进一步放大了异常性行为具有普遍性

的假象。

《金赛报告》所表达的性理念，实际上完全体现了金赛自身

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即金赛本人和他的团队成员在日常

生活中，甚至在实验室，以金赛夫妻为中心，男男女女，不论年

龄，不分辈分，不论婚姻，必须服从金赛的淫威，互相任意杂交，

直至进行同性恋性活动，放肆纵欲，否则就可能被解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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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赛本人和团队成员自己惯常的变态而又混乱的性生活方式，

就成为《金赛报告》模本，他们推己达彼，强加给美国社会，作为

全体美国人普遍的性行为现状。并且以此为依据通过揣测和

臆断，杜撰出诸如同性恋和双性恋在总人口比例中高达９２％以
上，真正的异性恋仅占６％～８％的荒谬结论。在金赛主持和控
制下的这个团队，很自然地会有意识搜集和编造偏离常态性行

为的畸高数据。

《金赛报告》畸高的非常态性行为数据，造成了这样的假

象：早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前，美国社会 ８５％的男性有过婚前性行
为，５０％的女性在结婚前已经不是处女。６９％的男人是妓院的
常客，４５％曾经通奸，１０％～３７％在同性恋活动中至少有过一次
性高潮体验，１７％有过兽奸行为。９５％的美国男人违反了足以
让他们进入监狱的性犯罪法律。但是所有这些畸高数据，此后

均被严谨的学者，其中甚至包括金赛的支持者的相关研究所否

定。然而在印第安纳大学和金赛研究所的掩饰和辩护下，学术

界还是继续在全世界扩散《金赛报告》的虚假数据和荒谬理论。

金赛用犯罪手段获取儿童的性资料，在隔音实验室里，他

至少对３１７名婴幼儿和男童进行性虐待试验。二战期间，金赛
以重要的科学研究为由，为自己和团队成员申请获准延缓兵

役。可是５０年代，当德国审判波兰犹太人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冯
·巴鲁塞克（ＶｏｎＢａｌｌｕｓｅｃｋ）时，该犯供出与金赛的联系，曾为金
赛提供对犹太儿童进行性虐待试验的资料。金赛不择手段地

从儿童性虐待试验中，得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不会

对儿童造成任何心理和生理的伤害的结论，以证明恋童癖是正

常行为，只要取得儿童同意，就不存在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性侵

犯，也无所谓乱伦。然而有事实证明，金赛本人就有恋童癖行

为。当金赛的这一罪行被确凿的证据揭露后，印第安纳大学和

金赛研究所不仅不能正视问题，反而掩饰事实，百般为金赛

辩护。

通过书中揭露的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发现，金赛主义性革

命，首先是金赛从其自身的病态性心理和变态性行为出发，违

背科学原则，选择异常性行为样本，凑取和编造畸高的非常态

数据；然后按自己的意图解释这些虚假数据，并据此得出完全

符合自己预设的结论，把金赛本人和团队非常态的性观念和性

行为科学化、理论化，使《金赛报告》披上合理化的科学外衣；然

后用这种“科学理论”误导整个美国社会，影响美国人的性观

念，改变美国人的性行为，从而将金赛团队成员的非常态性行

为转化为美国人的常态性行为模式；进而随着《金赛报告》的强

势向世界扩散，使这种性变态行为由美国而世界，强加于整个

人类，最终使性自由成为全人类常态化的主流生活方式。由于

整个过程都是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科学家”金赛主持下进行的，

有了这件华丽的科学外衣，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力挺，《金赛

报告》就此成了“科学发现”。

在这个报告里，金赛发现监狱里的性罪犯和正常人是一样

的，他甚至禁不住为性罪犯们流泪；人类的性天生是自由的，不

应受婚姻和道德限制；人类的绝大多数天生都具有同性恋倾

向；成年人对幼儿的性侵害不会造成伤害；乱伦和兽奸都是自

然的性行为。虽然是在研究文明人类的性行为，但是金赛对生

命和性的理解是违背进化论的，金赛的思维方式是背离文明社

会常理的。表现在他本人的性行为上，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动

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因而成了一名从心理到行为都与动物

融为一体的，动物化了的性学家。他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应该受社会行为规范约束的文明人。他用自身的变态心

理和眼光去观察和认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类的性行为。这

就使他在事实上认为，存在于人类中的任何性行为都仅仅是为

了追求和满足性愉悦，一律无关爱情和婚姻，不涉及生育，不存

在社会责任，不必论年龄性别，长幼辈分、婚内婚外，也不分嫖

娼卖淫、群杂乱交、乱伦、兽奸，还是施虐受虐、恋童癖、露阴癖、

同性恋，或者手淫、口交、肛交，都属自然、正常、健康、合理。人

类的一切性行为必须是完全自由的，不应作任何道德评价，也

不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任何约束。这就是《金赛报告》所要表

达的性革命理念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这种人与禽兽无异，无视社会文明进步，罔顾伦理道德和

法律，不分正常与反常，混淆健康与病态的混沌思维，产生了世

界上最为荒谬和极端有害的现代性愚昧。金赛主义者宣扬的

性自由生活方式是一种对生命进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亵渎。

实际上《金赛报告》出版以前的美国社会，基督教性道德传

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无明显改变，但是《金赛报告》严重歪

曲真相的畸高数据，却把绝大多数美国男男女女描绘成一群表

面上一本正经，背地里都在淫乱的伪君子和假淑女，以致诱导

美国社会产生“看了它（指《金赛报告》），你认为人还有什么秘

密，还有什么可羞耻之事吗？”的群体性从众心理效应，使许许

多多原本理性地约束自己洁身自爱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后

觉得既然大家都如此，自己又何必继续受传统观念的严格束

缚。他们于是抛弃性道德，为追求性愉悦而放纵性欲。金赛就

这样煽起了非理性的性革命，解放了在社会文明约束下的人类

原始性本能。受道德规范压制了数千年的人类野性一旦挣脱

文明束缚，就如同野兽窜出樊笼。由于恣意纵情滥用性愉悦的

兽性行为，被乔装打扮成符合“人性”的性解放，性自由生活方

式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公马不与生母交配只是古人观察

到的现象，然而受自然选择支配，很多物种的性行为都存在着

保护生殖健康和防止近亲交配的自然约束机制。作为由遗传

基因决定的先天本能，幼畜不可能发情，成年雄性哺乳动物，即

使在性欲旺盛的发情期，也不可能对雌性幼畜进行性侵犯；近

代人类学家证实黑猩猩罕见有乱伦行为，因此有理由推断原始

人类也不会乱伦。可是金赛却声称乱伦是无害的，因而会让人

类堕落得连禽兽都不如性自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文明、

反社会、反人类行径。

由于美国社会的性道德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正

确认识传统宗教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文明都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开始和存在

的，而且有的一直延续到现代，性道德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一项。

因为无论是以世俗的、哲学的，还是宗教形式存在的传统性道

德，其核心内容均为所有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所共有。实际

上，性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关系到人类生存进化和社会稳定进

步的方方面面，因此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一环，不

仅为原始人类生存进化所必需，更是现代人类赖于持续生存发

展的必要条件。任何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性

的文明载体，其教义必定包含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具有

普遍意义的积极因素，其中也包括性道德，因此性道德的存在

实际上与宗教无关。金赛主义以性自由解放“人性”，用性自由

和“人性解放”来否定宗教，实质上却是在否定社会文明进步对

原始性本能的道德约束。名为进步，实为倒退，远不只是要使

文明的社会人退化为野蛮的原始人，而是蜕变成连高等灵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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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如的低等动物。

《金赛报告》充满了金赛个人的主观臆断和错误观念，以及

他根据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不可能被证实的错误结论。

然而这样的谬误在长时间内没有被揭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

视，不能被否定和清除，而是相反地被百般宣扬、鼓吹。世界性

的盲从，国际性的人云亦云，使之成为存在于当今现实中的，由

谎言重复了千遍万遍后转化成“真理”的典型。金赛的性自由

主义已经广泛为当今学术界和社会所接受和传播，甚至受到趋

之若鹜般的追捧和实践，以致谬种流传，酿成了性自由生活方

式蔓延的全球性灾祸，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金赛报告》

不但误导了美国社会，误导了世界，而且也严重误导了改革开

放后的中国。

从《金赛：罪行与后果》的揭露，联系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美国社会，乃至整个受其影响的世界，出现了令人惊诧、困惑和

忧虑的的社会变化。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金赛报告》引发的

性革命，不仅摧毁了性道德，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观念，促成了

性自由生活方式盛行，引发了色情出版物和色情行业泛滥，甚

至还严重影响着立法和司法，改变了美国有关性和婚姻家庭的

法律。性自由使美国社会婚前、婚外的各种性行为大量发生，

由两性感情纠纷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激增，以致离婚率上升，结

婚率下降，进而造成严重的家庭解体。目前全美国仅剩不足

５０％的成年人结婚，在短短数十年内健全家庭骤减，单亲家庭、
破碎家庭、重组家庭大量增加，严重削弱了美国社会稳定的基

础。卷入性自由生活方式的社会成员人数越多，家庭解体越严

重，不健全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失去双亲的共同爱抚养育，不能

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已经构成

不健全家庭的主体，其中又以未成年母亲养育的孩子遭遇更为

不幸。成长在这类家庭中的孩子，过早的性行为变得更轻率、

活跃、放荡，受到成年人性侵害的儿童也更多，以致少女怀孕和

少年母亲持续增加，儿童、青少年罹患性病艾滋病也有增无已。

不健全家庭的后代中问题儿童多，青少年逃学、辍学、少女怀

孕、吸毒、暴力、性犯罪率高，致使他们很难摆脱代复一代生活

在底层社会的困境。

滥用性愉悦的性自由生活方式，激发并放纵了人们贪得无

厌的肉欲追求，对性犯罪和性侵害的法律宽松、废弛，性行为的

轻率使女性受害者的报案意图降低，从统计数字上掩盖了大量

“灰色强奸”一类的性犯罪案件。因此美国社会的性暴力和性

犯罪的政府部门统计数字减少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则是大量

增多，并且长久地保持着一个高发案率，尤其是对儿童的性侵

犯和性虐待，工作场所对女性的性骚扰也是有增无减。

性自由还直接造成灾难性的性病艾滋病世界大流行。美

国是西方世界艾滋病流行最早和最严重的国家，目前艾滋病疫

情虽然维持着脆弱的稳定，其他性病却仍然升升不已。据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２０１５年公布的资料，全国现有１１亿
例性传播疾病患者，每年还增加２０００万性病新病例。在所有发
达国家中，美国的性病感染率最高，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无法

避免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患上一种性病；每四个少女中至

少有一个性病患者；美国每年花在治疗性病上的费用是１６０亿
美元。对于一个总人口３亿的美国来说，《金赛报告》仅仅在公
共卫生方面，就为美国制造了难于摆脱的灾难。

美国人从性自由生活方式中究竟获得了什么益处？事实

是性革命的结果并未使美国人的性生活越来越美满，而是无穷

无尽灾难。无度的性滥用，除了加剧性病流行，还促使性功能

障碍和性心理障碍增多；性的放纵和性的轻率易得，使人间变

得性多爱少，有性无爱，甚至失去爱的能力。没有了忠诚的婚

姻，也就没有了持久的爱情。一夜情、换妻、群交、滥交，使人变

得像动物一样随遇而交；而成人对儿童的性侵害，更使人变得

禽兽不如。

半数成年人不结婚，不承担社会赋予的家庭责任；残存的

家庭中还有着大量问题百出的不健全家庭，以致直接动摇了社

会赖于存在和稳定的基础，从而在实际上严重危害着美国社会

的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

金赛的性自由主义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

然而中国的“性学家”和众多盲目追随者们对此却不以为然，反

而乐此不疲，认为《金赛报告》和性自由给中国带来了“人性化”

的性权利。有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是在研究性学的

人，都在津津乐道金赛如何杰出，性革命如何“前卫”；《金赛报

告》的理论如何科学，如何经典；他们出版著作，刊登文章，发表

演讲，都在引用《金赛报告》的数据和观点，但是却没有几个研

究性学和从事性教育的人真正读过，或者真正了解《金赛报告》

的完整内容；也并不清楚《金赛报告》出版前后，美国社会的性

道德观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剧变，由此又带来了什么样的严重

消极社会后果。一方面，由于没有完整的《金赛报告》中译本可

供国人阅读；而另一方面，又能有几个中国的“性学家”，更不必

说是普通人，有可能去通读和深入探究超过千页的两册英文原

著？即使是读过择其所需的两版《金赛报告》中文节译本的人，

在知识界恐怕也不多，而在１３亿人中更属寥寥无几，因此中国
实在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金赛报告》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伪

科学著作。至于问世已经２０年的《金赛：罪行与后果》一书，在
中国从事性学和性教育的群体中也是鲜为人知，所以基本上也

就没有人了解金赛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

罪恶。

金赛主义性革命的入侵中国，更是被“性观念开放”一词所

中国化。盗用“开放”名义，把“性自由”私货塞进改革开放的大

篮子。宣扬性自由的性学家与媒体，至今不敢明目张胆直接使

用“性自由”的名词，而是以“性观念开放”之名，行鼓吹性自由

之实。由于从未对性与生命进化，性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

谛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性学家”们，完全认识不到放纵原始性

本能的性自由，本质上是逆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而动的保守倒

退。他们不以为愚，反以为智，把西方的现代性愚昧奉为文明

进步，竭力美化性自由生活方式，用“性观念转变”否定传统性

文明，掩饰对传统性道德的诋毁，里应外合，为金赛性革命敞开

中国社会的大门，任由其长驱直入。金赛性革命在“性观念转

变”和“性观念开放”的欺诈性口号掩护下，西方的现代性愚昧

就成为强势的先进文化，借此他们得以蛊惑国人和青少年抛弃

性道德，得以煽动和诱使青少年参与丧失道德的性乱行为，致

使大量不谙世事的青少年陷入轻率的婚前性行为泥淖。有多

少少女因此怀孕、堕胎，有多少青少年因色情诱惑而荒废学业，

陷于性乱、吸毒、暴力、性罪错，或者染上性病，甚至感染艾滋病

毒。所有因受现代性愚昧祸害而丧失美好生活和生命的人们，

他们最终都不幸成为鼓吹性自由的“性学家”供奉在性革命祭

坛上的牺牲。

就最早掀起性革命的美国和欧洲而言，性革命的高潮早已

过去，性自由生活方式既习以为常，也使人厌倦。对性解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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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热情因严重的家庭解体和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和公共

卫生难题，包括性病、艾滋病的严重流行而日渐淡漠、消退。尽

管金赛主义的直接获利者仍然在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竭力

维护《金赛报告》，然而长期受蒙蔽的美国学术界和广大公众，

则已经从性自由带来的灾难中逐渐觉醒过来，开始质疑并认清

《金赛报告》及金赛其人的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本质，进而唾

弃那场使整个美国，乃至人类遭殃的性革命。至于眼下仍然陷

于对《金赛报告》和性革命的盲目崇拜和追随造成的灾祸之中

的相当数量中国人来说，《金赛：罪行与后果》一书所揭露的美

国性自由灾难根源，应该是值得引以为训的前车之鉴。为此我

们必须对这场由“性学家”和某些大众传媒在中国煽起，已经造

成重大危害的性革命进行深刻反省。可以相信，有理智的人们

终将从现代性愚昧的迷蒙中清醒过来。

探究金赛其人和《金赛报告》，以及金赛主义性革命之所以

出现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人类的原始性本能。植根于人类遗

传基因的原始性本能，有着根深蒂固的遗传保守性。“食、色，

性也！”性欲驱使动物求偶，而主动求偶者总是雄性，这是由自

然选择决定的。动物只在发情期才有性欲，求偶、交配完全是

为了繁衍后代。动物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偶，也不知道雌性交配

后会怀孕、生育。驱使动物求偶的性欲，是自然选择启动生命

传承行为的诱惑和激励；交配时的性愉悦和射精时的性愉悦高

潮是自然选择赋予生命传承的最高奖励，两者都是由自然规律

决定的。没有自然选择形成的激励和奖励机制，无欲不动，无

利不为的动物就不可能完成繁殖使命。自然生态下被动生存

的动物，生存繁衍完全受自然选择支配，不可能违背自然选择，

否则个体和物种会被自然淘汰。社会生态下开始主动生存的

人类，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逐渐懂得了食是为了获取营养，性

是为了繁衍后代，因而生存繁衍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增强，可是

完全不可能超脱自然选择的最终制约。在自然选择支配下，性

和生殖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不存在只是为了获取性愉悦的性

活动。动物的求偶、交配完全受本能和周期性的发情期左右，

原因在于食物来源受季节影响，缺乏食物时是不可能繁殖的。

在发情期，即使是强奸，成年雄性也只可能选择发情的成年雌

性交配。保护生殖健康和保护未成年幼畜的自然选择机制，决

定了雄性不可能侵犯未成年雌性，也不存在性虐待或恋童癖；

自然选择同时还形成了避免和淘汰近亲繁殖的多种机制，有的

物种本能地没有乱伦，有的物种一个种群只有少数，甚至单一

的强悍健壮成年雄性。发情期一旦结束，性欲随即消失，求偶、

交配等性行为也就停止，因此自然选择决定了动物不可能为追

求性愉悦而交配。人类失去发情期同样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原

因在于获取和储存食物能力，御寒和保护婴幼儿能力都获得增

强，生殖活动不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失去发情期的人类，进

入青春期，就等于跨进终身发情期，随时可能发情，繁殖能力大

为增强。原因是自然生态下的人类生存条件严峻，甚至险恶，

婴幼儿夭折多，成年人寿命短，多多益善的生育能力是重大的

生存优势，自然选择也就因此造就了男性旺盛的性欲和主动

性，侵犯性００，但也由此引发出许多动物不存在的新问题。随
时发情的男性一时性起，既可能强奸当时没有性欲求的女性，

又可能强奸未成年女性，甚至幼女，而这种现象在有发情期的

动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早期原始人类与动物一样，并不知道交

配与怀孕生育的关系，只是为追求性愉悦。历经亿万年进化而

形成的原始性本能，有着高度稳定的遗传保守性。发情期的动

物种群，雄性为争夺雌性而进行的角逐极为激烈、残酷，往往拼

个你死我活。原始的性本能是非理性的，开始失去发情期的原

始人类，成年男子随时发情，随时引发夺偶争斗，部落因此时刻

不得安宁。如果不能用社会约束来制止极为强烈的原始性本

能，既不能避免近亲生育，又不能保护幼女生殖健康，更无从约

束男性无序的强烈性冲动。如果部落社会不得安定，人类根本

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原始性禁忌由此应时而生，也就成为文明

进步的历史必然，所以性禁忌是原始人类最早的文明标志。

文明是从对野性的约束开始的，只要原始的野性继续存

在，约束就必须继续下去。由于野蛮人的蛮荒野性，性禁忌必

须是强制性的，并且不可能不十分严厉。要是用现代人的“人

性”观来看，则极不人道，甚至被认为缺乏“人性”。例如，对奸

污处女的惩罚有可能严厉到被处死。然而原始人类若是不这

样做，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社会。

有着亿万年漫长进化史的原始性本能，决定于高度稳定的

物种遗传基因，基因的分子结构有多稳定，遗传保守性就有多

稳固，基因的自然表达也就有多顽强。从最早期的原始文明以

来，仅仅数万年时间的社会文明进步，完全没有可能动摇有着

数亿年历史的动物生殖基因。人类为了可持续的生存繁殖，对

性的约束必然会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由原始社会的性禁忌到古

代社会的性习俗、性道德、性法律，并且一直持续到现代。这样

说绝对不是凭空的主观臆断猜测。何以见得？君不见，所有历

史悠久的文明民族，在年代久远的生存过程中，无一不形成各

自的传统性道德。不论是宗教的、哲理的还是世俗的，其核心

内容都基本雷同。而那些未能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性道德传

统的民族，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即

使近代仍然生存于大洋孤岛和热带丛林中的原始部落民族，他

们之所以能残存至今，也都是因为具备了能够有效防止近亲繁

殖和保护生殖健康，以及遵守性行为秩序维护部落安宁的传统

性禁忌、性习俗。

对于一夫一妻制度下的人类来说，性与婚姻统一，性与爱

统一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文明进步。性与爱分离，性与婚姻

分离，性与生殖分离，性行为就成为有性无爱，纯粹追求性愉悦

的享乐活动，完全脱离了生理欲望的自然规律基础。“无功不

受禄”，在西方称为“没有免费的午餐”。自然规律决定了任何

生理欲望都不应异化为追求愉悦的享乐，性欲也不可能例外。

《易经》将顺应天理的所获称为“厚德载物”，可见违逆天理的无

功受禄就应属于德不配位，而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所以性是不

应有有享乐功能的。这就是古今中外，当把放纵性欲作为享乐

追求时，个人也好，社会也罢，就必定陷入毁灭前的纵欲疯狂。

人类的文明历史，是一部以社会文明约束和限制原始本能

的斗争史。从原始社会开始出现性禁忌，至古代形成性道德和

发展婚姻制度，一直到近代逐步确立一夫一妻制，原始性本能

就不曾有一天不在顽强反抗，每一代人都是如此。历史上，任

何一个社会的多妻特权、强奸、通奸、私通等个体反抗从未停止

过，群交和轮奸一类的群体反抗也时有发生。就近代而言，早

期苏联的杯水主义和公妻现象更是群体反抗的典型。至于像

金赛这样以虚假的“性学研究”杜撰伪科学“理论”，将放纵原始

性本能合理化，彻底否定性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全面否定

人类性行为的社会性、文明性和进步性，则更古未有。金赛主

义性革命以“人性解放”，迎合芸芸众生数千年来已经饱受压制

的原始性本能，于是一呼万应，迅速引发了世界性的性自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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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蔓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流毒之甚，危

害之重，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了金赛这样的“革命

理论家”，芸芸众生就会被非理性的原始本能意识绑架，民主也

就成为性革命的时代基石。获得了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芸芸众

生，在金赛领导的性革命中似乎成为胜利的受益者，然而事实

却证明他们最终都不幸成为失败的受害者。可见金赛主义性

革命的性自由远非单纯的学术问题。

性道德是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为人类生存繁衍所必需，

金赛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否定的是文明进步，解放的是动

物兽性而非人性，恰恰反映了原始性本能对社会文明进步最顽

强和最疯狂的对抗，所以性革命是野蛮革了文明的命。打着

“性革命”、“性解放”、“性自由”的美丽旗号，喊着“人性解放”、

“社会进步”的动人口号，其实质却确确实实源自有着亿万年历

史的动物基因表达。高度稳定的基因分子结构，决定了动物本

能欲望和行为高度稳定的遗传保守性。人类的原始本能是野

蛮的，非理性的，稳定而又顽强的，必须时刻受到社会文明道德

的理性制约，上万年来始终如此。文明理性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社会如此，个人更是如此。一旦放松，人欲势必横流，原因

就在于基因顽强表达的的遗传保守性。金赛是伪进化论者，

《金赛报告》是伪科学糟粕，金赛主义性革命是反文明、反进步、

反社会、反人类的反动逆流。就人类的文明进步历史而言，动

物的遗传基因有多稳定，金赛主义就有多保守；人类性本能的

逆文明潮流而动有多强烈，金赛的性自由就有多反动。

由此可知，传统性道德和为维护这一传统相应的婚姻家庭

法律，是必须受到尊重和遵守的。随着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程

度的提高，对性科学知识的增长，遵守性道德的自觉性应随之

提高，传统性道德也将与时俱进地获得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然

而决不是像金赛主义那样轻易的全盘否定，更不是无端的彻底

抛弃。

《金赛报告》和性自由生活方式，源自当代世界上经济实力

最雄厚，科学技术最发达，又有着西方自以为成熟的先进民主

制度的文明社会，因此性自由生活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发展中

国家应该效仿的西方先进文化。殊不知，正是因为有着美国的

强势经济，强势政治，性自由也就成了强势文化，以致蔓延到整

个世界。然而强势不会必然就是先进，且听听西方古代哲人苏

格拉底的学生、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是怎样说的：

“民主政治持续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民主。自由会增

加，平等会蔓延。对任何一种权威的敬畏都会消失，对任何一

种不平等的容忍都会受到强烈威胁，多元文化和性自由将造就

犹如‘五色斑斓之衣’的城市或国家。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彩虹旗帜般的组织体制是最公平的。

但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随着精英阶层的权威渐弱，随着当权

派的价值观让位于民众价值观，观点和个性会变得五花八门且

互不理解。一旦阻碍平等的种种壁垒不复存在，一旦人人平

等，一旦精英阶层遭到鄙视而为所欲为得到正式认可，那么，民

主政治就到了晚期。”

美国统治者何尝没有意识到，由《金赛报告》引发的性自

由，正在危害着整个美国社会，因而完全谈不上什么先进。否

则怎可能从１９９６年的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连
续三届政府，长期拨巨款支持青少年禁欲教育，直到奥巴马的

两届政府，虽然削减了近半数经费，但禁欲教育仍在继续坚持

之中？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禁欲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希望能从中

小学生性教育开始，从根源上着手制止这种促使祸害丛生，因而

算不得先进的性自由生活方式，以恢复美国社会的传统性道

德。然而效果十分有限，甚至遭到金赛主义者的嘲笑和指责。

在中国，某些媒体也常会传出美国禁欲教育已经失败的信息；

崇尚性自由的中国性学家们对美国禁欲教育更是始终不以为

然，甚至对其的不成功幸灾乐祸，并声言已经因失败而停止。

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制造性自由不可逆转的舆论，为中国的金赛

门徒鼓劲造势，要他们继续在毁弃性道德和煽动性乱的道路上

走下去，不要因美国推行禁欲教育而动摇性自由信念。

然而美国禁欲教育的不成功，并非教育的方向错误，而是

因为基督教的传统性道德已经因多方面的严重冲击而衰落；

（１）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严重削弱了宗教的历史性深厚社会
影响，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而《金赛报告》正是以进化论学者

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推崇的；（２）《金赛报告》不科学的调查研
究方法，不真实的统计数字，主观臆断的伪科学论述，严重夸大

和歪曲了美国社会违背性道德的现实，彻底否定了性和婚姻道

德的合理内涵，致使美国公众的传统性观念发生急剧转变；（３）
由于缺乏科学的人性定义，解放“人性”的思潮，强烈地动摇和

瓦解着合理的传统道德。几千年来受到社会文明严格约束人

类野性，被误认是受禁锢的“人性”，其中就包括着必须受文明

约束的原始性本能；（４）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泛化为道德和行
为的多元化，社会高度失去统一意志。反映在人的性道德观念

和性行为上的多元化趋势，最终导致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无序化

和去道德化，人类性行为因此失去是非和善恶的判断标准；（５）
金钱万能危害着科学的纯洁性。《金赛报告》是金赛团队，在洛

克菲勒大财团的基金会一手扶持下炮制出来的“科学成果”。

为了维护财团声誉和权威，再加上强大的色情业为维护自身既

得利益，每逢金赛和《金赛报告》遇到受质疑的危机，他们都会

发动大量媒体全力为金赛辩护。当德国审判纳粹战犯冯·巴

鲁塞克，罪犯主动供出金赛的恋童癖恶行时，德国和欧洲媒体

舆论一片哗然，然而美国大众传媒居然对此讳莫如深，因而集

体为之噤声；（６）人类的利己和享乐是动物稳定的原始本能，在
失去传统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恶化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物

欲崇拜，以致酿成世界性的人欲横流，而性质特殊的性愉悦作

为对欲中之欲的追求，便成为纵欲享乐的首选，性器官沦为人

类纵欲的重灾区。

以上多重因素已经促使美国社会沉湎于金赛主义性自由

生活方式的变态享乐之中，带有性色彩的媒体广告２４小时地毯
式狂轰滥炸，整个社会受到色情文化的全覆盖，连神圣的教堂

里都有牧师在发放避孕套。深陷在性自由泥淖中的美国，作为

高度失去统一意志的多元社会，一个具有过熟特征的西方民主

社会，已经无力自拔。充满色情化的社会环境，成年人不能在

性道德上为下一代以身作则，仅仅依靠公立学校空洞的禁欲说

教，而教师自身还往往存在性自由行为，又怎么能能让孩子们

出污泥而不染？美国统治者尽管有心恢复和重建传统性道德，

然而社会病入膏肓，难有回天之力。色情乱象的林林总总，均

因《金赛报告》之毒已经深深地渗入美国社会的骨髓，这才是美

国青少年禁欲教育未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