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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血管生成拟态（ｖａｓｃｕ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ｉｍｉｃｒｙ，ＶＭ）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肿瘤血液供应的新方式，随
着研究的深入，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前列腺癌组织中亦发现有ＶＭ的存在，其形成可能与通路ＨＩＦ－１α
→ＶＥＧＦα→ＥｐｈＡ２→ＭＭＰｓ→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ＶＭ有关。本文综述了近几年国内外对该通路中相关因子的研究
进展，为下一步前列腺癌ＶＭ的基础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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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已成
为危害男性健康的重大疾病。前列腺癌可引起类似于男性泌

尿系统梗阻、刺激等临床不适，也可因骨转移造成转移灶骨痛、

病理学骨折，甚至出现压迫脊髓而发生下肢瘫痪等症状。而前

列腺癌的治疗则可能会导致患者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癌放射治

疗（外照射及近距离治疗）对性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前列

腺癌根治术可能损伤勃起相关神经、血管和平滑肌，从而导致

勃起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关于前列腺癌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长期以来，内皮依赖性血管（ｅ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ｅｓｓｅｌ，
ＥＤＶ）一直被认为是肿瘤获得血液供应的唯一途径，但近年来在
肿瘤血管生成上有了新的发现，某些高度恶性的肿瘤细胞可以模

拟ＥＤＶ的结构形成一种新的血液供应模式，称为“血管生成拟
态”。ＶＭ是肿瘤（特别是早期肿瘤）血液供应的主要途径，其发
现充实了已有的肿瘤血液供给理论，构成了三阶段式的肿瘤血供

模式，其中第一阶段为形成ＶＭ微循环通道，第二阶段为内皮细
胞长入肿瘤细胞之间形成马赛克血管，第三阶段则是进一步成熟

为ＥＤＶ［１］。
ＶＭ普遍存在于前列腺癌组织中，通过这种类似血管的通

道，能持续的提供营养物质促进肿瘤细胞生长，是肿瘤发生侵袭

与转移的重要原因。前列腺癌组织中ＶＭ形成的通路逐步成为
研究重点。研究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可通过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
ｔｏｒ－１α，ＨＩＦ－１α）→ＶＥＧＦα→上皮细胞激酶－２（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ｏｉｅｔ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ａｒＡ２，ＥｐｈＡ２）→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
（Ｍａｔｅ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ＭＭＰｓ）→层粘连蛋白５γ２（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
ＬＮ－５γ２）→ＶＭ路径诱导肿瘤细胞形成ＶＭ，尤其在生殖系肿瘤
当中，ＶＥＧＦ的表达程度与ＶＭ形成密切相关。在前列腺癌的发
展进程中，ＨＩＦ－１α作为通路起始分子，对ＶＭ有显著诱导作用，
能直接调控ＶＥＧＦ，后者的表达对Ｖ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二者
相互作用是启动ＶＭ的关键。ＥｐｈＡ２在ＶＥＧＦ的作用下被活化，
活化后的ＥｐｈＡ２可结合并激活磷脂酰肌醇３－激酶（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
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ｋｉｎａｓｅ，ＰＩ３Ｋ），后者能通过调控ＭＭｐｓ的表
达，降解细胞外基质，降解后产物能促进ＶＭ的形成，参与肿瘤细
胞的侵袭与转移。因此前列腺癌ＶＭ的形成与通路ＨＩＦ－１α→
ＶＥＧＦα→ＥｐｈＡ２→ＭＭＰｓ→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ＶＭ有关，以下是对该
通路中各相关因子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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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ＧＦ属于血小板源生长因子（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ＰＤＧＦ）家族，有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增加血管通透性、
改变细胞外基质等生物学作用［２］。ＶＥＧＦ－Ａ即是通常所称的
ＶＥＧＦ，因为ＶＥＧＦ－Ａ是祖内皮细胞分化和新生血管形成的重
要调控因子［３，４］。ＶＥＧＦ－Ａ过表达于人类多种肿瘤中，它与细
胞膜酪氨酸受体结合后通过信号级联反应，使下游蛋白如

ＰＩ３Ｋ，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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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ｓｅ，ＭＡＰＫ）等被激活，介导相应的生物学功能，致使肿瘤细胞
的增殖、侵袭和转移。

ＶＥＧＦ几乎影响了血管发生的所有过程，它不仅能够促进
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还能抑制其凋亡。研究表明，ＶＥＧＦ可促
进血管新生，而抑制 ＶＥＧＦ也会抑制血管生成［５］。ＶＥＧＦ通过
作用于内皮细胞，可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舒张血管；通过上调

ＭＭｐｓ表达，减少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释放；分解内皮细胞间紧
密连接，提高血管的通透性［６］。

近年来关于ＶＥＧＦ与ＶＭ的关系有大量研究。在三维培养
中，经ＶＥＧＦ－Ａ干预后的卵巢癌细胞能形成典型的管道结
构［７］。ＶＥＧＦ也是骨肉瘤细胞形成 ＶＭ的关键影响因素［８］，只

有高表达ＶＥＧＦ的细胞才有形成 ＶＭ的潜能［９］。临床研究［１０］

显示，几乎全部子宫内膜癌细胞ＶＥＧＦ均表达阳性，证明内皮细
胞表型可被子宫内膜癌细胞模拟表达出来，肿瘤细胞这种模拟

的特性是其形成 ＶＭ的物质基础［１１］。另一个研究［１２］表明，在

加入外源性的 ＶＥＧＦ－Ａ后，卵巢癌细胞 ＶＭ形成能力显著
加强。

ＶＥＧＦ是前列腺癌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因子，其过度表达可
能在前列腺癌的骨转移中起重要作用［１３］。ＶＥＧＦ高表达于前
列腺癌组织，通过促进ＶＭ及微血管生成，可以为癌组织的持续
及进行性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Ｈａｒｐｅｒ等［１４］研究发现绝

大多数前列腺癌组织 ＶＥＧＦ呈阳性表达，且其表达强度与肿瘤
恶化程度正相关。非恶性病变前列腺组织中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
显著低于前列腺癌组织［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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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缺氧时可产生一种特异性核蛋白ＨＩＦ－１，它与靶基因
结合后可激活包括ＶＥＧＦ等在内血管形成诱导因子基因，参与
肿瘤对缺氧的耐受和侵入与转移。ＨＩＦ－１α是 ＨＩＦ－１的主要
异二聚体亚单位，通过与一种特异的ＶＥＧＦ的ＤＮＡ低氧性应答
物质连接，诱导包含ＶＥＧＦ等在内的多种生物活性因子的表达，
从而影响肿瘤的血管形成。

ＨＩＦ－１α是细胞耐受缺氧的关键性转录调控因子，参与缺
氧条件下肿瘤恶化的初始步骤，可直接导致肿瘤ＶＭ的形成，其
形成主要有２个途径：（１）调控ＥｐｈＡ２＼ＰＩ３Ｋ＼ＭＭＰｓ信号途径影
响ＶＭ形成。（２）通过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信号通路调节 ＶＭ的
形成。研究［１６］发现在１３种肿瘤组织中ＨＩＦ－１α蛋白表达明显
增高，在部分组织的癌前病变及肿瘤远处转移灶中ＨＩＦ－１α蛋
白也有不同程度增高，而正常组织及良性病变中未发现 ＨＩＦ－
１α的过度表达。肺癌中高表达 ＨＩＦ－１α是 ＶＭ形成的重要原
因之一［１７］。ＨＩＦ－１α高表达率也与原发性胆囊癌 ＶＭ的形成
密切相关［１８］。ＨＩＦ－１在缺氧条件下，能特异性地与缺氧基因
启动子或增强子的缺氧反应元件结合，通过转录调控，最终导

致黑色素瘤血管ＶＭ的形成［１９］。

ＨＩＦ－１α是前列腺肿瘤的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参与因子之
一。有学者［２０］研究３４例前列腺癌标本，结果显示 ＨＩＦ－１α在
９０％以上的癌组织标本中呈强阳性表达，显著高于良性前列腺
增生和正常组织。另一个研究显示［２１］，ＨＩＦ－１α表达率在高级
别前列腺上皮内瘤变损害区域中为７８％，而正常组织、前列腺
增生组织表达率则较低。ＨＩＦ－１α在前列腺癌组织中呈过度表
达状态，其与肿瘤临床分期密切相关［２２］，而且沉默 ＨＩＦ－１α基
因能增强多西紫杉醇（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ＤＴＸ）对前列腺癌 ＰＣ－３细胞
的生长抑制作用［２３］。相比于正常前列腺组织和良性增生前列

腺组织，ＨＩＦ－１α在前列腺癌组织中明显拥有更加高的阳性表

达率，并且与前列腺癌的分期有关，前列腺癌组织中 ＨＩＦ－１α
与ＶＥＧＦ表达呈正相关［２４］。ＨＩＦ－１α在前列腺癌骨转移的病
例也发现有明显上调［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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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ｈ受体分布广泛，结构上高度保守，是受体酪氨酸激酶家
族中最大的分支，参与肿瘤的生成与进展。ＥｐｈＡ和 ＥｐｈＢ两个
亚族共同组成Ｅｐｈ受体，其中前者包括８个成员，ＥｐｈＡ２是其中
第二个，１９９０年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等从人角化上皮细胞 ＤＮＡ文库中筛
选获得ＥｐｈＡ２，其是该亚族成员首先被发现有酪氨酸激酶活性
的基因。ＥｐｈＡ２广泛表达于肺脏、卵巢组织等人类上皮来源的
细胞，功能包括胚胎发育的调控、细胞增殖和迁移以及血管生

成。ＥｐｈＡ２的过表达可导致正常组织恶化转变，并且能增强肿
瘤细胞的侵袭能力，致使肿瘤的侵润、转移。ＥｐｈＡ２在乳腺癌、
结肠癌、前列腺癌等许多肿瘤组织中均呈高表达状态。

ＥｐｈＡ２是ＶＭ形成的关键因子之一，国内研究［２６］发现膀胱

移行细胞癌ＥｐｈＡ２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膀胱黏膜组织，与
ＥｐｈＡ２有关ＶＭ也被证实存在于中低分化膀胱癌。在有ＶＭ存
在的肝细胞肝癌组织中 ＥｐｈＡ２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无 ＶＭ存在
的肝细胞肝癌组织，显示出 ＥｐｈＡ２在 ＶＭ形成过程中的重要
地位［２７］。

ＥｐｈＡ２是前列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因子，ＥｐｈＡ２在恶
性前列腺癌及转移病例中表达最强，且其表达与癌症分级、分

期及转移相关［２８］，其过表达可能介导了某些致癌信号级联反

应，并形成某种反馈循环［２９］，导致其蛋白表达维持于高水平状

态，最终导致肿瘤进一步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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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Ｐｓ是一类能降解细胞外基质蛋白并含锌原子的内切蛋
白水解酶，与肿瘤的侵袭、转移和预后相关。ＭＭＰｓ家族成员在
肿瘤中的作用机制包括：（１）降解细胞外基质，现今认为它是降
解ＥＣＭ最核心的酶［３０］。（２）促进血管新生，ＭＭＰｓ可降解基底
膜（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ＢＭ）成分、促进细胞运动，参与血管新
生过程，同时它还可提高促血管生成因子如ＶＥＧＦ、碱性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ｂａｓｉｃ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ＦＧＦ）、转化生长因
子－β（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β）及转化生长因子
－α（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α）的作用。（３）调节
肿瘤细胞与基质的粘附。（４）调节细胞生长，ＭＭＰ－７通过降
解细胞膜上的死亡配体ＦａｓＬ，抑制细胞凋亡，这是肿瘤细胞持
续生长的重要原因。

肿瘤细胞高表达 ＭＭＰｓ、降解 ＥＣＭ，是 ＶＭ形成的前提条
件［３１］。Ｈｅｓｓ等［３２］研究发现，ＭＭＰ－２是恶性黑色素瘤 ＶＭ的
重要载体，国内研究［３３］也发现在乳腺癌浸润转移的ＶＭ机制中
ＭＭＰ－２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ＭＭＰ－９在胃肠道间质瘤
（ＧＩＳＴ）ＶＭ形成机制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ＧＩＳＴ的存在与
ＭＭＰ－９蛋白表达呈正比［３４］。

目前已有研究显示ＭＭＰｓ在前列腺癌发生和进展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 ＭＭＰ－２、ＭＭＰ－７和 ＭＭＰ－９与
前列腺癌侵袭和转移相关［３５，３６］。ＭＭＰ－９可以降解 ＢＭ成分，
破坏ＢＭ的完整性，促进血管新生，导致前列腺癌的侵袭和转
移。研究显示［３７］，ＭＭＰ－９的表达与前列腺癌细胞ＰＣ－３骨转
移组织中破骨细胞活性增加以及破骨细胞募集到骨重塑处密

切相关。ＭＭＰ－７是ＬＮ的底物，ＬＮ是一种糖蛋白，能使基底膜
与肿瘤细胞粘附后发生分解，形成一个侵入点，使肿瘤细胞得

已突破基质膜发生侵袭和转移［３８］，这是ＭＭＰ－７促进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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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和转移的基本机制。也有研究表明［３９］强力霉素抑制ＰＣ－
３侵袭及转移的作用与其抑制ＭＭＰ－２的表达有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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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Ｔｉｍｐｌ等在研究中发现小鼠肿瘤基质中除了胶原成

分外，还有一种非胶原成分，这是一种大分子糖蛋白，并将它命名

为ＬＮ。ＬＮ作为ＢＭ的主要成分之一，是ＢＭ的构建及细胞粘附、
生长、迁移和分化重要参与因子，参与肿瘤的侵袭与转移。现今

已发现的ＬＮ超过１０种，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是其中主要的一型。
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是ＶＭ形成的重要参与因子，细胞过表达血管

生成素２（ａｎｇｉ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２）可使 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表达增加［４０］。ｌａｍｉ
ｎｉｎ５γ２和ＭＭＰ－２相互作用可以形成 ＶＭ，应用 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抑
制剂可抑制ＶＭ的形成，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可能是ＶＭ形成的信号通路
中的下游因子［４１］。研究表明，活化的ＨＩＦ－１α可提高ＭＭＰ－２
和ＭＭＰ－９的表达水平［４２］，活化的ＭＭＰ－２可使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链
的水解增强，加速ＶＭ的形成，因此推测 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可能是 ＨＩＦ
－１α下游基因产物的作用靶点。
ｌａｍｉｎｉｎ５γ２与肿瘤细胞上的层黏连蛋白的受体结合后可促进

前列腺癌细胞的黏附、侵袭和转移。ＬＮ在细胞膜的表达与癌细胞
之间或癌细胞与ＥＣＭ、血管基膜之间的粘附和迁移密切相关［４３］。

ＬＮ在粘附因子粘合素等因素协同作用下，可使人肝细胞的增殖，而
缺乏这些因素则可导致肝细胞的存活、增殖明显降低［４４］，表明这些

具有协同作用的因素也是ＬＮ发挥生物学功能重要参与者。
8

　结语
目前研究表明ＶＭ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虽然涉及前列腺癌 ＶＭ形成通路的发生、进展的因素很
多，且涉及前列腺癌通路各因子的临床研究有待继续深入，但

前列腺癌的ＶＭ形成通路对于其预防和治疗来说仍然值得进一
步深入研究，因此，研究该通路中各个相关因子有利于临床上

判断前列腺癌患者肿瘤侵袭性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并有望成为

药物治疗前列腺癌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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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ＺｈｏｎｇＨ，ＳｅｍｅｎｚａＧＬ，ＳｉｍｏｎｓＪＷ，ｅｔａｌ．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ｘｉａ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ｉ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ｅｖｅｎｔ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Ｐｒｅｖ，２００４，２８（２）：８８－９３．

［２２］　ＬｅｋａｓＡ，ＬａｚａｒｉｓＡＣ，Ｄｅｌｉｖｅｌｉｏｔｉｓ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ｙ－
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ＨＩＦ－１ａｌｐｈａ）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６，２６（４Ｂ）：２９８９－２９９３．

［２３］　付振宇，张鸽，黄玉华，等．ｓｉＲＮＡ沉默ＨＩＦ－１α基因对前列腺癌
ＰＣ－３细胞多西紫杉醇化疗敏感性的影响．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８８１－８８５．

［２４］　韩丽华，孙佩杰，吴，等．缺氧诱导因子－１α及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在前列腺增生和癌变组织中的表达及对判断预后的意义．沈
阳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４）：２０５－２０７．

［２５］　ＺｈｏｎｇＨ，ＤｅＭａｒｚｏＡＭ，ＬａｕｇｈｎｅｒＥ，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ｙ
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ｅ
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１９９９，５９（２２）：５８３０－５８３５．

［２６］　李清，杨金瑞，李解方．膀胱移行细胞癌中血管生成拟态与 Ｅ
ｐｈＡ２表达的关系，中南医学科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０（５）：４６１－４６４．

［２７］　马晓洁，李杰，谭榜宪，等，肝细胞肝癌中ＥｐｈＡ２表达与血管生成
拟态及临床病理的关系．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７（４）：
６１１－６１３．

［２８］　张平，陈晓春．ＥｐｈＡ２和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
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５，３４（１）：５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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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ＰｒａｔｔＲＬ，ＫｉｎｃｈＭ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ｐｈＡ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Ｐ／ＥＲＫ ｋｉｎａｓ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０２
（２１）：７６９０．

［３０］　ＹｕａｎＴＬ，ＣａｎｔｌｅｙＬＣ．ＰＩ３Ｋ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ｖａｒｉ－
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ｎａｔｈｅｍｅ．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０８，２７（４１）：５４９７－５１０．

［３１］　段炳烽．基质金属蛋白酶与恶性肿瘤侵袭转移关系的研究进展．
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５５．

［３２］　ＤｏｎｇＺ，ＢｏｎｆｉｌＲＤ，ＣｈｉｎｎｉＳ，ｅｔ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ｏｓｔｅｏｃｌａｓ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ｉｓｓｕｅ．
ＡｍＪ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５，１６６（４）：１１７３．

［３３］　曾汉青，肖亚军，陈勇．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９在前列腺癌组织中表达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临床泌尿外科杂
志，２００２，１７（５）：２３５．

［３４］　鲁德生，周志耀，王章才，等．前列腺癌层粘蛋白表达与其浸润、
转移相关性的研究．江苏医药杂志，２００３，２９（６）：４３７－４３９．

［３５］　张晓毅，洪宝发，陈光富，等．金属基质蛋白酶２和９在前列腺癌
中表达的意义．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１（５）：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　ＨｅｓｓＡＲ，ＳｅｆｔｏｒＥＡ，ＧｒｕｍａｎＬＭ，ｅｔａｌ．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Ｅ
ｐｈＡ２ｉ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ｏｖｅ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ｖａｓｃｕ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ｉｍｉｃｒｙ．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ｌＴｈｅｒ，２００６，５（２）：
２２８－２３３．

［３７］　ＺｈｏｎｇＨ，ＣｈｉｌｅｓＫ，ＦｅｌｄｓｅｒＤ，ｅｔ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
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ＰＴＥＮ／ＡＫＴ／ＦＲＡＰ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ｓ．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０，６０（６）：１５４１－１５４５．

［３８］　ＶａｎｄｅｒＨｅｉｄｅｎＭＧ，ＰｌａｓＤＲ，ＲａｔｈｍｅｌｌＪＣ，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ｅｌ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１，２１（１７）：５８９９－５９１２．

［３９］　ＧａｏＮ，ＦｌｙｎｎＤＣ，Ｚｈ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Ｇ１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１ ｃｙｃｌｉｎｓａ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
ｐ７０Ｓ６Ｋ１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ｈｕｍａ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４，２８７（２）：Ｃ２８１－２９１．

［４０］　肖丽，姜达．乳腺癌血管生成拟态及其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２表
达的相关性研究．河北医药，２０１５，３７（１４）：２０８５－２０８９．

［４１］　赵晶洁，李胜好，郑秀琴，等．ＭＭＰ－９表达与ＧＩＳＴ生物学行为及
血管生成拟态的关系探讨，承德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４）：４６９
－４７１．

［４２］　王晓培、黄丽虹，张力，等，层粘连蛋白在乙肝相关性肝癌中的表
达、分布及意义．武警医学，２０１５，２６（１２）：１２４８－１２５２．

［４３］　张诗武，孙保存．肿瘤血管生成拟态研究进展．中华病理学杂志，
２００７，３６（１０）：６９４－６９７．

［４４］　ＨｅｓｓＡ，ＳｅｆｔｏｒＥＡ，ＳｅｆｔｏｒＲＥ，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ｉｎｏｓｉｔｉｄｅ３－ｋｉｎａｓ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Ｔｙｐｅ１－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ＭＭＰ）ａｎｄＭＭＰ
－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ｖａｓｃｕ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ｉｍｉｃｒｙ．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
２００３（６３）：４７５７－４７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浙江省医药卫生平台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ＤＴＡ０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梁钰龙（１９７６－），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男性性功能障碍与男性不育。

△【通讯作者】王荣江（１９６２－），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３５６７２２８７６５
＠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２

疏肝益阳胶囊对早泄患者的疗效与不良反应的影响
梁钰龙１　孟宏舟２　王荣江３△

１长兴县妇幼保健院泌尿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１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３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疏肝益阳胶囊用于治疗早泄患者的效果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方法：将１２０例
早泄患者随机分为Ａ、Ｂ、Ｃ三组。Ａ组采取单纯行为治疗，Ｂ组口服盐酸舍曲林片，Ｃ组在 Ｂ组的基础上联
用疏肝益阳胶囊，比较三组患者的射精潜伏期、早泄症状、勃起功能障碍、性生活满意度及不良反应率。

结果：治疗后Ｃ组的ＩＥＬＴ指标高于Ａ组和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Ｃ组的ＣＩＰＥ指标高
于Ａ组，且Ｃ组ＣＩＰＥ指标高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Ｃ组ＨＡＭＤ和ＩＩＥＦ－５指标均
低于Ａ组和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Ｃ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优于Ａ组和Ｂ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疏肝益阳胶囊可用于早泄患者的治疗，在舍曲林的基础应用疏肝益阳胶
囊可以改善患者早泄症状、勃起功能障碍和抑郁情绪，增加性生活满意度，且不良反应更少。

【关键词】　 疏肝益阳胶囊；早泄；舍曲林；不良反应；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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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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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ｚｈｏｕ３１３１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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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ｚｈｏｕ３１３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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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一种常见的成年男性性
功能障碍疾病，射精潜伏时间短、射精控制能力差甚至丧失控

制力是本病的典型症状［１］。由于其症状特点，患者及其伴侣的

性生活质量均被显著降低，疾病对情感及心理的伤害甚至大于

生理方面，严重影响夫妻关系［２，３］。因此，有效治疗早泄、促进

性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观点认为心理因素

是导致早泄的主要病因，随着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目前普遍

认为早泄是一种器质性病变，药物治疗可能更加有效［４］。为

此，本研究对早泄患者采用疏肝益阳胶囊治疗，结果取得较佳

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我院就诊的早泄患
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
表（ＣＩＰＥ）早泄诊断标准［５］；非药物或初次性交、久未性交引起；

均获得患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本院伦理委员会通过。

排除标准：排除境遇问题等引起的各种继发性早泄及具有其他

性功能障碍包括勃起功能障碍者；排除合并有心、肝等严重器

官病变患者；排除有泌尿系统感染疾病及吸毒或药物滥用史患

者。随机将患者分为三组，即Ａ组、Ｂ组、Ｃ组，每组各４０例。Ａ
组：年龄２５～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３１８±６６）岁，病程６个月～１０
年，平均病程（５１０±１６０）年；Ｂ组：年龄２５～４７岁，平均年龄
（３３３７±６５０）岁，病程６个月～１１年，平均病程（５２０±１５０）
年；Ｃ组：年龄２４～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３１５±６２０）岁，病程６个
月～１０年，平均病程（５１６±１５０）年。比较三组患者的年龄、
病程等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采取Ｓｅｍａｎ的心理治疗［６］和“暂停－开始”法进行行

为治疗，由其配偶帮助患者完成训练，主要采用通过抚摩等方

式诱发射精，当快要射精时停止抚摩。治疗期间不服用任何药

物。Ｂ组：在Ａ组的治疗的同时每日晚餐后口服盐酸舍曲林片
（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０１４１）５０ｍｇ。Ｃ组：在
Ｂ组的治疗的同时联用疏肝益阳胶囊（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温水送服，４粒／次，３次／ｄ。患者
的治疗周期均为６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测定患者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ＥＬＴ）［７］，取３次测量的平均值：（１）根据 ＣＩＰＥ评价表［８］对三

组患者进行早泄功能评价，总分为２５分：＞１３分为轻度早泄，
１０～１３分为中度早泄，５～９分为重度早泄；（２）根据国际勃起
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９］对三组患者进行勃起功能障碍评价：
分数＜７分为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８～１１分为中度勃起功能障
碍，１２～２１分为轻度勃起功能障碍；（３）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评估患者抑郁情况［１０］；（４）采用中国早泄患者性功
能评价表（ＣＩＰＥ－５）评价患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处理，比较采用 ｔ或 χ２分析，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ＩＥＬＴ指标比较

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ＩＥＬＴ指标比治疗前显著提高（Ｐ＜
００５）。Ｂ组、Ｃ组的ＩＥＬＴ指标高于 Ａ组，且 Ｃ组高于 Ｂ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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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ＩＥＬＴ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ｍｉｎ） 治疗后（ｍｉｎ）

Ａ组 ４０ １４１±０５２ ３２２±１０７＃

Ｂ组 ４０ １４３±０４７ ４３７±２９０＃ａ

Ｃ组 ４０ １４２±０４９ ６６９±３５５＃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 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 Ｂ组比

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ＣＩＰＥ指标比较
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ＣＩＰＥ指标比治疗前显著提高（Ｐ＜

００５）。Ｂ组、Ｃ组的ＣＩＰＥ指标高于Ａ组，且Ｃ组高于 Ｂ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ＣＩＰＥ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Ａ组 ４０ ９４７±２５２ １３６２±２８７＃

Ｂ组 ４０ ９３３±２６７ １７５８±３４３＃ａ

Ｃ组 ４０ ９５２±２４６ ２１６８±３２５＃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 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 Ｂ组比

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ＨＡＭＤ和ＩＩＥＦ－５指标比较
治疗后，Ｂ组、Ｃ组的 ＨＡＭＤ和 ＩＩＥＦ－５指标低于 Ａ组，且

Ｃ组低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ＨＡＭＤ和ＩＩＥＦ－５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ＡＭ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４０ ２２８９±４５５ １９６５±３８７＃ ２５９８±４８０ ２４４１±４８２

Ｂ组 ４０ ２２７７±４７７ １５２１±４２６＃ａ ２５３９±４９３ １８６７±４９０＃ａ

Ｃ组 ４０ ２２６８±５１８ １０３６±３９０＃ａｂ ２５６１±４６９ １５３５±３８６＃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４　患者及其性伴侣的满意度
治疗后，Ｂ组、Ｃ组的患者满意度、性伴侣满意度均优于 Ａ

组，且Ｃ组优于 Ｂ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患者及其性伴侣的满意度

组别 例数
患者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伴侣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４０ １９０±０７５ ２３６±０８５ １９８±０８２ ２４１±０８６

Ｂ组 ４０ １８８±０６７ ４０１±０６８＃ａ２０９±０９１ ３９９±０９７＃ａ

Ｃ组 ４０ １９２±０７８ ４８２±０９２＃ａｂ２０１±０７６ ４３３±０８５＃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 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 Ｂ组比
较，ｂ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Ｂ组发生恶心呕吐５０％（２／４０），眩晕２５％（１／４０），性欲

减退７５％（３／４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５０％。Ｃ组发生恶心
呕吐２５％（１／４０），头晕２５％（１／４０），倦怠无力５０％（２／４０），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００％。Ｃ组并没有因加服疏肝益阳胶囊
而增加不良反应。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因素引起的早泄

患者人数日益增多。据统计［１１］，美国１８～５９岁成年男子的早
泄发病率约为２１％，英国发病率约为３１％，而我国的早泄发病
率却高达３５％～５０％。早泄虽不危及生命，但由于其易导致患
者自卑、烦闷、苦恼，影响夫妻关系和谐生活［１２］。引起早泄的病

因较多，主要分为心理性因素和器质性因素［１３］。Ｙｕｅ等［１４］研

究认为，早泄有可能是由于大脑中枢及脊髓的射精中枢兴奋增

高，导致机体射精失控、射精快，从而不能达到性生活质量的

满足。

研究［１５］发现，大脑的数个部位都存在启动射精的神经激活

功能。其中下丘脑内侧视前区释放的多巴胺和旁室核传出的

射精信号，通过传递到脑干的５－羟色胺能旁巨细胞核来控制
机体泌精和射精的生理过程［１６］。舍曲林作为一种高选择性的

５－羟色胺重摄取抑制剂，其提高射精阈值、有效延迟射精的功
效确切，已被广泛应用于早泄的临床治疗中［１７］。本次研究结果

表明，用药组（Ｂ、Ｃ组）ＩＥＬＴ的改善情况均优于单纯行为治疗组
（Ａ组）。这表明行为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用药治疗更佳。本
次研究给予Ｂ组患者舍曲林，给予Ｃ组患者疏肝益阳胶囊联合
舍曲林。结果显示，Ｂ组、Ｃ组的ＣＩＰＥ指标高于Ａ组，且Ｃ组高
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组、Ｃ组的ＨＡＭＤ和ＩＩＥＦ－５指
标低于Ａ组，且Ｃ组低于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疏
肝益阳胶囊联合舍曲林能够改善早泄患者早泄症状，还能改善

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和抑郁情绪。这可能是因为疏肝益阳胶囊

是一种温和的中成药物，其主要成分有白蒺藜、柴胡、地龙、蛇

床子等，白蒺藜与柴胡能够顺条肝气、疏肝解郁，地龙具有通络

利经之功效，蛇床子为补肾壮阳之良药，几味药合用则可通络

活血、顺气解郁、温肾振痿［１８］。联用疏肝益阳胶囊组的性生活

满意度最佳，分析原因可能为疏肝益阳胶囊通血壮阳之功效减

慢了阴茎静脉血流，增强了性欲望和射精功能，进而有效提高

了“性自信”，使患者更大程度的获得生理及心理的满足［１９］。

此外，本次研究还发现，联用疏肝益阳胶囊组的不良反应事件

较单用舍曲林组的更少。提示疏肝益阳胶囊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或消除舍曲林引起的性欲减退等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疏肝益阳胶囊可用于早泄患者的治疗，在舍曲

林的基础上联用疏肝益阳胶囊可以改善患者早泄症状、勃起功

能障碍和抑郁情绪，增加性生活满意度，且不良反应更少、更安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１１　　　·

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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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ＥＤ）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方法：将７０例二甲双胍药物控制的２型糖尿病性ＥＤ患者随机分为Ａ、Ｂ两
组，Ａ组３５例，服用西地那非；Ｂ组３５例，联合服用西地那非和苁蓉益肾颗粒，两组均治疗４周。分别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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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临床上发病率最
高的男科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和睦。国

内一项较大样本的流调资料显示，ＥＤ在我国中老年男性发病
率平均为４１８％，４０～４９岁为２１１％，５０～５９岁为３０１％，６０
～６９岁为５６４％，７０岁以上为６９６％［１］。有研究显示：糖尿病

性患者的ＥＤ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３～６倍［２］，且糖尿病性

ＥＤ患者比普通ＥＤ患者症状更为严重［３，４］。目前常用的磷酸酯

酶５型酶抑制剂（ＰＤ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在临床治疗ＥＤ中已获得良
好效果，且安全有效［２］。但对于一部分糖尿病性 ＥＤ患者单纯
应用ＰＤＥ－５抑制剂效果欠佳甚至无效。近年来，我们采用西
地那非联合苁蓉益肾颗粒治疗２型糖尿病性 ＥＤ患者，并与单
用西地那非对比，进一步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及安全性。现报

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本院泌尿科及男科门诊符
合纳入标准的２型糖尿病性 ＥＤ患者７０例，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随机分为Ａ、Ｂ组，两组患者服用药物４周后门诊复诊。

纳入标准：（１）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且ＥＤ病史在３个月以
上；（２）所有病例性激素全套检查均正常；（３）２型糖尿病诊断
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制定的标准［５］。

排除标准：（１）有泌尿、生殖系统解剖学畸形者或有前列
腺、盆腔及下腹部相关手术病史者；（２）有精神病史者；（３）乙
醇、精神活性药物等滥用者；（４）有严重疾病或身体状况不适合
过性生活者；（５）过去６个月内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服用激
素类药物史者；（６）甲状腺疾病及其他内分泌疾病史。
１２　治疗药物及方法

药物：西地那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８，
规格：２５ｍｇ／片）；苁蓉益肾颗粒（内蒙古兰太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３００９９，规格２ｇ／袋）。

血糖控制情况：纳入研究的Ａ、Ｂ两组糖尿病患者均采用口

服盐酸二甲双胍（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３７０，规格：０５ｇ／片）口服治疗，剂量根据血糖调整，餐后
血糖控制在１１１ｍｍｏｌ／Ｌ以内。

Ａ组：服用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次，隔日口服，服用４周。Ｂ组：
联合服用苁蓉益肾颗粒，２ｇ／次，２次／ｄ；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次，隔
日口服，联合服用４周。
１３　观察项目

ＩＩＥＦ－５评分、每周性交频率、患者及配偶对性生活的满意
程度以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其中，只有双方均满意才判断

为满意。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之间的

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所纳入病例，年龄 ４２～７０岁，平均年龄（５３１６±
７８３）岁，两组患者皆服用二甲双胍控制血糖。其中 Ａ组 ３５
例，平均年龄（５４１４±１５６）岁，Ｂ组３５例，平均年龄（５２１７±
１０３）岁，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两组患者早
餐后血糖分别为（９３９±１２２）ｍｍｏｌ／Ｌ、（９２７±１１１）ｍｍｏｌ／Ｌ，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６９５
±０６１）％、（７１３±０６０）％，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的比较

Ａ、Ｂ两组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１３９４±４６０
ｖｓ１４７１±３６１，Ｐ＞００５）；经治疗后Ａ、Ｂ两组ＩＩＥＦ－５评分均
显著高于治疗前（Ａ组前后：１３９４±４６０ｖｓ１７１４±３８７，Ｐ＜
００５；Ｂ组前后：１４７１±３６１ｖｓ１９１４±２８１，Ｐ＜００５），且 Ｂ
组疗效优于 Ａ组（１９１４±２８１ｖｓ１７１４±３８７，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分级分布情况见表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１３　　　·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每周性交频率、性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Ａ、Ｂ两组在治疗后４周，每周性交频率显著增多，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Ａ、Ｂ两组夫妻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
度比例都为０，但治疗后两组的比例升高到了４８６％、８００％，Ａ组
较Ｂ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分级分布

组别 ５～７分（个）８～１１分（个）１２～２１分（个）＞２１分（个）

Ａ组

　治疗前 ４ ８ ２３ ０

　治疗后 ０ ２ ２７ ６

Ｂ组

　治疗前 １ ５ ２９ ０

　治疗后 ０ ２ ２７ ６

表２　治疗前后每周性交频率、性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每周性交频繁（次） 性生活满意度（％）

Ａ组

　治疗前 １４３±０５６ ０

　治疗后 １７７±０６０＃ １７（４８６）

Ｂ组

　治疗前 １４０±０５５ ０

　治疗后 ２０９±０４５ ２８（８００）＃

　　注：同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同Ｂ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Ａ组、Ｂ组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消化道不适症状，两组治

疗期间发生恶心、胃部不适分别为３例（８６％）、４例（１１４％），
面部潮红分别为７例（２０％）、６例（１７１％），两组不良反应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ＥＤ是最常见的男科疾病之一，全球约有１５亿男性患者

ＥＤ，而这一数字至２０２５年可能增长一倍，高达３２亿［６］。而糖尿

病是导致ＥＤ发生的重要病因之一，糖尿病的病理改变是全身微
血管病变，患者多半有不同程度的内皮损伤，可导致内源性一氧

化氮（ＮＯ）的产生减少，相关研究已证实ＮＯ－ｃＧＭＰ信号通路异
常是ＥＤ发病的关键［７］。并且糖尿病通过造成睾丸组织损伤、性

腺分泌轴功能损伤以及影响睾酮的合成与分泌等途径导致其体

内雄激素不足而影响勃起功能［８，９］。中医学认为肾主生殖，主藏

精，肾精可以化生为肾阳和肾阴，肾阳亏虚，失于温煦，无力启动

宗筋，则阳痿不举，认为肾阳虚是ＥＤ的主要发病原因之一［１０］。

故中医治疗ＥＤ则以壮阳补肾，益血填精为主［１１－１３］。

苁蓉益肾颗粒以肉苁蓉补肾壮阳、填精益髓为君药，辅以菟丝

子补益肝肾、强壮筋骨，巴戟天温补肾气为臣药，佐以五味子收敛肾

气、固涩精液、宁心安神茯苓健脾渗湿、养心安神以车前子滋阴补

气、引药入肾为使药，全方共奏填精益髓、滋阴壮阳、补肾健脾、养心

安神、收敛固涩之功效。现代药理学表明，肉苁蓉调节内分泌、抗疲

劳和强壮作用，对阳虚动物的实验表明，其具有雄激素样作用［１４］，

并可减轻睾酮受高强度运动的影响，维持正常生理水平［１５］。而雄

激素除通过增强性欲促进阴茎勃起之外，还可影响一氧化氮酶

（ＮＯＳ）、ＲｈｏＡ／Ｒｈｏ激酶的表达及活性从而直接影响阴茎勃起［１６］。

有研究表明，具有补肾填精作用的中药可显著提高糖尿病性ＥＤ大

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ＮＯＳ蛋白表达水平，从而影响勃起［１７］。

ＰＤＥ５抑制剂被认为是药物治疗ＥＤ的首选，也广泛应用于
糖尿病性 ＥＤ的治疗。但是目前临床试验表明糖尿病 ＥＤ对
ＰＥＤ５抑制剂的反应性相对于非糖尿病引起的 ＥＤ较差［１８］。本

研究发现，西地那非联合苁蓉益肾可明显改善 ＥＤ勃起功能情
况、增加每周性交频率、提高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这一结果可

能与两种药物的作用机理有关，服用西地那非后，患者在性刺

激的作用下引起阴茎海绵体释放 ＮＯ，通过 ＮＯ－ｃＧＭＰ信号通
路，增加海绵体内ｃＧＭＰ水平，松弛平滑肌，血流入海绵体引起
勃起，使阴茎长度、周径增加，刺激阴道，作用更为直接，使夫妻

双方在性交过程中得到满足。苁蓉益肾颗粒通过提高机体应

激状态的反应，增加患者的体力，增强患者的性欲及对性刺激

的反应，增加性快感，通过患者自身状态的改善间接提高双方

的性生活满意程度。两个药物的联合使用发挥了西药和中药

各自的优势，使糖尿病ＥＤ患者勃起功能显著改善，并且患者在
治疗期间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说明西地那非联合苁蓉益肾

颗粒治疗２型糖尿病性ＥＤ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方案。
最后，本研究结果表明，西地那非联合苁蓉益肾颗粒治疗２型

糖尿病性ＥＤ较单用西地那非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提高夫
妻性生活质量，安全、有效。但本研究样本量仍较少，门诊随访时间

短，今后仍需大样本、远期随访的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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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锻炼与前列腺癌关系研究进展
卢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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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列腺癌作为常见的男性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在我国发病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趋势，严重
影响我国男性泌尿系统的健康。运动锻炼作为改善前列腺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的有效康复辅助治疗手段，已

成为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本文结合目前国内外有关运动与前列腺癌关系的研究现状，从运动锻炼对前列

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的影响，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的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国内相关性研

究以及临床具体辅助治疗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论显示，适宜的运动锻炼可以维持和提高前列腺癌患者

生理功能，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改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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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寿命的主要慢性疾
病之一。２００７年，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提出“运动是良医（ＥＩＭ）”
理念后，全世界范围开始逐步推广和实施该理念［１］。运动锻炼

的概念是指“以保待和提高体质为目的的有计划、有内容安排

和重复从事的身体运动［２］，也有人认为运动锻炼是指闲暇时间

的身体活动［３］。中外医学研究证明，经常参加运动锻炼，不仅

能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还能预防某些癌症的发生和减轻

癌症的毒害。

前列腺癌是男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及人们日常饮食结构的改变，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并呈现年轻化趋势［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前列腺癌粗发
病率２９８／１０万～１７６９／１０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在亚洲处
于较高水平［５］。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前列腺癌预防和常规治疗后的康复日益受到关注。大量研究

表明，经常性的适度体育锻炼，能够降低尚未扩散的前列腺癌

患者的死亡率、改善患者生理机能，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

量，对前列腺癌患者康复效果明显。

!

　运动锻炼与前列腺癌发病率的关系
美国加州大学科研人员对６２０００名未罹患前列腺癌的受试

者跟踪研究２０年，得出健康生活和饮食习惯、中强度运动锻炼
能够降低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的结论。Ｌｉｕ等［６］通过合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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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分析发现，男性总体身体活动和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显著

相关，且年龄在２０～４５岁之间以及４５～６５岁之间的男性个体
进行身体活动时，前列腺癌发生风险会明显降低。Ｏｒｓｉｎｉ等
［７］针对前列腺癌发病和死亡跟踪随访了４５８８７名男性，结果发
现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超过３０ｍｉｎ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降低相
关。熊伟等［８］对中国东南部地区男性人群体力活动与前列腺

癌关系研究得出，体力活动和前列腺癌发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

关性，进行适度体力活动会有助于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然而

Ｗｉｋｌｕｎｄ等［９］认为运动不能降低前列腺癌罹患风险，其研究结

果表明进行家庭体力活动较多的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反而

明显高于家庭体力活动较少者。Ｌａｃｅｙ等［１０］也认为，身体活动

时间持续的长短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无明显相关，较大运动量

能降低前列腺增生的发生风险，但对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并无降

低作用。Ｎｏｒｍａｎ等［１１］发现随着运动量的减少将增加前列腺癌

的风险，但该结论不能排除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

由以上研究可知，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的预防作用已得到

人们充分认可，但不同形式的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对前列腺癌发

病率作用如何，还存在一定争议，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运动锻炼与前列腺癌死亡率的关系
有研究［１２］认为，男性每周快走９０ｍｉｎ或更长时间比不走路或

慢走的男性所经历的死亡风险要减少一倍；每天行走或骑车２０ｍｉｎ
或更长时间的男性在总体死亡率上会降低３０％，而那些每星期锻
炼１ｈ以上的男性风险会降低２６％。每天进行１ｈ以上的家务劳动
的男性总体死亡率风险也会降低２９％。因此，各种身体活动都是
有益的，这些活动对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有显著效果。

Ｋｅｎｆｉｅｌｄ等［１３］对２７０５名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男性保健专
业人员进行研究，发现每周参加剧烈体力活动的持续时间大于

等于３ｈ的死亡率比每周剧烈运动小于１ｈ的男性死亡率降低
６１％。男性每周运动大于９０ｍｉｎ的比每周运动小于３０ｍｉｎ的男
性死亡率降低４６％。但是，没有统计学显著显示锻炼和散步之
间相对于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有显著性差异。无论是剧烈

或是不剧烈的活动，都会显著降低整体死亡率。患有前列腺癌

的男性患者，进行身体活动会有较低的总死亡率和因前列腺癌

的死亡率。每周进行３ｈ适当的剧烈运动，如骑自行车、网球、跑
步或游泳可以显著提高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率。

以上研究表明，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死亡率有一定影响，但作

用程度因具体运动项目、运动时间以及运动强度而存在差异。

*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的作用机制
流行病学研究认为，全球２５％的癌症发生与超重及静态生

活方式有关，运动锻炼可通过多种机制改善、预防和促进患者

康复，包括抗氧化、降低性激素、糖脂代谢激素、改善身体成分、

抗炎症反应及提高免疫能力等［１４］。运动锻炼已经被广泛地运

用到男性前列腺癌诊断后的治疗过程中，表１显示的是运动锻
炼对前列腺癌患者起到的效果［１５］。

表１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的作用

增加／改善／提高 减少／促进／降低　　　
肌肉力量和耐力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腰围

瘦体重 疲劳感

心肺功能 尿失禁

性活动兴趣和能力 心理困扰

骨密度 脂肪量

生活质量 Ｃ－反应蛋白

３１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身体成分和身体功能的影响
患有前列腺癌的男性在进行２４周锻炼计划后身体组成和

身体健康的变化不受年龄和ＡＤＴ的影响，抗阻运动降低了老年
前列腺癌患者和接受 ＡＤＴ患者瘦体重的减少和身体脂肪的增
加［１６］。Ｗｉｎｔｅｒｓ－Ｓｔｏｎｅ等［１７］对３６名使用雄激素阻断治疗的前
列腺癌患者进行１２个月抗阻运动干预后，发现实验组患者身体
总脂肪、躯干脂肪明显减少。

Ｋｅｏｇｈ等［１８］认为，运动锻炼可以提高前列腺患者的肌肉耐

力、机体有氧耐力、整体生活质量，以及减轻疲劳感。而抗阻训

练更可以改善患者肌肉质量、肌肉力量、功能表现（步行和坐站

速度）以及身体素质。Ｐａｔｒｉｃｋ等［１５］也认为运动锻炼能增加肌肉

功能（包括耐力和力量水平），还能积极影响前列腺癌男性的心

脏代谢危险因子，而且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保持适度的运动可

能会显著提高前列腺癌治疗后的晚年生活质量。

Ｂａｕｍａｎｎ等［１９］通过对前列腺癌患者治疗期间以及治疗后

的临床运动干预，得出运动能够使患者尿失禁、身体健康水平、

疲劳以及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前列腺癌雄激素剥夺治疗的男

性进行运动锻炼，可以提高骨密度，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进

行盆底运动训练，能够帮助治疗尿失禁。因此，适当有计划进

行运动锻炼可降低前列腺癌的复发，最大限度减少与治疗相关

的不良反应，并减少并发症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可

能性［１５］。

Ｍｏｎｇａ等［２０］在对进行放射治疗的前列腺癌尚未扩散的患

者中进行为期８周的心血管锻炼计划，结果显示运动锻炼改善
了患者心血管健康、肌肉力量和总体生活质量，并预防了疲劳。

Ｓｅｇａｌ等［２１］进一步对比对不同运动形式在改善疲劳水平的效

果，进行为期２４周实验研究，得出第１２周时有氧和抗阻运动都
能够改善疲劳，但到第２４周时，与一般护理组相比，只有抗阻运
动组改善了疲劳水平。

因此，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身体成分和身体功能的积

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患者应经常参加锻炼，从而尽可能减少

并发症、提高身体机能和降低疾病疲劳感，改善生活质量。

３２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
Ｔｈｏｒｓｅｎ等［２２］对不同病症程度的青年、中年前列腺癌患者

化疗后的康复期进行运动干预，结果表明完成１４周的家庭运动
处方能够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提高其最大摄氧能力。另一项

研究也认为，前列腺癌患者在接受放疗期间进行８周有氧运动
干预后，其心肺功能、身体灵活性以及肌肉力量均得到明显改

善［２０］。Ｈａｗｋｉｎｓ等［２３］进行有氧运动实验干预研究，１０２名无运
动经历的男性实验对象被随机分配到运动组和对照组，进行有

氧运动干预３个月后，运动组最大摄氧量增加了１０８％，对照
组最大摄氧量降低１８％。因此，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训练治
疗能够增强前列腺癌患者的心肺功能。

Ｍａｒｔｉｎ等［２４］研究发现，进行高强度运动干预的实验组在

ＶＯ２峰值相比对照组有显著改善，得出大量的低强度运动可能
不能提供持续的健康益处，而高强度运动比低强度运动提供更

可持续的心肺功效。因此，运动锻炼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运动

强度，对增强前列腺癌患者的心肺功能方面有着良好的影响

效果。

３３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心理方面的影响
男子气概已经成为前列腺患者心理痛苦程度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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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运动能够促进改善男性的阳刚之气，通过改善身体形象

使前列腺癌症患者感到更加有男子气概。对１８９名前列腺癌幸
存者和他们的性伴侣的研究中［２５］，男性身体自尊被认为与心理

压力显著相关的因素，是导致抑郁症的最强因子，同时还能导

致焦虑以及影响心理健康水平，运动干预可以通过改变男子气

概来提高身体自尊。患有前列腺癌的１２名男性参与锻炼计划
后，心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生活态度积极，并更加渴望参与锻

炼，因此，锻炼不仅能使人积极乐观的面对未来生活，而且也促

进改善自我效能感，提高个人的自信心，获得生活的方向和掌

控自己人生的能力［２６］。

男性自尊是前列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的重要因素，运动干预

可以通过改变男子气概来提高身体自尊，维持和改善前列腺癌

患者的性心理健康。

３４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作用
性功能障碍是前列腺癌的治疗中最常见的，对患者生活质

量有着痛苦和持久的不利影响。Ｃｏｒｍｉｅ等通过１２周的实验了
解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性活动产生的效果，实验组随机抽

取２９人进行抗阻和有氧训练模式，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训练，结
果表明两组在运动干预前性活动没有明显差异，运动干预后，

运动组的性活动水平要高于对照组。因此，参与一个短期的运

动训练能够使雄激素抑制治疗的患者维持性活动［２７］。

ＰｒｕｅＣｏｒｍｉｅ等［２８］也研究发现，运动锻炼让前列腺癌患者性

功能障碍治疗的疗效提高很多，包括身体成分的变化（特别是

抵消身体女性化），对前列腺癌患者的性欲和性活动也有积极

的影响作用。

１６０名男性前列腺癌患者，进行６个月的联合抗阻运动和
有氧运动干预同时接受雄激素剥夺治疗，结果显示运动干预过

程中的性活动变化和性功能障碍有关包括生活质量（一般健康

状况、躯体功能、活力、角色情感、社会功能和身体疼痛域）、身

体成分、下肢肌肉力量和心理困扰（躯体）相关因素的变化是显

著相关的。运动锻炼是治疗前列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有效

手段［２９］。

因此，有氧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的锻炼方法，可以减少前列

腺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提高性健康水平。

３５　运动锻炼对前列腺癌患者免疫机能的影响
目前针对男性前列腺癌患者，临床上常用治疗方法为雄激

素剥夺治疗（ＡＤＴ）。但此方法会伴随一些副作用，如免疫功能
下降等。Ｎｏｓａｋａ等［３０］得出在第１０周运动干预后，白细胞介素
６和肿瘤坏死因子α没有改变，而在第２０周的这些细胞因子增
加。原因在于第２０周时包含心肌收缩第二次运动引起更多的
肌肉损伤，导致更多的白细胞介素６和肿瘤坏死因子 α合成。
不太激烈的活动提高抗肿瘤免疫功能［３１］，并有助于通过脂肪分

解减少脂肪组织，这可能会导致炎症和分泌的激素的减少全球

可助长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

Ｃａｒｌｓｏｎ对１０名前列腺癌患者进行８周正念减压疗法（ＭＢ
ＳＲ），包括放松、冥想、瑜伽和每日家庭练习，结果显示虽然患者
淋巴细胞及细胞亚群的总数没有显著变化，但是 Ｔ淋巴细胞分
泌的白细胞介素４增加、干扰素γ降低，ＮＫ细胞分泌白细胞介
素１０减少，表明 ＭＢＳＲ能够改善前列腺癌患者的机体免疫功
能［３２］。Ｎｉｅｍａｎ等［３３］发现在２ｈ高强度抗阻训练后血浆白细胞
介素６浓度增加，而 Ｂｒｅｎｎｅｒ等［３４］则发现高强度运动后血浆白

细胞介素６和肿瘤坏死因子α浓度没有变化。因此，运动锻炼
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可能受个体差异特征以及运动形式的

不同而存在不同结果。

.

　对前列腺癌症患者参与运动锻炼的建议
美国运动医学会（ＡＣＳＭ）２０１０年体力活动指南［３５］指出，前

列腺癌症存活者运动处方为进行每周１５０ｍｉｎ中等强度或每周
７５ｍｉｎ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且伴随至少进行２次／周、中等强
度大肌肉群力量训练，即抗阻运动。伴有骨质疏松或骨转移的

病人、接受ＡＤＴ的前列腺癌患者要注意骨折风险；目前正接受
临床化疗治疗或免疫功能低下的前列腺癌患者，应预防使用公

共场所健身器材时感染。

Ｂｕｆｆａｒｔ等［３６］建议至少每周１５０ｍｉｎ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为
基础，有氧运动练习时间为２０～３０ｍｉｎ，每周３～５次，练习应确
保最大摄氧量的５０％～７５％之间，最高心率的６０％ ～８０％，患
有严重并发症，如与癌症严重程度有关的疲劳，必须有足够的

休息时间间隔。

有氧运动可选择散步、慢跑、骑自行车、划船等项目，每周

运动时间大于１５０ｍｉｎ（如：每天３０ｍｉｎ，每周５天），强度为中等
至高强度（不超过最大心率的６０％ ～８５％）。抗阻运动则根据
患者的身体状况使用适宜的器械，每周进行２～３次练习，每次
６～８个内容，强度为中等至高强度（每个运动２～４组，每组重
复６～１２次，即最多负重举起次数为６～１２次）［２８］。前列腺癌
患者应注意锻炼方式，建议每周至少１５０ｍｉｎ的中等强度有氧运
动和每周２～３次中等强度的抗阻运动［３７］。

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是影响运动效果、安全，避免发生心血

管、骨关节肌肉损伤等意外事故的关键因素。前列腺癌患者运

动建议以适当的运动量为前提，应注意运动过程中骨折、心血

管疾病时间发生的潜在风险，且考虑个人适应度、能接受的运

动强度、是否有并发症以及运动喜好来选择具体项目。

2

　结论与展望
运动锻炼能够维持和提高前列腺癌患者生理功能、增强机

体免疫能力、改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运动锻炼对预防

前列腺癌的发生、对前列腺癌死亡率的减少有一定的影响，但

不同形式的运动量和强度对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作用程度，仍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全民健身”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医疗干预健

康的重要手段。随着健康内涵的改变，临床医学服务模式在不

断创新和完善。运动锻炼作为一种创新的前列腺癌预防和康

复手段，对于患者生理及心理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目

前多数研究结果支持适度的运动锻炼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

健康及生理功能具有改善作用。对于哪些具体的有氧运动、抗

阻运动更能有效地促进身体康复和预防前列腺癌，除临床治疗

外膳食、心理和运动多方面结合干预是否能成为前列腺癌最佳

辅助康复治疗模型等问题，是今后需要突破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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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第一作者简介】蔺小峰（１９７７－），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男科
临床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雷光辉，Ｅ－ｍａｉｌ：７４０９２７３３２＠ｑｑ．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５

疏肝益阳胶囊联合文拉法辛治疗早泄伴有勃起功能
障碍的临床观察
蔺小峰　雷光辉△　王珂　张旭　刘光伟　向彬　高海捷　赵鹏靓　杨纬家
西电集团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７７

【摘　要】　目的：探讨疏肝益阳胶囊联合文拉法辛治疗早泄伴有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本文选择我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收治的１５７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ｎ＝７９）和对照组（ｎ＝
７８）。对照组采用文拉法辛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观察比较两组ＩＩＥＦ－５
评分、ＣＩＰＥ－５评分、ＨＡＤ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治疗组有效率为
９７４７％高于对照组７０５１％（Ｚ＝－４０２４，Ｐ＝００００）。治疗组ＣＩＰＥ－５评分轻度比率为６３２９％，中度比率
为２９１１％高于对照组 ＣＩＰＥ－５评分轻度比率为５５１３％，中度比率为２４３６％，而重度比率为７５９％低于
对照组的重度比率２０５１％（Ｚ＝－５８７７，Ｐ＝００００）。治疗后，两组焦虑和抑郁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降
低（Ｐ＜００１），且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亦显著降低（Ｐ＜００１）。治疗组不良反应率为６３３％显著低于对照
组１９２３％（χ２＝６４９９，Ｐ＝００４３）。结论：疏肝益阳胶囊联合文拉法辛治疗ＰＥ伴ＥＤ临床疗效显著，ＣＩＰＥ－
５评分重度比率明显下降，焦虑和抑郁评分下降，不良反应轻，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疏肝益阳胶囊；文拉法辛；勃起功能障碍；早泄；ＩＩＥＦ－５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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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最为常见的射精功能障
碍，健康男性在阴茎插入阴道２～６ｍｉｎ发生射精视为正常，ＰＥ
指阴茎插入阴道之前或刚插入即刻射精［１］。ＰＥ患者多伴有不
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Ｄ）又称为阳痿，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和（或）维持足够的勃起
以获得满意的性升高（性交），且持续３个月以上者，严重影响
男性身心健康及家庭和谐，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生理痛苦及精神

负担［２，３］。全球男性中 ＰＥ的患病人数高达１／３左右，ＷＨＯ预
测２０２５年全球 ＥＤ患病人数可高达３．２２亿，ＰＥ伴 ＥＤ的患病
人数高达上亿人，且呈现逐年增加趋。６０岁以下男性 ＥＤ发病
率为３７％左右，６０岁以上男性ＥＤ发病率高达１８％～７５％［４，５］。

临床中，ＰＥ伴ＥＤ的治疗，要兼顾达到足够硬度及持久性，
同时有效消除患者心理阴影，重获性自信、性生活自然度及性

伴侣满意度等目标［６］。有研究发现，抗抑郁药治疗 ＰＥ临床疗
效显著。文拉法辛是５－羟色胺（５－ＨＴ）、去甲肾上腺素（ＮＥ）
及多巴胺的再摄取抑制剂，５－ＨＴ及其受体参与射精过程，大
剂量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治疗早泄已被推荐为一线药
物［７］。疏肝益阳胶囊是治疗 ＥＤ的常用中药制剂，阳痿从肝论
治，疏肝解郁，活血补肾，兴阳振痿，生精强身，用于肝郁肾虚和

肝郁肾虚兼血瘀证所致功能性阳痿和轻度动脉供血不足性阳

痿［８］。我院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共收治 ＰＥ伴 ＥＤ患
者１５７例，采用疏肝益阳胶囊联合文拉法辛进行治疗，临床疗效
确切。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于我院
就诊的１５７例ＰＥ伴ＥＤ患者纳入研究，按１∶１比例使用随机数
字表法随机将所有患者分为治疗组（ｎ＝７９）与对照组（ｎ＝７８）。
治疗组，年龄２１～５１岁，平均（３８．２５±４．７６）岁；病程０．５～３
年，平均（１．７６±０．５２）年；其中原发性４５例，继发性３４例。对
照组，年龄１９～４９岁，平均（３７．６４±５．３１）岁；病程０．３～２．５
年，平均（１．７０±０．４８）年；其中原发性４０例，继发性３８例。两
组患者年龄、病程、发作类型均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西医诊断标准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
计手册》（ＤＳＭ－ＩＶ）中阳痿和早泄的诊断标准［９］；（２）中医诊
断标准参照《男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中阳痿和早泄的临床表

现［１０］；（３）年龄≥１８岁；（４）患者知情同意，有固定的性伴侣，且
能配合治疗。排除标准：（１）年龄 ＜１８岁；（２）生殖器外伤、感
染或者具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３）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

功能异常。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口服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２６９，规格７５ｍｇ／粒）治疗，１次／ｄ，
睡前服用。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疏肝益阳胶囊（贵

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规格 ０．２５ｇ／
粒），４粒／次，３次／ｄ，口服。治疗４周后进行评估。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作为 ＥＤ的临床疗效评定标准［１１］：（１）痊愈：
主观症状消失，ＩＩＥＦ－５评分正常，无症状保持４周以上而无复
发；（２）显效：主观症状消失，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 ＞８分；（３）有
效：主观症状基本消失或明显减轻，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３～８分；
（４）无效：ＨＡＭＤ减分率＜３分。观察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
表（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５，
ＣＩＰＥ－５）［１２］（包括射精潜伏期、患者性生活满意度、配偶性生
活满意度、射精控制困难程度及焦虑紧张程度）评分。ＣＩＰＥ－５
总分２５分，１４～１８分为轻度早泄，１０～１３分为中度早泄，５～９
分为重度早泄。采用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其中焦虑评分７项和抑郁评分 ７
项，每个项目均分为４级评分：总分０～７分代表无抑郁或焦虑，
总分８～１０分代表可能或“临界”抑郁或焦虑，总分１１～２１分代
表可能有明显抑郁或焦虑。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
Ｔｅｓｔ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有效率比较

治疗后临床有效率比较显示，治疗组有效率为９７．４７％高
于对照组７０．５１％，经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Ｔｅｓｔ检验，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Ｚ＝－４．０２４，Ｐ＝０．０００）（见表１）。治疗前治疗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１６．２６±６．４１与对照组１７．１９±５．２８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ｔ＝－０．９９３，Ｐ＝０．３２２），治疗后治疗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２３．０８±６．２７与对照组２０．３１±８．５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２．３２１，Ｐ＝０．０２２）（见表２）。治疗组中，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
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５９０，Ｐ＝０．０００）；对
照组，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２．７７１，Ｐ＝０．００６）。

表１　临床有效率比较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７９ ２３（２９１１） ３３（４１７７） ２１（２６５８） ２（２５３） ７７（９７４７）

对照组 ７８ １３（１６６７） ２４（３０７７） １８（２３０８） ２３（２９４９） ５５（７０５１）

　　注：经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Ｔｅｓｔ检验，Ｚ＝－４０２４，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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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７９ １６２６±６４１ ２３０８±６２７＃＃

对照组 ７８ １７１９±５２８ ２０３１±８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ＣＩＰＥ－５评分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 ＣＩＰＥ－５评分比率显著优于对照组，经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Ｔｅｓｔ检验，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５８７７，Ｐ＝００００）（见表 ３）。治疗前治疗组 ＣＩＰＥ－５评分

２５０８±９８１与对照组２４８１±５３３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ｔ＝

０２１５，Ｐ＝０８３０），治疗后治疗组 ＣＩＰＥ－５评分４０９１±１２３３

与对照组３６３７±９０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２９，Ｐ

＝０００９）（见表４）。治疗组中，治疗后 ＣＩＰＥ－５评分显著高于

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９３０，Ｐ＝００００）；对照组，治

疗后ＣＩＰＥ－５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９６９７，Ｐ＝００００）。

表３　ＣＩＰＥ－５评分比较

组别 ｎ 重度 中度 轻度

治疗组 ７９ ６（７５９） ２３（２９１１） ５０（６３２９）

对照组 ７８ １６（２０５１） １９（２４３６） ４３（５５１３）

　　注：经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Ｔｅｓｔ检验，Ｚ＝－５８７７，Ｐ＝００００

表４　ＣＩＰＥ－５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７９ ２５０８±９８１ ４０９１±１２３３＃＃

对照组 ７８ ２４８１±５３３ ３６３７±９０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ＨＡＤ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焦虑和抑郁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５）。而且，治疗后，治疗组焦

虑和抑郁评分与对照组比较亦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表５　ＨＡＤ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焦虑

治疗前 治疗后

抑郁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７９ １２３３±５０８ ５２３±１１３＃＃ １０９７±４１９ ６４３±２０４＃＃

对照组 ７８ １３４１±４１９ ８５４±２０７ １１０３±５０１ ７９１±２５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４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不良反应率为６３３％显著低于对照组１９２３％，两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６）。治疗后，治疗组中

出现１例疲倦、３例潮红、１例失眠患者，均经对症处理后缓解；

对照组中出现２例疲倦患者经休息后自我缓解，１例潮红、５例

恶心、７例失眠患者，均经对症处理后缓解。

表６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疲倦 潮红 恶心 失眠 副作用率

治疗组（ｎ＝７９） １（１２７） ３（３８０） ０　　　 １（１２７） ５（６３３）

对照组（ｎ＝７８） ２（２５６） １（１２８） ５（６４１） ７（８９７）１５（１９２３）

　　注：经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Ｔｅｓｔ检验，χ２＝６４９９，Ｐ＝００４３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不断严重，人类工作压力不断增

加，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中老年男性性功能逐渐减退，ＰＥ伴 ＥＤ

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１３，１４］。生理学

研究表明，射精发射受大脑支配，其中枢兴奋性与多巴胺、５－

ＨＴ代谢相关联；ＰＥ的发生多与色情过度、手淫过频、情绪紧张

等有关，增强男性大脑皮质性中枢及脊髓射精中枢兴奋性，最

终射精失控［１５］。阴茎勃起是指机体在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

共同作用调节下，阴茎血流发生改变；性刺激的出现导致阴茎

内细胞ＮＯ含量升高，细胞内鸟苷酸环化酶被有效激活，进而使

环磷酸鸟嘌呤核苷水平升高，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的平滑肌得到

有效扩张，阴茎勃起。ＥＤ属于常见的男科疾病，其发病多因于

肝，肝藏血，主疏泄，主宗筋，阴茎的快速充盈凭借于肝气对肝

血的疏导，是阴茎勃起的物质基础保障，勃起是脏腑、经络、气

血津液等相互协调作用产生的结果［１６］。

ＰＥ的治疗以降低性神经兴奋性为主要原则。文法拉辛是

５－ＨＴ、ＮＥ及多巴胺的再摄取抑制剂，属于一种抗抑郁药物，能

使机体中枢神经系统内某些神经递质活性有效增强，近年来在

临床中被广泛用于治疗 ＰＥ，起效快，不良反应少。其作用机制

在于，神经元对突触间隙内５－ＨＴ的再摄取过程被选择性阻

断，突触内５－ＨＴ浓度有效提高，５－ＨＴ１Ｂ与５－ＨＴ２Ｃ受体得

到激活，射精过程得到延迟抑制，射精阈值提高［１７，１８］。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ＥＤ属于“阳痿”范畴，患者肝郁、肾虚、

血瘀为最基本的病理变化，临床主要表现为阳痿、腰膝酸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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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闷善太息等，治疗则应从肝论治，以疏肝解郁、滋补肾阳、活

血通脉等为主要原则［１９］。中药治疗属于整体治疗，以调节体

质，改善机体综合状况为主，本研究所采用的疏肝益阳胶囊的

有效成分主要包括柴胡、白蒺藜、蛇床子、地龙、水蛭、蜂房等几

味中药，柴胡、白蒺藜可疏肝解郁，调达肝气；蛇床子、蜂房温肾

壮阳；地龙、水蛭活血化瘀、舒经活络，诸药联合发挥兴阳振痿、

生精强身功效［２０］。现代药效学研究显示，疏肝益阳胶囊可有效

调节阴茎背动静脉血液循环，静脉血回流速度减慢，勃起功能

得以改善。其中药成分可部分转化为去氢表酮，性欲及射精功

能提高，同时使微循环及组织代谢得以改善［２１］。动物实验显

示，疏肝益阳胶囊可使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大鼠模型电刺激下

海绵体内压力得到明显改善，对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明

显。其作用机制主要是使勃起信号通路ＮＯＳ－ｃＧＭＰ途径中的

ｅＮＯＳ、ｃＧＭＰ等高表达，ＰＤＥ５抑制表达；其雄激素样活性可使前

列腺、贮精囊及提肛肌重量增加，阴茎静脉管腔直径缩小，回流

速度减慢；使阴茎海绵体组织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等高表达，血管内皮功能改善，勃起功能得到改善提

高［２２，２３］。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ＣＩＰＥ－５

评分重度比率、焦虑和抑郁评分及不良反应率均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疏肝益阳胶囊联合文拉法辛治疗ＰＥ伴ＥＤ临床

疗效显著，ＣＩＰＥ－５评分重度比率明显下降，焦虑和抑郁评分下

降，不良反应轻，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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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式 ＰＫＲＰ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刘臖臖１　叶国华２　李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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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改良式ＰＫＲＰ术对ＢＰＨ患者性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
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期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６０例，
分别是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给予ＰＫＲＰ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 ＴＵＥＲＰ进行治疗，观察并记录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效果与性功能及生活质量。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
但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性功能障碍占６０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７８３３％，经统计学检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改良式ＰＫＲＰ术治疗ＢＰＨ效果显著，且改善性功能及生活质量，临
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ＰＫＲＰ；ＢＰＨ；性功能；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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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一种
临床常见男性疾病，绝大多数发生于老年男性，表现为前列腺

增大同时伴有不同程度下尿路受阻症状［１，２］。手术为最有效的

治疗手段，其中以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和激光剜除术最为常

见，通过上述方式旨在缓解患者下尿路受阻等不适症状［３，４］。

但临床研究显示，部分患者手术后存在阴茎勃起障碍，给患者

生活带来极大影响［５，６］。在本次研究中，选取 ２０１２年 ４月至

２０１５年４月期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
患者１２０例，分析并探改良式ＰＫＲＰ术对ＢＰＨ患者性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期间来我院接受治疗
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患者１２０例。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选者知情同意参加研究，年龄５１～８８岁，
平均年龄（７１４３±６３３）岁，病程３～１５年，平均病程（７２３±
３１２）年。纳入标准［７，８］：（１）经影像学检查均被确诊为前列腺
增生；（２）患者无逼尿肌无力及不稳定性膀胱。排除标准：（１）
有手术禁忌者；（２）非自愿配合本次研究者。现将１２０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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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增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６０例，分别是观察组与对照组，
经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平均年龄 ７１５９±６３７ ７１２７±６３０ ０２８ ＜００５

平均病程 ７２７±３１３ ７２１±３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２　实验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改良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ＰＫＲＰ）进

行治疗，以ＮＳ为灌洗液，压力为５５～６０ｃｍＨ２Ｏ。在精阜侧缘作
环形标记，距离膀胱颈口约１ｃｍ为参照，平行做一环形标记，在
两个标记间由近端向远端进行电切。起始从１２点位置切除，然
后逆时针切至７点处，再进行１～５点顺时针切除，最后是６点
位置切除。术后留置引流管。对照组患者给予经尿道前列腺

剜除术（ＴＵＥＲＰ）进行治疗，滴入甘露醇充盈膀胱，窥视膀胱和
前列腺尿道部，确认精阜位置，电切功率控制在８０Ｗ，以切割顺
畅为合适。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效果与性功能及

生活质量［９，１０］。

１３　评价指标及标准

前列腺国际症状评分［１１］：ＩＰ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ｌ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ｃｏｒｅ）；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Ｑｕ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最大尿流
率：Ｑｍａｘ（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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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但组
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总数（例）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ＩＰＳＳ ２２４５±４５１１２７２±１４５ ２５４３±４４９ １２７１±１５１

ＱＯＬ ４６２±０７８ １７５±０３７ ４６７±０８０ １７５±０３８

Ｑｍａｘ ５５７±２８７２３２３±２５８ ５６１±２８８ ２３１２±２６１

２２　两组患者性功能对比
观察组性功能障碍占 ６０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７８３３％，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Ｐ

总数（例） ６０ ６０

性欲下降（例） ６ ９

勃起障碍（例） １１ １４

早泄（例） １０ １２

射精异常（例） ９ １２

发生率（％） ６０００ ７８３３ ４７３ ＜００５

*

　讨论
手术干预是治疗ＢＰＨ最有效、彻底的治疗方式，但据统计

显示，前列腺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已成为ＢＰＨ治疗最亟待解决
的问题。男性性功能障碍是指性欲、性兴奋、阴茎勃起、性交、

射精及性欲高潮过程中出现异常，其中以勃起障碍和早泄为

主［１２，１３］。统计显示，国外的９０％左右６０～６５岁男性有正常的
性交行为，而７０岁以上男性中有５０％以上［１４］，这表明，对于老

年男性来说，性功能障碍仍会极大影响其生活质量［１５］。

前列腺术后引起勃起障碍的主要原因是电切易导致阴茎

勃起供血受损，而供血受损则直接影响阴茎海绵体及勃起神

经，最终造成勃起障碍。有文献报道，前列腺术中反复电灼烧

或温度过高传导至包膜外都可造成勃起相关神经的损伤，同

时，因海绵体神经位于前列腺尖部较表层，当术中气化切割时，

极易引发神经及供血血管的灼伤，最终造成勃起异常［１６］。由此

可见，术中保持前列腺包膜不被破坏对于防止术中神经及血管

灼伤十分重要，同时因渗出液等异物也可导致神经损伤，因此

术后必须防止局部感染、血肿等变化发生。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是治疗ＢＰＨ的常用术式，创伤及出血
量较小，颇受患者欢迎。该术式术中产热少，表面温度不超过

７０℃，降低因热传导引起的神经损伤事件发生率［１７］。且研究证

实，等离子切割对靶组织即增生组织切除更容易，而对包膜切

割几率相对较小，更大程度的避免因包膜损伤引起的神经功能

障碍［１８］。在本次研究中将保留部分膀胱颈，观察患者术后性功

能障碍情况。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

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组间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该结果显示，改良式ＰＫＲＰ术式及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
均可以明显改善患者ＢＨＰ相关症状，该结果与国内其他研究报
道基本相符［１５－１８］。但观察对患者性功能影响时，结果显示，观

察组性功能障碍占６０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７８３３％，经统
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说明，改良
式ＰＫＲＰ术式在缓解症状前提下对患者性功能影响较小，患者
生活质量更高。

综上所述，改良式 ＰＫＲＰ术治疗 ＢＰＨ效果显著，且改善性
功能及生活质量，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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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彭伟（１９６９－），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
外科与男科。

·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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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与前列腺电切
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效果及其安全性
彭伟　吴海霞　桂定文　王小英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价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与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效
果及其安全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２５６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１２６例使用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观察组１３０例使用经尿道前列腺双极
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ＲＰ），分析两组临床效果及其安全性。结果：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置入导管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等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术后主观症状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随访两个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
显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为１０００％，相比对照组术后不
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的３７５０％明显减少，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
切术与前列腺电切术均有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两者临床作用效果相同，但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

切术中综合征发生率低，术后相关并发症少，适合在临床中推广运用。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电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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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ＰＳ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ＱＯＬ）ｓｃｏ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ｔｗｏｉｎｄｅ
ｘｅｓ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０００％ ａｎｄ３７．５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ＵＲＰａｎｄＴＰ
ＫＲＰａｒｅｂｏ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ＰＨ，ｂｕｔＴＰＫＲＰｉｓ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Ｐ
ＫＲＰ）；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在临床
诊断中是比较常见的男性疾病之一，有关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病

理机制目前研究较多，可是发病原因迄今为止仍未能阐明［１］。

根据目前临床研究已知前列腺增生必须具备有功能的睾丸以

及年龄增长两个不可缺少条件；近年来相关研究也注意到肥

胖、吸烟、以及遗传史、酗酒、人种及地理环境对良性前列腺增

生发生存在因果关系［２，３］。伴随着近些年来发病趋势不断上

升，现在医疗水平的提高，使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治疗方

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其中手术仍为前列腺增生的重要治疗方

法，并且手术方式和手术方法都有巨大的变革。临床上选择一

种有效、安全、快速、手术方法是对患者最有利的方法。本文就

探究良性前列腺增生手术方法的临床效果及其安全性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
２５６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１２６例和观察
组１３０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５５～８５岁，平均年龄（６４±２０８）
岁；其中合并膀胱结石 ５１例、术前带尿管 ６９例；前列腺重量
４０５～１２４８ｇ，平均（６６５±２０３）ｇ。观察组患者年龄５４～９０
岁，平均年龄（６３±２１６）岁；其中合并膀胱结石６２例、术前带
尿管７２例；前列腺重量３８５～１２３５ｇ，平均（４５３±１１１）ｇ。各
组患者年龄、病理类型等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纳入指标：（１）体格检查：直肠指诊、尿常规、血清 ＰＳＡ、超
声检查、尿流率检查以及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２）尿频、夜尿增多以及尿
急、尿失禁下尿路梗阻时来我院就诊的患者；（３）无基础疾病、
合并症及并发症；（４）患者病情稳重；（５）同意参本次活动的患

者。排除指标：（１）有过重大手术史的患者；（２）辅助检查任何
一项检查异常者；（３）其他部位有病变，如前尿道狭窄及有过尿
道手术史。

１２　研究方法
术前两组剃除下腹和会阴毛发，并对局部进行冲洗消毒，

同时两组患者患者均取截石位、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对照

组行耻骨上膀胱穿刺引流套管，利于手中手术视野观察的清晰

广阔，观察组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ＲＰ）用洗液为０９１％生理
盐水，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洗液为５％甘露醇溶液葡萄
糖液。手术方法：（１）根据两侧叶增生为主，在膀胱６点处深切
标志沟，侧叶经膀胱大致一点钟的位置切割至前列腺包膜，侧

叶、中叶和尖部逐步切除；中叶增生从大致５～７点钟方向切除。
（２）重量小于３０ｇ两侧前列腺增生在完成前列腺电切以后再使
用针状电极在膀肌颈纤维３～９点位置充分切开。切开根据估
测尿色决定留置导尿管的时间，一般术后留置导尿管３ｄ拔除。

对照组研究方法：对照组在研究方法基础上使用前列腺电

切术治疗：使用德国ＷＯＬＦ生产内经电切系统，电凝功率７０～
８０Ｗ，电切功率在１２０Ｗ。冲洗液为５％葡萄糖液。

观察组研究方法：观察组在研究方法基础上使用英国Ｃｙｒｕｓ
生产等离子电切镜，双极电凝功率１００Ｗ，双极电切功率１６０Ｗ，
冲洗液为１％生理盐水保持温度恒温。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前术后３个月采集记录症状评分包括（国际前列腺症状
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进行比较分析；术中和术后对患
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置入导管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进行

比较；同时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相关并发症包括（电切综

合征、假性尿失禁、膀胱颈痉挛、继发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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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观察指标分析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置入导管时间以及住院时

间等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观察指标分析

组别 例数（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ｄ） 置入导管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膀胱冲洗时间（ｄ）

对照组 １２６ ３５３１±５３３ ６８０±１２４ ５２±１２ ７１±１３ ２４±０４

观察组 １３０ ２５９４±５１６ ５７３±１１３ ４７±１１ ６４±１０ １６±０３

ｔ １４２９２ ７２２０ ３５４６ ４８３８ １８１３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状评分分析
对患者术后主观症状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生活质量

评分ＱＯＬ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随访
两个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

观察组的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为１０００％，相比
对照组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的３７５０％明显减少，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症状分析

组别
例数

（ｎ）

国际前列腺症状

评分（ＩＰＳＳ）

术前 术后

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

术前 术后

对照组 １２６ ４５±０７ ０５±０４ ２７８±４５ ４７±２０

观察组

ｔ
Ｐ

１３０
－
－

４６±０８
１０６３
０２８８

０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９±４８
１５４７
０１２３

４６±２１
０３８９
０６９７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ｎ） 假性尿失禁 电切综合征 膀胱颈痉挛 继发性出血 勃起功能障碍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１２６ １７（１３４９） １０（７９４） １２（９５２） １４（１１１１） １３（１０３２） ６６（５２３８）

观察组 １３０ ５（３８５） ０　　　 ５（３８５） ４（３０８） ４（３０８） １６（１２３１）

χ２ ７５７９ １．７３７ ３３２７ ６３１８ ５４１１ ４７１９５

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

　讨论
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的一种疾病，前列腺

增生的发病率随年龄递增，但有增生病变时不一定有临床症

状［４，５］，据有关研究数据患病率在３１～４０岁的男性中为９％，５０
～６１岁的男性增加到４０％ ～５０％，年龄大于８０岁的男性发病
率超过７５％［６－８］，在５５～７５岁没有前列腺癌的男性中良性前
列腺增生的患病率为２０％，且城镇发病率高于乡村，而且种族
差异也影响增生程度。随着世界人口老年化发展间接影响了

前列腺增生发病增多［９，１０］。前列腺增生一旦发生，一般会直接

压迫尿道，患者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等待、费力、分叉、

小便刺痛等症状，除了尿意不断以及刺痛外，前列腺发炎患者

也往往会出现会阴部、腰部、睾丸等部位不同程度的疼痛，严重

影响患者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１１－１４］。前列腺增生产生下尿路梗

阻影响排尿功能，使膀胱及肾脏功能受到影响。前列腺电切术

（ＴＵＲＰ）和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是现代科技发展新
的手术设备，ＴＵＲＰ由于恢复快、创伤小已经被广大患者所接
受。由于ＴＵＲＰ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手术时间较长，温度比较高
切除尖部组织时热量较大，可损伤尿道括约肌而导致暂时性尿

失禁，电切包膜时可引起闭孔神经反射引起副损伤，且术后勃

起功能障碍等情况发生影响患者正常生活［１５，１６］。经尿道前列

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ＲＰ）两个电极一为回路电极，一为工
作电极，电流在两极通过生理盐水控制产生回路，可有效避免

ＴＵＲＰ切除时温度比较高切除尖部组织时热量较大等不足。且
切割创面平坦、整齐，容易辨认前列腺包膜，处理前列腺尖部细

微结构损伤小等优点［１７］。

本研究通过ＰＫＲＰ与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作用的
效果对比分析，ＰＫＲＰ等具有以下优势；离子接触组织表面时可
使组织产生气化均匀凝固，让其血管迅速闭合，创面静脉开放

数量少，术中切割确切的电凝作用有利于止血，保证手术视野

的广阔，有效避免手术中时间的浪费，减少手术时间；并且减少

术后的假性尿失禁、电切综合征、膀胱颈痉挛、继发性出血、勃

起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发生，有利于术后良好的生活。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置入导管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等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离子接触组织表面时可

使组织产生气化均匀凝固，让其血管迅速闭合，保证手术视野

的广阔，有效避免手术中时间的浪费，减少手术时间；对患者术

前ＩＰＳＳ、ＱＯＬ无显著性差异，术后３个月随访两个指标均有明
显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

与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作用及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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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的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为１０７１％，相比对照
组术后不良反应及相关并发症率的４６３％明显减少，有显著性
差异，说明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能有效避免假性尿

失禁、电切综合征、膀胱颈痉挛、继发性出血、勃起功能障碍等

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上述与李磊等［１８］研究结果文献报道较为

一致。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与前列腺电切

术均有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两者临床作用效果相同，但经

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中综合征发生率低，术后相关并

发症少，适合在临床中推广运用。

参 考 文 献

［１］　何张国．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８５例的临床观察．航
空航天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３４１－３４２．

［２］　刘俊峰，谭朝晖，李三祥，等．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与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比较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研究．中
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３（１２）：１４０５－１４０８，

［３］　汤祺，陈亚娟．ＴＵＲ－ＢＴ联合 ＴＵＰＫＰ治疗表浅性膀胱癌合并良
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及安全性．山东医药，２０１３，５３（２１）：８１
－８３．

［４］　张小德，周红庆，许陈祥，等．腔内分部剜切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等
离子双极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疗效分析．临床外科杂志，
２０１５（２）：１０７－１０９．

［５］　范瀚文，欧长伟，谢庆伟，等．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治
疗前列腺增生 ８１３例．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５）：８２０
－８２１．

［６］　吴飞彪，邹练．慢性前列腺炎的ＵＰＯＩＮＴ诊疗系统概述．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４（４）：５８－６１．

［７］　李振兴，陆佳芬．慢性前列腺炎的诊疗和治疗．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２０（９）：１０－１２．

［８］　马秀芬，韩清玲，李鑫，等．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老年前列腺
增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２（８）：２２８３
－２２８４．

［９］　黄伙，杨大富，梁华良，等．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和剜除术
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比较．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５，１０
（１２）：７１－７２．

［１０］　Ｓｈｉｑｉｎ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４，２（７）：７５７－７６２．

［１１］　黄明坦，叶泽兵，刘百川，等．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治疗
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疗效观察．海南医学，２０１４，２５
（４）：４９８－５００．

［１２］　李晓涛，张劲松．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的疗效及安全性评
价．昆明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７）：１３１－１３４．

［１３］　袁丽，江玉．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尿流动力
学改变分析．河北医学，２０１５（５）：７３３－７３６．

［１４］　陈斌，石洪波，张雪军，等．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慢性前列腺炎
的临床研究．临床军医杂志，２０１２，４０（４）：８７６－８７７．

［１５］　刘灼明，王海燕．前列腺等离子电切剜除术与前列腺电切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
２７（４）：４３０－４３１．

［１６］　肖伟，杨科，高智勇，等．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经尿道双极等
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比较分析及安全性评价．重庆
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９（１）：７６－７９．

［１７］　ＪｉａｎｇＺ，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Ｕ，ＨｕａＣ．Ｃｌｉｎｉ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１（１０）：６３８－６４１．

［１８］　李磊，毛敏，李兴斌，等．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
列腺增生症的临床观察．四川医学，２０１４（８）：９９０－９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６）

【第一作者简介】李建友（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
床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８

经尿道前列腺电气化术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前列
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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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电气化术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的临
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收治的６０例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
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观察治疗效果。结果：本组６０例患者均一次手术成
功，手术平均时间（８６３±９６）ｍｉｎ，其中ＴＵＲＰ术时间４０～９５ｍｉｎ，钬激光碎石术时间１０～３６ｍｉｎ。术中平均出
血量（１１５３±１６８）ｍＬ，未见ＴＵＲＰ综合征、膀胱穿孔及严重感染等并发症。术后仅出现１例暂时性尿失禁，
经提肛训练后恢复正常，术后平均住院时间（７２±０６）ｄ，术后复查Ｂ超膀胱结石清除率１００％，术后随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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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个月，平均ＰＶＲ降低至 （１９３±１６）ｍＬ，平均ＭＲＦ上升至（１５８±３２）ｍＬ／ｓ，平均ＱＯＬ降低至（２０±０３）
分，平均ＩＰＳＳ降低至（８０±１２）分，术前后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ＴＵＲＰ联合
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疗效显著，安全性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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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结石（ＬＶＣ）是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
ａ，ＢＰＨ）的常见并发症，ＢＰＨ合并ＬＶＣ属于泌尿外科常见病，发
生率可达１０％以上［１，２］。早期 ＢＰＨ合并 ＬＶＣ可采用药物保守
治疗，以缓解临床症状，延缓病情，但多数患者需外科手术治

疗。既往常采用前列腺摘除术联合耻骨上经膀胱切开取石术

治疗ＢＰＨ合并ＬＶＣ，但存在手术创伤大、术后易出现切口感染
及膀胱痉挛等并发症［３］。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是目前
治疗ＢＰＨ的金标准，而钬激光碎石术是微创腔内治疗 ＬＶＣ的
较理想的方法。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采用 ＴＵＲＰ
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ＢＰＨ合并ＬＶ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
结合具体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照入院顺序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我院收治
的６０例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前均经
ＰＳＡ检查、直肠指检、尿路平片、Ｂ超确诊，临床症状包括夜尿增
多、排尿中断、排尿困难、反复尿路感染等。排除标准：伴有严

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合并尿道狭窄及膀胱癌、前列腺癌者；

存在手术禁忌症者。全部患者病程３～１８年，平均病程（７４±
２３）年，合并２种及以上慢性疾病者１５例，其中糖尿病９例、
冠心病１２例、高血压 １６例、心律失常 １０例、脑梗死后遗症 ６
例。参照Ｒｏｕｓ标准直肠指诊（ＤＲＥ）前列腺增生Ｉ度７例、ＩＩ度
２５例、ＩＩＩ度２８例，经直肠Ｂ超测定前列腺体积２８～９５ｍＬ，平均

体积（５６３±９８）ｍＬ，腺体质量 ３２～９６ｇ，平均质量（６０２±
１０２）ｇ。膀胱单发结石２２例，多发结石３８例，结石直径０９～
３８ｃｍ，平均直径（２３±０６）ｃｍ；术前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ｅｒｅ，ＩＰＳＳ）平均 （２５１±６４）分，最
大尿流率（ＭＲＦ）３～９ｍＬ／ｓ，平均（４５±０８）ｍＬ／ｓ，剩余尿量
（ＰＶＲ）３０～１１１０５ｍＬ，平均（４５０３±６５２）ｍＬ。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平均为（２０３±７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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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连续硬脊膜外阻滞麻醉，取截石位，经尿道置于Ｆ２６气

化电切镜（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检查膀胱及前列腺情况，观察
膀胱有无憩室或肿瘤，确定结石数量及直径，了解前列腺增生

情况，退出电切镜操作件，留置外鞘，经电切环操作孔置入钬激

光光纤，输出功率３０Ｗ，对准碎石将其粉碎至不超过３ｍｍ的颗
粒，采用Ｅｌｌｉｋ冲吸器吸净碎石，检查膀胱是否出现穿孔，更换电
切装置行ＴＵＲＰ术，以精埠为电切标志，先对５、７点部位进行电
切，再分别切除中叶和两侧叶，经精埠直视三角区对切割深度

进行调整，膀胱内残留前列腺组织以Ｅｌｌｉｋ冲吸器除尽。术后放
置Ｆ２２三腔尿管，将５０ｍＬ水注入气囊中，适当牵引下以无菌生
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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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采用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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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本组６０例患者均一次手术成功，手术时间５５～１２０ｍｉｎ，平

均（８６３±９６）ｍｉｎ，其中ＴＵＲＰ术时间４０～９５ｍｉｎ，钬激光碎石
术时间１０～３６ｍｉｎ。术中出血量 ６０～１８０ｍＬ，平均（１１５３±
１６８）ｍＬ，未出现输血，未见 ＴＵＲＰ综合征、膀胱穿孔及严重感
染等并发症。术后３～５ｄ拔除尿管，仅出现１例暂时性尿失禁，
经提肛训练后恢复正常，术后住院５～１０ｄ，平均（７２±０６）ｄ，
术后复查Ｂ超膀胱结石清除率１００％，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术后随访 ３～１８个月，ＰＶＲ平均为（１９３±
１６）ｍＬ，ＭＲＦ平均为（１５８±３２）ｍＬ／ｓ，ＱＯＬ平均为（２０±
０３）分，ＩＰＳＳ平均为（８０±１２）分。术前和术后上述指标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属于一种常见的老年男性疾病，可导致下尿路梗

阻［４，５］。ＢＰＨ合并ＬＶＣ多为继发性结石，由尿路梗阻导致排尿
不畅、残余过多尿液而形成颗粒物质沉积下来，加之感染所

致［６，７］。其治疗原则为在切除增生的同时最大限度清除结石，

消除结石形成的诱发因素［６］。ＴＵＲＰ是目前治疗 ＢＰＨ的经典
手术方法［８］。如ＢＰＨ患者合并ＬＶＣ，则多需行开放手术取出结
石。既往临床上采用ＴＵＲＰ联合膀胱小切口切开取石治疗ＢＰＨ
合并ＬＶＣ，但该手术方法创伤较大，且易出现尿外渗、尿瘘、切
口感染等并发症，延缓了患者术后恢复［９］。近年来，随着腔镜

技术的不断发展，激光碎石、液电碎石、超声碎石、气压弹道、大

力碎石钳等方法应用于腔内碎石［１０］。其中液电碎石瞬间产生

的高电压电流可因冲击力过大对膀胱壁造成损伤；对于硬度和

体积大的结石，超声碎石需联用气压弹道碎石，延长了手术时

间；气压弹道碎石虽具有碎石速度快、成功率高等特点，但难以

完全粉碎硬度大的结石，且易损伤膀胱壁；由于 ＢＰＨ合并 ＬＶＣ
患者多存在泌尿系统感染，腺体被膜下血管曲张，置入碎石钳

易造成出血而影响手术视野，与此同时大力碎石钳夹碎 ＞
２５ｃｍ的结石难度较大，可损伤膀胱和尿道［１１－１３］。

钬激光属于一种脉冲式激光，通过软光纤传送波长为

２１００ｎｍ的光。其吸收色基为水，结石表面和结石中的水将钬激
光的能量吸收掉后膨胀可产生强大压力粉碎结石［１４］。钬激光

碎石术具有碎石速度快、视野清晰、不出血、损伤小等优点，对

清除硬度和体积大的结石亦有明显优势。既往研究表明，钬激

光能穿透任何成分和硬度的结石，可将结石粉碎至细小颗粒而

达到清除目的［１５］。钬激光具有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１６－１８］：（１）采用电切镜水循环系统对膀胱进行连续冲洗但不
至于充盈过度，手术视野清晰，防止出现膀胱损伤；（２）术中在
内鞘中更换钬激光电切环和光纤，可防止出现尿道损伤；（３）
９５％的能量被周围的水递质吸收，组织穿透力＜０５ｍｍ，不会严
重损伤膀胱黏膜；（４）对ＴＵＲＰ的正常进行不会造成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手术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１）原则上先
行钬激光碎石术后行ＴＵＲＰ，如先行ＴＵＲＰ后行碎石易造成前列
腺创面出血而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先粉碎结石再以Ｅｌｌｉｋ冲洗
器吸净，后行ＴＵＲＰ可确保手术视野清晰；（２）采用低频率钬激
光为宜，因频率过高会导致结石滑动或移位，在增加手术时间

的同时易损伤膀胱壁；（３）不必为完全吸净碎石后行 ＴＵＲＰ而
延长手术时间，因 ＴＵＲＰ后血凝块可将碎石包裹而加速冲洗；
（４）碎石冲洗速度要适宜，确保膀胱处于半充盈状态，防止钬激
光导致膀胱穿孔而出现尿外渗，对手术造成不利影响。

本组６０例患者均一次碎石成功，结石清除率高达１００％，
且未出现膀胱穿孔、膀胱黏膜损伤、感染等并发症，证实了

ＴＵＲＰ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ＢＰＨ合并ＬＶＣ具有成功率高、损
伤小及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另外，全部患者术后勃起功能正

常，未出现阳痿病例，性生活较为满意，表明 ＴＵＲＰ联合钬激光
碎石术治疗可在治疗ＢＰＨ的同时有效清除膀胱结石，恢复排尿
通畅，缓解患者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改善性生活质量。综上

所述，ＴＵＲＰ联合钬激光碎石术临床疗效确切，可作为治疗ＢＰＨ
合并ＬＶＣ的理想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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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老年前列腺
增生的效果以及安全性分析
薛萍１　任斌１　张小燕１　张继伟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探究应用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的效果以及安全
性。方法：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来我院治疗的１１６例老年前列腺增生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
疗方式的不同将其分成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１２周后，比较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Ｉ－ＰＳＳ和 ＱＯＬ评分、
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体积。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７９３％以及７０６９％，治疗组
的总有效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治疗后，两组病人的的 Ｉ－ＰＳＳ以及 ＱＯＬ评分均出现显著的下降，并且治疗
组的Ｉ－ＰＳＳ以及ＱＯＬ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治疗后，两组的 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体积较治疗前均
出现显著的下降，并且，治疗组的Ｑｍａｘ以及残余尿显著的小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结论：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可以提高治疗有效率，显著改善ＢＰＨ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
质量。

【关键词】　 癃闭舒；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前列腺增生；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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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是一种常见的以排尿障
碍为主要特点的男性疾病，其大多发生于老年［１］。前列腺增生

的发生会引起病人膀胱尿液流出梗阻，从而导致尿急、尿频和

排尿困难等症状的发生，并且容易引起泌尿系统感染，严重的

甚至会造成肾积水以及尿毒症，对病人的生活质量以及身体健

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２］。手术治疗，尤其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术通常被认为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３］，但该方法

通常术后会出现较多的不良反应，价格较为昂贵，并且老年人

对手术的承受能力低，使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目前，对于老年前列腺增生，药物保守治疗受到广大患者

的青睐［４］。因此，本研究将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联合癃闭舒

应用到了老年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具

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共有１１６例老年男性良性前
列腺增生病人到我院进行治疗，经诊断均符合２００９版《中国泌
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５］中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

准，年龄均在７０岁及以上，经病人及家属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
书后，分成了治疗组以及对照组，每组各５８例。其中治疗组中
病人的年龄为７０～８８岁，平均（７６５８±６３２）岁；病程为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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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５２２±２９２）年；经ＩＰＳＳ标准评级后，轻度２３例，中度
２１例，重度 １４例。对照组中病人的年龄为 ７０～８６岁，平均
（７５８７±５７９）岁；病程为１～１８年，平均（５５７±３１２）年；ＩＰＳＳ
评级轻度２０例，中度２２例，重度１６例。比较两组的年龄、病程
以及病情严重程度等资料无显著的差异，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年龄≥７０岁；（２）出现典型下尿路梗阻症
状，按照ＩＰＳＳ标准进行评分，得分至少超过８分；（３）对直肠进
行指诊及超声检查证实确实存在前列腺增生；（４）实验室检查
结果：血清ｔ－ＰＳＡ＜４ｎｇ／ｍＬ。

排除标准：（１）经诊断为恶性前列腺增生病人；（２）合并有
恶性肿瘤病人；（３）并发有严重的心、肝以及肾等功能器官受损
的病人；（４）精神异常病人；（５）近１月内使用过治疗前列腺增
生的其他药物者以及对药物过敏的病人。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病人给予口服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哈乐胶囊）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３０９２４，规格：
０２ｍｇ／粒］治疗，１粒／次，１次／ｄ，１２周为１疗程。治疗组则在
上述基础上给予癃闭舒胶囊（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１３０８９２，规格：０３ｇ／粒），３粒／次，２次／ｄ，１２周为 １
疗程。

１３　评级指标
疗效评价［６］：（１）显效：１个疗程后，经 Ｂ超检查发现前列

腺较治疗前发生明显回缩，并且小便通畅；（２）有效：１个疗程
后，经Ｂ超检查发现前列腺较治疗前略有回缩或无明显变化，
小便情况较以前有所改善；（３）无效：连续治疗３个疗程后，Ｂ超
结果以及小便情况均未改善。

ＩＰＳＳ评分：治疗前后按照 ＩＰＳＳ标准进行 ＩＰＳＳ评分：０～７
分表示症状轻微；８～１９分表示病情处于中度程度；２０～３５分则

表示病情严重。利用 ＱＯＬ量表对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进行
评分。

检查两组治疗前后的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
体积。观察两组在治疗后有无不良反应发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数据处理的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数据，计数资料分别采

用频数和频率的形式表示，并根据ｔ、χ２方法检验，以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７９３％以
及７０６９％，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
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病人的治疗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８ １４（２４１４） ３７（６３７９） ７（１２０７） ５１（８７９３）

对照组 ５８ １０（１７２４） ３１（５３４５） １７（２９３１） ４１（７０６９）

ｔ ５２５４

Ｐ ００２２

２２　Ｉ－ＰＳＳ以及ＱＯＬ评分
治疗前，两组病人的 Ｉ－ＰＳＳ以及 ＱＯＬ评分均无显著的差

异（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病人的的 Ｉ－ＰＳＳ以及 ＱＯＬ评分均
出现显著的下降，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治疗后，治
疗组的 Ｉ－ＰＳＳ以及 ＱＯＬ评分均显著的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病人的Ｉ－ＰＳＳ以及ＱＯＬ评分

组别 ｎ
Ｉ－ＰＳＳ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ＱＯＬ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５８ １８４１±４３２ ７８１±１１３ ４９９±１２１ ３１４±１６４

对照组 ５８ １８６６±３９２ １１７２±３２８ ４８７±１２７ ４１２±１８９

ｔ ０３２６ ８５８３ ０５２１ ２９８３

Ｐ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２ ０００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体积
治疗后，两组的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体积较治疗前均出

现显著的下降，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

组的Ｑｍａｘ以及残余尿显著的小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而前列腺体积之间无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病人在治疗前后的Ｑｍａｘ、残余尿以及前列腺体积比较

组别 ｎ
Ｑｍａｘ（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残余尿（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前列腺体积（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５８ ７３２±２４２ １８６３±３２４ ４３２７±６３９ １２３１±１９１ ７１７±１３２ １７９５±３２４

对照组 ５８ ６９３±２３９ １５３３±４２４ ４４２１±８１２ １７２０±２２２ ６９１±１９３ １１８５±４２７

ｔ ０８７３ ４７１０ ０６９２ １２７１７ ０８４７ ８６６７

Ｐ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６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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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中治疗后有２例发生头晕、乏力等不良反应，几天后症

状自行缓解；对照组中有１例发生嗜睡情况，也自行缓解；治疗前后
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水平均正常，未发生明显的波动。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在中老年男性中较为常见的疾病。男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前列腺上皮细胞增生，当期突入膀胱或尿

道内会对其造成压迫，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尿道梗阻［７－９］。近几

年来，该病正呈现出高患病率以及低龄化的趋势，研究也显示，在

４５岁时男性的前列腺会出现增大现象，而到了７０岁以后，绝大
多数的男性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前列腺增生［１０］。前列腺增生前

期会出现尿频现象，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增生组织对尿道逐年

压迫，还会导致尿道发生变窄、弯曲以及阻力变大的情形，排尿困

难会随之出现，并且排尿的时间也会延长，不及时治疗还会出现

急性尿潴留［１１，１２］。由于老年人的年龄较大，身体各项器官已经

老化，常常伴随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多种心血管疾病等，抵抗力

较差，容易会发生尿路感染，导致病情更为复杂，治疗效果受到影

响［１３］。手术、激素以及药物治疗是最常见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的

方法。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药物治疗具有无术后并发症、不

良反应少以及价格低等优点，而被广泛的接受。

本研究使用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联合癃闭舒对老年前

列腺增生进行治疗，结果发现，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

胶囊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的总有效率可以达到８７９３％，而单
纯使用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的总有效率仅为７０６９％，癃闭
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的高于单

纯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其中，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是一

种α－受体阻滞剂，被广泛的应用于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中，它进
入人体后，可以选择性的阻断膀胱颈、前列腺和前列腺包膜组

织中的α受体，促进平滑肌松弛，从而减小尿道的阻力，缓解排
尿困难症状［１４］。而中医认为，前列腺增生是属于“癃闭”以及

“精癃”范畴，随年龄增长，各项器官功能减退，导致机体气血运

行不畅，浊泄不利，从而出现败精为浊，浊阻气滞，气滞血瘀，进

而瘀结成块，引发前列腺增生，导致下尿道梗阻现象［１５］。该病

是一种慢性病，久病多虚多瘀，其病理基础为瘀血阻滞，因此，

中医认为补肾活血、散瘀通淋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根本。癃闭

舒胶囊是一种由补骨脂、山慈菇、海金砂、金钱草以及琥珀等药

材制成的中药制剂，其具有温肾化气、散瘀通淋以及散结止痛

的功效。现代药理学认为癃闭舒胶囊可以降血脂、降血糖、消

炎杀菌、抗氧化等，其中丰富的补骨脂素可以有效的降低前列

腺细胞增殖能力，抑前泪腺增生［１６，１７］。常德贵等［１５］对肾虚血

瘀型良性前列腺增生时应不同方法治疗，发现添加癃闭舒治疗

后治疗的总有效率由单一药物的７４１％提高到了９６４％，他认
为癃闭舒胶囊可松弛膀胱平滑肌，还能减轻充血所致的前列腺

肿大，并可使增生的前列腺体积缩小、软化或抑制前列腺的进

一步增生，与本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对安全性分析发现，

两组并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本研究的结果也

发现，两种药物联合显著的降低了Ｉ－ＰＳＳ以及ＱＯＬ评分，减缓了
病情，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另外，两种药物联合治疗也使Ｑｍａｘ以及
残余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

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并无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癃闭舒联合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可以提

高治疗有效率，显著改善ＢＰＨ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安
全性好，是一种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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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留置尿管对前列腺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响
研究
万齐福　杜建兵　刘佳勇
潜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潜江 ４３３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长期留置尿管对前列腺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影响性，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６例前列腺手术留置导尿患者，根据其留置导尿时间分成两组，对
照组在２周以下，观察组在２周以上，观察不同留置导尿时间对性功能等指标影响性。结果：观察组住院时
间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在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手术时间、并发症发生
率上比较差异不显著，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尿流动力学上，对照组 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ＭＵＰ治
疗前后无明显变化（Ｐ均＞００５），而ＲＵＶ治疗后较治疗前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
Ｐｄｅｔ、ＭＵＰ较治疗前下降显著（Ｐ＜００５），而ＲＵＶ升高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ＭＵＰ、
ＲＵＶ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Ｐ均 ＜００５），而 ＱＯＬ、勃起功
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治疗前后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前后 ＱＯＬ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
治疗后勃起功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勃起功能障碍率、
逆行射精率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长期留置尿管会造成性功能下降。

【关键词】　长期留置尿管；前列腺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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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症是和年龄、性激素紧密相关的老年男性疾病，
伴随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症和性功能障碍发病率明显增多，

这些对患者生活质量均有明显影响。研究［１，２］称，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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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和性功能下降紧密相关，患者膀胱出口梗阻症状越重，性功

能下降越明显。目前对前列腺增生症在治疗上仍以手术治疗

为主，且术后多数患者需留置导尿管，而留置导尿管时间对性

功能是否存在影响，目前报道不多。本次研究就通过总结不同

留置尿管时间对前列腺术后患者性功能影响性，以期提高术后

生活质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１０６例前
列腺手术留置导尿管患者，根据其留置导尿管时间分成两组，

对照组在２周以下，观察组在２周以上。所有患者入院时已有
尿潴留，直肠指征检查可见前列腺不同程度增生，尿动力学检

查确诊为前列腺增生致膀胱出口梗阻，术前检查并排除前列腺

癌患者。对照组５３例，平均年龄为（６４２±４５）岁；平均病程
为（４７±１５）年；平均前列腺体积为（５２１±３１）ｃｍ３；合并症：
糖尿病４例，高血压病６例，其他６例。观察组５３例，平均年龄
为（６４５±４３）岁；平均病程为（４５±１３）年；平均前列腺体积
为（５１８±３３）ｃｍ３；合并症：糖尿病５例，高血压病５例，其他７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前列腺体积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根据患者病情选择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电

汽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所有患者均行留置

尿管，在尿道口处消毒后选择合适直径的尿管插入尿道中，放

置引流袋，每日计算留置尿液量，留置尿管时间对照组在２周
内，观察组在２周以上。术后均予预防感染、解痉等药物治疗。
１３　效果评定

参考效果文献［３－５］进行疗效评定：观察两组术中出血量、膀

胱冲洗时间、住院时间、手术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包括膀胱痉

挛、尿外渗、尿道口狭窄）等方面比较。对两组患者均进行尿流

动力学检测仪器进行排尿功能检测，仪器由丹麦 Ｅｍｄａｆｇｙ公司
提供，指标包括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正常值为 ＞１５ｍＬ／ｓ）、排尿量
（Ｖｃｏｍｐ，正常值为１５０～４００ｍＬ）、残尿量（ＲＵＶ，正常参考值０
～５ｍＬ）、逼尿肌收缩压（Ｐｄｅｔ，正常参考值 ＜７０ｃｍＨ２Ｏ）、最大尿
道压（ＭＵＰ，正常参考值７２７±５０７）。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
评分（ＩＩＥＦ－５）和射精功能问卷评估观察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
和逆行射精率，并统计生活质量评估表（ＱＯ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相关情况比较

观察组住院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而在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手术时间、并发症发生
率上比较差异不显著，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相关情况比较

组别 术中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手术时间（ｍｉｎ） 并发症发生率［ｎ（％）］

对照组 ２５３４３±７３５７ ３１７±０７８ １５１３±２２７ ９６５５±１０３５ ５（９４３）

观察组 ２６２１８±７６１１ ３２９±０８１ ２０１７±３３１ ９７８１±１１３１ ４（７５５）

ｔ ０６８２ ０４８９ ９１６７ ０７８１ ０８９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对照组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ＭＵＰ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Ｐ均

＞００５），而ＲＵＶ治疗后较治疗前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观察组

治疗后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ＭＵＰ较治疗前下降显著（Ｐ＜００５），
而ＲＵＶ升高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
ＭＵＰ、ＲＵＶ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Ｖｃｏｍｐ（ｍＬ） ＲＵＶ（ｍＬ） Ｐｄｅｔ（ｃｍＨ２Ｏ） ＭＵＰ（ｃｍＨ２Ｏ）

对照组 ５３ 治疗前 ２０５６±４１２ ２２４１２±５８３５ ２１５±１２３ ４５７１±１０７８ ７４１１±１０６７

治疗后 １９９８±３６８ ２１２３３±４５１３ ２５９±１４５ ４３５６±９２３ ７０９２±１１２４

ｔ ０７９２ ０６９１ ６７４５ ０８９４ ６１３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观察组 ５３ 治疗前 ２０６１±４１５ ２２５０８±５７８１ ２１８±１２６ ４６１１±１０８２ ７４１６±１０７２

治疗后 １７８２±３４５ ２０１１５±４０１１ ２６３±１５１ ４１２３±８３５ ６７１４±９７８

ｔ ７２４５ ６２４６ ８１６８ ５６８２ ７１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ｔ ０５８８ ０２５６ ０３４６ ０９１２ ０８２６

治疗后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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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Ｐ均 ＜００５），

而ＱＯＬ、勃起功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治疗前后比较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前后ＱＯＬ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治

疗后勃起功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ＩＩＥＦ－５、勃起功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比较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分） ＱＯＬ（分） 勃起功能障碍率［ｎ（％）］ 逆行射精率［ｎ（％）］

对照组 ５３ 治疗前 ２９５４±５２５ ４６３４±４５１ ２２（４１５１） ６（１１３２）

治疗后 １７９３±３１２ ４７２１±５１２ ２４（４５２８） ９（１６９８）

ｔ ８３５６ ０４７９ ０８９３ ０１４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观察组 ５３ 治疗前 ２９３４±５１８ ４６７１±４５６ ２１（３９６２） ７（１３２１）

治疗后 １２１２±２０６ ４５１４±５６７ ２８（５２８３） １７（３２０７）

ｔ ８９３５ ０９０１ ７８２５ ８３５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ｔ ９５７８ ０１５７ ５２２７ ９２３１

治疗后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手术后留置尿管的目的是降低

导管相关性泌尿系功能，同时降低插管造成的下尿路不适感。

研究［６］称，前列腺增生症手术后拔除留置尿管时间尿潴留无明

显影响性，其认为前列腺增生症手术要求采用电刀在直视下将

病变周围筋膜等组织完全分离，而该区域解剖层面清晰，周围

神经血管等走向可明确诊断，故可减少前列腺增生症神经等损

伤，故降低术后排尿障碍的影响性。报道［７，８］认为，留置尿管时

间中１ｄ和５ｄ拔管时对前列腺增生症状排尿功能无明显影响
性，这点在本次研究中可得到证实，在尿流动力学中只有 ＲＵＶ
升高显著，而其他指标如 Ｑｍａｘ、Ｖｃｏｍｐ、Ｐｄｅｔ、ＭＵＰ则无显著差异
性。这可能和留置尿管时间有关。

结果显示，留置尿管时间越长，则出现性功能障碍可能性

越大，其中ＩＩＥＦ－５、勃起功能障碍率、逆行射精率是代表性功
能障碍的常见指标，故该指标对前列腺增生症术后患者的性功

能指标有一个评估。分析原因可能是尿管和尿道接触和摩擦

时间越长，则发生尿道黏膜损伤可能性越大。另外，留置尿管

持续引流膀胱内尿液，膀胱会处于一个无张力状态；留置尿管

时间越长，则膀胱在生理情况下膀胱括约肌规律性收缩和舒

张，会出现挛缩，造成容量减少，收缩力下降［９，１０］，拔除尿管后，

会出现下尿路感染症状，如尿不尽和尿频等症状。同时，尿道

口、膀胱炎症会随着尿管保留时间延长而增加，分泌物增多，留

置导尿管刺激作用下会造成尿道黏膜炎症等感染现象加重。

故容易造成球囊和其膀胱壁紧密贴在一起。拔管时间越长，则

尿道括约肌收缩越慢，分泌物遗留时间越长，则造成异物刺激

膀胱引起尿急、尿频等情况［１１，１２］。研究［１３，１４］称，留置尿管时间

１４ｄ以上则下尿路症状越显著，则对尿道血管充血越不明显，结
合２周以上留置尿管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在２０ｄ以上，显示出其
恢复时间较长，而结合相关报道［１５－１７］，同时结合２周内留置尿
管情况，可能和手术本身造成的性功能下降有关。因目前对该

疾病多数采用微创手术，而电切术等是通过热电切在６０℃以上
采用应用人体中。而目前最常用的等离子电切则为双极回路，

在电切时局部温度为１００℃。
报道［１８］称，在手术切除膀胱颈部后，破坏正常膀胱颈部和

尿道，术后膀胱颈部功能不全则能造成膀胱颈关不全，造成射

精过程中精液向膀胱返流所致。这也和本次结论是一致的。

总之。前列腺术后长期留置尿管时间患者性功能相对下降，这

和尿管对尿道破坏和手术本身影响性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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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对精索静脉
曲张患者性功能及精液质量的影响
朱喜平　于世超　何惠斌　丁宁
东莞康华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８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性功能及精液质量
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间接受住院手术治疗的精索静脉曲张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６０例。两组患者均接受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观察组分离精
索内动脉并加以保护，对照组连同精索内动脉一同结扎。比较两组患者的精子质量、性功能、ＳＣＬ－９０症状
自评、复发率与并发症。结果：精子质量：观察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明显高于对照组，精子畸形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ｔ＝７８４１～２５２６１，Ｐ＜００５）；性功能：观察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度等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ｔ＝７５２７～１２４１９，Ｐ＜００５）；心理健康：观察组躯体化因子、强迫症状因子、抑郁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１６７０２～２４３４９，Ｐ＜００５）；复发率与并发症：两组术后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２０８，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１０９４％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６５６％（χ２＝５１２８，Ｐ＜００５）。结
论：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可以有效增强患者的精液质量及性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提

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性功能；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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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为临床多见疾病，好发于青壮年男性，目前
治疗以手术为主。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术中，关于是否应该保

留精索内动脉一直存在争议，有认为睾丸血供丰富，精索内动

脉结扎不会影响其正常血液供应、术后发生睾丸缩小萎缩的概

率极低，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结扎精索内动脉后会导致睾丸内的

血流减少、一定程度影响精子质量［１］。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

的方法，探讨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对精索静

脉曲张患者性功能及精液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间，在本院接受住院手术
治疗的精索静脉曲张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均
经彩色多普勒超声与体格检查诊断为精索静脉曲张；（２）具有
手术指征；（３）报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告知患者研究事项及
手术风险，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排除
严重先天性畸形、免疫性疾病患者；（２）既往有泌尿生殖系统手
术史、感染、创伤患者。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照组：年龄２３～４０（３２８２±５４９）岁；精
索静脉曲张位置：左侧４８例，右侧４例，双侧８例；曲张等级：Ⅰ
度４例，Ⅱ度３２例，Ⅲ度２４例。观察组：年龄２５～４２（３１７６±
５６６）岁；精索静脉曲张位置：左侧５０例，右侧３例，双侧７例；
曲张等级：Ⅰ度６例，Ⅱ度２９例，Ⅲ度２５例。两组患者年龄结
构、所在部位、曲张等级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具体如下：全麻后

消毒铺巾，在脐与左髂前上棘连线中点处，横行作一个０５ｃｍ
的切口，穿刺进入腹腔后连接气腹机并注入ＣＯ２，预设气腹压力
１４ｍｍＨｇ。患者取头高脚低位，脐下作１ｃｍ切口并植入腹腔镜、
连接监视器。左右脐与髂前上棘重点处穿刺后置入操作件。

距内环口４ｃｍ处纵行切开曲张静脉的腹膜，提起该精索段，观
察组患者分离精索内动脉并加以保护，其余采用７号丝线结扎
并观察创面有无出血，左右双侧采用相同方法处理。对照组患

者连同精索内动脉一同结扎，术毕观察创面有无出血。两组患

者于操作完毕后均清点器械及纱布，取出腹腔镜并放尽腹腔镜

内ＣＯ２，采用可吸收线常规缝合切口、敷贴覆盖刀口。术后３ｄ
常规抗生素预防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精子质量：手术前、手术后３月，采用自慰法收集精液，测定

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畸形率。

性功能：手术前、手术后３月，采用简明男性性功能量表评
价患者的性功能，包括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及性满意度４个因
子，分值越高、性功能越好。

心理健康状况：手术前、手术后３月，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测
试（ＳＣＬ－９０）评价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包括躯体化因子、强迫症
状因子、抑郁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分。分值越高，心理健康状况

越差。

复发率与并发症：并发症包括阴囊水肿、附睾炎、鞘膜积

液、睾丸萎缩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精子质

量、性功能、心理状况等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复
发率、并发症等计数资料用［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精子质量

手术前，两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畸形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两组精子质量均明显改善，
观察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明显高于对照组，精子畸形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子质量比较

组别　　时间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 精子畸形率（％）

观察组

　手术前 ３３１７±７５９ ４２７８±５３６ ４４９２±５６２

　手术后 ５２９１±８６６ａｂ ７０１６±７４３ａｂ １２９８±２６３ａｂ

对照组

　手术前 ３３５２±６８８ ４２１９±５０９ ４５７２±４８１

　手术后 ４１８４±７２５ａ ５６８５±６３３ａ ２８９５±４３２ａ

　　注：与手术前比较，ｔ＝６６５９～４１１８０，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手术后比
较，ｔ＝７８４１～２５２６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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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功能

手术前，两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度等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两组性功能均明显改

善，观察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度等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功能水平比较

组别　　时间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满意度

观察组　　　

　手术前　　　 ６１３±０５９ １７２５±０９２ １８４９±１３３ ２３５±０４２

　手术后　　　 ７４９±０８３ａｂ ２３１９±１８２ａｂ ２５９３±２７３ａｂ ４１７±０８３ａｂ

对照组　　　

　手术前　　　 ６０９±０６２ １７６２±０９５ １８６７±１４１ ２２９±０４０

　手术后　　　 ６４５±０７３ａ １９７８±１２３ａ ２０５７±１８３ａ ２９６±０５３ａ

　　注：与手术前比较，ｔ＝３００７～２３３０２，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手术后比较，ｔ＝７５２７～１２４１９，Ｐ＜００５

２３　心理健康

手术前，两组躯体化因子分、强迫症状因子分、抑郁因子

分、精神病性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

术后，两组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评分均明显降低，观察组躯体

化因子分、强迫症状因子分、抑郁因子分、精神病性因子分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ＳＣＬ－９０各项因子评分值比较

组别　　时间 躯体化因子 强迫症状因子 抑郁因子 精神病性因子

观察组　　　

　手术前　　　 ３２５４±３５４ ２８４５±３１２ ２０２３±２４２ ２６１２±３２５

　手术后　　　 １４２７±３２９ａｂ １１５８±２１１ａｂ ９８２±０９３ａｂ １０６３±１１６ａｂ

对照组　　　

　手术前　　　 ３１８２±３４８ ２８１２±３２４ ２０２４±２６５ ２５６５±３２５

　手术后　　　 ２７０９±２６３ａ ２３７４±４８４ａ １６７２±２７３ａ ２１４５±３８６ａ

　　注：与手术前比较，ｔ＝６０１６～８６７５，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手术后比较，ｔ＝１６７０２～２４３４９，Ｐ＜００５

２４　复发率与并发症

两组术后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并发症１０９４％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６５６％（Ｐ＜００５）。见表

４。

表４　两组复发率与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阴囊水肿 附睾炎 鞘膜积液 睾丸萎缩 并发症
术后复发

观察组 ６０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１６７） ７（１１６７） ３（５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５（８３３） ３（５００） ５（８３３） ４（６６７） １７（２８３３） ２（３３３）

χ２ ５２０８ ０２０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精索蔓状静脉丛回流

不畅，导致静脉回流压力增高并形成扩张、迂曲。该病发生于

青壮年居多，单侧及双侧均可见［２］。精索静脉曲张的最严重后

果是性功能下降甚至不育，有研究显示在儿童期曲张的精索静

脉已经可以对睾丸组织产生损害，且随着患者年龄增长损害程

度加重［３］。故有学者提出对于发现精索静脉曲张的患者，应早

期实施手术治疗，防止睾丸组织产生不可逆性损伤，最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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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育功能［４］。

对于精索静脉曲张的治疗，最为常用的是外科手术静脉结

扎，具体包括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

结扎术、腹腔镜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等［５］。在目前的精索静脉

结扎治疗中，关于是否需要保留精索内动脉一直存在争议［６］。

有学者认为精索内动脉来源于腹主动脉，与输精管动脉及提睾

肌动脉三者之间存在交通，结扎精索内动脉后不会引起睾丸坏

死或者萎缩［７］。但是临床中对于精索静脉曲张最大的忧虑，除

了睾丸萎缩之外还有对生育功能的影响［８］。本次研究就将保

留精索内动脉与结扎精索内动脉两种治疗方式均应用于临床

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治疗中，重点比较保留精索内动脉与否对

患者性功能、精子治疗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影响。

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是随着腔镜学的发展而产生，腹腔镜

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具有操作简便、治愈率高等优势。两组

患者经治疗后均检查精子质量，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保

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治疗后，精子浓度及精子

活力高于对照组，精子畸形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国内外学者也

有类似的文献报道［９，１０］，提示保留精索内动脉的操作可以优化

患者术后精子功能，可能与动脉保留后睾丸血供更丰富

有关［１１］。

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降低，与静脉曲

张本身或者患者心理障碍等均相关［１２］。本次研究中在患者的

性功能及心理状态两方面均展开研究，在性功能方面：观察组

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及性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保留

精索内动脉有助于患者性欲的恢复；在患者心理状态方面，观

察组患者躯体化因子分、强迫症状因子分、抑郁因子分、精神病

性因子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保留精索内动脉后患者

的负面情绪状态得到缓解，躯体某些异常行为也逐步弱化［１３］。

保留精索内动脉的手术操作通过增加睾丸血供提升患者精子

质量，优化患者性功能，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调整了患者的心理

状态，增强治愈疾病的希望与信心［１４］。

有文献报道，在行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

时，由于保住睾丸动脉、小淋巴管、输精管，有可能导致伴行静

脉漏扎，存在复发率高的风险［１５］。本文研究认为，保留精索内

动脉是必要的，在提高术者手术技能的前提下，完全可能做到

减少损伤静脉漏扎的风险，有效保护术后睾丸血供。

综上所述，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有助

于提高患者精液质量及性功能，降低手术并发症，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但应提高术者操作技能，防止术后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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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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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米非司酮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
年５月收治的妇产科疾病患者８０例，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常规药物组（ｎ＝４０）和米非司酮组（ｎ＝
４０）两组，常规药物组患者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米非司酮组患者接受米非司酮治疗，然后对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米非司酮组患者中显效２３例，有效１６例，治疗的总有效率
为９７５％（３９／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显效２０例，有效１２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８００％（３２／４０）。米非司酮
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药物组（Ｐ＜００５）。米非司酮组患者中恶心１例、头晕１例、乳房肿痛
１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７５％（３／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恶心２例、头晕２例、乳房肿痛３例、阴道流血２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５％（９／４０）。米非司酮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药物组（Ｐ＜
００５）。结论：米非司酮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比常规药物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米非司酮；妇产科疾病；治疗；应用价值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ＡＩ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Ｒｕｎｊｕ２，ＺＨＵＪｕｎ１，ＳＨＩＮａｙｕ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Ｔｈ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４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４０）ａｎｄ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ｎ＝
４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ｍｉｆｅ
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３ｃａｓｅｓ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１６ｃａｓ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ｏ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７．５％ （３９／４０）．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０ｃａｓｅｓ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１２ｃａｓ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ｏ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８００％ （３２／４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１ｃａｓｅ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１ｃａｓｅｏｆ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１ｃａｓｅ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ｉｎ，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ｏｆ
７５％ （３／４０）．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ｏｆ２２．５％ （９／４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ｓ，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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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妇产科疾病发病率日益提升，严重威胁着妇女的
健康［１］。米非司酮属于一种妇产科治疗药物，在临床较为常

见，通常情况下在紧急避孕及宫颈软化中应用，也可以在子宫

内膜异位、引产、子宫肌瘤、异位妊娠等妇产科疾病的治疗中应

用，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在治疗妇产科疾病过程中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２］。本研究比较了米非司酮与常规药物治疗

妇产科疾病的效果，发现前者较后者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现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妇产科疾
病患者８０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药物治疗的相关指
证；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米非司酮等药物禁忌症、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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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疾病、精神障碍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

者分为常规药物组（ｎ＝４０）和米非司酮组（ｎ＝４０）两组。米非
司酮组患者年龄１８～４４岁，平均（３０２±１３）岁。在疾病类型
方面，１５例患者为子宫出血，９例患者为子宫内膜异位，４例患
者为子宫肌瘤，４例患者为异位妊娠，８例患者为其他。常规药
物组患者年龄１９～４４岁，平均（３１５±１２）岁。在疾病类型方
面，１６例患者为子宫出血，８例患者为子宫内膜异位，５例患者
为子宫肌瘤，３例患者为异位妊娠，８例患者为其他。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常规药物组患者接受常规药物治疗，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

给予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通常情况下一般妇科炎症用妇炎康

＋盐酸左氧，如为霉菌用制霉素片 ＋外上达克宁洗碳酸氢钠，
滴虫用甲硝唑，宫颈糜烂上消糜栓 ＋口服抗宫炎片和盐酸左
氧；米非司酮组患者接受米非司酮（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５０２０２）治疗，具体为：如果患者为子宫出血，则让
其口服５～１２５ｍｇ米非司酮，１次／ｄ，半年为１个疗程；如果患
者为子宫内膜异位，则让其口服５～１２５ｍｇ米非司酮，１次／ｄ，
半年为１个疗程；如果患者为子宫肌瘤，则让其口服５～１２５ｍｇ
米非司酮，１次／ｄ，半年为１个疗程；如果患者异位妊娠，则在早
期终止的过程中让患者口服起始剂量为 ２５ｍｇ的米非司酮，２
次／ｄ，３ｄ后将最高剂量调整为１５０ｍｇ，４ｄ后让患者口服６００μｇ
米索前列醇（华润紫竹药业，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０３６）。在中期终
止的情况下让患者口服５０ｍｇ米非司酮，２次／ｄ，２ｄ后将最高剂

量调整为２００ｍｇ，间隔２ｄ后让患者口服６００μｇ米索前列醇，对
患者的宫缩情况进行观察，４～６ｈ后将米索前列醇最高剂量调
整为２００μｇ，３次／ｄ。在晚期终止的过程中让患者口服５０ｍｇ米
非司酮，２次／ｄ，２ｄ后将最高剂量调整为２００ｍｇ，２ｄ后让患者口
服５０μｇ米索前列醇，对患者的宫锁情况进行观察，４～６ｈ后将
米索前列醇最高剂量调整为５０μｇ，３次／ｄ；如果患者为其他妇
产科疾病，则依据患者的实际疾病类型对米非司酮进行适量应

用，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治疗。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具有

正常的生活；有效：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无效：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恶化［３］。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恶心、头晕、过敏、乳房肿痛、阴道

流血、排卵异常、月经改变、子宫内膜增生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等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用 χ２检验，检验标准 α
＝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疾病类型

子宫出血 子宫内膜异位 子宫肌瘤 异位妊娠 其他

米非司酮组 ４０ ３０２±１３ １５（３７５） ９（２２５）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８（２００）

常规药物组 ４０ ３１５±１２ １６（４００） ８（２００） ５（１２５） ３（７５） ８（２００）

ｔ／χ２ １８８６ ２７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米非司酮组患者中显效２３例，有效１６例，治疗的总有效率

为９７５％（３９／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显效２０例，有效１２例，
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８００％（３２／４０）。米非司酮组患者治疗的总
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药物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米非司酮组 ４０ ２３（５７５） １６（４００） １（２５） ３９（９７５）

常规药物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８（２００） ３２（８００）

χ２ １１１４

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米非司酮组患者中恶心１例、头晕１例、乳房肿痛１例，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７５％（３／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恶心２例、头
晕２例、乳房肿痛 ３例、阴道流血 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５％（９／４０）。米非司酮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
常规药物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恶心 头晕 乳房肿痛 阴道流血 总发生

米非司酮组 ４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０　　 ３（７５）

常规药物组 ４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７５） ２（５０） ９（２２５）

χ２ ３５３

Ｐ ＜００５

*

　讨论
米非司酮属于一种避孕药物，在临床较为常见，也能够在

妇产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有效应用，是一种抗孕激素，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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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雄激素、孕激素等活性，终止妊娠具有较好的应用效

果［４］，但米非司酮治疗极易引发过敏、大出血、腹部疼痛等不良

反应。手掌心痒、手足麻木等是常见的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

发生率较低，因此，临床在应用米非司酮进行治疗前应该对患

者的药物禁忌及过敏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患者有过敏现

象发生，则应该第一时间给予其有针对性的治疗［５－８］。通常情

况下，治疗１～２周内一些患者会有大出血的症状发生，原因主
要为蜕膜组织物在宫颈口脱落，促进了子宫收缩能力的降低，

或患者具有较低的子宫收缩能力，３５岁以上的大龄女性或多次
进行人工流产的女性是高发人群［９－１２］。此外，患者在接受米非

司酮等治疗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子宫收缩，极易引发腹部疼痛，

如果患者具有较为轻微的疼痛感，缺乏显著的临床症状，那么

就不需要对其进行特殊处理，通常情况下疼痛感会在一段时间

后自行消退。而如果患者具有较为剧烈的腹部疼痛感，则可以

给予其硫酸沙丁胺醇或硫酸镁治疗，从而对患者的疼痛进行有

效缓解；如果硫酸沙丁胺或硫酸镁治疗缺乏令人满意的效果，

则可以给予患者肌内注射哌替啶和盐酸嗪片，从而促进患者疼

痛感的有效降低，对患者的不良反应症状进行切实有效的

改善［１３－１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米非司酮组患者中显效 ２３例、有效 １６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９７５％（３９／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显效
２０例、有效１２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８００％（３２／４０）。米非司
酮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药物组（Ｐ＜００５）。米
非司酮组患者中恶心１例、头晕１例、乳房肿痛１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７５％（３／４０）；常规药物组患者中恶心 ２例、头晕 ２
例、乳房肿痛３例、阴道流血 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５％
（９／４０）。米非司酮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药
物组（Ｐ＜００５），说明米非司酮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具有较好
的应用效果，同时具有较少的不良反应，具有相对较高的安全

性，因此在妇产科疾病的治疗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米非司酮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应该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

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然后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治疗，从而将

有效的前提条件提供给临床治疗效果的极大程度提升［１６－１８］。

总之，米非司酮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比常规药物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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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曲普瑞林在治疗女性中枢性性早熟中的临床疗
效与安全性探讨
陈赛兰　张丹丹　高琴　白帆△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市普仁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８１

【摘　要】　目的：分析醋酸曲普瑞林在治疗女童中枢性性早熟中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以我院
收治的６４例中枢性性早熟女童（６～７岁）作为观察组，并以于我院进行生殖健康体检（两次体检时间间隔约
为１年）的７４例健康女童（６～７岁）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童采用醋酸曲普瑞林治疗，１年为１个疗程。对
比分析两组第二性征指标、生长发育指标以及性激素水平变化情况，同时分析观察组治疗期间治疗疗效及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生长发育指标、第二性征指标以
及性激素水平与观察组患童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
曲普瑞林治疗后的第二性征指标、性激素水平以及生长发育部分指标与对照组女童１年后体检的对应指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预测成年终身高与对照
组女童１年后体检的预测成年终身高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治疗有效率为
９０６３％，治疗期间基本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醋酸曲普瑞林在治疗女性中枢性性早熟中疗效确切，且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醋酸曲普瑞林可有效降低中枢性性早熟患童性激素水平，防止患童第二性征和生长发育的

提前，且对患童预测成年终身高的影响并不显著，醋酸曲普瑞林是治疗女性中枢性性早熟的有效药物，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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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枢性性早熟是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依耐性的儿科内
分泌系统性早熟疾病，通常是指女童在８岁之前就较早出现第二
性征［１］。由于患童过早出现第二性征，此时心理发育未能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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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对患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２］。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醋酸曲普瑞林是治疗女性中枢性性早熟的

常用药物，虽然该药物有一定的疗效，但疗程相对较长，且有较多

的不良反应［３］。为此，本研究以我院收治的６４例中枢性性早熟
女童（６～７岁）作为研究资料，探讨醋酸曲普瑞林在治疗女童中
枢性性早熟中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在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和与女童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

书情况下，以我院收治的６４例中枢性性早熟女童（６～７岁）作
为观察组，并以于我院进行生殖健康体检（两次体检时间间隔

约为１年）的７４例健康女童（６～７岁）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
童治疗初平均年龄为（６５±０８）岁，平均身高为（１１９５±３４）
ｃｍ，平均体重为（３１２±５１）ｋｇ。观察组患童的所有临床表现
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２００７年
修订的《内分泌遗传代谢病症诊断标准》中的中枢性性早熟相

关诊断标准［４］，并排除了继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病例，排除了影

响女童生殖发育的疾病（甲状腺功能不良、泌尿生殖系统发育

不良等）的病例，排除了有合并型心、肝、肾等病史的病例资料。

对照组女童为健康女童，年龄在 ６～７岁，平均年龄为（６６±
０７）岁，平均身高为（１０９５±２４）ｃｍ，平均体重为（２１２±
３４ｋｇ，对照组健康女童身高、体重等发育情况，符合我国卫生部
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预防与控制

指南》中规定的相关年龄阶段女童ＢＭＩ指数标准［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在给予家长及患童相关生殖健康教育基础上，给予观察组

女童生活干预和饮食干预，鼓励女童进行体育锻炼，嘱咐家长

给予患童健康饮食［６］。同时给予患童醋酸曲普瑞林（俗称达菲

林，益普生法国生物技术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０２７４，生产批
号：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１年１个疗程的治疗。每周肌内注射１次，首月
首周肌内注射０１ｍｇ／ｋｇ，连续４周。从第２个月起，根据患童
体重增减每次剂量，标准为００６～０１ｍｇ／ｋｇ。若患童骨龄指标
达１２～１３岁，预测成年终身高接近遗传靶身高，生长明显减速
（连续３个月身高增长低于１ｃｍ）时，应根据实际症状停药或大
幅缩减剂量。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观察组女童治疗１个疗程前后第二性征指标、生长发

育指标以及性激素水平变化变化情况，同时记录对照组女童同

时期上述指标，并分析观察组治疗期间治疗疗效及观察治疗期

间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生长发育指标测定与计算［７］：包括女童身高、体重、骨龄

等。拍摄两组女童腕骨正位 Ｘ线片，用作骨龄指数计算，计算
公式为：骨龄指数＝骨龄÷实际年龄。预测成年终身高（ＰＡＨ）
按公式“预测成年终身高＝半年身高净增值 ÷治疗时间”计算。
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计算公式为：体重÷身高２。

第二性征指标测定：包括女童子宫发育、卵巢发育、乳房发

育分期等。实验室运用二维超声诊断仪检查两组女童子宫体

的长、宽、厚数据。按下述公式计算子宫、卵巢容积：子宫容积

＝长×宽×厚×６÷π；卵巢容积 ＝长 ×宽 ×厚 ×０５２３３。乳房
发育分期以 Ｔａｎｎｅｒ分期标准判定［８］：Ⅰ期：乳头突出；Ⅱ期，乳
晕和乳头明显增大隆起，有乳核可触及；Ⅲ期：乳房、乳晕继续
增大，且乳房和乳晕在同一平面上；Ⅳ期：乳房、乳晕基本成型，
且乳晕凸出。

性激素水平变化的测定：运用放射免疫法分别对血清性激

素ＦＳＨ、ＬＨ和雌二醇（Ｅ２）进行测定。
治疗疗效判定［９］：按治愈率、显效率、无效率三级标准对临

床疗效进行判定，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总例数 ×１００％。
治愈：乳房发育缩至Ⅰ期，且阴道分泌物明显消失，骨龄指数低
于正常年龄。显效：乳房发育明显减缓，由Ⅲ期变为Ⅱ期，且阴
道分泌物显著降低，子宫、卵巢容积减小，骨龄指数基本与正常

年龄相同。无效：患者第二性征继续进行，上述观察指标基本

无明显改变。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治疗安全性评价：对观察组患童治疗期间尿常规、血常规、

肝功能、肾功能进行检查，并观察治疗期间用药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作统计学处理。身高、

体重、年龄、骨龄、子宫容积、卵巢容积、等计量数据以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并运用配对ｔ检验进行对比分析。乳房发育
分期例数等计数数据采用 χ２检验。本研究中 Ｐ＜００５表示统
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女童生长发育指标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身高、体重、
骨龄、预测成年终身高、身体质量指数、骨龄指数与观察组患童

治疗前同类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
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身高、体重、骨
龄、身体质量指数、骨龄指数与对照组女童１年后同类指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
曲普瑞林治疗后预测成年终身高与对照组女童１年后体检的预
测成年终身高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观察
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生长发育可受到抑制，
但对患童预测成年终身高影响并不显著。见表１。

表１　两组女童生长发育指标比较

组别 ｎ 身高（ｃｍ） 预测成年终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身体质量指数 骨龄（年） 骨龄指数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４ １１９５４±３４５ １５２２０±６００ ３１２６±５１２ ２１８４±２８６ ７９８±０８３ １３４±０３３

治疗后 ６４ １２４７８±３１２ １５５２８±５９７△ ３４１４±４２９ ２２２０±２７８ ８４７±０３４ １０８±０２２

对照组 首次体检 ７４ １０９５４±２４８ １５２３４±５８４ ２８２±３４５ ２３７３±２９４ ７４８±０７０ １０７±０２８

１年后体检 ７４ １２６８４±３８４ １６３３４±６８７ ３３５４±４３８ ２１１２±２９８ ８４１±０５４ １０８±０２９

　　注：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对照组１年后体检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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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女童第二性征指标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子宫容积、

卵巢容积和乳房发育Ⅱ期占比与观察组患童治疗前同类指标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童经１个
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子宫容积、卵巢容积和乳房发育Ⅱ
期占比与对照组女童１年后体检相关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表明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
后第二性征发育明显受到抑制，且较接近正常女童第二性征指

标。见表２。

表２　两组女童第二性征指标比较分析

组别 ｎ
子宫容积

（ｍＬ）
卵巢容积

（ｍＬ）
乳房发育Ⅱ期
占比（％）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４ ４５４±０４５ １７２±０４１ ３３（５１５６）

治疗后 ６４ ３４８±０４２ １０５±０５９ ８（１２５０）

对照组 首次体检 ７４ ３２５±０４８ １０８±０３４ ５（６７６）

１年后体检 ７４ ３３８±０８４ １１８±０４７ ６（８１１）

　　注：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女童性激素水平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童经 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的性激素

ＦＳＨ、ＬＨ、Ｅ２指标水平与观察组患童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
治疗后的性激素ＦＳＨ、ＬＨ、Ｅ２指标水平与对照组女童１年后体
检相关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观察组患
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性激素分泌水平明显受到抑
制，且较接近正常女童性激素分泌水平。见表３。

表３　两组女童性激素水平比较分析

组别 ｎ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４ ６５４±０７７ ６８４±０８７ １６５８４±１２７４

治疗后 ６４ ４９８±０６４ １０５±０５９ 　３７６±０６５

对照组 首次体检 ７４ ４６７±０４８ １０８±０３４ 　３６６±０６４

１年后体检 ７４ ５０２±０５７１１０±０４８　３７８±０５８

　　注：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观察组患童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分析
６４例患童治愈４３例，显效１５例，无效６例，总治疗有效率

为９０６３％，治疗期间基本无不良反应发生，仅有胃肠道不良反
应１例。
*

　讨论
性早熟是指第二性征较早（男童 ９岁之前或女童 ８岁之

前）出现的一种儿童内科内分泌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１０］。性早

熟可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外周性性早熟和部分性性早熟，其中

女童中枢性性早熟最为常见，在所有性早熟中占比高达９０％左
右［１１］。中枢性性早熟发病机制复杂多样，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明确，可能与中枢肿瘤、颅内高压感染、脑畸形、脑创伤等因

素有关［１２］。

当前，中枢性性早熟的治疗核心目标是减缓患童第二性征

发育，防止应早熟而带来的心理问题，因此主要治疗方式分为

心理干预及药物治疗［１３］。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类药物就被广泛应用于女童中枢性性早熟，已经被证明

该类药物可有效抑制患童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活性、抑制患
童性激素的过度分泌以及减缓患童骨龄进展等，从而改善患童

中枢性性早熟症状［１４］。当前普遍认为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

药物是治疗女性中枢性性早熟的首选药物，其中醋酸曲普瑞林

是最具代表性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１５］。本研究显示，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醋酸曲普瑞林可有效降低中枢性

性早熟患童性激素水平，抑制女童第二性征的提前出现，将女

童生长发育拉回正常女童状态，且总治疗有效率高达９０６３％，
治疗期间基本无不良反应发生，这与谢理玲等［１６］的研究结论基

本吻合。然而，虽然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醋酸曲普瑞林

在治疗女童中枢性性早熟方面有着确切的效果，但亦有研究证

明醋酸曲普瑞林虽然能减缓中枢性性早熟女童乳房发育与骨

骼成熟，但并不能增加患童的最终身高［１７］。本研究结论中，观

察组患童经１个疗程醋酸曲普瑞林治疗后最终预测成年终身高
与对照组女童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也佐证了
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因此，当前临床普遍应用人生长激素抑

那通（亮丙瑞林）联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治疗女性中

枢性性早熟［１８］，但其效果尚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醋酸曲普瑞林治疗

女性中枢性性早熟疗效确切，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类药物醋酸曲普瑞林可有效降低中枢性性早熟患

童性激素水平，抑制患童第二性征和生长发育的提前，但对患

童预测成年终身高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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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早熟的疗效观察．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２．

［８］　张慧．盆腔超声联合临床指标综合评估正常女童生长发育状况．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２０１３．

［９］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遗传代谢组．对中枢性（真性）性早熟诊断和
治疗的建议．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３，４１（４）：２７２．

［１０］　柯江维，段荣．性早熟和性早熟危险因素研究进展．实验与检验
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５８－１６２．

［１１］　李明珠．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雌激素受体 α基因 Ｐｖｕ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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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ｂａⅠ多态性分析与血清骨形成标志物的研究．广州：南方医科
大学，２０１５．

［１２］　ＡｔｔａＩ，ＬａｇｈａｒｉＴＭ，ＫｈａｎＹ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Ｃｏｌｌ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ＳｕｒｇＰａｋ，２０１５，２５（２）：１２４－１２８．

［１３］　顾军养，吴金华，蔡锡顶，等．延续护理干预对ＧｎＲＨａ治疗中枢性
性早熟女童的效果评价．护理管理杂志，２０１４，１０（１０）：１２１
－１２４．

［１４］　ＡｎｌｋＡ，ＣａｔｌＧ，Ａｂａｃｌ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ａｎ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５，１９（２）：２６７－２７１．

［１５］　汪培欢，施弦．曲普瑞林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治疗作用的

自身前后对照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３）：５９－６２．
［１６］　谢理玲，杨玉，杨利．曲普瑞林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的疗效．

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３（３０）：１１８－１２１．
［１７］　Ｋｒｓｔｅｖｓｋａ－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ａＭ，ＪａｎｃｅｖｓｋａＡ，ＧｕｃｅｖＺ．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ｔｉｓ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ｔｙｐｅ１ａｆｔｅ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２，２３（４）：
４０３－４０６．

［１８］　丁曙霞，吴静，张建萍．醋酸亮丙瑞林治疗儿童中枢性性早熟的
临床分析．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４，６（８）：１２－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０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河北省卫计委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２０１６０８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李立丽（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蒋维，Ｅ－ｍａｉｌ：５０２９６１１６６＠ｑｑ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４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
治疗子宫内膜息肉的效果评价
李立丽１　蒋维２△　韩炜２

１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妇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２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治疗子宫内膜息肉效果评价。
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２６４例子宫内膜息肉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１３２例。对照组行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观察组于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后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
系统，比较两组血红蛋白、性激素水平、子宫内膜厚度、临床疗效等指标。结果：观察组有效率９０１５％明显高
于对照组７５００％，复发率７５８％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０４５％（χ２＝１０５３１、９０８４，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观察组
血红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察组（ｔ＝２６３６３，Ｐ＜００５）；两组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黄体酮激素 （ＬＨ）、孕酮
（Ｐ）、雌二醇 （Ｅ２）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腺上皮与间质雌激素受体（ＥＲ）、孕激素受体（ＰＲ）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ｔ＝５３３７、１２３１９、５４７７、１２４８８，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厚度、子宫重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ｔ＝９８７４、
９４３９，Ｐ＜００５）。结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有助于改善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善
贫血症状，下调雌、孕激素表达水平，抑制子宫内膜过度增生，降低复发率，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血红蛋白；性激素；子宫内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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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息肉（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ＥＭＰ）是妇产科的常见
的良性病变之一，其形成机制是子宫内膜腺体和含有厚壁血管

的纤维化子宫内膜间质交融而成，突出于子宫内膜表面，导致

不规则阴道流血、经期延长、绝经后出血甚至癌变［１，２］。宫腔镜

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有助于减少手术创伤，但术后复发率依然

较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临床［３］。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

（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ｇｎｉｎｔｒａｃ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ＮＧ－ＩＵＳ）是含有
左炔诺孕酮的宫内节育系统，在子宫腺肌病、不规则阴道出血

等疾病治疗中有较好的疗效［４］。本文采取前后对照研究的方

法，探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对

患者血红蛋白和激素水平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医院妇科收治的２６４例子宫内膜息肉患者为研究对
象，入选者均符合曹泽毅主编的《实用妇产科学》［５］中相关诊断

标准，均有不规则阴道出血等典型子宫内膜息肉的临床症状，

均已婚已育。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有手术操作和放置宫内节育器的禁忌症

者。根据入院时间按照单双号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３２
例。观察组：年龄３６～６７岁，平均（４８８２±８７３）岁；类型：单发
８５例，多发４７例，内膜增生期６３例，简单型增生３５例，复杂型
增生３４例。对照组：年龄３７～６６岁，平均（４８４８±８５６）岁；子
宫内膜息肉单发８６例，多发４６例，内膜增生期６２例，简单型增
生３５例，复杂型增生３５例。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生化指标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　两组患者均行子宫内膜息肉切
除术，手术日期均于月经干净后第３～７ｄ。所有患者入院后行
常规检查和术前准备，妇科超声测量子宫内膜厚度。术前１ｄ晚
于阴道后穹隆放置米索前列醇０４ｍｇ，用来软化宫颈。手术采
用全身麻醉，扩宫条逐步扩张宫颈口，用５％甘露醇注射液（湖
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３０２０４８３，规格１００ｍＬ∶２０ｇ）
膨宫后，置入宫腔镜，直视下观察子宫内膜形态，记录息肉的位

置、大小和数目。综合诊断后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在宫腔镜

引导下，应用环状电极进行后拉法、横扫法行息肉电切摘除术，

术中电凝止血，并用负压吸引全面吸净宫腔，将切取的息肉和

子宫内膜标本送病理检查。术后常规使用广谱抗生素２４～２８ｈ
以预防感染。

１２２　术后处理方法　观察组于术后第３ｄ放置左炔诺孕酮宫
内缓释系统（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ｕｅｒｉｎｅ，ＬＮＧ－ＩＵＳ，商
品名：曼月乐，德国Ｓｃｈｅｒｉｇ公司），放置前注意探查宫腔深度 ＜
９ｃｍ，并确定ＬＮＧ－ＩＵＳ放置位置正常。对照组术后不用任何药
物，仅定期门诊随访。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前、术后６个月，采集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４ｍＬ，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离心半径３ｃｍ）取血清，采用日立７６００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Ｈｂ）、卵泡期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
黄体酮激素 （ＬＨ）、孕酮（Ｐ）、雌二醇 （Ｅ２）水平，检测方法免
疫化学发光法；采用免疫组化半定量分析法子宫内膜息肉雌激

素受体（ＥＲ）、孕激素受体（ＰＲ）等性激素水平；应用超声测量两
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变化，同时测量子宫长径、子宫横径、子宫

前后径，计算子宫重量。

１４　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下列标准拟定疗效判断标准，显效：治疗后，患者不规

则出血与痛经现象完全消失，月经量 ＜８０ｍＬ，子宫内膜厚度 ＜
１０ｍｍ（绝经后妇女 ＜４ｍｍ），１年内无复发；有效：治疗后，患者
不规则出血与痛经现象消失，月经量＜１００ｍＬ，子宫内膜厚度 ＜
１２ｍｍ（绝经后妇女 ＜６ｍｍ），１年内出现息肉再发；无效：治疗
后，仍有不规则出血与白带增多，月经量 ＞１００ｍＬ，子宫内膜厚
度异常，１年内出现息肉复发或息肉恶变。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血红蛋白等计量资
料（珋ｘ±ｓ）用ｔ检验，临床疗效等［ｎ（％）］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观察组显效４７例，有效７２例，有效率９０１５％明显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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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７５００％，复发率７５８％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０４５％（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复发率比较

组别
临床疗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复发率

观察组 ４７（３５６１）７２（５４５５） １３（９８５）１１９（９０１５） １０（７５８）

对照组 ４３（３２５８）５６（４２４２） ３３（２５００）９９（７５００） ２７（２０４５）

χ２ １０５３１ ９０８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血红蛋白
观察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８３９６±７９２）ｇ／Ｌ、

（１２１８６±１０６４）ｇ／Ｌ，对照组治疗前后分别为（８３５０±７５８）ｇ／Ｌ、
（９０２５±８７５）ｇ／Ｌ。两组治疗组比较无统计学（ｔ＝０４８２，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明显高于对照组（ｔ＝２６３６３，Ｐ＜００５）。

２３　生殖激素水平
治疗前、治疗６个月后，两组患者血清 ＦＳＨ等生殖激素水

平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生殖激素水平的变化（ｎ＝１３２）

组别 时间
ＦＳＨ

（ｍＩＵ／ｍＬ）
ＬＨ

（ｍＩＵ／ｍＬ）
Ｐ

（ｎｇ／ｍＬ）
Ｅ２

（ｐｇ／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６３±２２５ ３７３±２５３ ０５８±０３５ ６３２５±１８７４

治疗后 ４６８±２２４ ３９８±２８７ ０６５±０４１ ６７４６±１９３６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２±２２４ ３８１±２５７ ０６１±０３７ ６３９４±１９８５

治疗后 ４７０±２２５ ４０１±２９８ ０６６±０４３ ６８３５±１９８４

２４　雌激素与孕激素水平
治疗前，两组雌激素、孕激素等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均明显降低，观察组腺上皮与间质 ＥＲ、
ＰＲ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ＥＲ、ＰＲ水平比较（ｎ＝１３２）

组别 时间
腺上皮

ＥＲ ＰＲ

间质

ＥＲ ＰＲ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２５±０４５ １９３±０５８ ２１８±０４６ １８６±０４０

治疗后 １８０±０３６①② ０９６±０４２①② １６５±０３８①② １０８±０３２①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２３±０４６ １９３±０５５ ２１６±０５１ １８５±０４１

治疗后 ２０５±０４０① １６２±０４５① １９２±０４２① １６２±０３８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ｔ＝８９７１、１５５６３、１０２０６、１７４９４、３３９３、５０１２、４１７４、４７２７，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ｔ＝５３３７、１２３１９、５４７７、１２４８８，②Ｐ＜００５

２５　子宫内膜厚度与子宫重量
治疗前，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子宫重量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子宫内膜厚度明显缩小、子宫重
量明显变轻，观察组子宫内膜厚度、子宫重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厚度的变化（ｎ＝１３２）

组别
内膜厚度（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子宫重量（ｇ）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１０６８±１１２ ６７５±０８６① １０３４５±１４３２ ７０４２±８６５①

对照组 １０６５±１０９ ７８９±１０１① １０２８２±１３６５ ８１３６±１０１２①

ｔ ０２２１ ９８７４ ０３６６ ９４３９

Ｐ ０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７８ 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ｔ＝３１９７５、２２６８３、２１３３９、１４５１０，①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息肉是妇科常见病，临床表现为月经量的增多、

阴道不规则出血、经期延长以及绝经后出血。单发小息肉的治

疗相对简单，在门诊即可完成切取手术，但是术后极易复发，反

复发生的子宫内膜息肉可致癌变［６］。子宫内膜息肉的形成与

子宫内膜炎、宫内节育器及子宫内膜厚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其

中子宫内膜局部ＥＲ和ＰＲ表达异常升高与子宫内膜炎的形成

密切相关［７］。多发性子宫内膜息肉的治疗不仅仅是单纯息肉

切除，还需处理病变的内膜组织，防止息肉复发。宫腔镜技术

的普及使得该手术的操作过程更为便捷，宫腔镜检查也成为子

宫内膜息肉诊断的金标准［８，９］。诊断明确后，在宫腔镜直视下，

连同息肉和病变内膜一起切除，能有效降低息肉复发率。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商品名俗称“曼月乐”，是一种Ｔ
型宫内节育器，可持续微量释放左炔诺孕酮，起到持久的避孕

效果［１０］。近年来，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避孕之外其他妇

科疾病的疗效中的应用逐渐成为共识［１１］。大剂量孕激素高效

作用于子宫内膜，使得子宫内膜增生受到抑制，平滑肌细胞萎

缩，血管收缩后不规则阴道出血的症状缓解，从而改善患者失

血性血红蛋白降低症状［１２，１３］；另外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还

可抑制子宫内膜前列环素的形成，减轻患者痛经症状。秦玲

等［１４］的研究认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能减少月经量，一

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贫血症状，本文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放置宫内后可持续微量释放左

炔诺孕酮，该药物直接作用于子宫内膜和肌层，在子宫内膜局

部形成高浓度的Ｐ，能促进子宫内膜 ＥＲ、ＰＲ表达的平衡，抑制
子宫内膜增殖，避免子宫内膜过度增生，从而减少及预防子宫

内膜息肉的复发［１５，１６］，减少重复手术给患者心身造成的伤害。

另外，陈梅等［１７］研究指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通过局部

给药作用于子宫内膜，对卵巢激素无影响，不影响卵巢的正常

生理功能，从而能有效维持生殖激素的正常水平。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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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组治疗前后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等生殖激素水平均无统计
学意义，说明息肉切除术和节育器放置不影响血激素水平和全

身激素反馈轴的运行。术后６个雌激素受体（ＥＲ）、孕激素受体
（ＰＲ）等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国内外学者也有类似的文献报
道［１８，１９］，提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放置宫内有助于下调

ＥＲ、ＰＲ表达水平，促进病变内膜萎缩，进而降低子宫内膜息肉
复发。

本文研究表明，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子宫内膜息

肉切除术有助于改善子宫内膜息肉患者贫血症状，下调雌、孕

激素表达水平，抑制子宫内膜过度增生，降低复发率，提高临床

疗效。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对性激素水平的动态观察，

且未对不良反应进行比较，可能会对所得结论造成偏畸，有待

于今后扩大样本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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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在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
出血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汪莉１　徐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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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用于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临床治疗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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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１年４月到２０１５年６月医院收治８２例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４１例患者行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治疗（观察组），４１例患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治疗
结束对比分析两种方法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月经量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月经量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 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三项
激素水平以及子宫内膜厚度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结束观察组患者三项性激素水平无显著变化，同时
治疗结束ＬＨ和ＦＳＨ两项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２及子宫内膜厚度组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结论：宫腔镜下宫内膜电切术临床治疗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减少患者
子宫出血量，临床指导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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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又称功血，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异常引
发的子宫异常出血的妇科疾病，患者多表现为月经不规律、经

期延长、经量增多等，出血量多或时间长时可能继发贫血、感

染，大量出血可导致休克，极大程度地影响患者生活［１－３］。临床

治疗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方法较多，子宫内膜电切术即

为方法之一［４］。本研究中对比分析了常规药物治疗同宫腔镜

下子宫内膜电切术两种方法治疗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患者的临床效果，重点探讨了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临床应

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到医院诊治的难治性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８２例，年龄２８～５２岁，随机分为两
组，观察组４１例，年龄２９～５２岁，平均（４１７４±２７６）岁；生育
１～４次，平均（２０３±０８６）次；月经量 ９０～１７０ｍＬ，平均
（１１６７４±１３４６）ｍＬ。对照组 ４１例，年龄 ２８～５２岁，平均
（４１９３±２６９）岁；生育１～４次，平均（２０３±０９２）次；月经量
９０～１７０ｍＬ，平均（１１７３７±１５３７）ｍＬ。纳入标准：全部患者确
诊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后药物治疗无效；患者无生育要求；患

者无盆腔疾病和生殖道感染疾病［５］。排除标准：排除有手术禁

忌症的患者；排除子宫内膜及宫颈恶性病变患者；排除并发心

肺功能障碍患者。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

生育次数、月经量等临床资料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给予患者炔诺酮（上海信谊天

平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１７６９，０６２５ｍｇ／片）５ｍｇ／次，１
次／８ｈ，３ｄ后改为１次／１２ｈ，１周后改为２５ｍｇ／次。观察组患者
则采用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进行治疗，手术过程：手术时

间为患者月经干净３～５ｄ进行，术前１ｄ阴道使用米索列醇从而
软化宫颈，为手术做扩张宫颈操作，手术正式进行前对电切环

等手术器械进行常规消毒，术中使用宫腔镜观察宫腔内情况，

在视野清晰的情况下使用电切环依次切除宫底、宫后壁、宫侧

壁、宫前壁的子宫内膜，切除完毕后常规止血［６，７］。手术结束后

注意观察患者异常情况并进行及时处理，同时对比分析两组患

者临床症状变化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和疗效判定
对两组患者月经量、性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变化进行检

测，共检测雌二醇（Ｅ２）、血清黄体生成素（ＬＨ）和血清卵泡刺激
素（ＦＳＨ）三项主要指标性激素指标，对比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
临床疗效。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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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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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变化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水平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

月经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３、６、１０个月时患者月经差
异显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变化（ｍＬ）

统计时间 观察组（ｎ＝４１） 对照组（ｎ＝４１） ｔ Ｐ

治疗前 １１６７４±１３４６ １１７３７±１５３７ １１４９ ０２２７

治疗３个月 １０２９６±９６８ １１１３７±８６５ ２８１３ ０００５

治疗６个月 ９２２７±９９２ ９６７８±８０６ ２５８３ ００１０

治疗１０个月 ９５３６±１０５３ ９７６８±７３８ ２１０４ ００３７

２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Ｅ２、ＬＨ和ＦＳＨ三项激素水平，治疗前三项指

标及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
束观察组三项指标无显著变化，ＬＨ和 ＦＳＨ两项指标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Ｅ２及子宫内膜厚度组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比较

统计时间 观察组（ｎ＝４１） 对照组（ｎ＝４１） ｔ Ｐ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１７９４８±４４８４ １８０４７±４５３９ １５８１ ０１２５

　治疗后 １８１０５±４５２６ １５３７５±３９６８ ２４１５ ００１６

ＬＨ（Ｕ／Ｌ）

　治疗前 ５４３±０１７ ５３９±０９６ １２８２ ０２００

　治疗后 ５５１±０１４ ５７９±１０１ １６４１ ０１０１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７６８±１２７ ７７２±１６７ １４７６ ０１４１

　治疗后 ８０１±０９６ ７４５±２２４ １７８６ ００７９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治疗前 １１６２±１３６ １１４２±０１８ １５４２ ０１３７

　治疗后 ６０２±０２１ ７３４±０１１ ２０７９ ００４１

　　注：同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难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病因同神经内分泌异常有关，

临床治疗中难度较大，治疗中患者病情易反复，以无规律子宫

出血、经期紊乱为主要临床症状，病情较重的患者甚至会因失

血过多引发头晕、乏力、食欲不振等临床症状，影响患者正常生

活［８－１１］。不同年龄阶段的患者发生功血的机理不尽相同，其中

更年期女性患者多因卵巢衰老导致卵巢功能衰退，进而对激素

反应不敏感从而出现不规则阴道出血［１２－１４］。临床治疗功血首

选药物治疗，治疗效果不佳进而选择手术治疗，宫腔镜下子宫

内膜电切术即为其中一种手术方法，较子宫切除术而言该种方

法对患者创伤较小，手术风险也较低［１５］，本研究中对其治疗难

治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中分析了８２例患者使用两种方式治疗的临床效果，
观察组患者使用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进行治疗，使用电切

环切除子宫内膜，直接破坏大部分或全部子宫内膜，子宫内膜

在手术后无法恢复从而达到减少月经量或闭经的效果。研究

中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量，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月

经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月经量显著低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结果表明同
药物治疗比较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手术治疗临床效果更

明显。为分析两种治疗方法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研究中统

计分析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相关水平变化，结果显示观

察组治疗后 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三项激素水平无显著变化（Ｐ＞
００５），而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降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１６］。宫
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治疗功血在临床中有较大的临床优势，

首先作为微创手术对患者的创伤较小，手术风险相对较小，同

时借助宫腔镜观察宫腔情况可有效降低子宫内膜器质性病变

漏诊率，术中尽最大可能在不破坏卵巢功能的前提下切除子宫

内膜［１７，１８］。研究结果表明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有效率较

高，术后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降低，同时治疗前后患者性激素水

平无显著变化，说明手术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极小。

综上所述，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治疗难治性功能失调

性子宫出血临床疗效显著，对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顽固性难治

功血临床效果尤为显著，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手术治疗对患者卵

巢功能影响较小，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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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组织中 Ｃ－ｍｅｔ表达与宫颈癌患者淋巴结
转移和复发的关系
米桂兰１　柳洲１　舒志明１　姜伶俐１　何晓英２

１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妇产科，上海 ２０１３１５
２中国福利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癌患者组织中Ｃ－ｍｅｔ表达与宫颈癌淋巴结转移和复发的关系。方法：选取
我院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间经病理确诊的患者１２０例。采用ＳＰ法检测Ｃ－ｍｅｔ蛋白在宫颈癌组织中
的表达，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探讨Ｃ－ｍｅｔ表达与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采用 Ｃｏｘ回归模
型探讨Ｃ－ｍｅｔ表达与子宫颈癌转移与复发的的关系。结果：１２０例子宫颈癌患者中转移、复发或死亡者３５
例，相关性分析提示Ｃ－ｍｅｔ蛋白水平与宫颈癌患者ＣＡ－１２５值、肿瘤的Ｎ分期、肿瘤侵犯深度成正相关，多
因素分析提示：肿瘤分化程度（Ｐ＝０．０１）、Ｃ－ｍｅｔ水平（Ｐ＝０．０２）、肿瘤侵犯深度（Ｐ＝００４）是宫颈癌患者
转移或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宫颈癌组织中 Ｃ－ｍｅｔ表达阳性是宫颈癌患者转移、复发的独立危险
因素。

【关键词】　宫颈癌；淋巴结转移；复发；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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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Ｃ－ｍ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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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ｍｅ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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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是导致妇女死亡的首位恶性肿瘤，全球每年约有
２７５万患者死于宫颈癌，随着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我国妇
女宫颈癌的发病率已经高达１５／１０万［１］。肝细胞生长因子及其

受体Ｃ－ｍｅｔ具有酪氨酸基酶的活性，可刺激上皮细胞增生、迁
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与肿瘤的发生、浸润转移均有关系［２］，Ｃ
－ｍｅｔ在恶性肿瘤中表达上调已经被大量研究证实［３，４］。早期

发现肿瘤转移、复发的危险因素可以积极预防，采取疾病风险

分级管理，有研究证实 Ｃ－ｍｅｔ基因在宫颈癌中异常表达可能
参与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鉴于 Ｃ－ｍｅｔ基因在肿瘤生物行为
中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１２０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探讨 Ｃ－ｍｅｔ基因表达水平与宫颈癌转移或复发的关系，旨在
探讨Ｃ－ｍｅｔ基因表达与对宫颈癌转移或复发的预测价值。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在院并经病理证
实为宫颈癌的患者１２０例。入选标准：经病理切片证实为宫颈
癌。排除标准：（１）严重的慢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慢性肾脏
病、肝病等）；（２）既往或同时患有其他恶性肿瘤；（３）病例资料
不完整；（４）不能完成随访的患者。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参照
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宫颈癌诊疗规范治疗；记
录可能影响患者转移与复发的影响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体

重、肿瘤侵犯深度、肿瘤 Ｎ分期、术前 ＣＡ－１２５水平等情况；所
有患者均随访到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以复发或转移或死亡为终
点事件。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Ｃ－ｍｅｔ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检测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ＳＰ法）检测胃癌组织中 Ｃ－ｍｅｔ表

达：兔抗人Ｃ－ｍｅｔ蛋白（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ｓ）二步法试剂盒购于北
京中杉生物技术公司。将胃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切

片脱蜡、３％过氧化氢孵育、蒸馏水冲洗、ＰＢＳ浸润进行抗原修
复。按照二步法试剂盒进行：封闭、一抗孵育、冲洗后加二抗、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ＤＡＢ显色、苏木素复染、脱水、中性树脂
封片。４００倍镜下随机采集标本切片上、下、左、右、中各２个视
野图像，所有采集的图像均使用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０图像分析
软分析，采用半定量积分法，结合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百分比

来评定阳性表达病例。先在低倍镜下观察切片整个视野，分别

在肿瘤细胞及肿瘤间质随机选择５个高倍视野，结果取平均值，
染色强度分级如下：无着色为０分，淡黄色为１分，棕黄色为２
分，棕褐色为３分；阳性细胞密度分级为：阳性细胞数≤１０％为
１分，１０％～５０％为２分，＞５０％为３分。两项得分相乘结果≥３
分为阳性表达，反之为阴性

１３　随访
所有患者每隔３个月进行随访，终点事件为转移、复发或死

亡，最后一次随访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定性资料以％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定量资料以（珋ｘ±
ｓ）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或配对样本ｔ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数据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中的

逐步回归方法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Ｃｏｘ回归
模型分析Ｃ－ｍｅｔ与转移或复发的关系，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患者一般情况

１２０例宫颈癌患者中，年龄：＜４５岁的６５例，≥４５岁的５５
例；ＣＡ－１２５正常者２８例，升高者９２例；肿瘤直径≥４ｃｍ３９例，
＜４ｃｍ８１例；Ｃ－ｍｅｔ蛋白阴性１９例，阳性１０１例；肿瘤高分化
８２例，低分化３２例；腺癌３８例，鳞癌８２例；ＨＰＶ高危型：阳性
８９例，阴性２１例；脉管浸润：无８２例，有３８例；随访到２０１５年
６月３０日，出现终点事件（转移、复发或死亡）者３５例，未出现
终点事件的患者８５例。
２２　宫颈癌组织中Ｃ－ｍｅｔ表达与患者各临床指标的关系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探讨各指标间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宫颈癌组织中Ｃ－ｍｅｔ蛋白水平与宫颈癌患者ＣＡ
－１２５值、肿瘤的 Ｎ分期、肿瘤侵犯深度成正相关分别（ｒ＝
０３３５，Ｐ＜００５；ｒ＝０１８２，Ｐ＜００５；ｒ＝０２７６，Ｐ＜００５；ｒ＝
０２８２，Ｐ＜００５）。
２３　生存分析

将年龄、术前 ＣＡ－１２５值、肿瘤侵犯深度、Ｎ分期、分化程
度、Ｃ－ｍｅｔ水平等作为变量引入 Ｃｏｘ回顾模型，单因素分析提
示：术前ＣＡ－１２５值（Ｐ＝００３）、Ｎ分期（Ｐ＝００３）、脉管癌栓
（Ｐ＝００３）、Ｃ－ｍｅｔ水平（Ｐ＝０００）与宫颈癌患者转移复发密
切相关。见表１。

表１　影响宫颈癌患者转移或复发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转移或复发

ＨＲ ９５％ＣＩ Ｐ

年龄 ０９ ０９～１８ ０１５

ＣＡ－１２５ １３ １６～３１ ００３

脉管癌栓 １８ １４～３９ ００３

分化程度 ２１ １５～２７ ００３

Ｎ分期 ２３ １８～２８ ００３

肿瘤侵犯深度 １４７ １５～３９ ０１６

Ｃ－ｍｅｔ水平 ３６ ０９～１８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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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提示：肿瘤分化程度（Ｐ＝００１）、Ｃ－ｍｅｔ水平
（Ｐ＝００２）、肿瘤侵犯深度（Ｐ＝００４）是宫颈癌患者转移或复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２。

表２　影响宫颈癌患者转移或复发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转移或复发

ＨＲ ９５％ＣＩ Ｐ

分化程度 ３１ １７～２２ ００１

肿瘤侵犯深度 ３３ １１～３８ ００４

Ｃ－ｍｅｔ水平 ６３ １４～３８ ００２

*

　讨论
宫颈癌是导致我国妇女死亡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宫颈癌

的发生与ＨＰＶ感染、吸烟、性生活、妊娠等密切相关，宫颈癌好
发于子宫颈下段与病毒感染的相关性最强，特别是高危ＨＰＶ病
毒如（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５］；近年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且
有年轻化趋势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肿瘤，宫颈癌预后不一，

影响预后的因素亦较多，因此早期发现预测宫颈癌预后的危险

因素，可以早期采取积极干预措施，进行癌症的风险分级管理，

肿瘤转移或复发均可对患者造成较大的经济、生理负担，风险

分级管理意义重大［６］。研究提示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浸润深

度、肿瘤Ｎ分期、均是判断肿瘤预后的重要指标，与肿瘤转移复
发、密切相关［７］，本研究结果证实在宫颈癌患者中肿瘤分化程

度、肿瘤浸润深度均与肿瘤转移或复发有关。

Ｃ－ｍｅｔ蛋白是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ｓｃａｔｔ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ＨＧＦ／ＳＦ）的受体，是原癌基因 Ｃ－ｍｅｔ编码的产
物，主要存在于上皮细胞表面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主要参与

细胞增殖、分化等生命活动的调节［８］。ＨＧＦ由间质细胞分泌，
主要生理作用是刺激血管生成、调节细胞免疫，促进多种上皮、

内皮和间质细胞增殖。ＨＧＦ／Ｃ－ｍｅｔ正常生理状态下主要是促
进组织器官修复［９］。Ｃ－ｍｅｔ在正常组织表达低下，但是肿瘤组
织中Ｃ－ｍｅｔ蛋白表达水平可显著上调，研究提示高水平的Ｃ－
ｍｅｔ与其配体ＨＧＦ相互作用后，可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激活多
种信号通路，直接或间接刺激肿瘤增生、浸润或转移［１０］。国内

外均有研究证实高水平的Ｃ－ｍｅｔ是多种肿瘤预后不良的风险
因素［１１］，包括肝癌［１２］、胃癌［１３］、肺癌［１４－１６］等，有学者认为 Ｃ－
ｍｅｔ可能是导致肿瘤转移等重要分子［１７，１８］。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宫颈癌组织中 Ｃ－ｍｅｔ表达与宫颈
癌患者转移与复发的关系，首先回顾了本组１２０例患者的基本
资料，并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探讨宫颈癌组织
中Ｃ－ｍｅｔ表达与肿瘤各种临床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发现 Ｃ－
ｍｅｔ蛋白与宫颈癌患者ＣＡ－１２５值、肿瘤的 Ｎ分期、肿瘤分期、
肿瘤侵犯深度成正相关，这就提示 Ｃ－ｍｅｔ水平与肿瘤的恶性
程度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探讨 Ｃ－ｍｅｔ基因与宫颈癌淋巴转
移或复发的关系，本研究采用Ｃｏｘ回归模型，以宫颈癌转移或复
发为因变量，将龄、肿瘤 Ｎ分期、肿瘤分化程度、ＣＡ－１２５水平
纳入，探讨子宫颈癌转移、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提示肿瘤分化

程度（Ｐ＝００１）、Ｃ－ｍｅｔ水平（Ｐ＝００２）、肿瘤侵犯深度（Ｐ＝
００５）是宫颈癌患者转移或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就提示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转移、复发中有重要作用，Ｃ－ｍｅｔ可能参与调
节宫颈癌的生物学行为。

综上，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宫颈癌发病率

逐年升高，宫颈癌淋巴结转移与复发导致医疗负担沉重，宫颈癌组

织中Ｃ－ｍｅｔ表达水平与肿瘤Ｎ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及肿瘤浸润深
度是宫颈癌淋巴结转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由于研究样本量

少、研究设计等问题，本研究结论仍需要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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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卵巢移位对宫颈癌患者性激素和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
贺晶　冯艳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卵巢移位术对宫颈癌患者性激素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００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观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患者不进行卵巢移位手术，观察组患者进行宫颈癌手术中卵巢移位手术。通过卵巢功能评价标准判断

患者性激素水平，采用问卷调查分析患者性生活质量，比较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和性生活质量。结果：通过

卵巢移位手术６～８个月后，观察组患者性激素水平与对照组患者性激素水平相差不明显，说明卵巢移位对
宫颈癌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影响不大。手术后观察组未恢复性生活的患者５例明显少于对照组没有恢复性
生活的患者８例；观察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达到３分的患者１５例（３０％）多于对照组性生活质量３分的患
者１０例（２０％）；观察组总有效患者４５例（９０％）优于对照组总有效患者４２例（８４％）。结论：对宫颈癌患者
进行卵巢移位，对患者性激素和性生活质量影响不大，能够保证患者性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卵巢移位；宫颈癌；性激素；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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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分为原位癌、浸润癌两种，

发病年龄３０～６０岁之间［１］。由于人们对性生活等因素不重视，

导致宫颈癌的发病率趋于年轻化，使女性性病发病率不断上

升，严重影响性生活质量。宫颈癌的病因包括病毒感染、１６岁

前发生性生活、分娩次数多等，出现阴道流血、排液等症状［２］。

妇科疾病对性生活影响严重，所以要配合科学的治疗方法，改

善患者性激素水平，提高性生活质量。通过对宫颈癌患者进行

卵巢移位术，分析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００

例宫颈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宫颈癌诊断标准，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５０例，年龄２７～５５岁，平均年龄

（３８±８）岁，其中鳞癌患者３１例、腺癌患者１５例、腺鳞癌４例；

观察组患者５０例，年龄２５～５０岁，平均年龄（３６±９）岁，其中鳞

癌患者２９例、腺癌患者１８例、腺鳞癌３例。经检查，所有患者

均符合宫颈癌临床观察标准，肿瘤没有复发和转移，无其它内

科疾病史，在手术前性生活质量良好，两组患者均签订知情同

意书。两组患者年龄、病理等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首先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开腹手术，检查患者卵巢

情况，切断卵巢输卵管系膜，游离动静脉长度在５～８ｃｍ时，完

成双侧输卵管切除手术，然后继续进行盆腔淋巴清扫术和广泛

性子宫切除术。在手术中如果发现患者子宫深肌层没有受到

损害、原病灶小于２ｃｍ、盆腔淋巴结肿大不明显，针对这种情况

不能对患者进行卵巢移位。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适应其情

况的手术方法。

卵巢移位手术具体方法为：动静脉游离长度在 ９～１５ｃｍ

时，在移位卵巢相同位置腋前线的肋弓下１～３ｃｍ处纵向切开，

切开长度保持在２～４ｃｍ之间，分开斜肌剪开腹膜，将卵巢牵出

置于皮下，最后将卵巢固定并在周围放置 ２～３枚银夹辅助

固定。

对照组患者只进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清扫术和

双侧输卵管切除手术，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卵巢移

位术。

１３　评定标准

宫颈癌患者手术６～８个月后进行性激素指标评价，具体包

括：卵泡生长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孕酮（Ｐ）

等［３］。当卵泡生长激素每毫升超过２４５ｍＩＵ，对患者血清性激

素进行复查，卵泡生长素连续超过２４５ｍＩＵ／ｍＬ，说明患者性激

素水平减弱。

患者性生活质量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完成，对患者性生活次

数、性欲、性交疼痛干涩、阴道狭窄等方面汇总进行评定，分别

为０分、１分、２分、３分四个等级。没有性生活患者为０分、症

状明显（性欲较低，性交疼痛干涩严重，阴道狭窄明显）为１分、

症状不明显（性欲尚可，无明显性交疼痛干涩的情况，感受轻

微）为２分、没有症状（性欲明显，无性交疼痛干涩的情况）为

３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两组患者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５０对数据

进行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组间比以ｔ检验，检验组间计量数据采

用（珋ｘ±ｓ），计数资料采取χ２检验。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没有可比性。总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为：（显效例数 ＋有

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４］。

&

　结果

２１　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通过卵巢移位６～８个月后，观察组 ＬＨ为（１０１２±２０３）

ｍＩＵ／ｍＬ，对照组为（１３７４±５２１）ｍＩＵ／ｍＬ；观察组 ＦＳＨ为（９０１

±２２３）ｍＩＵ／ｍＬ，对照组为（９５８±２１４）ｍＩＵ／ｍＬ；观察组 Ｐ为

（１２４２±３４３）ｍＩＵ／ｍＬ，对照组为（１３８９±４９１）ｍＩＵ／ｍＬ。观察

组患者性激素水平与对照组患者性激素水平相差不明显，说明卵

巢移位对宫颈癌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影响不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性激素水平 对照组 观察组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３７４±５２１ １０１２±２０３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９５８±２１４ ９０１±２２３

Ｐ（ｎｇ／ｍＬ） １３８９±４９１ １２４２±３４３

２２　患者性生活质量对比
手术后对照组患者没有恢复性生活的患者８例，观察组未

恢复性生活的患者５例。观察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达到３分
的患者１５例多于对照组性生活质量３分的患者１０例；观察组
总有效患者４５例优于对照组总有效患者４２例。两组数据对比
差异显著（χ２＝４３３６，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０分 １分 ２分 ３分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５（１０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４５（９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１３（２６００） ７（１４００）２０（４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３７（７４００）

*

　讨论
近几年，妇科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严重影响女性性生活

质量，尤其宫颈癌对女性来说很可怕，是造成性生活障碍的重

要病症［５］。常见的宫颈癌治疗方法是切除女性子宫，导致女性

失去生育能力，对性生活失去信心和兴趣，由于女性性激素水

平下降从而影响性生活的质量。专家表示，大多数宫颈癌患者

手术后可以恢复正常的性生活，但是患者由于心理压力大等因

素，对性生活产生恐惧心理。

卵巢移位是医学中保留女性子宫的常见技术［６］，通过降低

放射剂量或避开对卵巢的照射野，起到保护卵巢作用［７］。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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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卵巢移位可以采用手术治疗，尽可能的保护卵巢功能，

也是众多医学者采用最多的治疗手段［８］。随着宫颈癌发病率

不断趋于年轻化，４０％以上患者没有绝经［９］，所以保护卵巢手

术技术至关重要。女性如果没有绝经，卵巢功能减弱能够引发

其他并发症［１０］，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造成生殖系统障

碍、性生活障碍等。通过研究表明，卵巢移位用于宫颈癌手术

中能够加大卵巢保护率，使卵巢保留率达到２０％～８５％［１１］。

宫颈癌手术是目前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手段，根据患者病症

情况术后会配合放化疗治疗，所以在手术中采用卵巢移位术保

留卵巢功能，对患者的性激素水平予以保护。根据相关学者研

究表明，卵巢移位患者手术后不接受任何放化疗治疗［１２］，能够

保证患者性激素水平和性生活质量与健康女性差别不大，在手

术后如果接受放疗或化疗，会降低女性的卵巢生理功能［１３］，使

性激素水平和性生活质量下降。由此证明卵巢移位术对宫颈

癌患者卵巢功能能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妇科疾病和女性性病都是影响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１４］，

所以在进行卵巢移位前要注意手术失误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

响。卵巢移位手术中要严格进行手术操作，避免操作错误对患

者动脉和血管造成压迫，导致患者卵巢功能衰竭。手术前要严

格对患者卵巢功能进行评定，降低术后卵巢病变的可能性。根

据文献资料表明，宫颈癌患者进行卵巢移位后出现卵巢转移率为

１０％～２５％，引发其他妇科疾病的发病率为１％～２５％［１５］。依

照我院研究分析，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后病变情况，患者进行卵

巢移位术后没有引发其他妇科疾病［１６－１８］。

对于现阶段卵巢移位手术来说，对患者卵巢功能保护效果

显著，手术安全系数高，能够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因为

卵巢对于女性来说是分泌激素和调节内分泌的重要脏器，能够

维护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所以对女性恶性肿瘤的治疗必须引

起重视。根据患者宫颈癌病症和自身情况，合理选择手术和放

化疗，增加卵巢保留率，维持患者性激素水平，降低妇科疾病对

性生活的影响。　
在我院研究中，观察组宫颈癌患者进行卵巢移位术后，对

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不大。观察组术后没有恢复性生活的患

者５例（１０％）明显少于对照组性生活质量 ０分患者 ８例
（１６％）；观察组性生活中没有症状的患者１５例（３０％）显著多
于对照组患者１０例（２０％）；观察组总有效４５例（９０％）显著优
于对照组总有效４２例（８４％）。

综上所述，卵巢移位对宫颈癌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不明

显，能够保证患者性激素的正常分泌，对患者性生活质量产生

积极影响［１９－２１］。通过卵巢移位术缓解患者宫颈癌病症，提高

患者性生活水平，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

和性激素水平，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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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影响．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５３－１５７．

［１７］　吴笑颜．宫颈癌根治术中保留卵巢３２例临床分析．海南医学，
２０１２，２３（１４）：８５－８６．

［１８］　程娟，杜文芳，张静，等．宫颈癌术中保留卵巢移位标记并阴道延
长的临床分析．医学综述，２０１３，１９（１５）：２８３２－２８３４．

［１９］　ＣｈｒｉｓｔｅＤＭ，ＭｏｈａｎａｍｂａｌＭ，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ｈｙＶ，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ｒｖｉ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０６（１２）：７７９－７８０，７８２．

［２０］　ＷｅｉＨ，ＷａｎｇＮ，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Ｗｎｔ－１１
ａｎｄ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ｔｉｇｅ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１（５）：１－７．

［２１］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Ｂ，ＴｅｒｇａｓＡＩ，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ｘ．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１４１（２）：２４７－２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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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 ２０１７年度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计划项目
（２０１７１０６２）
【第一作者简介】于海莲（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８

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临床危险因素
分析
于海莲１　李冬雷２　于洪波１　杨雷１　吕玲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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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探讨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疗后复发未控临床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医院收治的１６８例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
复发分为复发组（观察组）和未复发组（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并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
析影响患者复发未控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病灶直径、肿瘤

分化程度、化疗时间和治疗前是否转移、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肿瘤直径＞４ｃｍ、肿瘤分化程度低、化疗时间＜３个疗程、放疗时间＞８周、发生淋巴结
转移、血红蛋白水平较低是影响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的未控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临床影响

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临床危险因素较多，临床治疗中应根据患者病情进行针对性治疗，

降低患者治疗后复发风险。

【关键词】　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疗；复发；未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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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鳞癌是宫颈癌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分为外生型、内生
型、溃疡性和颈管型四种类型，患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中，近年

来发病有年轻化趋势［１，２］。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临床宫颈鳞

癌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有所下降，临床宫颈鳞癌患者确诊后

可使用放疗或化疗进行治疗，治疗效果显著［３，４］。临床统计显

示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临床复发率较高，复发患者死

亡率极高［５］，为降低患者临床复发率研究分析了影响中晚期宫

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临床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到医院诊治的宫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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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癌患者１６８例，年龄２９～７５岁，根据是否复发分为未复发组
（对照组）和复发组（观察组）。观察组４２例，年龄２９～７４岁，
平均（５１６８±４２８）岁，４２例观察组患者放化疗治疗３个月后
发现宫颈、盆腔或远处转移肿瘤，放化疗３个月内病灶继续发
展、未能得到控制；对照组１２６例，年龄２９～７５岁，平均（５０９８
±４７３）岁。纳入标准：全部患者经临床病理学检查确诊证实
为宫颈鳞癌Ⅱ －Ⅳ期患者，全部患者确诊后均采用放化疗治
疗。排除标准：排除并发心、肝、肾功能障碍患者；排除并非内

科疾病患者；排除接受过放化疗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根据病情进行对应放化疗治疗，治疗后观察半

年，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分别使用单因素和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非条件回归分析影响中晚期宫颈鳞癌放疗后复发
未控临床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各项影响因素

采用χ２检验，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非条件
回归分析，自变量筛选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向前逐步回归

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单因素比较

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病灶直

径、肿瘤分化程度、化疗时间和治疗前是否转移、血红蛋白水平

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多因素分析

对影响患者放化疗复发的临床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患者肿瘤分化程度过低、放疗时间过长、化疗
时间过短、肿瘤直径过长、治疗发生淋巴结转移和血红蛋白水

平过低，均为影响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的未控独

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单因素比较

临床资料
观察组（ｎ＝４２）

例数 占比（％）

对照组（ｎ＝１２６）

例数 占比（％）
χ２ Ｐ

临床分期

　Ⅱ １８ ４２８６ ５１ ４０４８

　Ⅲ ２０ ４７６２ ６７ ５３１７

　Ⅳ ４ ９５２ ８ ６３５ ２５８３ ０１１２

分化程度

　低分化 １６ ３８１０ １７ １３４９

　中分化 ２４ ５７１４ １０３ ８１７５

　高分化 ２ ４７６ ６ ４７６ ６６０４ ００１１

肿瘤直径

　≤４ｃｍ １２ ２８５７ ７２ ５７１４

　＞４ｃｍ ３０ ７１４３ ５４ ４２８６ ５９７６ ００１５

放疗时间

　＜６周 ９ ２１４３ ３４ ２６９８

　６～８周 ２１ ５０００ ８２ ６５０８

　＞８周 １２ ２８５７ １０ ７９４ ９１０３ ０００２

放疗剂量

　＜７０ＧＹ ５ １１９０ ３ ２３８

　７０～８５ＧＹ ２３ ５４７６ １０４ ８２５４

　＞８５ＧＹ １４ ３３３３ １９ １５０８ ３４５８ ００７３

化疗时间

　≤３个疗程 １３ ３０９５ ２１ １６６７

　＞３个疗程 ２９ ６９０５ １０５ ８３３３ ７４５１ ０００８

血红蛋白水平

　＜６０ｇ／Ｌ ９ ２１４３ ５ ３９７

　６０～９０ｇ／Ｌ ２４ ５７１４ ５４ ４２８６

　＞９０ｇ／Ｌ ９ ２１４３ ６７ ５３１７ ６６３５ ００１０

是否发生转移

　淋巴转移 ３１ ７３８１ ５２ ４１２７

　无淋巴转移 １１ ２６１９ ７４ ５８７３ ９３６７ 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多因素分析

变量 β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肿瘤低分化 ０６９０ ０２０４ ７９９７ ０００４ １７８２ １１９４～２６６０

肿瘤直径＞４ｃｍ １７７１ ０５４３ １０６６７ ０００１ ５８８２ ２０３１～１７０３５

化疗时间＜３个疗程 １９３６ ０６１６ ９８８８ ０００１ ６９３５ ２０７４～２３１８９

淋巴结转移 １４３０ ０３８０ １４１２３ ００００ ４１７８ １９８２～８８０７

放疗时间＞８ｗ １２５９ ０５４１ ５４１８ ００２０ ３５２２ １２２０～１０１６８

血红蛋白水平＜９０ｇ／Ｌ １９３７ ０６１６ ９８８８ ０００２ ６９３２ ２０７４～２３１８９

*

　讨论
临床宫颈鳞癌患者发病多同ＨＰＶ感染、性传播疾病和性行

为及分娩次数等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根据组织学分化程

度分为高分化、中分化和低分化三种类型，发病人群主要集中于

中老年人群中［６－８］。临床宫颈鳞癌患者多表现为接触性出血、

不规则阴道出血、阴道排液腥臭、脓性恶臭白带等，晚期患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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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尿频、尿急、下肢肿痛等症状，临床治疗中晚期宫颈鳞癌

患者多使用放疗和化疗治疗，临床疗效显著［９，１０］。据统计显示

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治疗后复发风险较高，且复发后治

疗难度加大，患者死亡率极高，临床通过分析患者放化疗后复

发未控临床危险因素对预防患者复发有一定的临床价值［１１］。

本研究即对此展开分析，统计对比了两组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

疗治疗患者临床资料，对比复发组患者和未复发组患者临床资

料差异，进而总结影响患者放化疗复发的临床危险因素。

研究中统计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显示两组患者年龄组间无

显著差异，未纳入对比分析因素中，共统计患者肿瘤临床分期、

分化程度、化疗时间、放疗时间、放疗剂量、肿瘤直径、是否发生

淋巴结转移和血红蛋白水平八项指标，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

组患者肿瘤分化程度、化疗时间、放疗时间、肿瘤直径、淋巴结

转移情况和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显示，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以上几项因素是引发患者放化疗治疗后复发的相
关因素，进一步使用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者肿瘤分化程

度、化疗时间、放疗时间、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和血红蛋白水

平是影响患者放化疗后复发的独立因素（Ｐ＜００５）。其中肿瘤
分化程度中低分化患者复发率相对较高，低分化癌细胞在治疗

中能有效杀灭，然而一些低分化细胞发育不成熟、浸润能力高

易引发癌细胞复发，而分化程度较高的细胞在治疗杀灭后会直

接导致细胞凋亡，治疗后复发几率极小［１２］；换则会放化疗时间

均为影响患者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化疗时间较短的患者治

疗后复发风险显著高度化疗时间长的患者，化疗中化疗剂量不

足癌细胞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治疗结束后癌细胞未完全杀灭复

发风险较高，而研究统计显示患者放疗时间过长治疗后复发风

险较高，有研究统计显示癌症患者放疗时间过长时亦会引发癌

细胞增殖现象出现，因此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临床治疗中放疗

时间不宜超过８周［１３，１４］；研究统计显示患者肿瘤直径过长患者

放化疗治疗后复发风险较高，认为患者肿瘤越大，转移风险越

高，治疗中临床效果较差，癌细胞杀灭效果不佳导致治疗后复

发风险较高［１５，１６］；发生临床结转移的患者治疗后风险相对较

高，淋巴结转移后癌细胞分布范围较广，治疗效果不佳，复发风

险也较高［１７］；血红蛋白水平过低的患者一般伴有出血症状，多

引发患者贫血，进而导致肿瘤细胞氧供较差，放疗敏感性较差，

治疗后复发风险极高［１８］。

综上所述，肿瘤分化程度低、化疗时间短、放疗时间长、肿

瘤直径过长、发生淋巴结转移和血红蛋白水平过低是引发中晚

期宫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治疗

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治疗，降低患者治疗后复发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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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子宫全切方式对患者妇科内分泌以及性生
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慧莉　邱兰　李静文　鲍引娣　陈玉环△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妇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两种不同子宫全切方式对患者妇科内分泌以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随机
选择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行子宫全切术的患者９０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均分成观察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利用传统开腹方法进行子宫全切治疗，观察组利用腹腔镜进行子宫全切手术治疗，比较两组

内分泌情况以及性生活质量。结果：两组内分泌情况以及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观察组

术中出血、住院时间、手术时间、肛门排气、尿管留置时间均低于对照组。结论：相较于传统开腹子宫全切治

疗，腹腔镜用于子宫全切治疗中能够减少术中出血和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妇科内分泌；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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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医院妇

科中，患者越来越注重治疗后内分泌恢复情况以及性生活质量

情况。子宫全切术是妇科临床应用较广的一类手术方法，随着

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医学设备应用到临床，使得以往以

开腹手术为主的子宫全切术得到了有效的改进，当前以腹腔镜

为主的各类微创手术逐渐应用到临床治疗中［１］。本研究主要

分析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９０例妇科疾病患
者应用传统开腹手术子宫全切以及腹腔镜下子宫全切的临床

效果差异。研究整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随机选择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
的９０例行子宫全切术的妇科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将其随机平均分成观察组

和对照组。观察组年龄最小的为３３岁，最大的为５１岁，年龄平
均为４２岁；其中２８例为子宫肌瘤，１１例为子宫肌腺瘤，６例患
者并发子宫肌腺症。对照组年龄最小的为３４岁，最大的为５３
岁，年龄平均为４３５岁；其中２７例为子宫肌瘤，１３例为子宫肌
腺瘤，５例患者并发子宫肌腺症。将两组患者的病症、年龄等基
本资料进行对比，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可以用作比较。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利用腹腔镜子宫全切术进行治疗，首先对患者进行

阴道和肠道准备，对患者完成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让患者保

持膀胱截石位，切口作于脐部下缘，进行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将腹
腔镜置入盆腹腔进行全面探查，对病变的大小和具体位置进行

确定，同时探查病变处与血管神经等结构的关系，然后借助腹

腔镜避开血管选取反麦氏点和麦氏点作第二个和第三个穿刺

孔，将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置入穿刺孔中，将手术器械插入其中，利用举
宫器举宫。利用双极电凝、超声刀将输卵管峡部、卵巢固有韧

带和圆韧带钳切断。剪开膀胱腹膜返折，将膀胱下推至宫颈外

口。利用双极电凝、超声刀将子宫动静脉切断，将子宫主韧带、

子宫骶韧带切断，单极电凝沿宫颈阴道交界处黏膜进行环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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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切除子宫。将子宫从阴道中取出。阴道残端在腹腔镜下用

可吸收线连续缝合并加固一层。如果子宫较大难以取出，可以

将子宫对半切开，或剥除瘤体，将子宫及瘤体自阴道取出。生

理盐水冲洗腹腔，将积血吸净，探查盆腹腔，对有渗血和损伤

处，进行处理后结束手术。常规给予抗生素进行感染预防。对

照组采用常规开腹方法进行治疗，让患者保持平卧，切口作于

腹部正中位置，对腹腔进行全面探查，将相关血管和韧带切断，

将子宫取出后冲洗腹腔，手术结束后同样进行抗生素抗感染

预防。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进行一年的随访，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评价

两组患者内分泌情况和性生活质量，内分泌情况主要从卵泡刺

激素、黄体生成素、雌二醇水平（ｐｇ／ｍＬ）三个方面进行评价［２］，

性生活质量评定方法如下：性生活频率：减少０分，无变化１分，
增高２分；性欲：减少０分，无变化１分，增高２分；性高潮：减少
０分，无变化１分，增高２分；性快感：减少０分，无变化１分，增
高２分；性生活不适：减少０分，无变化１分，增高２分［３］。

１４　统计方法
对研究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和分析，统计学软件选择

ＳＰＳＳ１９０，用百分比对计数资料进行表示，检验通过χ２完成。用
（珋ｘ±ｓ）对计量资料进行表示，检验通过 ｔ完成。如果 Ｐ＜００５，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内分泌情况

两组患者手术前与手术后不同时期内分泌各项指标情况

差异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内分泌情况比较

组别 指标 手术前
手术后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观察组 卵泡刺激素（ｍＩＵ／ｍＬ） ５６４±１８０ ５４５±２７０ ５１８±１５２ ５０３±２１３ ５５１±１３６

黄体生成素（ｍＩＵ／ｍＬ） ４７２±１５４ ５２８±２０４ ５０５±０７８ ４７６±１２４ ５２２±２１３

雌二醇（ｐｇ／ｍＬ） ９２７５±６６９ ９０５０±９８６ ９０４±１９７８ ９３６３±１００６ ９４３１±９０４

对照组 卵泡刺激素（ｍＩＵ／ｍＬ） ６１７±５８７ ５１８±２４９ ５０４±６４８ ７３１±３３３ ７７３±６２０

黄体生成素（ｍＩＵ／ｍＬ） ４０１±２０５ ４８１±３８４ ４５２±２２３ ４９２±４４０ ５３１±６８７

雌二醇（ｐｇ／ｍＬ） ９４２１±９３３ ９２４３±５０６ ９１７７±８６４ ９５８８±６３７ ９６０７±９３１

２２　性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手术前性生活质量评分没有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手术后６个月内，评分结果均有下降，观察组下降幅度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结束９个月以
后，评分结果恢复至手术前状态，与手术前结果比较没有明显

差异，组间比较没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手术前
手术后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观察组 ４５ ７４±０２ ５３±０４ ６７±０８ ７２±０６ ７２±０３

对照组 ４５ ７３±０７ ３７±０４ ４７±０３ ７０±０４ ７１±０３

２３　手术情况
观察组手术时间最短 ６０ｍｉｎ，最长 １５０ｍｉｎ，平均（１０２１±

２１７６）ｍｉｎ；对照组最短 ８０ｍｉｎ，最长 １８０ｍｉｎ，平均（１３６１±
２９５１）ｍｉｎ。观察组术中出血量（８００１±２７６）ｍＬ，对照组为
（１８８６１±５３７）ｍＬ；观察组肝门排气时间（２８０１±５７６）ｈ，对
照组为（４８９７±２１１）ｈ；观察组尿管停留时间（８１１±４８７）ｈ，
对照组为（２８９１±３９７）ｈ；观察组住院天数为（７４１±５３６）ｄ，
对照组为（１１０２±３９５）ｄ。观察组手术各项情况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作为生殖器官是女性的重要标志，女性通过子宫产生

月经，进行妊娠，大部分女性即便患病，也尽量不愿意切除子

宫，认为自己作为女性的标志失去了，夫妻的性生活也会受到

一定影响［４－６］。实际上，从医学上来看，女性最重要的特征其实

是卵巢，卵巢是产生雌激素的主要器官，能够使骨质流失下降，

对心血管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卵巢还可以使阴道的润

滑程度提高，增加了女性的活力［７－９］。临床上切除子宫不会对

卵巢和阴道造成损伤，严格意义上来讲不会影响女性的生理特

征、内分泌情况以及性生活质量［１０］。子宫和卵巢对于女性都非

常重要，是女性正常生理特征维持的重要器官，也是延缓女性

衰老，使女性有能力进行妊娠的重要部位。子宫肌瘤、子宫腺

肌症以及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大都属于良性病变，但仍然会一

定程度的影响患者的生理健康［１１］。临床上对于这类妇科疾病

的治疗，在通过保守治疗效果不理想后，多采用子宫全切的手

术方式。有研究数据显示，临床实施子宫切除手术的概率正在

逐步提高，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手术后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也

更加关注子宫切除方式的不同是否会影响术后内分泌情况以

及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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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开腹手术、腹腔镜下手术治

疗，比较治疗效果，治疗前后内分泌情况没有明显差异，术后６
个月内性生活质量评分有所下降，但是９个月后评分逐渐恢复。
性生活质量下降的原因可能为手术结束后患者身体没有完全

恢复，加上本身盆底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担心性生活会影

响身体，所以在性生活时有所顾忌，降低了性生活质量［１２，１３］。

腹腔镜手术较开腹手术的手术效果更好，主要是因为借助腹腔

镜进行手术操作，不改变脏器解剖位置，放大手术视野，手术中

能够全面观察肿瘤附近情况、血流供应、大小以及部位等。减

少对肠道干扰，避免发生手术粘连，腹腔镜手术借助电操作器

械，可以减少手术时间及手术出血［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两组子宫全切方式都不会影响患者的内分泌情

况以及性生活质量，但是腹腔镜手术方式能够减少术中出血，

缩短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患者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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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５６例临床疗效分析
赵菊芬　杨柳风
解放军第五十九中心医院妇产科，云南 红河 ６６１６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在盆腔器官脱垂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为临床提供
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医院诊治的盆腔器官脱垂患者１１２例，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５６例和观察组５６例。对照组采用传统阴式子宫切除术及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治疗，观察组采
用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残余尿量，显著少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１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１７９％（Ｐ＜００５），观察组
术后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与传统手术治疗相比，盆腔器官脱垂患者采用经阴道网片
行盆底重建术治疗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传统手术；盆腔器官脱垂；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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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是临床上常见的
妇科疾病，由于盆腔器官的部分或全部脱出阴道口外，该疾病

在５０岁以上妇女中发生率超过２５０％ ～５００％，患者发病后
主要以压力性尿失禁、盆腔慢性疼痛及盆腔器官膨出等为主，

影响患者健康［１，２］。常规（传统）手术主要以阴式全子宫切除联

合阴道前后壁修补术为主，该手术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

长期疗效欠佳，复发率较高，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３，４］。近

年来，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在盆腔器官脱垂患者中得到应

用，且效果理想。为了探讨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在盆腔器

官脱垂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５
月医院诊治的盆腔器官脱垂患者１１２例，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医院诊治的盆腔器官
脱垂患者１１２例，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５６例，年龄５３～７５岁，平均（６４３±８７３）岁；产次
２～７次，平均（２５２±１４５）次；患者中３例难产史，２９例压力性
尿失禁，１６例高血压，２例糖尿病，１例子宫肌瘤，５例其他。观
察组５６例，年龄５２～７４岁，平均（６５０±８９）岁；产次２～８次，
平均（２５７±１５２）次；患者中４例难产史，２５例压力性尿失禁，
１８例高血压，３例糖尿病，２例子宫肌瘤，４例其他。纳入标准：
入选患者均符合 ＰＯＰ－Ｑ定量检查相关标准［５，６］，且患者均经

过影像学检查等得到确诊。排除标准：排除不符合临床诊断标

准者；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

患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临床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手术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阴式子宫切除术及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治

疗方法：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充分暴露阴道前庭，利用宫

颈钳下拉宫颈，对阴道、宫颈等进行消毒，观察膀胱情况，沿着

穹隆环形切开阴道黏膜，并沿着阴道前壁钝性分离膀胱阴道间

歇到尿道口３ｃｍ，打开膀胱宫颈，分离宫颈间隙，进入腹腔，分离
直肠宫颈间隙，打开子宫直肠陷凹，进入腹腔，将两侧骶、主韧

带剪断，缝合断端。沿着宫旁分别断扎双侧子宫血管、输卵管

和卵巢固有韧带，取出子宫，阴道前后壁和前后腹膜四层同时

缝合，保留导尿［７，８］。

观察组采用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治疗方法：（１）网片。
采用盆底补片套装（爱唯她，巴德公司）；（２）术前准备。术前对
患者进行ＰＯＰ－Ｑ评分，了解盆腔器官脱垂严重程度及手术评
估。术前完成常规检查、超声检查及细胞学筛查［１，２］。（３）手术
方法［９，１０］。向膀胱阴道间隙内注入生理盐水，在阴道前壁做一

个切口到达阴道前穹窿，分离阴道黏膜，远端在膀胱颈水平直

至闭孔内肌，近端接近二侧坐骨棘水平。将闭孔筋膜内上边缘

下侧１ｃｍ处及膀胱颈侧水平位置网片远端１ｃｍ处作为手术切
口。用配套定位导引针由外向内分别穿剌近端和远端，引出网

片近端和远端臂，同法引出对侧网片近端和远端臂，将网片展

平，固定，缝合阴道前壁切口；以同样方法完成后盆重建，固定

网片采用２个０可吸收线连续缝合阴道后壁切口。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观察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２）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如：膀胱损伤、尿潴留、感染、血栓等。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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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残余尿量及住院时
间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残余尿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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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残余尿量及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残余尿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５６ ９６０±４４ １６５３±８０２ ３０１±２３２ ６２±１０

对照组 ５６ １００３±４０ ２３６３±８２０ ５０２±２１２ ７５±１４

ｔ ／ ０１８ ２０４４ １５３６ １２１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１０％，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１７９％（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膀胱损伤 尿潴留 网片暴露 血栓 发生率 复发率

观察组 ５６ ２（３５７） １（１７９） ０ 　　 １（１７９） ４（７１０） ２（３５７）

对照组 ５６ ３（５３６） ２（３５７） ２（３５７） ３（５３６） １０（１７９） ７（１２５）

χ２ ４８３ ６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盆腔脏器脱垂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该疾病在中老年女性中

发病率较高。常规治疗方法较多，如放置子宫脱、药物治疗等，但

是这些方案总体疗效不佳，使得手术治疗成为盆腔脏器脱垂的主

流治疗方法［１１，１２］。传统开放手术以阴道前后壁修补和阴式子宫

切除术为主，该手术操作技术相对简单，对医师技能要求较低，适

合基层医院开展。但是，该手术对患者创伤较大，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较高，复发率也比较高，难以达到预期的手术效果［１３，１４］。

近年来，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在盆腔脏器脱垂患者中得

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残余尿

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经阴道盆底重建术采用网片作
为人工内置韧带、筋膜，能缓解和恢复解剖关系，帮助机体恢复阴

道功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１５，１６］。同时，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

术治疗时具有一定的微创性，对患者创伤较小，手术时间也相对

较短，术中不需要将子宫全部切除，能最大可能的保留子宫的完

整性，减少对患者心理、身体的影响，患者手术时安全性也比较

高，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相对较低［１７］。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７１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１７９％（Ｐ＜
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是，
患者采用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时所需的医疗费用较高，对于

医师的专业技能要求也比较高，且对于年轻女性术后是否对远期

性生活产生影响等均需要进一步研究［１８］。

综上所述，与传统手术治疗相比，盆腔器官脱垂患者采用

经阴道网片行盆底重建术治疗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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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裂伤与分娩中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功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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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然裂伤与分娩中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
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我院经阴道分娩的初产妇１３１例进行研究，并分为研究组（会阴侧切）和对照组（自然裂
伤），分娩４２ｄ后比较两组产妇第二产程、产后相关并发症、肌电位及盆底肌力。结果：排尿困难与压力排尿
失禁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性生活障碍与会阴伤口疼痛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第二产程（１０５±０５３）ｈ，对照组第二产程（１０３±０６４）ｈ，第二产程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９１，Ｐ＞００５）。研究组肌电位（２８１±２６５）μＶ，对照组肌电位（２８９±
２７９）μＶ，肌电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６２，Ｐ＞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盆底肌力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Ｕｃ＝１０８３＜Ｕ，Ｐ＞００５）。结论：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功能损伤较大，易发生性功能障碍
与会阴伤口疼痛，选择该术式时应严格把握指征。

【关键词】　盆底功能；初产妇；会阴侧切；自然裂伤；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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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１．０３±０６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０１９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ｕｓｃ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８１±２．６５）μＶａｎｄ（２．８９±２．７９）μ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０１６２，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４２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Ｕｃ＝１．０８３＜Ｕ，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ｈａｓｍａｊｏｒ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ｗｏｕｎｄ
ｐ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ｈｏｓｅｎ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ｉｔ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在产妇分娩后较为常见，主要因盆底
支持结构被损伤而造成。产后性功能障碍、压力性尿失禁、盆

腔器官脱垂是盆底功能障碍主要的临床表现［１］。有研究认为

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与妊娠分娩紧密相关。会阴侧切术是指将

产妇会阴侧向切开，以减少婴儿胎头挤压损伤及产道撕裂［２］。

该术在经阴道分娩第二产程中应用较为普遍。近年来有研究

指出会阴侧切术对产妇盆底功能有较大损伤［３］。但其对初产

妇盆底功能影响的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４］。为给临床术式选

择提供依据，本次研究就会阴侧切与自然裂伤对初产妇盆底功

能的影响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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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我院经阴道分娩的
初产妇１３１例进行研究。纳入标准：（１）产前盆底功能检查显
示肛门反应正常，Ｂ超显示为正胎位及单胎次产妇；（２）未合并
遗传性或先天性盆腔疾病；（３）未合并严重合并症；（４）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严重器质性疾病；（２）依从
性差或不易随访的产妇；（３）服用可能影响研究指标药物的产
妇。年龄２１～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５５２±２６４）岁，分娩时孕周
３７～４１周，第二产程（１０６±０６３）ｈ。按患者及其家属意愿将
其分为研究组（会阴侧切）和对照组（自然裂伤），两组对象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产妇年龄（岁） 产妇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新生儿体重（ｋｇ） 新生儿身长（ｃｍ）

研究组 ８６ ２５３６±２６１ ２３１５±２０８ ３２７±０６９ ４９０４±１８５

对照组 ４５ ２６０２±２１３ ２３４６±２２１ ３１７±０９４ ４９１３±１９６

ｔ １４６０ ０７９３ ０６３０ ０２５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两组产妇均为自然分娩，分娩后立即处置伤口并给予对症

治疗。在产后４２ｄ时对产妇盆底功能与相关并发症进行测试与
调查，方法包括体格检查、问卷调查、电诊断、盆底肌肉初筛查

检查等，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指标
并发症调查：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

表》［５］对１３１例初产妇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压力性尿失禁、性生
活障碍、会阴伤口疼痛、排尿困难等。

盆底功能检查：采用盆底肌肉治疗头与低频神经肌肉刺激

治疗仪（ＰＨＥＮＩＸＡ，法国）进行测定，包括快速收缩次数、疲劳
度、肌肉收缩持续时间及收缩强度等。嘱产妇排空膀胱，取截

石位进行检查，将探头置入阴道，嘱产妇反复收缩阴道及提肛，

记录舒张收缩时的肌电图。

盆底肌力评价：按会阴肌力测试法的标准将盆底肌力分为

０～５等６个等级，嘱产妇用最大力收缩阴道，连续测试３次，取
最大值作为基准值。以达到基准值４０％以上的持续时间为判
断依据，持续０ｓ为０级，持续１ｓ为１级，持续２ｓ为２级，持续３ｓ
为３级。持续４ｓ为４级，持续５ｓ为５级［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ｎ（％）］表
示，行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相关并发症比较

排尿困难与压力排尿失禁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性生活障碍与会阴伤口疼痛发生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相关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压力排尿失禁 排尿困难 会阴伤口疼痛 性生活障碍

研究组 ８６ ２６（３０２３） １７（１９７６） １８（２０９３） １７（１９７６）

对照组 ４５ １４（３１１１） ８（１７７８） ３（６６８） ２（４４４）

χ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７１ ５３８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与肌电位比较
研究组第二产程（１０５±０５３）ｈ，对照组第二产程（１０３±

０６４）ｈ，第二产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９１，Ｐ＞
００５）。研究组肌电位（２８１±２６５）μＶ，对照组肌电位（２８９±
２７９）μＶ，肌电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６２，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盆底肌力比较

产前两组产妇盆底肌力均为４级以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盆底肌力明显下降，但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Ｕｃ＝１０８３＜Ｕ，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盆底肌力比较

组别 例数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研究组 ８６ ４２（４８８３） ３１（３６０４） ８（９３０） ５（５８１）

对照组 ４５ ２５（５５５６） １７（３７７８） ３（６６７） ０ 　　

Ｕ １０８３

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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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会阴切开术是防止分娩时会阴裂伤、保护会阴的常规手

术。传统的观点认为该术式对防止会阴裂伤及减轻盆底肌肉

松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７－９］。但该观点为假设性观点，未经大

样本多中心研究证实。有研究指出，会阴切开术在国内初产妇

经阴道分娩中的开展率高达９０％，滥用的情况极为严重［１０，１１］。

女性盆底支持系统极为复杂，由盆底肌肉群、韧带、筋膜及盆底

神经等多种组织构成。产妇在妊娠期时韧带、盆腔筋膜与肌肉

等均可能被过度牵拉而减弱支撑力量，而在经阴道分娩时会阴

自然裂伤与会阴侧切则可能进一步加重盆底肌肉功能的

下降［１２，１３］。

本次研究对１３１例经阴道初产妇产后４２ｄ时盆底功能进行
检查，结果发现自然裂伤与会阴侧切产妇盆底肌力均明显下

降，合并不同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而其中会阴侧切产妇中性

生活障碍与会阴伤口疼痛发生率高于自然裂伤产妇，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经阴道分娩的过程中，初产妇的坐骨海绵体肌、

球海绵体肌、肛提肌及会阴浅横肌均受到不同程度损伤，进而

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有研究指出，会阴侧切术可能导致产妇盆

底肌肉组织中阴部神经与阴道神经障碍，在合并盆底功能障碍

的产妇中改变尤为显著［１４，１５］。神经障碍发生后产妇的肌肉张

力随之降低，局部肌肉发生萎缩。自然裂伤损伤的组织主要是

肛提肌与海绵体肌，阴部神经与阴道神经损伤较少。而阴道浅

层肌肉中的球海绵体肌、坐骨海绵体肌、阴道深层肌与神经是

维持正常性功能的重要组织，在会阴侧切中以上组织均有不同

程度损伤。因此自然裂伤与会阴侧切造成的盆底功能障碍差

异主要体现在性功能障碍。此外，有研究认为会阴侧切造成的

瘢痕组织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性生活障碍［１６，１７］。本

次研究中研究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这与文献报道

结论一致。

初产妇在分娩时，盆底肌纤维与盆底神经受到牵拉损伤，

导致会阴张力降低，神经传导延迟。有研究认为分娩时的牵拉

作用是盆底收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１８］。本次研究中两组产

妇盆底肌力、压力性尿失禁、排尿困难、肌电位等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证实盆底肌力下降及相关并发症的发

生主要与分娩过程的牵拉作用相关，受会阴侧切与自然裂伤的

影响较小。此外，本次研究还发现会阴侧切与自然裂伤产妇的

第二产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行会阴侧切术后第二

产程并未得到缩短。

综上所述，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功能损伤较大，在性功

能障碍与会阴伤口疼痛等方面影响作用更为显著。选择该术

式时应严格把握指征，权衡利弊，避免在经阴道分娩时常规行

会阴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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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病因学研究进展
牛小溪　李婷　刘朝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细菌性阴道病是育龄期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在过去的５０年中已经发现多种能
够引发ＢＶ的危险因素。然而，由于ＢＶ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可靠的动物模型，其病因至今为止仍不清楚。本
文综述了ＢＶ病因学主要理论的进展：ＢＶ相关生物膜、正常阴道微生物群和宿主的免疫反应，ＢＶ是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有报道ＢＶ菌群对甲硝唑的耐药，ＢＶ的复发率也在不断增高，了解各种因素在
ＢＶ的发病中的作用对于预防和治疗都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病因；细菌性阴道病；加德纳菌生物膜；免疫反应；乳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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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是育龄期女性最常
见的下生殖道感染性疾病［１］。维持正常阴道酸性环境的优势

乳杆菌减少，而其他多种厌氧微生物的增多是导致 ＢＶ发生的
主要原因［２］，但其具体的病因尚不明确。细菌性阴道病可以增

加女性对盆腔炎、早产、ＨＰＶ感染以及多种性传播疾病的易感
性［２］。抗生素常规治疗有效率仅６０％，而复发率高达３０％ ～
４０％［３］。阴道的微生态和免疫功能平衡破坏易引发细菌性阴

道病，其致病性异常复杂。只有明确细菌性阴道病的病因才是

治疗和预防 ＢＶ的关键。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动物模型，ＢＶ
确切的发病机制和感染发病过程仍然知之甚少［４］。

!

　细菌生物膜在
9"

中的作用研究

细菌生物膜是细菌在生长过程中为适应环境变化而附着

于无机材料或有机体的表面，由多糖、蛋白质和核酸的聚合物

基质包裹而成的微生物群落。生物膜的形成是一个相对连续

的过程：（１）菌体粘附；（２）菌落的形成；（３）生物膜的成熟［５］。

生物膜是ＢＶ的致病因素之一，可增强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以
及抵抗宿主免疫防御反应及吞噬作用。

１１　加德纳菌生物膜
加德纳菌为兼性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其生物膜形成能

力、阴道上皮细胞粘附力、细胞毒性和溶血性等因素不仅在 ＢＶ
发病方面，而且在其治疗失败和复发方面发挥作用［６］。阴道加

德纳菌是女性ＢＶ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７，８］。Ｓｗｉｄｓｉｎｓｋｉ等［９］最

早指出：ＢＶ患者的阴道上皮细胞周围有以加德纳菌为主的生
物膜存在。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等［１０］研究发现加德纳菌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和毒

性在ＢＶ相关致病菌中最强。那日苏等［１１］的研究结果发现加

德纳菌体外培养２４ｈ后开始形成菌落，培养４８ｈ后形成融合成
熟的生物膜。

加德纳菌生物膜的致病力和毒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激

活Ｐ３８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诱导阴道上皮凋亡；释放阴道溶细
胞素，抑制ｓＩｇＡ的作用；产生唾液酸酶和脯氨酸肽酶，降解黏膜
保护因子，加快阴道上皮脱落、裂解［１２］。

ＢＶ的高复发率已经成为 ＢＶ治疗过程中的难题。多种原
因在ＢＶ复发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中加德纳菌生物膜的持续存
在是ＢＶ治疗失败或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德纳菌作为生物
膜形成、粘附上皮细胞的第一步，为其他细菌的粘附提供基础。

抗生素作用后，加德纳菌及ＢＶ相关细菌的代谢停止，短期内临
床症状消除，但生物膜并未清除，从而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形成

持续性感染或者ＢＶ复发［１３］。Ａｌｖｅｓ等［１４］的 ＢＶ相关菌生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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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所有生物膜状态的菌对甲硝唑、替硝

唑均耐药，６７％对克林霉素耐药。
因此，迫切需要可以靶向清除阴道病原体及其生物膜的新

型抗微生物制剂。近几年，对 ＧＶ生物膜的治疗已经成为目前
治疗ＢＶ复发和耐药的热点。对生物膜破坏剂，如 ＤＮＡ酶、益
生菌、防腐剂、天然抗微生物剂和植物来源的化合物等的研究

日益增多。

１２　其他杂菌
在过去的１０年中，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分析阴道内微生物

菌群的文章不断涌现。已有许多文章报道阿托波菌（ａｔｏｐｏｂｉｕｍ
ｖａｇｉｎａｅ）的持续性存在和ＢＶ相关。阿托波菌是常见的ＢＶ相关
菌，但罕见于健康妇女阴道中，因而可认为阿托波菌与ＢＶ的发
生和预后不良相关［１５］。Ｚｏｚａｙａ－Ｈｉｎｃｈｌｉｆｆｅ等［１６］通过对 １６Ｓｒ
ＲＮＡ基因序列测序技术发现ＢＶ妇女阴道内存在高浓度的两类
巨球菌属（Ｍｅｇａｓｐｈａｅｒａ），分别命名为 Ｍｅｇａｓｐｈａｅｒａ１型和 Ｍｅ
ｇａｓｐｈａｅｒａ２型。此外，气球菌属（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和普雷沃菌（Ｐｒｅ
ｖｏｔｅｌｌａ）等在ＢＶ阳性人群中的发现率和所占比例比 ＢＶ阴性人
群更高，均存在统计学差异。而动弯杆菌（Ｍｏｂｉｌｕｎｃｕｓｃｕｒｔｉｓｉｉ）、
ＢＶＡＢ１、ＢＶＡＢ２、ＢＶＡＢ３、Ｐｅｐｔｏｎｉｐｈｉｌｕｓｌａｃｒｉｍａｌｉｓ在ＢＶ复发人群
中所占的比例较高［１７］。目前虽然发现了许多与 ＢＶ相关的菌
种，但阴道内的微生物构成及多样性丰富，目前纳入美国国立

生物技术信息中心（ＮＣＢＩ）数据库的菌种只是冰山一角。此外，
由于缺乏动物模型，无法具体验证究竟是哪些致病菌最终导致

了细菌性阴道病的发生。

&

　乳杆菌在
9"

中的作用研究

２１　女性阴道ｐＨ值的变化
女性阴道内的寄生菌以厌氧菌或兼性厌氧菌为主，自阴道

乳杆菌被发现以来，对其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正常女性的一生

当中，阴道ｐＨ值是不断变化的。青春期前，ｐＨ值为７０，育龄
期妇女的阴道ｐＨ值正常为３８～４４，绝经后又回到了６５～
７０［１８］。阴道ｐＨ值的变化主要与女性体内含有的雌激素、阴道
上皮细胞内的糖原以及乳杆菌密切相关。阴道ｐＨ值的变化可
直接反应了阴道内以乳杆菌为主的微生物菌群的变化。

２２　正常阴道乳杆菌的特点
通过对乳杆菌进行分离、纯化和功能检测，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等［１９］

在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提出产Ｈ２Ｏ２的乳杆菌对健康阴道菌群的重要
性。２０１０年Ｒａｖｅｌ等［２０］在ＰＮＡＳ上发表了关于使用高通量测序
技术分析３９６个无症状的北美妇女阴道菌群的研究，研究结果发
现不同种族的北美妇女的阴道菌群大致可以分为５类，Ⅰ惰性乳
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ｉｎｅｒｓ）、Ⅱ卷曲乳杆菌（Ｌｃｒｉｓｐａｔｕｓ）、Ⅲ加氏乳
杆菌（Ｌｇａｓｓｅｒｉ）、Ⅳ詹氏乳杆菌（Ｌｊｅｎｓｅｎｉｉ）、Ⅴ类（少量产乳酸
的细菌，大量的厌氧菌）。而对中国健康女性阴道微生态的研究

发现，乳杆菌为阴道内的优势菌株，包括惰性乳杆菌、卷曲乳杆

菌、加氏乳杆菌［２１］。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等［２２］对２０名育龄期和２０名绝经
后的女性阴道中的乳杆菌进行检测，卷曲乳杆菌均是最常见的乳

杆菌，也是能产乳酸和Ｈ２Ｏ２最常见的乳杆菌。
２３　乳杆菌在ＢＶ治疗中的作用

正常健康女性阴道内的需氧菌与厌氧菌比约为５∶１，二者
随年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而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正常女性阴道

微环境以乳杆菌为优势菌，尤以卷曲乳杆菌为主。乳杆菌菌种丰

富多样，常见有惰性乳杆菌、卷曲乳杆菌、加氏乳杆菌、詹氏乳杆

菌和酸性乳杆菌。其中惰性乳杆菌与阴道菌群的异常状态相关。

乳杆菌通过多种机制维持阴道微生态的稳定：酵解上皮内

糖原产生乳酸，维持阴道酸性ｐＨ值；与致病菌竞争粘附阴道上
皮细胞；产生广谱抗菌因子 Ｈ２Ｏ２；乳杆菌及其代谢产物刺激阴
道上皮细胞的免疫功能，抑制致病菌的生长繁殖。

国内外研究发现，从健康女性阴道中分离出的乳杆菌可以

减少ＧＶ生物膜的面积和密度［２３］。那日苏等［１１］研究发现中国

健康妇女阴道来源的乳杆菌可以干扰加德纳菌生物膜的形成，

不同乳杆菌对不同时期加德纳菌生物膜的作用不同。上述研

究成果为乳杆菌微生态制剂在 ＢＶ治疗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
基础。

近年来对乳杆菌制剂作为替代或辅助方法治疗ＢＶ的临床
研究不断增多。益生菌制剂可增加阴道内乳杆菌的数量，重建

正常阴道微生物菌群，恢复其抵抗病原菌侵袭的能力。

*

　宿主免疫状态对
9"

的影响

无症状女性的阴道内也可检测出 ＢＶ相关细菌，为什么带
有同样细菌的不同人群，有些发展成了细菌性阴道病，而另一

部分却能保持正常的阴道微生态？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免疫因

素可能在ＢＶ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女性下生殖道系统的黏膜免疫除了受各种免疫细胞的影

响外，还受到定植的细菌以及性激素的影响。阴道内的乳杆菌

会通过分泌抗菌物质等抑制其他致病菌的入侵；雌激素通过影

响阴道内菌群的构成和稳定性，从而影响阴道黏膜局部的免疫

反应［２５］。

阴道黏膜除了通过发挥屏障作用参与固有免疫应答外，还

通过表达模式识别受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ＰＲＲｓ）介导
细胞因子、趋化因子以及抗菌肽的分泌。ＰＲＲｓ中发挥主要作用
的是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ＲＬｓ）。当微生物的病原菌相关分子模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ＡＭＰ）被宿主细胞的
ＰＲＲｓ识别后，与ＴＲＬｓ结合而激活宿主的先天性免疫反应。在
ＢＶ中与ＰＡＭＰ结合的 ＴＬＲｓ会受病原菌分泌的蛋白酶和细胞
毒素的影响，使局部的免疫反应失活。除了中性粒细胞、树突

状细胞以及自然杀伤细胞等常见的固有免疫细胞在阴道黏膜

中发挥固有免疫作用，最近的研究发现固有淋巴细胞（ｉｎｎａｔｅ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ｓ）在调节上皮细胞免疫反应以及维持阴道黏
膜局部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２６］，然而对其机制知之甚少。此

外，细菌还能通过诱导上皮细胞产生 ＩＬ－１０，以及降低甘露糖
凝集素的方法来减弱局部的免疫功能。

ＩｇＧ和分泌型 ＩｇＡ（ｓＩｇＡ）介导阴道黏膜的适应性免疫应
答［２７］。ｓＩｇＡ可增强中性粒细胞的活性并且抑制蛋白质水
解［２８］。发挥免疫作用的ＩｇＧ一部分由阴道黏膜局部分泌，一部
分通过循环系统转移到生殖道黏膜发挥作用［２９］。ＣＤ８＋Ｔ细胞
可促进 Ｔｈ１细胞介导的对细胞内病原体的免疫反应。ＣＤ４＋Ｔ
细胞分泌ＩＦＮ－γ促进Ｂ细胞成熟。Ｔｈ１７细胞在对细胞外病原
体的防御反应中通过介导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募集而发挥

重要作用［３０］。

此外，Ｔｕｒｏｖｓｋｉｙ等［３１］指出多个等位基因位点突变可导致细

菌性阴道病的发生，这些等位基因也可能是以单元型（ｈａｐｌｏ
ｔｙｐｅ）的形式产生作用。因此，在将来对患者免疫因素的研究中
应以单元型为主要内容进行一定规模的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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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水平、月经、妊娠和年龄等均会影响阴道内的菌群

构成，当菌群处于平衡状态时有利于宿主适应环境。一旦平衡

被打破，如菌群失调、免疫功能低下等，则会增加条件致病菌

的繁殖以及阴道炎的发生。大量的体外实验以及流行病学调

查表明ＢＶ的病因非常复杂，因此对 ＢＶ病因的深入研究，将对
ＢＶ的治疗、预防以及减少复发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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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贾敏利（１９６９－），女，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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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常用的不同血清学诊断方法对梅毒螺旋抗体的
检测效果分析
贾敏利１　田慧芳２△　王瑞军３

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检验科，北京 １００６２１
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输血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３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６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梅毒螺旋抗体采用三种血清学方式即化学发光免疫法（ＣＬＩＡ）、梅毒螺旋体明胶
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及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试验检测的临床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门诊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收治的梅毒患者１２０例，设为阳性组，另选取同期健康人群１２０例设为阴性组，两组研究
对象均实施ＣＬＩＡ、ＴＰＰＡ及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试验三种血清学检测方法进行重复检测，对比分析三种检
测方法在阳性组中的阳性率、特异性率、灵敏度和阴性组中的假阳性率情况。结果：本次研究中，ＣＬＩＡ法具
有较高的阳性率９５８％，明显优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Ｐ＜００５），但其假阳性率也较高，为７５％，ＴＰＰＡ法
的假阳性率最低为１７％，明显优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Ｐ＜００５）；胶体金法的灵敏度（７１８％）和特异性
（８８３％）较低，明显低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Ｐ＜００５）。结论：三种检测方法中，ＴＰＰＡ法检测梅毒螺旋抗体
的阳性率高、假阳性率低、特异性和灵敏度均较高，综合效果最好；而 ＣＬＩＡ阳性率最高，但其容易出现假阳
性；胶体金试验的假阴性和假阳性均较多，临床可作为辅助检查应用。

【关键词】　 梅毒螺旋抗体；化学发光免疫法（ＣＬＩＡ）；明胶颗粒凝集法（ＴＰＰＡ）；胶体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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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ＰＰＡｗａｓ１．７％，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ＬＩＡ（７．５％）ａｎｄｃｏｌｌｏｉｄｇｏｌｄｔｅｓｔ（Ｐ＜
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ｇｏｌｄｔｅｓｔｗａｓ７１．８％ ａｎｄ８８．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ＰＰＡ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ｌｏｗｅｒ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ｕｓ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ＬＩＳＡｉ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ｏｉｄｇｏｌｄｔｅｓｔｉｓｆｅａ
ｔｕｒｅｄ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ｅｅ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ｓａｙ（ＴＰＰＡ）；Ｃｏｌｌｏｉｄｇｏｌｄｔｅｓ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梅毒是临床中的传染性疾病，主要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
引起的慢性全身性疾病，性接触是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特

别是发病在１年内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传染性最强。以后随时
间的延长，传染性逐渐降低，至感染４年后，一般认为其传染性
已经很小。母婴传播也是梅毒常见的传播途径。母婴传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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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梅毒的母亲将梅毒直接传染给胎儿，传染一般发生于妊娠

４个月以后。其他的传播途径通常指接吻、哺乳、输入含有梅毒
病原体的血液、通过毛巾或衣物等传染方式，但这些传染方式

很少见。如何防治梅毒是临床工作的迫切需要［１］。本病表现

较为复杂，可侵犯机体各器官，造成多器官损伤，严重危及了患

者的生命安全。近些年，我国梅毒的发病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故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血清学检测是

临床诊断梅毒的重要依据之一［２］，检测结果为临床医师的诊

断、治疗及研究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本次研究探讨化

学发光免疫法（ＣＬＩ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
及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试验三种血清学诊断方法对梅毒螺

旋体的检测效果。现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门诊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收
治的梅毒患者１２０例，经化学发光法筛查血清 ＴＰ阳性，并设为
阳性组，其中男性８０例、女性４０例，年龄４０～５５岁，平均年龄
（４６７±４２）岁，Ⅰ期患者４２例、Ⅱ期患者７８例。入选标准：符
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关于梅毒的诊断标准［３］。另选取同期健

康人群１２０例设为阴性组，其中男性８２例、女性３８例，年龄４２
～５６岁，平均年龄（４５７±４６）岁。本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
准通过，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患者精神疾病史、药物

过敏史等。两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基线特征大体一致（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血液采集，取其空腹静脉血２～３ｍＬ，常规
剂量肝素进行抗凝处理，离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速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５ｍｉｎ后分离血清，并保存于２～８℃的冰箱中。胶体金法检测：
采用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试剂与待测血

清样本平衡至室温后，将试剂条放置于台面上，使用微量加样

器加入１００μＬ血清样本于孔内，经室温静置 ２０ｍｉｎ后观察结
果。根据试剂盒说明书，待检测区与对照组出现两条紫红色条

带提示为阳性，仅对照区出现一条紫红色条带提示为阴性。

ＣＬＩＡ法：采用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ＣＨＥＭＣ
ＬＩＮ６０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按仪器说明书放置配套试剂与标
本，标本测试按仪器设定的程序进行，临界值 ＝阴性对照品发
光值（ＲＬＵ）的平均值×２１，样品ＲＬＵ值不低于临界值为阳性，
否则为阴性。ＴＰＰＡ试验：采用日本富士株式会社产品生产的
ＴＰＰＡ试剂盒，室温下，在 Ｕ型板上用稀释液将血清稀释，分别
加入未致敏、致敏的明胶颗粒，孵育２ｈ观察结果，检测过程中严
格按仪器说明书进行规范操作［４］。

１３　统计学处理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数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则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种检测方法检测阳性率情况比较

本次研究中，ＣＬＩＡ法检测的阳性率最高，为９５８％，明显
优于其他两种检测法的阳性率９４２％和８３３％，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ＴＰＰＡ法、ＣＬＩＡ法及胶体金法在阴性组检测
出阳性率分别为１７％、７５％及１１７％，ＴＰＰＡ法的假阳性率明
显低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１。

表１　三种检测方法检测阳性率的比较

分型 例数 ＴＰＰＡ ＣＬＩＡ 胶体金法

Ⅰ期 ４２ ４０（９５２） ３７（８８１） ３２（７６２）

Ⅱ期 ７８ ７３（９３６） ７８（１０００） ６８（８７２）

总计 １２０ １１３（９４２） １１５（９５８） １００（８３３）

２２　三种检测方法灵敏度和特异性情况比较
本次研究中，三种检测方法中胶体金法检测的特异性

８８３％和灵敏度７１８％明显低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三种检测方法与ＦＴＡ－ＡＢＳ检测结果比较

ＦＴＡ－ＡＢＳ
ＴＰＰＡ法

＋ －

ＣＬＩＡ法

＋ －

胶体金法

＋ －

＋ １１１（９２５） ９（７５） １０６（８８３） １４（１１７） ８６（７１８） ３４（２８２）

－ ２（１７） １１８（９８３） ９（７５） １１１（９２５） １４（１１７） １０６（８８３）

表３　三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比较

ＴＰＰＡ法 ＣＬＩＡ法 胶体金法

特异性 ９８３％（１１８／１２０） ９２５％（１１１／１２０） ８８３％（１０６／１２０）

灵敏度 ９２５％（１１１／１２０） ８８３％（１０６／１２０） ７１８％（８６／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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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临床中的性传播疾病，患病后病

程较漫长，早期侵犯患者生殖器和皮肤，晚期则累及全身各器

官，危害性极大，已引起多方面的重视［５－７］。临床研究显

示［８，９］，人体感染梅毒后，体内会产生两种抗体：特异性抗体和

非特异性抗体。而特异性抗体在感染两周后即可出现，但非特

异性抗体感染４～５周后才能检测出来。
目前，血清学检测是临床诊断梅毒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在

梅毒的诊断、治疗及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０－１２］。因

此，选择敏感性、特异性高的检测方法有助于梅毒的诊治。临

床实验室常用来检测梅毒螺旋体感染的血清学方法有 ＣＬＩＡ、
ＴＰＰＡ和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试验等。ＴＰＰＡ主要针对梅毒
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方法，检测原理为将纯化的致病

性梅毒的菌株成分作为抗原，这种抗原包裹住人工载体明胶颗

粒后通过抗原抗体反应，对血清中相对应的抗体进行检

测［１３，１４］。胶体金实验检验法是采用免疫层析式双抗原夹心法

的原理，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进行测定。ＣＬＩＡ法使用多种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蛋白抗原对固相抗原进行制备，标记抗原采

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相同蛋白，与梅毒螺旋抗体形成双抗

原夹心。洗涤后，将化学发光底物液加入，对发光强度进行测

定，判断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是否存在［１５，１６］。本研究中，三

种检测方法中胶体金法检测的特异性（８８３％）和灵敏度
（７１８％）明显低于其他两种检测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ＣＬＩＡ和ＴＰＰＡ阳性检出率间比较无明显差异。因
此，在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时，ＣＬＩＡ和 ＴＰＰＡ优于胶体金法。
且ＴＰＰＡ法对检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是梅毒诊断的
首选方法，且在梅毒各个阶段均有较高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但

ＴＰＰＡ法操作较繁琐、价格昂贵，不适合临床大规模的病例检
测。ＣＬＩＡ法是近些年较为流行的血清检测方法，是ＥＬＩＳＡ技术
的新发展，其特点是酶促增强发光信号，对发光信号时间有延

长作用，在克服传统方法光信号持续时间短的同时，保持发光

免疫分析的高灵敏性，但其假阳性较高，本次研究中 ＣＬＩＡ在阴
性组中的假阳性率较高，为７５％。故 ＣＬＩＡ法检测操作简便，
易于自动化，重复性好，且结果判断客观，适合大量样本检测，

但检测阳性结果最好采用ＴＰＰＡ法进行复检。而胶体金法灵敏
度和特异性均较低，故不适合临床对梅毒的诊断，但可采用该

方法对梅毒病情进行观察，以便判断治疗的效果，还可以检测

复发的情况［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三种检测方法中，ＴＰＰＡ法检测梅毒螺旋抗体的
阳性率高、假阳性率低、特异性和灵敏度均较高，综合效果最

好；而ＣＬＩＡ阳性率最高，但其容易出现假阳性；胶体金试验的
假阴性和假阳性均较多，临床可作为辅助检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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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ｎａｎｔｃｏａ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０９，９３（１）：１１－１６．

［１１］　ＣｈｅｎＤ，ＷａｎｇＪＪ，ＬｉＤＨ，ｅｔａｌ．Ｆｉｌｍｂｕｌｋ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ｅｔ

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４７（２１）：１１６９－１１７０．

［１２］　ＦｅｎｇＰＣＨ，ＪｉｎｎｅｍａｎＫ，ＳｃｈｅｕｔｚＦ，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ＣＲａｎｄｓｅ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ｓｈｉｇａｔｏｘｉｎｓｕｂ

ｔｙｐ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７７（１８）：６６９９

－６７０２．

［１３］　李宇，娄金丽，冯霞，等．血清及脑脊液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ＲＰＲ检

测在神经梅毒的诊断价值及相关性．北京医学，２０１５，３７（１２）：

１１４９－１１５１．

［１４］　黄彩英，辛颖，车欣等．胶体金法和ＴＰＰＡ法检测血清梅毒抗体的

比较与分析．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２０１４，２１（４）：４５０－４５２．

［１５］　张莹，朴昌玉，孙彦杰，等．ＣＬＩＡ、ＥＬＩＳＡ与ＴＰＰＡ在梅毒螺旋体特

异性抗体检测中的应用效果．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

子期刊），２０１６，１６（２４）：２５－２６．

［１６］　蒋郁青，谢志贤，方雯丹，等．国产试剂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

体抗体的临床评价．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４）：

３０７－３０９．

［１７］　朱建奎．ＲＰＲ、ＴＲＵＳＴ、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ＴＰＡｂ五项联合在检测梅毒

早期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８］　羊建，唐明霞．不同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４）：１５７９－１５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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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ＷＳ００８７）。
【第一作者简介】贾伟（１９９０－），男，检验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通讯作者】邹建文（１９６６－），男，主任技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ｗｅｎ＿
ｚｏｕ＠１６３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４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ＲＰＲ三种方法检测梅毒的灵敏度及特异
性对比
贾伟１　褚福禄１　张杰２　邹建文１△

１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医学检验部，济南 ２５００２１
２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皮肤科，济南 ２５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及梅毒血浆
的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等三种方法检测梅毒的灵敏度及特异性对比差异，为临床上挑选合适的梅毒
检测方法治疗梅毒提供有效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本院血液学中心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接受住
院治疗的６８例梅毒感染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同时采用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及 ＲＰＲ三种检测方法对患者血清标本
进行梅毒检测，并对三种梅毒检测方法准确率、特异性、灵敏度及方法之间统计分析进行评估。结果：研究

发现ＴＰＰＡ法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准确率显著高于 ＲＰＲ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４２，Ｐ＝００１６）。
ＴＰＰＡ法的特异性与灵敏度均比其他两种方法高，ＴＰＰＡ法的特异性与灵敏度高于 ＥＬＩＳＡ法，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５２，Ｐ＝００４１）。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特异性与灵敏度显著高于ＲＰＲ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３９３０，Ｐ＝００１２）。ＴＰＰＡ法与 ＥＬＩＳＡ法很接近，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６３１，Ｐ＝０８４６）。
ＴＰＰＡ法、ＥＬＩＳＡ法与ＲＰＲ法差异较大，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２５２，Ｐ＝０００１；χ２＝１０７６２，Ｐ＝
０００２）。结论：ＴＰＰＡ检测方法对于梅毒诊断具有快速、有效、特异性高及灵敏度高的效果，可用于确诊梅毒
感染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ＲＰＲ；梅毒；灵敏度；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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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梅毒是由苍白（梅毒）螺旋体引起的系统性、慢性的性传播
疾病，主要通过性途径和血液途径传播。近年来国内外的发病

率逐渐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患者

存在着严峻的生存考验［１］。其临床症状复杂多样，病因多样

化，病情易隐藏难以发现，临床病症主要包括身体多部位硬下

疳、皮肤梅毒疹、骨关节炎症、头痛发热、脑膜炎、心血管病变及

神经损伤等，最终降低患者的免疫抵抗力、生活质量及存活

率［２］。早期确诊和控制梅毒已经成为了医疗卫生组织亟待解

决的重大项目［３］。因此探索出一种既能大批量筛查样本又能

协助临床诊治的梅毒检测方法对于控制和诊治梅毒具有重要

的作用。随着临床检测方法的日益发展，临床上证实血液学检

测是目前梅毒检测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主

要包括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ＥＬＩＳＡ）及梅毒血浆的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不同
检测梅毒的灵敏度与特异性高低决定了梅毒检测的正确

率［４，５］。为了探讨出更为理想的梅毒检测方法，本研究进行ＴＰ
ＰＡ、ＥＬＩＳＡ、ＲＰＲ三种方法检测梅毒的灵敏度及特异性的对比分
析。具体研究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择本院血液学中心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接受住院治疗的６８例梅毒感染患者作为观察对象，男性３３
例，女性３５例，患者年龄分布为２０～５０周，平均（３４４±７８）
岁。在征求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之后对其梅毒检测进行回顾

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且所有患者均严格经过临床常

规检查等按照梅毒诊断标准筛选［６］。入院后完善患者的体格

检查、精神状态、血液学检测及常规检查等方面信息情况，对患

者病理症状与体征、心肝肺肾功能、梅毒检测方案及随访结果

等方面详细信息进行记录。经过统计学处理，患者的平均胎

龄、病情程度、体质、意识清晰度及医生操作技术水平等方面基

线资料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研究性。初
步诊断之后，收集患者手术前或输血前的血清标本６８例。
１２　检测方法　

同时采用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及ＲＰＲ三种检测方法对６８例患者
血清标本进行梅毒检测，若其中任何一种试剂出现阳性检测结

果，则均用检出阳性的试剂进行双孔复试，如果出现一孔或者

两孔阳性均评为阳性。其中酶标仪为Ｔｅｃａｎ酶标仪，ＴＰＰＡ试剂
盒购买于日本富士株式会社，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于北京万泰生物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ＲＰＲ试剂盒购买于上海科华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检测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样本

均采用盲法控制［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患者资料录入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中进行数据记录与整理，

并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调查数据统计，其中统计数据
结果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运用 ｔ检验方法进
行组间指标比较，多个样本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代表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准确率对比

对６８例梅毒患者血清样本进行梅毒检测分析比对，发现
ＴＰＰＡ法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准确率均比较高，且之间无统计学
差异（χ２＝１５５７，Ｐ＝０８２４）。但ＴＰＰＡ法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准
确率显著高于ＲＰＲ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４２，Ｐ＝
００１６）。见表１。

表１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准确率比较

例数 阳性 阴性 准确率

ＴＰＰＡ ６８ ６７ １ ９８５３

ＥＬＩＳＡ ６８ ６４ ４ ９４１２

ＲＰＲ ６８ ４６ ２２ ６７６５

χ２ ４９７２ ３６８８ ３９４２

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注：ＴＰＰＡ法与ＥＬＩＳＡ法指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表中差异比较是与
ＲＰＲ法对比结果

２２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特异性与灵敏度对比
对６８例梅毒患者血清样本进行梅毒检测分析比对，发现

ＴＰＰＡ法的特异性与灵敏度均比其他两种方法高，ＴＰＰＡ法的特
异性与灵敏度高于 ＥＬＩＳＡ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２５２，Ｐ＝００４１）。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特异性与灵敏度显著高于
ＲＰＲ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３０，Ｐ＝００１２）。见表２。

表２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特异性与灵敏度比较

例数 特异性（阳性／阴性） 灵敏度（阳性／阴性）

ＴＰＰＡ ６８ １００．００％（６８／０） ９７０６％（６６／２）

ＥＬＩＳＡ ６８ ９５５９％（６５／３） ９５５９％（６５／３）

ＲＰＲ ６８ ７７９４％（５３／１５） ７６４７％（５２／１６）

２３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之间配对统计分析
对三种梅毒检测方法之间进行配对统计学分析，发现ＴＰＰＡ

法与ＥＬＩＳＡ法很接近，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６３１，Ｐ＝
０８４６）。ＴＰＰＡ法、ＥＬＩＳＡ法与ＲＰＲ法差异较大，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２５２，Ｐ＝０００１；χ２＝１０７６２，Ｐ＝０００２）。见
表３。

表３　三种梅毒检测方法之间配对统计分析

χ２ Ｐ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 ０６３１ ０８４６

ＥＬＩＳＡ／ＲＰＲ １０７６２ ０００２

ＲＰＲ／ＴＰＰＡ １４２５２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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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梅毒的发病率呈日益升高的趋势，早期梅毒具有较强

的传染性，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８］。梅毒感染

患者的血清学反应复杂多样，可以产生梅毒特异性抗体和非梅

毒螺旋体抗体，前者在患者感染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均可检出，

后者在梅毒感染活动期可以检出，但治疗后会迅速降低［９，１０］。

因此选用合适的检测方法对早期梅毒感染进行诊断与治疗对

于患者的健康十分关键。目前临床上主要推广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
ＲＰＲ三种最为快捷有效的梅毒检测方法，其中 ＴＰＰＡ主要是确
认性检测，是目前临床上梅毒确诊的关键技术，其特异性和灵

敏度极高，但是该方法操作复杂繁琐，检测成本较高，无法形成

自动化检测流程［１１，１２］。且无法判定临床疗效，因为患者一旦感

染梅毒经过治疗后仍可以检测出特异性抗体阳性，因而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ＴＰＰＡ检测方法在临床上的应用［１３］。ＥＬＩＳＡ检测法
是利用酶系统，提高梅毒检测的灵敏度，可以快速地检测出感

染梅毒后产生的特异性抗体，操作简单，认为误差小，便于检测

结果资料保存，也可以最早时间检测出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１４］。不

过与ＴＰＰＡ检测方法一样，ＥＬＩＳＡ法也只能检测患者是否感染
过梅毒，但不能证实梅毒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并不能判定疗

效［１５，１６］。ＲＰＲ检测法是用于检测人体感染梅毒之后产生的抗
心磷脂抗体，可以检测出抗体的滴度，其滴度与临床治疗进度

成正比关系，故而ＲＰＲ检测法可以检测临床疗效，廉价便利，适
用于梅毒复发、疗效、随访等方面的检测，但是其特异性与灵敏

度远低于ＴＰＰＡ和ＥＬＩＳＡ两种检测方法，对于患者出现抗体延
迟产生时往往会发生漏诊的现象，导致检测的准确率降低，不

利于用药早期治疗的梅毒感染患者［１７］。

本研究对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ＲＰＲ三种梅毒检测方法的特异性
与灵敏度进行分析，发现 ＴＰＰＡ法和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准确率均
比较高，但 ＴＰＰＡ法和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准确率显著高于 ＲＰＲ
法。ＴＰＰＡ法的特异性与灵敏度均比其他两种方法高，ＴＰＰＡ法
的特异性与灵敏度高于 ＥＬＩＳＡ法，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的特异性与灵
敏度显著高于ＲＰＲ法。ＴＰＰＡ法与 ＥＬＩＳＡ法很接近，ＴＰＰＡ法、
ＥＬＩＳＡ法与ＲＰＲ法差异较大。由此可见，为了确保梅毒检测的
准确真实性，可以考虑先用特异性的方法进行检测，如果结果

为阳性则在选用非特异性方法检查一次，这样利于准确高效地

梅毒感染确诊，排除假阳性。也可以避免大批量样本进行复杂

繁琐的检测流程，出现假阳性，不利于检测资料保存［１８］。因此，

不同的梅毒检测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需要根据检测目的、

样本数量、梅毒感染程度与时期等方面综合考虑采用哪种检测

方法，或者可以选用两种方法联合使用的检测方式，为梅毒检

测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综上所述，对于梅毒感染患者采用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及 ＲＰＲ三
种方法均具有较好的检测效果，综合评估证实 ＴＰＰＡ检测方法
的特异性与灵敏度最高，更有利于对患者梅毒感染的诊断与治

疗，可作为临床上推广的一种新型梅毒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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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地嗪联合氧氟沙星对淋病患者症状改善的影响
作用分析
何金１　张炼１△　江阳２

１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皮肤科，重庆 ４０５４００
２重庆市中医院皮肤科，重庆 ４０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头孢地嗪联合氧氟沙星对淋病患者症状改善的影响作用分析。方法：选取自 ２０１４年
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淋病患者１１８例实施研究。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将１１８例患者分成观
察组以及对照组各５９例，为对照组患者给予头孢地嗪治疗，为观察组患者给予头孢地嗪以及氧氟沙星的联
合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疗效、复发情况、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 Ｈｓ－ＣＲＰ），以及用药
后的不良反应情况。结果：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是９６６１％，与对照组的８４７５％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是０，与对照组的１４８１％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 ＴＮＦ－α、ＩＬ－１０
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各自治疗前，且观察组治疗后的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是６７８％，与对照组的１１８６％相比，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结论：头孢地嗪与氧氟沙星联合治疗淋病，具有较好的疗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安全
性较高，值得给予推荐。

【关键词】　头孢地嗪；氧氟沙星；淋病；症状改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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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性传播疾病，通常发病于性活跃的
年轻人群，主要由淋球菌感染导致，临床典型症状为泌尿以及

生殖系统发生化脓性感染。临床研究证实，淋病会对眼睛、眼

部以及直肠、盆腔等器官和组织等造成侵犯，并以血行播散式

进行感染，对患者和他人健康造成严重威胁［１］。通过对淋病整

体流行趋势进行研究发现，淋病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均呈上升

趋势，虽然目前发达国家该病发病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对

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淋病病例仍不断增多，我国近几年该

病新增患者人数也不断上升，淋病发病率仍为我国性病第一

位，因此，有关淋病的临床治疗工作值得高度关注。目前我国

所流行的淋病菌株对青霉素以及四环素等呈耐药现象，临床不

推荐使用。有学者提出，淋球菌通常对头孢地嗪较敏感，且氧

氟沙星对淋病疗效较显著，可考虑联合应用［２］。本文通过研究

分析头孢地嗪联合氧氟沙星对淋病患者症状改善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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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新型用药方案选择。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自 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重庆开县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淋病患者１１８例实施研究。男８４例，女３４例；年
龄２１～５４岁，平均（３８２４±１１７）岁。入选标准：（１）初次就诊
的患者；（２）符合淋病症状，且经淋球菌涂片及培养确诊；（３）年
龄＞２０岁；（４）患者或家属对本次研究均已签字知情同意。排
除标准：（１）其他种类的性病；（２）存在恶性肿瘤或血液类疾病；
（３）病历资料数据缺失者。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将１１８例患者分
成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各５９例，观察组中有男４１例，女１８例；年
龄２１～５１岁，平均（３７８２±１１３）岁；病程７～２２ｄ，平均（１２３０
±１５７）ｄ。对照组中有男４３例，女１６例；年龄２３～５４岁，平均
（３７６９±１２５）岁；病程８～２２ｄ，平均（１２３４±１５２）ｄ。两组患
者在上述数据资料方面进行对比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本
次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论证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给予头孢地嗪（山东鲁抗药业公司，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１００４３），剂量为１ｇ／ｄ，肌注。观察组基于此方案另给予
患者氧氟沙星（第一三共制药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１０６），剂
量为０２ｇ，２次／ｄ。两组共治疗７ｄ，完成治疗后为患者复查淋
球菌的培养结果。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疗效，复发情况，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

（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以及用药后的不良反应情况。
其中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的检测利用患者外周静脉血
进行，为血液标本离心之后取其上清液检测，相关试剂均产自

深圳的晶美公司。

１４　效果评价［３，４］

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在完成治疗后７ｄ已基本消失，
且细菌涂片呈阴性，尿常规检查也呈阴性；有效：患者临床症状

和体征在完成治疗后有所缓解，ＷＢＣ＜４个／ＨＰ，存在自觉症
状，尿涂片Ｇ－双球菌为阴性；无效：未达到治愈及有效的标准
者。将治愈及有效者的比例计算患者的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分析，计数数据的比较实施 χ２检

验，计量数据以（珋ｘ±ｓ）表示，实施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是９６６１％，与对照组的８４７５％相比，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

组名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９ ４２（７１１９） １５（２５４２） ２（３３９） ５７（９６６１）

对照组 ５９ ３２（５４２４） １８（３０５１） ９（１５２５） ５０（８４７５）

χ２ ３６２４ ０３７９ ４９１２ ４９１２

Ｐ ００５７ ０５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２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对比
随诊 ６个月，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是 ０，与对照组的

１４８１％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对比

组名 例数 随诊例数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５９ ５６ ０ ５６ ０

对照组 ５９ ５４ ８ ４６ １４８１

χ２ ８９４７

Ｐ ０００３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对比
两组治疗前的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
水平均显著低于各自治疗前，且观察组治疗后的ＴＮＦ－α、ＩＬ－１０
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对比

组名 例数
ＴＮＦ－α（μ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９ １８８±０２１ １０７±０１４ ２２０３±３１２ １６１８±２３５ ６８７±０８１ ３４７±０５２

对照组 ５９ １８９±０１６ １４２±０２０ ２１９４±２８７ １８８３±２１９ ６８９±０７４ ４８９±０４０

χ２ ０２９１ １１０１２ ０１６３ ６３３７ ０１４０ １６６２６

Ｐ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８９ 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对比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是 ６７８％，与对照组的

１１８６％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对比

组名 例数 恶心 头晕 头痛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５９ １（１６９） ２（３３９） １（１６９） ４（６７８）

对照组 ５９ ２（３３９） ３（５０８） ２（３３９） ７（１１８６）

χ２ ０３４２ ０２０９ ０３４２ ０９０２

Ｐ ０５５９ ０６４８ ０５５９ ０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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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淋球菌为淋病病原体，为嗜二氧化碳类型需氧菌，其呈蚕豆

形态，通常为成对排列，其革兰氏染色结果为阴性并呈粉红色。

人类为淋球菌唯一寄生宿主，因此，淋病患者可以作为唯一感染

源。当淋球菌离开人体后，其本身抵抗力非常差，在干燥以及高

热等环境内均极易死亡。以往临床治疗该病通常应用青霉素药

物，但受到淋球菌耐药机制以及抗生素滥用等因素影响，我国淋

球菌流行菌株已普遍呈现对青霉素以及四环素的耐药现象，增大

淋病临床治疗难度［５］。通过对淋球菌耐药性进行相关研究发

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淋球菌能够经质粒的介导作用生成β－内酰
胺酶，进而使青霉素中β－内酰胺环结构被裂解，是青霉素等药
物丧失抗菌作用。同时，由于淋球菌自身染色体发生突变而产生

的耐药型菌株，其细胞壁通透能力发生变化，对青霉素药物的耐

受能力增大，起到抗药效果。目前我国常见的淋球菌类型通常对

头孢三嗪以及氧氟沙星较敏感，本文将二者联合治疗淋病，并观

察其疗效，旨在为淋病治疗提供可靠建议。

本文经研究发现，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和复发率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 Ｇｒｏｖ等［６，７］报道一致，提示观察组

使用头孢地嗪与氧氟沙星联用，能够明显提升临床疗效，还可较

好地减少复发。而在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方面，两组治疗后的

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各自治疗前，且观
察组治疗后的ＴＮＦ－α、ＩＬ－１０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表明观察组用药方案对患者机体内细胞因子水
平也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分析原因，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头孢地

嗪属于头孢半合成式第三代药物，具有广谱抗菌的特点。该药对

革兰阳性以及阴性菌等均起到抗菌作用，同时对 β内酰胺酶非
常稳定，且对头孢菌素酶以及青霉素酶等也同样十分稳定。临床

认为头孢地嗪不但可以起到强力抗菌效果，而且还可对机体免疫

机能产生调节作用，毒副作用非常小，十分适用于治疗各类敏感

菌所导致的感染性炎症，其中就包含淋病。应用头孢地嗪治疗淋

病，药物可迅速达到血药浓度峰值，该药和淋球菌内负责生成细

胞壁的蛋白间存在高亲和力，进而起到抗菌效果［８］。同时，由于

该药未被广泛性应用，淋球菌对其耐药性较低，杀菌效果明显。

此外，头孢地嗪可以增强淋病患者机体免疫应答，并激活其体内

巨噬细胞，提升其吞噬能力以及杀菌效果。氧氟沙星为喹诺酮类

型第三代抗菌药物，该药对于需氧型革兰阴性菌起到高效抗菌作

用，因此其可对淋球菌产生十分强杀伤效果，十分适于治疗淋病，

且疗效满意［９－１１］。同时，该药吸收性好，生物利用度能够达到

９５％甚至１００％，且不易受到食物影响。此外，该药具有高组织穿
透性，于吸收后可以广泛分布于机体各组织以及体液中，且通常

情况下其在组织内浓度会超于血药浓度，并保持有效水平，对其

他组织出现散播性感染的患者同样起到良好治疗效果，利于疾病

治疗［１２－１４］。本文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是６７８％，与
对照组的１１８６％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这表明联合用
药治疗安全可靠，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国外Ｔａｎｋｓｌｅｙ等［１５－１８］也

报道证实，将头孢地嗪与氧氟沙星进行联合治疗，有助于促进疗

效的增加，而且安全性较好，对患者的康复预后具有较大的利好

作用。

综上所述，头孢地嗪与氧氟沙星联合治疗淋病具有较好的疗

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安全性较高，值得给予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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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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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和干扰素联合中药薰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的疗
效观察
聂俊军１　付曼妮２△

１黄石市第五医院药剂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微波和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干扰素联合中药薰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临床效果。
方法：研究对象为我院妇产科接诊的尖锐湿疣女性患者，时间范围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病例数１１０
例。所有病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治疗组、普通治疗组。普通治疗组采用微波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进
行治疗。观察治疗组在普通治疗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中药薰洗。观察指标为：两组患者的有效率统计、复

发情况统计以及治疗后不良反应统计。结果：接受治疗后，有效率情况为：观察治疗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９２７２％）明显高于普通治疗组的总有效率（７６３６％），两组数据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复发率情况
为：观察治疗组的复发率为７２７％、普通治疗组的复发率为１８１８％，两组比较差异明显（Ｐ＜００５）。不良
反应发生率情况为：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微波和干扰素联合中药
薰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优势显著，疗效方面和安全性方面都优于微波和干扰素治疗，并且治疗后复发率明

显降低，它可以作为治疗尖锐湿疣的一种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尖锐湿疣；微波；干扰素；中药熏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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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是一种性传播疾病，
发病原因是患者感染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从而导致生殖器周
围皮肤黏膜产生疣状增生［１］，在性传播疾病中最为常见，发病

率仅次于淋病位居第二。该病潜伏期存在个体差异，短则３周，
长则可达８个月，该病的隐蔽性强，往往患者在发病初期无任何
不适，当患者出现瘙痒、压迫感及性交痛等临床症状时，该病已

经到了严重阶段，病灶数量已很多［２］。目前治疗尖锐湿疣的方

法很多，且均有一定疗效，但复发率高，单独使用尚不能根除

ＨＰＶ，不能解决亚临床感染问题。复发率高且复发长期不愈者，
发生癌变的几率大大增高［３］。中药薰洗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方

法，它主要是中药材通过煎煮，然后对患病部位进行擦洗、浸

浴，该方法为药物的局部外用，疗效甚至优于内服患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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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笔者采用微波和干扰素联合中药薰
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１１０例，疗效满意且复发率低。现报告
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１１０例病例均是在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
７月就诊的尖锐湿疣女性患者，参照《临床皮肤病学》［４］中有关
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１）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
（２）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疾病、心脏疾病及其他内科合并症者；
（３）药物过敏者；（４）患者处于妊娠、哺乳阶段。所有患者签署
知情同意书后，且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观察治疗组和普通治疗组，两组病例数各５５例，观察治
疗组和普通治疗组在患者年龄、病程、临床症状、湿疣形态等方

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观察治疗组（ｎ＝５５） 普通治疗组（ｎ＝５５） Ｐ

年龄（岁） ３１１５±４０９ ３２０９±３８９ ０２６１

病程（月）

临床症状（ｎ，％）
　外阴瘙痒
　白带增多
　外阴疼痛
　其他
湿疣形态

　结节状
　斑块状
　丘疹状
　鸡冠状
　其他

２４５±０９９

２０（３６４）
１４（２５５）
９（１６４）
１２（２１８）

２２（４００）
９（１６４）
１３（２３６）
５（９１）
６（１０９）

２３８±１０２

２２（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１９（３４５）
１１（２００）
１０（１８２）
７（１２７）
８（１４５）

０４２３

０５３２
０４３２
０８７６
０８２１

０５４３
０４６８
０５１５
０６０３
０５０９

１２　方法
普通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具体为微波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治疗。微波治疗方法为：对发病部位进行消毒、麻醉，将
微波治疗仪（徐州瑞康医学仪器厂）输出功率调为４０Ｗ，操作时
必须将探头插入湿疣增生的基底部位，使病变部位凝固、止血、

烧灼，当病变部位变白或脱落时停止微波，然后进行醋酸白试

验。干扰素治疗方法为：湿疣增生局部注射重组人干扰素 α－
２ｂ（海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１００万国际单位／支，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４００２８）１００Ｕ，使用频率为１次／ｄ。观察治疗组在普通治疗
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中药薰洗。中药处方为：板蓝根５５ｇ、柴
胡２５ｇ、紫草３５ｇ、野菊花５５ｇ、黄柏３５ｇ、苦参３５ｇ、制香附２５ｇ、大
青叶 ３５ｇ、木贼 ２５ｇ、薏苡仁 ５５ｇ。按照处方配置药材，加水
２５００ｍＬ浸泡２０ｍｉｎ左右，将其煎至１５００ｍＬ，冷却至６０～８０℃后
即刻在患处进行薰洗、浸浴。早晚各１次，４周为１个疗程，治
疗期间严格禁止性生活。治疗１个疗程后患者随访观察８个
月，用醋酸白试验检测是否复发。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患者的治疗临床疗效、随访８个月的复发率等指

标，并记录病患在治疗及随访期间所有的不良反应及其他身体

不适状况。

１４　疗效评定
分为痊愈、显效、好转、无效四类。具体评价标准为：痊愈：

患者湿疣增生及不适消失，采用醋酸白试验结果提示为阴性，患

者预后８个月以内未再复发；显效：患者不适完全消失，皮损部
位至少７０％恢复，连续３个月醋酸白试验结果提示为阴性；好
转：患者不适明显好转，皮损部位至少５０％恢复，１个月醋酸白
试验结果提示为阴性；无效：患者湿疣增生及不适无改善，醋酸

白试验结果提示为阳性。评定为“痊愈”和“显效”两个级别表

示治疗有效，统计各组有效病例数，计算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则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治疗组治疗情况为：判定为痊愈的患者共 ２８例占
５０９％，判定为显效的患者共２３例占４１８１％，判定为好转的患
者共３例占５４５％，判定为无效的患者１例占１８２％，总有效
率为为９２７２％。普通治疗组治疗情况为：判定为痊愈的患者
共２３例占４１８１％，判定为显效的患者共１９例占３４５５％，判
定为好转的患者共９例占１６３６％，判定为无效的患者４例占
７２７％，总有效率为为７６３６％。观察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普通治疗组总有效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普通治疗组 ５５ ２３（４１８１） １９（３４５５） ９（１６３６） ４（７２７） ４２（７６３６）

观察治疗组 ５５ ２８（５０９０） ２３（４１８１） ３（５４５） １（１８２） ５１（９２７２）△

　　注：与普通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治疗组患者治疗后１个月、３个月、８个月后复发例数

分别为１例、３例、０例，总复发率为７２７％；普通治疗组患者治
疗后１个月、３个月、８个月后复发例数分别为２例、７例、１例，
总复发率为１８１８％。治疗后，观察治疗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
低于普通治疗组的复发率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复发

１个月后 ３个月后 ８个月后
复发率

普通治疗组 ５５ ２（３６４） ７（１２７３） １（１８２） １０（１８１８）

观察治疗组 ５５ １（１８２） ３（５４５） ０　　　 ４（７２７）△

　　注：与普通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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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病患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微波治疗后偶有轻微局

部疼痛和局部瘙痒，还有病例低热、关节酸痛等流感病毒感染

症状，针对这些不良反应，没有做任何处理，症状消失，没有对

本次研究产生影响。观察治疗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普

通治疗组患者比较，没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局部疼痛 局部瘙痒 乏力、肌肉酸痛 头晕、发热 合计

普通治疗组 ５５ ２（３６４） １（１８２） ０ 　　 ２（３６４） ５（９０９）

观察治疗组 ５５ ２（３６４） ３（５４５） ２（３６４） ０ 　　 ７（１２７２）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不洁性交感染。它是一种

仅局限于患处，而不进入循环系统的疾病，因患处潮湿且常有

尖刺状赘生物而得名［５］。研究发现，１６～２４岁的女性是该病的
好发人群［６］。该病最主要的临床特点表现为湿疣增生数量多

且分散，更严重的是它可以引起感染、癌变等一系列疾病，对患

者影响较大［７］。因此，该病一经发现，应立即进行正规的治疗。

本研究的基础治疗为微波和干扰素联合治疗。微波属于

高频电磁波，该方法通过非接触的高温方式，对病变部位的凝

固、止血、烧灼，最终达到清除湿疣增的目的［８］；除此之外，微波

治疗还可以达到消炎止痛的目的，其原理为该治疗手段能促进

病变部位血液循环、降低组织兴奋性［９－１１］。该方法治疗尖锐湿

疣具有操作简便、安全无疤痕、病人痛苦少的优点。重组人干

扰素α－２ｂ是一种广谱的抗病毒药物，它的作用机制为作用于
细胞表面受体使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１２］。国内有很多研究报

道［１３，１４］，干扰素对于尖锐湿疣的治疗效果满意，治疗后的复发

率减少［１５］。

尖锐湿疣属中医“阴疮”、“日臊瘊”的范畴，主要病因为患

者免疫力低下、气血瘀滞，湿毒内盛，加上房事不洁，湿热蕴结

于阴部所致。中医在治疗上应祛邪解毒，活血化瘀，清湿热杀

虫。本院自拟消疣方中，黄柏、苦参有清热燥湿、解毒之功效；

制香附有疏肝理气、调经止痛之功效；木贼、板蓝根有疏散风

热、凉血消肿之功效；薏苡仁有健脾渗湿、除痹止泻之功效［１６］；

柴胡、大青叶有透表泄热、疏肝解郁之功效［１７］；板蓝根、大青叶、

野菊花有清热凉血、解毒消痈之功效；紫草有凉血活血、消瘀散

结之功效；此外，板蓝根、大青叶、薏苡仁、苦参还有抗病毒之功

效［１８］，这为本院自拟中药处方提供了药理学依据，板蓝根、柴

胡、紫草、野菊花、黄柏、苦参、制香附、大青叶、木贼、薏苡仁合

用对患处进行薰洗、浸浴，药物能直接作用于病灶，治疗尖锐湿

疣起到活血化瘀，驱邪解毒的功效。

本研究中，笔者采用微波和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中药
薰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观察其临床效果、复发率及相关的不

良反应。普通治疗组采用微波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进行
治疗。观察治疗组在普通治疗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中药薰

洗。接受治疗后，有效率情况为：观察治疗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９２７２％）明显高于普通治疗组的总有效率（７６３６％），两组数
据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复发率情况为：观察治疗组的复
发率为７２７％、普通治疗组的复发率为１８１８％，两组比较差异
明显（Ｐ＜００５）。不良反应发生率情况为：两组患者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微波和干扰素联合中药
薰洗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优势显著，疗效方面和安全性方面都优

于微波和干扰素治疗，并且治疗后复发率明显降低，它可以作

为治疗尖锐湿疣的一种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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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沈艳（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的
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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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多糖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对尖锐湿疣患者
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及血清 Ｐ物质的影响
沈艳１　吴成１　汪方玲１　胡秀玲２

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皮肤科，湖北 随州 ４４１３００
２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血液透析中心，湖北 随州 ４４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卡介苗多糖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对尖锐湿疣（ＣＡ）患者 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
能及血清Ｐ物质（ＳＰ）的影响。方法：将７６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３８例，３１例完成，７例脱落）、
对照组（３８例，３４例完成，４例脱落），对照组给予ＣＯ２激光术 ＋他卡西醇软膏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卡介苗多糖核酸肌内注射（隔日１次），均持续用药３个月。评估临床疗效，检测白介素２（ＩＬ－２）、白介
素４（ＩＬ－４）、白介素６（ＩＬ－６）、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水平、Ｐ物质（ＳＰ）、神经生长
因子（ＮＧＦ）；随访 １２个月，记录两组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８７１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４７１％，复发率为１２９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５１６１％（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２、ＩＬ－６、ＩＬ－１２、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高于对照组，ＩＬ－４、ＴＮＦ－α、ＣＤ８＋、ＳＰ、ＮＧ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卡介苗多糖
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可通过调节Ｔ淋巴结细胞，改善Ｔｈ１／Ｔｈ２失衡，上调ＳＰ、ＮＧＦ，抑制尖锐湿疣患者ＣＯ２
激光术后复发。

【关键词】　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卡介苗多糖核酸；免疫功能；细胞因子；血清Ｐ物质；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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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性传
播疾病，发病率、复发率较高，顽固难治。临床症状以小面积湿

疹、红斑为主，随着病情发展，湿疹、红斑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化

脓、腐烂。ＣＯ２激光术是临床治疗尖锐湿疣的常用方式，但术后
复发率较高。他卡西醇具有抑制角质细胞形成的作用，在降低

复发率中有一定疗效。研究证明，细胞免疫功能、Ｐ物质（ＳＰ）
参与尖锐湿疣发展的各个阶段［１］。卡介苗多糖核酸属于多糖

核酸类物质，具有增加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作用，在预防尖

锐湿疣复发中疗效确切。目前，临床鲜有关于卡介苗多糖核酸

联合他卡西醇软膏治疗尖锐湿疣的报道。本研究分析了卡介

苗多糖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对尖锐湿疣患者ＣＯ２激光术后免
疫功能、细胞因子、Ｐ物质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医院门诊确诊的尖
锐湿疣患者７６例，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３８例。观察组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１８～６４岁，平均
（３０２９±４２６）岁；病程１个月～４年，平均（６２９±１５８）月；数
量２～１５个，平均（８１６±１９７）个。对照组中，男性２４例，女性
１４例，年龄１６～６１岁，平均（２９４５±４１２）岁；病程２个月 ～５
年，平均（７５６±１８４）月；数量 ２～１６个，平均（９０４±１２２）
个。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皮损数量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排除及脱落标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实用皮肤学》［２］中拟定的尖锐湿疣相
关诊断标准，经醋酸白实验为阳性，组织病理确诊；（２）入组前２
个月未接受免疫制剂、免疫调节剂治疗；（３）男性皮损位于阴茎
头、包皮等部位，女性皮损多位于阴道口、尿道口、大小阴唇等

部位；（４）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患者知情并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１）严重系统疾病、自身免疫力疾病；（２）ＣＯ２
激光术禁忌症；（３）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４）过敏体质；（５）严
重肝肾功能障碍；（６）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脱落标准：（１）因
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并发症无法继续参与研究；（２）
未按照规定用药；（３）因随访意识缺乏、交通不便等因素失访；
（４）患者主动撤回知情同意书。观察组７例脱落，３１例完成研
究；对照组４例脱落，３４例完成研究。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行ＣＯ２激光术＋他卡西醇软膏治疗。激光治疗仪由

上海复旦张江公司提供，最大输出功率为３００ｍＷ。局部消毒皮
损区域，行局麻，采用ＣＯ２激光气化疣体和醋酸白阳性区域的皮
肤黏膜组织，直至真皮浅层，术后涂抹复方新霉素软膏（北京双

吉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０６１２，批号：１０１２１７）预防感
染。术后１周取他卡西醇软膏［日本Ｔａｃａｌｃｉｔｏｌ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ａｌ
ｆａ），注册证号：Ｈ２００９０５７０，批号：０９０７０７］涂抹患处，若创面未愈
合先涂抹患处周围皮肤。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卡介苗

多糖核酸注射液（湖南斯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１９，批号：１４０７２２）肌注，１０ｍｇ／次，隔日用药１次。两组
均用药３个月。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以瘙痒、皮损面积、渗液改善情况评估疗效。痊愈：瘙痒、

渗液、皮损等基本消失；显效：瘙痒、渗液症状明显改善情况，皮

损面积缩小≥７０％；有效：瘙痒、渗液症状改善，皮损面积减少
５０％～６９％；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总有效率 ＝（痊愈 ＋显效
＋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观察指标

标本采集及检测：治疗前后均行空腹静脉采血 ５ｍＬ，采
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７０℃低温下保存。采用用
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白介素２（ＩＬ－２）、白介素４（ＩＬ－４）、
白介素６（ＩＬ－６）、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
α）水平、Ｐ物质（ＳＰ）、神经生长因子（ＮＧＦ），试剂盒有深圳晶美
生物科技公司提供。采用美国十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生产的

ＥＰＩＣＳ－ＸＬ型流式细胞仪测定Ｔ淋巴细胞亚群。
疗程结束后电话或门诊随访１２个月，记录两组患者复发

率。复发标准：原皮损失部位或周边２ｃｍ范围内出现新的皮损
或醋酸白实验阳性。

记录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用药反应。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表

示，采用χ２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
示，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８７１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６４７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ｎ（％）］

观察组（ｎ＝３１） １８ ５ ４ ４ ２７（８７１０）

对照组（ｎ＝３４） １２ ６ ４ １２ ２２（６４７１）

χ２ ４３８１

Ｐ ００３６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对比
两组治疗前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６、ＩＬ－１２、ＴＮＦ－α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ＩＬ－２、ＩＬ－６、ＩＬ－１２明显上升，ＩＬ
－４、ＴＮＦ－α明显下降，同组治疗前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对
照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８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对比

组别 观察时间 ＩＬ－２（ｐｇ／ｍＬ）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ＩＬ－１２（ｐｇ／ｍＬ） ＴＮＦ－α（ｎｇ／Ｌ）

观察组（ｎ＝３１） 治疗前 ２８５５±３５７ ２１０２±６９７ １１５８±２１４ ４０１６±１３２５ ２５２２６±３０６９

治疗后 ４３２６±５１６①② １００５±１６３５①② ２３６９±２７６①② ７１２６±１５８５①② ９２０２±３５２６①②

对照组（ｎ＝３４） 治疗前 ２９６４±３２６ ２２６９±６３５ １２０２±２０４ ３８５６±１２２６ ２５４２６±５４２６

治疗后 ３０２６±３１０ ２０１６±７５２ １３６９±１９６ ３９０１±１３６４ ２５０６９±３５１６

　　注：与治疗前对比，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②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对比
两组治疗前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显著上升，ＣＤ８＋显著

下降，同组治疗前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前后无差
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对比

组别 观察时间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ｎ＝３１） 治疗前 ３１５９±５２８ ２９２１±４９８ １０２±０３６

治疗后 ４０６９±４２８①② ２４０４±５７９①② １７０±０４６①②

对照组（ｎ＝３４） 治疗前 ３２５６±４１５ ３０６４±５２５ １０８±０３１

治疗后 ３２９７±３９７ ２９６４±４２６ １１１±０３５

　　注：与治疗前对比，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②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治疗前后ＳＰ、ＮＧＦ对比
两组治疗前ＳＰ、ＮＧＦ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

后ＳＰ、ＮＧＦ明显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对
照组治疗前后无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改
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ＳＰ、ＮＧＦ对比

组别 观察时间 ＳＰ（ｐｇ／ｍＬ） ＮＧＦ（ｐｇ／ｍＬ）

观察组（ｎ＝３１） 治疗前 ７１６３±９８４ １９４２６±４３３６

治疗后 ５８６４±８２６①② １１００６±３５１６①②

对照组（ｎ＝３４） 治疗前 ７３０５±１０２６ １９１２６±４５２８

治疗后 ７００６±９５７ １８５２５±４２９７

　　注：与治疗前对比，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②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治疗前后复发率对比
观察组复发率为１２９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５１６１％，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治疗前后复发率对比

组别 ０～３个月 ４～６个月 ７～１２个月总复发率［ｎ（％）］

观察组（ｎ＝３１） ０ １ ３ ４（１２９０）

对照组（ｎ＝３４） ２ ５ ９ １６（５１６１）

χ２ ８８８１

Ｐ ０００３

２６　两组不良用药反应对比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７２７％与对照组的１１７６％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两组不良用药反应对比

组别 头晕 皮疹 发热 恶心 总计［ｎ（％）］

观察组（ｎ＝３１） １ ２ ２ ４ ９（２７２７）

对照组（ｎ＝３４） ０ ３ １ ０ ４（１１７６）

χ２ ３０２２

Ｐ ００８２

*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ＨＰＶ感染的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反复发作，

治愈难度大。如何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一直是临床工作者关

注的重点。研究表明，尖锐湿疣复发与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亚群失衡
有关［４］。Ｔｈ１、Ｔｈ２是由ＣＤ４＋Ｔ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的两种，其
中Ｔｈ１产生ＩＬ－２、ＩＬ－１２等免疫细胞因子，提高 Ｔ细胞应答
力，增加细胞免疫反应；Ｔｈ２释放ＩＬ－４、ＩＬ－６、ＩＬ－１０等炎性细
胞因子，促使Ｔ细胞产生［５］。临床研究发现，ＩＬ－２属于Ｔ细胞
生长因子，可促使Ｔ细胞分化增值，提高细胞免疫能力［６］。ＩＬ－
１２细胞与自身抗体密切相关，促使ＮＫ细胞活化，诱导杀伤细胞
分化。有研究表明，ＩＬ－１２高水平在 ＩＬ－γ条件下适促使 Ｔｈ０
向Ｔｈ１分化，低水平在ＩＬ－４水平下促使Ｔｈ０向Ｔｈ２转化，导致
Ｔｈ１／Ｔｈ２失衡［７］。有文献报道，Ｔｈ１型细胞反应模式与机体对
ＨＰＶ的清除能力有关，Ｔｈ１在机体总占优势，对 ＨＰＶ病毒能力
会明显下降，增加疾病复发风险［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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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Ｔ淋巴细胞主要分泌ＣＤ４＋细胞和ＣＤ８＋细胞，两者
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维持机体正常免疫状态。ＣＤ４＋细胞激活机
体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增加机体免疫能力；ＣＤ８＋细胞主要发挥
机体免疫抑制作用，ＣＤ４＋／ＣＤ８＋可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有
文献指出，尖锐湿疣患者ＣＤ４＋／ＣＤ８＋值明显降低，推测ＣＤ４＋／
ＣＤ８＋降低直接参与尖锐湿疣发展中［９］。

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神经肽可直接参与白癜风、尖锐湿

疣、荨麻疹等慢性皮肤疾病发生中［１０，１１］。瘙痒是尖锐湿疣较为

常见的临床症状，与神经肽分泌造成组胺释放有关。ＳＰ属于神
经肽分泌介质，具有调节机体免疫的作用。有研究指出，ＳＰ细
胞上升使可促进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胺、ＳＰ，直接参与尖锐
湿疣发生、复发中［１２］。ＮＧＦ属于多肽性物质，对神经系统、免
疫、细胞增殖等均有作用，推测也参与尖锐湿疣发生中。

ＣＯ２激光术属于治疗尖锐湿疣的物理疗法，通过能量密度
高的光烧灼皮损部位，快速清除疣体，但治疗潜伏感染的效果

较差，复发率较高［１３］。他卡西醇软膏是临床尖锐湿疣的常用药

物，在疾病治疗中取得一定成效。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增殖依赖
ＫＣ的的异常增殖和分化，而尖锐湿疣对 ＫＣ增殖具有抑制作
用，可通过改善ＨＰＶ分期抑制其增殖，发挥治疗作用，但该药物
无法改善机体免疫力，停药后复发率仍较高。卡介菌多糖核酸

是从卡介苗中提取而来的含有多糖、核酸等活性免疫原生物，

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诱导干扰素、Ｔ淋巴细胞生成，
纠正Ｔｈ１／Ｔｈ２失衡，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疾病复发；提高巨噬
细胞对中性粒子细胞的活性，提高机体对 ＨＰＶ的清除能力，提
高ＣＯ２激光术治疗尖锐湿疣的效果

［１４］。刘桂珍等［１５］研究显

示，卡介菌多糖核酸在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中有积极作用。本

组研究中，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观察组Ｔ细胞亚群、细胞因子、ＳＰ、ＮＧＦ改善情况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朱永蒙
等［１６］研究一致。孙岩等［１７］研究表明卡介菌多糖核酸可通过降

低外周血嗜酸性细胞水平，改善免疫机制，预防尖锐湿疣复发。

李志锋等［１８］研究以ＣＯ２激光术＋咪喹莫特乳膏作为对照组，以
ＣＯ２激光术 ＋咪喹莫特乳膏 ＋介菌多糖核酸作为观察组，发现
观察组Ｔ淋巴细胞指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可降低疾病复
发率。

综上所述，卡介苗多糖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可通过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改善 Ｔｈ１／Ｔｈ２失衡症状，下调 ＳＰ水平，降低尖
锐湿疣患者ＣＯ２激光术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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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２９－
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薛晓芳（１９７０－），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的
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８

咪喹莫特联合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及复发情况
与局部 ＬＣ数量变化的相关性
薛晓芳１　周欣２

１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皮肤性病科，广州 ５１０７６０
２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皮肤性病科，广州 ５１００９５

【摘　要】　目的：探讨咪喹莫特联合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及复发情况与局部表皮郎格罕斯细胞
（ＬＣ）数量变化的相关性。方法：随机选取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皮肤科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
治的尖锐湿疣患者２００例，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咪喹莫特联合激光治疗组（联合治疗组，ｎ＝１００）
和咪喹莫特治疗组（单独治疗组，ｎ＝１００）两组，对两组患者的总疣体数、临床疗效、复发情况及局部 ＬＣ数
量、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联合治疗组患者的总疣体数均显著少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
总有效率９４０％（９４／１００）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的７６０％（７６／１００）（Ｐ＜００５），复发率１００％（１０／１００）显著
低于单独治疗组的２７０％（２７／１００）（Ｐ＜００５），并发症发生率 １８０％（１８／１００）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的
４５０％（４５／１００）（Ｐ＜００５），两组中治疗有效患者的局部 ＬＣ数量均显著多于复发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咪喹莫特联合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显著，复发率较低，与局部ＬＣ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　咪喹莫特联合激光；尖锐湿疣；疗效；复发情况；局部ＬＣ数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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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ｎ＝
１００）ａｎｄ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ｎ＝１０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ａｒ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ａ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９４０％，９４／１００）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７６．０％，
７６／１０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２７．０％，２７／１０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１８．０％，１８／１０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４５．０％，４５／１００）（Ｐ＜
００５）．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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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ｅｌａｐｓｅ；ＬｏｃａｌＬＣ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又称性病疣、尖圭湿疣，低危 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型是
其主要致病病毒，临床采用很多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如ＣＯ２激光
治疗、液氮冷冻治疗等，但是均具有较高的复发率［１］。咪喹莫

特属于一种新型免疫调节剂，在尖锐湿疣的治疗中，其外用制剂

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２］。本研究采用咪喹莫特联合激光

治疗尖锐湿疣，然后将其疗效及复发情况与单纯米奎模特相

比，并分析了复发与局部ＬＣ数量变化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皮肤科２０１０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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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２００例，所有患者均为初
发、多发，均符合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２０００年卫生部防疫司制
定）［３］，均有配偶感染史等，５％醋酸白试验均为阳性，均知情同
意；将伴有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前服用过免疫调

节药物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咪喹

莫特联合激光治疗组（联合治疗组，ｎ＝１００）和激光治疗组（单
独治疗组，ｎ＝１００）两组。联合治疗组患者中男性４０例，女性
６０例；年龄２１～５７岁，平均（３３８±９１）岁；病程１周～３个月，
平均（１３±０５）个月。单独治疗组患者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５８
例；年龄２２～５７岁，平均（３４５±９２）岁；病程２周～３个月，平
均（１５±０３）个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联合治疗组患者首先接受激光治疗，用ＣＯ２
激光（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对所有可见疣体进行烧

灼将其清除掉，１～２周左右待患者伤口愈合后让其临睡前在患
处涂抹 ５％咪喹莫特软膏（天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１２３０），保留８～１０ｈ，清晨起来将其清洗掉，每周３次，１
年为１个疗程；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激光治疗，方法同上。
１２２　试验方法　治疗前将两组患者的标本留取下来，放入
１０％的甲醛溶液中送往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将蜡块制作出
来，对患者进行常规病理检查，将尖锐湿疣进一步确诊下来。

在５７℃的烤箱内对石蜡切片进行３０ｍｉｎ的放置，在９０℃的１∶
１０抗原修复液中对其进行２０ｍｉｎ的浸没。室温下在蒸馏水中
浸入２次，向ＰＢＳ中转移，进行５ｍｉｎ的浸润。室温下在内源性
过氧化物酶阻断溶液中进行３０ｍｉｎ的浸润，将阻断溶液弃去，将
１∶１００ＣＤ１ａ一抗滴加其中，室温下进行１ｈ的浸润，然后用 ＰＢＳ
进行３次冲洗，每次５ｍｉｎ。将二抗滴加其中，室温下进行２０ｍｉｎ
的浸润，然后用ＰＢＳ进行３次冲洗，每次５ｍｉｎ。将辣根过氧化
物酶（ＨＲＰ）溶液滴加其中，室温下进行２０ｍｉｎ的浸润。将新鲜
００５％ＤＡＢ溶液配置出来，进行３ｍｉｎ的显色，同时在显微镜下
对显色效果进行观察。用自来水对其进行冲洗，将显色反应终

止。用苏木素复染，透明，用树胶封片。在光镜下对染色后的

切片进行观察，ＣＤ１ａ阳性的 ＬＣ的评定标准为细胞浆或细胞膜
呈树枝状突起的细胞，颜色为黄褐色。将 ＬＣ具有最密集分布
的５个区从每张切片中任意选取出来，在光镜高倍视野下对
ＣＤ１ａ阳性细胞的数目进行计数，ＬＣ数目为ＣＤ１ａ阳性细胞在５个
高倍视野下的平均数。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后２周、６周、停药后３个月分别对两组患者

的总疣体数进行统计。同时，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定期随

访，每月１次，持续６个月，如果患者没有复发，则嘱咐其随诊，
而如果患者复发，则给予其咪喹莫特联合激光治疗，并对其进

行定期随访，每月１次，持续６个月，完成随访的指证为６个月
内无复发。治疗后１～２个月、２～４个月、４～６个月分别对两组
患者的复发情况进行统计。此外，对两组患者的红肿、疼痛、瘙

痒、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治疗后患者的疣体基本消失，５％醋酸白试验阴性；

有效：治疗后患者具有较少的疣体数量和较小的疣体面积；无

效：治疗后患者的疣体数量及面积没有改善或加重［４］。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总疣体数及治疗有

效患者和复发患者的 ＬＣ数目采用标准方差（珋ｘ±ｓ）来表示，组
间数据比较采用ｔ进行检验，组内数据比较采用配对均数ｔ进行
检验，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复发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

率（％）表示，并用χ２进行检验，检验标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总疣体数变化情况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６周、停药后３个月的总疣体数均
显著少于治疗前、治疗后２周（Ｐ＜００５），治疗后２周的总疣体
数又显著少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６周、停药后３个月
的总疣体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单独治疗组患者治
疗后６周、停药后３个月的总疣体数均显著少于治疗前、治疗后
２周（Ｐ＜００５），治疗后６周的总疣体数又显著少于停药后３周
（Ｐ＜００５），但治疗前、治疗后２周的总疣体数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总疣体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治疗后２周、６周、停药后３个月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总疣体数均显著少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总疣体数变化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２周治疗后６周 停药后３个月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０ １４±６ ６±１ ２±１ ２±１

单独治疗组 １００ １３±５ ９±２ １０±１ １２±４

ｔ １８８６ ２７７６ ３１８２ ４３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局部ＬＣ数量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４０％（９４／１００）显著高

于单独治疗组的７６０％（７６／１００）（Ｐ＜００５），治疗有效患者的
局部ＬＣ数量显著多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局部ＬＣ数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局部ＬＣ数量（个）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０ ７０（７００） ２４（２４０） ６（６０） ９４（９４０） １３２±５１

单独治疗组 １００ ５６（５６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４（２４０） ７６（７６０） １０３±４６

ｔ／χ２ ５０２ ２５７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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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及局部ＬＣ数量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复发率１００％（１０／１００）显著低于单独

治疗组的２７０％（２７／１００）（Ｐ＜００５），复发患者的局部 ＬＣ数
量显著多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而两组中治疗有效患者的

局部ＬＣ数量均显著多于复发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１８０％（１８／１００）显著低
于单独治疗组的４５０％（４５／１００）（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及局部ＬＣ数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１～２个月 治疗后３～４个月 治疗后５～６个月 总复发 局部ＬＣ数量（个）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０ ８（８０） ２（２０） ０ 　　 １０（１００） ４８±２８

单独治疗组 １００ １３（１３０） １０（１００） ４（４０） ２７（２７０） ２６±１５

ｔ／χ２ ７３８ ２４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红肿 疼痛 瘙痒 感染 其他 总发生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０ ５（５０） ４（４０） ０ 　　 ４（４０） ５（５０） １８（１８０）

单独治疗组 １００ １８（１８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１０） ８（８０） ８（８０） ４５（４５０）

χ２ ９３５

Ｐ ＜００５

*

　讨论
咪喹莫特属于一种干扰素诱导剂，是一种非核苷类异环胺类

化合物，在尖锐湿疣、单纯疱疹病毒、皮肤肿瘤等的治疗中，５％咪
喹莫特乳膏能够促进患者皮肤免疫反应的显著增强，进而取得令

人满意的治疗效果，属于一种新型局部用免疫调节剂［５－１０］。相

关医学学者研究表明［１１－１５］，在尖锐湿疣的治疗中，和单纯ＣＯ２激
光治疗相比，给予患者ＣＯ２激光治疗后对其局部外用咪喹莫特乳
膏８周更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同时，皮肤郎格汉斯细胞
（ＬＣ）属于一种树突状细胞，是皮肤、黏膜的抗原递呈细胞，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类型独特，从骨髓起源，表皮及其他上皮基底层

上方是其主要分布位置，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ＨＰＶ感染局部特
异性免疫［１６－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６周、
停药后３个月的总疣体数均显著少于治疗前、治疗后２周（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周的总疣体数又显著少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但
治疗后６周、停药后３个月的总疣体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单独治疗组患者治疗后６周、停药后３个月的总疣体数均
显著少于治疗前、治疗后２周（Ｐ＜００５），治疗后６周的总疣体数
又显著少于停药后３周（Ｐ＜００５），但治疗前、治疗后２周的总疣
体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总疣体
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治疗后２周、６周、停药后３个
月联合治疗组患者的总疣体数均显著少于单独治疗组（Ｐ＜
００５），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复发率显著低
于单独治疗组（Ｐ＜００５），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Ｐ
＜００５），两组中治疗有效患者的局部 ＬＣ数量均显著多于复发
患者（Ｐ＜００５），和相关医学学者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咪喹莫特
联合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显著，复发率较低，与局部 ＬＣ数
量呈负相关关系，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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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谭新华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资助（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６０３６３４、８１３７３６４１）；湖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１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宾东华（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
中医外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何清湖（１９６５－），男，教授、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ｈｑｈ１１１１＠ｔｏｍ．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９

谭新华教授辨治勃起功能障碍经验举隅
宾东华１，２　韩忠２　何清湖２△（指导）

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外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２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摘　要】　勃起功能障碍近年来发病率增高，且有年轻化趋势，严重影响男性身心健康及家庭幸福。
谭新华系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外科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首批、第三批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湖南省名中医，长期从事男性病的临床诊疗工作。笔者有幸跟随谭师学

习多年，获益良多，现就其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学术观点和经验总结如下。

【关键词】　谭新华；勃起功能障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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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男性一生中都会出现勃起失败的情况。《景岳全
书·阳痿》认为：“凡男子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

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多致此证；亦有湿热炽盛，以致

宗筋弛缓，而为痿弱者。”并正式以“阳痿”为病名。由于此病名

带有一定的贬义且不能完全说明这一疾病的实质，目前学术界

广泛采用勃起功能障碍的定义。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指阴茎
持续（至少６个月）不能达到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获得满意的
性生活［１，２］。

!

　病因病机
谭师认为勃起是由神、气、血调和而发，正如《景岳全书·

阳痿》所言：“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阴阳总宗

筋之会，……若以忧思太过，抑损心脾，则病及阳明冲脉，……

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勃起功能障碍的病位在心、肝、脾、

肾，病因多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劳欲过多，久病戕伐，痰湿体

虚，情志不遂等；基本病机为气郁、痰阻、精亏、气血不足。中青

年患者多以实证为主，情志内伤，湿热浸淫，瘀血阻络是其主要

病机；年老患者，年高体衰，往往同时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高

脂血症等内科疾病，虚证或虚实夹杂证占多数，肾阴阳两虚、心

脾两虚、气滞血瘀等病机居多。

&

　辨证论治
２１　基础证型

临床诊疗过程中，常见如下８种证型：（１）肾阳不足证，治
以温肾壮阳，方用右归丸加减；（２）肾阴亏虚证，治以滋补肝肾，
方用左归丸加减；（３）下焦湿热证，治以清热化湿，方用三妙散
加减；（４）寒湿凝滞证，治以温经散寒止痛，补益肝肾，方用暖肝
煎加减；（５）肝气郁结证，治以疏肝解郁，方用逍遥散加减；（６）
气血不足证，治以养心健脾，方用归脾汤加减；（７）气滞血瘀证，
治以行气活血，通脉振阳，方用桃红四物汤加减；（８）痰湿阻络
证，治以化痰祛湿，方用苍附导痰汤。

２２　数证相兼
正常勃起需要神经、内分泌、海绵体及心理因素的密切协

同［３］，然而，许多生理或病理的情况都能对以上的四个方面中

的一个或多个因素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勃起功能障碍。谭师认

为诸多影响因素在中医表现为病机复杂，常常是数病机同在；

其证候也非常复杂，常常是数证并存。治疗当辨证论治，活用

方药，以取得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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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郁脾肾亏虚证：崔某，男，４０岁。主诉勃起功能障碍３年
余。现能勃起，但举而不坚，少腹连及会阴不适，腰骶出汗，饮

食睡眠可。脉弦稍数，舌苔薄黄。治以疏肝解郁，健脾补肾，方

用逍遥散、四君子汤合六味地黄丸加减。

肝郁心脾不足证：佘某，男，２３岁。主诉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半年余。现阴茎每次能勃起，但勃起不坚易痿，心理因素大，伴

早泄、出汗，排尿尚可，曾多次服兴奋西药，均未能成功。口渴，

脉细，舌淡红，薄白苔。治以疏肝解郁，补益心脾，方用逍遥散

合归脾汤加减。

肾虚痰阻证：惠某，男，２８岁。阴茎举而不坚３年。现性功
能下降，阴茎勃起不坚，间断性无晨勃出现，伴腰酸痛，咽痛，鼻

塞，喉间有痰，咳吐不利，出虚汗，舌淡红根部少许薄黄苔，脉

缓。治以培补气血，化痰顺气，方用大补元煎合半夏厚朴汤

加减。

肾虚血瘀证：周某，男，４４岁。主诉性功能障碍１年。近１
年来性功能下降，以前维持数分钟时射精，有忍精不射习惯，现

勃起后短时间即软，但不射精，可重复性交。性交频率每周３次
左右。余无特殊不适。脉细稍弦，舌苔薄黄。治以滋阴清热，

通窍祛瘀，方用知柏地黄汤加减，佐以路路通、穿山甲。

肾虚湿热证：李某，男，２４岁。主诉勃起功能障碍１年。患
者因勃起功能障碍而婚后１年未育，既往有慢性前列腺炎病史。
前列腺液常规检查：白细胞 ＋，卵磷脂小体稀少。已服阿奇霉
素控制感染。现性功能差，晨勃少，举而不坚，易痿软，尿频，尿

等待。舌红苔白，脉沉细。治以健脾补肾，兼清湿热，方用四君

子汤、五子衍宗丸加减，佐以金钱草、益母草、金银花。

肾虚心脾失调证：易某，男，２８岁。勃起功能障碍１年，现
勃起差，早泄，睡眠差、多梦，时有尿频，脉沉细，舌淡红。舌淡

红，薄白苔，脉沉细。治以养心健脾，补肾固精，方用秘元煎合

五子衍宗丸加减。

*

　方药特点
针对勃起功能障碍病因病机的复杂性，谭师效张仲景“复

方联治”之法［４］。恪守病因病机，取意“互生互用”、“相反相

成”的配伍特点，选数种２～４味药的小方，组成治疗勃起功能
障碍的效方。心经火热者多用导赤散；肝郁有火者多用金铃子

散；脾虚者多用四君子汤；肾阴虚者多用二至丸、六味地黄丸

“三补”；肾阳虚者多用二仙汤中“二仙”；肾精不足者多用五子

衍宗丸去车前子；肾虚有火者多用滋肾通关丸；肾虚不固者多

用水陆二仙丹；血虚者多用四物汤；血瘀者多用失笑散；痰多者

多用二陈汤；湿热下注者多用三妙散。

“五脏为人身之本，肾为五脏之本。”无论疾病转归是由他

脏及肾，或是肾及他脏，调节“肾脏”功能对于治疗勃起功能障

碍意义非常。谭师临证治病，重视补肾，且善于补肾。一为活

用“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法。补阴药与补阳药相配，则“阳得

阴助而生化无穷，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二为“健脾补肾”法。

谭师借鉴李东垣、罗谦甫 “补肾不若补脾”与许叔微、严用和

“补脾不若补肾”的观点，中下兼顾，常于补肾药中加黄芪、党

参、白术、茯苓、山药等。

谭师临证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用药中和，且无一不细斟药

性、归经，以求药证对应，祛病显效［５］。心神不安多用远志、枣

仁、夜交藤等养心安神用，拒用朱砂、磁石等重镇安神类药；肝

郁者多用肝经引经药药对：柴胡、白芍；脾虚者多用黄芪、党参、

茯苓、白术、山药甘平柔润之剂；肾虚以平补为要，慎用寒凉、辛

热药，肾阴虚者多用熟地黄、女贞子、墨旱莲；肾阳虚者多用枸

杞子，菟丝子、肉苁蓉；气滞者多用川楝子、延胡索、橘核、荔枝

核，畅肝、肾气机；血瘀者多用丹参、蒲黄、五灵脂；血瘀入络者

多用穿山甲、蜈蚣、全蝎等虫类药；瘀血硬痛者多用三棱、莪术

破血逐瘀；湿热者多用金钱草、益母草、败酱草、白花蛇舌草等

植物类药物；痰多者多用苍术、半夏温化寒痰，浙贝母清降热痰。

.

　病案举例
谢某，男３１岁，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１日初诊。既往有慢性前列腺

炎史，主诉勃起功能障碍、早泄２年余，伴有尿频，睡眠差。今查
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３～４个，卵磷脂小体＋／ＨＰ。脉沉细，舌
淡红苔薄白。诊断：（１）勃起功能障碍；（２）早泄；（３）慢性前列
腺炎。辨证：肾阳亏虚证。治法：补肾壮阳。处方：熟地黄２０ｇ、
山茱萸１０ｇ、淮山药１０ｇ、茯苓１０ｇ、菟丝子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当归
１０ｇ、党参１０ｇ、白术１０ｇ、远志１０ｇ、酸枣仁１５ｇ、金樱子２０ｇ、芡实
１５ｇ、金银花２０ｇ、紫花地丁 ２０ｇ、金钱草 ２０ｇ。１０剂，水煎服，１
剂／ｄ。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二诊。精神状态良好，诉服药有晨勃，
早泄、尿频有所改善。脉沉，舌苔薄白。处方；熟地黄１５ｇ、山茱
萸１０ｇ、茯苓１０ｇ、淮山药 １５ｇ、菟丝子 １５ｇ、女贞子 １５ｇ、沙苑子
１５ｇ、巴戟天１０ｇ、乌药１０ｇ、益智仁１０ｇ、金银花１５ｇ、党参１０ｇ、金
樱子２０ｇ、芡实１０ｇ、甘草５ｇ。１０剂，水煎服，１剂／ｄ。２０１５年７
月８日三诊。患者诉每日均有晨勃，勃起硬度可，排尿基本正
常。近日出差，询问是否继续服药。脉稍弦，舌淡红薄白苔。处

方：复方玄驹胶囊４盒，３粒／次，３次／ｄ；六味地黄丸２盒，８丸／
次，３次／ｄ。

按：患者勃起功能障碍伴早泄多年，且有慢性前列腺炎病

史。伴尿频，睡眠差。脉沉细，舌淡红薄白苔。辨证以肾阳亏虚

为主，兼有下焦湿热、肾气不固与心气受损。初诊谭师以六味

地黄丸“三补”加菟丝子、枸杞子，取“阴中求阳”之义；四君子汤

加山药健脾补肾；水陆二仙丹补肾固精；共奏补肾壮阳之功；金

银花、紫花地丁、金钱草清利湿热；远志、酸枣仁养心安神。二

诊时，患者症状均有所改善，心神已调。在原方基础上去远志、

酸枣仁；加女贞子、沙苑子、巴戟天强补肾壮阳之功，加乌药、益

智仁，取“缩泉丸”固精缩尿之效。药中病机，药证相合故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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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庆教授从心肝肾论治早泄的经验
盛文１　李宪锐１　丁劲２　商建伟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深圳市宝安中医院男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３３

【摘　要】　早泄是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常见病、多发病，对男性性心理的危害极大，而目前在治疗早泄方
面，李曰庆教授应用中医药从心、肝、肾进行论治取得较好效果。总结李曰庆教授治疗早泄的经验，有利于

我们进一步对早泄疾病有更全面的认知，更好地指导临床。

【关键词】　早泄；辨证论治；名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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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成年男子的常见病多发
病，其国内外发病率约为２０％ ～３０％［１－４］，但目前对于早泄的

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大量的临床文献证据，２００８年国际性
医学会首次对早泄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总是或几乎总是发生在

插入阴道以前或插入阴道不足一分钟以内射精，几乎完全或完

全缺乏对射精的控制力，并造成自身生理及情绪上的不良影

响，如苦恼、忧虑、挫折和（或）回避性生活。

中医将早泄称之为“见花谢”、“鸡精”，用来形容射精时间

短暂。清叶天士在《秘本种子金丹》中曾经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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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多从心肾论治，《景岳全书》云：“盖精之藏

制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故精之蓄泄无非听命于心。”心

主神，肾藏精，心肾两脏在性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心肾不

交易致早泄。

!

　李曰庆教授从心、肝、肾论治早泄的理论依据
中医理论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为“封藏之本”。若

肾气不足则肾封藏功能失职，发为早泄。《诸病源候论》曾记载

过：“肾气虚弱，故精溢也，见闻感触，则劳肾气，肾藏精，令肾弱

不能制于精，故因见闻而精溢出也。”而《曹仁伯医案》也曾有过

记载：“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也，精之所以能安其处者，全

在肾气之封藏不失其职，虚者反之。”故后世各医家治疗早泄疾

病的时候，大多采用了补肾涩精的治法，但是其临床疗效并不

十分满意。

李曰庆教授认为精关的开合不仅与肾相关，同时也还与

心、肝的关系非常密切。“足厥阴肝经‘循股阴’、过阴器。只

有肝气条达，肝之疏泄功能正常，精关开合才能有度”———“前

阴者，宗筋之所聚”，前阴为肝之所主，肝之疏泄功能如常，精神

情志调畅，肝血充盈，宗筋才能得以濡养，因而性欲旺盛，阴茎

勃起坚挺，精关开合有度。若因情志抑郁，抑或是暴怒伤肝、思

虑过度、夫妻间感情不和，久之则影响肝之疏泄功能，宗筋失

养，精关开合失司，则精液闭藏无权而发生早泄。肝郁之人多

见于性格内向抑郁之人［５－７］。

心为火脏，位于上，其性属阳；肾为水脏，位于下，其性属

阴。生理上，心火必须下降于肾，肾水必须上济于心，心肾相

交，水火共济，共同维持正常的性机能。中医理论认为：“心者，

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肝肾均藏有相火，若相火妄动则会扰动

精室致使精关不固，然相火听命于君火，君火明则相火自安，君

火动则相火妄动。心喜宁静而恶劳，过劳、抑或是性情急躁郁

而化火，都会使心肾水火失去平衡，此时君火妄动，而相火亦不

安，二火扰动精室，精关开阖失司，发为早泄。君火妄动多见于

新婚、房劳纵欲不节之人［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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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曰庆教授认为：早泄疾病与心、肝、肾三者均有密切

关系。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主闭藏者，

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

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

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

李曰庆教授认为早泄疾病不仅与心、肝、肾三者有密切关

系，还与气之固摄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有形之精控制能

力的强弱取决于气之固摄，因此中医临床治疗早泄除了运用补

肾涩精、疏肝解郁、宁心安神等基本常用方法，还必须加用黄芪

等健脾益气之品，才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李曰庆教授治疗早泄的用药经验
２１　心理疏导为首

以早泄为主诉就诊的患者往往伴有一定的焦虑情绪，会反

复询问医生，希望医生给予肯定的答复。李曰庆教授在诊治早

泄患者的同时都会认真而细心的倾听每一位患者的诉求，耐心

反复的为各位患者解释详细病情，通过耐心的引导，调整每一

位早泄患者错误的思想状态，为患者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在

治疗早泄的同时，李曰庆教授会强调夫妻同治，告知配偶配合

治疗的重要性，消除双方的顾虑，从根本上建立男性对治愈早

泄疾病的自信心和决心，达到既“治病”又“治人”的目的，不仅

治愈了患者的早泄疾病，更增加了患者对生活的信心［１２］。

２２　中医药治疗为主
对于肾脏封藏失职患者，李曰庆教授多采用补肾涩精，填

精益髓之法，药物多选用桑螵蛸１０ｇ、煅龙骨３０ｇ、煅牡蛎３０ｇ、金
樱子１０ｇ等补肾固涩之药，其中桑螵蛸有固精缩尿，补肾助阳之
功效，适宜肾失固涩且肾阳不足之早泄患者；煅龙骨：安神定

志，固涩滑脱，平肝潜阳；煅牡蛎：收敛固涩，重镇安神，平肝潜

阳，此两味是李曰庆教授常用药对，其收敛固涩之功效显著，且

具有镇惊安神功效；金樱子具有固精缩尿，固崩止带，涩肠止泻

之功，虽无补益之功，但其固涩之力强；对于心肾不交的患者，

李曰庆教授多采用养心安神定志之法，药物多选用煅龙骨３０ｇ、
煅牡蛎３０ｇ、珍珠母３０ｇ、茯神１０ｇ、远志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酸枣仁
１２ｇ。煅龙骨、煅牡蛎、珍珠母三味药具有镇惊安神之功效，五味
子、茯神宁心安神之功效显著，而酸枣仁养心安神之功明显，此

六味共用，共奏安神定志之功，远志亦具有养心安神之功，且善

交通心肾；对于肝失疏泄、宗筋失养患者，李曰庆教授多采用疏

肝解郁，养血柔肝之法，药物多选用柴胡１０ｇ、青皮１０ｇ、蜈蚣４ｇ、
芍药１２ｇ、当归１０ｇ、郁金６ｇ、合欢花６ｇ。柴胡、青皮、郁金疏肝理
气，清心解郁，是李曰庆教授治疗肝疏泄失司常用之药物；合欢

花具有舒郁、理气、安神、活络之功，尤长于解郁安神，芍药、当

归善养血柔肝；蜈蚣疏肝通络，畅行宗筋。

*

　典型病例
王某，男，２８岁，婚后２年。２０１６－０６－２１初诊。以射精时

间短近６个月、每次与配偶性交１～２ｍｉｎ就诊。患者诉近６个
月以来，因工作缘故与配偶分居两地，同房时间及频率无规律，

近６个月每月同房１次，现患者感同房射精过快，插入阴道每次
不足１ｍｉｎ即射精，且有逐渐加重趋势，射精不能自我调控，且患
者近来出现自卑情绪，近１个月以来更是发现晨勃消失，勉强同
房时阴茎勃起萎软不坚，甚至不敢与配偶见面，害怕性交失败，

且患者伴有较严重的失眠、乏力、焦虑等症状，舌淡、苔白、脉

弦。患者曾在某男科医院治疗，治疗后无明显改善，且花费巨

大，后就诊于某西医院，服药后射精时间有改善，但需要药物维

持，且服药后出现轻微的头晕、嗜睡等症状。李曰庆教授诊断

为早泄，通过症候分析，四诊合参，证型为肝郁气滞、心脾两虚。

治宜益肾固精、补心安神、疏肝健脾。自拟方内服，方药如下：

北柴胡１２ｇ、郁金１０ｇ、炒白芍 １２ｇ、茯神 １５ｇ、龙眼肉 １０ｇ、当归
１０ｇ、煅龙骨（先煎）３０ｇ、煅牡蛎（先煎）３０ｇ、淫羊藿１５ｇ、怀山药
１０ｇ、山萸肉１０ｇ、金樱子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芡实１２ｇ、莲子心３ｇ。
１４剂，日１剂，分早、晚２次服。就诊同时给予细心而详细的心
理疏导，消除患者的其心理顾虑，告知患者每周可同房２次以
上。２０１６－０７－０５复诊：患者诉同房时间明显有所延长，每周
同房２～３次，平均３～５ｍｉｎ，且患者勃起功能改善明显，睡眠、
情绪及焦虑等症状亦好转，对治疗效果满意，舌淡，苔薄白，脉

弦。上方加肉桂和黄连各３ｇ，１４剂继服。２０１６－０７－１９三诊：
每周同房２～３次，每次约７～１０ｍｉｎ，勃起坚挺，上方继续服用
１４剂，巩固疗效。

按：本例患者同房时间及频率无规律，性生活频率偏低，局

部龟头神经敏感，射精阈值较低，从而导致早泄，久之患者则出

现情绪低落等自卑情绪。方中选用柴胡、郁金疏肝解郁理气，

炒白芍、当归、山萸肉养血柔肝，煅龙骨、煅牡蛎平肝涩精，安神

定志，淫羊藿温肾壮阳；五味子、金樱子、芡实益肾固精；莲子心

清心除烦，茯神、山药、龙眼肉健脾养心。诸药合用，共奏疏肝

健脾，益肾固精，补心安神之功。

“前阴者，宗筋之所聚”，为肝所主，肝之疏泄功能与男性性

功能有着巨大的联系，若肝气郁滞、暴怒伤肝或思虑过度均能

发为早泄，当代知名男科学家徐福松教授曾经强调：“男科疾病

勿忘肝郁。”可见男性性功能障碍之人多有情志抑郁，烦闷不

舒，治宜疏肝养肝定志［１３，１４］。

《诸病源候论》中记载：“肾气虚弱，故精溢也，见闻感触，

则劳肾气，肾藏精，令肾弱不能制于精，故因见闻而精溢出也。”

男性性功能责之于肾，若各种致病因素致机体肾气虚损，精室

固摄无力，则发为早泄，临床常表现为性欲淡漠，或瞬息即泄，

精神萎靡，头晕腰酸，动则自汗，治宜滋养阴精，益肾固涩［１５］。

《辨证录》中记载：“心喜宁静，不喜过劳，过劳则心动，心

动则火起而上火，火上炎则水火相隔，心之气不能下交于肾，肾

之关大开矣，盖肾之气必得心气相通，而始能藏精而不泄。今

心不能摄肾而精焉得而不走乎”。比较全面的论述了心肾与男

性性功能的关系，心火过于旺盛，日久则不宁，则心肾失其水火

平衡，心神动摇于上，精液走泄于下，治宜既济水火，交通

心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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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ＥｕｒＵｒｏｌ，２００７，５１（３）：８１６
－８２３．

［３］　洪泉，刘庆元，张志超，等．早泄患者临床特点分析．临床泌尿外
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５）：２９３－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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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男科学，２００４，１０（１）：１５－１７．

［５］　张会群．浅议男科病症从肝论治．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０８
（１０）：４０－４２．

［６］　耿琦，崔晨，李敬伟，等．蒋健教授以肝为主治疗阳萎的经验．河
北中医，２０１６（３）：３２５－３２８．

［７］　李志安．性功能疾病从肝论治探析．新中医，２０００（５）：３－４．
［８］　王劲松，王心恒，王晓虎．王劲松中医精室论．南京：东南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９５－９８．
［９］　李湘均．早泄辨证施治．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２００４（４）：６５－６６．
［１０］　赵家有，王福，余国今，等．郭军治疗早泄辨证思路和临床经验．

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３（１１）：８４８－８４９．
［１１］　韩文均，刘娟，董升栋，等．孙建明教授治疗早泄经验．新中医，

２０１５（９）：１６－１７．
［１２］　宣志华，王彬，轩立华．李曰庆教授治疗男性疾病合并焦虑和抑

郁患者临床经验．河北中医，２０１４（８）：１１３３－１１３４，１１３９．
［１３］　王琦．王琦男科学．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６９．
［１４］　王劲松，曾庆琪，徐福松．早泄辨治七法．四川中医，２００５（１）：１１

－１２．
［１５］　王劲松，王心恒，徐福松．早泄论治再说．光明中医，２０１５（３）：４６５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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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治疗功能性早泄的疗效观察
李净草１　徐少强２　胡海翔２△　李斌３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医针灸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观察温针灸治疗功能性早泄的疗效。方法：采用温针灸治疗功能性早泄４２例，辨证
分为肝气郁结型与肾精亏虚型，并进行分型治疗。结果：４２例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３３％。观察表明患病年纪
越轻，早泄治疗效果越好；年纪越大，治疗效果越差。患病时间越短，早泄治疗效果越好；时间越长，治疗效

果越差。结论：温针灸治疗功能性早泄疗效可靠。

【关键词】　温针灸；早泄；肝气郁结；肾精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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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当今社会的常见病，主要见于成年男性，是许多男
性的“难言之隐”，生活质量及家庭幸福都因此受到不小影

响［１，２］。美国泌尿协会（ＡＵＡ）推荐使用的早泄定义为：在性伴
侣没有性功能障碍的情况下，射精早于个人期望，射精可发生

于插入阴道以前或插入阴道后很短时间内，过快射精使本人或

伴侣不能满意［３］。近几年笔者采用温针灸治疗功能性早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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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患者满意度较高。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来自我院针灸科和中西医
结合男科门诊的早泄患者４２例，年龄２１～５６岁，平均（３５０５±
２１４）岁；发病６个月～１５年，平均（３１２±１２８）年。经检查各
项指标均为正常，Ｂ超检测提示阴茎深动脉血供未见异常，排除
器质性病变，确诊为功能性早泄。将患者分为两组：肝气郁结

型１８例，肾精亏虚型２４例。两组人员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上海市中医病证诊疗常规》中早泄诊断标准：（１）男

子房事时间较短即行排精，甚至交媾前即泄精；（２）上述症状持
续或反复出现。凡符合以上两个条件者，即可纳入研究

对象［４］。

１３　纳入标准
自拟定早泄两种中医辩证分型，肝气郁结型和肾精亏虚

型。肝气郁结型证型如下：性欲减退，遗精早泄，胁肋胀闷疼

痛，口苦喜叹息或情绪波动易怒，不思饮食，眠差，舌淡苔薄白，

脉弦细。肾精亏虚型证型如下：性欲减退，入房早泄，腰膝酸

软，精神萎靡，神疲健忘，耳鸣掉发，夜尿频繁，舌淡苔白，脉

沉细。

１４　治疗方法
肝气郁结型取穴：肝俞穴、八

"

穴、三阴交穴；肾精亏虚型

取穴：肾俞穴、八
"

穴、太溪穴。

针具采用０２５ｍｍ×４０ｍｍ华佗牌毫针。患者取俯卧位，常
规消毒后针刺上述诸穴位［３］。八

"

穴斜刺进针后，得气并行捻

转补法使局部麻胀针感放射至臀部、肛周、前阴、腹股沟处；其

他穴位采用补法产生麻胀感即可，然后用长约３０ｃｍ的艾条插
在针柄上点燃，每穴２壮，全部燃尽即可出针。每日治疗１次，
每次约３０ｍｉｎ，１０次为１个疗程，中间休息２ｄ再进行下一个疗
程，一共治疗２个疗程。
１５　疗效标准

治愈：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２ｍｉｎ，连续２个月无早
泄现象，性生活满意；显效：早泄现象减少，２ｍｉｎ≥ＩＥＬＴ≥１ｍｉｎ，
病情明显好转，可持续勃起，能顺利同房；无效：持续治疗２个疗
程，ＩＥＬＴ＜１ｍｉｎ，病情未见减轻，甚至早泄加重。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年龄与疗效比较

根据患者年龄大小，进行治疗效果比较。经 χ２检验，Ｐ＜
００１，表明患病年纪越轻，早泄治疗效果越好；年纪越大，治疗效
果越差。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比较

年龄（岁）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５ ２ ０６５±０４３ ４５８±２１５

２５～３４ ４ ０７２±０４６ ４３０±２０６

３５～４９ ２２ ０７９±０３９ ２５６±０７０

＞４９ １４ ０６７±０３８ ２０２±０３８

表２　两组年龄与疗效比较

年龄（岁） ｎ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２５ ２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３４ ４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４９ ２２ ７（３１８） １２（５４５） ３（１３６） ８６４

＞４９ １４ ２（１３３） ８（５７１） ４（２６７） ７１４

２２　两组病程与疗效关系
根据患者生病时间长短，进行治疗效果比较。经卡方检

验，Ｐ＜００１，表明患病时间越短，早泄治疗效果越好；时间越
长，治疗效果越差。见表３。

表３　两组病程与疗效关系

病程（年） 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０６ ８ ５（６２５） ３（３７５） 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２ ５（４１７） ７（５８３） ０ 　　 １０００

１～２ １４ ２（１４３） ９（６４３） ３（２１４） ７８６

２～１０ ６ 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２ 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３　两组证型与疗效关系
肾精亏虚型患者临床较为常见。但经Ｒｉｄｉｔ分析，Ｐ＞００５，

两种证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表３　证型与疗效关系

证型 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肝气郁结型 １８ ５（２７８） １０（５５６） ３（１６７） ８３３

肾精亏虚型 ２４ ７（５６３） １３（５４２） ４（１６７） ８３３

*

　医案举例

患者王某某，男，３７岁，自述２年前同房时一入爱人阴道不
到１ｍｉｎ即射，平素腰膝酸软，性欲减退，平均１月１次，手足发

凉，神疲乏力，眩晕耳鸣，眠差，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弱。身体无

其他疾病，男科Ｂ超检查阴茎深动脉血供正常，诊断为功能性

早泄，辨证为肾精亏虚型。取肾俞穴、八
"

穴、太溪穴，取俯卧

位，常规皮肤消毒后八
"

穴斜刺进针，得气并行捻转补法使麻

胀针感放射至臀部、肛周、前阴、腹股沟处；肾俞穴、太溪穴得气

后行补法，然后将３０ｃｍ左右的艾条插在针柄上点燃，每穴共

燃２壮，全部燃尽后出针。每日治疗１次，每次约３０ｍｉｎ。治疗

期间嘱病人停止同房，经１个疗程治疗后，患者明显感觉腰膝酸

软减轻，手足温暖，眩晕耳鸣消失，眠好。休息２ｄ后，进行第２
个疗程，配合度极高，精神状态焕然一新。两个疗程治疗完后，

全部症状消失。２个月后电话随访，再无早泄现象，性生活

满意。

.

　讨论

对男性而言，早泄治疗不及时或方法错误，年龄越大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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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愈，甚至可进一步加重发展为阳痿，而现在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的节奏加快，男性的生活压力、家庭压力随之增大，很多男

性又不懂得自我调节，养成抽烟、喝酒、熬夜、喜食膏粱厚脂等

不良生活习惯，使得早泄患者越来越多，影响家庭、婚姻，给社

会带来一些不良因素，所以找到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临床治疗

方法，使得患者及时积极配合治疗，不仅具有医学意义，更具有

社会意义［５］。

中医理论认为，早泄的基本病机主要责之于肝肾。肝藏血

而主筋，足厥阴肝经绕阴器而行；肾为先天之本，藏精而主生

殖，开窍于二阴，而宗筋的作用强弱有赖于肝肾的精血濡养，所

以若男子或先天禀赋不足、或年少手淫过度、或房事不节、或饮

食不节、或生活习惯不良、或惊恐忧思等七情内伤等各种原因

引起肝肾失养，使肝不能疏泄，气机有所瘀滞，血液则运行宗筋

不畅，使宗筋所聚不能；或肾气不固，真阳虚弱，造成的宗筋失

养，从而引起早泄。肝气郁结者首选肝俞，不仅可使肝气条达，

疏肝理气解郁，又可使宗筋获得血液滋养，具有壮阳之效；次选

三阴交可健脾除湿以祛除肝胆内的湿热，补肝益肾，使宗筋坚

劲有力；肾精亏虚者选肾俞、太溪，此二穴为温补肾阳、滋补肾

阴之要穴，可补益填精，振肾之原气，固本培元而兴阳，二穴相

配，相得益彰。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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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属足太阳膀胱经，和少阴肾经互为表里，并与足厥

阴肝经、足少阴脾经、足少阳胆经互为会结［６，７］，具有调经理气、

强腰壮肾、行血散瘀、大补阳气等功效，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妇

科、男科、泌尿生殖系统等疾病。其名称首见于晋代皇甫谧的

《针灸甲乙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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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空，腰髁下一寸，夹脊陷者中；次
"

在第二空，夹脊陷者中；中
"

在第三空，夹脊陷者中；下
"

在第

四空，夹脊陷者中”［８］。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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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主要包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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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各４组穴位，相当于４对骶后孔，现代医学认为阴茎勃起反

射中枢在骶髓，八穴即骶神经经过之处，针灸直接刺激到骶神

经干，减少对骶髓反射中枢的抑制，增加其正反馈，改善早泄现

象［９］。故针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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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时会给予骶神经丛直接刺激，而对神经通

路的调节又是针灸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１０］。而肝主筋肾藏精，

宗筋之病变必显现八穴之上，故笔者发现早泄者常见八
"

穴皮

肤发沉、发暗或肌肉有微微拱起之现象，所以针刺及艾灸八
"

穴属于局部近端取穴，旨在加强肝经、肾经、膀胱经三条经络的

沟通，使气血得已疏通，灌注于宗筋。

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对艾灸推崇备至，《医学入门》曰：“凡

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艾灸具有众多功效，张建

斌等［１１］认为温热刺激是其最基本的作用形式，其导致的作用主

要包括温通和温补两大类，“温通”顾名思义“以温促通”；“温

补”即“以温达补”的意思。《灵枢·刺节真邪》道：“脉中之血，

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１２］，温针灸是针刺与艾灸结合

应用的一种简单易行的针灸并用方法，使艾灸热力直达患处，

能够温通调畅气血，促使局部经络畅通［１３］，使气血得温而行，得

温而补，针对引起早泄的虚、瘀、寒等病因，产生益气生火、补助

正气、温暖经络、通宣气血的作用，使得肾精亏虚者的虚弱肾气

得补，肝气郁结者经络通畅调达，达到通中有补，补中有通，通

补互用的功效。所以温针灸这些穴位能大补肝肾之气，温肾填

精，疏通局部气血，通络祛瘀，使气血畅通，宗筋得以濡养。

另外，笔者认为治疗期间还应多鼓励患者，增强病人的信

心，解除思想负担，消除心理阴影，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患者信

心大增，积极配合，临床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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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拉非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 ５６例早泄合并 ＥＤ患
者的临床观察
黄培１　高瑞松２　林群芳２　周青２△

１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２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观察他达拉非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早泄合并ＥＤ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来我院男
科门诊就诊的１０６例被确诊为早泄合并ＥＤ的患者，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治疗组５６例患者给予每晚
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同时联合复方玄驹胶囊３粒／次，３次／ｄ，连续１个月；对照组５０例患者仅给予口服复方
玄驹胶囊３粒／次，３次／ｄ，连续１个月。结果：１０６例患者均完成了本次临床研究，所有患者治疗１个月后，
治疗组患者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平均可延长至 ２０１ｍｉｎ；对照组患者的 ＩＥＬＴ也可平均延长
１０７ｍｉｎ，两组患者经治后，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较均有显著性的差异（Ｐ＜００１），且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其伴侣性生活满意度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Ｐ＜
００１），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他达拉非联合复方玄驹胶囊能提高早泄
合并ＥＤ患者及其性伴侣的性生活满意度，延长患者的阴道射精潜伏时间，对早泄合并 ＥＤ患者有较好的
疗效。

【关键词】　早泄；他达拉非；复方玄驹胶囊；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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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男性在性生活活跃期当中最常发生的性功能障碍
之一，可以分为原发性、继发性、自然变异性早泄和早泄样射精

功能障碍［１］，在我国的平均发病率为２０％ ～３０％［２，３］。国际上

目前尚未有严格统一的早泄定义，但普遍将男子在性交过程中

（阴茎插入阴道前或者插入时即发生射精）失去控制射精能力，

或女性在性交过程中性高潮的频度不到５０％的情况定义为早
泄［４］，其发病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产生的结果［５］。临床上早泄

伴有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患者颇为常见，他达拉非是一种新型
ＰＤＥ－５抑制剂，广泛用于ＥＤ的治疗，已成为治疗ＥＤ的一线药
物［６］，而近期研究发现其不仅对ＥＤ的治疗确切有效，且可能延
长ＥＤ患者的射精潜伏时间［７］。笔者采用他达拉非联合复方玄

驹胶囊对５６例早泄合并 ＥＤ性功能障碍患者进行了临床疗效
观察。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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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０６例早泄并发ＥＤ患者均来自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
３月在我院男科门诊就诊的患者，年龄２１～４８（２８±８３）岁，病
程４个月～１１（５±３５）年。征得患者同意后，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治疗组５６例，对照组５０例。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年
龄、病程等具有齐同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病例选择

入选标准：（１）符合早泄合并ＥＤ疾病的诊断标准［８］：即患

者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测评中的评分 ＜２２分且男子
在性交过程中（阴茎插入阴道前或插入时即发生射精）失去控

制射精能力，或女性在性交过程中性高潮的频度不到５０％；（２）
排除药物因素、首次性交或是长时间未曾性交等因素引起；（３）
被观察患者拥有固定的性伴侣；（４）被观察对象在观察前，保证
４周没有对早泄实施过任何治疗措施，并且在接受治疗后能够
获得随访、复诊信息；（５）没有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肝
硬化等疾病。

剔除标准：（１）在治疗期间患者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者；（２）
未按照规定按时用药，或同时服用了其他治此类疾病的药物，

无法判断疗效者；（３）在治疗期间因症状加重而改用其他方法
治疗者；（４）研究中途失访者。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每晚口服他达拉非（Ｌｉｌｌｙｄ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ｌＩｎｃ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批准文号：Ｈ２００９０９８１，生产批号：ＮＯ４４６４）５ｍｇ，联合复
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生
产批号：２０１５０４０４）口服，３粒／次，３次／ｄ；对照组：复方玄驹胶囊
口服，３粒／次，３次／ｄ。两组均连续治疗１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Ｆ）：是由女方完成，采用秒表测
定至少２次以上的性交时间然后计算取其平均值。治疗前的测
值作为其基线，并于治疗期满（疗程１个月）后再次测定。

患者本人及伴侣性生活满意度：采用 ＣＩＰＥ问题６、７评分。
患者及其伴侣同时记录性交时的感受及满意度，以及对治疗药

物的耐受性。

以国际男性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表对治疗前后患者的
勃起状态和功能进行评估。１０６例患者按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的评
分结果分为３组。Ａ组：４３例（治疗组２０例，对照组２３例），１２
～２１分，轻度ＥＤ；Ｂ组：３６例（治疗组２３例，对照组１６例），８～
１１分，中度 ＥＤ；Ｃ组，２７例（治疗组１８例，对照组１１例），５～７
分，重度ＥＤ。以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视为ＥＤ治愈。
１５　疗效标准［９］

治愈的标准：早泄患者能够将其阴茎插入性伴侣阴道随意

抽动或做适当的抽动，时间保持在１ｍｉｎ以上，并且患者及性伴
侣双方均对性交体验感觉比较满意；有效的标准：早泄患者阴

茎能在其性伴侣阴道内作适当抽动，射精潜伏期较治疗前有所

改善，但仍小于１ｍｉｎ；无效的标准：射精潜伏期无变化。临床总
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为：治愈率＋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统计分析和数据统计。所有的统计检

验都采取双侧检验的统计学方法，并且以 Ｐ＜００５作为所检验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试验组各次的计量资料均采

用（珋ｘ±ｓ）模式的统计描述，治疗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

&

　结果
１０６例患者连续治疗１个月后均成功回访。治疗组治愈１７

例，有效２７例，总有效率为７８％；对照组治愈８例，有效２３例，
总有效率６２％。治疗前、后早泄患者的ＩＥＬＴ［１０］、对性生活满意
度评分及其配偶对性生活满意度评分见表１；国际男性勃起功
能评分（ＩＩＥＦ－５）见表２。
２１　患者早泄的改善情况

治疗前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测定的基线值分别为（０５９±
０２２）ｍｉｎ、（０６１±０１８）ｍｉｎ，两组基线ＩＥＬＦ比较无显著性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 ＩＥＬＦ分别为
（２０１±１５４）ｍｉｎ、（１０３±０７６）ｍｉｎ，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
ＩＥＬＴ平均延长２１２ｍｉ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 ＩＥＬＴ平均延长
１０７ｍｉｎ，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１），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７８％、６２％，对照组与治疗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患者及其伴侣对性交的满意度

治疗后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９±１１７）
和（８１±１０９），其性伴侣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１±１３４）和（７８
±１２１）。两组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其伴侣性生活满意度均较
治疗前显著提高 （Ｐ＜００１），并且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情况

组别 ＩＥＬＴ（ｍｉｎ） 性生活满意度 配偶性生活满意度

治疗组

　治疗前 ０５９±０２２ ５７±１０３ ５６±０１８

　治疗后 ２０１±１５４▲▲ ９９±１１７▲▲ ９１±１３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６１±０１８ ５３±１１１ ５４±０２３

　治疗后 １０３±０７６▲▲ ８１±１０９▲▲ ７８±１２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

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国际男性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
治疗组治疗后的勃起功能较治疗前改善明显，差异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照组治疗前后的勃起功能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勃起功能改善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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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

分组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体

治疗组

　治疗前 １７７±３１ ８６±３７ ６５±３２ １２４±３４

　治疗后 ２２４±２７▲▲ １５８±３１▲▲ １１１±２５▲▲ １８２±４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６９±４３ ８４±３３ ６２±２９ １３１±３７

　治疗后 １９４±２７▲ １２３±２８▲ ９１±３１▲ １６２±３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射精潜伏时间缩短和缺乏对射精能力应有的控制是早泄最

明显的临床表现，并且伴随着患者及其性伴侣对性生活满意度的

下降，使其产生烦闷和苦恼的情绪，从而导致其性功能下降，影

响生活质量［１１，１２］。早泄作为一种身心疾病，改善患者的心理症

状并治疗器质性病变，提高患者的性自信及自身和性伴侣性生活

满意度应引起更大的关注。虽然早泄是男性常见的性功能障碍，

治疗方法及药物也多种多样，如舍曲林等抗抑郁类药物可通过抗

抑郁作用及提高突触间隙中的５－ＨＴ来抑制射精过程［１３］，成为

治疗早泄的常用药物，但此类药物因其丘脑－垂体漏斗结节系统
的多巴胺能神经元（ＤＡ）的抑制作用从而可能会导致患者发生
ＥＤ，所以对与早泄合并ＥＤ的患者并不合适。

复方玄驹胶囊以黑蚂蚁、淫羊藿、枸杞子、蛇床子为主要成

分，用于治疗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少腹阴器发凉、精冷滑泄、肢

冷尿频、性欲低下、功能性勃起功能障碍等肾阳虚症，被广泛应

用于男科疾病的治疗。其中黑蚂蚁为君药，具有强筋壮骨、滋

肝补肾的功效；枸杞子滋阴补肾，又可阴中求阳，有强健腰膝、

抗疲劳、抗衰老的作用；淫羊藿有补肾壮阳之效，有研究发现其

能促使阴茎海绵体血管内皮细胞的内皮功能障碍得到一定程

度上的恢复而改善勃起［１４］，并且在一项治疗早泄的外用药物实

验中，淫羊藿苷复合物的疗效明显优于利多卡因凝胶［１５］；蛇床

子具有温肾壮阳、除燥祛风的临床功效。上述诸药合而为用，

可以滋肾温阳、补益肝肾、填髓益精，对有腰膝酸软、肾虚精亏、

性欲减退表现的早泄患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１６，１７］。

他达拉非是一种新型长效选择性磷酸二酯酶 －５抑制剂
（ＰＤＥ５ｉ），被广泛应用于各种ＥＤ的治疗中。近年来大量的临床
实验及研究证明，ＰＤＥ５ｉ在早泄尤其是早泄合并ＥＤ的患者的治
疗中有良好的疗效［９］。ＰＤＥ５ｉ治疗早泄的作用机制到目前为止
尚不明确。有研究发现，射精潜伏时间与勃起的持续时间呈正相

关关系，或许这是本临床观察中发现他达拉非联合复方玄驹胶囊

能提高患者及其性伴侣的性生活满意度延长患者的阴道射精潜

伏时间，对早泄合并 ＥＤ患者有较好疗效的可能因素。除此之
外，还可能与其能够通过对ＰＤＥ－５－ＮＯ－ｃＧＭＰ系统的作用，使
得输精管、精囊、射精管和前列腺等处平滑肌松弛和在中枢神经

系统中抑制交感神经的冲动而延迟射精有关［１８］。本次研究并没

有对单纯早泄（不伴有ＥＤ）患者进行他达拉非治疗的临床观察，
不能确定其疗效是否依然有效及有无不良反应，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也希望能为早泄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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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１．１　含义

性病过治综合征是指患者有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等性传

播疾病治疗过程之中，或经过有效的中西医治疗、已经达到临

床和实验室痊愈之后的患者，仍然主诉以泌尿生殖器局部疾患

为主，并且伴有全身症状的一种疾病；又称性病后综合征、性病

相关过治综合征等。

１．２　特点
（１）有关本病的病名与诊断标准目前尚未完全统一；（２）本

病具有一组复杂的身心症候群，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能其

性病存在或不存在，但其主诉症状不易消除；（３）绝大多数患者
具有性病的误诊、误治及其过度防治的过程史［９］；（４）本病对心
理脆弱、易于恐惧、胆怯者来说，性病治疗势必造成过治现象，

有时这种过治现象乃医患双方诊治过程中发展的必然结果；

（５）本病对患者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其病治疗困难，既浪费了
大量药物，又极易产生医患之尖锐矛盾等。

１．３　本病的提出
此病临床研究相对其它疾病，其论述文献报道较少，青岛

大学医学院皮肤性病科秦士德［１］于《中国性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
期较早地提出“性病过治综合征”；王劲松、徐福松［２］于《四川中

医》１９９８年第７期较早撰写发表了“性病过治综合征”之辨证论
治，总结了中医药论治此病之临床经验等。有的书籍或期刊之

中叙说是某某专家首次提出是失实的［３］。

&

　病因病机
２．１　西医认识

（１）自身因素：患者或对性传播疾病知识一无所知，或道听
途说，或一知半解等而盲目害怕［９］。（２）社会因素：或有关性与
性传播疾病方面的宣传品如读物、声像等宣传过度，使少数人

极易产生恐怖之感。（３）医源因素：相关于一些医生的诊断、检
查以及过治医疗行为等。以上诸多内、外因素皆可导致患者恐

怖、疑虑与强迫等临床症状，这些症状既可独立存在，又可同时

并存或交叉出现，从而造成患者机体和心理上受到严重之伤害。

２．２　中医认识
中医并无此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当属于其“淋证”、“精

浊”、“阳痿”与“郁证”等范畴。本病之发生应当责之外由湿热

浊毒未清，内因肝郁脾虚、气滞湿阻、浊热痰瘀滋生内扰，如此

诸多内、外致病因素，可以单独或兼夹影响整体或局部，久则或

伤其阴，或损其阳。从而造成机体功能不足或紊乱、而整体或

局部出现或多或少的身体或心理之临床表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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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表现与诊断鉴别
３．１　临床表现

泌尿生殖系统局部症状：患者大多主诉有尿频尿急，尿道

灼热或疼痛，排尿不畅，尿末淋漓，尿道口红肿，会阴、腰部、腹

股沟、阴囊或睾丸不适等。

精神心理全身症状：头晕乏力，胸闷性急，失眠多梦，焦虑

难安，抑郁叹气，心悸出汗，手足发热或发冷，皮肤虫蚁感与强

迫思维等。

性功能障碍疾患：性欲减退，厌恶性生活，阳痿，早泄，性交

射精疼痛，遗精，滑精等。

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性病病原体等检查绝大多数是阴性，

间或极少数检查结果为阳性，如梅毒血清抗体之持续存在等。

３．２　诊断鉴别
性病后尿道炎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尿道口灼热感，瘙痒

刺痛或轻微尿痛，并伴有少量粘液性分泌物；但是其分泌物检

查淋球菌、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均为阴性。

性病后尿道会阴综合征：其性病治疗愈后，患者始终有尿

道、会阴不适为主要临床症状的综合征，表现有尿急尿痛，排尿

梗阻感，尿道不适或有少量浆液性分泌物；会阴、腰骶或胀或疼

痛不适感，甚或有痛苦不可言语状不适感；但实验室等检查无

阳性发现。

性病后慢性前列腺炎：多是因为大量过度使用抗生素治疗

等导致隐形慢性前列腺炎出现了其临床表现症状，或慢性前列

腺炎症状复发，此病是最常见的性病后遗症之一。

性病后性功能障碍：众多内外因素之干扰可以导致其身心

功能减退而造成男女性功能变化甚或障碍，也是性病后遗症

之一。

但是以上四个疾病绝大多数患者没有或仅有轻微的精神

心理情绪之临床表现症状。

.

　西医治疗
４．１　精神疗法

（１）医生应该耐心倾听病人的诉说，研究病史资料和做出
认真细致的相关检查［１０，１１］。（２）在充分掌握情况并取得病人信
任合作之后，用科学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病人做解释和说服。

（３）必要之时可以再次重复有关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以消除
病人的疑虑与担心。（４）安排患者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以移情
易性而转移其高度注意力。（５）尽可能争取家属的关心、理解
与支持，同时要规律起居，合理安排工作学习生活等。

４．２　药物治疗
病人出现惊恐、焦虑、不安或抑郁等症状时，可适当使用抗

焦虑、抗抑郁药物，如地西泮、艾司唑仑等。

除此，对一些其它全身不适的症状，可对症处理，也可配合

针灸、理疗等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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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治疗
５．１　辨证论治
５．１．１　王劲松、徐福松于１９９８年首次提出了本病的中医药辨
证论治　王劲松、徐福松较早公开发表论文于《四川中医》１９９８
年第７期，运用中医药临床辨证分型论治获得了满意的治疗效
果［２，７］。简介如下：①肝郁脾虚，痰浊内阻型：本病多因患性病
后，思虑太过，负担过重，肝气郁结，脾失健运，痰浊内生，蕴塞

不解。临床表现为精神抑郁、表情淡漠、唉声叹气、多疑多虑、

喜怒无常，甚则痛不欲生、饮食乏味、腹胀嗳气、乏力困倦、寐差

梦多，舌质淡红，苔中后黄白厚腻，脉弦滑。治宜疏肝健脾，化

痰泄浊，佐以安神。方选涤痰汤、六君子汤加减，药用胆南星、

制半夏、枳实、竹茹、石菖蒲、炙远志、茯神、丹参、白术、陈皮、砂

仁、木香、龙骨、牡蛎、郁金等。②心肾阴伤，湿热浊蕴型：此类患
者情志过极，心阴耗伤，久而及肾，心肾阴亏，虚火上炎，加之思

虑郁闷，伤及脾胃，纳运失司，湿热浊邪蕴郁不化。临床表现为

失眠多梦，头昏健忘，烦闷急躁，腰膝酸软，盗汗耳鸣，小溲灼

热，或尿道有灼热感，时尿末滴白，小腹胀痛，性欲减退，或易于

兴奋，射精过快，舌质红尖赤，苔中后黄白腻，脉弦细。治宜滋

养心肾，清利湿热，化浊安神。方选天王补心丹、二陈汤、萆

分清饮加减。药用生地、麦冬、丹参、酸枣仁、远志、制半夏、陈

皮、茯苓、萆、益智仁、乌药、车前子、五味子、黄连、栀子、石菖

蒲、泽泻等。

５．１．２　王劲松于２００６年再次提出本病的辨证论治　王劲松等
又于《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公开发表论文［５，８］，对本病

强调指出“……临证当以清热化湿泄浊、涤痰逐瘀理气、宁心安

神定志、滋阴降火益精、健脾益肾助阳等均佐以宁心定志、安神

解郁之法，方选萆渗湿汤合四妙丸、活血化坚汤合温胆汤、养

心汤合越鞠丸、滋水清肝饮合酸枣仁汤、济生肾气丸合五神汤

等分别加减治之。除药物外，心理疏导、暗示疗法等结合运用，

以促其‘移情易性’，便于机体之康复”等。

５．１．３　其他专家辨证论治经验　李元文等于《北京中医药大
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将此病分为肝胆湿热、气滞痰阻、气滞
血瘀、心脾两虚与肝肾不足五个论型，分别采用龙胆泻肝汤、逍

遥散、血府逐瘀汤、归脾汤与六味地黄汤等加减辨证治疗。刘

忠信于《新中医》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介绍了在全国著名老中医施汉
章教授指导下，运用萆菟汤、补中益气汤合暖肝煎和逍遥散，予

以益肾导湿化瘀、益气暖肝化瘀和疏肝解郁化瘀之法治疗本病

获得满意的经验［４］。全国著名中医男科学家、江苏省国医名师

徐福松教授主编《徐福松实用中医男科学》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之大著中，又将本病分为湿热余毒、气滞血

瘀、肝肾亏虚与脾肾阳虚四个证型；分别运用八正散、逍遥散或

血府逐瘀汤、六味地黄丸或知柏地黄丸和附子理中汤或归脾汤

等化裁辨证论治，对临床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等［６］。

５．２　论治备要体会［１２－１４］

本病寒热虚实，错综复杂，患者身心交炽，苦不堪言，临证

论治首要辨其阴阳、虚实、寒热；注意患者体质偏差，素体阳盛

则热化而性情急躁，平素阴盛则寒化而情绪低沉，分别表现阳

亢或阴盛之临床表现症状。既要注意躯体之调治，又要高度重

视精神心理情绪之变化等。

中医药可以形神标本兼顾，整体局部同治，然而须要善于

辨病辨证，随症加减灵活变化。中医药对祛除湿热、浊毒与痰

瘀以及防治其病理产物之再生，促进机体身心之康复具有较大

的裨益；除此中西医结合论治，也相当有利于西药充分发挥其

镇静、抗抑郁作用等。

要注意运用多种方法改善其睡眠质量和促其移情易性而

充分转移其注意力。

我们从多年男科临床研究发现：男人肝郁之“郁证”调治远

远难于女性，男人更倔强、更固执等。所以男科医生要从诸多

方面日益提高自己之诊疗水平等，“小男科必须要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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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劲松语）。

个别患者病情较重者必须转入精神心理科治疗，以免发生

不必要的医患矛盾、甚或其它不良医患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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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松教授提高男科疾病诊治疗效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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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男性被
男科病所困扰。男科病病程较长，病因尚不明确，病势缠绵，易反复发作，疗效并不令人满意，如何提高男科

病临床疗效成为不少男科医生面临的难题。李海松教授认为，从辨证准、治则对、选方妙、选药精、用量巧五

方面着手，可提高男科病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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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久坐
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男性被男科病所困扰。男科

病病程较长，病因尚不明确，病势缠绵，易反复发作，疗效并不

令人满意，如何提高男科病临床疗效成为不少男科医生面临的

难题。李海松教授认为，从辨证准、治则对、选方妙、选药精、用

量巧五方面着手，可提高男科病临床疗效。现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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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证准
１１　整体观和辨证相结合

中医学的优势在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人体是一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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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整体，五脏六腑生理上密切配合，病理上相互影响。男科

病看似泌尿生殖器官的局部病变，实际上与全身密切相关。如

勃起功能障碍最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冠心病、高血

压）的早期信号。中医男科学在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应首

先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映，把局

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映统一起来［１］。证是疾病当前阶段的

病理概括。要想准确辨证，必须建立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男

科病症状往往局限于会阴部、尿路等局部，但临证时勿拘泥于

局部，应当考虑脏腑经络之间的紧密联系。

辨证的过程分两步：首先要通过望闻问切等中医诊断手段

获得第一手的病情资料；再对病情资料归类后认真分析，提炼

疾病的病机，进而确定证型。

１２　抓主症和四诊合参相结合
临床辨证时要注意两点：一要抓主症，二要四诊合参。男

科病患者自诉的症状，往往令刚接触男科的大夫不知所措。在

纷繁复杂的症状面前，一定要通过问诊明确病人最主要的症

状，进而结合其他诊断手段确立中医证型。例如有的患者就诊

时自述近一年来前列腺炎反复发作，追问后得知患者并无前列

腺炎的相关症状，只是以前就诊的大夫告知前列腺液中白细胞

略高，因而忧心忡忡，终日焦虑。仔细询问后得知患者目前最

主要的不适是性生活时勃起不坚，因此治疗的主攻方向应该是

提升性功能，并不是消除前列腺的炎症。抓住疾病的主症，相

当于明确疾病的主要矛盾，从而为疾病的有效治疗创造条件。

其次，要学会通过四诊看到疾病的本质。望诊可以让医生

了解病人的精神状态和疾病的轻重，闻诊可以感知病人声音和

气味的变化，舌诊、脉诊、触诊从不同方面为辨证提供依据。来

男科就诊的患者大多伴有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这类患者心

理压力较大，要耐心开导患者，重建患者生活的信心。有的患

者进诊室后一言不发，精神萎靡，仔细询问后方知有腰酸耳鸣，

勃起不坚，遗精滑精，失眠多梦，精力、体力的下降。这类患者

多伴有肝气郁滞，肝郁日久可转变成肾虚，辨证为肝郁肾虚，从

疏肝解郁补肾入手，大多可收获良效。有的患者表现为“熊猫

眼”即眼眶发黑特别明显，多伴有面色灰暗似蒙灰尘。这类人

多是工作狂，机体得不到休息，耗损脾气肝血，多伴有精气神亏

虚。临床可辨证为肾气亏虚，采用补肾益气法治疗多可收效。

１３　脏腑辨证和其他辨证相结合
临床辨证以脏腑辨证为主，结合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等方法，进而确定正确的证型。男科病在脏腑定位上以肾为中

心，与肝、心、脾、肺四脏密切相关。肾为水脏，主二阴，可调控

机体的水液代谢。同时肾精、肾气与男性的生殖能力密切相

关，因此临床中男科病多从肾论治。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由动

变静，男科病的证型也在发生变化。以慢性前列腺炎为例，以

前以肾虚湿热为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伴有血瘀、肝气郁结、中

气亏虚等新证型。慢性前列腺炎气滞血瘀贯穿始终，在慢性前

列腺炎的病理发展过程中，间接的血瘀更为常见，即多种病机

可向血瘀转化，主要有气滞血瘀、气虚血瘀、血热成瘀等［２］。慢

性前列腺炎常在着凉、劳累后加重，病情复杂缠绵，患者自觉本

病难以治愈，自信心不足，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久病耗

伤正气，患者表现为少气懒言，气短乏力等虚证。因此提出了

慢性前列腺炎肝气郁结证、中气不足证两个中医证型［２］。

临床辨证时还要注意证候的转归。证是动态的，不断变化

的。慢性前列腺炎初期以湿热下注证或气滞血瘀证为主，病久

湿热互结，阻遏气机，气滞日久影响血液的运行，可表现为湿热

瘀阻，后期可虚实夹杂，伴有肾气亏虚或阴虚火旺证。临床要

随时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根据证型的变化来调整处方。

&

　治则对
男科病治疗初期以祛邪治标为主，后期则以扶正治本为

主。男科病病情多较复杂，需详细剖析病机，确立正确的治则。

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勿犯虚虚实实之戒。如对慢性前列腺炎

合并男性不育的治疗，中医学认为前列腺炎的病机为肾虚、湿

热、血瘀。单纯的湿热、血瘀等病机导致的前列腺炎并不会直

接引起不育症，而能够导致不育症，是因为这些病机进一步导

致了机体的肾虚而引起不育［３］。临床上一般用补肾填精、清热

利湿、养血活血等方法治疗前列腺炎合并男性不育症。

再如勃起功能障碍的论治。中医学称为“阳痿”。随着中

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及对阳痿的重新认识，阳痿的论治从之前的

“从肾论治”为中心转变为“从肝肾论治”、“从心论治”、“从络

论治”等多方面的综合论治［４，５］。李海松教授创造性地提出“阴

茎中风”理论［６］，认为阳痿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是肝郁肾虚血瘀，

其中肝郁是主要的病理特点，肾虚是主要的病理趋势，血瘀是

最终的病理趋势，肝郁血瘀病机贯穿阳痿始终［７］。过去由于经

济条件限制，衣食住行难以保证，阳痿患者多表现为营养不良

性肾虚。改革开放后，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肾阳虚病人

逐渐减少。如今，随着电脑办公族逐渐增多，社会竞争压力的

不断增加，肝郁血瘀成为阳痿的主要病机。来就诊的阳痿患

者，多伴有心情抑郁，闷闷不乐，烦躁等不良情绪。治疗阳痿由

以前的单纯补肾壮阳转变为补肾、疏肝、活血通络综合治疗。

对于男性不育症，尤其是在诊治特发性男性不育症的过程之

中，导师认为，需要采取综合性调理，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８］，

兼顾各种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症的潜在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

治疗［９］。

*

　选方妙
３１　辨证用方

在正确辨证并确立治则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选方用药。男科病患者的病机往往复杂多变，多寒热

并见，虚实错杂，如何选择治愈疾病的良方成为每一位男科医

生面临的难题。以男性不育为例，若一见到男性不育合并前列

腺炎，就妄用大剂寒凉清热之品，多致精子活力下降；若温补太

过，反而耗伤肾阴肾精，可引起精液不液化。导师认为阴阳失

和是男性不育症的根本病机，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治

疗不育要微调阴阳，温阳不用姜附等大热之品，清热少用黄柏

等大苦大寒之物［１０］。导师常用六味地黄丸合五子衍宗丸为主

方，随证加减用药。五子衍宗丸由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

味子、车前子五味药物组成。明代医书《摄生众妙方》中记载

“男服此药，添精补髓，疏利肾气，不问下焦虚实寒热，服之自能

平秘。旧称古今第一种子方”。本方选用的五味药均药性平

和，可补肾填精，平调阴阳。现代研究表明，五子衍宗丸可改善

肾精亏虚证生精障碍大鼠生精功能［１１］。临证时要随症加减，如

伴有气短乏力、肛门下坠等中气不足之象，应合用补中益气汤

化裁，阴囊潮湿、苔黄厚腻等湿热症状明显时加入四妙丸。对

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导师则认为其病机以肾虚、血瘀为

主，多夹兼证，病机特点为虚实错杂［１２］，所以在临床上善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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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益气、活血消”的基本思路进行治疗，常用熟地、山萸

肉、菟丝子调补肾气、阴中求阳，乌药、桂枝温阳化气、辛温理

气，莪术、牛膝活血化瘀、破中有补，水蛭、丹参、王不留行引药

深入，逐瘀生新等［１３］。小便不利者加用桔梗、紫苑宣通肺气、提

壶揭盖，均获良效［１４］。

３２　辨体用方
中医学的特色是辨证论治，但临床上有时会遇到无证可辨

的患者，这时辨体用方常可提高疗效。每个人的体质都和疾病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内经》中从形体肥瘦看人体气血盈

亏。“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

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王琦教授［１５］根据人体不同的特征，

将人群体质分为９种基本类型，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
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根据每个人体质

的偏颇用恰当的处方来调整，常收效迅捷。立法处方充分考虑

体质因素，是“治病求本”的具体体现。调节体质，改善体质状

况对疾病的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６］。

.

　用药精
４１　药物以辛味芳香为主

近年来，随着男性生活方式由动到静的转变，气滞血瘀证

成为男科病的常见证型。疼痛作为男科病的常见症状，一直困

扰着男性患者。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典型的临床表现以骨盆

区域持续疼痛为主，疼痛症状缠绵反复。中医认为，不通则痛，

通则不痛。辛味药可行气散结、活血止痛，芳香药可疏通气机、

通经活络。辛香之品可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疼痛等不适。临床

上常使用丹参、王不留行、元胡、乳香、没药等辛温芳香之品活

血通络，配合柴胡、枳壳、小茴香、乌药等疏肝理气，开郁止痛。

临证时要灵活应用活血药，如前列腺痛同时伴有尿频、尿急，可

于活血止痛药中加入白果、五味子等固摄缩尿之品。再如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时，常在疏肝通络之品中加入一味丁香，本药辛

温入肾经，可兴阳起痿。

４２　适当应用有毒的中药
不少医师对有毒中药采取弃之不用的态度。但临床上对

于病程较长、病情复杂、常规治疗无效的患者，若能恰当地应用

有毒的中药，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临床上对于不射精症

久治无效的患者，常在活血通络方中加入少量制马钱子粉。本

药苦寒，有大毒，归肝、脾经，可散结消肿，通络止痛。临床常用

量为０３～０６ｇ。炮制后入散剂使用。马钱子虽为虎狼之药，
如用法得当，用量精确，合理配伍，娴熟驾驭，则可使其为羔羊

之性［１７］。

2

　用量巧
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量直接影响到疗效。若病情较重，

用量偏少，则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景岳全书》中提到“治病

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

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但是，加

大剂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确定，才能由合理的

数量的变化，引起良性的质量的变化，否则缺少一定的条件，超

过一定的限度，这种量变转化的质变，就会由好事变为坏事，产

生不良的副作用或严重的后果［１８］。药物的过度滥用，不仅增加

病人的经济负担，而且对机体无益。中药的用量，主要根据患

者的年龄、体质表现、居住的地域、气候和选用的方剂、药物等

进行综合考虑。若患者气虚症状明显，需用大剂量的生黄芪补

中益气，一般至少用３０ｇ，最多可用到６０ｇ。若患者失眠明显，可
用合欢皮或百合１５～３０ｇ养心安神。若前列腺增生患者伴有便
秘，常用大剂量的生白术配合肉苁蓉健脾升清，温肾降浊，润肠

通便，对于顽固性便秘，生白术常用到６０ｇ。在处方用药时，应
考虑方中各药物的比例及配伍关系。如对于阴囊潮湿、口苦、

苔滑等表现为湿热证明显的病人，用六一散时需关注滑石和生

甘草的药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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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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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前络汤与前列倍喜胶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比较
分析
章祖招　金辉萍　张茂华　刘世雄
台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通前络汤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提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４
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０例，根据治疗措施将患者分为对照组５０例和观察
组５０例。对照组口服前列倍喜胶囊治疗，３次／ｄ，２ｇ／次；观察组通前络汤治疗，１剂／ｄ，２５０ｍＬ／次，分早晚服
用，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治疗前疼痛不适、排尿情况、症状影响、生活质量及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疼痛不适、排尿情况、症状影响、生活质量及总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炎症指标ＩＬ－８、ＴＮＦ－α及ＩＦＮ－γ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
后炎症指标ＩＬ－８、ＴＮＦ－α及ＩＦＮ－γ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与前列倍喜胶囊治疗相比，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采用通前络汤治疗效果理想，能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炎症指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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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泌尿外科疾病，且３０％ ～
５０％男性一生中均会受到慢性前列腺炎的影响［１］。文献报道

显示［２，３］：慢性前列腺炎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具有复杂表现

形式的一种综合征。从中医角度来说［４，５］慢性前列腺炎属于

“白浊”、“劳淋”、“精淋”等范畴，常规西药虽然能改善患者症

状，减轻炎症指标，但是长期疗效欠佳，复发率较高，难以达到

预期的治疗效果。近年来，通前络汤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得

到应用，能进一步提高临床治愈率，并取得较好效果［６］。为了

探讨通前络汤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的临床疗效，选取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０例。现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慢性前列
腺炎患者１００例，根据治疗措施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２４～５０岁，平均（３７６２±２４３）岁，病程０６
～５年，平均（１４３±０７２）年；观察组５０例，年龄２４～５４岁，平
均（３８４１±２５７）岁，病程０７～６年，平均（１４５±０８３）年。诊
断标准：符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２０１４年
版）［７］、《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８］中慢性前列腺炎临床诊断

标准。排除标准：（１）排除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２）排除合
并有影响效应指标观测、判断其他生理或病理者；（３）排除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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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患者、家属

同意，试验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临床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前列倍喜胶囊治疗方法：口服前列倍喜胶囊

（济南宏济堂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５００１０，规格：
０６ｇ×５４粒），６粒／次，３次／ｄ，服用４周为１个疗程［９］。

观察组采用通前络汤治疗方药：丹参 ２０ｇ、蜈蚣 ３ｇ、水蛭
１０ｇ、王不留行２０ｇ、桃仁１２ｇ、红花１０ｇ、赤芍３０ｇ、白芍３０ｇ、甘草
１０ｇ、元胡１５ｇ、黄芪２０ｇ、生白术１５ｇ，１剂／ｄ，２５０ｍＬ／次，分早晚
服用，连续服用４周（１个疗程）［１０］。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包括：疼痛

不适（０～２１分）、排尿情况（０～１０分）、症状影响（０～６分）、生
活质量（０～６分）及总评分，得分越高，病情越严重［１１－１２］。（２）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水平，如：ＩＬ－８、ＴＮＦ－α及
ＩＦＮ－γ水平采用ＥＬＩＳＡ及相关试剂盒测定［１３］。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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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疼痛不适、排尿情况、症状影响、生活质量及总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疼痛不适、排
尿情况、症状影响、生活质量及总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组别 疼痛不适 排尿情况 症状影响 生活质量 总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２１１±２２０ ３４４±０９７ ３４４±１４１ ３３１±０９８ ２２０５±５１１

　治疗后 ５０４±１８７①② １４４±０８９①② １４６±１１１①② １９５±１０２①② １０１３±４１０①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２１３±２１９ ３４３±０９７ ３４６±１３９ ３３０±０９８ ２２０６±５１２

　治疗后 ６９３±２１９② １７５±０９３② １９３±１１８② ２２８±０９９② １２６５±４７８②

　　与对照组相比，①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②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炎症指标 ＩＬ－８、ＴＮＦ－α及 ＩＦＮ－γ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炎症指标 ＩＬ－８、
ＴＮＦ－α及ＩＦＮ－γ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水平比较（ｎｇ／ｍＬ）

组别 ＩＬ－８ ＴＮＦ－α ＩＦＮ－γ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１２５±３４５ ４０３６±５４４ ８３５９±８８８

　治疗后 ３４５±１２２①② １６４７±３２１①② １２６４±１４５①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１３１±３６４ ４０３９±４７８ ８３６４

　治疗后 ７６７±１３５② ３０４５±３１５② ４０１４±１４７②

　　与对照组相比，①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②Ｐ＜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其发病危险因素较

多。祖国医学认为：慢性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不良饮食习惯引

起，如大量饮食辛辣、油腻食物或酒类等［１４］。现代医学研究显

示［１５］：患者日常生活中过度饮酒、饮食辛辣食物将会导致前列

腺组织出现肿胀、充血，引起血管进一步扩张，增加疾病发生

率。常规方法主要以西药治疗为主，药物虽然能缓解患者症

状，但是长期疗效欠佳，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１６］。

近年来，通前络汤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

果理想。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疼痛不适、排尿情况、症状影

响、生活质量及总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通前络汤
是常用的中医汤药，方药由：丹参、蜈蚣、水蛭、王不留行、桃仁、

红花、赤芍、白芍、甘草、元胡、黄芪、生白术等组成。方药中，丹

参具有活血调经、祛瘀止痛、清心除烦等功效；蜈蚣具有息风止

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等功效；水蛭具有抗凝血、抗血栓、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机体吸收等功效；王不留行性平，味苦，具

有消肿敛皮等功效；桃仁性甘平，味苦，具有活血祛瘀，润肠通

便等功效；红花性温，具有活血通经络，散瘀止痛等功效；赤芍

具有清热凉血，散瘀止痛等功效；白芍具有补血、养血、平抑肝

阳等功效；元胡性温，味苦，具有活血、行气、止痛等功效；黄芪

具有补气固表、利水消肿、生肌等功效；生白术味苦，性甘，具有

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等功效；甘草则能调和诸药，发挥不同药物

优势。诸药共奏，能发挥活血化瘀、通络逐淤等功效，能有效的

降低机体内的炎症指标，促进患者早期恢复，提高临床治疗效

果［１７］。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炎症指标 ＩＬ－８、ＴＮＦ－α及
ＩＦＮ－γ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现代药理研究显
示：通前络汤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具有较强的活血通络，破

血逐瘀等功效。前列腺特异抗原为前列腺癌特异性标志物，由

前列腺细胞和导管上皮细胞产生，当前列腺出现屏障后将会引

起异常升高。白细胞在人体中能对其具有吞噬作用，患者使用

通前络汤后能引起局部体液白细胞增高，从而达到消除炎症效

果，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患者早期恢复［１８］。

综上所述，与前列倍喜胶囊治疗相比，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采用通前络汤治疗效果理想，能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炎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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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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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Ｄ０１Ｃ２９５）。
【第一作者简介】梁增亮（１９８９－），男，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
外科。

△【通讯作者】陈涤平（１９５８－），男，主任医师、副教授，Ｅ－ｍａｉｌ：
１３９９９９１３２１０＠１６３ｃｏｍ；杜国利（１９８０－），男，硕士，Ｅ－ｍａｉｌ：ｇｅｎｅｍａｇ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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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３６

不育症患者性激素水平与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相关性
研究
梁增亮１　陈涤平１△　杜国利２△

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中心，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２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研究男性不育症患者性激素中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ＴＴＥ）水平
与精子ＤＮＡ完整性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该院收治男性不育症患者７５例作为研究对象，测定血清性激
素中ＦＳＨ，ＬＨ，ＴＴＥ的含量，进行分组分析，并行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检测（ＤＦＩ），分析三种性激素水平与精子
ＤＦＩ之间相关性。结果：对男性不育症患者血清中 ＦＳＨ、ＬＨ、ＴＴＥ三种性激素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可知，
患者血清ＦＳＨ水平与ＬＨ水平呈正相关（ｒ＝０５１０，Ｐ＜０００１）；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ＦＳＨ、ＬＨ及 ＴＴＥ与
ＤＦＩ呈负相关（Ｒ２＝０８９９，Ｆ＝１３２８９８，Ｐ＜０００１）。结论：血清性激素ＦＳＨ、ＬＨ与ＴＴＥ水平较低可能导致
精子ＤＮＡ损伤程度增加，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治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不育症；ＦＳＨ；ＬＨ；ＴＴＥ；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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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男性不育症的患病率呈增长趋势，在我国，大约
５０％夫妻不育因素与男性相关［１］。传统的精液分析无法全面

诊断和评价男性不育［２］，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检查作为精液常规
检测的重要补充，目前已应用于临床实验室［３］；而精子生成及

成熟过程中，生殖激素发挥重要作用。血清性激素水平与男性

不育症密切相关［４］。国外文献报道，男性性激素水平对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有较大影响，目前国内文章鲜见报道，本研究将对
其进行探讨，以期对男性不育症诊治提供新思路。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本院住院及门诊治疗的
男性不育症患者 １５６例，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年龄 ２２～３６
（２７６４±３４６）岁，病程０５～６５（２２０±１４７）年。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１）明确诊断为男性不育症；（２）查体及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未发现明显睾丸、附睾、输精管异常以及精索静脉曲

张；（３）女方均经妇科相关检查，内分泌测定等排除女方不孕因
素。研究对象剔除标准：⑴体重失调（ＢＭＩ值 ＜１７或 ＞３０ｋｇ／
ｍ２）、无精子症、外生殖器先天性疾病、泌尿道外伤及感染、睾丸
萎缩等影响生育的疾病；（２）正在或曾经使用过外源性性激素
者。最后选取研究对象７５例。
１２　仪器及试剂

血清性激素中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
（ＴＴＥ）的测定利用放射免疫法（ＲＩＡ）测定，试剂盒购自天津德
普生物技术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检测采用
精子ＤＮＡ碎片染色试剂盒（瑞 －吉染色法），购自安徽安科生
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方法
性激素检测：抽取上述我院就诊病人清晨空腹静脉血

３０ｍＬ，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血清，利用放射免疫法（ＲＩＡ）测
定血清性激素中ＦＳＨ、ＬＨ、ＴＴＥ。

精子ＤＮＡ碎片率检测：采用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ＳＣＤ）
法。在我院产前诊断中心取精室通过手淫法留取精液于干燥

清洁取精杯中置３７℃恒温水浴箱，将液化后的新鲜精液通过凝
乳液化、混合精子、制片、变性、裂解、染色、镜检，ＤＮＡ完整的精

子在经过变性和去核蛋白后经染色可扩散形成特征性的光晕，

而ＤＮＡ不完整的精子不会产生这种特征性的光晕。用电子光
学显微镜４０倍物镜下拍照，计数２００个精子，观察精子光晕大
小。计算ＤＮＡ损伤精子数和精子总数的比例，即精子 ＤＮＡ碎
片指数（ＤＦＩ）。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进行双份录入，逻辑校对后生成
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
关分析、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结果
２１　男性不育症患者血清性激素中ＦＳＨ、ＬＨ和ＴＴＥ水平

男性不育症患者血清性激素中，ＦＳＨ水平范围在 ０７５～
１８７５ｍＩＵ／ｍＬ之间，平均值为（６５７±３２１）ｍＩＵ／ｍＬ，ＦＳＨ在正
常参考范围内的患者约占总数的６６６７％，３２％的患者高于正
常参考范围。ＬＨ水平波动在０７６～１２５６ｍＩＵ／ｍＬ之间，平均
值为（５８３±２８３）ｍＩＵ／ｍＬ，８９３３％的患者在正常参考范围内，
９３３％的患者高于正常值。ＴＴＥ水平范围在２８９～２６７８ｍＩＵ／
ｍＬ之间，平均值为１４１８±６８３ｍＩＵ／ｍＬ，其中７０６７％的患者
均在正常参考范围内。见表１。

表１　男性不育症患者血清中ＦＳＨ、ＬＨ和ＴＴＥ水平

参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ＴＴＥ（ｍＩＵ／Ｌ）

最小值 ０７５ ０７６ ２８９

低四分位数 ３８９ ３９３ ７８３

中位数 ６４４ ５６８ １４２８

高四分位数 ８９２ ７８９ １９５１

最大值 １８７５ １２５６ ２６７８

均值 ６５７ ５８３ １４１８

标准差 ３２１ ２８３ ６８３

低于正常（ｎ％）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２２（２９３３）

正常 （ｎ％） ５０（６６６７） ６７（８９３３） ５３（７０６７）

高于正常（ｎ％） ２４（３２００） ７（９３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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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育症患者血清ＦＳＨ、ＬＨ与ＴＴＥ相关性研究
患者血清性激素ＦＳＨ与 ＬＨ水平呈正相关（ｒ＝０５１０，Ｐ＜

０００１）；但是ＦＳＨ水平与 ＴＴＥ水平（ｒ＝０１７３，Ｐ＝０１３７）、ＬＨ
水平与ＴＴＥ水平（ｒ＝００７３，Ｐ＝０５３２）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不育症患者ＦＳＨ，ＬＨ和ＴＴＥ三者相关性分析（ｒ）

变量 ＦＳＨ ＬＨ ＴＴＥ

ＦＳＨ １ ０５１０ ０１７３

ＬＨ ０５１０ １ ００７３

ＴＴＥ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３ １

２３　ＤＦＩ（％）在不同ＦＳＨ，ＬＨ和ＴＴＥ水平的分布
据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Ｔｅｓｔ检验，ＦＳＨ（χ２ ＝４９６６３，Ｐ＜

０００１）与ＬＨ（χ２＝２１１８９，Ｐ＜０００１）低于正常、正常、高于正常
三组间ＤＦＩ％存在显著性差异。据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Ｔｅｓｔ检
验，ＴＴＥ（Ｕ＝６７８４，Ｐ＜０００１）低于正常与正常组间 ＤＦＩ％存在
显著性差异。ＦＳＨ与ＬＨ正常值范围内的患者 ＤＦＩ≤１５％所占
比例分别为２４％、４１８％，高于正常范围ＦＳＨ及ＬＨ患者ＤＦＩ≤
１５％所占比例分别为 ９５８％、１００％，ＴＴＥ正常值范围内患者
ＤＦＩ≤１５％所占比例为 ５６６％，ＴＴＥ低于正常范围患者占
５４５％，ＤＦＩ水平介于 １５％ ～３０％之间的；提示在 ＦＳＨ、ＬＨ和
ＴＴＥ在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增加。见
表３。

表３　不育患者ＤＦＩ（％）不同ＦＳＨ、ＬＨ和ＴＴＥ水平上的分布

参数 ＤＦＩ（％）　　
ＦＳＨ

低于正常 正常 高于正常

ＬＨ

低于正常 正常 高于正常

ＴＴＥ

低于正常 正常

最小值 ６ ３８ １３ ６ ３８ ９ ６ ８ ６

低四分位数 １２ ３８ １５５ ８２５ ３８ １３ ７ １６２５ １１５

中位数 １７ ３８ １４ １１ ３８ １９ ８ ２７ １４

高四分位数 ２５ ３８ ２８ １２ ３８ ２７ ８ ３０ ２００

最大值 ３８ ３８ ３７ １９ ３８ ３７ ９ ３７ ３８

均数 １８８４ ３８ ２２３８ １０６７ ３８ １９７３ ７５７ ２４３２ １６５７

标准差 ８６１ ７４４ ２８１ ７９５ ０９８ ８８０ ７５１

低于正常［ｎ（％）］ ３５（４６６７） ０ １２（２４） ２３（９５８） ０ ２８（４１８） ７（１００） ５（２２７） ３０（５６６）

正常［ｎ（％）］ ３２（４２６７） ０ ３１（６２） １（４２） ０ ３２（４７８） ０ １２（５４５） ２０（３７７）

高于正常［ｎ（％）］ ８（１０６７） １（１００） ７（１４） ０ １（１００） ７（１０４） ０ ５（２２７） ３（５７）

２４　不育患者ＦＳＨ、ＬＨ及ＴＴＥ激素水平与ＤＦＩ（％）相关性
散点图表明，在ＦＳＨ与ＬＨ，ＴＴＥ三种激素水平极低时，ＤＦＩ

值较高，随着三种激素水平的增高 ＤＦＩ值呈下降趋势。以 ＤＦＩ
值为因变量，三种激素水平作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可知ＦＳＨ、ＬＨ、ＴＴＥ三种性激素与 ＤＦＩ呈负相关（详见图１、表
４），三个因素总共可解释因变量为（８９９０％）（Ｒ２＝０８９９，Ｆ＝
１３２８９８，Ｐ＜０００１）。

表４　三种激素水平与ＤＦ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 Ｐ

常量 ４０７６３ １６７６ ２４３２１ ＜０００１

ＦＳＨ －２１４７ ０５１６ －４１６０ ＜０００１

ＦＳＨ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１ ２１５５ ００３５

ＬＨ －３０６０ ０７２３ －４２３５ ＜０００１

ＬＨ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９ ２２１１ ００３０

１／ＴＴＥ －１０６４６ ５２３３ ２０３４ ００４６

图１　三种激素水平自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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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在下丘脑－垂体－性腺轴（ＨＰＧ）中，垂体在下丘脑分泌的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作用下分泌性激素 ＦＳＨ和 ＬＨ。
ＦＳＨ在精子发生的后期与其特异性受体结合，在ＴＴＥ的参与下
使次级精母细胞发育成精子细胞，最终形成精子。ＬＨ主要促
进睾丸间质细胞增生，刺激其合成和分泌 ＴＴＥ，供生精需要，三
种性激素协调作用影响精子的生成。

精子ＤＮＡ损伤相关影响因素中，精子发生和成熟障碍可能
是最隐秘的原因，性腺轴在精子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现如今许多研究［５］结果表明，男性性激素紊乱及氧化应激会影

响精子生成，从而导致男性不育症的发生。精子ＤＮＡ在卵子受
精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它作为父代遗传信息的重要载体，其完

整性对正常受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受损的精子与卵

子结合，随后的胚胎和胎儿发育受影响，可导致反复流产的出

现［６］，增加后代不育可能［７］。

Ｒｕｖｏｌｏ等［８］通过性激素ＦＳＨ单次剂量１５０ＩＵ，１周３次，至
少３个月的治疗后，ＤＦＩ小于１５％患者中，治疗亦未见明显效
果，而在ＤＦＩ大于１５％患者中，ＤＦＩ显著降低。Ｐａｌｏｍｂａ等［９］对

３６名特发性不育症患者进行高纯度 ＦＳＨ治疗后，ＤＦＩ水平亦显
著降低。Ａｂｂａｓｉｈｏｒｍｏｚ等［１０］进行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与野生型

小鼠相比，卵泡刺激素受体基因敲除小鼠所表达的精子核精氨

酸和睾酮水平低下，细胞核鱼精蛋白含量降低，生殖力能力受

损，且ＤＮＡ损伤更严重。Ｃｏｌａｃｕｒｃｉ等［１１］证实，给予９０ｄ重组人
促卵泡生成素（ｒＦＳＨ）制剂治疗的特发性不育患者，其精子 ＤＦＩ
水平显著下降。为研究精子发生及成熟过程与精子 ＤＮＡ碎片
率之间的关系，Ｓｍｉｔ等［１２］将睾丸体积、ＦＳＨ水平、抑制素 －Ｂ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与 ＦＳＨ水平密切
相关。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ＦＳＨ、ＬＨ及ＴＴＥ水
平低于正常范围的情况下，精子ＤＮＡ碎片率较高。一些研究者
采用补充ＦＳＨ疗法来治疗不育症，这可能与ＦＳＨ可以阻止精子
细胞凋亡的机制，降低染色体损伤，减少 ＤＮＡ碎片率有关。同
时，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ｆ等［１３］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游离睾酮与精子 ＤＦＩ
呈负相关，与我们研究结果相一致。

影响精子ＤＮＡ碎片率完整性的相关因素有很多，与精子
ＤＮＡ氧化应激［１４］、染色体异常［１５］、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及男性

生殖系统疾病［１６］等相关。精子碎片化生成机制及其相关影响

因素的诸多研究目前尚无定论［１７，１８］。本文研究证实精子碎片

率与ＦＳＨ、ＬＨ、ＴＴＥ呈负相关，可能是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的机
制之一，其损伤机制及分子机理尚需进一步体内外实验证实。

另外，本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可能存在未有效鉴别和剔除其

他可变因素，需要进一步大样本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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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男性不同影响因素与精子质量参数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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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门诊就诊不育男性的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不良生活习惯、特殊工
作环境、泌尿系统炎症感染与精子质量参数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院
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５１０例，测量患者身高体重，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ＣＡＳＡ）
及试剂盒对精液液化时间、ｐＨ值、精液浓度、精子活率活力、精子形态和精子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等参数进行分析。结果：按照ＢＭＩ标准分组后显示低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重度肥胖
组在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精子 ＤＦＩ指数方面与标准体重组比较均有降低或升高的趋势，
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生活习惯（如长期吸烟、酗酒、熬夜）和某些特殊职业（高温、辐
射和挥发性化学物质）及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等因素对精液质量下降影响较大，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个别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量及精液 ｐＨ方面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ＢＭＩ指数异常、不良生活习惯、特殊职业及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等因素可引起精子质量多项参
数改变，是影响男性精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该研究为男性不育症发生机制的探索及诊治方向的判断提

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不育；ＢＭＩ；精子质量；参数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ｅｎ　ＱＩＵ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１，
ＮＩＲｏｎｇ２，ＺＨＯＮＧＪｉｘｉａｎｇ１，ＦＥＮＧＢｏ１△，ＺＨＡＮＧＪｉｙｕｅ１，ＺＵＯＹａｎｇｈｕａ１，ＸＵＥＨｕｉｙｉｎｇ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Ｈｕａｉ’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ａ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２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Ｈｕａｉ’ａ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ａｉ’ａｎ２２３３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ｂａｄｌｉｖ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１０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
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ＳＡ）ａｎｄｋｉｔ
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ｐＨｖａｌｕｅ，ｓｅｍ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ｒｏｕｐ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ＢＭＩ．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ｐｅｒｍ
ＤＦＩ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ｗ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ｏｂｅｓ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ａｄｈａｂｉｔｓ（ｓｕｃｈ
ａｓｓｍｏｋｉｎｇ，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ｓｔａｙｉｎｇｕ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ｈｅｍ
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ｌｌ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ｐＨ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ＢＭＩ，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ｖ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ｌ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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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主要通过精液常规检查、精子形态学和 ＤＦＩ指数
等指标来进行判断。近年来，有研究指出１０％～１５％的育龄夫
妇存在不孕不育问题［１］，而男性不育占其中的３０％ ～４０％［２］。

精液质量的下降，往往和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及习惯、环境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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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关，有研究表明超重及肥胖、不良生活习惯、高温辐射、尿

路炎症及感染等与成年男性不育症密切相关［３－５］。本研究对来

我院门诊就诊的２６２例男性不育患者的ＢＭＩ指数、不良生活习
惯、特殊工作环境、泌尿系统炎症感染与精子质量参数的关系

进行分析，以探究造成男性不育的关键性因素，为后期人工授

精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中精液优化处理的准确应用奠定

理论基础。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于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不
孕不育男科、泌尿外科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５６７例，符合当地居
住３年以上，婚后性生活正常１年以上不育要求，根据问卷调查
及病历资料排除无精症、排精障碍、精液量低于１．５ｍＬ、精索静
脉曲张、生殖系统疾病、免疫性不育、遗传病、问卷调查信息不

全等病例５７例，共收集到符合要求的５１０例男性不育患者的原
始资料。该资料患者年龄２３～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１．２±４．９）岁。
１１５例正常体重组作为对照组来自优生优育门诊就诊志愿者。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执行标准及分组
ＢＭＩ执行标准：ＢＭＩ＝体质量（ｋｇ）／身高２（ｍ２），划分为低体

质量组（ＢＭＩ＜１８．５ｋｇ／ｍ２）、正常体质量组（１８．５ｋｇ／ｍ２≤ＢＭＩ＜
２４．０ｋｇ／ｍ２）、超重组（２４．０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８．０ｋｇ／ｍ２）、肥胖组
（２８．０ｋｇ／ｍ２≤ＢＭＩ＜３０．０ｋｇ／ｍ２）及重度肥胖组（ＢＭＩ≥３０．０ｋｇ／
ｍ２）［６］。

不良生活习惯组纳入标准：吸烟患者≥１０支／ｄ；饮酒患者
≥１５０ｍＬ／ｄ；熬夜患者≥３ｄ／周（凌晨１点以后休息）。

特殊职业纳入标准：每天超过正常体温环境下工作至少

６ｈ、每天接受辐射至少８ｈ、每天暴露在挥发性化学物质环境下
至少６ｈ，以上工作环境均持续半年以上。

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组纳入标准：临床确诊泌尿生

殖系统炎症感染。

１３　仪器及试剂
ＣＡＳＡ采用ＢｅｉｏｎＶ４２０精子质量分析系统，为上海北昂医

疗技术有限公司，用于精液常规及形态参数的检测分析；荧光

显微镜为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产品，用于精子核ＤＮＡ碎片化指

数检测；精子核ＤＮＡ吖啶橙荧光染色试剂盒、精子形态染色ｄｉｆｆ
－ｑｕｉｃｋ试剂盒均为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１４　精子质量参数测定

所有实验组及对照组人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检

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７］要求禁欲２～７ｄ后于实验室取
精室采用手淫的方法取精（也可就近在家中取精，取完于２５～
３０℃环境下６０ｍｉｎ内送至实验室），精液保存于无菌的精杯中置
于３７℃恒温水浴箱中液化３０～６０ｍｉｎ，当天完成精液常规、精子
形态及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其中，精液常规操作过程为液化后
精液混匀后用ｐＨ试纸测定其精液ｐＨ值，取５～１０μＬ精液置于
ＣＡＳＡ分析系统上行精液常规分析，保存记录对应结果；精子形
态检查为取１０～２０ｕＬ精液均匀涂于载玻片上，晾干后参照精子
形态染色ｄｉｆｆ－ｑｕｉｃｋ试剂盒说明染色，在 ＣＡＳＡ分析系统上分
析２００个以上精子形态，人工比对单个精子形态异常情况后保
存记录对应结果；精子ＤＦＩ指数检测为取液化后精液１ｍＬ置于
离心管中，经过３次去精浆和洗涤后参照精子核ＤＮＡ吖啶橙荧
光染色试剂盒说明处理，４６０～４９０ｎｍ激发波长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其中ＤＮＡ双链精子为绿色、ＤＮＡ单链精子为红色、ＤＮＡ双
链不稳定精子为橙黄色，ＤＦＩ指数为计算出的红色、橙黄色精子
的百分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Ｔ－ｔｅｓｔ检验，以平均值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χ２）；组间多重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其中，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为差异极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ＢＭＩ组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与正常体重组相比，重度肥胖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 ｐＨ
值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体重组、重度肥
胖组在精液量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体重
组、超重组、肥胖组、重度肥胖组在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

常形态率、精子ＤＦＩ指数方面均有降低或升高的趋势，且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Ｐ＞０．
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ＢＭＩ组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类别 数量 液化时间（ｍｉｎ）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精子活率（％）正常形态率（％） ＤＦＩ指数（％）

正常体重组 １１５ ３０２±３９ ３２±０６ ７３±０２ ４０８±８９ ５１２±４３ １３６±４３ １００±２６

低体重组 ５２ ２９４±３５ ３０±１９ ７３±０１ ３６５±６８ ４９６±７６ １１６±２３ １１３±２５

超重组 ４２３ ３０８±３０ ３１±０９ ７３±０３ ３３６±５６ ３７９±３９ ８３±２１ １１５±３０

肥胖组 ２５ ３０７±４３ ３２±１１ ７３±０１ ３０３±５０ ３６４±５６ ８２±２４ １３６±４１

重度肥胖组 １０ ２９０±２５ ３３±１５ ７４±０４ ３１２±４１ ３３５±９３ ５３±３６ １５６±２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不良生活习惯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酗酒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量方面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熬夜组在精液量方面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吸烟组、酗酒组、熬夜组在精液

ｐＨ值、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精子 ＤＦＩ指数方
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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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良生活习惯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类别 数量 液化时间（ｍｉｎ）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精子活率（％） 正常形态率（％） ＤＦＩ指数（％）

吸烟组 １３５ ３３６±６７ ３５±１２ ７２±０３ ２０１±５１ ２２３±１２６ ４２±２９ １５５±２６

酗酒组 １０６ ３５３±５６ ３３±０９ ７１±０５ １９９±５６ ２８６±８９ ３９±３６ １６５±３４

熬夜组 １８６ ３２９±５９ ３３±１１ ７１±０５ ２３５±１０１ ２５５±１０１ ８３±２５ １４９±５３

对照组 ９５ ３３８±３５ ３４±１６ ７４±０２ ３９８±１０５ ４９３±６５ １１３±３９ １０４±３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不同工作环境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高温组、化学组在液化时间、精液 ｐＨ值方

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辐射组、化学组在精液量
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温组、辐射组、化学

组在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精子 ＤＦＩ指数方面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工作环境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类别 数量 液化时间（ｍｉｎ）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精子活率（％） 正常形态率（％） ＤＦＩ指数（％）

高温组 ５５ ２９６±５５ ３６±１１ ７２±０６ ３３６±８９ ２８１±３３ ６２±２３ １６５±６１

辐射组 １５６ ３９９±５９ ３５±１９ ７３±０７ ３４９±１１２ ３０２±６２ ６６±３２ １７３±５６

化学组 ３３ ３７６±８２ ３２±１６ ７２±０６ ３６５±８３ ３０９±５５ ７１±１６ １６９±８７

对照组 １０５ ４１０±３８ ３６±１５ ７３±０３ ４５３±９２ ４９８±９６ １１６±４５ １２５±２５

　　注：表示Ｐ＜０．０５，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　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表４　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对精子质量参数的影响

类别 数量 液化时间（ｍｉｎ）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精子活率（％） 正常形态率（％）ＤＦＩ指数（％）

泌尿系统感染组 ６２ ４２６±５９ ３６±１９ ７１±０５ ４２６±５５ ３３１±４１ ８６±３６ １８９±４３

对照组 １０１ ４１１±７５ ３５±２４ ７４±０３ ４８６±６３ ５３９±２８ １２３±５３ １１３±２１

　　注：表中表示Ｐ＜００５，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与对照组相比，泌尿系统感染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 ｐＨ
值、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精子ＤＦＩ指数方面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表４）。
*

　讨论
育龄男性精液质量受自身睾丸发育、外界环境状况、生活

方式、泌尿生殖系统、遗传、内分泌、免疫等多种因素共同影

响［８］。有研究指出１０％～１５％的育龄夫妇存在不孕不育问题，
而男性不育占其中的２０％ ～４０％，这或许与上述影响因素有
关。本研究从男性不育患者的 ＢＭＩ指数、不良生活习惯、特殊
工作环境、泌尿系统炎症感染方面入手，对其与精子质量参数

的关系进行分析。

受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超重及肥胖人

群比例已达到２６２％～３５２％［９］，而国内外研究报道指出成年

男性超重及肥胖与男性不育密切相关［１０］。ＢＭＩ作为衡量全身
性肥胖的常用指标在本研究中来分析肥胖与男性不育患者精

子质量参数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指出与正常体重组相比，重度

肥胖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ｐＨ值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可能与肥胖症患者阴囊温度升高消减了精液

在体外的液化时间有关。低体重组、重度肥胖组在精液量方面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因为肥胖症患者由于
运动量的减少造成下腹部、精索、臀部及大腿等部位脂肪大量

沉积，阴囊生精温度的提升，最终抑制精子的产生，造成精液量

减少［１１］。低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重度肥胖组在精子浓度、

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方面均有降低或升高的趋势，且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因为肥胖症可引起机体
促性腺激素、性激素结合蛋白、睾酮、雌二醇和抑制素 Ｂ等水平
的变化，造成肥胖患者内分泌激素水平的变化［１２］。该研究结果

与唐吉斌等［１３］的研究结果类似，但国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报道。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１４］研究认为，患者的ＢＭＩ指数与精液体积、精子总
数下降呈负相关，与精子浓度、精子活率及正常形态率无关；

Ｍａｓｏｕｍｅｈ等［１５］研究认为患者的 ＢＭＩ指数与精子总数、精子活
率及正常形态率无关，肥胖人群患少弱精子症的可能性是正常

体重组的３．５倍。
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酗酒、熬夜等，该习惯严重影响

男性患者的精子质量，造成男性不育。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

组相比，酗酒组在精液液化时间、精液量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熬夜组在精液量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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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Ｐ＜００５）；吸烟组、酗酒组、熬夜组在精液ｐＨ值、精子浓度、
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吸烟对精液质量的影响可能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烟草
中的有害物质通过肺部循环进入血液，经过长期积累干扰睾丸

及附睾循环和内环境的物质交换，精子在附睾中成熟所必需的

生化条件发生改变，降低了精子数量及质量，使畸形精子数目

增多；酗酒对精液质量的影响可能通过下列途径实现：影响性

激素的合成间接影响精子生成、作用于睾丸生精上皮直接造成

性腺退行性病变、直接作用于精子造成精子数量及质量下降；

熬夜对精液质量的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造成机

体性激素分泌及激素水平紊乱，机体长期处于亢奋状态严重影

响精子的产生。该研究结果与耿可亭等［１６］研究结果类似，表明

吸烟、酗酒、熬夜等习惯严重影响精子的数量及质量。

男性特殊的工作环境对精子质量也有显著影响。本研究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高温组、化学组在液化时间、精液 ｐＨ
值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辐射组、化学组在
精液量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温组、辐射
组、化学组在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方面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因为睾丸正常的生精温度
为３５５～３６５℃，长期从事高温工作的人睾丸生精温度高于正
常值，造成机体内环境的失衡，引发生精障碍和生精细胞凋亡；

长期的电离辐射暴露及坐姿将损伤睾丸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会

阴部、阴囊静脉回流受阻，引起精索静脉曲张，长期的代谢缓慢

及局部温度升高均影响生精；挥发性化学物质可产生毒性作

用，对生殖器官和生殖功能均有不利影响。本研究结果与刘安

娜等［１７］的研究报道相同，与周平等［１８］的研究结果类似，都表明

特殊的工作环境决定了男性精液质量的高低，对男性精子浓

度、活率、正常形态率等指标影响较大。

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是危害男性生殖健康的重要原因

之一，有报道［１９］指出大约有１５％的男性不育与此相关。本研
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泌尿系统感染组在精液液化时间、

精液ｐＨ值、精子浓度、精子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方面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或许与以下几方面影响有关：
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可造成男性精液中白细胞数目增多，白

细胞对正常精子细胞有一定的杀伤及免疫作用，造成精子数目

的减少及畸形率的升高；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可改变精液正

常的ｐＨ值，ｐＨ值过低（在≤７．２条件下）均不利于精子成熟，
影响精子的活动，造成精子质量的下降；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

染还可对性腺正常的机能造成损坏，性腺分泌异常及生精障碍

均可严重影响精子的产生。。

ＤＦＩ是反映精子核ＤＮＡ完整性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
示低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重度肥胖组、吸烟组、酗酒组、熬

夜组、高温组、辐射组、化学组、泌尿系统感染组的ＤＦＩ指数与正
常对照组相比均明显增加，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此外，个别组中精液液化时间异常或许与前列腺液中
的蛋白水解酶活性有关，睾丸温度的升高可影响该酶的活性，

导致液化时间异常。综上所述，ＢＭＩ指数异常、不良生活习惯、
特殊职业及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感染等因素可引起精子质

量多项参数改变，是影响男性精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本研

究结论为男性不育症发生机制的探索及诊治方向的判断提供

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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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核成熟度与早期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
研究
邓天勤１　邓敏芝１　王毅２　谢雨莉３

１暨南大学附属东莞医院（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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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暨南大学附属东莞医院（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９０５

【摘　要】　目的：探讨精子核成熟度与早期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方法：收集配偶具有早期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史的患者５０例为ＵＲＭ组，正常生育的男性３０例为对照组，通过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
仪检测精子的浓度和活动力等，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检测精子ＤＮＡ完整性，苯胺蓝染色法检测精子核蛋白
组型转换，分别比较两组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率和精液参数的差异。结果：ＵＲＭ组与对
照组之间精液量（３２３±１１３ｖｓ３３７±１２３）ｍＬ、精子浓度（２９３３±３７６ｖｓ３１１６±４２９）×１０６／ｍＬ的比较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子前向运动（３５１９±７２６ｖｓ５０１２±１０８４）％、精子正常形态（２０７±
２９４ｖｓ８６９±４１３）％、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３９２８±１５９５ｖｓ２３１６±１５１７）％及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率
（４１９９±８６３ｖｓ１８８１±７５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早期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可能
与精子核成熟度异常有关，建议ＲＳＡ患者常规检测夫精精子核成熟度。

【关键词】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核蛋白组型转换；核成熟度；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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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９０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９０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ＵＲＭ）．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ＵＲ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ｅｎ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ａｄｏｐｔ
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ｓｐｅｒｍ
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ｌｉｎｅｂｌｕ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ｍ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３２３±１１３ｖｓ３３７±１２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９３３±３７６ｖｓ３１１６±４２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ｐｅｒｍ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３５１９±７２６ｖｓ５０１２
±１０８４），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７±２９４ｖｓ８６９±４１３），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３９２８±
１５９５ｖｓ２３１６±１５１７）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４１９９±８６３ｖｓ１８８１±７５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ａｒｌｙ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ｍａｙ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ＳＡ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
ｔｅｓｔ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ＵＲＭ）；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Ｎｕｃ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９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复发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是指连续
２次或２次以上的自然流产，孕１２周之前者多见，称为早期复
发性流产（ｅａｒｌ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ＲＳＡ），约４０％
～６０％的 ＲＳＡ病因不明［１］，称为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ｕｎ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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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ＵＲＭ），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迄
今为止，ＲＳＡ的病因研究主要针对女性因素，而对男性病因的
研究较少［２］。精子不仅为受精卵提供了一半遗传物质，且影响

胚胎的发育，随着 ＲＳＡ病因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注到精子
ＤＮＡ与ＵＲＭ之间的相关性［３］，本研究探讨精子核成熟度（精子

ＤＮＡ碎片、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与早期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
之间的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于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生殖医
学科就诊的ＵＲＭ患者丈夫５０人（ＵＲＭ组），年龄２４～４６岁；３０
例男性为对照组，年龄２３～４１岁，至少半年内使女方怀孕，且女
方无ＲＳＡ病史。入选标准：（１）双方染色体正常；（２）女方年龄
≤３８岁，连续２次或２次以上的 ＥＲＳＡ。排除标准：（１）女方免
疫异常：封闭抗体阴性、活化 ＮＫ细胞异常等；（２）内分泌异常：
肾上腺功能异常、高泌乳素血症、甲状腺功能异常等；（３）女方
生殖器异常：子宫畸形、宫颈机能不全等；（４）女方全身性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重度贫血、糖尿病等；（５）男方有放疗或化疗
史、精索静脉曲张史等；（６）双方有毒物接触史或放射物质接触
史；（７）女方不良嗜好史：嗜烟或酗酒史等。所有研究对象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并征得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对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年龄、饮酒史

及吸烟史。

１２　精液采集及分析
所有研究对象均禁欲２～７ｄ，在生殖医学科取精室通过手

淫法，收集新鲜精液于标有姓名的无菌取精杯内，经称量仪称

重后，减去空取精杯重量为精液量，放置于３７℃恒温水浴箱，精
液完全液化后，根据２０１０年《ＷＨＯ人类精液检验与处理实验室
手册（第五版）》标准［４］，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仪（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
ｄｅｄｓｐｅｒ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Ａ）检测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活动
率等。

１３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检测及判断
试剂盒由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提供，采用精子

染色质扩散试验（ｓｐｅ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ＣＤ）检测精
子ＤＮＡ的完整性，检测方法按说明书操作。在普通显微镜下
４００×镜头下，观察４００个染色的精子，分为大、中、小、无晕环和
退化５个等级（染色质断裂较多的精子，染色后仅能观察到深
染的精子头部，看不到晕环，或仅有少量的核晕存在；而染色质

较完整的精子，不仅能观察到深染的精子头部，而且有明显的

核晕环，呈大晕环或中晕环）。大晕环和中晕环在所有精子中

的百分比，即为精子 ＤＮＡ的完整率。精子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１－精子ＤＮＡ完整率。
１４　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检测

试剂盒由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提供，采用苯胺

蓝染色法检测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实验步骤按说明书操作。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表示为（珋ｘ

±ｓ），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２检验，Ρ＜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ＵＲＭ组平均年龄为（３１２１±４１２）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３２３０±２６２）岁，ＵＲＭ组吸烟３６人，对照组２１人，吸烟率分
别为７２０％和７００％；ＵＲＭ组饮酒２０人，对照组１１人，饮酒率
分别为４００％和３６７％，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Ρ＞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吸烟率（％）饮酒率（％）

ＵＲＭ组 ５０ ３１２１±４１２ ７２０ ４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３３３０±２６２ ７００ ３６７

　　注：与ＵＲＭ组比较，Ρ＞００５

２２　两组精液常规参数、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及精子核蛋白组型
转换率比较

　　ＵＲＭ组与对照组之间精液量、精子浓度的比较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Ρ＞００５），精子前向运动、精子正常形态、精子 ＤＮＡ
碎片率及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Ρ＜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精液常规参数、精子ＤＮＡ碎片率及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率比较

ＵＲＭ组 对照组

精液量（ｍＬ） ３２３±１１３ ３３７±１２３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２９３３±３７６ ３１１６±４２９

前向运动（％） ３５１９±７２６ ５０１２±１０８４

正常形态（％） ２０７±２９４ ８６９±４１３

ＤＦＩ（％） ３９２８±１５９５ ２３１６±１５１７

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 ４１９９±８６３ １８８１±７５３

　　注：与ＵＲＭ组比较，Ρ＜００５

*

　讨论
ＲＳＡ发生率约占妊娠总数的１％，目前 ＲＳＡ的病因研究主

要集中在女方，而男性因素的研究很少，男性配子构成胚胎基

因组成的一半，精子遗传异常可影响胚胎继续发育而导致胚胎

停育或流产。精子承载着男性的遗传信息，无损伤的精子 ＤＮＡ
是父系遗传信息完整传递给子代的前提。目前研究表明与妊

娠失败有明确相关的是染色体异常和精子ＤＮＡ损伤［５］。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被认为是独立于精液常规参数检测精子
质量的一个重要检测指标，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与精子ＤＮＡ完
整性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都建议有 ＲＳＡ病史的患
者检测夫精精子ＤＮＡ损伤情况［６，７］，既往国内的研究表明 ＲＳＡ
组患者精子ＤＮＡ碎片比例增高与核成熟度异常有关［２］。本研

究结果显示ＵＲＭ组的精子前向运动（３５１９±７２６）％、精子正
常形态（２０７±２９４）％均低于对照组（５０１２±１０８４）％、
（８６９±４１３）％，而 ＵＲＭ 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３９２８±
１５９５）％、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４１９９±８６３）％均高于对照
组（２３１６±１５１７）％、（１８８１±７５３）％，而精液量及精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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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与国外 Ｚｉｄｉ－
Ｊｒａｈ［７］、Ａｂｓａｌａｎ［８］、Ｉｍａｍ［９］、Ｒａｍａｓａｍｙ［１０］一致，与 Ｂｒａｈｅｍ［１１］和
Ｌｅａｃｈ［１２］研究结论类似。也有研究显示精子 ＤＮＡ碎片与 ＵＲＭ
没有相关性［１３］。我们研究结论与国内王英俊等［１４］研究表明精

子活力与ＵＲＭ存在相关，ＵＲＭ具有较高精子 ＤＮＡ损伤一致，
同时与曹龙巧等［１５］研究提示精子ＤＮＡ碎片率较高可能跟早期
复发性自然流产有关的结论类似。

在精子核成熟过程中，精子核蛋白经历了从组蛋白向鱼精蛋

白的转变，使染色质结构更紧密，维持精子核成熟度。精子核成熟

异常影响精子受精和卵裂能力，同时影响受精后原核形成、胚胎的

早期发育及胚胎着床［１６］，研究显示包含ＤＮＡ损伤的精子可使卵母
细胞受精，形成２原核期，但到４细胞期，父系基因启动表达，因精
子ＤＮＡ损伤，即使已形成囊胚，也会出现胚胎发育停止［１７］。

目前精子核成熟度异常其机制未明，可能与凋亡异常、氧

化应激等有关。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ＵＲＭ的精子活力和形态
低于正常生育组，较正常生育组具有较高精子ＤＮＡ碎片及精子
核蛋白组型转换，提示精子核成熟度异常与孕早期不明原因复

发性流产可能相关，其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需要

重视男性因素与ＲＳＡ的相关性，建议有 ＲＳＡ病史患者常规检
测夫精精子核成熟度［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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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精时机对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结局的影响
戚静宜　刘格琳　王芳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内人工授精时机对于治疗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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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中心第一次行ＡＩＨ助孕治疗的１１２７个治疗周期。按照患者行ＩＵＩ治疗时是否排卵将患者分为排卵前
组和排卵后组，比较患者的治疗结局。结果：１１２７个 ＩＵＩ治疗周期中在排卵前进行手术的有７５６例，４７１例
患者在确认排卵后接受ＩＵＩ治疗。其平均年龄、平均不孕年限以及平均的 ＢＭＩ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两组妊娠率分别为１３１０％及１１８９％，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的
流产率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由于样本例数较少，尚需扩大样本量计算。按照自然周期和促排卵周
期分成两个亚组，比较其排卵前后治疗分别的妊娠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自然周期还是促排卵周期两种时

机行ＩＵＩ治疗的妊娠率并没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在进行有效的 ＩＵＩ治疗时，无论是排卵前后均
可以达到相同的妊娠目的。

【关键词】　宫腔内人工授精；授精时机；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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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内人工授精技术（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ＵＩ）是指将
男方精液经过实验室优化处理后置于女方子宫腔内使其妊娠

的一种助孕方式［１］。由于其操作简单、费用较低，对于不明原

因不孕以及轻度男方因素的不孕症患者，丈夫精液宫腔内人工

授精（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ｕｓｂ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ＡＩＨ）在临床
应用非常普遍［２］。本研究对我中心行首次 ＡＩＨ助孕治疗的
１１２７个周期进行总结，以探讨授精时机对其治疗结局的影响。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在我中心第一次行ＡＩＨ助孕治
疗的１１２７个治疗周期。女方输卵管通畅度检查提示至少一侧
输卵管通畅，男方行２～３次精液检查提示正常或轻度少弱精子
症。夫妇双方行常规体检，排除不适合妊娠情况，签署知情同

意书。按照患者行ＩＵＩ治疗时是否排卵将其分为排卵前组和排
卵后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案　对患者进行阴道超声卵泡监测，根据既往监
测卵泡情况选择自然周期或促排卵周期。对于既往卵泡发育

不良或月经周期不规律患者行氯米酚（塞浦路斯高特，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９１０７９）、来曲唑（江苏恒瑞，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００１）或尿
促性素针（丽珠，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４００９７）进行促排卵治疗。若本
周期卵泡发育≥３个，取消该周期治疗或行卵泡穿刺保留３个
卵泡，余穿刺后废弃。

１２２　授精时机　当卵泡平均直径大于１４ｍｍ时每日阴道超
声监测卵泡发育，早晚测尿 ＬＨ峰。对于自然周期治疗患者在
尿ＬＨ峰后１２～２４ｈ行 ＩＵＩ治疗。促排卵周期患者若尿 ＬＨ峰
阳性，治疗同自然周期；若无 ＬＨ峰，卵泡直径大于１８ｍｍ时给
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１００００ＩＵ肌肉注射，２４ｈ后行ＩＵＩ治疗。
１２３　精液准备　在女方卵泡直径达１４ｍｍ时男方排精后禁
欲，在术日男方清洗外阴后手淫法取精液于无菌杯中。精液置

于保温箱中液化１ｈ后密度梯度离心法处理精液成０５ｍＬ精子
悬液。处理后前向运动精子数量大于１０００万。
１２４　ＩＵＩ　女方取截石位，充分暴露外阴。生理盐水冲洗外
阴、阴道。人工授精管吸取０５ｍＬ精子悬液后插入宫腔内缓缓
注射，术后抬高患者臀部，休息３０ｍｉｎ后离院。
１２５　黄体支持　排卵后给予口服地屈孕酮（雅培，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３０１１０）、阴纳黄体酮胶囊（Ｃａｐｓｕｇｅｌ，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３０３３６）
进行黄体支持１５ｄ，测血尿ＨＣＧ了解是否妊娠。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采用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ＩＵＩ患者排卵前后妊娠情况

１１２７个ＩＵＩ治疗周期中在排卵前进行手术的有７５６例，４７１
例患者在确认排卵后接受 ＩＵＩ治疗。其平均年龄、平均不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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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及平均的ＢＭＩ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妊娠
率分别为１３１０％及１１８９％，尽管排卵前 ＩＵＩ治疗的临床妊娠
率比排卵后稍高，但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统计学

分析显示两组的流产率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由于样本
例数较少，尚需扩大样本量计算。见表１。

表１　ＩＵＩ患者排卵前后妊娠情况

Ｎ 平均年龄 平均不孕年限 平均ＢＭＩ 临床妊娠 流产率

排卵前 ７５６ ２９６６±４５３ ２６２±１７０ ２２９５±３６１ １３１０（９９／７５６） １３１３（１３／９９）

排卵后 ４７１ ３００６±４５９ ２６４±１８２ ２３０７±３６９ １１８９（５６／４７１） １４２９（８／５６）

Ｐ ０１３ ０８３ ０２７ ０３８ ００４

２２　ＩＵＩ患者排卵前后妊娠情况
将接受ＩＵＩ治疗的患者按照自然周期和促排卵周期分成两

个亚组，比较其排卵前后治疗分别的妊娠情况，可以发现无论

是自然周期还是促排卵周期两种时机行ＩＵＩ治疗的妊娠率并没
有统计学差异。同样由于流产率样本例数较少，仍需进一步计

算。见表２、表３。

表２　刺激周期ＩＵＩ患者排卵前后妊娠情况

Ｎ 平均年龄 平均不孕年限 平均ＢＭＩ 临床妊娠 流产率

排卵前 ５８９ ２９４８±４５９ ２６１±１７０ ２３１９±３６７ １４９４（８８／５８９） １４７７（１３／８８）

排卵后 ２２７ ２９６２±４２７ ２７３±１７２ ２３８８±３８０ １４１０（３２／２２７） １５６３（５／３２）

Ｐ ０６９ ０３５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０１

表３　自然周期ＩＵＩ患者排卵前后妊娠情况

Ｎ 平均年龄 平均不孕年限 平均ＢＭＩ 临床妊娠 流产率

排卵前 １６７ ３０３２±４３０ ２６６±２９２ ２２１３±３２９ ８９８（１５／１６７） ０　　　　

排卵后 ２４４ ３０４１±４８２ ２５０±１８０ ２２３１±３４６ １０２５（２５／２４４） １０２５（３／２５）

Ｐ ０８５ ０３４ ０６１ ０１８ ００１

*

　讨论
ＩＵＩ治疗是通过增加达到受精部位的活力精子数目来提高

受孕几率的，目前的成功率报道在４５％ ～２２％［３］。其影响因

素是多方面［４，５］，可以在排卵期的不同时间对患者进行 ＩＵＩ治
疗，也可以在排卵前后进行多次 ＩＵＩ治疗以达妊娠的目的。本
研究仅对第一周期ＩＵＩ助孕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排除了
由于周期次数增加而引起的统计学偏倚。国外一些研究显示：

双次授精与时机准确的单次授精比较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并没有增加每周期妊娠率［６］。我中心行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

除授精后４８ｈ卵泡未排增加一次授精治疗外均为单次授精，成
功率为１２％～１８％。

Ｋｕｃｕｋ［７］的研究中显示，排卵后行ＩＵＩ治疗的每周期妊娠率
明显高于排卵前，这与本文中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回顾

我中心的数据显示，无论在排卵前还是在排卵后行 ＩＵＩ助孕治
疗，其妊娠率并没有统计学差异。另外分析 Ｋｕｃｕｋ的研究对象
可以发现，其中４１７名患者中除１２位为男性因素不孕症患者，
其余均为不明原因不孕患者，这可能影响了实验结果的普遍性

和代表性。Ｍｏｈａｍａｄ等［８］研究提示：对于不同病因行 ＩＵＩ的患
者不同排卵时机行ＩＵＩ治疗的妊娠率比较发现：非男性因素不
孕患者中，即排卵障碍或不明原因不孕行助孕治疗的患者，排

卵后行ＩＵＩ治疗的成功率明显高于排卵前，但在因男性因素行
ＩＵＩ助孕治疗的患者中排卵前后行 ＩＵＩ治疗并无明显差异。对

亚组进行分析比较发现这种差异在排卵障碍组和不明原因不

孕患者组中的比较无明显差别。在非男性因素的ＩＵＩ治疗周期
中，排卵后每周期妊娠率明显增高而在男性因素的 ＩＵＩ治疗周
期中这种差异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精子或卵子因素在病因

中占据更重要地位。在非男性因素不孕患者中，质量活力较好

的男性精子不会影响妊娠率，而卵子的质量成了限制性因

素［９］。在确定排卵后行ＩＵＩ治疗的患者确保了卵子的可用性，
使得妊娠率有所

#

加。另外在排卵障碍患者的治疗周期中，多

采用促排卵治疗，往往会导致卵泡黄素化的发生。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排卵前即行ＩＵＩ治疗的周期妊娠率［１０，１１］。在男性

因素不孕患者中，精子质量往往并不理想，通过处理优化精液

后提高受精部位优质精子的数量提高妊娠几率削弱了卵子因

素的影响［１２，１３］。本研究仅对自然周期和促排卵周期分别进行

了亚组分析，同样未发现排卵前后行ＩＵＩ治疗妊娠率的差异，这
可能与我中心在排卵前进行ＩＵＩ治疗的患者次日需复诊确认排
卵，若未排卵则行卵泡穿刺人工破卵治疗有关，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无效ＩＵＩ治疗。
关于ＩＵＩ的研究并无明确的统一结论，这与不同研究间病

因构成不同、促排卵方案不同以及治疗时机不同有关［１４，１５］。本

研究中并未对病因因素进行单独亚组分析，这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实验结果［１６－１８］。另外关于流产率本研究中显示有统

计学差异，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对临床指导意义有限，仍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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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大样本量研究。

在进行有效的ＩＵＩ治疗时，无论是排卵前后均可以达到相
同的妊娠目的，这样有利于我们日常工作的安排，方便患者就

诊和减少患者不必要的精神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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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２３）

【基金项目】河北省衡水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２Ｚ）。
【第一作者简介】羊冬梅（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
化造影的临床应用。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０

Ｘ线透视下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在女性不孕症患者中诊
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羊冬梅１　李宁宁１　牛国昌１　吴建华１　吕学新１　赵鹏１　孙海茹２

１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放射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２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生殖医学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Ｘ线透视下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在女性不孕症患者中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院收治的１６０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予以Ｘ线透视下子
宫输卵管造影术，观察子宫输卵管造影结果、妊娠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子宫形态正常 １４２例



·１２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８８８％），子宫异常１８例（１１２％），以Ｂ超检查为标准，Ｘ－ＨＳＧ诊断子宫符合率为９４７％（１４２／１５０）；输
卵管通畅１０８例（６７５％），通而不畅１６例（１００％），输卵管阻塞３６例（２２５％），以 Ｂ超检查为标准，Ｘ－
ＨＳＧ诊断输卵管通畅符合率为９５６％（１０８／１１３），通而不畅符合率为７５０％（１２／１６），阻塞符合率为９７２％
（３５／３６）；全部患者经Ｘ－ＨＳＧ后３～１２个月怀孕６０例（３７５％）；并发症主要包括下腹疼痛、阴道出血、静
脉回流、恶心、呕吐、发热及头晕等，经对症治疗后均消失。结论：Ｘ线透视下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可作为判断
女性不孕症患者子宫输卵管通畅情况的诊断方法，同时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Ｘ线透视；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女性不孕症；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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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属于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主要分为原发性不孕和
继发性不孕。调查显示，不孕症发生率约占育龄妇女的１２％，
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１］。女性不孕可由多种因素引起，子宫、

输卵管性不孕是主要原因，其中输卵管性不孕约占不孕症的

１／３［２，３］。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腹腔镜
直视下输卵管通液等方法诊断不孕症［４］。其中 Ｘ线子宫输卵
管造影术可在Ｘ线透视下直观呈现子宫腔形态，同时有助于判
断输卵管通畅情况和确定阻塞部位［５］。本研究 Ｘ线透视下子
宫输卵管造影术在女性不孕症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旨在

为临床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照入院先后顺序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院收
治的１６０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年龄
１８～４３岁，免疫功能检测为抗子宫内膜抗体、抗卵巢抗体及抗
精子抗体阴性；（２）性生活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经配偶精液
分析排除男性不育。排除标准：（１）存在排卵障碍者；（２）对碘
剂过敏者；（３）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及精神疾病者；（４）
其它器官器质性病变者。上述患者年龄２０～４２岁，平均年龄
（２８６±１０５）岁；不孕年限１～８年，平均年限（３０±１２）年；
原发性不孕６７例（４１９％），继发性不孕９３例（５８１％），其中
继发性不孕中有生育史１２例；有单侧输卵管妊娠手术史３例，

有双侧输卵管吻合手术史２例，其余患者均有１次及以上人工
流产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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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术前准备：月经干净３～７ｄ后行子宫输卵管造影，造影前

３ｄ禁止性生活，检查前进行常规碘过敏试验，对于阳性患者使
用非离子型造影剂。

Ｘ－ＨＳＧ检查：术前 ３０ｍｉｎ排空膀胱，肌注 ０５ｍｇ阿托品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１０２０６６８，生产批号：
２０１４１０２５，规格：１ｍＬ／瓶），嘱患者取截石位仰卧于 Ｘ线检查床
上，常规消毒外阴后向宫腔插入“一次性使用子宫造影通水

管”，向气囊中注入１～３ｍＬ气体以使其膨胀、固定于宫颈管处
而堵住宫颈内口。在Ｘ线透视下向宫腔内缓慢注入６ｍＬ３８％
复方泛影葡胺，观察输卵管走形和子宫形态，输卵管和子宫全

部充盈但造影剂未进入盆腔时摄片１张，再将预热过接近人体
体温的１０ｍＬ４０％碘化油缓慢注入宫腔。注射过程中对输卵管
和宫腔充盈情况进行动态观察，充盈满意情况下摄片１张，造影
剂进入盆腔１ｄ后摄片１张盆腔正位片，了解造影剂在盆腔内的
弥散情况。推注造影剂过程中控制速度，防止因推注压力过大

导致阻塞输卵管及黏膜破裂［６］。造影完毕后观察半小时，如患

者无不适感方可离开，同时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术后２周
内禁止性生活，同时口服抗生素３ｄ防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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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判定标准
子宫输卵管通畅情况评判标准［７－９］：（１）通畅：推注碘化油

顺利，子宫输卵管良好充盈，管腔走形正常，未见扩张或狭窄，

碘化油进入盆腔１ｄ后摄片可见碘化油均匀分布；（２）通而不
畅：推注过程有阻力，管腔走形扭曲，部分扩张、狭窄，部分碘化

油进入盆腔，１ｄ后摄片可见较少量碘化油；（３）梗阻：推注过程
有阻力，输卵管不显影或中途中断。

&

　结果
２１　子宫造影结果

子宫形态正常１４２例（８８８％），子宫异常１８例（１１２％），
其中鞍型子宫６例（３７％），宫腔粘连４例（２５％），子宫占位３
例（１９％），双角子宫２例（１３％），宫颈管狭窄１例（０６％），
子宫内膜异常１例（０６％），单角子宫１例（０６％）。以Ｂ超检
查为标准，Ｘ－ＨＳＧ诊断子宫符合率为９４７％（１４２／１５０）。
２２　输卵管造影结果

输卵管通畅１０８例（６７５％），左侧２７例（２５０％），右侧２５
例（２３１％），双侧 ５６例（５１９％）；输卵管通而不畅 １６例
（１００％），左侧 ８例（５００％），右侧 ５例（３１３％），双侧 ３例
（１８７％）；输卵管阻塞３６例（２２５％），其中输卵管壶腹部阻塞
１１例（３０５％），左侧５例（４５５％），右侧４例（３６４％），双侧２
例（１８１％）；输卵管宫角部阻塞 １５例（４１７％），左侧 ６例
（４００％），右侧５例（３３３％），双侧４例（２６７％）；输卵管伞部
阻塞５例（１３９％），左侧２例（４００％），右侧２例（４００％），双
侧１例（２００％）；输卵管峡部阻塞 ５例（１３９％），左侧 ２例
（４００％），右侧２例（４００％），双侧１例（２００％）。以 Ｂ超检
查为标准，Ｘ－ＨＳＧ诊断输卵管通畅符合率为 ９５６％（１０８／
１１３），通而不畅符合率为７５０％（１２／１６），阻塞符合率为９７２％
（３５／３６）。
２３　妊娠情况

１６０患者经Ｘ－ＨＳＧ后３～１２个月怀孕６０例（３７５％），其
中输卵管通畅双侧１３５例（８４４％），上述患者除经 Ｘ－ＨＳＧ治
疗外未行其它治疗。

２４　并发症发生情况
全部患者出现不同程度下腹疼痛１５３例（９５６％），予以颠

茄片口服；阴道出血９１例（５６９％），未经任何处理，于２４ｈ内自
动消失；静脉回流１例（０６％），停止注射并嘱患者立起；恶心、
呕吐２例（１２％），肌注１０ｍｇ地塞米松后半小时内缓解；发热２
例（１２％），体温３７６～３８５℃，予以抗生素治疗后恢复正常；
头晕、脸色苍白、四肢无力等症状经休息后自动消失。

*

　讨论
不孕症是目前临床上的一种常见疾病，近年来，随着性传

播疾病的蔓延和人工流产事件的增多，不孕症发生率呈逐年升

高趋势。目前导致女性不孕的的原因较多，包括无排卵性不

孕、子宫性不孕及输卵管性不孕等［１０］。其中输卵管性不孕是女

性不孕的常见原因之一，约占全部不孕原因的１／４～１／２［１１，１２］。
其病理基础为输卵管炎症导致炎性栓子栓塞、输卵管粘连，表

现为输卵管通而不畅或阻塞，进而阻碍精子和卵子结合而致

不孕。

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是一种向输卵管和宫腔注入造影
剂，经Ｘ线透视并摄片，以对子宫输卵管情况进行显现，进而判
断宫腔形态及输卵管是否通畅的诊断方法［１３］。该检查方法具

有价格低廉、操作方便、无创等优点，体现出诊断和治疗的双重

作用［１４，１５］。本研究采用碘化油作为造影剂，该造影剂由 Ｈａｕｓｅｒ
于１９２５年首次使用，可在清晰显现输卵管形态的同时支撑润滑
输卵管，防止管腔粘连，但易导致过敏反应，同时可出现静脉逆

流而进入肺血管导致呛咳，严重者甚至出现肺栓塞，因此需对

患者进行常规碘过敏试验并密切观察并发症，一旦出现相关症

状，应及时进行对症处理［１６，１７］。

本研究得到１６０例患者经 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诊断发
现子宫形态正常１４２例（８８８％），子宫异常１８例（１１２％）；输
卵管通畅１０８例（６７５％），通而不畅１６例（１００％），输卵管阻
塞３６例（２２５％），证实了该技术可清晰显现子宫输卵管形态，
有助于动态观察诊断输卵管通畅情况。另外，全部患者经 Ｘ－
ＨＳＧ后３～１２个月未经其它治疗情况下怀孕率为３７５％（６０／
１６０），表明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不孕
症，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造影过程中牵拉子宫输卵管

可将粘连的输卵管和周围组织分离，同时改善输卵管内环境；

造影剂具有杀菌功效，可减少单核细胞吞噬精子；造影剂可机

械性冲洗输卵管管腔，有助于输卵管畅通。另外，Ｘ线子宫输卵
管造影术后患者对自身进行心理暗示，通过调整心态而缓解忧

虑、焦躁等情绪，促进内分泌系统趋于正常，有利于受孕［１８］。

值得一提的是，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虽可直观评价子宫
输卵管通畅性，但具有一定的辐射，不能应用于碘过敏者，对于

受检者半年内不建议怀孕。与此同时，该方法对推注造影剂的

速度有要求，太慢会因压力不够而无法疏通阻塞的输卵管，速

度过快又易导致输卵管痉挛、静脉回流及腹痛等不良反应。因

此，诊断过程中需把握好造影剂推注速度，正确引导患者积极

配合，遇阻力时不可强行推注，同时观察药物在体内的动态变

化，防止损伤黏膜和引起输卵管穿孔。

综上所述，Ｘ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具有操作简单、安全等优
点，有助于明确子宫输卵管病变情况，诊断不孕症病因，同时对

不孕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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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球囊导管在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及引产应用方面
联合观察研究
余燕维１　陈正云２

１余姚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４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探讨双球囊导管在妇科引产中的有效性、安全性。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２月入余姚市人民医院分娩的６００例产妇，分成 Ａ、Ｂ、Ｃ组。Ａ组为使用双球囊导管引产产妇１５３
例，Ｂ组为药物引产产妇（控释地诺前列酮栓）１４７例，Ｃ组为自然分娩产妇３００例（作为对照）。用统计学方
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并用Ｅｘｃｅｌ表格模拟各种曲线。结果：Ａ组放置导管前后宫颈评分有所提高，Ａ组
剖宫产的比率明显下降，并且因为引产失败等引起的剖宫产明显少于Ｂ组。在引产安全性上Ａ组较高。在
产程上，Ａ组较Ｂ组第一产程潜伏期短，活跃期相对长。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双球囊导管在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及引产方面，效果良好，副作用小，值得在妇科临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关键词】　双球囊导管；引产；促宫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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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习惯、婚姻家庭观念等的变化，每年的
流产率持续上升。不良方法的使用，给产妇的心理健康和身体

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因此有效的终止妊娠至关重要。目前在我

国常见的妊娠足月引产，它是指妊娠足月后，自然临产前，用人

为方法结束妊娠，是在宫颈成熟的前提下进行的［１－５］。自从

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ｒｎｅ第一次提出在宫颈放置盛满水的液压囊来引产，这
种基于宫颈成熟的引产方法被广泛使用［６，７］。这是一种全新的

促宫颈成熟来引产的方法。自应用以来效果良好，但尚缺乏大

量的详实的临床资料。本研究我们回顾性分析了余姚市人民

医院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产妇住院以及分娩的情况，来为临床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纳入标准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入余姚市人民医院分
娩的６００例产妇，对所选操作方法对患者进行说明，依据其意愿
进行分组，所选研究对象均符合知情同意要求。其中 Ａ组为使
用双球囊导管引产产妇１５３例，平均年龄（２９±２５）岁；Ｂ组为
药物引产产妇（缩宫素静脉滴注）１４７例，平均年龄为（２８９±
２５）岁；Ｃ组为自然分娩产妇３００例（作为对照），平均年龄为
（２７０±２５）岁。选择标准如下：年龄１８～３５岁的健康女性；无
家族遗传疾病病史；生活中未接触有害物质，远离有害环境；无

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无精神病史；符合引产伦理学要求。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双球囊导管促宫颈成熟及引产方法　若出现延期妊娠、
妊娠期糖尿病、可疑羊水过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轻度子痫、

胎儿生长受限，以及甲状腺机能不全、产妇心律失常、可疑巨大

儿等其他妊娠并发症等症状［８］，即可使用双球囊导管促宫颈成

熟及引产。根据使用后２４ｈ内是否临产并结束分娩可分为显
效、有效、无效三个等级。双球囊导管由两个球囊构成，使用时

先常规消毒，向两个球囊注水８０ｍＬ，并固定在孕妇大腿内侧。
定时进行胎心监测。无自行脱出者，放置１２ｈ后排空液体，轻轻
拉出。若有不适症状要及时取出。

１２２　控释地诺前列酮栓促宫颈成熟及引产方法　若出现延
期妊娠、妊娠期糖尿病、足月胎膜早破、可疑羊水过少以及甲状腺

机能不全、孕妇心律失常、可疑巨大儿等其他妊娠并发症等，即可

使用控释地诺前列酮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Ｌｉｍｉｔ
ｅｄ，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０４８４］促宫颈成熟及引产。放置控释地诺前
列酮栓时，先进行消毒外阴，再将栓剂塞入阴道，吸收２ｈ，定时
进行胎心监测。若孕妇出现临产征兆或者对药物出现不良反

应等，应及时取出栓剂。使用时要注意对于有感染高危因素风

险者要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使用后，若无规律宫缩但宫颈条

件成熟，应使用催产素引产或加强宫缩。

１２３　促宫颈成熟及引产安全性评价　回顾性分析研究三组

产妇临床病例资料，对各组产妇情况进行记录，并进行比较。

通过观察孕妇的身高、体重、年龄、孕育年龄等对孕妇进行分

析，胎儿评价时要考虑到身长、体重、头围、胸围、宫颈评分等数

据。观察、搜集并记录产后异常情况，幼儿窒息、２ｈ出血量、产
后强烈收缩的发生情况等，以产后产妇和胎儿的情况作为根据

来评判安全性，同时要考虑到产后宫口大开的时间。为了衡量

每种干预方法的引产结局，可以根据产妇最终分娩方式和剖宫

产指征来作为判断依据［９－１１］。

１３　统计方法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用 ｔ检验比较数据差异，用 χ２检验计数，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Ｂ两组产妇宫颈成熟情况对比

Ａ组产妇在放置前后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的意
义 （Ｐ＜００５）。ＡＢ两组产妇宫颈干预前后成熟度（ｂｉｓｈｏｐ评
分）显著提高，变化趋势相同。见表１。

表１　ＡＢ两组产妇宫颈成熟度比较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 Ａ组 Ｂ组 Ｐ２

放前评分 ４５０１±１１７５ ４５２１±１０９７ ０１１５

取后评分 ６４１５±１９０１ ６３４１±１３９３ ０７７１

改善评分 ２６１４±１３７９ ２６８３±１０５７ ０２６８

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１同组放置前后评分，Ｐ２ＡＢ两
组比较。Ａ组：双球囊导管组；Ｂ组：药物（控释地诺前列酮栓）引产组

２２　两组分娩方法的区别
两组分娩方式构成存在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５），其中，Ｂ组

剖宫产分娩率高于Ａ组，而产妇经阴道的分娩率低于Ａ组。见
表２。

表２　ＡＢ两组产妇分娩情况比较

分娩方式 Ａ组（例） Ｂ组（例）

剖宫产分娩 ５３ ８４

阴道分娩 １００ ６３

２３　三组产妇产程比较
　Ａ组和 Ｂ组产程较对照组均明显缩短，有显著差异，但

ＡＢ两组对比差异不明显。双球囊导管能缩短潜伏期，进而极
大的缩短了产程。双球囊组产妇进入活跃期以后，产程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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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临产组，Ａ、Ｃ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双球囊导
管诱发的分娩发动类似于人自生生理性产程过程，具有较好的

临床应用价值。见表３。

表３　ＡＢ两组产妇产程比较

产程 Ａ组 Ｂ组 Ｃ组

第１产程 ５８１±２６８ ５７９±２９０ １１６５±２１０△

潜伏期 １２３±０４６ ３１３±１１５ ７３３±１６１△

活跃期 ４６４±２０７ ２７４±１６６ ４３４±１５５△

第２产程 ０７０±０３１ ０６８±０３２ ０６１±０２７

第３产程 ００８±００４ ０１１±００４ 　００９±００５

总产程 ６６２±２７４ ６５５±２９８ １２３７±２１８△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双球囊导管的特点

双球囊导管利用球囊的机械作用压迫使宫颈变得短而软，

从而容易变形［１２，１３］。最近几年，双球囊导管引产在妇科引产中

广泛应用，手术成功率相对较高，文献显示，双球囊导管应用妇

科临床有很多优点：（１）能极大的促进宫颈成熟，并且能提高引
产的成功率；（２）阴道生产率高，剖宫率低，双球囊导管引产的
阴道生产率高于控释地诺前列酮栓引产，后者剖宫率相对较

高；（３）不容易发生强直宫缩，安全性高：对于诸如羊水不足、瘢
痕子宫等不能长时间宫缩的患者，双球囊导管具有良好的应

用，并且不良反应小，而控释地诺前列酮栓则有可能出现急性

阴道出血和阴道裂伤等严重不良后果；（４）副作用小，患者反应
良好，而传统的药物引产则不能避免一些副作用，对患者的伤

害很大；（５）双球囊导管引产的潜伏期和总产程时间相对较短，
大大减轻了患者的体力消耗，并能有效减轻疼痛；（６）方便易操
作，易取出和插入。所以，双球囊导管安全性高，副作用小，可

以广泛推广应运于妇科引产手术中。

３２　双球囊导管的有效性研究
从实验材料中可以看出，Ａ组和 Ｂ组患者处理后宫颈评分

平均提高４分［１４］，说明宫颈成熟度有很大改善。ＡＢ两组差异
不明显，说明双球囊导管在促宫颈成熟方面的效果和控释地诺

前列酮栓效果相似，都比较有效。这和周新娥等［１５］报道的结论

一致。据ＷＨＯ调查显示，全球的剖宫产率呈持续上升趋势，而
我国的剖宫产率最高，达到２０％。本研究中使用双球囊导管引
产的剖宫率比较低，而且低于我国平均水平。所以，此项技术

的进一步推广，有望降低我国剖宫产率，增大阴道产率的发生

比例，应用前景广阔。

３３　双球囊导管的安全性研究
本研究中，使用双球囊导管几乎没有不良反应，除极个别

孕妇要求提前取出球囊，其余大多表现良好。本研究中经严格

经阴道无菌操作后有效的避免了药物引产的副作用，而且发生

阴道出血、胎盘早剥、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几率极低，几乎没有。

在取出球囊当日，大部分孕妇即可分娩，分娩的计划性和可控

制性大大提高，安全系数比较高。对 ＡＢ两组进行统计分析后
发现：在进行剖宫产分娩的原因中，Ｂ组产妇因为“引产失败”
和“胎儿窘迫”的比例相对较高。明显可以看到，双球囊导管产

妇较药物流产产妇剖宫产率低。因此，双球囊导管在促宫颈成

熟妊娠时安全性比较高。

宫颈条件成熟有利于成功妊娠，否则会提高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引产失败率及剖宫产率等。双球囊导管的使用能提高

宫颈成熟度，缩短产程，有利于减轻患者体力消耗，并且能缓解

疼痛。综上所述，双球囊导管的安全性高，副作用小，可以广泛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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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继发习惯性流产患者的疗
效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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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早期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ＩＶＩＧ）对继发性惯性流产患者活产率的影响。方法：
纳入８７例（初始纳入９２例）继发习惯性流产患者，随机性分为两组，其中４５例患者（ＩＶＩＧ组）重复性给予
ＩＶＩＧ，４２例（安慰剂组）给予重复性输注安慰剂（白蛋白），记录主要临床结局即新生儿安全出生情况，统计
学分析ＩＶＩＧ对临床结局的影响。结果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继发性习惯性流产患者活产率分别为４８９％
（２２／４５）和４７６％（２０／４２），两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９２３）；分娩时 ＩＶＩＧ组中位妊娠时间显著性高于安慰剂
组（２８２４ｄｖｓ２７２１ｄ，Ｐ＝０００１），但是 ＩＶＩＧ组平均出生体重显著性高于安慰剂组（３３０５４±２９３６ｖｓ
３２９９５±３１２１，Ｐ＝０４７１）。结论：ＩＶＩＧ并未增加继发性习惯性流产患者活产率，因此并不推荐广泛用于临
床实践治疗。

【关键词】　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继发性；习惯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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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Ｍ）习惯上被定义为在
妊娠２０周前３次或３次以上流产［１］。原发性习惯性流产指的

是经历多次流产之前并未有正常妊娠，多在２０周前流产；继发
性习惯性流产指的是至少分娩过一次活婴或死胎或者虽未分

娩但是流产发生在２０周以后［２］。习惯性流产影响着大约１％
～２％女性，而且只有少数情况是由于亲本染色体异常、子宫畸
形、母体内分泌异常或者血栓栓塞等［３－５］。研究发现免疫功能

紊乱在习惯性流产患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６－８］，尤其在继发

性流产患者而言作用更为重要［９］。ＩＶＩＧ因其在许多由于免疫
功能异常所导致的疾病中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因此被用于治

疗许多免疫功能性疾病。但是一系列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

习惯性流产患者 ＩＶＩＧ并未较安慰剂组提供更好的临床获
益［１０，１１］。为了阐明ＩＶＩＧ能否改善继发习惯性流产患者活产率
和围产期结局，本研究通过对比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临床结局，
探讨ＩＶＩＧ对继发习惯性流产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性选择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我院定期进行妊
娠期检查和分娩的继发习惯性流产女性（在我院或其它医院确

诊），在纳入研究前所有患者均给予子宫输卵管造影、宫腔镜检

查和其它实验室检查。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在孕周１４周前
确定流产次数≥４次并且孕周２８周后至少成功分娩１次；（２）
在成功分娩时≥３次流产为连续性；（３）习惯性流产患者配偶均
为同一男性。排除标准：（１）年龄＜１８岁或＞４２岁；（２）女性子
宫异常或双亲染色体异常；（３）月经周期 ＜２３ｄ或 ＞３５ｄ；（４）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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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抗凝物阳性、血浆中 ＩｇＧ抗心磷脂抗体≥４０ＧＰＬｋＵ／Ｌ或血
浆中同型半胱氨酸≥２５μｇ／Ｌ；（５）ＨＩＶ或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筛查阳性；（６）血浆ＩｇＡ不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过敏史；（７）
抗炎药物或抗凝药物长期服用史；（８）孕期促孕激素或雌激素
使用史。所有研究对象均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同时经医院

道德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上述纳入标准，共纳入９２例继
发习惯性流产患者，随机分为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共８７例患者
完成本项研究。两组患者的临床基本特征如表１所示，两组之
间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临床处理措施

ＩＶＩＧ组４５例体重＜７５ｋｇ给予输注２５ｇ免疫球蛋白（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１３０５４）（２５０ｍＬ），
≥７５ｋｇ给予输注３５ｇ（３５０ｍＬ）免疫球蛋白；安慰剂组４２例，根
据体重不同，分别给予５％白蛋白（哈尔滨世亨生物工程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４３０５３）２５０ｍＬ或３００ｍＬ。本研究开
始时给予患者进行首次输注免疫球蛋白或白蛋白（按照上述剂

量标准），３～６ｄ给予２次输注，随后的３次输注的时间间隔为６
～８ｄ，后续３次输注时间为１２～１６ｄ，不间断的完成８次输注，
直至孕周为１４～１５周；每次在３～６ｈ内完成输注，每次输注时
询问患者自上次输注至本次输注期间是否有不良反应事件发

生比如头痛、皮疹、恶心、肌肉疼痛和寒颤等；每次输注前后监

测患者血压和脉搏及潜在不良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
主要临床观察结局为分别给予 ＩＶＩＧ和安慰剂处理继发性

习惯流产患者从治疗开始时到至少产出１名出生儿并在分娩后
２８ｄ（新生儿期）存活频率之间的差异性；次要临床结局包括：
（１）根据排除标准排除后两组研究对象因染色体异常胚胎／胎
儿、异位妊娠而终止妊娠或者输注次数≤３次的之间差异；（２）
两组间在出生时体重、妊娠期、５ｍｉｎ后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０频次和
新生儿在ＮＩＣＵ天数等之间的差异；（３）终止输注后６个月以问
卷方式随访患者，记录患者头痛、皮疹、感染和其它潜在性不良

反应或者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连续性变量分析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或者中位值（范围）表示，分类变量以 ｎ（％）表示，
组间连续性变量比较正态分布采用 ｔ检验，非正态分布采用
Ｍａｎｎ

!

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分类变量比较采用或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ｎ＜５），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性显著，具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主要临床结局

４７例胎儿成功娩出并在新生儿期存活，其中 ＩＶＩＧ组活产
率为４８９％（２２／４５）和安慰剂组活产率为４７６％（２０／４２），两
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９２３）。见表２。

表１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基本资料和临床特征

组别 年龄（岁）
孕前体重

（ｋｇ）

先前活产［ｎ（％）］

１ ≥２

前次妊娠

失败

＞１４周
［ｎ（％）］

怀孕方式［ｎ（％）］

自然

受孕

人工

受孕

长期伴药物管理［ｎ（％）］

左旋甲

状腺素

其他

药物

β－ｈＣＧ
（ＩＵ／ｍＬ）

ＩＶＩＧ组（ｎ＝４５） ３３８±４２ ６４９±１０８３６（８００）９（２００） ４（８９） ４１（９０１） ４（８９） ７（１５６） １（２２） ５１４３（７１２－３２０９６）

安慰剂组（ｎ＝４２） ３４０±３８ ６５３±１１２３４（８１０）８（１９０） ５（１１９） ３６（８５７）６（１４３） ３（７１） １（２４） ４５３９（５８７－１７０２８）

Ｐ ０４０８ ０４３３ ０８７４ ０９１３ ０６５１ ０７８４ ００８２

表２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妊娠结局和治疗相关数据

组别
活产

［ｎ（％）］

妊娠失败［ｎ（％）］

生化

因素
空囊

早期妊

娠失败

中期妊

娠失败

异位

妊娠

妊娠失败处理［ｎ（％）］

自然

流产

药物

流产
刮宫术

输卵管

切除术

ＩＶＩＧ组（ｎ＝４５） ２２（４８９） ４（１７４） ５（２１７） １３（５６５） １（４４） ０（００） ７（３０４） ９（３９２） ７（３０４） ０（００）

安慰剂组（ｎ＝４２） ２０（４７６） ４（１８３） ７（３１８） ９（４０９） １（４５） １（４５） ７（３１８） ８（３６４） ６（２７３） １（４５）

Ｐ ０９２３ ０７１２ ０７７４

２２　ＩＶＩＧ组和安慰剂组次要临床结局
ＩＶＩＧ组中位妊娠时间显著性高于安慰剂组（２８２４ｄｖｓ

２７２１ｄ，Ｐ＝０００１），但是两组的平均出生体重无显著性差异
（３３０５４±２９３６ｖｓ３２９９５±３１２１，Ｐ＝０４７１）；ＩＶＩＧ组和安慰
剂组在早产率和小于胎龄儿率上差异均不具显著性（Ｐ＝
０２０４，Ｐ＝０９１０）。见表３。
２３　临床不良事件

ＩＶＩＧ组患者头痛２３例（５１１％）、皮疹１８例（４０％），安慰

剂组头痛１２例（３００％）、皮疹７例（１７５％），其发生频率明显
高于安慰剂组（Ｐ＝００４，Ｐ＝００５）；ＩＶＩＧ组１例患者在流产后
１周常规血栓形成倾向筛查试验诊断为左锁骨下静脉血栓，再
给予抗凝治疗（口服华法林）后 ２个月症状消失；两组患者
ＨＩＶ、乙型和丙型肝炎筛查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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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成功妊娠女性围产期结局及相关数据

ＩＶＩＧ组（ｎ＝２２） 安慰剂组（ｎ＝２０） Ｐ

妊娠期（ｄ） ２８２４（２７１～２８７）２７２１（２６８～２７７） ０００１

出生体重（ｇ） ３３０５４±２９３６ ３２９９５±３１２１ ０４７１

早产（＜３７周） １（４５） ２（１００） ０２０４

小于胎龄儿 ３（１３６） ２（１００） ０９１０

剖宫产 ７（３１８） ８（４００） ０８１８

阴道分娩 １５（６８２） １２（６００）

Ａｐｇａｒ＜９（５ｍｉｎ后） １（４５） １（５．０） ０５１２

ＮＩＣＵ ３（１３６） ３（１５０） ０７５３

ＮＩＣＵ时间（ｄ） ７（３～１２） ９（６～２２） ０６０７

先天畸形 ２（９１） ０（００） ０５１２

*

　讨论
ＩＶＩＧ因其可能在免疫异常性疾病的发病机理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将其应用于习惯性流产患者以检测其疗效。本研

究设计的随机对照性研究旨在阐明 ＩＶＩＧ对于继发性流产患者
是否有益，根据现有的结果显示 ＩＶＩＧ组并不优于安慰剂组，未
能显著性提高继发性流产患者活产率。

研究中所纳入的患者流产次数均≥４次，其可能会影响患
者的不良自发性预后，这也在安慰剂组得到证实，安慰剂组的

安全出生率为５０％，明显低于其它文献中的报道（流产次数较
少）［１０］。为了防止胎儿可能遭受母体免疫系统的伤害，在妊娠

早期即开始治疗；此外，研究排除多胎或有严重性妊娠期其它

疾病威胁的孕妇，β－ｈＣＧ低于正常增加水平孕妇也排除本研
究。虽然研究中所提供的 ＩＶＩＧ剂量并未和炎症反应和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免疫调节治疗的推荐剂量（根据体重２ｇ／ｋｇ，治疗２
～５ｄ）［１２］或新生儿同种免疫血小板减少推荐剂量（每周１～２ｇ／
ｋｇ）［１３］同样高，但是本研究中所用ＩＶＩＧ使用剂量高于其它试验
中习惯性流产患者所用的药物剂量，这也说明治疗实际上可以

发挥免疫调节作用。本研究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安慰剂的选择

上，研究中采用白蛋白作为安慰剂；这也完全避免了在给予患

者输注上所遇到的问题，因为ＩＶＩＧ和白蛋白均易形成泡沫不易
区分，更为符合随机性实验的基本原则，这也可能是在后期未

有患者退出的原因之一。

对于未成功完成妊娠期的患儿，根据胎儿核型分析或颈部

透明层扫描显示，本研究中６０％的流产患者可能是由于染色体
异常所导致，这也与一项较大标本数量的研究相一致［１４］。如果

这些流产均可以通过 ＩＶＩＧ而避免，那么 ＩＶＩＧ治疗患者的活产
率将高达８０％以上，而实际上只有４８９％，表明部分流产是由
于其他干扰因子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因为ＩＶＩＧ或者ＩＶＩＧ剂量提
供不足或和管理不当导致治疗无效。研究中 ＩＶＩＧ组妊娠期时
间显著性高于安慰剂组可能说明妊娠早期给予 ＩＶＩＧ可能降低
炎症反应进程，而炎症相关性因子与早产相关联［１５－１７］。ＩＶＩＧ
虽然不良反应发生比率相对较少，但是个别患者会出现严重性

不良反应比如溶血性贫血和过敏性反应，而且药物的价格相对

昂贵［１８］。因此，ＩＶＩＧ应给予合适的习惯性流产患者和其它相
关性随机对照研究表明能显著性使患者获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的研究显示，并不推荐对于继发习惯性

流产患者将ＩＶＩＧ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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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超引导下穿刺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感染的疗效
分析
陈小琴１　窦晓青２

１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特检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２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感染患者采用Ｂ超引导下穿刺进行治疗的疗效，为临床有
效治疗术后切口感染提供依据。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在医院进行剖宫产，并且术后发生切
口感染的产妇共５６例。试验组产妇选择Ｂ超引导下穿刺手段进行治疗，对照组产妇常规治疗。结果：试验
组产妇中无效及总有效情况分别为２例（７１４％）、２６例（９２８６％），对照组产妇中无效及总有效情况分别为
７例（２５００％）、２１例（７５００％），试验组产妇中总有效率比对照组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
验组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分别为（７０２±０７１）ｄ、（３６６３±０２８）℃、（４０１±２９３）
ｄ，对照组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分别为（９８２±０９３）ｄ、（３７７２±０６９）℃、（９５３±
１４９）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液情况分别为２例（７１４％）、６例
（２１４３％），试验组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液情况分别为１２例（４２８６％）、２３例（８２１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诱发剖宫产患者术后出现切口感染的临床危险因素多种多样，临床上采用 Ｂ超引
导下穿刺技术进行治疗时，可使产妇切口感染情况得到显著改善，有利于产妇的康复，在临床上值得重视。

【关键词】　剖宫产；Ｂ超引导下穿刺；子宫切口感染；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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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随着手术、麻醉及胎儿监护技术不断的提高，全球剖宫产
的比率也逐渐上升［１］。剖宫产手术对产妇具有创伤性，术后感

染是其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２］。尽管临床上通常采用抗菌药

对剖宫术后感染情况进行预防，但产妇术后出现子宫切口感染

的比率仍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情况严重的导致产妇发生全身

感染、败血症及休克等，甚至对产妇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３］。

本文就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感染患者采用 Ｂ超引导下穿刺进
行治疗的疗效进行探讨，为临床有效治疗术后切口感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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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在医院进行剖宫产，
并且术后发生切口感染的产妇，共５６例。入选者术后切口均伴
有脓性分泌物或红肿、体温大于３８℃、局部压痛感及深部切口
脓液等临床症状，通过组织病理学实验确诊为切口感染。排除

标准：（１）排除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２）排除合并其他疾病
者；（３）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产妇年龄在２２～３５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５９±５８）岁；产妇病程在４～９ｄ之间，平
均病程为（５１±３２）ｄ；产妇孕次在 ０～３次，平均（１２３±
０１４）次；其中１１例为胎儿宫内窘迫、１９例为催产素失效、９例
为臀围、１０例为胎膜早破、７例为疤痕妊娠。将入选产妇分为对
照组及试验组，每组各２８例。试验组中产妇平均病程为（５０±
４２）ｄ，平均年龄为（２５２±７９）岁，平均孕次为（１２±０５）次；
对照组中产妇平均病程为（５２±２７）ｄ，平均年龄为（２６１±
４２）岁，平均孕次为（１３±０２）次。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患
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试验组（ｎ＝２８） 对照组（ｎ＝２８）

病程（ｄ） ５０±４２ ５２±２７

年龄（岁） ２５２±７９ ２６１±４２

孕次 １２±０５ １３±０２

１２　方法
治疗方法：试验组产妇选择 Ｂ超引导下穿刺手段进行治

疗，取产妇仰卧位，按常规方法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对产妇腹部

进行Ｂ超检查，在其引导下，再在产妇切口病变处实施穿刺，使
穿刺针直达产妇病灶部位，采用注射器（２５ｍＬ）将产妇病灶部位
处的积液抽出，同时采用替硝唑注射液及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反复冲洗多次，直到抽出澄清的液体，再注入妥布霉素，剂量为

８５万单位。对照组产妇采用青霉素（四川峨嵋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１８０）１５０万单位与甲硝唑（北京天惠
参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３３９６）０５５ｇ进行治疗，１
次／１２ｈ，连续治疗２周。最后观察比较试验组及对照组的疗效、
住院时间、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术后硬结、红肿渗液的比率。

疗效判定标准：痊愈：通过Ｂ超检查后，产妇子宫切口处伴
有线状回声，体征及临床症状得以完全消失；显效：产妇子宫切

口缩小，其范围 ＞２／３，体征及临床症状得以显著减少；有效：产
妇子宫切口缩小，其范围缩小 ＞１／３，体征及临床症状有一定的
缓解；无效：产妇子宫切口缩小范围＜１／３，体征及临床症状无明
显改善［４］。

１３　统计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５０这一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计量资料选择（珋ｘ±ｓ）进行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选择 ｔ
进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选择χ２进行检验 ，Ｐ＜００５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试验组及对照组产妇有效率对比

试验组产妇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及总有效情况分别为

２３例（８２１４％）、１例（３５７％）、２例（７１４％）、２例（７１４％）、
２６例（９２８６％）。对照组产妇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及总有
效情 况 分 别 为 １５例 （５３５７％）、３例 （１０７１％）、３例
（１０７１％）、７例（２５００％）、２１例（７５００％），试验组产妇中总
有效率比对照组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试验组及对照组产妇有效率对比

治疗效果
试验组（ｎ＝２８）

例数 ％

对照组（ｎ＝２８）

例数 ％
Ｐ

治愈 ２３ ８２１４ １５ ５３５７

显效 １ ３５７ ３ １０７１

有效 ２ ７１４ ３ １０７１

无效 ２ ７１４ ７ ２５００

总有效 ２６ ９２８６ ２１ ７５００ ＜００５

２２　试验组及对照组产妇中相关指标对比
试验组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分别

为（７０２±０７１）ｄ、（３６６３±０２８）℃、（４０１±２９３）ｄ，对照组
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分别为（９８２±
０９３）ｄ、（３７７２±０６９）℃、（９５３±１４９）ｄ，试验组产妇中拆线
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均比对照组低，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液情况分别
为２例（７１４％）、６例（２１４３％），对照组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
液情况分别为１２例（４２８６％）、２３例（８２１４％），试验组产妇中
硬结及红肿渗液率均比对照组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表４。

表３　试验组及对照组产妇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情况对比

指标 试验组（ｎ＝２８） 对照组（ｎ＝２８） ｔ Ｐ

拆线时间（ｄ） ７０２±０７１ ９８２±０９３ １２０８３ ＜００５

体温高峰（℃） ３６６３±０２８ ３７７２±０６９ ９７３８ ＜００５

住院时间（ｄ） ４０１±２９３ ９５３±１４９ １１１６９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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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试验组及对照组产妇切口硬结和红肿渗液情况对比

指标
试验组（ｎ＝２８）

例数 ％

对照组（ｎ＝２８）

例数 ％
χ２ Ｐ

硬结 ２ ７１４ １２ ４２８６ ３７０８２ ＜００５

红肿渗液 ６ ２１４３ ２３ ８２１４ ２４８５１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上剖宫产产妇发生切口感染时，不仅对患者术后切口

愈合情况造成影响，使产妇住院时间相对延长，经济负担相对

增加，而且导致产妇子宫严重出血，甚至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５，６］。临床上对子宫切口感染情况尽早诊断及处理是现

阶段有效防控病情的重要措施［７，８］。随着手术、麻醉及胎儿监

护技术不断的提高，全球剖宫产的比率也逐渐上升。剖宫产手

术对产妇具有创伤性，术后感染是其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９，１０］。

尽管临床上通常采用抗菌药对剖宫术后感染情况进行预防，但

产妇术后出现子宫切口感染的比率仍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情

况严重的导致产妇发生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休克等，甚至对产

妇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临床上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

有效降低剖宫产产妇子宫切口感染的比率［１１，１２］：医务人员应严

格掌握产妇手术指证，严格控制相关社会因素引发的剖宫产，

有效降低剖宫产比率；认真做好妊娠期相关健康指导，合理控

制孕妇体重，有效提升产妇自身免疫力，认真、积极发现产妇相

关基础疾病，并进行治疗；避免或减少临床上不必要的阴道检

查，当产妇需进行阴道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手卫生制及无菌技

术执行；提高医务人员手术操作技巧，有效控制产妇手术时间；

手术结束后应严密观察产妇具体情况，根据产妇术前及术中出

现的实际情况，对患者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制定最佳的护理治

疗方案，有效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１３，１４］。

临床上对于剖宫产产妇术后并发子宫切口感染情况的治疗，

除了采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外，有效处理感染部位局部病灶也是

临床上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９］。伴有子宫切口感染情况的剖宫

产产妇，由于感染病灶在产妇体腔内，临床上不能采用体表切开

引流法进行治疗，虽然开腹清创引流理论上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

案，但产妇刚进行剖宫产手术，若再采用开腹手术清创方法进行

治疗，将进一步对产妇造成创伤。在Ｂ超的引导下对产妇进行穿
刺，不但使穿刺的准确性得以保证，而且使穿刺的安全性也得以

保证了，使误刺血管的可能得到避免，并且能有效地抽出产妇病

灶处的积液，再采用抗菌药物进行局部治疗，使感染情况得到有

效控制，而且有利于产妇切口的愈合［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试

验组产妇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及总有效情况分别为２３例
（８２１４％）、１例（３５７％）、２例（７１４％）、２例（７１４％）、２６例
（９２８６％），对照组产妇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及总有效情况分
别为 １５例（５３５７％）、３例（１０７１％）、３例（１０７１％）、７例
（２５００％）、２１例（７５００％），试验组产妇中总有效率比对照组
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产妇中拆线时间、
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分别为（７０２±０７１）ｄ、（３６６３±
０２８）℃、（４０１±２９３）ｄ，对照组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
院时间平均值分别为（９８２±０９３）ｄ、（３７７２±０６９）℃、（９５３±
１４９）ｄ，试验组产妇中拆线时间、体温高峰及住院时间平均值均
比对照组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产妇中硬

结及红肿渗液情况分别为２例（７１４％）、６例（２１４３％），对照组
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液情况分别为 １２例（４２８６％）、２３例
（８２１４％），试验组产妇中硬结及红肿渗液率均比对照组低，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即使诱发剖宫产患者术后出现切
口感染的临床危险因素多种多样，临床上采用Ｂ超引导下穿刺技
术进行治疗时，也可使产妇切口感染情况得到显著改善，有利于

产妇的康复，在临床上值得重视［１７，１８］。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ｏｎｇＳＰ，ＧｕｏＨＸ，ＺｈｏｕＨＺ，ｅｔａｌ．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ｂｓｔｃｔＧｙｎａｃｃｏｌ，２０１２，３８（３）：５０９－５１５．

［２］　黄卫民，黄冠新，廖丹，等．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的相关因素分
析．广西医学，２０１３，３５（８）：９９５－９９５．

［３］　ＷｉｌｓｏｎＪ，ＷｌｏｃｈＣ，ＳａｅｉＡ，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ｔｅｓ
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３，８４（１）：
４４－５１．

［４］　段丽芳，张振英，孟庆娟，等．医院感染管理持续质量改进对剖宫
产术后感染的影响．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５（１６）：２３６０
－２３６１．

［５］　ＴａｂａｓｉＺ，ＭａｈｄｉａｎＭ，Ａｂｅｄｚａｄｅｈ－ＫａｌａｈｒｏｕｄｉＭ，ｅｔ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ｒ
ｎｏ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ｉ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ｃｈＴｒａｕｍａ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４）：１７６－１７９．

［６］　陈敦金，何玉甜．剖宫产子宫切口感染的防治．中国实用妇科与
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６）：４１４．

［７］　ＷａｌｋｅｒＣ，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Ｔ，ＨｅｒｒａｎｚＡ，ｅｔ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ｉｒｔｈ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Ｉｎｔ
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２０１２，２３（９）：１２４９－１２５６．

［８］　ＶｅｒｖｏｏｒｔＡＪ，Ｖｅｅｓｅｍａ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ｎｉｃｈ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ＢＪＯＧ，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１４５－１５６．

［９］　南玲，刘丁，黄庆宁，等．干预策略在剖宫产手术部位感染监测中
的效果分析．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１３，２０（５）：６０７－６０８．

［１０］　ＣｈｅｎＹ，ＣｈａｎｇＹ，ＹａｏＳ，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ｏｖｅ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ｄＳｃｉＭｏｎｉｔ，
２０１４，８（１）：１３９５－１３９９．

［１１］　王瑞敏，侯懿．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子宫
肌瘤的临床疗效比较．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７）：８５２－８５３．

［１２］　陈家莲，杨盛琼，张未，等．肥胖患者非脱垂子宫阴式切除术５０例
临床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４）：６－８．

［１３］　吴佩蔚，任红娟，许静，等．子宫肌瘤术后切口感染预防探讨．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８）：４６１７－４６１８，４６２１．

［１４］　张琳琳．碘伏术前消毒阴道、术中冲洗宫腔预防急诊剖宫产术后
切口感染疗效观察．浙江医学，２０１５，３４（６）：４８１－４８３．

［１５］　毛丹青，朱爱玲．非脱垂子宫经阴道子宫全切术与腹腔镜子宫切
除术的疗效比较．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７）：１５－１６，２９．

［１６］　王玲．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不良致晚期产后出血的原因分
析及诊治．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０，１９（６）：３１－３３．

［１７］　曾令秀，张才仕．剖宫产术后手术切口感染病原菌的耐药性及防
治措施．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６）：１２８５－１２８６．

［１８］　侯磊，李光辉，邹丽颖，等．全国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构成比调
查的多中心研究．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１０）：７２８－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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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后使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预防宫腔
粘连效果研究
凌琳１　朱虹１　管金丽 １　李芬１　沈丙秋 ２

１海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００
２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妇科 ，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人工流产后使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预防宫腔粘连。方法：选取我
院自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收治的８０例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妇女，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每组各４０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
冲洗液盆腔灌注以预防宫腔粘连，对比两组腹痛持续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恢复时间及宫

腔粘连发生率。结果：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腹痛持续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术后月经恢复时间明显缩短，术

后出血量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宫腔粘连发病率为２０００％，观察组宫腔粘连
发病率为５００％，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宫腔粘连发病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常规治疗预防感染的基础上加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预防宫腔粘连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促进改善预

后，降低宫腔粘连的发病率。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宫腔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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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术作为目前妇产科临床上最为常用的一种补救
流产失败的措施，在终止妊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操作本

身对女性生殖健康可能的潜在影响需引起重视。近年来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工流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伴随而

来的合并症也逐渐增多，以术后宫腔粘连的发生最为常见［１］。

因此，在人工流产术后采取给予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宫腔

粘连的发生，改善预后至关重要。我们针对
$

治的８０例人工流
产术患者，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及加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

治疗。现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海宁市人民医院自２０１４年４月至
２０１６年４月收治的８０例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妇女，全部患者均
行妇产科检查后，符合人工流产术标准，排除了合并心脑肺肝

肾疾病者，排除了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认知功能障碍者［２，３］。采

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４０例。对照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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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１８～４０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１４±２３）岁；产次１～３次，
平均产次为（１４±０３）次；妊娠４５～７０ｄ之间，平均妊娠（５６９
±２９）ｄ。观察组年龄在１９～４２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２９±
２８）岁；产次０～２次，平均产次为（１１±０６）次；妊娠４６～７２ｄ
之间，平均妊娠（５５８±２５）ｄ。两组妇女一般资料无明显差
异，具有可比性。全部妇女均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

意书，符合审核标准。

１２　治疗方法
全部妇女均接受人工流产术，方法为：行静脉麻醉处理后，

摆放膀胱截石位，对外阴及阴道行常规消毒、铺巾，做双合检

查，对子宫大小、位置及双附件情况进行复查。采用阴道内窥

镜以将宫颈充分暴露，并用聚维酮碘进行消毒。使用一次性探

针对宫腔进行探查，对宫颈采用一次性扩张棒进行扩张，将一

次性宫腔组织吸引管与引流仪进行连接［４］。后于宫腔孕囊处

置入一次性的引流吸引管，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自上而下的对宫

腔吸引１至２周，对宫腔采用刮匙搔刮，直至感觉无组织、粗糙
为止［５］。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杭州协合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４０６１１）盆腔灌注以预防宫腔粘连。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腹痛持续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

恢复时间及宫腔粘连发生率。宫腔粘连评价标准：参考《妇产

科》（第７版），妇女行人工流产术后出现月经量明显减少甚至
闭经的情况，合并存在周期性腹痛、肛门坠胀感等症状，行 Ｂ超
检查可见子宫体正常甚至增大，子宫内膜较薄，内膜线不清等

图像［６］。按照症状及Ｂ超检查将宫腔粘连分为Ⅰ型：行检查可
见宫腔内膜较为清晰，内膜线存在部分不连续，同时可在不连

续区见到低回声或低回声带；Ⅱ型：行检查可见宫腔内膜存在
轻度的分离，分离部分能见较高的回声带；Ⅲ型：行检查可见宫
腔内膜较不清晰，与周围肌层分界模糊，可见多处的不规则回

声区，并累及至宫腔；Ⅳ型：行检查可见宫腔重度分离且内经大
于１ｃｍ。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妇女临床相关指标对比

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腹痛持续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术后

月经恢复时间明显缩短，术后出血量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妇女临床相关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腹痛持续时间（ｍｉｎ） 阴道流血时间（ｄ） 术后出血量（ｍＬ） 术后月经恢复时间（ｄ）

对照组 ４０ ３８２１±８８６ ６３１±２２５ ５５６７±１３０９ ３３９１±５０９

观察组 ４０ ２６４１±８４６ ４３２±１３４ ４２８１±１０６１ ２６７４±４０２

ｔ ５０２ ４６７ ４９８ ５４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妇女宫腔粘连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宫腔粘连发病率为２０００％，观察组宫腔粘连发病

率为５００％，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宫腔粘连发病率明显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妇女宫腔粘连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Ⅰ 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合计

对照组 ４０ ４（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８（２０００）

观察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０ 　　 ０ 　　 ２（５００）

ｔ ４１１

Ｐ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术多用于妊娠１４周内以达到终止妊娠的目的，目

前妇产科临床上用于人工流产术的原因包括非意愿妊娠、疾

病、预防先天性疾病及遗传病等。但随着医疗技术治疗人工流

产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术后合并穿孔、出血等发病率等严重

合并症发生率明显降低，但宫腔粘连仍较为常见［７，８］。宫腔粘

连作为人工流产术后一类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是指子宫

腔、子宫峡部及子宫颈管等部位及组织因宫腔侵入性手术操

作、翻身治疗或感染等因素造成的腔壁互相粘连［９，１０］。据调查

研究资料显示，约有９０％的宫腔粘连由人工流产造成，在临床
上可表现为下腹部疼痛、月经量减少甚至闭经、不孕等症状，对

妇女的术后生活质量造成了威胁［１１，１２］。为此，采取积极有效的

方法预防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至关重要。目前临床上较为

常用的预防粘连的方法包括脂肪分离法、酶分解法、物理法、激

光法等，通过有效改善局部血液流量，从而促进对粘连的吸收，

但效果一般［１３］。

结合以往的临床研究我们发现，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的理想

防粘连材料一方面不仅需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另一方面还

需保证在进入人体后不存在致癌性，残留在体内不引起不良反

应，安全性较高。因此，我们将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应用

于人工流产术后，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治疗效果［１４］。外科手术用

防粘连冲洗液以氯化钠、磷酸缓冲盐酸甲基壳聚糖等为主要成

分，将其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可起到保湿的作

用，另一方面可对成纤维组织细胞的增生增殖产生抑制作用，

较为理想［１５，１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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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术后月经恢复时间明显缩短，术后出

血量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在常规
抗感染的基础上加用外科手术用防粘连冲洗液可有效改善围

术期指标，缩短康复时间，改善预后，与赵永红等［１７］于２０１１年
的研究基本一致。对照组宫腔粘连发病率为２０００％，观察组
宫腔粘连发病率为５００％，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宫腔粘连发病
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外科手术
用防粘连冲洗液预防宫腔粘连的效果显著，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符合席秀荣［１８］于２０１１年的研究报道。
综上所述，在常规治疗预防感染的基础上加用外科手术用

防粘连冲洗液预防宫腔粘连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促进改善预

后，降低宫腔粘连的发病率。但本次研究未能对妇女进行远期

随访，缺少对再次妊娠率的调查，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可进一步

进行研究以获得更加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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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磷酰胺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睾丸功能影响
的临床研究
武宝通１　官庆华２　王静３　韩波４

１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泌尿外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２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急诊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３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儿一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４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血液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摘　要】　目的：研究抗肿瘤药物环磷酰胺（ＣＰ）对睾丸功能的影响，为指导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参
考。方法：选取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间入院初治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男性７６例，将其随机分
为观察组（３８例）与对照组（３８例）。对照组应用氟达拉滨单药治疗，观察组应用环磷酰胺。两组患者于治
疗结束后行精液分析、睾丸活检、并检测睾丸容积与生殖激素水平检测。结果：两组患者治疗精液质量并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精液量减少者增多，精液液化时间延长，精子活力与密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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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畸形率与精液ｐＨ值异常者增多，精液质量下降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睾丸容积与 Ｊｏｈｎｓｅｎ
评分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睾丸容积为（１３６２±３８１）ｍＬ，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为（５５８±
１１３）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治疗前（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殖激素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雌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结论：常规剂量长期应用环磷酰胺
对睾丸功能与生殖激素的影响较大，并且显著降低精液质量。

【关键词】　环磷酰胺；睾丸功能；生精细胞；远期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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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ａｍｉｄ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ｐｓｙ，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ｅ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ｅｍｅ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ｓｅｍｅｎｌｉｑ
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ｐＨｖａｌ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Ｊｏｈｎｓｅｎ
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Ｊｏｈｎｓｅｎ
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１３６２±３８１）ｍＬａｎｄ（５５８±１１３）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ｓｅ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ｈａｓｈｕｇ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ｈｅｒｅｂ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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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磷酰胺在体外无抗肿瘤活性，进入人体后在肝脏中转化
为醛磷酰胺，因其不稳定，在肿瘤细胞内分解为对肿瘤细胞具

有细胞毒性的氨酰氮芥。并且环磷酰胺可抑制ＤＮＡ合成、干扰
ＲＮＡ功能，因其对肿瘤细胞较强的杀灭能力，被广泛用于初发
非霍奇金淋巴瘤、畸形或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

等恶性肿瘤中。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在儿童期因实体肿瘤、白

血病接受烷化剂治疗的男性儿童成年后９２６％无生育能力［１］。

且流行病学研究显示［２］，父系接受烷化剂治疗后死胎、自然流

产及出生缺陷的发病率显著增高。因此环磷酰胺作为双功能

烷化剂及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在临床治疗中的生殖毒性越

来越受到重视。本次研究中就环磷酰胺对睾丸功能的影响具

体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取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间
入院初治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男性７６例，所有患者均经临
床、血常规、骨髓象及骨髓细胞免疫分型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３］。本次研究经院内伦理委员会同意，受试者均书面签

署知情同意书。入组标准：年龄２０～５０岁；根据Ｂｉｎｅｔ分期为Ａ
期或Ｂ期患者；１２个月以上存活期。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肝

肾等脏器器质性病变；合并无精症、梗阻性无精症、少精症、隐

睾、高泌乳素血症、继发性性腺功能低下等疾病；药物过敏史；

智力或精神异常，不能配合此次研究。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３８例）与对照组（３８例）。观察组年龄２６～４９岁，平均年龄
（３９３±３８）岁；Ａ期５例，Ｂ期３３例。对照组年龄２５～５０岁，
平均年龄（４０１±３７）岁；Ａ期６例，Ｂ期３２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疾病分期等基础资料方面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具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应用氟达拉滨（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５４３７８）单药治疗，２５ｍｇ／（ｍ２·ｄ），连用５ｄ，２８ｄ为１
个疗程。共治疗６个疗程。

观察组应用环磷酰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Ｈ３２０２０８５６）２５０ｍｇ／（ｍ２·ｄ），连用３ｄ，２８ｄ为１个疗程。
共治疗６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患者分别于入组前与治疗结束后行精液分析、睾丸活检，

并检测睾丸容积与生殖激素水平。精液采集前要求受试者禁

欲１周，以手淫法采集精液，应用ＷＬＪＹ－２００８伟力自动化精液
分析仪（北京伟力新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睾丸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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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利多卡因局麻成功后，选择血管相对较少的睾丸中上部，

负压抽取睾丸组织少许，Ｂｏｕｉｎ液固定后行病理检查及 Ｊｏｈｎｓｅｎ
评分，评分标准参见参考文献［４］。睾丸容积应用睾丸体积测量

器。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要求患者晨间８
时左右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睾酮、雌激素、黄体生成素、

卵泡刺激素水平。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应用χ２检验，多组间比较应用 Ｆ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以（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精液分析

两组患者治疗精液质量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经治疗后精液量减少者增多，精液液化时间延长，精子活

力与密度降低，精子畸形率与精液ｐＨ值异常者增多，精液质量
下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８例患者治疗后精液检查分析

项目
精液量

＜２ｍＬ
精液液化时间

＜３０ｍｉｎ
精子活力（ａ＋ｂ）

≥５０％
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
精子畸形率

≥８５％
精液ｐＨ值
７２～８０

对照组（ｎ＝３８）

　治疗前 ２（５２６） ３６（９４７４） ２８（７３６８） ４（１０５３） １７（４４７７） ３６（９４７４）

　治疗后 ２（５２６） ３５（９２１１） ２５（６５７９） ４（１０５３） １５（３９４７） ３５（９２１１）

观察组（ｎ＝３８）

　治疗前 ３（７８９） ３６（９４７４） ２７（７１０５） ５（１３１６） １６（４２１１） ３５（９２１１）

　治疗后 １３（３４２１）＃ ３１（８１５８）＃ ７（１８４２）＃ １９（５００１）＃ ３１（８１５８）＃ ２９（７６３２）＃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治疗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睾丸容积与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前睾丸容积与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并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睾丸容积为（１３６２±３８１）ｍＬ，
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为（５５８±１１３）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治疗前（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３８例患者治疗前后睾丸容积与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比较

项目 睾丸容积（ｍＬ） 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９８６±０７１ ９１８±０３５

　治疗后 １９８２±０６７ ９１９±０２９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９８５±０６８ ９１９±０３２

　治疗后 １３６２±３８１＃ ５５８±１１３＃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治疗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生殖激素
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殖激素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雌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均显著下降（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３８例患者治疗前后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值

项目
睾酮

（μｇ／Ｌ）
雌激素

（ｎｇ／Ｌ）
黄体生成素

（ＩＵ／Ｌ）
卵泡刺激素

（ＩＵ／Ｌ）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４０±１７７４８１９±１６７３ ４５８±１９０ ６８６±２５３

　治疗后 ６３９±１７３４８２２±１６４５ ４６１±１８８ ６８４±２４９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４１±１７６４８２１±１６６８ ４５９±１９２ ６８４±２５１

　治疗后 ５５２±３６０２３１３±９０１＃ ７７４±２５７＃ １１７３±５６６＃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治疗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研究显示［５，６］，环磷酰胺对睾丸具有毒副作用，可引起精子

ＤＮＡ损伤、少精症，严重者导致不孕或后代畸形。本次研究选
择２０～５０岁未合并影响睾丸功能的疾病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者，观察患者应用环磷酰胺后对睾丸功能的影响［７，８］。

在本次研究中，环磷酰胺引起观察组患者睾丸容积与

Ｊｏｈｎｓｅｎ评分下降。在长期应用环磷酰胺的大鼠睾丸组织学检
测中［９，１０］，大鼠生精小管直径减小、间距增宽，生精小管腔内多

未见精子形成，附睾管腔内精子稀少，含有大量脱落细胞，管壁

较薄［１１，１２］。本次研究中，基于受试者对睾丸切开活检耐受性较

低，应用穿刺抽吸法，因所含组织细胞较少，未行组织切片，为

防止误诊，故结合生殖激素检测与精液分析。精液分析中，观

察组患者经治疗后精液量减少者增多，精液液化时间延长，精

子活力与密度降低，精子畸形率与精液ｐＨ值异常者增多，精液
质量下降显著（Ｐ＜００５）。生殖激素观察中，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雌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环磷酰胺对睾丸损伤的机制尚未明确，动物试验分析环磷

酰胺主要通过诱导生殖细胞凋亡，干扰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增

殖分化功能，最终引起少精或无精子症［１３］。精原细胞包括精原

干细胞的有丝分裂是精子发生的第一阶段。精原干细胞在此

阶段自我增殖形成细胞储备并保持多种潜能性［１４］。精原细胞

（分化型／Ｂ型精原细胞）则是由Ａ型精原细胞自我更新增殖分
化而来。研究显示［１５］，环磷酰胺导致大鼠睾丸组织中膜型干细

胞因子表达下调，进而影响生精细胞增殖；并且组织学观察中，

相邻支持细胞基底部与萎缩的基底层残存单个Ａ型精原细胞，
但其自我更新能力有限，精子发生同样难以恢复健康状态［１６］。

环磷酰胺还可能通过诱导生殖细胞遗传物质畸形或突变，如精

母细胞ＤＮＡ断裂、精子细胞染色体易位等，损伤生殖细胞遗传
物质。另有研究［１７］提出环磷酰胺对精子发生的微环境造成损

伤，如结构紊乱、分布紊乱或断裂、曲细精管细胞层数减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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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细胞形态改变，生殖细胞脱落等。

此外，环磷酰胺用药疗程、剂量、用药时间等因素可能影响

到睾丸生精功能，并且可能与睾丸发展阶段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次研究并未对上述因素深入研究，基于环磷酰胺为具有生殖

毒性损伤的烷化剂中的一种，为保护应用环磷酰胺治疗的患者

的生殖功能，仍需临床深入探索环磷酰胺对睾丸损伤的影响因

素及保护因素。

综上所述，常规剂量短期内应用环磷酰胺对睾丸功能与生

殖激素的影响较小，但会降低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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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梅毒的临床特点与预防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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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梅毒的临床特点及预防方法。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１００例医院收诊行常规治疗措施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为观察组，再选取１００例未采取治疗措施的妊娠合并
梅毒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以及围产儿预后等方面差异。结果：观察组１００例患者中，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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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流产、１２例早产、２例死胎、８４例足月产；对照组１００例患者中，１３例流产、４２例早产、１１例死胎、３４例足月
产，观察组妊娠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１００例新生儿中，１０例低体质量围产儿、４例新生
儿死亡、１３例先天性梅毒、６例宫内胎儿窘迫；对照组１００例新生儿中，３０例低体质量围产儿、２４例新生儿死
亡、４３例先天性梅毒、２２例宫内胎儿窘迫，观察组新生儿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妊娠合并
梅毒严重影响了产妇及新生儿的健康安全，需要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改善妊娠结局和新生儿结局。

【关键词】　妊娠合并梅毒；临床特点；预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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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感染造成的传染性疾病，妊娠合
并梅毒感染会导致孕妇出现流产、死胎、早产、死产等，造成低

出生体质量、新生儿死亡等严重结局，并且梅毒螺旋体能够通

过胎盘传染给宫内胎儿，造成新生儿获得先天性梅毒［１，２］。为

了有效预防新生儿出现先天性梅毒及流产、早产等并发症出

现，我们主要针对妊娠合并梅毒的临床特点及预防展开分析。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０例医院收诊行
常规治疗措施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为观察组，再选取１００例未
采取治疗措施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１００例患
者的年龄为２２～３５岁，平均为（２８４±５３）岁；妊娠周期为６～
１３周，平均为（８４±１３）周；其中首次妊娠２６例、２次妊娠及以
上７４例；已婚５２例、未婚３２例、离异１６例；其中配偶确诊为梅
毒有７３例、不洁性生活史２７例。对照组１００例患者的年龄为
２１～３４岁，平均为（２７５±４６）岁；已婚５０例、未婚３５例、离异
１５例；其中配偶确诊为梅毒有７０例、不洁性生活史３０例。两
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２］：（１）符合妊娠合并梅毒的诊断标准；（２）对本
次研究观察知情并能够配合随访调查。排除标准：合并其他妊

娠疾病及不能配合临床随访调查的患者。

１２　方法
观察组治疗方法：肌注苄星青霉素［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

家庄）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３２９１］２４０万Ｕ，１周１次，连续
使用２～３周。在妊娠早期和晚孕期各治疗１疗程。青霉素过
敏者可口服０５ｇ红霉素（南阳普康集团衡縮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国药准字Ｈ４１０２１１０３），４次／ｄ，２周为１疗程。

其他治疗措施包括：（１）健康教育：为产妇介绍梅毒相关知
识，包括梅毒的传播途径、各期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措施、

预后情况以及梅毒对胎儿的影响，让产妇了解梅毒的危害性，

提高预防意识，并自觉进行各种检查，遵守健康生活习惯［３］。

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要考虑到产妇的文化程度以及需求，选

择灵活度较高的宣传方式，例如电话随访、发放梅毒相关知识

宣传手册、一对一健康教育等。对于患者提出的疑问进行解

答，重视自身的语气，尊重患者［４，５］。（２）定期进行梅毒检查筛
选，根据患者的意愿给予普鲁卡因青霉素（肌注８０万 Ｕ普鲁卡
因青霉素，１次／ｄ，连续用药２～３周）进行预防性治疗［６］。（３）
做好胎心监测，观察胎动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现象要及时告知

医师，若胎儿出现异常发育需要考虑终止妊娠［７］。

１３　观察指标［８］

比较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以及围产儿预后等方面差异。

妊娠合并梅毒诊断标准：孕妇或配偶有婚外性行为或不洁性行

为史，梅毒血清学检测呈阳性，具有典型梅毒感染临床体征表

现。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诊断标准：新生儿及母亲梅毒血清学检

测呈阳性，符合下述２项及以上临床表现：（１）肢端掌趾脱皮；
（２）斑疹或斑丘疹；（３）黏膜损伤；（４）肝脾肿大；（５）病理性黄
疸；（６）出生低体质量；（７）腹胀；（８）肢体水肿；（９）呼吸困难；
（１０）梅毒假性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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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ｔ值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２值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

观察组１００例患者中，２例流产、１２例早产、２例死胎、８４例足
月产；对照组１００例患者中，１３例流产、４２例早产、１１例死胎、３４例
足月产，观察组妊娠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

组别 流产 早产 死胎 足月产

观察组 ２（２０） １２（１２０） ２（２０） ８４（８４０）

对照组 １３（１３０） ４２（４２０） １１（１１０） ３４（３４０）

χ２ ４０４５ ９７２５ ８５１７ ２９０８２

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新生儿结局
观察组１００例新生儿中，１０例低体质量围产儿、４例新生儿

死亡、１３例先天性梅毒、６例宫内呼吸窘迫；对照组１００例新生
儿中，３０例低体质量围产儿、２４例新生儿死亡、４３例先天性梅
毒、２２例宫内呼吸窘迫，观察组新生儿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新生儿结局

组别 低体质量围产儿 新生儿死亡 先天性梅毒 宫内胎儿窘迫

观察组 １０（１００） ４（４０） １３（１３０） ６（６０）

对照组 ３０（３００） ２４（２４０） ４３（４３０） ２２（２２０）

χ２ ４８９３ ３４１７ ８５１７ ４２２３

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慢性疾病，血液、性行

为和母婴传播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严重危害社会［９，１０］。孕

妇梅毒是指梅毒妇女怀孕者，具体指患有显症梅毒或潜伏梅毒

的妇女在妊娠期或孕期染上了梅毒。第一、二期梅毒孕妇的传

染性最强，梅毒病原体在胎儿内脏（主要在肝、肺、脾、肾上腺

等）和组织中大量繁殖，导致出现流产、早产、死产等不良妊娠

结局［６，１１］。如果不治疗，第一、二期梅毒孕妇几乎１００％传给胎
儿，早期潜伏梅毒（感染不足２年，临床无梅毒性损害表现，梅
毒血清学试验阳性）孕妇感染胎儿的可能性达８０％以上［７，１２］。

未治疗的晚期梅毒孕妇感染胎儿的可能性约为３０％，晚期潜伏
梅毒（感染超过２年，临床无梅毒性损害表现，梅毒血清学试验
阳性）孕妇，虽性接触已无传染性，感染胎儿的可能性仍有

１０％。通常先天梅毒儿占死胎的３０％左右［１３］。

梅毒病程长，易严重影响全身各组织器官，造成胎儿水肿、

宫内发育迟缓、流产、早产或胎儿宫内死亡等不良妊娠结局；此

外，梅毒还可能通过胎盘传染给宫内胎儿，导致胎儿出现先天

性梅毒［１４，１５］。田丽闪等［１６］通过与未干预治疗妊娠合并梅毒患

者的临床对照研究发现，２４７例经过干预治疗的妊娠合并梅毒
患者，仅有０４％的患者出现早产、死胎等不良妊娠结局，且未
发现先天梅毒儿，均明显低于未经干预治疗的患者。说明早期

诊断和控制妊娠梅毒，对于改善妊娠结局以及新生儿结局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针对妊娠合并梅毒的临床特点及预防展开研究。

观察组患者在接受药物抗梅毒治疗的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定

期做好梅毒检查筛选和胎儿胎心监测。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出现流产、早产、死胎等不良妊娠结局，以及出现低体质量围产

儿、新生儿死亡、先天性梅毒、宫内胎儿窘迫等不良新生儿结局

的人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通过采取

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妊娠结局和新生儿结局。

综上，妊娠合并梅毒严重影响了产妇及新生儿的健康安全，需

要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改善妊娠结局和新生儿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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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１０，１１（１）：６１－
７４．

［１３］　ＥｎｄｅｍａｎｎＤＨ，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ＥＬ．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５（８）：１９８３－１９９２．

［１４］　ＩｚｚａｒｄＡＳ，ＲｉｚｚｏｎｉＤ，Ａｇａｂｉｔｉ－ＲｏｓｅｉＥ，ｅｔａｌ．Ｓｍａｌ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ｇａｎｄａｍ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３（２）：２４７－２５０．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Ｙ，ＬｉＷ，ＹａｎＴ，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ｒｓａｌａｒ
ｔｅｒｙｏｆｆｏｏ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ｂｙ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２９（３）：３８７．

［１６］　田丽闪，周国茂，袁军，等．３１８例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妊娠结局影
响因素分析．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６，１６（２）：１４９－１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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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计划一般项目（２０１４ＳＫ３１５５）。
【第一作者简介】钟莉春（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疾病临
床与诊治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７

佛山市顺德区妊娠期孕妇梅毒筛查调查及不同干预
效果的临床比较
钟莉春１　贾绍月１　周友芬１　唐君２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乐从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２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生殖医学中心，长沙 ４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佛山顺德区孕妇妊娠期梅毒感染情况，分析其治疗结果，为该区域孕妇妊娠期梅
毒的防治提供参照。方法：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佛山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乐从医院产科作产检的１２７０４例孕妇作梅毒筛查，进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ＴＲＵＳＴ）检查，对阳性病例作梅
毒螺旋体血清颗粒凝聚（ＴＰＰＡ）试验，对确诊者作治疗干预，分析其妊娠结局。结果：１２７０４例孕妇，筛查确
诊为梅毒者５８例，妊娠期梅毒发生率为０４６％。妊娠期梅毒患者中流动人口５５例，占９４８３％；２００９年妊
娠期梅毒发生率最高，达０７６％，随后逐渐下降，２０１３年最低，为０２９％，２０１４年略有上升，占０３７％；４７例
作全程规范化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共８例出现不良妊娠结局，占１７０２％，不同妊娠时间开始治疗的梅
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妊娠早期开始治疗的梅毒孕妇其新生儿 ＲＰＲ
阳性率低于中晚期开始的治疗梅毒孕妇，以晚期治疗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最高（Ｐ＜００５）；不同 ＲＰＲ滴度梅
毒孕妇不良结局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滴度≤１∶２孕妇，新生儿 ＲＰＲ阳性率
５０００％，明显低于ＲＰＲ滴度≥１∶４梅毒孕妇的９１６７％（Ｐ＜００５）。结论：重视产前、孕前梅毒筛查，强调在
妊娠早期对梅毒孕妇作干预治疗，可预防先天性梅毒，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关键词】　梅毒；妊娠期；结局；筛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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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为威胁母婴健康的严重性传播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我国近年来梅毒发病率逐渐上升，其在性传播疾病中危

害性仅次于艾滋病，已成为威胁公共卫生的严重问题［１］。且孕

产妇梅毒抗体阳性率居高不下，据监测数据显示，胎传梅毒发

病率自１９９１年的１０１／１０万，到２０１２年上升至１９６８／１０万，增
长速率达７０％［２］。且早期梅毒患者症状无特异性，而妊娠期梅

毒感染症状较非孕期轻，易误诊或漏诊。因此多建议在妊娠早

期或产前检查时作梅毒血清学筛查，确保母婴健康［３，４］。为分

析佛山顺德区妊娠期孕妇梅毒筛查结果及其干预效果，本研究

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就诊的１２７０４例孕妇展开了研究
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
佛山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乐从医院产科作

产检的１２７０４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作梅毒筛查。所有入组孕
妇均自愿参与ＴＲＵＳＴ、ＴＰＰＡ、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ＲＰＲ）
试验，有一定理解能力，可完成问卷调查。对确诊且自愿接受

全程规范化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作治疗干预，对新生儿健康

状况作随访调查。

１２　血清学检查
孕期检查时，抽取产妇肘静脉血液４ｍＬ作 ＴＲＵＳＴ筛查，对

阳性患者作ＴＰＰＡ试验，确诊者应用ＲＰＲ试验检测滴度。
１３　妊娠期梅毒诊断标准

妊娠期有活动性或潜伏性梅毒，ＴＲＵＳＴ筛查结果为阳性，
且ＴＰＰＡ试验确诊。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确诊且自愿接受全程规范化治疗妊娠期梅毒患者作干

预，双侧臀部肌注苄星青霉素Ｇ（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０６９２），２４０万 ＩＵ／次，１次／周，共治疗２～３次；肌
注普罗卡因青霉素 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３０３７），８０万ＩＵ／次，１次／ｄ，治疗１０～１５ｄ；对青霉素过敏
者改用红霉素（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５１０２３２３６）
干预，５００ｍｇ／次，４次／ｄ，１５ｄ为１疗程，妊娠３个月以内者治疗
１个疗程，妊娠末期者仅治疗１个疗程。
１５　随访

对所有接受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均作随访调查，随访时

间为１２个月，采新生儿脐带血作ＲＰＲ试验，比较妊娠不同时期
开始治疗、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妊娠结局及新生儿 ＲＰＲ阳
性率。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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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计数资料采用 Ｚ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妊娠期梅毒筛查及治疗情况

１２７０４例孕妇筛查确诊为梅毒者５８例，妊娠期梅毒发生率
为０４６％。妊娠期梅毒患者中流动人口５５例，占９４８３％，仅２
例为本地常驻人口，１例为香港户口，妊娠期梅毒患者配偶或性
伴侣职业流动性大，５例有梅毒史。其中４７例孕妇选择继续妊
娠，作规范诊疗，１１例选择终止妊娠。４７例规范治疗产妇年龄
１９～３９岁，平均（２７７±３６）岁；其中 ３０例作新生儿随访。
２００９年妊娠期梅毒发生率最高，达０７６％，随后逐渐下降，２０１３
年最低，为０２９％，２０１４年略有上升，占０３７％。不同年份妊娠
期梅毒筛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妊娠期梅毒筛查及治疗情况

年份（年） 检查人数（ｎ）确诊人数（ｎ）发生率（％） 治疗人数（ｎ）

２００８ １２３０ ８ ０６５ ８

２００９ １３１０ １０ ０７６ ９

２０１０ １５９０ ８ ０５０ ５

２０１１ ２１３８ １０ ０４７ ８

２０１２ ２１８５ ８ ０３７ ６

２０１３ ２０６７ ６ ０２９ ４

２０１４ ２１８４ ８ ０３７ ７

合计 １２７０４ ５８ ０４６ ４７

２２　妊娠不同治疗开始时间梅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对比
４７例作全程规范化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共８例出现不

良妊娠结局，占１７０２％，不同妊娠时间开始治疗的梅毒孕妇，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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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妊娠不同治疗开始时间梅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对比

开始治疗时间 ｎ 早产 流产 死胎 死产 过期妊娠 新生儿死亡

　＜１３周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２８周 ２７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２８周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Ｚ ００９２０８８３ － － ０９９７ －

Ｐ ０７６６０３２６ － － ０２６７ －

２３　妊娠不同治疗开始时间梅毒孕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比
４７例梅毒孕妇，其中３０例获取完整新生儿资料，妊娠不同

治疗开始时间梅毒产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比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妊娠早期开始治疗的梅毒孕妇其新生儿 ＲＰＲ阳性率低
于中晚期开始治疗梅毒孕妇，以晚期治疗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最
高（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妊娠不同治疗开始时间梅毒孕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比

开始治疗时间 随访例数 ＲＰＲ（－） ＲＰＲ（＋）ＲＰＲ阳性率（％）

＜１３周 ５ ３ ２ ４０００

１３～２８周 １５ ６ ９ ６００４

＞２８周 １０ １ ９ ９０００

Ｚ － － － ７５６７

Ｐ － － － ００３１

　　注：与＞２８周对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对比
４７例作全程规范化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不同 ＲＰＲ滴

度共发生不良妊娠结局８例，占１７０２％，且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
孕妇不良结局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对比

ＲＰＲ滴度 ｎ 早产 流产 死胎 死产 过期妊娠 新生儿死亡 发生率（％）

≤１∶２ ２６ ３ １ ０ ０ １ ０ １９２３

≥１∶４ ２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１４２９

χ２ ００１１

Ｐ ０９１６

２５　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比
４７例梅毒孕妇共获取３０例新生儿资料，ＲＰＲ滴度≤１∶２孕

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５０００％，明显低于ＲＰＲ滴度≥１∶４梅毒
孕妇的９１６７％，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不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新生儿ＲＰＲ阳性率对比

ＲＰＲ滴度 随访例数 ＲＰＲ（－） ＲＰＲ（＋） ＲＰＲ阳性率（％）

≤１∶２ １８ ９ ９ ５０００

≥１∶４ １２ １ １１ ９１６７

χ２ ５６２５

Ｐ ００１７

*

　讨论
梅毒为具严重危害性传播疾病，因感染苍白密螺旋体引

起，孕妇一旦感染梅毒即可发生妊娠期梅毒，病毒可通过母婴

途径传播至胎儿，导致死胎、流产、新生儿低体重、先天性梅毒、

新生儿死亡等不良妊娠结局，因此必须重视妊娠期梅毒的控制

及治疗［５］。妊娠期梅毒以隐性梅毒常见，无特异性症状，较多

孕妇在就诊前均不知情，通过常规实验室血清检查较难诊

断［６］。以往多认为孕妇妊娠１６周内，胎盘绒毛细胞滋养层细
胞可发挥屏障作用，使胎儿免于感染［７，８］。近年来，电镜检查提

示，滋养层细胞存在孕妇整个孕期，且梅毒苍白密螺旋体在妊

娠任何时期均可透过屏障穿越胎盘，引起胎儿骨骼、皮肤黏膜、

内脏受损［９］，因此认为妊娠不同时期感染梅毒均可能发生母婴

传播，导致胎儿感染，引发不良妊娠结局，必须重视孕产妇孕前

或产前梅毒筛查［１０］。

本研究共筛查佛山顺德区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
我院就诊的 １２７０４例孕妇，确诊 ５８例梅毒患者，检出率为
０４６％，与相关报道的０４１％ ～０５８％相近［１１，１２］，证实孕妇中

有少部分梅毒患者，可能引起母婴传播，威胁公共卫生。且所

筛查的５８例妊娠期梅毒患者中９４８３％均为流动人口，孕妇伴
侣职业流动性较强，大部分为司机，需尤其关注流动人口梅毒

的防治。且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以２００９年妊娠期梅毒发生率最
高，后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可能与本地区积极开展孕期梅毒感

染宣教有关。本组所筛查的５８例梅毒孕妇，４７例自愿接受全
程规范化治疗，选择继续妊娠。早期有报道表示［１３］，妊娠不同

时期开始治疗产妇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存在差异，其认为妊

娠早期开始治疗的孕妇妊娠结局相对较好，新生儿结局好。本

组结果显示，妊娠不同时期开始治疗梅毒孕妇其不良妊娠结局

发生率无差异，可能与梅毒苍白密螺旋体在妊娠不同时期均可

穿透胎盘绒毛细胞滋养层细胞屏障有关［１４，１５］。且研究证实，不

同ＲＰＲ滴度梅毒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对比无差异。一般
认为新生儿ＲＰＲ感染与母体梅毒螺旋体滴度有关，滴度越高
者，新生儿感染率越高［１６］。本组孕妇 ＲＰＲ滴度≤１∶２者，新生
儿ＲＰＲ阳性率为 ５０００％，低于 ＲＰＲ滴度≥１∶４梅毒孕妇的
９１６７％，提示孕妇 ＲＰＲ滴度对新生儿感染梅毒产生直接性影
响，且母血ＲＰＲ滴度越高，新生儿ＲＰＲ阳性危险度越高［１７，１８］。

因本区域人口结构复杂，流动人口较多，大多居无定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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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变更快，且较多流动人口均选择返回原居住地分娩，导致较

大一部分妊娠期梅毒无法追踪随访至胎儿出生后６个月。本研
究中５８例梅毒孕妇，仅３０例新生儿完成１２个月随访，孕期产
妇均接受全程规范化干预，胎儿出生时 ＲＰＲ阳性仅２１例，ＴＰ
ＰＡ均为阳性，无１例出现梅毒症状，随访１个月后 ＲＰＲ转阴６
例，３个月后转阴１０例，半年内转阴５例。ＴＰＰＡ随访，３个月转
阴８例，半年内转阴１８例，７个月内转阴２例，９个月后转阴２
例，无１例出现先天性梅毒。因此必须重视妊娠期梅毒孕妇的
全程干预，强调在妊娠早期作干预治疗，预防先天性梅毒，降低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综上所述，应重视孕前、产前梅毒血清学筛查，检查出梅毒

产妇则建议暂缓怀孕，对其配偶及孕妇进行系统化治疗且确定

无再次怀孕风险后再建议怀孕；对妊娠期梅毒孕妇必须强化健

康管理与教育，告知其治疗风险；对自愿要求继续妊娠者作早

期、全程规范化治疗，强化产前保健，重视产后随访，以改善围

产儿预后，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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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醋酸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妊娠合
并尖锐湿疣临床效果观察
王成林１　林汉云１△　江华２

１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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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研究５７例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患者应用三氯醋酸与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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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疗效。方法：选择１１４例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我院接诊的尖锐湿疣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
者，采用随机数表法进行分组，随机均分为两组。将两组患者外阴及分泌物擦净。对照组仅用蘸有５０％三
氯醋酸的棉棒涂于患者患处。观察组采用三氯醋酸与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联合进行治疗。观察分析
两组的治疗效果及对妊娠的影响。结果：经过治疗对照组治愈率为７８９％低于观察组的治愈率９３０％。
在后期随访调查中，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９个月、１２个月后的对照组复发率分别为 １４０４％、１２２８％、
７０２％、１２２８％、７０２％；观察组复发率分别为３５％、１７５％、０００％、１７５％、０００％。对照组的总复发率
为５２６３％，远高于观察组的复发率７０２％，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过程中，两组患者未
见明显影响妊娠进展新生儿ＨＰＶ感染、新生儿畸形病例发生。结论：三氯醋酸与重组人α－２ｂ干扰素凝胶
联合对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的疗效显著、复发率低，减少了患者住院时间。治疗过程中，孕妇的妊娠进展能

正常进行，不受影响，胎儿发育情况良好。

【关键词】　尖锐湿疣；妊娠；三氯醋酸；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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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临床医学中发病率
较高的性传播疾病，该病主要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引起。皮

肤及黏膜等交界处最容易发生，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初期细小

淡红色丘疹单个或群集分布在生殖器及肛周周围，之后逐渐变

大。部分患者伴有痒痛、性交痛、异物感等症状。由于近年来

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此病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给患者的日

常生活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１，２］。医学研究表明１８～５０
岁的中青年人为主要的受病人群。而在妊娠期，由于雌性激素

的增多，细胞免疫力降低，因此孕妇尖锐湿疣在女性尖锐湿疣

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妊娠并发尖锐湿疣会给母婴围生期

造成损害，如发现妊娠期妇女感染 ＨＰＶ，为确保母婴安全应及
时采取治疗［３］。本次研究中针对我院的１１４例的妊娠合并尖
锐湿疣患者展开研究，观察组采取三氯醋酸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对照组仅用三氯醋酸治疗，对比两组结果。现
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我院接诊的１１４例
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患者。纳入标准：（１）妇科检查阴道、外阴、
尿道口、肛周、宫颈处有丘疹状、毛刺状或菜花状赘生物，表面

呈灰白或粉红色，芝麻大小至直径５ｃｍ不等；（２）典型皮疹；（３）
醋酸白试验阳性，组织病理学或ＰＣＲ检测提示尖锐湿疣；（４）患
者阴道分泌物检测出淋球菌、衣原体支原体、念珠菌及滴虫等

性病均纳入病例；（５）治疗前对两组患者行常规检查，两组患者
血尿及肝肾功能正常，患者近期未接受过免疫增强及抑制剂治

疗；（６）本次实验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５７例）年龄１８～４８岁，病程
４～１１周；对照组（５７例）年龄１９～４７岁，病程５～１３周。两组
患者年龄、病程、孕周、是否伴有其他性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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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的研究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平均病程（周） 平均孕周（周） 淋球菌感染（例） 滴虫感染（例）

对照组 ５７ ２７５６±１５８２ ６５±１６ ３１９±３１ ２１ ２４

观察组 ５７ ３２７８±１６５７ ６７±１５ ３２１±３２ ２３ ２７

ｔ／χ２ １７２０３ ０３４４２ ０３３８９ ０１４８１ ０３１９３

Ｐ ００８８１ ０７３１３ ０７３５３ ０７００４ ０５７２０

１２　方法
对患有其他性病的患者先予以治疗，感染有所控制后再接

受治疗。治疗前对两组患者进行消毒，对照组用蘸有５０％的三
氯醋酸涂抹于患处，直到患处晾干，时隔１周治疗１次，直至疣
体消失，则停止治疗。对观察组的患者先采取用蘸有５０％的三
氯醋酸涂抹于患处，再结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兆科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７９）进行治疗，１次／ｄ，连续
涂抹３周。治疗期间以及接受复查期间，严禁患者有性生活，防
止重新感染，影响研究结果。１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复查，
分析两组患者的康复情况，连续复查５个月，对比两组患者尖锐
湿疣复发率。

１３　观察指标
采取治疗后，根据中华医学会研究制定该次的治疗有效

率的评定标准。痊愈：疣体完全消失，其他病灶完全消退，创

面愈合，复查期间无其他新疣体出现；显效：疣体逐渐变小，＞
７５％的病灶逐渐消退；有效：８０％的疣体逐渐变小，＞３５％的
病灶逐渐消退，但低于７５％；无效：患者在治疗前后的疣体大
小无变化，其他病灶也并未消退。总有效率为痊愈、有效、显

效率之和。复发：患者在复查期间，治疗部位及邻近部位出现

新的疣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用ＳＰＳＳ１３０作为统计学分析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的格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进行分析，当Ｐ
＜００５时，则表示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为９３０％，远高于对照组患者
的总有效率７８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后两组患者总有效率

例数 痊愈 有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７ ２０ １０ １５ １２ ４５（７８９）

观察组 ５７ ３２ １７ ４ ４ ５３（９３０）

χ２ ４６５３１

Ｐ ００３１０

２２　两组治疗复发率分析
对照组复发率（５２６３％）高于观察组（７０２％），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８３３２４，Ｐ＝０００００）。见表３。

表３　两组病例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

例数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复发率

对照组 ５７ ８ ７ ４ ７ ４ ３０

观察组 ５７ ２ １ ０ １ ０ ４

χ２ ３９４６２ ４８３９６ ４１４５５ ４８３９６ ４１４５５ ２８３３２４

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尖锐湿疣的主要病因是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皮肤，也

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类疾病［４］。近年研究表明，妊娠期

患尖锐湿疣在女性患尖锐湿疣的比例有上升趋势。主要原因

是雌性激素分泌旺盛，雌性激素的增多导致妊娠期妇女体内病

毒的增加，ＨＰＶ感染的风险增大［５］。妊娠中期，随着胎儿的逐

渐增大，外阴分泌物增多，在阴道潮湿的环境下，加速了病毒繁

殖，使疣体增长速度加快。为确保胎儿的正常发育，妊娠期用

药受到限制，并且由于妊娠胎儿压迫，部分妊娠妇女在妊娠中

后期充血、水肿，在治疗过程中，较小的疣体不易被清除，导致

再次感染，复发率提高［６］。妊娠期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在妊娠

中后期，抗ＨＰＶ感染能力急速下降。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患者
家属担忧是否还能让妊娠正常进行，胎儿的发育是否会受影

响。因此一旦在妊娠发现ＨＰＶ感染，则应尽早采取措施进行治

疗，对感染进行一定的控制［７～９］。在妊娠期治疗尖锐湿疣，有利

于减少分娩时的皮损数目。保证妊娠期的正常进展，降低新生

儿感染ＨＰＶ的概率。由于妊娠合并尖锐湿疣在治疗过程中尖
锐湿疣易复发，影响正常分娩，导致产道出血，伤口愈合速度较

慢，因此选择正确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１０－１３］。

研究显示三氯醋酸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妊
娠合并尖锐湿疣临床效果显著，有效提高了患者愈合率，降低

了患者复发率［１４］。对患者疣体进行三氯醋酸治疗后，待皮损部

位有所恢复时，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进行治疗。对患
者皮肤受损处二次杀菌，减少病毒的蔓延，降低 ＨＰＶ感染风
险［１５，１６］。同时对隐形的感染以及亚临床感染有所治疗，提高妊

娠期机体抗感染能力。干扰素α－２ｂ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抗肿
瘤作用、抗病毒作用。利用干扰素 α－２ｂ抗病毒具有广谱性、
间接性，发挥作用速度快的特性，加强巨噬细胞和 Ｔ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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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进而增强患者机体对病毒细胞的识别能力，加快对病

毒细胞的控制［１７，１８］。

在随访过程中，发现经过三氯醋酸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
２ｂ凝胶治疗后，妊娠尖锐湿疣的复发率明显降低。且在分娩过
程中，新生儿均未见畸形。但因妊娠尖锐湿疣患者在阴道分娩

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新生儿感染，在患者分娩时最好选择剖腹产

进行分娩，降低新生儿感染风险。三氯醋酸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方法简单易行，减轻了患者的痛苦，缩短了患者
治疗时间。提高了患者愈合率，降低了患者复发率。

综上所述，三氯醋酸与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用于
治疗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治疗方法简单易行，治疗效果显著。

减轻了患者的痛苦，缩短了患者治疗时间。提高了患者愈合

率，降低了患者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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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感染对男女不育不孕的临床影响研究
白玮　郝娜　连建华　田飒　任杉杉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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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解脲支原体感染对男女不育不孕的影响，为临床提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
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４５７例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４５７名为观察组，选取３５３名有正常生育史的
育龄妇女及其３５３名配偶为对照组，采用ＰＣＲ方法检测两组生殖道标本中解脲支原体感染情况，记录统计
女性临床表现，采用ＣＡＳＡ计算机辅助系统分析入选男性精子活力。结果：观察组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
阳性率为５００％，男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阳性率为４８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１５６％及 １３５％（Ｐ＜
００５）；观察组男性向前运动精子、总活力及精子存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女性阴道分泌
物增加、腹痛及腰骶痛例数，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解脲支原体对男、女不育不孕等均有明显的
影响，应加强解脲支原体病原菌及药物试验，选择敏感抗生素，降低不孕不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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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属于人体生殖道非淋球菌感染的主要病原体。数
据结果显示［１］：在我国４００％～５００％非淋球菌尿道炎症是由
于支原体感染引起，且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

引起不孕不育。解脲支原体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支原体，患者

一旦受到病菌侵袭后，对于女性病菌将粘连在生殖腔道，引起

慢性炎症或发生堵塞等，对于男性则会出现精囊炎、非淋菌尿

道炎甚至前列腺炎等［２，３］。随着我国临床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

用，导致支原体耐药率呈现上升趋势，对临床治疗产生了巨大

挑战［４，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４５７例
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４５７名，以探讨解脲支原体感染对男
女不育不孕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诊治的４５７例女
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４５７名为观察组，年龄２５～３９岁，平均
（３１２±２４）岁，不孕不育史２～１０年，平均（５１±０９）年。入
选患者均符合不育不孕临床诊断标准，且排除其他非感染性因

素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孕不育。选取３５３名有正常生育史的育
龄妇女及其３５３名配偶为对照组，年龄２４～４０岁，平均（３０１±
２１）岁。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患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诊断方法
采用ＰＣＲ方法检测两组生殖道标本中解脲支原体感染情

况，记录统计女性临床表现，采用ＣＡＳＡ计算机辅助系统分析入
选男性精子活力。

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６］：（１）标本采集。对两组妇女采用
扩阴器扩开阴道，采用无菌棉拭子擦拭宫颈外口分泌物，去除。

取一支棉拭子放入宫颈内，停留３０ｓ，旋转５～８圈后取出，将其
放置在１５ｍＬ无菌生理盐水试管中。男性采用专门的无菌棉

拭子插入尿道１ｃｍ，停留３０ｓ，旋转５～８圈后取出。将获得标本
中分泌物去除，１０ｍｉｎ离心，速度１５００ｒｐｍ，制备 ＤＮＡ。采用上
海博凯公司提供的 ＰＣＲ试剂，扩增条件设置为 ９４℃，加热
２ｍｉｎ，然后进行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２ｍｉｎ。扩增产物经过
电泳后采用透射分析仪检测［７，８］。（２）女性临床表现。观察女
性入院后临床表现，如：阴道分泌物增加、腹痛、腰骶痛等［９］。

（３）男性精子活力测定。测定前禁欲２～７ｄ，采用生理盐水清洗
手部及阴茎部位，采用手淫法取静精，全部射入无菌、无毒杯

中，放入３７℃培养箱中，待精液液化后检测。采用西班牙ＣＡＳＡ
系统对精液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如向前运动精子、总活力、存活

率等［１０，１１］。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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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男性、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组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阳性率为５００％，男性解
脲支原体感染检测阳性率为４８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１５６％
及１３５％（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男性、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女性

检测人数 阳性率

男性

检测人数 阳性率

观察组 ４５７ ２３１（５０５） ４５７ ２２８（４９９）

对照组 ３５３ ５５（１５６） ３５３ ５６（１５９）

χ２ ５３６ ７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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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男性精子活力及存活率比较
观察组男性向前运动精子、总活力及精子存活率观察组男

性向前运动精子、总活力及精子存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男性精子活力及存活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向前运动精子 总活力 存活率

观察组 ２５９ ３２．１４±１７．２１ ４０．４３±１８．０２ ５１．３２±１８．１６

对照组 ２８２ ３４．８７±１５．１８ ４４．４３±１８．８９ ５７．５９±１８．８３

ｔ ／ ２．３５ ３．０７ ４．７９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女性临床表现比较
观察组女性阴道分泌物增加、腹痛及腰骶痛例数，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女性临床表现比较

组别 例数 阴道分泌物增加 腹痛 腰骶痛

观察组 ４５７ ３１５（６８９） １９２（４２０） ２０３（４４４）

对照组 ３５３ １０３（２９２） ４５（１２７） ８２（２３２）

χ２ ５３６ ６３１ ６２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解脲支原体（ＵＵ）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能进行人工培养。

当人体感染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容易引起生殖道发生感染，

严重者甚至会引起不孕不育［１２］。相关研究［１３］显示：解脲支原

体不仅会引起不孕不育，甚至会引起不良的妊娠结局，影响胎

儿健康。本研究中，观察组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阳性率为

５００％，男性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阳性率为４８３％，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１５６％及１３５％（Ｐ＜００５）。目前，临床上对于解脲
支原体造成的不孕机制尚不完全知晓，普遍认为：（１）当女性感
染解脲支原体后将粘附在泌尿生殖系统中，一方面病原菌可以

定殖在尿道中，破坏细胞正常的细胞膜结构对影响宿主细胞功

能发挥；另一方面解脲支原体能向宿主细胞分泌有毒物质，能

引起泌尿生殖道感染。（２）超抗原作用［１４］。（３）免疫反应。解
脲支原体容易引起女性输卵管损伤，能侵犯组织内多形核白细

胞聚集，造成巨噬细胞或单核细胞浸润。患者发病后主要以阴

道分泌物增加、腹痛及腰骶痛为主［１５，１６］。本研究中，观察组女

性阴道分泌物增加、腹痛及腰骶痛例数，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而对于男性解脲支原体会对精液的质量产生明显的影
响。相关研究显示［１７，１８］：解脲支原体在男性患者中能降低精液

质量，增加精子的畸形率，并且可以提高精液液化时间、抗精子

抗体阳性率。本研究中，观察组男性向前运动精子、总活力及

精子存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由此看出，解脲支原
体能影响精子的数量，引起男性生殖能力下降。由此看出：解

脲支原体感染可以使得生殖系统发生炎症，如男性睾丸炎、前

列腺炎等。而女性则主要表现为输卵管不通或通而不畅，长期

感染女性还会引起宫颈黏液发生改变，导致宫颈口发生粘连，

使得精子很难通过。解脲支原体感染患者由于刺激免疫系统

等容易产生抗精子抗体，使得精液发生凝集、不液化。相关研

究显示：男女不育不孕患者中，超过５００％人患有解脲支原体
感染，应将解脲支原体培养作为男女不育不孕的临床检查项

目。在男性患者解脲支原体检测中，应该直接提取精液进行培

养，阳性率高而减少患者痛苦。对于男性少精子、弱精子、死精

子症治疗时，应将解脲支原体感染作为主要治疗手段，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解脲支原体对男、女不育不孕等均有明显的影

响，应加强解脲支原体病原菌及药物试验，选择敏感抗生素，降

低不孕不育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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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中的应用
黄仙保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生物科组，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摘　要】　通过分析对比传统课堂和微信公众平台打造下的虚拟课堂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的应用
研究中发现，微信公众平台打造下的虚拟课堂有开放式的交流平台、有利于针对敏感话题的探讨与调查，以

及能够对传统课堂的不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的发展。将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用于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

对于传统的教与学都是一次重要的变革，虚拟化的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课堂不仅可以更快的提升人群素

质，拓展传统课堂的深度和广度，还可以推动社会对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可以影响教育

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进而推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在全国的中小学全面开展。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传统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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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更多的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
将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或生理知识教育

中进行的。由于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青春期性与性别

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师对相关青春期生理心理知识储备

不够，对讲授青春期健康知识态度不一，导致融合在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青春期性教育会更多以说教为主，引导学生不要早恋

或犯下与性相关的错误，结果往往导致学生的反感和不以为

然；以生理知识为主导的性教育主要是枯燥的生理讲授，难以

满足学生的知识需要，也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共鸣［１，２］。

这种传统课堂的教师讲解敏感内容时态度的模糊化，甚至会出

现科学性的错误，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掌握相关的青春

期生理心理知识严重不足，对性与性别观念存在诸多误区，这

也导致了青少年在获取性与性别知识时不能有效辨识，容易误

入歧途。笔者曾在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中发现：网络、同学朋

友间的交流、报刊杂志和电视广播是学生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

径，而从父母和教师这两条途径获得性知识的学生只占少

数［３］，这说明在针对青少年的性与性别教育过程中，教师和父

母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学生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

网络的搜索、同伴之间的口口相传等方式获取性与性别的相关

知识。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

辨，同伴间信息的交流也没有科学性的保证，这也导致了青少

年在性与性别方面更容易误入歧途，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负面

影响。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进入自媒体高速发展期，截至２０１２年底，
在５４６亿中国网民中，微博、微信用户均超过３亿人，在１１亿
移动用户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２２亿人［４］。近些年，自媒体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追捧，特别是受

到了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处于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青

睐，逐渐融入到青少年的生活中［５，６］。自媒体的高速发展有它

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它所具有的快速传播、实时发布不受时空

限制以及终端操作简单方便的优点，如何将自媒体应用于青春

期性与性别教育之中，充分发挥自媒体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

作用，笔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笔者借助于自
媒体的典型代表的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名为“××青春期健康微
讲堂”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传播科学的青春期

健康知识，开展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通过半年多的时间，关

注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量已经超过３００人，男女比例约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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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接近一半的粉丝为刚毕业的高中生。笔者认为微信公众

平台在传播青春期健康知识有较强的优势。

!

　传统课堂传播与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对比
微信公众平台是腾讯公司在微信的基础上新增的功能模

块，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打造一个微信公众号，实现和特定群体

的文字、图片、语音的全方位沟通、互动。具有开放平等、增强

互动、数据统计、自动回复、认证、开发平台等多项特点与

功能［７］。

１１　开放式的交流平台
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将教育内容转化为被教育者的知识体

系的策略性途径，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具体教育策

略［８］。在传统课堂上，灌输式教育方法因为使用简便、强调教

育者的绝对权威而受到性教育者的青睐［９］。灌输式的教育方

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的被动接受，教育的效果

就不尽如人意。传统课堂的讨论时间仅有课堂和课后教师辅

导的有限时间，而且需要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谈论，所以

教学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作用，信息

的发布者和接受者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讨论，接受者不仅可以接

受信息，而且可以分析理解信息，如果有遇到不同与自己价值

观有冲突的知识观念时，可以直接在文章末尾留言或者是在微

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留言的方式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片

甚至是语音。信息的发布者可以在接收到反馈时针对不同疑

问给予一对一的解答和探讨。这样的教育方法和传统的灌输

式教育方法相比，更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尊重每一位学生，有着

更为开放的教学讨论平台。

传统的课堂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教学技巧，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也更多的取决于教师，很难针对不

同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教学的效果难以让每一位学生满意。

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信息的发布者作为专业人士发布信息，

其他的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均可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更多的

碰撞，也更让青少年喜欢。

传统的课堂内容更多的局限于本学科的知识，比较单调无

趣，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信息，为了吸引粉丝的注意力，不

仅要精通本学科的知识，还要更多的涉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增

加趣味性和可读性。比如说，笔者在发布的近５０篇图文信息
中，不仅有青春期健康的生理心理知识，还涉及到社会学、数

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甚至需要对交友、恋爱等进行技能上

的指导与探讨。

１２　针对敏感话题的探讨与调查
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性与生殖健康

相关的生理知识的教育［１０－１２］，传统的课堂更多的是通过填鸭

式的教学方式生硬的将知识告诉学生，有的传统课堂甚至回避

相关知识的讲解，从而导致学生的生理知识存在严重的偏差和

不足。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将讲授性与生

殖健康知识和测试结合起来，直观的测试结果可以反映信息接

受者目前存在的问题，再根据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依次推出

相应知识的讲解。笔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性知识测试，

许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做了性知识测试之后反馈道，自己掌握

的性知识真的是完全空白，很多内容之前根本没有想过，也没

有人告诉我们。通过对测试结果的分析，依次推出了“答学生

的青春期疑问上、中、下”三篇文章，有效的解决了信息接受者

的困惑和盲区。

传统的课堂几乎很少涉及对一些敏感的涉性话题的讨论，

比如说同性恋问题、处女情结问题、性工作者的处境等。而通

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很高效而不失趣味的去探讨这样的

涉性敏感话题。比如说，笔者通过留言和一些学生的网上交流

发现，很多的青少年对于“处女情结”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笔

者随后借助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处女／处男情结小调查”，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２００人参与填写，笔者随后对
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评论和探讨，最后笔

者还推出关于如何正确看待类似问题的文章“处女膜真的是一

层膜吗”，对信息的接受者给予合理的指导与帮助。

１３　对传统课堂的补充与发展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创设而生的虚拟课堂是否就可以取代

了传统课堂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课堂虽然有很多的

弊端，但是传统课堂的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线下的分享

活动是虚拟课堂所缺少的。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将虚拟课堂与

传统课堂对接，把传统课堂上的授课内容发布在虚拟课堂上，

鼓励传统课堂上的学生积极参与虚拟课堂的讨论中来，加深传

统课堂的影响力，同时，通过虚拟课堂，可以让学生在课后通过

网络获取更丰富的知识与信息，所以，虚拟课堂是对传统课堂

的补充和进一步的发展。

&

　私人定制式的教与学体验
网络媒体以传播的广泛性、沟通的互动性、成本低、效率

高、信息数据庞大和保留时间长等优点吸引了大众的眼球［１３］。

将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用于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对于传统

的教与学都是一次重要的变革。

２１　师生关系的转变
在传统的课堂中，师生之间界限很明确，师生之间知识的

储备、人生阅历、处理问题的经验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

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的虚拟课堂，师生之间界限逐渐淡

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发达的

网络了解到最新的信息，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教师掌握的更

好。笔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出的图文信息，更多的是以客观

中立的态度，平和的语气去讲述，针对信息接收者提出的问题

积极解决、提出的合理建议及时采纳。在网络虚拟课堂上，信

息的发布者不仅要充当教师角色，更要站在信息接受者也就是

学生的角度去看问题，去想问题，要在师生角色之间相互转换。

２２　私人定制式的信息获取途径
面对一些青春期困惑，很多青少年难以和父母、教师咨询，

同伴之间交流的科学性又难以保证，而通过网络搜索的方式获

取的信息很大部分是不准确的。通过关注教师开设的微信公

众号，针对自己的问题给信息发布者提问题，获取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技能，可以有效的解决青春期中遇到的许多困惑和不

解。这种私人定制式的信息获取途径，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

显得越来越重要。信息的发布者在接收到这些问题时，可以随

时随地的回复，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微信公众号还提供信息

的查询和自动回复功能，可以更高效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２３　粉丝信息的全方面跟踪了解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时掌握关注粉丝的数量、性别、

分布区域、使用的设备等等，对粉丝信息进行全方面的跟踪了

解，有利于信息发布者根据具体需要及时调整发布的图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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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同时需要提高粉丝数量，可以通过有趣的图文信息和相关

的调查测试，以及线下课堂的分享活动，开设讲座等方式进行

宣传提高粉丝数量，进而使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的影响更为深

入和广泛。

*

　自媒体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的意义
自媒体给青少年带来海量的信息和发声的机会，每天充斥

着他们的头脑，影响着他们的情感和价值理念［１４－１７］。如果能

利用自媒体导向性强、覆盖面广及影响力大等特点，与青春期

性与性别教育现状的有机结合，使得青少年通过电脑或者手机

终端连接到网络便可以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的动态，可以产生广

泛的影响，提升青少年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性与生殖健康素

质。据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性教育方式是教师讲座，

因为在这样的讲座中，知识信息量大，且相对科学、完整和系

统［１８－２０］。其实，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

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可以比传统的讲座影响范围更

大。在这半年以来，笔者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图文信息、视频、

图片等，影响数千人，阅读量超过万次，这对于一个普通学校老

师在以往的教学环境下，是难以想象的。

自媒体对于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的影响深远，不仅可以提

升人群素质，拓展传统课堂的深度和广度，还可以推动社会对

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可以影响教育管理部

门相关政策的制定，进而推动青春期性与性别教育在全国的中

小学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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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的关系
张海霞１　郭成２

１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的关系，为高校婚恋价值观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量表对４２２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现场调查。结果：在择偶条件、性爱道德、情感需求
和夫妻地位四个维度上，女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Ｐ＜００５）；高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在婚恋价值、
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婚姻本质维度上，显著高于低生命意义感者（Ｐ＜００５）；除了择偶条件外，大学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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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义感和婚恋观的其它五个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Ｐ＜００５）；回归分析表明，生命意义寻求能够显
著预测大学生的婚恋观（Ｐ＜００５）。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高校可以通过
生命意义教育，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婚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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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恋观是个体对婚姻和恋爱的态度，个体的婚恋观直接影
响到对配偶的选择和婚恋中的行为，甚至会影响到个体的婚姻

质量和家庭稳定。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大学生正处

于成年早期，他们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

在此阶段顺利发展的个体才敢于与他人建立爱的关系，从而获

得亲密感。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婚恋剧的热

播、相亲节目的泛滥，以及社会中功利性的婚恋取向的宣传，无

形中冲击着高校大学生的婚恋观，导致部分大学生婚恋观、道

德观出现偏差，生命价值迷茫、生命情感淡薄，甚至出现自残自

伤或伤害他人的冲动性行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生命的感

受，是个体对生活的目的、方向和态度的看法，是个体心理系统

中高层次的心理感受［１］。近年来，由于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对

个体幸福感相关变量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兴趣，生命意

义感就是其中一个概念。现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可以持续

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对心理健康发挥调节作用，因

此生命意义感实现的程度是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２］。婚恋观

和生命意义感各自独立的研究比较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二者作为态度系统的重要内容，两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个

体的生命意义感对其婚恋价值有何影响，是否可以通过生命教

育，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婚恋观，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试图寻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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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量表（Ｃ－ＭＬＱ）　由王孟成和戴晓
阳［３］修订，共含 １０个项目，量表包含两个因子，即生命意义体
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分别检测生命意义感的认知维度和动机。

量表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７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
分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

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比较适合中国大学生使用。本文

按照“得分在３８分以下的个体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义，得
分在３８～５１分之间的个体表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得分在
５１分以上的个体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确的意义”［４］标准对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水平进行划分。

１２２　大学生婚恋观问卷　由辽宁师范大学蔡敏［５］编制。该

量表包括择偶条件、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婚恋本质

和夫妻地位６个因子，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婚恋中更
关注此方面的信息。问卷采用五点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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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婚恋观特点分析

考察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婚恋观上的特点，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分析其差异，结果见表１。调查表明，女大学生在择偶条
件、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夫妻地位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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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婚恋观特点

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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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１６１） ２３２±０５７ ３６９±０７１ ３９３±０６７ ３５５±０８０ ３３５±０８７ ２５３±０７５

女（２６１） ２７７±０６２ ３６３±０５４ ４０７±０５９ ３９１±０７４ ３２９±０７８ ２８７±０８６

ｔ －６１２８ １０２９ －２３１０ －４２７２ ０８１５ －４５２０

Ｐ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１　不同生命意义感大学生婚恋观特点分析
考察不同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在婚恋感上是否存在差

异，依据戴晓阳等［４］对生命意义感的划分标准，把大学生生命

意义感分成低、中、高三组，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对

三组的婚恋观水平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发现，除择偶条件和夫

妻地位两个维度外，在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和婚姻本

质四个维度上，生命意义感的中间组和高分组均显著高于低分

组，中间组和高分组则差异不显著。见表２。

表２　不同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婚恋观差异分析

Ｃ－ＭＬＱ 低分组（５１） 中间组（１９２） 高分组（１７９） Ｆ Ｐ

择偶条件 ２５９±０７７ ２６０±０６５ ２５４±０７０ ０４０６ ０６６７

婚恋价值 ３３４±０８８ ３５８±０６３ ３７７±０６８ ８８０６ ００００

情感需求 ３６４±０８５ ３９６±０５９ ４１７±０５４ １６８６９ ００００

性爱道德 ３４３±０９８ ３７３±０７７ ３９１±０７５ ７９１０ ００００

婚姻本质 ３０５±０９６ ３２３±０７７ ３４７±０８１ ７１５９ ０００１

夫妻地位 ２５２±０８６ ２７６±０７９ ２７８±０８６ １９９５ ０１３７

２２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婚恋观的相关分析
为了了解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的关系，将生命意义体验、

生命意义寻求和总体生命意义感和婚恋观的六个维度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两个维度和总分
与婚恋观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见表３。

表３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婚恋观的相关分析

ＧＨＱ 择偶条件 婚恋价值 情感需求 性爱道德 婚姻本质 夫妻地位

生命意义体验 －００１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２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３

总生命意义感 －００２８ ０２３１ ０２７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大学生婚恋观的预测因素分析
以大学生婚恋观各因子作为因变量，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择偶条件

外，生命意义寻求对个体的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爱道德、婚

姻本质和夫妻地位均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见表４。

表４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婚恋观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Ｒ２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Ｐ

择偶条件 生命意义体验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８　
－０５４７　

０９２２
０５８４

婚恋价值 生命意义寻求

生命意义体验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３

３１５６
２４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情感需求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５ ６５５２ ００００

性爱道德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 ０１９５ ４０６７ ００００

婚姻本质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２０１ ４２０８ ００００

夫妻地位 生命意义寻求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３ ２９５３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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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男大学生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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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男大学

生，即女大学生在择偶时更注重对方的物质和背景等条件、更

注重在婚恋中的情感满足、更在意对方的性道德行为，以及对

夫妻地位匹配有着相对传统的观念，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６－９］。通过对不同生命意义感大学生的婚恋观进行比较发

现，高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在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爱道德

和婚姻本质上均显著高于低生命意义的大学生。说明个体的

生命意义越高，在寻求婚恋关系中目标越明确，自我肯定和自

尊也会越高［１０］，而个体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

有关［１１］。

Ｓｔｅｇｅｒ等将生命意义分为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两
个维度，生命意义寻求指个体努力建立或增加对生命的含义和

目标的理解，生命意义体验则是指理解生命的含义，并认识到

自己在生命中的目的、目标或使命［１２］。本研究中回归分析发

现，除了择偶条件外，生命意义寻求对婚恋价值、情感需求、性

爱道德、婚姻本质和夫妻地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

生命意义体验仅对婚恋价值有正向预测作用。追求生命的意

义是人类的本能，它驱使个体发现生命中的意义和重要的事

物，发现新的机遇和挑战［１３］，这也是个体在婚恋关系中需要不

断完成的任务。在婚恋关系中明确自己追寻的目标，思考婚恋

关系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本身就是生命意义感在婚恋关系

中的体现。但是在寻求的过程中，是否能找到答案，是否可以

产生较高的生命体验，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１４］。研究发现，

低生命意义体验的个体由于缺乏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而容易出

现空虚感，甚至选择自杀［１５］，这也是有些大学生在失恋后为何

会出现极端行为。同时，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生命意义

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挥调

节作用［１６］。

本研究结果对高校大学生婚恋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生命意义寻求、生命意义体验和婚恋观之

间的关系。即当个体失去生命意义时会去进行意义寻求，在体

验到意义时倾向于减弱或停止寻求，这提示我们，大学生在婚

恋选择时，最先考虑的因素诸如物质条件、关爱关心、彼此是否

平等，可能也是自身匮乏的，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可能

会寻求新的目标。因此，在婚恋教育中要注意引导大学生的婚

恋观，尤其是过分注重恋爱的物质化和情感化，可能会对后续

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当婚恋关系破裂或中断

时，势必会引发个体强烈的消极情绪体验；其次，引导大学生正

确的看待失恋、暗恋等现象，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寻求，更在

于体验，当个体将每一次的经历当成是人生的一个阅历，感受

经历带给自己的成长，这将会帮助个体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情感

上的挫折；最后，由于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

水平的个体，对于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存在差

异［１７］，因此可以通过注意训练，提升个体对积极信息的敏感性，

诱发个体的积极情绪，从而提高个体在婚恋关系中的幸福感。

此外，由于生命意义对于预防心理问题、增强个体心理健康具

有重要的作用［１８，１９］，婚恋观是个体对婚恋关系的态度体现，是

生命意义中重要的内容，因此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教育，帮助个

体形成健康的婚恋观和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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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高校在读大学生主要是９０后，而９０后青年较之７０、８０
年代的大学生思想更加开放，恋爱和性行为更为普遍［１－５］。在

人们关注大学生恋爱行为开放度增长的同时，往往容易忽略爱

恋本身给大学生带来的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６－１０］。大学

生恋爱伤害是因其参与、追求恋爱等引发的心理、身体伤害。

由于人遭遇情感创伤后，往往还会出现思想、心理、行为、身体

等多方面的应激反应，进而受伤者可能出现自伤、伤害他人等

过激或犯罪行为。此外，由于大学生恋爱中容易发生性行为，

而不当的性行为可能导致性病的传播，甚至有女方怀孕与堕胎

等不良后果的出现。因此，恋爱伤害不仅关乎大学生个人情

感、健康问题，它还涉及到社会道德、法律以及校园稳定等重大

问题，必须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足够重视。而在大学生恋爱

伤害中，女大学生往往更容易受到身体、心理的创伤，是学界应

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本文以某医学院校９０后护理专业女大
学生入手，分析女护生容易受到的恋爱伤害情况及其对策。

!

　女护生恋爱伤害的主要类型分析
１１　身体伤害

身体受伤是女护生恋爱伤害中最直接的，在恋爱交往以及

性行为中极有可能给女方带来不少伤害。其中主要包括：性行

为伤害，如不洁性爱导致阴道炎的发生，因性爱感染艾滋病等

性传染疾病，粗暴的性行为导致女方躯体受伤。恋爱对女方的

身体伤害还表现在恋爱矛盾、纠纷时受到来自他人的暴力袭

击、打架等。

此外，身体伤害还变现为意外怀孕及堕胎。大学生性爱时

不注意避孕、不当避孕、避孕失败等导致女方怀孕。而据一些

医院的统计，来医院做人流的以年轻女大学生为多，而女大学

生厕所产子、弃子现象也时有发生。在艾滋病感染方面，大学

生的艾滋病检出率也居高不下［１１－１４］。这些身体伤害往往是长

期的，难以修复的。

１２　心理伤害
女护生常见的心理伤害来源为：失恋，恋爱挫折，恋爱纠

纷，恋爱伤害附带的心理伤害，恋爱与学业、人际关系、经济不

协调发展带来的心理影响等［１５－１８］。

失恋是最主要的心理伤害来源，有些女护生可能因失恋而

抑郁、焦虑、悲观失落，出现食欲与睡眠质量下降，无法集中注

意力学习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出现自伤、自杀等行为。

恋爱挫折表现为追求恋爱失败，或明知不可能发生恋爱关

系而闷闷不乐，也包括暗恋等情况。个体长期不能实现恋爱的

愿望也能导致明显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压抑等。严重的可

以影响个体正常的生活与学习，甚至出现偏激的追求恋爱的行

为，对被恋爱的对象带来一定的骚扰。

恋爱纠纷往往发生在分手阶段，以及多方纠葛。分手是失

恋的必经过程，双方可能就感情、物资、经济等进行争吵，甚至

揭发对方的不足或缺点，双方经过多次的争吵，加重了彼此之

间的矛盾、隔阂。另外，由于第三者、甚至第四者的参与进来也

让恋爱纠纷难以调解，如多名男生追求同一名女生，正在恋爱

的双方被第三者搅局等。由此导致的纠纷往往比较复杂，常可

以导致多方矛盾的激化，出现打架等报复行为。

由于恋爱导致的身体伤害也会让女受害者产生不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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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验。例如身体创伤、感染疾病、怀孕、堕胎等，会给女方带

来明显的负面情绪体验。

此外，因为恋爱往往要占据个体大量时间精力，消耗金钱，

个体常可能因恋爱与正常生活、学习、作息以及日常的交际等

都可能出现一些冲突，也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

１３　思想伤害
因恋爱导致的思想伤害也不容忽视，思想层面的伤害主要

是指个体在经历恋爱打击伤害后，往往会发生一系列的思想变

化，导致个体思想价值观的改变。如个体道德价值观的崩溃，

道德水平的下降，人生观的扭曲等，对恋爱的惧怕等。有些女

护生遭遇恋爱伤害后可能会出现节操的丧失，出现乱交异性的

行为，有的感染疾病后试图通过乱交来恶意传播，有的可能会

出现对相关人的暴力报复等。还有些个体可能会因为恋爱伤

害而从此惧怕恋爱，凡事都变得小心谨慎；有的也可能呈现自

卑心理，觉得自己从此不能抬头做人。

恋爱道德观的伤害也可以影响个体对学业、职业、人生观

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旦个体思想出现问题，就有可能累及

其人生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注意这方面的思想政治教

育引导工作了。

１４　其他伤害
恋爱的其他伤害表现在财产、学业、个人声誉等的伤害。

例如被骗取钱财，贵重物品；影响学业正常发展，因为恋爱而导

致无法毕业等；因为恋爱、性爱等不健康视频、图片在网上的非

法流传，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个人名誉伤害等。这些属于间接

伤害，但其负面危害仍旧不小。

&

　女护生恋爱伤害防范对策研究
２１　新生入学案例读本

案例读本就是从新生开始做好思想预防工作，案例读本的

内容主要以近年来国内发生的恋爱伤害案例、事件，本校内外

的案例等，再加以专家的解读、法律的引导，构成一本反面教育

和正面引导的册子。为扩大宣传和影响，册子的电子版也可以

挂在校园网，供师生免费下载使用。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

研讨、辩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恋爱伤害的关注与认识。国

外往往还拍摄性教育视频，更利于学生收看自学［１９］。

２２　加强健康恋爱观与性行为的引导教育
营造健康的校园氛围，就必须加强对大学生健康恋爱观、

性观念的引导。例如加强恋爱观中的婚姻观、责任感的引导教

育，加强健康性行为的引导教育，避免性行为受伤，加强避孕知

识的教育，艾滋病防范的教育等。

２３　在线咨询保护隐私
女护生受到恋爱伤害后，往往难以启齿，不愿对人述说，也

就难以获得帮助。因此，学校开通咨询网站，在线匿名咨询，留

言与解答等，可以鼓励女护生积极咨询，同时又保护了个体的

隐私。性学研究者也能通过此途径获取丰富的案例故事。

２４　建立学生观察员监督机制
更多的真实情况往往只有同班同学更了解，更容易观察

到。因此可以从学生干部中选取一定数量的人员进行培训，学

生观察员的任务就是将本班级的情况及时汇报给相关老师和

学校。主要汇报的内容是具有危险倾向的恋爱事件，以及已经

造成恋爱伤害需要医学帮助、心理辅导的情况。此举可以大大

加强学校掌握“民情”的力度。便于学校及时采取行动，防患于

未然。

２５　建立咨询救助中心
救助帮助受到恋爱伤害的女护生需要一个职能部门，该部

门可以挂靠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或者校医院，成员由精通心理学、

医学、法律等领域的老师组成。救助中心的主要功能有：恋爱

伤害咨询引导，恋爱伤害的医学治疗，恋爱伤害的法律支持，心

理救助干预，思想教育引导等。同时负责管理好咨询网站、在

线咨询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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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５３

性心理干预对乳腺增生患者报告结局（ＰＲＯ）的影响
刘兰１，２　王笑?３　刘瑞丽１　罗欢１　张郁１　张朝锋１△　夏秀林１　侯林都１

１宝鸡市妇幼保健院乳腺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２岐山县医院外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２４００
３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门诊，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性心理干预对患者报告结局（ＰＲＯ）及乳腺增生治疗作用的影响。方法：采用填写
问卷的方法对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门诊接诊的２２５３名乳腺增生患者进行调查，其中性生活不满意１０１７
人，按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对照组５０８人：口服乳块消胶囊、岩鹿乳康片；观察组５０９人：在对照组基础上附加
性心理测评，干预措施为性心理咨询和指导训练。每周复诊评估，至患者性生活满意。干预后分别在６个月、
１２个月进行随访调查。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４５１４％（１０１７／２２５３）的乳腺增生患者存在性生活不满意。通过性心理咨询、针对性进行婚姻、家庭、子女教育
以及性爱技巧等方面的指导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性生活满意度（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性心理干预６个月、１２个
月时ＰＲＯ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１２个月时两组疗效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６个月时两组疗效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乳腺增生患者约４５１４％
存在性生活不满意，通过性心理咨询指导可以提高性满意度，改善ＰＲＯ和疗效，可能让患者长期受益。

【关键词】　性心理；乳腺增生；性生活满意度；患者报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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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ｌｉｆ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ａｔ６ａｎｄ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ｗａ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ｗａｓｎｏ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４５．１４％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ｒｅ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ＲＯ，ｈｅｒｅｂ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ＲＯ）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乳腺增生是乳腺科门诊最常见的病症。乳腺增生的发生、
发展与内分泌生理有着重要的联系［１］。满意的性生活能调节

人体内分泌，有利于改善夫妻关系和维持家庭和谐［２，３］，可能对

乳腺增生的治疗有利。本研究通过对乳腺增生患者进行问卷

调查和性心理咨询指导，以患者报告研究结局（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ＲＯ）［４］作为主要观察指标，旨在探讨性心理干预能
否对乳腺增生患者产生影响。现报道如下。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５ ·１５９　　·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乳腺科门
诊接诊的２２５３名乳腺增生患者全部纳入本研究，平均年龄（２９５
±１０４）岁，中位年龄３６４岁，病史３个月至１５年，中位病史３１
年。以手机号作为患者标识，参考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ｒｉｅｆｉｎ
ｄｅｘ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ＢＩＳＦ－Ｗ）［５］、女性性功能量表 （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６，７］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
其中性生活不满意１０１７人。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性生活不满意的
乳腺增生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５０９人，对照组５０８人，两组患者
在年龄、婚龄、乳腺病史、身体健康状况及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讨

论批准，所有患者对研究目的知情，并签署保密协议。病例纳入

标准：乳腺有颗粒状、结节状或团块状包块；伴有或不伴有胀满、

疼痛、压痛等症状；乳腺彩超检查提示单纯腺体增厚、结构紊乱，

有或无单发、多发小囊肿，超声可见包块为ＢＩ－ＲＡＤＳ分类１～２
级。病例排除标准：患者没有性生活体验或拒绝参加性方面的问

卷调查；存在影响正常性生活的其他慢性疾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随机分组和干预措施　对照组：口服乳块消胶囊（安康
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７００６２）４粒／次，３次／ｄ；岩鹿
乳康片（贵州百祥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０３８２）５
粒／次，３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通过京师博仁心理测
评档案管理系统（医院版，Ｖ８１）进行性心理测评。干预措施：
根据性心理测评结果由具有丰富婚姻家庭生活经验的女性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人进行性心理咨询和指导训练；每周复诊

评估，至患者性生活满意（夫妻双方自觉性高潮体验愉悦）。

１２２　患者报告结局（ＰＲＯ）　本研究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６
个月、１２个月时根据自身体验自行打分，分值０～１０分，０分表
示治疗无效，１０分表示非常有效。
１２３　疗效判定标准［８］　治愈：患者乳房疼痛和肿块全部消
失，通过３个月的随访，患者也没有病情复发的情况；显效：患者
乳房肿块的最大径缩小，或者结节的数量得到５０％以上的减
少，乳房疼痛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或者消失，通过３个月的随
访，没有病情加重的情况；有效：患者乳房肿块的结节数量或者

最大径缩小不足５０％，但是增厚腺体显著变薄，身体疼痛症状
得到减轻；无效：患者乳房肿块没有缩小或者增大变硬，且乳房

的疼痛无减轻或加重。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６个月、１２个月时
进行疗效判定。

１３　统计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性生活不满意的乳腺增生患者性心理问题分类

１０１７例性生活不满意的乳腺增生患者，经心理测评，结合
心理咨询师分析，共分为３类９条性心理问题，按照患者在性生
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分为被动性因素引起的性生活不满

（２３１／１０１７，２２７１％）、主动性因素引起的性生活不满（６８５／
１０１７，６７３５％）以及技巧性因素（１０１／１０１７，９９３％），其他问题
包括综合因素或性以外的因素如婚姻不满、对子女教育失望等

均能影响性生活满意度［（１３６＋４３２）／１０１７，５５８５％］。见表１。

表１　性生活不满意的乳腺增生患者性心理问题分类

性心理问题分类 人数 构成比（％）

被动性因素 ２３１ ２２７１

性意愿低下 ２０ １９７

缺乏快感 ３２ ３１５

性交痛恐惧 ４３ ４２３

其他 １３６ １３３７

主动性因素 ６８５ ６７３５

配偶敷衍或性功能障碍 ６７ ６５９

性制裁 ６３ ６１９

性欲亢进 １２３ １２０９

其他 ４３２ ４５４３

技巧性因素

缺乏性爱技巧等 １０１ ９９３

２２　两组乳腺增生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比较
自制调查问卷主要用于筛查乳腺增生人群的性生活满意

度，由调查医生询问填写，满分１００分。得分 ＜６０分评定为非
常不满意，６１～７０分为不满意，７１～８０分为一般，８１～９０分为
满意，＞９０分为非常满意。根据调查问卷分值，将性生活满意
度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５个等次。两
组患者干预治疗前性生活满意程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分别在治疗６个月、１２个月时再次进行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乳腺增生患者ＰＲＯ及有效率比较

两组患者ＰＲＯ分值在治疗６个月、１２个月时比较均有统计
学差异，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在治疗６个月时，两组
患者疗效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继续治疗至１２个月时
两组疗效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两组乳腺增生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比较（６个月和１２个月）

组别
非常不满意

６个月 １２个月

不满意

６个月 １２个月

一般

６个月 １２个月

满意

６个月 １２个月

非常满意

６个月 １２个月
χ２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Ｐ

６个月 １２个月
观察组

（ｎ＝５０９）
０ ０ ３５ ３１ ５９ ６１ ３４７ ３４５ ６８ ７２ ３０９２２８３１８１４３ ＜００１ ＜００１

对照组

（ｎ＝５０８）
１２ １１ ７１ ７０ ２９０ ２９４ １２４ １２０ １１ １３

　　注：满意率＝（满意＋非常满意）×１０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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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性生活不满意的乳腺增生患者ＰＲＯ及有效率的比较（６个月
和１２个月）

组别
ＰＲＯ分值

６月 １２月

有效例数

６月 １２月

观察组（ｎ＝５０９） ８３３５±７６８ ８３５２±７６１ ４４６ ４８２

对照组（ｎ＝５０８） ７５３８±８２４ ７５４４±８２３ ４３１ ４５１

ｔ／χ２ １５９４４ １６２５９ １６５６ １３１２７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１

　　注：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有效＝治愈＋显效＋有效

*

　讨论
在我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性生活质量一直都是一项

羞于谈论的话题。但实际上受到法律保护的符合伦理的性生

活是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家庭幸福和社会和

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９，１０］。心理干预是临床中近年来应用于

各类患者效果较佳的一类干预方式，其主要通过干预患者的心

态来达到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及治疗态度等方面的作用，最终达

到改善治疗效果及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因此临床应用价值较

高［１１］。针对不同患者的个性化问题进行干预指导效果相对更

好。本组患者多为育龄期母亲，产后盆底肌肉松弛也是影响性

交快感的客观因素。通过性心理咨询、瑜伽训练等干预能有效

唤醒妇女性交时阴道肌肉的收缩，尤其是在达到高潮时的肌肉

收缩的本体感觉，进一步提高性交快感［１２－１４］。

乳腺增生是育龄期女性的多发现象之一，常见于２５～４０岁
之间，主要是由于内分泌失调所引起的腺上皮与间质增生、复

旧不全而导致的非炎症、非肿瘤性疾病，又称为“乳腺结构不

良”［１５］。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夫妻生活能够在很大的程度

上调节卵巢的内分泌功能，使雌、孕激素分泌水平正常，促进

乳腺的血液循环［１６］，有效降低乳腺增生程度，促进病情的向愈，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１５，１７］。近年来乳腺增生发病的年龄区域

有扩大的趋势，临床多表现为乳腺钝痛、胀痛、触痛和乳腺团

块，疼痛程度轻重不一，重者影响学习和工作，如没有症状可以

考虑不用药物治疗［１］。由此可见，乳腺增生更倾向于一种女性

多发生理现象，未必是病。对于这种现象探讨非药物的解决途

径可以减轻社会医疗负担、对患者家庭和谐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组研究参考显示，４５１４％（１０１７／２２５３）的乳腺增生患者存在
性生活不满意。通过对１０１７例性生活不满意的乳腺增生患者
进行专业心理咨询发现，在夫妻性生活中处于被动角色的因素

（被动性因素）占２２７１％（２３１／１０１７），处于主动角色的因素（主
动性因素）占６７３５％（６８５／１０１７），缺乏性爱技巧的因素（技巧
性因素）占９９３％（１０１／１０１７）。女性的性活动与心理状态有直
接关系，而心理状态又受到婚姻美满度、子女教育参与度、家庭

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由表２可以看出其他因素占比达５５８５％
［（１３６＋４３２）／１０１７］。通过性心理咨询、针对性进行婚姻、家
庭、子女教育以及性爱技巧等方面的指导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性

生活满意度（Ｐ＜００１）（表３）。
患者报告结局（ＰＲＯ）直接来自于病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报

告，没有医生或其他人员对患者反应进行解释［１８］。本研究通过采

用数字打分法，使患者报告的临床治疗结局实现可测量，结果显示，

观察组在性心理干预６个月时ＰＲＯ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有效率比较无差异（Ｐ＞００５）；继
续干预至１２个月时两者均出现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ＰＲＯ及有
效率均优于对照组，提示性心理干预可能让患者长期受益。疗效差

异出现较晚的原因可能与乳腺病组织对治疗的反应相对较慢有关，

短期治疗不会出现明显地病理缓解。

综上所述，既然乳腺增生常见而又未必是病，这种情况下药物

治疗可能难以发挥长期有效的作用。本研究显示对性生活不满意

的乳腺增生患者性心理干预能明显改善ＰＲＯ而且有积极的治疗作
用。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性生活对人体内分泌激素的影响来探讨

激素水平的变化与乳腺增生等妇科内分泌疾病的关系［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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