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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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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４年３
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医院收治的２０７例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社会支持程度分为低、一般和高
三组，三组患者手术治疗结束后对比分析其性功能状态，探讨社会支持程度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

影响程度。结果：术前三组患者性功能状态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术后三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重度和轻度占比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术前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无显著差异，术后Ｃ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低
于Ａ组（Ｐ＜００５）；生活质量评分术前无显著差异，术后 ＰＦ、ＳＦ、ＲＰ三个维度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结论：社会支持程度对临床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影响较大，临床应加强对低社会支持程度患者

术后性功能恢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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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ＰＨ）又称“前列腺肥大”，是中老年男性人群
常见的泌尿疾病之一，临床前列腺增生患者多表现为尿频、尿

急、尿失禁、血尿、尿不尽等［１，２］。临床前列腺增生患者通过排

尿困难症状结合肝肾详细检查、化验确诊后可使用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等多种方法进行治疗，其中手术治疗仍是前列腺增生

患者主要治疗方式，临床研究发现前列腺增生患者手术治疗后

性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３，４］。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会支持

程度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到医院诊治的前列腺
增生患者 ２０７例，年龄 ５８～８０岁，根据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ＳＳＲＳ）［５］将患者分为低社会支持程度组（Ａ组，ＳＳＲＳ评分低于
２０）、一般社会支持程度组（Ｂ组，ＳＳＲＳ评分在２０～３０之间）和
高社会支持程度组（Ｃ组，ＳＳＲＳ评分高于３０）。Ａ组６９例，年龄
５８～７９岁，平均（６９９２±３０７）岁，病程 １０个月 ～４年，平均
（２３５±０４１）年；Ｂ组 ６９例，年龄 ５９～８０岁，平均（７０３５±
２６９）岁，病程 １１个月 ～４年，平均（２２０±０５３）年；Ｃ组 ６９
例，年龄５８～８０岁，平均（７０１２±３１６）岁，病程９个月 ～４年，
平均（２０９±０６２）年。全部患者临床检查后确诊为前列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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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尿频、尿急、尿失禁、排尿困难、血尿等临床症状。排除

标准：（１）排除糖尿病患者；（２）排除性腺、肾上腺功能异常患
者；（３）排除近３个月内服用与垂体 －性腺轴相关激素药物的
患者；（４）排除肿瘤患者和重要器官严重疾病患者。所有患者
签署知情同意书。三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临床资料组间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全部患者均使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手术进行治疗，统计

三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指数、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

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对比分析三组患者术前、术后性功能状

态差异。

１３　观察指标和疗效判定
使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对患者性功能进行统计

对比，根据评分分为重度（≤７分）、中度（８－１１分）、轻度（＞１１
分）三级［６，７］；生活质量评分使用生活质量量表 ＳＦ－３６八个维
度进行评价［８，９］，包括生理功能（ＰＦ）、社会功能（ＳＦ）、生理职能
（ＲＰ）、精神健康（ＭＨ）、情感职能（ＲＥ）、躯体疼痛（ＢＰ）、活力
（ＶＴ）、总体健康（ＧＨ）。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

对比分析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结果显

示治疗前三组患者勃起功能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术后三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

统计时间 Ａ组（ｎ＝６９）Ｂ组（ｎ＝６９）Ｃ组（ｎ＝６９） χ２ Ｐ

术前 ６５（９４２０） ６６（９５６５） ６７（９７１０） １３２３ ０２５０

术后 ４４（６３７７） ４１（５９４２） ３８（５５０７） ３８９３ ００４８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比较
统计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障碍程度，结果显示术前

三组患者ＩＩＥＦ－５重度、中度和轻度患者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术后三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重度和轻度占比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比较

统计时间 Ａ组（ｎ＝６９） Ｂ组（ｎ＝６９） Ｃ组（ｎ＝６９）

术前

　重度 ３３（４７８３） ３１（４４９３） ３５（５０７２）

　中度 ３０（４３４８） ３２（４６３８） ３１（４４９３）

　轻度 ２（２９０） ３（４３５） １（１４５）

术后

　重度 １９（２７５４）① １２（１７９３） ３（４３５）②

　中度 １６（２３１９） １４（２０２９） １６（２３１９）

　轻度 ９（１３０４）① １５（２１７４） １９（２７５４）②

　　注：①同②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对比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显示，治疗前三组患

者生活质量八个维度评分无显著差异，术后 ＰＦ、ＳＦ、ＲＰ三个维
度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维度
Ａ组（ｎ＝６９）

术前 术后

Ｂ组（ｎ＝６９）

术前 术后

Ｃ组（ｎ＝６９）

术前 术后

ＰＦ ５９３９±１６５ ８０１６±２４６② ５４６９±１０６ ８３１６±１２６ ５３１６±１２８ ９０１４±２０１①

ＳＦ ５３１９±１１３ ６９１９±１０７② ５２６８±１７３ ７２６８±１２３ ５１１６±１５２ ８１３９±１６７①

ＲＰ ５５６５±２２１ ７１３２±１３３② ５６４６±１２８ ７６９５±１３４ ５２１８±２２４ ８２４９±２３１①

ＭＨ ６２６８±１２３ ７６４８±２４０ ６２５４±１７７ ７７７５±１４４ ６３４８±１９４ ８００６±１６３

ＲＥ ６５４８±２０８ ７８４８±１５４ ６５９８±１１６ ７５９５±２０９ ６６４５±１８７ ７６８５±１２２

ＢＰ ６６５４±１４９ ７７９５±２２０ ６５１８±１７３ ７９０６±１５６ ６６９８±１６３ ７９５６±２０３

ＶＴ ６２１４±１７３ ７８４８±１２０ ６３０５±２０４ ８００５±１６９ ６４１５±１１８ ８０３９±１３９

ＧＨ ６３４８±１４６ ７４５７±１７４ ６３４５±１４４ ７６４９±２０７ ６２５４±１８３ ７６９５±１４９

　　注：①同②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年化情况不断加重，前列腺增生患者

人数逐年增加，同时随着年龄增加临床发病率也呈递增趋势。

临床前列腺增生患者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药物治疗和手术治

疗等多种治疗方案，其中手术治疗仍是目前主要治疗方

法［１０－１３］。临床研究发现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存在一定

的障碍，影响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因素较多，笔者推测患者社会支

持程度即为影响因素之一［１４］。为此本研究对比分析了低社会

支持程度、一般社会支持程度和高社会支持程度患者术后性功

能状态，研究结果显示术前临床资料无差异的三组不同社会支

持程度的患者术后性功能差异极大，建议临床加强对患者护理

工作以弥补患者低社会支持程度对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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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

研究中使用ＩＩＥＦ－５统计了三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
情况，根据得分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三级，结果显示术前三组

患者勃起功能状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Ａ
组患者重度患者占比显著高于 Ｂ、Ｃ两组，轻度患者显著低于
Ｂ、Ｃ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１５－１７］结果表

明随着患者社会支持程度的增加，术后患者性功能状态恢复效

果越佳，患者社会支持程度高低受患者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

方面影响，社会支持程度高的患者同家人、朋友等关系密切，术

后在家人朋友鼓励支持下积极接受治疗，从而性功能恢复效果

更明显。统计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显示术前三

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无显著差异，术后Ｃ组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率显著降低，且低于同期 Ａ、Ｂ组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果显示手术治疗对社会支持程度高的患者临
床疗效显著高于社会支持程度低的患者，换言之说明患者社会

支持程度会影响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恢复，故临床

治疗中应对患者社会支持程度进行了解，对于社会支持程度低

的患者可加强临床护理以改善患者术后恢复不佳状况。此外

研究还统计了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水平，结果显示术前

生活质量评分无显著差异，术后三组患者 ＳＦ－３６量表中 ＰＦ、
ＳＦ、ＲＰ三个维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个维度
分别反映了患者生理功能、社会功能、生理职能情况，研究结果

说明患者社会支持程度低会导致患者术后生理功能、社会功能

和生理职能水平低于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患者，这同患者患病

性质有较大关系，术后性功能恢复不佳导致患者心理、生理上

较敏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１８］。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程度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影

响较大，对临床治疗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临床应加强社会

支持程度相对较低的患者干预护理以提高临床疗效。

参 考 文 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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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３４（８）：２２８３

－２２８４．

［２］　刘南，李元，罗宏，等．两种术式经尿道手术治疗小体积前列腺增

生的比较．重庆医学，２０１３，４２（２１）：２４６３－２４６５．

［３］　ＪａｃｋｓｏｎＫＬ，Ｐａｌｍａ－ＲｉｇｏＫ，Ｎｇｕｙｅｎ－ＨｕｕＴＰ，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ｒｉｌｍｅｎｉｄｉｎｅｏｎ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ＢＰＨ／２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３２（３）：５７５－５８６．

［４］　李传印，郑少波，刘春晓，等．经尿道逆行腔内剜除双极电切治疗

巨大前列腺增生．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３）：２１７４－２１７７．

［５］　倪娇，王占忠，尉迟嘉研，等．社会支持程度对手外伤术后康复期

患者心理状态及锻炼依从性的影响研究．河北医学，２０１４，２０

（９）：１５４８－１５５０．

［６］　薛竞东，谢弘，傅强，等．后尿道损伤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 ＩＩＥＦ

－５评分与客观诊断指标的比较研究．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８

（１０）：３７－４０．

［７］　ＷｅｙｎｅＥ，ＨａｋｉｍＬ，ＶａｎＰｏｐｐｅｌＨ，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ｉ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ｎｅｒｖｅ－ｓｐａ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ｔｒｏｐｕｂ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

ａｐ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３－２１．

［８］　 ＫａｍｉｌＣａｍ，ＴａｌｈａＭｕｅｚｚｉｎｏｇｌｕ，ＯｍｅｒＡｙｄｅｍｉｒ，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ａ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５（２）：３３９－

３４６．

［９］　翟永丽．护理干预对前列腺增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齐鲁护理

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４）：４３－４４．

［１０］　张立文．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并发症的护理方案探究．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３）：２０－２１，２４．

［１１］　王园，张淑杰．开塞露灌肠治疗前列腺增生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４）：２９－３０，３３．

［１２］　杨红，许蓉，许燕，等．影响前列腺增生急性尿潴留患者前列腺梗

塞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６）：

４１－４３，４７．

［１３］　ＧａｒｇＭ，ＤａｌｅｌａＤ，ＧｏｅｌＡ，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ｏｄｕｌａ

ｔｏｒｓｆｏｒＢＰＨ：Ｎｅｗ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

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３，１６（３）：２２６－２３２．

［１４］　钟伟，买铁军，李?，等．ＰＫＲＰ与 ＴＵＲＰ前列腺电切术对性功能

的影响程度．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３－５．

［１５］　翟金盛，王晓玲，王颖，等．前列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和抑郁状况调

查及相关性分析．东南国防医药，２０１５，１７（１）：６７－６９．

［１６］　陈向新，尹杰，何国伟，等．针对性阶段性健康教育对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３，

１５（２）：３０７－３０８．

［１７］　张志强，于德新，杨琳琳，等．前列腺癌患者抑郁情绪状况及相关

因素分析．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１０）：２５－２９．

［１８］　王宗谦，卢新星．终末期肾病患者抑郁程度与生存质量各个维度

之间的关系．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３９（３）：６１５－６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８）



·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项目阶段性成
果（项目名称：“光动力学在膀胱癌预警和早起诊断中的研究”）。

【第一作者简介】王宁华（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
泌尿系统疾病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２

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术与开放式前列腺切除术对
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王宁华　苏元华　董锐　王国举　魏军　刘飞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５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经尿道手术和开放性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后对患者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０３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行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
电切手术，对照组行开放性手术。术后比较两组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治疗前、后的性功能评分，同时记录两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围手术期膀胱冲洗时间、拔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术中

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切除组织重量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性功能评分
与治疗前无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后性功能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总体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具有术中出血少、住院时间
短、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安全有效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经尿道手术；开放性手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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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ｓｍ，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Ｐ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ｅｓ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ｘｕ
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是老年男性常见的泌尿外科疾病，是由 于前列腺基质和上皮细胞增生导致前列腺组织良性增大，引起

一系列的下尿路症状如排尿困难、尿频、尿急以及夜尿增多等

出现的慢性疾病［１，２］。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在老年男性人群中的发病率呈逐渐增加趋势，严重影响患

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３］。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手术为治

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传统开放性手术，该手术能有效改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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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症状，但是具有有创、影响美观以及患者性功能等缺点［４］。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术是目前临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金

标准”，但是手术过程中出血多，前列腺体积较大者的腺体切除

不彻底、术后并发症多［５］。随着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完

善，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关

注，它具有彻底切除前列腺体、创伤小等优点［６］。本研究采用

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并

以开放性手术患者为对照，旨在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临床治疗

效果及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临床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提供

参考。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以下纳入和排除标准对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期
间，我院收治的行手术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病例资料

进行筛选。纳入标准：（１）临床症状结合直肠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患者，并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的临床诊断标准［７］；（２）无手术禁忌症者；（３）患者及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４）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通过。排除标准［８］：

（１）心功能不全者；（２）肝、肾功能障碍者；（３）严重尿路感染的
患者；（４）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５）合并有其它可能影响本研
究结果的疾病如膀胱逼尿肌老化等。

共纳入符合要求的患者病例资料１０３例，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５２例，年龄６１～７６岁，平均（６７５±
８２）岁；病程７个月～５８年，平均（３３±１６）年；国际前列腺
症状评分２１～２７评分，平均（２３８±２９）分；前列腺重量７２～
１２４ｇ，平均（９３８±１８９）ｇ；最大尿流率３～７ｍＬ／ｓ，平均（５２±
１３）ｍＬ／ｓ；膀胱残余尿量１１９～１４０ｍＬ，平均（１３１０±５８）ｍＬ。
对照组５１例，年龄６０～７８岁，平均（６８９±７５）岁；病程５个月
～７２年，平均（３７±１３）年；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２０～２８分，
平均（２４６±２５）分；前列腺重量６８～１２２ｇ；平均（９４６±１８１）
ｇ；最大尿流率３～９ｍＬ／ｓ，平均（５４±１１）ｍＬ／ｓ；膀胱残余尿量
１１３～１４５ｍＬ，平均（１２６８±６７）ｍＬ。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等
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持续硬膜外麻醉，取截石位于手术台上，手

术之前对膀胱、输尿管开口、前列腺尿道等的解剖关系了解清

楚，并行常规的术前检查包括心电图检查、血常规检查等。观

察组行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全套的等离子体双

极汽化系统由英国佳乐公司提供，含Ｆ２７外鞘、３０°镜、３６０°的旋
转连续冲洗经尿道等离子体双极电切镜，电凝的功率为７５Ｗ，
汽化的切割功率为１６０～１８０Ｗ，冲洗液为０９％的生理盐水，冲
洗液的高度为５０ｃｍ，具体的手术操作方法为：将双极电切镜插
入后观察膀胱的三角区、颈部、前列腺增生以及精阜的位置及

形态等，中叶增大的患者先将中切切除，然后切除左右的侧叶

以及前列腺的尖部；同时切除膀胱颈部与精阜近端范围内的前

列腺增生腺体达包膜，以使膀胱颈部开口和膀胱的三角区处于

同一平面，手术后排尿试验成功者将 Ｆ２硅胶三腔气囊导尿管
留置手术部位切口。对照组行开放式手术，即采用耻骨上经膀

胱前列腺切除手术将膀胱切开，将前列腺体的包膜分离后挖出

前列腺，并用指尖卡断尿道，然后采用常规的８字缝合方式缝扎
５点、７点部位，将三腔导管放置于手术部位后将前列腺包膜缝
合，并牵引导尿管气囊以对前列腺动脉止血，术后将耻骨上膀胱

造瘘管以及耻骨后引流管放置其中。

１３　评价指标
对以下指标进行评价：（１）围手术期指标：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拔管时间、切除组织重量、术后住院时

间等，术中出血量由公式“术中出血量 ＝血纱布总重量 －干纱
布总重量＋吸引器瓶中血重量”进行计算，式中吸引器瓶中血
重量＝吸引器瓶中液体总重量－（生理盐水重量 ＋冲洗液体重
量）［９］；（２）手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继发性出血、尿失禁、膀胱
痉挛、尿道口狭窄等；（３）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见表（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１０］对患者治疗前、
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进行评分，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勃起功能、
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以及总体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录入数据及统计分析，定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两独立样本的比较采用成组 ｔ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
用配对ｔ检验，定性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者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围手术期膀胱冲洗时间、拔管时间、术后住院

时间短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切除组织重量大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ｄ） 拔管时间（ｄ） 切除组织重量（ｇ） 术后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５２ ６１３４±１２２８ １１３２４±２６６３ １３９±０２８ ３８９±０７２ ７５３４±１１５２ ３９７±１１１

对照组 ５１ ６２２５±１１３７ １８７３１±２９９８ ２１７±０３４ ４５６±０６４ ５８９１±１３０６ ５８６±１０４

ｔ －０３９２ －１３２６１ －１２７２６ －３５０８ ６７７２ －８９１５

Ｐ ０６９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如继发性出血、

尿失禁、膀胱痉挛、尿道口狭窄以及尿外渗等，两组的各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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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继发性出血 尿失禁 膀胱痉挛 尿道口狭窄 尿外渗

观察组 ５２ ２（３８５） ３（５７７） ４（７６９） １（１９２）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１ ６（１１７６） ４（７８４） ６（１１７６） ３（５８８） ２（３９２）

χ２ ２２５４ ０１７５ ０４８７ １０８１

Ｐ ０１３３ ０６７６ ０４８５ ０２９８ ０２４３

　　注：表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计算得到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

总体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
疗后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总体满意度评分

与治疗前无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后

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

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的性交满
意度、性高潮、总体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功能改善情况

组别 时间 勃起功能 性交满意度 性高潮 性欲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３２６±５８３ ６３７±２２４ ４８９±２０６ ５０９±１８７ ５５７±２１２

（ｎ＝５２） 治疗后 １２２５±６３２ ５２９±２１９ ４２２±１９９ ４８３±２００ ５０６±２１０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２８７±６０１ ６２８±２１３ ５１１±１９２ ５００±２０３ ６１８±１９０

（ｎ＝５１） 治疗后 １１０２±６２５ ４２７±２３０ ３０７±２１４ ４３１±２１９ ４１６±２０８

治疗后ｔ ０９９８ ２３１６ ２８２３ １２６９ ２１８７

治疗后Ｐ ０３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２１１ ００３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是前列腺的一种良性病变，在老年男性中发

生率最高，目前治疗主要采用药物和外科手术，其中早期患者

以药物治疗为主，而病情相对严重时则采用手术切除前列腺

体［１１］。开放性手术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传统经典术式，

手术过程中它能够直接探查膀胱以及膀胱颈，但是它不能有效

直视前列腺尖部，并且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１２］。随着腹

腔镜技术的快速发展，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术逐渐成为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的“金标准”，它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但是有报道显示［１３］，当患者的前列腺体积超过

８０ｍＬ时，该手术方式不能将前列腺体彻底切除，并且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率较高。前列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是一种

微创手术，它对患者的创伤小，术中出血量少，同时它以等渗的

生理盐水作为灌洗液进行冷切割，热穿透，切面的组织变性小，

热损伤的效应低，因而不容易形成焦痂，同时，该手术的视野清

晰，可以较好的保护尿道外括约肌避免受到热损伤，使手术操

作过程中的损伤发生率减少［１４，１５］。性生活对老年人极为重要，

研究显示［１６］，性生活不美满的患者容易发生神经衰弱、腰酸背

痛、失眠、消化不良等疾病。本研究采用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

切手术和开放性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旨在比较两

种手术方案对患者性生活的影响。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围手术期膀胱冲洗时间、拔管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可能是因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

手术作为微创手术，手术视野清晰，能够清晰的观察并将前列

腺体切除，手术对患者的损伤小，患者术后恢复快，留置导尿管

的时间短，术后住院时间短。同时，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术中

出血量少于对照组，这与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是微创手

术，对机体的损伤小有关。有研究表明［１７］，经尿道等离子双极

电切手术的视野广阔，能将整个前列腺体切除，本研究中，观察

组切除的前列腺体组织重量大于对照组，提示经尿道等离子双

极电切手术切除的前列腺体体积大于开放性手术。手术后，两

组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包括继发性出血、尿失禁、膀

胱痉挛等，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８］。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并没有增

加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提示该手术方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安全有效。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性生活功能评分

与治疗前无差异，提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并没有对患

者的性生活产生明显影响，可能是因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

手术具有快速凝血功能，对前列腺外科包膜以及包膜外的组织

损伤较小有关。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性生活功能评分低于

治疗前，可能是因为开放性手术在操作过程中对阴茎深动脉的

损伤较大，在前列腺尖部对阴茎海绵体以及尿道海绵体也有明

显的损伤，过度的牵拉和扩张尿道导致阴茎海绵体以及尿道海

绵体的损伤，并最终导致血管性的性功能障碍。观察组治疗后

的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总体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经尿

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对患者治疗后的性功能影响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具有微创、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安全有效等优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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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患者的性功能影响较小，因而有重要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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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酸美托洛尔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侯丽娜　谢静　李俏　杨洋　孙婕　谢姝婷　魏芳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　目的：探讨酒石酸美托洛尔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收集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
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确诊为高血压的男性患者１２８例，随机分为Ａ组和Ｂ组。Ａ组６４例，予以口服氨氯地平联
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Ｂ组６４例，予以口服氨氯地平联合缬沙坦，比价两组患者在口服降压药物的即刻和１
年后通过国际男性性功能判断指标评估患者的性功能。结果：与 Ｂ组相比，Ａ组患者治疗后的勃起功能评
分明显更低（２０１±５９ｖｓ２２７±６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的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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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性欲方面的评分，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共有３０例（４６９％）出现不同程度
的性功能障碍，其中 Ａ组３２８％，Ｂ组１４１％，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应用氨氯地平
联合缬沙坦治疗高血压患者，较氨氯地平联合美托洛尔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较小，有利于降低性功能障碍

的发生率，从而提高患者的降压效果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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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生活方式的变化，高血压病的
发病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且患者人群呈年轻化的趋势［１－３］。

而随着人们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男性出现性功能障碍的人数

亦不断增加，其严重影响了患者家庭和谐及性生活质量［４］。相

关研究结果提示高血压病可导致患者的性欲下降，患者常出现

性高潮困难、射精异常等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明显升

高［５］。因此，关于高血压病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以及降压治

疗药物方案的选择，对改善高血压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疗效的

相关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６－８］。目前国内普遍应用治疗

高血压病的主要药物降压方案一般是以钙离子拮抗剂为基础，

联合其他类降压药物。本研究通过收集我院 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确诊为性高血压的男性患者１２６例，予以口服氨
氯地平联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或缬沙坦的降压方案，对患者进

行问卷调查，以探讨不同降压方案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临

床的合理应用降压药物提供依据。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确诊为高血压的男
性患者１２８例，随机分为Ａ组和 Ｂ组。Ａ组６４例，予以口服氨
氯地平联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Ｂ组６４例，予以口服氨氯地平
联合缬沙坦。本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参与研究患

者均签定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明确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病；（２）需联合降

压药物治疗，纳入前药物中断６周以上或未服用降压药物治疗；

（３）用药前无性功能障碍，有正常性生活。
排除标准：（１）诊断为继发性高血压者；（２）性激素分泌异

常、存在生殖器畸形、性器官发育异常及有泌尿系生殖器手术

史；（３）严重肝肾功能损害等；（４）合并有影响性功能的器质性
或心理疾病；（５）正在服用降压药物，血压控制稳定者。
１３　方法

Ａ组患者采用降压方案：口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２５ｍｇ／ｄ，
阿斯特拉（无锡）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１００７５］联合氨
氯地平片（５ｍｇ／ｄ，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２７７）；Ｂ组患者采用降压方案：应用缬沙坦（８０ｍｇ／ｄ，北
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２１７）联合氨氯地平
（５ｍｇ／ｄ，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２７７）。
所有的患者分别在治疗即刻、１年后采用国际男性性功能判断
指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评估纳入患
者的性功能情况。ＩＩＥＦ主要是通过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达
到高潮能力、性欲评估性功能，总分２５分。大于２２分为正常；
轻度性功能障碍：１２～２１分；中度性功能障碍：８～１１分；重度性
功能障碍：０～７分。
１４　观察指标

比价两组患者在口服降压药物的即刻和１年后通过 ＩＩＥＦ
评估患者的性功能，主要包括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

能力、性欲以及性功能障碍程度，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

１年。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收集的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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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独立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ＢＭＩ、病程、高血压分度、
合并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Ａ组（６４例） Ｂ组（６４例） ｔ／χ２ Ｐ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病程（月）

高血压病分度

　１级
　２级
　３级
合并糖尿病

是／否
合并高血脂症

是／否

４６８±７４
２１２±３４
１６７±８４

１８
３４
１２

１２／５２

９／５５

４６５±７１
２１６±３２
１６３±７９

２２
３１
１１

１８／４６

１１／５３

０２３
０６９
０２８
０５３

１５７

０２４

０８１５
０４９４
０７８２
０４６７

０２１１

０６２６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评分情况比较
与Ｂ组相比，Ａ组患者治疗后的勃起功能评分明显更低

（２０１±５９ｖｓ２２７±６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能力及

性欲方面的评分，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且两组
患者治疗后的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能力及性欲方面的评分，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评分情况比较

项目 Ａ组（６４例） Ｂ组（６４例） ｔ／χ２ Ｐ

勃起功能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交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

达到高潮能力

治疗前

治疗后

性欲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１３±５８
２０１±５９

１８±１０
１８±０９

８３±１７
８４±１８

８０±１２
８３±１３

２１５±６４
２２７±６１

１９±０９
２０±１０

８１±１５
８３±１７

８２±１３
８２±１２

０１９
２４５

０５５
１１９

０７１
０３２

０９０
０４５

０８５３
００１６

０７２３
０２３７

０４８２
０７４７

０８１６
０６５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共有 ３０例（４６９％）出现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

碍，其中 Ａ组３２８％，Ｂ组１４１％，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的比较

项目 Ａ组（６４例） Ｂ组（６４例） ｔ／χ２ Ｐ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发生率（％）

４３
１２
７
２

３２８

５５
６
３
０
１４１ ６２７ ００１２

#

　讨论
高血压患者中合并有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的

趋势，性功能障碍的发病常与阴茎海绵体血管起调节作用的功

能递质及活性物质密切相关，但最近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抗高

血压药物的应用亦与性功能障碍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高血压

患者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概率为普通人的两倍［９］，且不同类型的

降压药物或不同的降压方案对患者性功能均有不同的影响［１０］。

氨氯地平为二氢砒定类钙拮抗剂的长效降压药物，目前已作为

降压药物一线药物，其对患者的性功能无影响或影响极小，因

此本研究选用氨氯地平作为降压方案的基础药物。

本研究通过收集我院确诊为性高血压的男性患者１２６例，
予以口服氨氯地平联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或缬沙坦的降压方

案，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提示与氨氯地平联合缬沙坦钾

治疗组相比，氨氯地平片联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治疗组患者治

疗后的勃起功能评分明显更低，且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更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勃起
功能、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能力及性欲方面的评分，以及两组

患者治疗后的性交满意度、达到高潮能力及性欲方面的评分，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提示美托洛尔治疗高血
压患者对勃起功能存在的影响较缬沙坦明显。相关研究通过

比较缬沙坦与美托洛尔对高血压男性患者的性功能影

响［１１－１３］，研究结果提示，相比缬沙坦，美托洛尔对高血压患者

的性功能影响较大，其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酒石酸美托洛尔是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药，可抑制交感
神经活性，是高血压治疗的主要药物，有部分患者在用药过程

中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从而逐渐引起了医务人员的注意，然而，

其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具体机制目前还未完全清楚，其可能与

中枢神经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交感神经活性抑制等相

关，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异常［１３］。阴茎勃起为人体复杂的

神经－血管活动机制［１４，１５］，阴茎平滑肌细胞的舒张和血管内皮

细胞的正常功能为阴茎勃起过程的重要步骤，阴茎或大脑受到

性刺激后，从骶髓或下丘脑发出的冲动并传导至阴茎海绵体，

由于受到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药美托洛尔拮抗，血管内皮细
胞合成及副交感神经末梢释放的一氧化氮量降低，环鸟苷酸合

成降低，激活蛋白酶Ｋ合成减少，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平滑
肌细胞的舒张功能降低，从而导致患者勃起功能障碍。

缬沙坦是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类降压药物，口服该类
降压药物患者的性功能要明显优于应用美托洛尔的治疗患者，

其主要是由于缬沙坦激活一氧化氮合酶及缓激肽的同时，还可

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从而促进非胆碱能神经元和内皮细

胞释放ＮＯ，使阴茎海绵体内的ＮＯ增多，引起阴茎勃起，并增加
硬度［１６，１７］，同时，缬沙坦还可使ＧＴＰ转换为ｃＧＭＰ增加，阴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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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肌松弛，动脉和海绵体窦扩张，使阴茎海绵体内充血增加而

勃起［１８］。

男性的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勃起功能障碍、

性欲低下或亢进、感觉障碍、早泄或射精困难等一系列症状，其

发病机制复杂，目前仍不完全清楚。由于本研究采用ＩＩＥＦ法评
估患者性功能，较难进行全面的评估；另外，由于高血压病患者

需终生服药，有关两组药物对性功能的长期影响，本研究仅以

治疗后１年的ＩＩＥＦ来评估患者性功能，需增加随访时间进一步
探讨。

综上所述，应用氨氯地平联合缬沙坦钾治疗高血压患者，

较氨氯地平联合美托洛尔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较小，有利于降

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从而提高患者的降压效果及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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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对勃起功能的影响分析
郭亚雄　贺文彦△

延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对患者勃起功能的影响，为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
治疗方案优化提供参考。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院收治的７２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量表（ＩＰＳＳ）对患者的下尿路症状进行分析，按照评分的高低将患者分为三
组，分别为轻度下尿路症状设为轻度组、中度下尿路症状设为中度组、重度下尿路症状设为重度组，采用国

际勃起功能问卷调查表（ＩＩＥＦ－５）对上述患者进行勃起功能调查，分析不同下尿路症状前列腺患者勃起功
能差异，采用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对不同程度下尿路症状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并比较，采用 ｐｅｓｒｓｏｎ相
关性分析软件对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与ＩＩＥＦ－５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三组下尿路症状患者的勃起功能
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１４９，Ｐ＜００５），其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组患者的勃起功能评分明显低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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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组与中度组，中度组明显低于轻度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生活质量评分
行方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轻度组评分明显高于中度和重度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中重度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勃起功能指数和ＩＰＳＳ评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
者之间相关系数为０１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程度不同，其勃起功能具
有一定的差异，但勃起功能指数和下尿路症状评分之间相关性差，说明下尿路症状不是影响前列腺增生患

者勃起功能指数的因素，临床治疗应综合分析患者情况采取治疗措施。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下尿路症状；勃起功能；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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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ＱＯＬ）．Ｐｅｓ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ＰＳＳ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５１４９，Ｐ＜００５），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
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ｍｉｌ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ｄ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ａｔｏｆｍｉｌ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ＩＰＳＳｓｃｏ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ｓ０１３８，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Ｐ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ＰＳ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ｉｓｐｏ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ｒｅｎｏｔａｍａｊ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Ｑｕａｌｉ
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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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尿路症状（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是中老年
男性常见的排尿障碍疾病。前列腺增生是下尿路症状的主要

原发疾病。下尿路症患者临床常合并表现出尿频、尿急、夜尿

频多、尿不尽等症状，部分患者偶尔还会出现疼痛。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５０岁以上男性大约有２５％有下尿路症状。
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前列腺增生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明显较正常

患者差。勃起功能是评价男性性功能最为重要的指标。本文

分析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与勃起功能之间的关系，分析

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对勃起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方案选

择治疗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院收治的７４例前列腺
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良性增生，均符合《良性

前列腺增生诊疗指南》［３］中的诊断标准。按照国际前列腺症状

评分量表（ＩＰＳＳ）对患者的下尿路症状进行分析，按照评分的高
低将患者分为三组，分别为轻度下尿路症状设为轻度组（２２
例），ＩＰＳＳ评分＜８分，中度下尿路症状设为中度组（２４例），ＩＰ
ＳＳ评分８～１９分，与重度下尿路症状设为重度组（２８例），ＩＰＳＳ
评分＞２０分。其中轻度组年龄３８～６０（５４２５±２１２）岁，病程
６个月～５年，平均（２３１±１１２）年，ＩＰＳＳ评分３～３５（１９７±
５４）分；中度组年龄３５～６０（５４１４±２１９）岁，病程６个月 ～５
年，平均（２４０±１０９）年，ＩＰＳＳ评分２～３５（１９８±５３）分；重度
组年龄３７～６０（５４２７±２２１）岁；病程６个月～５年，平均（２３８
±１２０）年，ＩＰＳＳ评分４～３５（１９５±５６）分。三组患者在年龄、
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１８～６０岁；（２）符合２００７年《良性前

列腺增生诊治指南》中对良性前列腺的诊断标准；（３）病程６个
月以上；（４）入组前均３个月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治疗；（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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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系统正常，能有效配合各项调查研究工作；（６）患者了解参加
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不符合良
性前列腺增生诊断标准；（２）有心、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
性疾病或精神病患者；（３）非良性前列腺增生导致的下尿路症
状；（４）入组前３个月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５）未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３　方法
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量表（ＩＰＳＳ）对患者的下尿路症

状进行分析，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调查表（ＩＩＥＦ－５）对入组
患者进行勃起功能调查，分析不同下尿路症状前列腺患者勃起

功能差异，采用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对不同程度下尿路症状患
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并比较，采用ｐｅｓ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软件对
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与ＩＩＥＦ－５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１４　观察指标

国际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评分：对患者过去１个月与排尿相关
的排尿不净感、排尿后２ｈ内再排尿、排尿时中断和开始多次、排
尿不能等待、尿线变细、排尿费力、夜间起床排尿次数等共７个
问题进行提问，每个问题答案分０～５个级别，患者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其中之一。统计７个问题的总分，按照总分划分下尿路
症状严重程度：轻度：０～７分；中度：８～１９分；重度：２０～３５分。

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调查表（ＩＩＥＦ－５）：对患者过去６个月
的勃起状况进行调查，共５个问题，每个问题按照答案分６档，
分别判定分值０～５分，总分３０分，评分低于２１分判为勃起功
能障碍。分值越低勃起功能越差。

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采用国际协调委员会推荐的对前列
腺增生患者采用一个问题以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提

问：“假如按现在的排尿情况，你觉得今后的生活质量如何？”患

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相应的项目和分值：０分：非常好；１分：
好；２分：多数满意；３分：满意和不满意各半；４分：多数不满意；
５分：不愉快；６分：很痛苦。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珋ｘ±ｓ）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或χ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再
采用ＬＳＤＴ两两组间比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勃起功能指数

三组下尿路症状患者的勃起功能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Ｆ＝５１４９，Ｐ＜００５），其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组患者的勃起
功能评分明显低于轻度组与中度组，中度组明显低于轻度组，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勃起功能ＩＩＥＦ－５指数比较

组别 勃起自信 勃起时插入成功 插入后勃起维持 勃起至性交完成难度 性交满足 总分

轻度组（２２） ４４±０４ ４６±０２ ３８±０５ ４６±０４ ４２±０７ ２０２±１９＃

中度组（２４） ３８±０５ ３８±０４ ３６±０７ ３５±０５ ３５±０６ １７８±２３＃

中度组（２８） ３２±０６ ３３±０６ ３２±０８ ３２±０８ ３１±０８ １６２±２８

Ｆ ５１４９

Ｐ ＜００５

　　注：与轻度组比较，Ｐ＜００５；与重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比较
三组生活质量评分行方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轻度组评

分明显高于中度和重度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中重度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ＱＯＬ评分

轻度组 ２２ ３９±０４＃

中度组 ２４ ４８±０３＃

中度组 ２８ ３５±０７

Ｆ ７１３４

Ｐ ＜０００５

　　注：与轻度组比较，Ｐ＜００５；与重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勃起功能指数和ＩＰＳＳ评分相关性分析
将所有患者的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和国际前列腺症

状ＩＰＳＳ评分分别输入ｐｅａｓｒｓｏｎ统计程序进行相关性分析，两者
之间相关系数为０１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因其发病率高，

影响人群广泛，近年来受到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关于前列腺

增生患者各方面的研究资料众多，其中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生活

质量成为研究热点［５，６］。前列腺增生患者绝大部分伴随了程度

不同的下尿路症状，临床许多资料［７，８］显示，前列腺患者的下尿

路症状越严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性生活质量越差［９，１０］。分析

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与性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了解

导致前列腺增生患者下性生活质量差的根本原因，才能选择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勃起功能是评价

男性性生活最为重要的指标［１１，１２］。因此，本文分析前列腺患者

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与勃起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下尿路症

状对勃起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结果显示，下尿路症状不同的三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指数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组患者的勃起功能

评分明显低于轻度组与中度组，中度组明显低于轻度组，组间

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轻度组评分明显高于中度和重

度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中重度组患者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勃起功能指数和 ＩＰＳＳ评分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相关系数为０１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说明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勃起功能指数和前列腺症状评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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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相关性，表明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对勃起

功能影响非常小。

临床将勃起功能障碍分为生理性勃起障碍、心理性勃起障

碍和混合型勃起障碍［１３，１４］。分析本文前列腺下尿路症状程度

不同患者虽然勃起功能指数差异明显，但其相关性却差，说明

前列腺患者中大多数患者不是因为疾病本身导致勃起功能障

碍，很大部分原因是前列腺下尿路症状患者心理上的不自信导

致勃起功能的障碍［１５，１６］。因此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

虑患者的心理原因，同时向患者解释疾病本身对勃起功能的影

响不大，使患者消除心理上的不自信，树立积极的态度面对

疾病［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前列腺增生患者下尿路症状程度不同，其勃起

功能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勃起功能指数和下尿路症状评分之间

相关性差，说明下尿路症状不是影响前列腺增生患者勃起功能

指数的因素，临床治疗应综合分析患者情况采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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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防治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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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和预防效果。方法：采用
枸杞多糖分别对大鼠建立糖尿病模型前后进行预防和治疗，并设立糖尿病组（ＤＭ组）和正常对照组，测定各
组大鼠尾静脉血血糖变化，观察各组大鼠阴茎勃起情况，电击刺激后检测海绵体内压力（ＩＣＰ）和平均动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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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并检测大鼠阴茎组织ＮＯＳ活力和ＮＯ含量和ｃＧＭＰ水平。结果：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糖
防治组治疗前后血糖水平、勃起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建模时间、
治疗前后血糖水平与枸杞多糖治疗组及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后勃起
率与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后ＮＯＳ、ＮＯ、ｃＧＭＰ
水平ＩＣＰ及ＩＣＰ／ＭＡＰ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及枸杞多糖治疗组
ＮＯＳ、ＮＯ、ｃＧＭＰ水平、ＩＣＰ及ＩＣＰ／ＭＡＰ与 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大鼠 ＩＣＰ／
ＭＡＰ与枸杞多糖治疗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枸杞多糖具有降低血糖和预防血糖升高的作
用，并且对糖尿病大鼠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具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关键词】　糖尿病；枸杞多糖；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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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ＣＰ／Ｍ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ＢＰ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ＢＰｈ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ｓｏｉｔ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ＬＢＰ）；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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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种多代谢紊乱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
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糖尿

病具有多种并发症，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即为糖尿病的典型并发

症之一。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不能
达到和维持足以进行满意性交的勃起［１］。糖尿病性阴茎勃起

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占糖尿病患者的３５％～７５％，并且呈现逐年
升高的趋势。枸杞多糖（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ＬＢＰ）
是从枸杞中提取的一种功能因子，其具有对免疫系统进行调节

的作用，可以降低血糖和血脂，也具有延缓衰老、保护生殖系统

和抗疲劳等多项生物功能。所以探索枸杞多糖对糖尿病性阴

茎勃起功能障碍的防治作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采

用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模型进行治疗，并

分析防治效果。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主要仪器

ＥＸ２２４精密电子分析天平（美国ＯＨＡＵＳ公司）；ＡＣＣＵ－ＣＨＥ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血糖仪（瑞士罗氏诊断有限公司）；ＨＷＳ－２８恒温水浴锅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ＳＴ４０ＳＴ４０Ｒ台式高速离心机（德国ｔｈｅｒ
ｍｏ有限公司）；Ｔ１０高速组织匀浆机（德国ＩＫＡ有限公司）。
１１２　所需试剂

枸杞多糖由本实验室提纯制备；ＮＯＳ测定试剂盒（上海酶
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链脲佐菌素、阿朴吗啡（ＡＰＯ）（美国Ｓｉｇ
ｍａ公司）；ｃＧＭＰ测定试剂盒（美国 ｂｉｏｖｉｓｉｏｎ公司）；生理盐水
（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北京化工厂）；冰醋酸（北

京化工厂）；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

１２　方法
实验动物为２月龄雄性 ＳＤ大鼠８０只，体重为（２００±２０）

ｇ，所有大鼠性功能均正常。随机将大鼠分为四组，每组２０只，
第１组为ＤＭ大鼠，第２组为采用枸杞多糖治疗的ＤＭ大鼠，即
构建ＤＭ大鼠模型后对大鼠进行治疗，第３组采用枸杞多糖防
治的ＤＭ大鼠，即在构建ＤＭ大鼠前就开始给予枸杞多糖防治，
第４组为正常对照组大鼠。
１２１　给药方法

在大鼠购买后正常饲养 １周，枸杞多糖防治组大鼠使用
１０００ｍｇ／ｋｇ·ｄ－１的剂量使用枸杞多糖进行灌胃，而其他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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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用１ｍＬ／ｋｇ·ｄ－１的剂量进行０９％生理盐水灌胃，在四组
大鼠灌胃１０周后，对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和枸杞多糖防治
组大鼠构建ＤＭ模型。之后以１０００ｍｇ／ｋｇ·ｄ－１的剂量使用枸
杞多糖对ＤＭ治疗组大鼠进行灌胃，而对照组、枸杞多糖防治组
和ＤＭ组大鼠则采用１ｍＬ／ｋｇ·ｄ－１的剂量进行０９％生理盐水
灌胃，四组大鼠均连续灌胃１０周，
１２２　ＤＭ大鼠模型的建立

对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和枸杞多糖防治组的６０只大鼠
饲养灌胃１０周后，腹腔注射剂量为６０ｍｇ／ｋｇ体重的 ＳＴＺ，注射
４ｄ后使用血糖仪检测血糖，当血糖值持续３ｄ＞１６７ｍｏｌ／Ｌ，则显
示ＤＭ大鼠模型建立成功。三组共５４只ＤＭ大鼠造模成功。
１２３　检测指标及方法

对各组大鼠治疗前后的尾静脉血血糖含量进行检测。

阴茎勃起功能观察：参考 Ｈｅａｔｏｎ［２］的方法对大鼠阴茎勃起
功能进行测定，在造模成功和治疗１０周后称重，将大鼠饲养房
间灯光调暗，大鼠皮下注射１００ｕｇ／ｋｇ剂量的 ＡＰＯ，对每只大鼠
持续观察１ｈ，观察其阴茎勃起情况。

ＩＣＰ和ＭＡＰ检测方法：对大鼠腹腔注射１ｍｇ／ｋｇ的盐酸氯
胺酮和０５ｍｇ／ｋｇ的安定进行麻醉，麻醉后切开大鼠腹部，找到
两侧海绵体神经，将大鼠阴茎组织拖出，切开阴茎包皮，剥离并

充分暴露阴茎海绵体；使用电刺激仪对海绵体进神经行刺激，

记录海绵体内压力（ＩＣＰ）和平均动脉压（ＭＡＰ）。
ＮＯＳ活力和ＮＯ含量检测方法：将大鼠处死后，取出阴茎组

织，吸去血迹后进行称重，加入９倍的生理盐水，使用匀浆机充
分匀浆制备成组织悬液，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吸取５０μＬ使用试
剂盒检测ＮＯＳ活力和ＮＯ含量。

ｃＧＭＰ检测方法：将大鼠处死后，取出阴茎组织，吸去血迹
后进行称重，加入含有２ｍＬ预冷的冰醋酸的试管中，在冰浴条
件下使用匀浆机充分匀浆制备成组织悬液，然后向悬液中加入

２ｍＬ无水乙醇，混匀后静置５ｍｉｎ，３５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５ｍｉｎ，放置在
６０℃烘箱中烘干，使用ｃＧＭＰ测定试剂盒对ｃＧＭＰ进行检测。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认为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大鼠建模时间和血糖情况

对各组大鼠建模时间和治疗前后血糖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

示，采用枸杞多糖防治的大鼠ＤＭ建模时间明显延长，而且可以
有效降低治疗前后的血糖水平，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
糖防治组治疗前后血糖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
＜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建模时间、治疗前后血糖水平与枸杞多
糖治疗组及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大鼠建模时间和血糖情况

组别 ｎ 建模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ＤＭ组 １８ ４２４±０４３ ２７６８±３８１ ２８８７±３５４

枸杞多糖治疗组 １８ ４１８±０５２ ２８１４±４０６ ２４２３±３６７

枸杞多糖防治组 １８ ６３９±０７５△▲ ２２４６±５２７△▲ ２０３１±４１６△▲

正常对照组 ２０ ６２１±０８５ ６２８±０７８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ＤＭ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枸杞多糖治疗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大鼠阴茎勃起功能
对各组大鼠阴茎勃起功能进行监测，结果显示，ＤＭ组、枸

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前后勃起率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后勃起率
与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大鼠治疗前后阴茎勃起功能比较情况

组别
治疗前

勃起只数 总勃起数 勃起率（％）

治疗后

勃起只数 总勃起数 勃起率（％）

ＤＭ组 ４ ５ ２２２２ ４ ４ ２２２２

枸杞多糖治疗组 ４ ４ ２２２２ ８ ９ ４４４４

枸杞多糖防治组 ９ １１ ５０００ １１ １２ ６１１１△

正常对照组 ２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ＤＭ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枸杞多糖治疗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大鼠治疗后ＮＯＳ、ＮＯ及ｃＧＭＰ情况
对各组大鼠治疗后 ＮＯＳ、ＮＯ及 ｃＧＭＰ情况进行统计，结果

显示，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后 ＮＯＳ、
ＮＯ及ｃＧＭＰ水平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
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及枸杞多糖治疗组ＮＯＳ、ＮＯ及ｃＧＭＰ水
平与ＤＭ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大鼠治疗后ＮＯＳ、ＮＯ及ｃＧＭＰ情况

组别 ＮＯＳ（Ｕ／ｍｇ） ＮＯ（μｍｏｌ／ｇ） ｃＧＭＰ（ｐｍｏｌ／ｇ）
ＤＭ组 ０２９±０１１ ３２６±０３３ ０８５±０３１

枸杞多糖治疗组 ０４７±０１２△ ５７４±０４６△ １９５±０３７△

枸杞多糖防治组 ０５４±０１５△ ６１５±０６４△ ２０７±０７４△

正常对照组 ０６７±０１２ ７７６±０８９ ２４８±０８６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 ＤＭ组相比较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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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大鼠治疗后海绵体内压力和平均动脉压情况
对各组大鼠治疗后 ＩＣＰ及 ＩＣＰ／ＭＡＰ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ＤＭ组、枸杞多糖治疗组、枸杞多糖防治组治疗后 ＩＣＰ及 ＩＣＰ／
ＭＡＰ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
治组及枸杞多糖治疗组 ＩＣＰ及 ＩＣＰ／ＭＡＰ与 ＤＭ组相比较差异
均显著（Ｐ＜００５），枸杞多糖防治组大鼠ＩＣＰ／ＭＡＰ与枸杞多糖
治疗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大鼠治疗后ＩＣＰ及ＩＣＰ／ＭＡＰ

组别 海绵体内压力（ＩＣＰ）（ｍｍＨｇ） ＩＣＰ／ＭＡＰ

ＤＭ组 ３４６７±５８２ ０２７±００３

枸杞多糖治疗组 ４８３２±６９２△ ０４４±００６△

枸杞多糖防治组 ５５７９±７６１△ ０５８±００３△▲

正常对照组 ９８３４±１８６５ ０８１±００４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 ＤＭ组相比较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与枸杞多糖治疗组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讨论
糖尿病会使患者多脏器均发生功能的改变，而其中约３５％

～７５％的患者会并发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对于糖尿病并发阴茎
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治疗方法临床上多采用药物治疗，但是临

床疗效反应均不理想，而且效果不持久［３］。ＤＣＣＴ［４］的研究证
实对糖尿病血糖进行控制，可以减少因糖尿病而产生的并

发症。

糖尿病并发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有研究人员认为糖尿病可以降低患者体内一氧化氮合酶

（ＮＯＳ）的活性，而间接降低患者阴茎海绵体局部 ＮＯ、环磷酸鸟
苷（ｃＧＭＰ）的水平，从而导致患者出现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５－７］。

一氧化氮－环磷酸鸟苷（ＮＯ－ｃＧＭＰ）通路是阴茎勃起的生理反
应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信号传递通路，也是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

碍的关键环节［８，９］。有研究人员表示，ＮＯ是机体内 Ｌ－精氨酸
受到ＮＯＳ催化后而产生的，是一种内皮衍化松弛因子，其可以
活化细胞之内的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ｓＧＣ），而活化后的 ｓＧＣ
可以将三磷酸鸟苷（ＧＴＰ）转化为ｃＧＭＰ，ｃＧＭＰ可以明显抑制阴
茎海绵体细胞内的Ｃａ２＋浓度，从而使阴茎平滑肌舒张，增加阴
茎海绵体内的血流量而引起阴茎勃起［１０］　。当患者患有糖尿病

时会对机体内ＮＯＳ和ＮＯ水平均有所抑制，从而导致糖尿病性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

枸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中药，其具有滋补强壮、祛风、壮阳

等功效。而其中主要的有效成分即为枸杞多糖。有研究人员

表示，枸杞多糖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疲劳、抗衰老、抗肿瘤等

功能［１１，１２］。动物实验显示，枸杞多糖的可以明显缩短半去势大

鼠阴茎勃起潜伏期、骑跨潜伏期，提高骑跨动物百分率，提高半

去势大鼠的性功能［１３］。李菁菁等［１４］用枸杞多糖对低剂量辐照

性功能损伤雄性大鼠进行治疗，ＬＢＰ对低剂量辐照雄性大鼠性
功能具有保护和促进性功能损伤恢复的作用。刘宏婧等［１５］使

用枸杞多糖对糖尿病雄性大鼠进行治疗，表示枸杞多糖对糖尿

病雄性大鼠生殖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使用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进行治疗，观察其对阴

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和预防效果，显示枸杞多糖具有降低血

糖和预防血糖升高的作用，并且有助于恢复糖尿病大鼠阴茎勃

起功能，可以提高糖尿病大鼠 ＮＯＳ、ＮＯ、ｃＧＭＰ、ＩＣＰ及 ＩＣＰ／ＭＡＰ

水平，对糖尿病大鼠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具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从

而为临床治疗糖尿病性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提供新的药

物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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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钬激光行前列腺剜除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
临床优势
方少伟　罗杰鑫
东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在治疗前列腺增生症中的临床优势。方法：选
取我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共计１００例，根据随机数表法原则，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５０例，实验组患者行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治疗，对照组行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治疗。分别于手术前与手术后１月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ＰＶＲ、Ｑｍａｘ、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变化情况，并对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恢复情况（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以及相

关并发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验组患者的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９６±７７）ｍＬ、
（２３４±１２４）ｈ、（７８±１１）ｄ，均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的（７９８±１２３）ｍＬ、（３９８±１８３）ｈ、（９６±１４）ｄ，差异
明显（Ｐ＜００５）；但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７２８±１４３）ｍｉｎ，明显多于对照组的（６４８±９３）ｍｉｎ，数据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之间术后ＰＶＲ、Ｑｍａｘ情况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但实验组患者术后
前列腺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２４％（１２／５０），
对照组总发生率为３８％（１９／５０），统计学上二者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可
较好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症，其手术情况优于前列腺电切术，且术后排尿症状改善明显，手术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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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４９．６±７．７）ｍＬ，（２３４±１２４）ｈｏｕｒｓａｎｄ（７．８±１１）ｄａｙ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７９．８±１２３）
ｍＬ，（３９．８±１８．３）ｈｏｕｒｓ，（９．６±１４）ｄ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７２８±１４３）ｍｉｎｕ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４８±９．３）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ＶＲ，Ｑｍａｘｗｅｒｅ
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４％ （１２／５０）ａｎｄ３８％ （１９／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
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ｈａ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ｏｉｄ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ｌｍｉｕｍ 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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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不良生活习惯及老龄化加剧的影响，前列腺增
生症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以良性前列腺增生为

主［１］，其多以尿频、尿急、夜尿增多及急迫性尿失禁等为主要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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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表现，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临床对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患者的治疗根据病情可行药物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激光

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前列腺手术提供了新方案，钬激光前列腺剜

除术正逐渐成为临床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重要手术方式之

一［２，３］。本研究通过对我院１０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需行手术治
疗患者进行研究，分别采取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及前列腺电切

术，观察其手术情况，探讨更佳治疗方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住院手术的良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共计１００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
行直肠指检、ＰＳＡ测定、Ｂ超测量前列腺增生程度、残余尿量测
定、尿流动力学检测，必要时加行 ＣＴ或 ＭＲ检查、前列腺活检、
ＩＶＰ等，确诊为前列腺增生症且满足手术指征，并完善术前检查
可行手术治疗；排除前列腺癌、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患者，整个研

究在患者的知情同意下完成，并经过我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组行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对照组行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两组患者在年龄、前列腺重量、合并疾病等方面进行

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比性强。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前列腺重量

（ｍｍ）
ＰＳＡ
（ｕｇ／Ｌ）

ＰＶＲ
（ｍＬ）

Ｑｍａｘ
（ｍＬ／ｓ）

合并症

膀胱结石 尿路感染 肾功不全 其他

对照组 ５０ ６９８±７３ ４４１±１２１ ３１±１８ １２７±５６ ６６±３１ ４ ７ ２ ５

实验组 ５０ ６９１±７４ ４５４±１２９ ２９±１９ １３３±４１ ６９±２９ ６ ８ ２ ６

ｔ／χ２ ０４７６２ ０５１９７ ０５４０３ ０６１１３ ０４９９７ ０４４４４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１

Ｐ ０６３５０ ０６０４４ ０５９０２ ０５４２４ ０６１８４ ０５０５０ ０７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４９３

１２　方法
实验组患者行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具体如下：（１）

麻醉：腰硬联合麻或气管内全麻，术后镇痛；（２）手术体位为截
石位，摆好体位后进行常规消毒铺巾，置入钬激光专用前列腺

切除操作镜（无锡大华 ＤＨＬ－１－Ｃ），观察尿道、前列腺及膀胱
情况，若有尿道狭窄先行尿扩，若有结石先行碎石治疗；（３）术
中以精阜为标志，于精阜前０５～１ｃｍ处横行离断尿道黏膜和
腺体组织，再以钬激光切开左侧腺体，找到前列腺包膜和增生

腺体间界限，沿着包膜以钬激光将左叶前列腺增生腺体完整剜

除，同法剜除右侧腺体，边切边止血。到１２点两汇合处、直视下
将该处尿道黏膜切断，将腺体与膀胱黏膜连接处切断，将其完

整剜除并推进膀胱内，检查并修整创面，彻底止血；（４）止好血
后进入膀胱操作，采用粉碎器在直视下将前列腺组织粉碎，大

小合适后吸出体外；（５）退镜，留置Ｆ２０或Ｆ２２三腔囊尿管；（６）
术中技术关键：找准外科包膜，沿外科包膜下间以钬激光剜除

剥离增生腺体、不穿破包膜；边切边止血，修整创面彻底止血；

注意辨认清楚尿道括约肌，避免损伤。对照组患者行经尿道前

列腺汽化电切术［４］，按操作规程进行，其余同上述实验组程序。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手术前与手术后 １月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 ＰＶＲ、

Ｑｍａｘ、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变化情况，并统计患者手术时间、出血
量、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及手术并发症

（性功能障碍、拔管后轻度血尿、尿道狭窄、暂时排尿困难、尿路

刺激症）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合并症例

数采用χ２检验，ＰＶＲ、Ｑｍａｘ、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等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ｔ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及住院情况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９６
±７７）ｍＬ、（２３４±１２４）ｈ、（７８±１１）ｄ，均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的
（７９８±１２３）ｍＬ、（３９８±１８３）ｈ、（９６±１４）ｄ（Ｐ＜００５）；但实验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７２８±１４３）ｍｉｎ，明显多于对照组的（６４８±
９３）ｍｉ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及住院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ｈ） 导尿管留置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 ５０ ６４８±９３ ７９８±１２３ ３９８±１８３ ６４８±１６３ ９６±１４

实验组 ５０ ７２８±１４３ ４９６±７７ ２３４±１２４ ４８４±１１４ ７８±１１

ｔ ３３１６２ １４７１５８ ５２４６０ ５８３０１ ７１４８７

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ＰＶＲ、Ｑｍａｘ、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情况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之间术后 ＰＶＲ、Ｑｍａｘ情况比较差异不明显（Ｐ＞

００５），但实验组患者术后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均有少量并发症发生，对其进行统计发

现，实验组患者发生性功能障碍１例，拔管后轻度血尿２例，尿
道狭窄１例，暂时排尿困难５例，尿路刺激症３例；对照组患者
发生性功能障碍２例，拔管后轻度血尿３例，尿道狭窄２例，暂
时排尿困难８例，尿路刺激症４例。实验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
率为２４％（１２／５０），对照组总发生率为３８％（１９／５０），统计学上
二者并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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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ＰＶＲ、Ｑｍａｘ、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情况对比结果

组别 例数 ＰＶＲ（ｍＬ）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对照组 ５０ １９１±４２ ２１６±３４ ９７９±１８８ ３６８±０７１

实验组 ５０ ２０４±４７ ２０９±３９ ７８８±１７９ ２４４±０４９

ｔ １４５８４ ０９５６７ ５２０２８ １０１６３９

Ｐ ０１４７９ ０３４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作为老年男性高发的泌尿系统疾病之一，其

对患者健康及生活质量均有严重影响［５，６］。前列腺增生的部分

患者还可能诱发尿路感染，出现较为严重的尿路感染症状。外

科手术切除增生前列腺组织作为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主要手

段，利用高科技手段、选取合适的手术方式进行手术对提高手

术效果，改善患者排尿困难等临床症状具有重要意义［７，８］。

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作为临床常见的手术方式，其主要

临床优势体现在手术操作技术相对成熟，对患者手术条件要求相对

较低［９，１０］。在伴有高血压、心肺功能相对较弱的老年前列腺患者手

术中降低了风险系数，有利于临床手术治疗。但由于汽化电切术对

前列腺周围组织损伤后易导致较多出血，并容易诱发电切综合征，

影响术后恢复［１１，１２］。而钬激光作为新型技术手段，在切割汽化前

列腺组织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凝固止血作用，弥补了汽化电切术的不

足［１３，１４］。在本研究中，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患者术中出血量仅为

（４９６±７７）ｍＬ，明显低于前列腺汽化电切术患者，前者更有利于
术中止血。分析其原因主要为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边切边止血，修

整创面彻底止血，出血相对较少，同时也有利于并在术中辨认清楚

尿道括约肌，避免周围组织损伤［１５，１６］。

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在术中沿外科包膜下间以钬激光剜

除剥离增生腺体、不穿破包膜，操作较分块切除更迅速，但因包

膜分离相对要求更精细，技术程度更高，耗时较常规前列腺电

切术稍长［１７，１８］。但对比二者手术情况可见，前列腺钬激光剜除

术患者术后前列腺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低于电切术患

者，前者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同时，前列腺

钬激光剜除术患者的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

少于点切术患者，钬激光术后患者恢复更迅速。此外，在观察

手术并发症中发现，患者均有少量并发症发生，发生率之间比

较并无明显差异，其中以暂时排尿困难、尿路刺激症相对较常

见，需注意对症处理，整体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可较好的治疗前列

腺增生症，其手术情况优于前列腺电切术，且术后排尿症状改

善明显，手术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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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手术治疗血精症对性功能的影响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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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微创手术治疗血精症对性功能的影响，以期丰富治疗方法。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
２０１５年２月血精症患者５０例作为研究组，予内镜微创治疗；选取同时期血精症患者５０例作为对照组，予中医药治
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在性功能指标、疗效和性生活质量等方面变化。结果：疗效上，对照组治愈率２０％、总有效率
７８％，研究组治愈率３８％、总有效率９２％，治愈率和总有效率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精液常规的红细胞、白细胞和前列腺液中白细胞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卵磷脂小体显著升高，治
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在以上指标较对照组治疗后改善更加显著，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能、问题评估、本人满意度、性伴侣满意度及总分较治疗前均显著
下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在以上指标较对照组治疗后下降更加显著，两组治疗后比
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内镜微创治疗血精症疗效满意，能提高性功能。

【关键词】　微创手术；中医药；血精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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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精即精液中混有血液，可分为肉眼血精和镜下血精，临
床常见是肉眼血精，该疾病好发于３０～４０岁的男性中，是男科
领域常见症状。通常情况下该疾病是一个良性、自限性疾病，

通过饮食和规律生活能调整。但临床上有部分顽固性血精症

患者药物难奏效，且反复发作，引起性功能障碍，长期血精存在

容易引起焦虑等不良情绪，在客观上存在其他严重病理性改变

风险。本次研究就通过采用内镜微创手术治疗血精症，以更好

提高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住院号单双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００例血
精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照组年龄最小２８岁，最大
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５６±１７）岁；病程最短２个月，最长１７个
月，平均病程为（５２±１３）个月；已婚４１例，未婚９例。研究组
年龄最小２９岁，最大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６１±１８）岁；病程最短
３个月，最长１８个月，平均病程为（５３±１２）个月；已婚４０例，
未婚１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组间可比性。

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５～５０岁之间；符合《中西医临床性病
学》标准［１］进行，临床表现为持续性血精，射出暗红色血性液

体，伴随性欲减退、早泄、会阴处坠胀感、射精疼痛、尿频尿痛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２５　　　·

等；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进行。

排除标准：不符合以上诊断标准；年龄２５～５０岁之外；合并
心血管、肺、肾造血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和精神病者；合并外伤史

和外生殖器畸形等；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予中医药治疗，如湿热下注则采用八正散加减（药物组

成有木通、车前子、栀子、灯心草、瞿麦、大黄、滑石、甘草等）；脾肾两

虚则归脾汤加减（药物组成有黄芪、党参、白术、枣仁、五味子、茯苓、

阿胶、龙眼肉、木香、甘草等），另外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如头孢曲松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３９２９，生产批号
２０１００６０７）２０ｇ加入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连续５ｄ，
予氨甲环酸注射液（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９５０５，生产批号２０１００５０２）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止血处理。结合抗
菌、止血等西药治疗。研究组则采用内镜下微创治疗。所有患者经

尿道进入，麻醉成功后取截石位，术野常规消毒铺巾，应用输尿管镜

在直视下对前列腺尿道和膀胱进行观察，观察是否充血、血管畸形、

血管曲张等病变，退镜至精阜区观察射精管、前列腺小囊等组织，观

察精液是否溢出，色泽及性状。更换为６５Ｆ精囊镜，先将斑马导丝
引入射精管开口，然后在斑马导丝引导下将精囊镜插入射精管开

口，用生理盐水间歇性灌洗扩张射精管，安全将其置入精囊管，对精

囊进行观察、灌洗、治疗和组织活检等操作。两组均在治疗前和出

院后４周观察病情变化。
１３　方法

观察指标：对两组患者均进行精液和前列腺液常规分析，

观察精液分析中白细胞、红细胞变化情况，观察前列腺液中卵

磷脂小体、白细胞变化情况。参考中国勃起功能指数（ＣＩＥＦ）和
全球性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ＧＳＳＡＢ）中男性性行为和态度的
问卷条目组成［２，３］，包括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能、问题评估、

本人满意度、性伴侣满意度等组成，每个项目根据程度不同计

为不同分值，分别为０分、１分、２分、３分、４分。分数越高，则功
能越差。

疗效判定：参考相关文献制定［４］，治愈为精血症和伴随症

状消失，精液检查正常，Ｘ线和Ｂ超无异常；显效为精血消失，精
液检查正常，Ｘ线和 Ｂ超精囊明显缩小；有效为精血临床表现
较前减轻，精液检查少量白细胞，Ｘ线和 Ｂ超检查精囊较前有
所缩小；无效为治疗前后无改变。

终止试验条件：经过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实验室检

查恢复正常，则达到终止使用条件。

毒副作用观察：每天询问患者的身体感受状况，每周监测１
次患者血生化和血常规，监测各脏器的功能状态。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结果

采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组样本对应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对照组治愈率２０％、总有效率７８％，研究组治愈率３８％、
总有效率９２％，治愈率和总有效率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７８００

研究组 ５０ １９（３８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９２００

Ｕ／χ２ Ｕ＝７８９４ χ２＝９２４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精液和前列腺液常规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精液常规的红细胞、白细胞和前列腺液中白细

胞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卵磷脂小体显著升高，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在以上指标较对照组治疗
后改善更加显著，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精液和前列腺液常规指标比较（个／μＬ）

组别 例数
精液常规

白细胞 红细胞

前列腺液常规

卵磷脂小体 白细胞

对照组 ５０ 治疗前 １７４５±１０３４ １５１２±８２４ ３２１３±９６５ ３６５６±１０４５

治疗后 １３１３±８３６ １３０２±６７８ ４１９５±１０７４ ２５２３±７６８

ｔ ７４５３ ５６３７ ８２５６ ７５７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 ５０ 治疗前 １７５１±１１２３ １６１１±８２６ ３２１８±９８１ ３６７１±１０３７

治疗后 １０５７±７１３ １１３７±５６１ ５２５１±１１５１ １７２５±５６２

ｔ ７８９４ ７９２４ ９５７８ ９２５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组间ｔ值 ７８５６ ７８２４ ７８３６ ８９４６

治疗后组间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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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能、问题评估、本人满

意度、性伴侣满意度及总分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治疗前后比

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后在以上指标较对照组治
疗后下降更加显著，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性欲 勃起功能 射精功能 问题评估 本人满意度 性伴侣满意度 总分

对照组 ５０ 治疗前 ５４８±１４５ ９３４±１４５ ６７３±１３４ ６８９±２１３ ３６４±２１３ ３１５±１７５ ３４１３±７２４

治疗后 ４４１±１２３ ７１５±１０２ ５４１±０７４ ５１２±１４５ ２６１±１４５ ２１１±１０３ ２５２４±５６２

ｔ ７３５６ ８２４６ ７８２４ ６７８３ ８９３６ ７４６７ ６７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 ５０ 治疗前 ５４９±１３７ ９３７±１４１ ６７５±１３７ ６９２±２１５ ３６５±２１７ ３１８±１７２ ３５６７±８１５

治疗后 ３８９±１０２ ６０４±０９３ ４６７±０６３ ４０１±０８９ １７８±１０１ １０２±０７９ １９４６±４７１

ｔ ８３７８ ９４６７ ６８９６ ９０４６ １０４５５ ８３１５ ８９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组间ｔ值 ８５７８ ９０５７ １０４５７ ９６８９ ９４７９ ７９４８ １０４６８

治疗后组间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血精症常见病因是精囊和前列腺炎、射精管梗阻、前列腺结

石、肿瘤和医源性因素等［５，６］。精囊贮藏精子，其内有丰富的血

管壁，炎症反应造成精囊黏膜充血、水肿，射精时平滑肌猛烈收

缩，造成小血管破裂，加上感染的血精在精囊内蓄积，加重炎症反

应，这种恶性循环则会加重血精症状。研究［７，８］认为，若炎症侵

犯至射精管，则会造成精囊射精管壶腹部狭窄，进一步加重炎症

反应。文献［９，１０］则认为，前列腺结石有１３２％～２５０％是由于尿
道狭窄引流不畅，形成结石，结石又加重管腔狭窄，造成感染复发

和迁延。而常规的保守治疗虽然能改善症状，控制炎症，如在本

次研究对照组采用保守治疗，其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性功能上

均有一定效果，但较多报道称其近期疗效满意，远期效果欠佳，主

要表现为停药一段时间后症状容易复发，但开放手术创伤大，对

性功能影响性大，且并发症较多，如感染、切口不愈合等发生率较

高，限制广泛运用［１１，１２］。而近些年随着微创技术发展，在提高疗

效同时并发症低，对性功能影响性小，患者接受程度高。而本次

研究就针对血精症不同治疗方法的近期效果，故采用保守和手术

两种不同方法进行对比。微创精囊镜治疗则能在直视下明确血

精来源，能明确前列腺、射精管和精囊等病变，打破炎症—狭窄—

结石等恶性循环，能去除结石，又能有效的解除炎症和死腔感染，

能疏通射精管［１３，１４］。结果显示，运用微创手术治疗血精症后患

者在精液常规的白细胞、红细胞中显著下降，在前列腺液的白细

胞中也下降显著，这说明微创内镜治疗能有效的解除炎症反应，

而在卵磷脂小体上显著提高，这说明内镜治疗能改善前列腺液，

对提高前列腺功能有协同性。

研究［１５，１６］指出，长期血精症患者往往伴有病理性改变，如射

精痛、睾丸痛、会阴部不适等，更重要的是血精造成精液量和精子

活力下降，造成性快感缺失，影响性生活质量。报道［１７］称，临床

上有７８％～１４５％血精症患者会出现心理障碍，主要是焦虑、紧
张等情绪，加上血精症属于个人隐私性问题，多数不愿意至正规

医院治疗，急病乱投医，复发率增高，又进一步加重患者心理负

担。而尿道内镜微创术后即能改善症状，且允许早期性生活，这

不仅能让患者恢复性生活，且通过性行为让患者充分体会到治疗

效果，结合结果看出，治愈率为３８％，总有效率９２％，和研究结果

类似，充分说明该方法的优势性。同时在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

能、问题评估、本人满意度、性伴侣满意度上均显著下降，这也说

明微创手术能改善性生活，能提高性生活和谐和满意度。这和微

创治疗对阴茎勃起控制神经影响性少，无开放手术等创伤、牵拉

等医源性因素有关，这也是性功能较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微创内镜治疗血精症效果满意，但在围术期仍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仔细观察精阜，可用电刀直接去顶状切除

隆起的精阜，以充分显露射精管口，这是恢复术后性欲和射精功

能关键所在；其次是要明确射精管口，可通过经直肠按摩双侧精

囊使精囊内液从射精管来判断［１８］；其三是术前要仔细阅片，明确

病变情况；其四可在导丝引导下置入精囊镜，这不仅能减少损失，

且能全面观察；最后要鼓励患者早期性生活，保持精道通畅，避免

精道堵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疗效，早期恢复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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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微创手术与开腹手术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效
果比较
沈宏峰　李威　黄尉　何耿　陈仕款　覃振昌　王崇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８７医院泌尿外科，海口 ５７１１５９

【摘　要】　目的：比较腹腔镜微创手术与开腹手术两种治疗方法应用于前列腺癌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间收治的前列腺癌病人１８０例，随机分为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
每组各９０例。观察并详细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引流时间、拔除尿管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１周ＰＳＡ水平、术后疼痛程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
肠胃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第３ｄ和第７ｄ的疼痛评分均低于开腹组，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
且腹腔镜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显著少于开腹组，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微创手术是目
前临床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最佳治疗方案，临床疗效佳，患者痛苦小，值得推广。

【关键词】　前列腺癌；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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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影响全球男性健康的第二大恶性肿瘤［１，２］，有

显著的地区差异［３］，据有关报告［４］显示，欧美国家男性的前列

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亚洲国家，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但近些年来，亚洲男性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

中我国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已跃居男性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第

三位［５］。本研究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间收治的
前列腺癌病人１８０例，旨在探讨开腹手术和腹腔镜微创手术的
临床效果，为临床治疗前列腺癌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间收治的１８０例前列腺
癌病人全部纳入本研究，均经临床确诊，且接受手术治疗。其

中年龄５６～７６岁，平均年龄 （６２７±３６）岁；术前血ＰＳＡ水平
１６～９０５ｎｇ／ｍＬ，平均水平 （３２６±２６１）ｎｇ／ｍＬ；前列腺体积
１８６～５６２ｃｍ３，平均体积（３６３±１７２）ｃｍ３；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３～７
分，平均评分（５４±０３）分；ＴＮＭ分期：Ｔ１期８１例，Ｔ２期９９例。
所有患者术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尿频、尿痛、排尿困难等症状。

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行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且临床资
料完整；（２）术前均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确诊为前列腺癌；
（３）术前常规检查无远处转移和淋巴结侵犯；（４）无明显手术和
麻醉禁忌证；（５）术前评估凝血功能、心肺功能和心肝肾功能正
常，血常规和心电图检查正常；（６）自愿参加此次研究。随机分
为两组 （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每组各９０例，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获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和所有患者及其监护者的

知情同意。

１２　手术方法
腹腔镜手术组：所有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和全身麻醉，分别

在患者的脐部下端、左右麦氏点以及两者中点放置ｔｒｏｃａｒ。于前
列腺前入路做倒“Ｕ”形切口，切断脐正中韧带和耻骨前列腺韧
带，缝扎并超声刀切断阴茎背静脉丛；切断膀胱颈，拉出游离的

精囊和输精管残端，横形切开狄氏筋膜，切断前列腺直肠肌；切

断尿道，连续缝合吻合尿道和膀胱；在完成后壁缝合后观察两

侧输尿管口位置和喷尿情况，在插入导尿管确定位置正确后再

吻合前壁后打结；将前列腺装入拾物袋，脐部下端行３ｃｍ正中
切口，取出标本放入标本袋，完成手术，放置引流管；手术操作

应尽量避免损伤前列腺旁神经血管丛，保留患者的性功能。

开腹手术组：所有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和全身麻醉，进入耻

骨后间隙，彻底清除前列腺尖部脂肪组织和盆腔淋巴结，打开

盆筋膜并切断耻骨前列腺韧带，缝线缝扎并切断阴茎背深静

脉、前列腺侧筋膜和输精管，分离尿道前后壁和精囊，去除前列

腺及周围肿瘤组织，并缝合缩小膀胱颈口，关闭切口。

术后处理：所有患者进行静脉补液、止痛、抗炎，保证导尿

管和引流管的畅通，密切观察患者腹部的情况；若患者术后３ｄ
未出现尿漏则去除盆腔引流管；尽早鼓励患者术后多活动，促

进恢复；导尿管通常留置约１２ｄ左右，可带出院，复查时拔除尿
管；为防止心血管相关并发症，减少止血药物的用量；嘱咐患者

术后１周进行提肛锻炼，并定期复查血ＰＳＡ。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详细记录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患者的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引流时间、拔除尿管时

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１周 ＰＳＡ水平、术后疼痛程度、术后并
发症 （如直肠损伤、切口感染、膀胱痉挛、术后漏尿、尿失禁、膀

胱颈狭窄、尿道膀胱吻合口瘘等）发生率。

术中出血量采用称重法进行估算，手术前将术中需使用的

纱布进行称重并记录，由巡回护士将被血浸透的纱布及时称重

并记录，术毕累积量为患者术中出血量。

术后１ｄ、３ｄ、７ｄ和１４ｄ疼痛情况采用ＶＡＳ法进行评估，计
为０～１０分，若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疼痛程度越严重。
１４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处理所有数据，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并使用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略高于开腹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为
（５３６４±８７１）ｍＬ，远远低于开腹组（７１３８±９６２）ｍ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腹腔镜组 ９０ ２６８３±３４６ ５３６４±８７１

开腹组 ９０ ２５１６±３２７ ７１３８±９６２

ｔ ３３２８ １２９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腹腔镜组患者的肠胃功能恢复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均低

于开腹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胃肠功能恢复

时间 （ｄ）
引流时间

（ｄ）
拔除尿管

时间 （ｄ）
术后住院

时间（ｄ）
术后１周血清ＰＳＡ水平

（ｎｇ／ｍＬ）

腹腔镜组 ９０ １３±０３ ４５±０７ １６６±５３ １１８±５６ １９±０３

开腹组 ９０ ２１±０３ ４６±１３ １７２±６２ １９３±７３ ２０±０４

ｔ １７８９ ０６４３ ０６９８ ７７３３ １８９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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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比较
ＶＡＳ法评分结果显示，腹腔镜组患者第３ｄ和第７ｄ的疼痛

评分均低于开腹组患者，有明显差异 （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腹腔镜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显著少于开腹组，并发症发

生率为２４４％，低于开腹组的５２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１４６９，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１ｄ（分） ３ｄ（分） ７ｄ（分） １４ｄ（分）

腹腔镜组 ９０ ４３±１５１８±０４１３±０６ ０７±０２

开腹组 ９０ ４５±１７３６±１１２８±０９ ０８±０２

ｔ ０８３７ １４５９ １３１６ １７６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直肠损伤 切口感染 膀胱痉挛 术后漏尿 尿失禁 膀胱颈狭窄 尿道膀胱吻合口瘘 并发症发生率 （％）

腹腔镜组 ９０ ２ ４ ２ １ ４ ４ ５ ２４４

开腹组 ９０ ５ ７ ５ ５ １０ ８ ７ ５２２

　　注：为与开腹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男性罹患前列腺癌的人数在全球范围明显增长，

严重危害男性的生命和生理健康［６，７］。目前，临床治疗前列腺

癌以放疗、外科手术、雄性激素阻断为三大主要手段［８］。根治

性前列腺切除术是目前治疗早期局限性前列腺癌的金标准［９］。

正确认识前列腺的解剖学是外科手术治疗前列腺癌的关键，能

最大程度保留患者的性功能［１０］。为了避免前列腺癌患者术后

勃起功能出现障碍往往在根治术中保留患者前列腺后外侧神

经血管束［１１］，但只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避免，患者的年龄、前列腺

癌的分期、术前性功能状况、术中主刀医生操作的精细程度等

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患者行根治术后的性功能［１２］。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有开腹手术、腹腔镜微创手术和机器

人辅助腹腔镜手术三种手术方式［１３，１４］。由于机器人辅助腹腔

镜手术因设备、技术、费用等问题的制约，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

大型医疗中心开展。在我国三甲医院目前开腹手术和腹腔镜

微创手术两种手术方式开展相对普遍［１５］。而开腹手术和腹腔

镜微创手术具有不同特点，因此探讨应用开腹手术和腹腔镜微

创手术的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两者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治疗

前列腺癌选取最佳的治疗方案和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有

重要研究意义。

腹腔镜微创手术包括腹膜内和腹膜外两种［１６］，而腹膜外较

腹膜内相比，手术难度低，且术中不必接触患者肠道，减少了肠

道并发症［１７］，因此，本研究采用腹膜外途径对腹腔镜手术组患

者进行治疗。

本研究结果发现，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略高于开腹

组，但无统计学意义；而腹腔镜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远远低于开

腹组，差异显著，说明了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可有效降低患者术

中出血量，减少对患者的损伤。腹腔镜组患者的肠胃功能恢复

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均低于开腹组患者，说明腹腔镜微创手术

疗效佳，改善患者的肠胃功能，住院时间短，减轻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腹腔镜组患者第３ｄ和第７ｄ的疼痛评分均低于开腹组患
者，提示了腹腔镜微创手术比开腹手术更有效地减轻了患者术

后疼痛。腹腔镜组患者的直肠损伤、切口感染、膀胱痉挛、术后

漏尿、尿失禁、膀胱颈狭窄、尿道膀胱吻合口瘘等并发症发生情

况均少于开腹组，提示了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

癌有效减少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姚史武等［１８］在腹腔镜

下前列腺癌根治术与常规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局限性前列腺癌

的临床疗效比较的研究中也指出，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下

前列腺癌根治术临床疗效佳，且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前列腺癌患者行腹腔镜手术过程中，应尽量保留神

经和膀胱颈组织，避免对膀胱颈进行操作，可保护患者术后控

尿功能和性功能的恢复。

综上所述，腹腔镜微创手术是目前临床治疗局限性前列腺

癌的最佳治疗方案，符合我国国情，且临床疗效佳，患者痛苦

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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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新型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包皮环切术治疗包
皮过长的对比分析
马敏　吴海啸
金华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比新型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的效果。方法：２０１３年８
月到２０１６年４月选择在我院诊治的包皮过长患者１３０例，根据信封随机抽签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６５
例，对照组给予传统包皮环切术进行治疗，观察组给予商环包皮环切术，记录两组手术情况与预后情况。

结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分别为（４０２±０６９）ｍｉｎ和（１０８±０４４）ｍＬ，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３０４２±４１０）ｍｉｎ和（８７２±１４８）ｍＬ（Ｐ＜００５）。观察组术中与术后１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０６７±０３３）
分和（１６３±０７５）分，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６４±１２１）分和（４７３±１３４）分（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１
个月的系带对合不良、水肿、伤口裂开、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７％，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９２％（Ｐ＜
００５）。结论：相对于传统包皮环切术，新型商环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能简化手术步骤，缓解疼痛状况，
减少对于患者的创伤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商环包皮环切术；包皮过长；并发症；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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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一般指包在男性阴茎龟头上的一层皮，可保护龟头防
止外来伤害的作用［１］。包皮过长（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往往伴有
包茎，是指包皮覆盖尿道口，但能上翻，露出阴茎头与尿道口。

包皮过长多为遗传病因，会增加性传播疾病和癌症易感性［２，３］。

包皮环切手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外科手术之一，也是泌尿外科

常见的手术之一，其能降低男性或者获得性艾滋病感染风险，

也具有减少包皮发炎、包皮外伤和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作用［４，５］。

在治疗中，传统包皮环切手术对于患者的创伤比较大，存在手

术时间长、出血多、伤口感染、包皮畸形等缺点，应用比较受到

限制［６，７］。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商

环，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具有术中疼痛轻、微
创、术后无明显瘢痕等优点［８，９］。我们采用商环包皮环切术与

传统包皮环切术进行对比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选择在我院诊治的包皮过长患
者１３０例。纳入标准：（１）均有典型的包皮过长的临床表现；
（２）年龄１６～３５岁；（３）均未进行任何包皮和阴茎手术，无局部
感染；（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有神经系统或精神
系统疾病、出血性疾病病史者；（２）急性尿路感染、隐匿性阴茎
者。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根据信封随机抽签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６５例，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等对
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ｎ）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观察组 ６５ ２１４４±３４０ １６８３０±１２４５ ５８３０±８５４

对照组 ６５ ２１０９±３１０ １６９２０±１３０２ ５８３２±７３５

ｔ ０６１３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对照组：给予传统包皮环切术进行治疗，自阴茎背侧正中

处剪开包皮，剪除过长包皮，并间断缝合包皮内、外板创缘，皮

下彻底电凝止血，包扎切口。

观察组：给予商环包皮环切术，采用圣环牌包皮环切器（中

国芜湖圣大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先用商环专用软尺测距

阴茎冠状沟下阴茎体周径，然后选择合适的商环型号。患者取

平卧位，常规消毒，将内环套在龟头包皮外板上，用血管钳夹住

包皮缘，在将包皮口向外翻转套住内环，保留系带。扣上外环，

扣紧第１齿扣、第２齿扣；修剪多余的包皮，在包皮切缘内侧作
５个左右减张切口，然后进行切口包扎。

术后加强自我管理，保持创面清洁干燥，积极预防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记录两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其中手术时间为

从麻醉作用起效到手术结束的时间，术中出血量的计量为称重

法；（２）疼痛评定：记录两组术中与术后１ｄ疼痛情况，采用 ＶＡＳ
疼痛评分标准，０分无痛，７～１０分患者有渐强烈的疼痛，影响食
欲与睡眠，由两名副主任及以上医生共同评定；（３）术后并发
症：通过门诊复查记录两组术后１个月发生的并发症情况，包括
系带对合不良、水肿、伤口裂开、感染、出血等。

１４　统计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表示为均值 ±标

准差（珋ｘ±ｓ），对比计用ｔ检验；而计数数据表示采用百分比或者
频数分析，对比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对比

经过记录，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分别为（４０２
±０６９）ｍｉｎ和（１０８±０４４）ｍＬ，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４２
±４１０）ｍｉｎ和（８７２±１４８）ｍＬ（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６５ ４０２±０６９ １０８±０４４

对照组 ６５ ３０４２±４１０ ８７２±１４８

ｔ １４３９８ ２２６４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疼痛评分对比
经过评定，观察组术中与术后１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０６７

±０３３）分和（１６３±０７５）分，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６４±
１２１）分和（４７３±１３４）分（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不同时间点的疼痛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术中 术后１ｄ

观察组 ６５ ０６７±０３３ １６３±０７５

对照组 ６５ ３６４±１２１ ４７３±１３４

ｔ １４２９８ １２８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并发症情况对比
经过观察，观察组术后１个月的系带对合不良、水肿、伤口

裂开、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７％，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２９２％（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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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术后１个月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系带对合不良 水肿 伤口裂开 感染 出血 合计

观察组 ６５ ０ ２ １ １ １ ５（７７）

对照组 ６５ ２ ６ ２ ５ ４ １９（２９２）

χ２ 　１００１６

Ｐ ＜００５

#

　讨论
包皮过长是男性最常见的阴茎畸形，可通过包皮垢积聚引

起阴茎发育不良、早泄、包皮炎、尿路感染等。对于无炎症包皮

过长，常规多认为只是将包皮上翻清洗即可［１０］，而包皮环切术

是治疗包皮过长的主要方法之一，其能显著降低单纯疱疹病毒

（ＨＳＶ）、ＨＩＶ、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等［１１］。

常规的包皮环切术手术有操作相对复杂、术后易出现水肿和血

肿、疼痛较重等并发症，严重者会出现裂开及延迟愈合［１２］；同时

系带的处理不当也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等。商环包皮环切术

与传统包皮环切术相比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其手术过程一般无

须电凝止血，无需缝线缝合，手术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１３］。本

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分别为（４０２±
０６９）ｍｉｎ和（１０８±０４４）ｍＬ，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４２±
４１０）ｍｉｎ和（８７２±１４８）ｍＬ（Ｐ＜００５），主要在于商环包皮环
切术利用包皮环切器内环和外环之间的压力使远端包皮坏死

脱落并同时伤口愈合，简化了手术步骤，也减少了手术创伤。

在传统包皮环切术中，其会切断包皮内外板和海绵体间的

淋巴回流通路，可导致部分患者包皮水肿［１４］。而商环手术可减

少组织液的渗出和促进淋巴液的回流，没有操作不熟练引起的

齿状边缘，可减少了术后包皮水肿的发生率，并且利用商环进

行包皮环切术使得包皮内没有线头残留，术后也就没有异物

感［１５］。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术后１个月的系带对合不良、水肿、
伤口裂开、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７％，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２９２％（Ｐ＜００５），也说明商环包皮环切术的应用能减少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不过在预防并发症中，需尽量保持包皮内

外板松弛状态，尤其在系带侧，包皮提拉的时候尽量用力均匀，

有利降低创口裂开率［１６］。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术中与术后 １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
（０６７±０３３）分和（１６３±０７５）分，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３６４±１２１）分和（４７３±１３４）分（Ｐ＜００５）。主要在于商环
包皮环切术在手术过程中可利用吻合器内环和外环的作用，使

内外板皮肤自然连接，阻断多余包皮的血液循环，对于患者的

疼痛感影响比较小［１７］。但是在使用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比如

龟头严重粘连者不适合行商环包皮环切术；剪除多余包皮时，

适当牵拉包皮，防止痂面包裹内环导致术后加重疼痛；不可擅

自打开外环，要保持局部干燥［１８］。

综上所述，相对于传统包皮环切术，新型商环包皮环切术

治疗包皮过长能简化手术步骤，缓解疼痛状况，减少对于患者

的创伤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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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例隐匿性阴茎患儿运用“Ｖ”形切口改良 Ｂｒｉｓｓｏｎ手
术治疗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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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和探讨７８例隐匿性阴茎患儿运用“Ｖ”形切口改良 Ｂｒｉｓｓｏｎ手术治疗的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我院接受阴茎腹侧“Ｖ”形切口改良Ｂｒｉｓｓｏｎ手术治疗的７８
例隐匿性阴茎患儿的临床资料，介绍手术方法，总结应用效果。结果：术后１２例患儿阴茎皮肤有不同程度水
肿，但均在２周内消退，均无皮瓣坏死，切口均Ⅰ期愈合。随访６～１２个月，患儿阴茎均发育及伸直良好，外
观良好，家长均较满意。结论：在隐匿性阴茎的治疗中“Ｖ”形切口改良 Ｂｒｉｓｓｏｎ手术效果好、外观好，具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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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上隐匿性阴茎并不少见，作为小儿先天性阴茎发育畸
形的一种，其越来越受学界的认识，且随着认识程度的提高，该

病的发病机制也更加的明确，促进了手术治疗方法的完善和改

进［１］。有较多的文献报告过各种治疗方法的近期疗效，但对远

期疗效的报告较少［２］。本文运用“Ｖ”形切口改良 Ｂｒｉｓｓｏｎ手术
治疗７８例隐匿性阴茎患儿，通过６～１２个月的随访来观察治疗
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择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
我院接受阴茎腹侧“Ｖ”形切口改良Ｂｒｉｓｓｏｎ手术治疗的７８例隐
匿性阴茎患儿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１０岁，平均２６岁。患儿排
尿及睾丸发育均正常。平卧位时将阴茎周围皮肤用拇指和食

指后推，见患儿阴茎体长度及发育基本正常，松手后阴茎体迅

速回缩，并见包皮呈小丘样高起１～２ｃｍ左右。患儿均阴茎头
不外露、阴茎体部皮肤不附着、包皮口狭窄。此次研究患者家

属均知情同意，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手术方法
患儿取仰卧位，手术均在骶从麻醉加静脉全麻下进行。充

分剪开包皮环腹以尽可能地扩大狭窄的包皮口，把阴茎头和包

皮分离至冠状沟，以确保阴茎头得以暴露。缝线选在阴茎头背

侧，然后进行牵引，环切包皮内板选在冠状沟５～７ｍｍ左右，对
阴茎皮肤和肉膜进行脱套式剥离，使阴茎伸展外露。复位脱套

包皮后，对多余的包皮组织进行修剪。对于较肥厚的包皮系

带，均作剪除处理，并重新成形系带组织；对于附着位置过于靠

近阴茎头前段的系带，考虑到缝合后可能会导致阴茎头下弯，

可先电凝下推系带进行纠正，下推沿阴茎头表面，然后剪除多

余的系带组织，最后重新成形系带。包皮环切口进行对合缝

合，行璞状阴茎腹侧“Ｖ”形切口，对阴茎阴囊处的皮肤及肉膜给
予“Ｖ”形剪除，并确保阴茎体被剩余的阴茎皮肤覆盖时无张力
且平整。在“Ｖ”形处电凝切除阴茎体及环阴茎根部发育不良的
筋膜和肉膜组织及异常增生。在阴茎腹侧根部固定缝合尿道

前筋膜和皮下筋膜，皮肤缝合采用间断式。术中使用的可吸收

ＰＤＳ缝线进行缝合和牵引。术后留置导尿管５ｄ，包扎采用适当
加压包扎。手术时间４０～６０ｍｉｎ，随访６～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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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１２例患儿阴茎皮肤有不同程度水肿，术后２周内均基本消

退，均无皮瓣坏死，切口均Ⅰ期愈合。随访６～１２个月，患儿阴
茎均发育及伸直良好，外观类似包皮环切后，阴茎头外露，包皮

自然翻起，家长均较满意。

#

　讨论
阴茎显露不佳称之为隐匿性阴茎，多由先天发育因素引

起［３，９］。本组病例均是由阴茎体前段附着肉膜引起，这些肉膜

会形成纤维索带，继而限制阴茎，且由于肉膜弹性差及阴茎体

与浅筋膜不附着，进一步加重了阴茎的隐匿程度，再合并包皮

口狭窄环的情况下，阴茎头则会完全不能外露，继而形成隐匿

性阴茎所特有的外部表象［１０，１４，１５］。

在选择隐匿性阴茎病例时，要注意区分单纯肥胖所致者，

两者的发病机制完全不同［１１，１３］。对于单纯肥胖者，阴茎隐匿是

由耻骨前方脂肪多度堆积引起，但阴茎根部皮肤附着很好，且

多数患儿会通过减轻体重可逐渐好转、痊愈［１２，１６］。对于这类患

儿不宜进行手术，进行有计划的体育锻炼、控制饮食、减轻体重

即可，部分患者甚至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体重自然下降，相关症

状自然消失［１２，１７］。对于先天性发育因素引起的纤维索带限制

阴茎伸长、阴茎肉膜发育不良的典型隐匿性阴茎，则需要进行

手术，以尽可能改变患儿出生时即呈现的外观短小现象［１８］。随

着隐匿性阴茎发病机制的逐渐明确，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尽早进

行手术，最佳的手术时机为患儿２岁时，此时阴茎有一定程度的
发育，有利于手术的进行。相关的报道［４］指出，尽管年幼者家

长多不支持过早进行手术，但早期手术（患儿２岁左右）的家长
感受及长期效果要高于稍晚手术（患者１２岁左右）。本组患儿
年龄均在２岁以上，但不超过１０岁，阴茎有一定发育，术后部分
患儿阴茎皮肤有不同程度水肿，但均在２周内消退，均无皮瓣坏
死，切口均Ⅰ期愈合。随访６～１２个月，患儿阴茎均发育及伸直
良好，外观良好，家长均较满意。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隐匿性阴茎采用 Ｄｅｖｉｎｅ术式进行治
疗［５］，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逐渐改用Ｂｒｉｓｓｏｎ术式，且尽管近
几年的不断改进和完善［６］，该术式出现多种变形，比如“Ｖ”形切
口改良术。笔者认为通过腹侧“Ｖ”形切口牵拉出并电凝切除多
余阴茎体和环阴茎根部发育不良的筋膜组织和肉膜及异常增

生，有利于浅筋膜组织及包皮更好地附着于阴茎体，可有效避

免术后阴茎显露不佳和阴茎背侧部分包皮回缩。“Ｖ”形切口改
良Ｂｒｉｓｓｏｎ术的优势如下：（１）包皮环切口缝合后再行“Ｖ”，可规
避传统Ｂｒｉｓｓｏｎ术整形缝合包皮时会遇到的皮瓣定点问题，且操
作更为简单，容易掌握［７］。（２）包皮内板组织相对较少，术后外
观良好，不易出现顽固性水肿［８］。（３）系带成形后，外观良好，
阴茎头挺直。（４）固定选在阴茎腹侧，不用两侧及背侧固定，可
避免阴茎旋转和侧弯及血管神经损伤。

综上所述，在隐匿性阴茎的治疗中“Ｖ”形切口改良Ｂｒｉｓｓｏｎ手

术效果好、创伤小、外观好、家长满意度高，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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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与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治
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观察
刘伟军　於佶
湘潭市中心医院南院区泌尿烧伤科，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与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
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治的１４２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术式将其分为
研究组（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和对照组（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精
液质量及安全性等指标。结果：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研究组手术时间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
组患者精子数、浓度及活率均明显改善，且研究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
患者精子活力分级均明显改善，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中两组患者均无
复发病例，研究组附睾炎、睾丸萎缩、阴囊水肿及鞘膜积液发生率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与传统Ｐａｌｏｍｏ术式均对精索静脉曲张有较好治疗效果，但显微
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对精液质量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Ｐａｌｏｍｏ术；静脉低位结扎；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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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有研究［１］指

出，国内精索静脉曲张发生率约为１５％ ～２０％，而在不育男性
中高达２５％～４０％，严重危害患者生育功能。Ｋｒｏｅｓｅ等［２］的研

究证实，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术后精子质量可得到显著改

善，术后自然怀孕率提升２８７倍。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与显微镜

下精索内静脉结扎术是临床常用的两种术式，均有良好应用效

果的临床报道［３］。但研究［４］多认为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结扎

术是最佳治疗术式。本次研究选取１４２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进
行对照研究，比较两种术式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治的１４２例精
索静脉曲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组对象均符合以下标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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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婚后不育患者；（２）体检触及阴囊内蚯蚓状蔓状精索静脉
丛；（３）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为曲张Ⅱ度以上的原发性精
索静脉曲张；（４）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１）排除合并腹股沟损伤或手术史患者；（２）排除阴囊损伤或手
术史患者；（３）排除外生殖器先天性异常患者；（４）排除泌尿生
殖系统感染患者；（５）排除内分泌系统疾病患者。按术式将患
者分为研究组（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和对照组（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研究组患者 ７７例，年龄 １９～３４岁，平均年龄
（２５４７±４１２）岁；其中曲张Ⅱ度４１例，Ⅲ度３６例；发病部位包
括单侧６１例，双侧１６例。对照组患者６５例，年龄１９～３１岁，
平均年龄（２５５１±４１５）岁；其中曲张Ⅱ度３３例，Ⅲ度３２例；发
病部位包括单侧４９例，双侧１６例。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研究组：研究组术式为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麻醉

方式为局部神经阻滞麻醉，体位为平卧位，于距腹股沟外环口下

１～１５ｃｍ处作长约１５ｃｍ的斜行切口或横行切口，按皮肤、皮下
和浅筋膜的顺序依次切开，将精索外筋膜晚期暴露，拉钩将精索

拉出并将其固定，分离提睾肌，探寻输精管并给予保护，再依次将

精索外筋膜与精索内筋膜打开，在１０倍视野下对血管束进行解
剖，保护神经、淋巴管与睾丸动脉，分离静脉并将其结扎，完毕后

进行止血。发现精索外静脉曲张明显时，应将其结扎。采用Ｖａｌ
ｓａｌｖａ试验检测曲张静脉是否有分支遗漏结扎，检测完毕后将切
口关闭。术后嘱患者卧床休息，１ｄ后方可下床。

对照组：手术术式为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麻醉方式均为硬膜外
麻醉，体位为平卧位，于髂前上棘内侧３ｃｍ及腹股沟内环口上

方交点处作斜切口，长约３～４ｃｍ，沿纤维走向逐层切开，依次为
腹外斜肌腱膜、腹横肌、腹内斜肌及腹横筋膜，完毕后内推腹

膜，寻找精索并依次游离精索内筋膜与输精管及精索血管束，

集束结扎并将其切断，完毕后关闭切口。术后嘱患者卧床休

息，１ｄ后方可下床。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手术时间与住院时间：记录患者手术时间与住院时间，
并进行比较；（２）精液质量：术后３个月时采集患者精液进行检
验，记录精子数、精子浓度、精子活率及精子活力分级等指标；

（３）安全性评价：记录随访过程中患者发生的并发症（附睾炎、
睾丸萎缩、阴囊水肿及鞘膜积液）与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率［ｎ

（％）］表示，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格式
表示，行ｔ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研究组平均手术时间（５２０７
±１１３８）ｍｉｎ，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２３７４±７６１）ｍｉｎ，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６６２，Ｐ＜００５）。研究组平均住院
时间（２７４±０４８）ｄ，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２９８±０７６）ｄ，住
院时间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２２０２，Ｐ＞００５）。术后
随访５～１７个月，平均（１２０４±３１８）个月。
２２　两组患者精子数量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精子数、浓度及活率均明显改善，且研究组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精子数量比较

组别 例数
精子数（×１０６）

术前 术后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术前 术后

精子活率（％）

术前 术后

研究组 ７７ ２６５７±３４８ ４３１５±４２６ １５６１±２２５ ２３２７±３１１ ４８３７±６６３ ６５２３±４４８

对照组 ６５ ２５９６±４０３ ３７２１±５３８ １６０３±３２２ ２１０８±４５７ ４７５０±５１７ ５３２６±６６５

ｔ ０９６８ ７３４０ ０８８５ ３２７６ ０８７８ １２３４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精子活力分级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精子活力分级均明显改善，且研究组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精子活力分级比较

组别 例数
ａ级（％）

术前 术后

ａ＋ｂ级（％）

术前 术后

研究组 ７７ １１２３±２２５ ２７０４±３６１ ２６１７±３１４５１０８±３７２

对照组 ６５ １１１８±２１６ ２３５８±１４５ ２５３４±２７１４８４１±４０５

ｔ ０１３４ ７７０６ １６７０ ４０９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随访中两组患者均无复发病例，研究组附睾炎、睾丸萎缩、

阴囊水肿及鞘膜积液发生率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阴囊水肿 附睾炎 鞘膜积液 睾丸萎缩

研究组 ７７ ３（３８９） ２（２５９） １（１２９） ２（２５９）

对照组 ６５ １３（２０００） ８（１２３１） ７（１０７６） ６（９２３）

ｔ ９１４２ ５０７７ ５９４６ ２９１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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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是男性不育症发生的常见病因。而瓣膜失

能及静脉回流受阻是导致精索静脉曲张的主要原因，血液返流

导致血液淤滞，促使静脉呈伸长、扩张及迂曲样改变［５］。有研

究［６－８］发现，精索静脉曲张好发于左侧，他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

个原因：其一是左侧精索静脉与左肾静脉间走行为直角状，血

流阻力大；其二是乙状结肠可对左侧精索内静脉产生压迫，而

左肾静脉又受到主动脉搏动与肠系膜上动脉搏动的影响，左精

索静脉回流受到阻滞。不育症患者在合并显著精索静脉曲张

时应尽早实施手术治疗。

王延柱等［９］的研究也认为，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及保守

治疗无效者也应立即行手术治疗。阻断静脉血液返流、防止血

液局部淤积及改善局部微环境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主要目

的。此外，Ｍａｒｔｅ等［１０］的研究认为，手术后睾丸生长环境得到改

善，精子质量与睾丸功能得到恢复，可明显改善自然怀孕率。

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低位结扎、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术等均是精索静脉曲张的常用手术方法，此外还有
精索内静脉转流术与外环下腹股沟内结扎等多种术式［１１，１２］。

其中Ｐａｌｏｍｏ术式与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是最为常用
的两种术式，临床疗效也较好［１３］。

有研究［１４，１５］认为，低位结扎中水平静脉较多，难以保证所

有精索静脉均被结扎，影响精索静脉外环下低位结扎的质量效

果。而Ｋｉｍ等［１６］的研究认为，精索动脉周围小静脉的遗漏是术

后复发的主要原因。在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中剪开

血管束鞘膜，动脉可得到完全显露，滴注扩血管药物后动脉搏

动显著，方便区分血管。本次研究中行显微镜下经低位腹股沟

外环口下途径的患者，动脉周围的细小静脉均较好辨认。Ｍａｒｔｅ
等［１０］的研究认为，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能够准确辨认

精索淋巴管并进行保护，可有效降低睾丸鞘膜积液、阴囊肿胀

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本次研究发现，研究组在住院时间、

精液质量及术后并发症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与传统Ｐａｌｏｍｏ术
式相比治疗优势显著。史庆等［１７］的研究也认为显微镜下手术

在术后恢复、精液质量及复发预防等方面均优于Ｐａｌｏｍｏ术式及
腔镜下手术。本次研究行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时，仅

采用显微镜区分血管，在直视下作切口与分离各层组织与精

索，手术时间能够得到缩短。但本次研究也发现，就手术时间

而言研究组较长，这一方面为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手

术较为复杂所致，另一方面操作熟练程度也对手术时间有较大

影响。研究组后２６例患者手术时间与前５１例相比明显缩短，
这表明熟练程度提高后手术时间可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与传统Ｐａｌｏｍｏ术
式均对精索静脉曲张有较好治疗效果，但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

低位结扎对精液质量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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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附睾胚胎型横纹肌肉瘤１例并文献复习
樊胜海　李学德△　江志勇　何庆鑫　汪中兴　贲晶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男科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附睾横纹肌肉瘤的临床表现、病理和诊治方法。方法：回顾分析１例原发性附
睾横纹肌肉瘤患者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患者２３岁，因偶然发现左阴囊肿物３周入院。查体左附睾尾部约
３ｃｍ×３ｃｍ×１５ｃｍ大小肿物，质硬，表面不规则，无压痛。ＭＲＩ左附睾肿瘤可能性大。术中冰冻活检明确肿
瘤后予以行左侧睾丸附睾根治性切除。１０ｄ后行腹腔镜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予以化疗。结果：左侧睾
丸附睾根治性切除术后病理：镜下见肿瘤细胞呈小圆形，核异型性明显，部分胞浆可见明显横纹。免疫组化

结果：ＶＩＭ（＋）、ＭｙｏＤ１（＋）、Ｍｙｏｇｅｎｉｎ（＋）、Ｋｉ６７（３０％）、Ｄｅｓｍｉｎ（＋），诊断：左附睾横纹肌肉瘤。腹膜后淋
巴结清扫未见淋巴转移。现予以化疗，未见复发及转移。结论：附睾胚胎型横纹肌肉瘤极罕见，临床表现不

具特异性，确诊主要靠病理，预后较差，特别是１０岁以上患者，是一种恶性程度高的肿瘤。
【关键词】　附睾；横纹肌肉瘤；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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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附睾恶性肿瘤罕见［１］，病理类型为胚胎性横纹肌肉瘤

更为罕见。２００６年１月我科收治１例原发性附睾胚胎性横纹
肌肉瘤患者，手术后予以化疗，效果较好。现结合资料并复习

文献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２３岁，因偶然发现左阴囊肿物３周入院。查体
左阴囊轻度增大，左睾丸未见异常，左附睾尾部扪及约３ｃｍ×
３ｃｍ×１５ｃｍ大小肿物，质硬，形态不规则，无压痛，精索无增

粗，右睾丸附睾未见异常。彩超：左附睾尾部见一３ｃｍ×３ｃｍ低
回声实性肿块，形态不规则。腹部ＣＴ：腹膜后未见淋巴结肿大。
ＭＲＩ左附睾肿瘤可能性大。
１２　方法

术中冰冻活检ＨＥ染色明确肿瘤后，予以行左侧睾丸附睾
根治性切除。１０ｄ后行腹腔镜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予以
ＶＡＣ方案化疗。
"

　结果
２１　病理情况

肉眼观，灰红肿物一个，体积４ｃｍ×３５ｃｍ×３ｃｍ。镜检：切
面灰白，质稍韧。ＨＥ染色示左附睾肿瘤，考虑胚胎性横纹肌肉
瘤。免疫组化：ＶＩＭ（＋），ＭｙｏＤ１（＋），Ｍｙｏｇｅｎｉｎ（＋），Ｋｉ６７
（３０％ ＋），Ｄｅｓｍｉｎ（＋）。病理诊断：左附睾胚胎性横纹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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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

２２　治疗情况
予以行左侧睾丸附睾根治性切除术后第１０ｄ行腹腔镜下腹

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未发现淋巴结转移，后转肿瘤科予以 ＶＡＣ
方案化疗４个疗程。目前未见复发。
#

　讨论
原发性附睾肿瘤较为少见，约占男性泌尿生殖系肿瘤的

２５％，多见于 ３０～５０岁，附睾恶性肿瘤更为罕见，不足其中
３０％［２］，目前国内外报道不多，发病机制不清，有研究认为该肿

瘤的发病与基因组的突变存在一定关联［３］。

横纹肌肉瘤可分为４种亚型，即胚胎型、多形型、腺泡型、葡
萄状型［４］。胚胎型横纹肌肉瘤发病年龄偏小，多见于儿童，

７０％在１０岁前发病，国内报告最小为１４个月患儿［５］，本例发病

时２３岁，病理为胚胎型。多形型好发于老年四肢，腺泡型多发
于青壮年的头颈部及四肢，葡萄状型多发于女性阴道、子宫、中

耳及鼻咽部。

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异性，早期多表现为阴囊内迅速增大的

无痛性包块，转移症状多表现为腹膜后淋巴结肿大、乏力、食欲

减退、体质减轻。ＣＴ及ＭＲＩ多无特异性表现［４，６］。早期需与附

睾结核、附睾炎等鉴别，超声及针吸细胞学检查有助于提高诊

断率［７］，确诊主要依靠病理检查。因肿瘤呈不均匀状态，活检

取材要足够大，最好采用切口式活检，肿块直径＜３ｃｍ时可做切
除性活检［８］。ＨＥ染色光镜下见瘤细胞呈小圆形细胞，核大深
染，偏位，可见横纹和核分裂；电镜下瘤细胞内有平行排列的粗

细肌丝、Ｚ带和糖原，若分化不明显易与其它小圆细胞混淆，如
神经母细胞瘤、龙文氏肉瘤、恶性淋巴瘤等。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标志物应用于辅助诊断横纹肌肉瘤，有利于其鉴别诊断，如

胞质蛋白（肌红蛋白 Ｍｙｏｇｌｏｂｉｎ）、中间丝蛋白（结蛋白 Ｄｅｓｍｉｎ、
波纹蛋白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ｔ和Ｉｎｅｓｔｉｎ）、收缩蛋白（肌动蛋白Ａｃｔｉｎ、肌球
蛋白 Ｍｙｏｓｉｎ、肌钙蛋白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Ｔ和 Ｔｉｔｉｎ）等。本例 ＶＩＭ
（＋）、ＭｙｏＤ１（＋）、Ｍｙｏｇｅｎｉｎ（＋）、Ｋｉ６７（２０％）、Ｄｅｓｍｉｎ（＋），确
诊为横纹肌肉瘤。

附睾横纹肌肉瘤呈高度恶性，发展迅速，可经淋巴及血行

扩散到肝及肺，根治性睾丸切除术 ＋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 ＋术
后辅助化疗是多数学者推荐的方案［９，１０］。也有学者认为年龄

１０岁以下患儿，若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肿大淋巴结，则不必行腹
膜后淋巴结清扫；而１０岁以上患者 ＣＴ提示淋巴结转移可能
时，必须行腹膜后淋巴结清扫［１１］。病理证实淋巴结阳性时还需

放射治疗。本例成年人，予以行腹腔镜下腹膜后淋巴结清扫，

术后病理阴性。临床上化疗方案为 ＶＡＣ和 ＩＶＡ。成人附睾横
纹肌肉瘤预后较差，多数２年内复发、转移，因此术后需加强随
访及观察［１２］。

原发性附睾恶性肿瘤预后较差，主要影响因素是病期、病

变部位及病理类型，肿瘤直径大于５ｃｍ及年龄大于１０岁者预
后较差［１３］。Ⅰ期病变长期存活率可达８０％ ～９０％；Ⅱ期病变
无局部扩散者，３年生存率可达７０％；临床多Ⅲ期 ～Ⅳ期，常在
２年内死于广泛转移和全身衰竭。病理类型中胚胎型预后较
好，多形型与葡萄型次之，腺泡型最差。本例属胚胎型Ⅰ期，未
见腹股沟及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现在接受化疗，预后较好。

综上所述，附睾胚胎型横纹肌肉瘤极罕见，临床表现不具

特异性，确诊主要靠病理，预后较差，特别是１０岁以上患者，是
一种恶性程度高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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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３，２１（５）：

７９３－７９８．

［１２］　李荣岗，孙丽霞，廖悦华，等．成人睾丸内横纹肌肉瘤临床病理

分析．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５）：５５６－５５９．

［１３］　杜从启，田润辉，郭凯敏．附睾胚胎型横纹肌肉瘤１例报告并文

献复习．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５）：５７－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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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内痔患者性生活质量调查
杜菡１　江洪亮２　梁沛华３△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高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广东 茂名 ５２５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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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三期内痔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取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匿名调查。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７８２份，收回５７８份，共收集到符合纳入标准病例３７６例。结果：女性患者问卷积分普遍
高于男性患者，大部分的问题，性别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调查显示，严重的痔疮疾病，除了肛门

和全身的症状外，亦影响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并且对女性患者影响更为严重。

【关键词】　三期内痔；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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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痔是一种位于肛门部位的常见病及多发病，任何年龄都可
发病，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增高。据我国１９７５～１９７７
年普查的７６９６９２人中，肛门直肠疾病占５９１％，痔占所有肛肠
疾病的 ８７２５％，其中以内痔为最多，占所有肛肠疾病的
５３９％。国外调查痔的发病率也是６０％～７０％，另据我国２０００
年肛门直肠疾病调查的４８０１例，其中患痔３８８８例，占８０６％，
居肛肠科门诊量的第一位，是肛肠科的代表性疾病［１］。内痔是

肛垫的支持结构、血管丛及动静脉吻合支发生病理性肥大或移

位而形成的团块。其临床表现主要有便血、肛门肿痛、痔核脱

出肛门、肛门坠胀及肛门的异常分泌物等。根据内痔的变化和

发展分为４期。其中Ⅲ期内痔的主要临床表现为：便后或久立
久行、咳嗽、劳动用力、负重远行增加腹压时痔体脱出，不能自

行回纳，需休息或手推才能还位，同时还伴有便血、肛门异常分

泌物等症状。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性生活质量的要求及会阴区美感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笔者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不少痔疮疾病的患者，他们感觉到痔

核的脱出、肛门的异常渗液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性生活质量。有

不少患者前来为求手术治疗，就是因为痔疮疾病影响性生活质

量的因素。因此，笔者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就开展了痔疮疾病对性生
活质量影响的调查并同时开展了相关的临床研究。现特将自

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积累的调查资料汇总，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接受调查的患者，来源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高州中医

院肛肠科门诊及住院部病人，均为自愿原则，调查获得医院伦

理委员会的许可。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

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ＺＹ／Ｔ００１１－９４）［２］，及 ２００６
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结直肠肛门外科学组、中华中医药学会

肛肠分会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分会联合制定的《痔临床

诊治指南》［３］，将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疾病、外阴

外伤及手术患者剔除、２０岁以下７０岁以上患者剔除、无稳定性
生活伴侣的剔除。发放问卷７８２份，收回５７８份，共收集到符合
纳入标准的病例３７６例。患者年龄在２０～７０岁之间，各种年龄
段均有，其中２０～３５岁为１９８人，３５～４５岁１２６人，４５～７０岁
５２人；男性１７７例、女性１９９例；各种文化程度均有，但高中或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有３１３人占８３％，可能与文化程度高愿
意接受调查有关。

１２　调查方法
由熟悉调查表内容的肛肠科医师，向受调查者讲解并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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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意后，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调查问卷，问卷均由患者自行填

写，填写后自行投放回指定回收箱。

１３　 调查内容
本问卷采取自制的性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患者年

龄、性别、婚否、既往史、学历等一般资料。问卷共设置１４个问
题：（１）您和您的性伴侣性生活频度如何？（２）您喜欢的性生活
频度是？（３）您觉得痔疮疾病影响您的性生活质量吗？（４）您
的痔疮疾病在性生活时会脱出吗？（５）您的痔疮疾病在性生活
后会加重吗？（６）您会因为痔疮疾病发作避免和性伴侣进行性
生活吗？（７）您的性伴侣会因您的痔疮疾病避免与您进行性生
活吗？（８）您的痔疮疾病会影响您性生活频率吗？（９）您的性
伴侣向您抱怨过您的痔疮疾病影响会阴部外观吗？（１０）您性
生活中会发生大便失禁吗？（１１）您性生活中会发生肛门渗液
吗？（１２）您会因为担心肛门渗液或大便失禁而引起的尴尬而
避免性生活吗？（１３）您觉得您在患痔疮疾病后性生活质量是
否下降？（１４）您觉得痔疮疾病影响性生活质量是促使您就诊

的因素之一吗？

这份调查问卷包括四大方面：（１）问题１、２和６主要调查
患者的性生活频度、其喜爱的频度以及性生活时间；（２）问题４、
５、８、１０、１１主要针对患者痔疮病理因素对性生活的影响进行调
查；（３）问题３、６、１２、１３、１４主要就痔疮疾病引发的心理因素对
性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４）问题７、９主要就性伴
侣对痔疮疾病是否影响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问题分数为０～
４分，分值越多，表明频率越高或症状越严重。
"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积分普遍要高于男性患者，大部分的

调查问题，两组间比较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这与女性更

加注意自己阴部外观和性生活质量有关。问题１～３组间比较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男女性对性生活频率的要求及痔疮

对性生活质量影响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问题７里面，两组间
比较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提示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男女性没有明显的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三期内痔患者性生活质量男女性积分及比较

问题
男（ｎ＝１７７）

４分 ３分 ２分 １分 ０分

女（ｎ＝１９９）

４分 ３分 ２分 １分 ０分
组间对比

１ １ ４３ １３１ ２ ０ １ ５６ １３９ ３ ０ Ｐ＞００５

２ ２ １５６ １９ ０ ０ ０ １６８ ３０ １ ０ Ｐ＞００５

３ １０８ ４８ １２ ９ ０ １４２ ４３ ８ ４ ２ Ｐ＞００５

４ ２０ ３１ ９８ ２２ ６ ３８ １１６ ４３ ２ ０ Ｐ＞００５

５ １３ ９８ ２３ ３６ ７ ４２ １２６ ２８ ３ ０ Ｐ＞００５

６ ６８ ７１ ３１ ７ ０ １５３ ３４ １１ １ ０ Ｐ＞００５

７ １０８ ５４ １３ ２ ０ ８４ ７９ ２８ ７ １ Ｐ＞００５

８ ３９ ７２ ５９ ５ ２ ５２ １０７ ３７ ３ ０ Ｐ＞００５

９ １７ ２３ ８６ ４９ ２ ２９ １１４ ３９ １４ ３ Ｐ＞００５

１０ ０ ２ ４ ８ １６３ ３ １２ １６ ３５ １３３ Ｐ＞００５

１１ １８ ３９ ４２ ５９ １９ ６５ ７２ ４３ １７ ２ Ｐ＞００５

１２ １７ ４３ ３３ ６１ ２３ ７２ ８５ ３１ ４ ７ Ｐ＞００５

１３ １６ ３２ ７５ ４８ ６ ２９ ８７ ５４ ２７ ２ Ｐ＞００５

１４ １２ ３４ ４５ ８３ ３ ３７ ４９ ５８ ５２ ３ Ｐ＞００５

　　从调查结果分析来看，接受调查的患者性生活频度主要集
中每月１～３次的频度上，不符合相应年龄分布的频率，并且在
男女比较上是没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大多数男性患者及女性

的性生活频率均集中在每周１～３次上。这两个问题说明，现实
和理想差异很大。在问题３，问及患者痔疮疾患是否影响其性
生活质量上面，有６１％的男性患者认为痔疮会影响其性生活质
量，但有７１％的女性患者认为痔疮疾病会影响其性生活质量，
二者比较是没有统计学差异的，说明痔疮疾病对性生活生活质

量的影响不分男女。在问题４上，约２９％男性患者经常脱出，
约５６％的男性患者只会偶尔在性生活时痔核会脱出。但在女
性患者，有８７％的患者表示在性生活时其痔核会脱出，这很可
能与其解剖结构及性生活体位有关。同时有５６％的男性患者
表示其痔疮疾病会在性生活后加重，而８４％的女性患者表示其
痔疮疾病会在性生活后加重。在问题６，问及患者是否会因痔
疮疾病的发作而避免和性伴侣进行性生活时，７９％的男性患者
和９４％的女性患者表示每次或多数情况下会因痔疮疾病的发
作而避免和性伴侣进行性生活，女性在这方面较男性更加严

重。问题７，问及患者性伴侣会因其痔疮疾病避免与其进行性
生活时，９２％的男性患者及８２％的女性患者回答每次或多次情
况下会出现。但男性的性伴侣表现得更加敏感。问题８，当问
及患者痔疮疾病会影响其性生活频率时，６３％的男性和８０％的
女性患者表示痔疮疾病会影响其性生活的频率。问题９，在涉
及患者的性伴侣是否向其抱怨过他的痔疮疾病影响会阴部外

观时，７６％的男性患者表示很少或偶尔，但７２％的女性患者则
表示每次或经常会出现。问题１０，在问及患者在性生活时是否
会出现大便的失禁，绝大部分的患者都表示不会，这可能与痔

疮疾病本来就很少出现肛门失禁原因有关。但仍然有部分女

性患者会出现，不排除其长期的痔疮疾病后合并会阴及肛门肌

肉的松弛有关。虽然绝大部分的患者不会出现肛门失禁，但是

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肛门的渗液情况，可能与患者在性生活

时，痔核的脱出及充血水肿有关。在问及患者是否会担心肛门

渗液或大便失禁而引起的尴尬而避免性生活时，约３４％的男性
患者表示多次情况下或每次都会担心，但超过１倍（７９％）的女
性表示多次情况下或每次都会担心，说明女性患者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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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男性患者。同样，在问及患者在患痔疮疾病前和患病后

性生活质量是否下降时，２７％的男性患者表示有下降，５８％的女
性患者表示下降，女性患者是超过男性患者１倍以上的。在最
后问及患者觉得痔疮疾病而影响性生活质量是促使其就诊的

因素之一时，超过一半（５１％）的男性患者表示是，但有７２％的
女性患者表示是，女性患者的人数超过男性患者的一半以上。

#

　讨论
内痔是肛垫的支持结构、血管丛及动静脉吻合支发生病理性

肥大或移位而形成的团块，其临床表现主要有便血、肛门肿痛、痔

核脱出肛门、肛门坠胀及肛门的异常分泌物等［４，５］，是临床的一

种常见病及多发病，但亦是涉及个人隐私较高的一种疾病。中医

学认为，痔疮的发病与饮食不节、房室不慎、外感六淫、便秘、劳累

过度、久病、久坐、久泄、久咳、妇人妊娠、情志因素及脏腑虚弱等

因素有关［６］，其不适症状影响着患者各方面的生活质量。Ｋｉｓｌｉ［７］

研究发现，痔疮不光影响患者的胃肠道症状，也影响到患者的睡

眠质量。而痔疮的发病危险因素主要有：大便、性生活、饮食、运

动及遗传因素［８－１２］。而陈长香等［１３－１５］研究发现，性生活也是痔

疮发病和加重的一个危险因素。因为性生活时，全身肌肉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尤其是盆腔和臀部肌肉持续收缩，这就会增加肛门

周围血液循环的阻力，使血液循环发生障碍。若性生活过频，肛

门静脉经常发生血液循环障碍，静脉曲张，淤血，突出于黏膜或肛

门外，以致不可逆转而发生了痔疮。

在患者进行性生活时，盆腔和会阴部组织的充血水肿，性生

活时容易对痔核组织进行碰撞，加重了痔疮疾病患者的临床症

状。同时痔核的脱出，亦影响了患者会阴区的外观，对患者本人

和性伴侣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叶淳等［１６，１７］研究显示，

重度痔疮的患者普遍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其焦虑抑郁情绪受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研究发现有部分患者因对痔疮的认知不

足，认为其会癌变以及部分痔疮患者合并有肠癌的因素，加深对

痔疮的恐惧［１８－２０］。因此，三期内痔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对患者造

成了损害，降低了患者及其性伴侣的性生活质量。

我们通过分析接受调查３７６例患者，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
程度人数有３１３人，占８３％，并且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０～４５岁之
间，可能与文化程度高，患者愿意接受调查，同时亦较为关注自

己的性生活质量有关。调查结果显示，痔疮疾病对女性的性生

活质量影响更为严重，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１）女性肛门和
阴道邻近，痔核脱出会直接影响到会阴部的外观；（２）在性生活
时，如果体位不恰当，会直接撞击或摩擦到痔核，造成疼痛不

适；（３）如果女性采取坐位时，痔核会脱出更加严重，肛门的渗
液会污染双方；（４）男性性伴侣对其外阴外观的要求过于追求
完美；（５）来源于女性患者天性爱美和敏感性强有关。

调查显示，严重的痔疮疾病，除了肛门和全身的症状外，其

实亦影响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目前在痔疮与患者性生活质

量之间的临床研究还较少，可能与专科性有关，因此，我们可以

联合相关专科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本次调查也显示了其不足之处：（１）调查的样本太少，不能
充分说明问题；（２）调查的量表是自制的量表，缺乏权威性；（３）
有部分的患者因羞于回答问题，不愿回答或参与调查；（４）关于
性生活质量的高低，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难以衡量；（５）统计
的数据分析限于统计水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未能更加深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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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Ｋ－０９－０３）
【第一作者简介】陈欣（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消化、心
血管等有关超声研究。

△【通讯作者】王艳（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４９４３３５５０７＠
ｑｑ．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１４

特发性性早熟女童乳腺高频超声显像特征分析
陈欣１　刘宏雄１　王艳２△　刘鹏３

１榆林市第二医院超声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２榆林市第二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３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脊柱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乳腺高频超声在特发性性早熟女童诊断中应用的价值，为特发性性早熟女
童的临床诊断提供新的思路及理论支持。方法：抽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院接收的５１例特发性
性早熟女童作为研究组，另选取５１例同期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选用ＡｌｏｋａＳＳＤ－３５００超声显像仪对两
组研究对象进行检查，并对盆腔实施常规超声检测，对比观察两组研究对象乳腺大小及组成、超声参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和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结果：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
研究组周围腺体回声和乳腺中央低回声区长径与厚度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卵泡直径、
卵巢容积、卵巢前后径、卵巢横径、卵巢长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宫颈长径、子宫容积、子宫
体前后径、子宫体横径、子宫体长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激素
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乳腺高频超声在特发性性早
熟女童的临床诊断与鉴别中可发挥重大价值，其中卵泡和卵巢形态学参数诊断具有较大价值，且该检查方

式具有无创性，操作简单，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乳腺高频超声；特发性性早熟；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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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ｌａｎｄｅｃｈｏｅ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ｂｒ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ｙｐｏｅｃｈｏｉｃａｒｅａ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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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ｖａｒ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ｏｖａｒｙ（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ｅｒｖｉｘ，ｕｔｅ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ａｎｄ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ｕ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ｏｄ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ｅｓｔｒａｄｉ
ｏ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ｇｉｒｌ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ｕ
ｌａｒ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ｉｍ
ｐ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ｆ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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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生殖系统功能及发育受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调
节与控制，而该功能发动的时间密切相关于心理状态、营养代

谢及种族等多种因素［１］。性早熟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内分泌

疾病，该疾病是生长发育异常的症状类型，主要表现为青春期

特征提早出现。近些年来，随着膳食结构等不断转变，女童性

早熟发病率在近些年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不仅对患儿的生长

发育及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给患儿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负担。临床医学将特发性性早熟定义为不明原因导致的

性发育提前症状，约占女同性早熟总发生率的７９８％左右［２］。

传统诊断性早熟女童的方法为促性腺激素激发试验，但该诊断

方式费用较高，且耗时较长。叶桂宏等［３］指出，乳腺影像学检

查可直观呈现出机体中生殖系统变化情况、卵巢形态、内部回

声等情况，对提高性早熟女童诊断与鉴别准确度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此，本研究对我院接收的５１例患儿进行探讨分析。现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儿家属知晓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合并单纯乳房发育或其他内分泌疾病者；器质性病变者；

纳入研究前接受相关治疗，可能对乳腺高频超声检查结果造成

干扰者。

１２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院接收的５１例特

发性性早熟女童作为研究组，年龄为１４～７９岁，平均年龄为
（６６５±３１７）岁。另选取５１例同期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年
龄为２０～７５岁，平均年龄为（６５９±３１１）岁。两组研究对象

年龄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本研究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１３　方法
选用ＡｌｏｋａＳＳＤ－３５００超声显像仪（上海阿洛卡医用仪器

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探头频率设定为１０ＭＨｚ。取仰卧位，以其
乳头为中心，从１～１２点呈放射状顺时针或逆时针行连续转动
检查，显示乳头后方的乳管系统结构的各层次回声、内部组织

及边界，并对乳腺部位各层次回声的厚度和宽径、卵泡直径等

指标进行测量；同时对患者实施盆腔扫描，测定卵泡直径、卵巢

容积、子宫容积等指标，其中卵巢和子宫容积计算公式为（前后

径×长径×横径）／２。随后测定两组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
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乳腺大小及组成、超声参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结果和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计量资料，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两独立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用［ｎ（％）］表示计数资料，组间分布采用χ２检验，并对超
声数据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乳腺大小及组成对比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可知，研究组周围腺体回声和乳腺中
央低回声区长径与厚度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乳腺大小及组成对比

组别
周围腺体回声

长径（ｃｍ） 厚度（ｃｍ）

乳腺中央低回声区

长径（ｃｍ） 厚度（ｃｍ）

研究组（ｎ＝５１） ３７９±０５７ １０８±０１６ ２０２±０４４ ０６０±０１３

对照组（ｎ＝５１） ４４３±０６９ １２２±０２０ ２４１±０２４ ０６７±０１２

ｔ ５１０７ ３９０４ ５５５７ ２８２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对比
两组卵泡直径、卵巢容积、卵巢前后径、卵巢横径、卵巢长

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宫颈长径、子宫容积、

子宫体前后径、子宫体横径、子宫体长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对比

组别 卵泡直径（ｍｍ） 卵巢容积（ｍＬ） 卵巢前后径（ｃｍ） 卵巢横径（ｃｍ） 卵巢长径（ｃｍ）

研究组（ｎ＝５１） ３２６±１６７ １３９±０５９ １０７±０３２ １２３±０５２ １８３±０７１

对照组（ｎ＝５１） ２１３±０７７ ０５６±０２９ ０７６±０１５ ０８２±０１４ １５４±０５５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ＯＲ １３７ １０３９０８ １１１６０５ ２０６１８ １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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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组别 宫颈长径（ｃｍ） 子宫容积（ｍＬ） 子宫体前后径（ｃｍ） 子宫体横径（ｃｍ） 子宫体长径（ｃｍ）

研究组 １６７±０６７ ０８５±０３４ ０６８±０３６ １０１±０４３ ２０１±０５４

对照组 １５２±０２７ ０４６±０２８ ０５５±０３１ ０８６±０２４ １６７±０１２

Ｐ ０４０４ ０５１７ ０７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７２２

ＯＲ １０６１ ３４０１ １１５６ ４４７４ ５５５

２３　两组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对比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可知，研究组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

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血清雌二醇、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对比

组别
雌二醇

（ｐｇ／ｍＬ）

促卵泡生长激素

（ｍＩＵ／ｍＬ）

黄体生成素

（ｍＩＵ／ｍＬ）

研究组（ｎ＝５１） ９０６９±２５０３ ４７５６±３０７６ ７８５±２１１

对照组（ｎ＝５１） １４６５±５５９ ４１８±１５２ １５７±０５７

ｔ ２５９５７ １２２７５ ２５２０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女童性早熟在临床医学中主要指女性于８岁之前出现第二

性征，其临床特征为阴唇和阴道黏膜增厚、乳房发育等，对患儿

身心健康均产生了极大影响［４］。有临床研究［５－８］证实，特发性

性早熟女童因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被激活，性激素直接对靶
器官产生作用，不仅会导致第二性征提早出现，病情严重者会

对其身高造成一定影响。通常认为性早熟可分为部分性早熟、

假性性早熟（周围性）及真性性早熟（中枢性）三种类型，其常规

诊断与鉴别方式包括磁共振成像、ＣＴ、垂体兴奋试验、性腺轴激
素测定及骨龄测定等，其中垂体兴奋试验诊断价值较高，但检

查过程中需多次对穿刺静脉以抽取血液样本，导致患儿多难以

耐受［９－１２］。因此，寻找一种创伤小、患儿可耐受的有效检测方

式成为临床研究一项重要课题。

多项研究［１３－１５］表明，超声检查可有效检测出患者内生殖

器变化情况，为临床诊断提供客观依据。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

发展，其操作简捷、无创性及可重复性等特征得到了临床充分

重视，认为其不仅能检测出卵巢内有无功能性肿瘤所引发的假

性性早熟，同时有助于对卵巢及子宫形态进行直观观察，测定

计算卵巢中卵泡数目及直径等，从而提高性早熟诊断准确率。

同时，采用高频探头检查性早熟患儿乳房，可观察乳头后方低

回声腺体组织的厚度与范围，检测结果可靠度高，易于被患儿

及其家属接受［１６，１７］。血清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

异常增高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发动的标志之一，而血清雌
二醇作为雌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在女性生殖器官的发育成熟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血清雌二

醇、促卵泡生长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研究组周围腺体回声和乳腺中央低回声区长径与厚度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研究组患者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已被发动激活，而增大的腺体回声及中央低回声区则
可认为是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被激活的一种表现。由此可
以推测，乳腺高频超声检查中腺体回声的出现可作为特发性性

早熟的一项重要征象。

此外，本研究对超声检测数据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两组卵泡直径、卵巢容积、卵巢前后径、卵巢横径、卵巢长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宫颈长径、子宫容积、子
宫体前后径、子宫体横径、子宫体长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林莹等［１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特发性性早熟女

童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下垂体分泌生成促黄体生成素

和促卵泡成熟素，导致卵泡发育及卵巢增大等，卵泡进而分泌

出雌二醇，致使子宫等多种靶器官发育提前。特发性性早熟女

童疾病初期仅表现为卵巢增大，子宫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但随

病程不断进展，子宫体积随之增大，由于患者发病至就诊间隔

时间较长，因此行超声检查时其子宫已发生增大。上述特发性

性早熟生理病理变化均为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提供了
理论依据，同时也有效证实了乳腺高频超声诊断准确性，提示

实施乳腺高频超声在特发性性早熟女童的诊断中具有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性早熟女童实施乳腺高频超声检测可有效了

解患儿乳房内部结构及其腺体是否发育，明确乳腺组织是否存

在占位性病变，同时可详细观察腺体变化情况，间接呈现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状态，在性早熟的诊断及鉴别中具有重
要意义，且该检测方式操作简捷、无创伤，容易被患儿及其家属

接受，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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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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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曼月乐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５
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７４例采用曼月乐进行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治疗各阶段月
经量、痛经程度、ＣＡ１２５值变化情况。结果：放置曼月乐环后，随着治疗时间的增加，患者 ＶＡＳ疼痛评分明
显降低，月经量明显减少，ＣＡ１２５值明显降低，关键指标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总有效率达到９５９４％。结论：采用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显著，安全可靠，对于无生育要求
妇女可进行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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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
病［１］，２４岁～４５岁育龄女性发病率较高［２］。子宫内膜异位症

具有一定的激素依赖性，治愈率低，复发率高［３］。曼月乐是通

过缓释左炔诺孕酮抑制子宫内膜的激素宫内避孕系统，２０μｇ／ｄ
左炔诺孕酮缓释不仅可实现避孕目的，对于缓解痛经、减少月

经量均有明显效果。对于无生育意愿女性，曼月乐不仅可实现

避孕目的，也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有效手段。本研究以我

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为研
究对象，采用宫内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收到了较好效

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７４例子宫内
膜异位症确诊患者为研究对象［４］，排除药物禁忌证，排除高血

压、心脏病、恶性肿瘤、肝肾功能异常患者。患者均为暂无生育

意愿的已婚妇女，有性生活；年龄２４岁～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３５
±３７）岁；病程４个月 ～７年，平均病程（１５±０７）年；治疗研
究情况患者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前，对患者行妇科常规检查、彩超检查、白带常规检

查。嘱患者月经干净后不要进行性生活，避开经量较多的经

期，由专业医师为患者放置左旋－１８甲基炔诺酮宫内缓释系统
ＬＮＧ－ＩＵＳ（Ｂａｙｅｒ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ｏｙ，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９０１４４）（商
品名曼月乐）之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进行跟踪随访。
１３　指标观察

（１）月经量：采用经期卫生巾使用前后称重方式统计月经
量［５］。（２）痛经程度：采用ＶＡＳ评分法进行疼痛测定，０分为最
低，１００分为最高。（３）监测指标：跟踪监测患者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大小，并对患者血清糖类抗原 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情况进行跟踪
监测［６］。

１４　疗效判断
（１）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缩小超过

３０％；（２）有效：临床症状有所缓解，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缩小在
２０％～３０％；（３）无效：临床症状无减轻或有加重，子宫内膜异
位囊肿未见缩小［７］。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统计数据采取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处理，计量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不同时间指标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基本情况

本研究７４例患者中有２例患者放置曼月乐治疗４５ｄ后，出
现较严重深部异位灶临床症状，性交疼痛感剧烈，排便有明显

痛感，且患者血清糖类抗原１２５值明显升高，后改为腹腔镜手术
治疗。经为期 １年的跟踪随访，７４例患者中，显效 ４３例
（５８１％），有效２８例（３７８％），无效３例（４０５％），总有效率
为９５９４％。本研究患者中未见复发。
２２　关键指标比较

采用曼月乐治疗３个月后，患者月经量、ＶＡＳ评分、ＣＡ１２５
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治疗前与治疗３个月关键指标比较

ｎ 月经量（ｍＬ）ＶＡＳ评分（分）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治疗前 ７４ ９７３±１２３ ６８４±１２１ ７５２±１４７

治疗３个月 ７２ ３２２±４８ ５２１±１３２ ５５２±１３１

ｔ ４１９１ ７７８ ８６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与治疗３个月比较，治疗６个月后，患者月经量、ＶＡＳ评分、
ＣＡ１２５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３个月与治疗６个月关键指标比较

ｎ 月经量（ｍＬ）ＶＡＳ评分（分）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治疗３个月 ７２ ３２２±４８ ５２１±１３２ ５５２±１３１

治疗６个月 ７２ １７３±５２ ２５５±７３ ３４２±１４５

ｔ １７８７ １４９６ ９１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与治疗６个月比较，治疗１２个月后，患者月经量、ＶＡＳ评分、
ＣＡ１２５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６个月与治疗１２个月关键指标比较

ｎ 月经量（ｍＬ）ＶＡＳ评分（分）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治疗６个月 ７２ １７３±５２ ２５５±７３ ３４２±１４５

治疗１２个月 ７２ ８１±２２ １１７±５８ １９４±１６９

ｔ １３８３ １２５６ ５６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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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属激素依赖性疾病，主要发病人群为育龄

女性［８，９］，近年来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率

较高，不仅严重威胁患者健康，对社会卫生资源消耗也较大［１０］。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方法较多，以手术和保守治疗最为多

见，均以消除和减小病灶、控制复发率为目的。一般说来，如果

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组织病变处于极早期，在定期复查的情

况下，无需进行治疗，而年轻未育女性，可鼓励受孕，经足月分

娩后，可有效缓解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症状［１１］。

研究［１２，１３］表明，左旋－１８甲基炔诺酮宫内缓释系统对于抑

制子宫内膜增殖效果明显，具有促进内膜凋亡的作用，可有效

促进子宫内膜萎缩，并有助于保持子宫内膜低功能状态。同类

研究［１４，１５］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疼痛认知情况与复发率存

在一定关联，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病痛对患者身心刺激可影

响手术复发率。处于对手术和复发的恐惧，子宫内膜异位症患

者往往要忍受更多的病痛折磨。曼月乐作为一种避孕器械，患

者治疗依从性好，接受度高，特别是可实现对子宫内膜异位症

的长时期持续治疗。

ＣＡ１２５测定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辅助诊断常用指标，灵敏度

较高，已经成为监测疗效的重要指标［１６］，虽然特异性不够理想，

但对确诊患者疗效情况随访具有重要意义［１７］。本研究中治疗

前 ＣＡ１２５值为（７５２±１４７）Ｕ／ｍＬ，治疗过程中，患者ＣＡ１２５值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１８］，治疗１２个月后，ＣＡ１２５值降低至（１９４

±１６９）Ｕ／ｍＬ。患者月经量从治疗前的（９７３±１２３）ｍＬ，治疗

１２个月后降低至（８１±２２）ｍＬ；ＶＡＳ评分由从治疗前的（６８４

±１２１）分，治疗１２个月后降低至（１１７±５８）分，且月经量和

ＶＡＳ评分治疗前、治疗３个月、治疗６个月、治疗１２个月各阶段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采用曼月乐治疗子宫

内膜异位症治疗连续性好，疗效确切。本研究中，仅有２例患者

出现较严重深部异位灶临床症状，无效患者仅３例，总有效率高

达９５９４％，且未见复发病例，可以说明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

位症具有较好疗效，特别是控制复发情况较好。

综上所述，采用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疗效显著、安全

可靠，对于无生育要求妇女可进行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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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型痛经患者前列腺素及
孕激素的影响
赵蕾　张娟娟　田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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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米非司酮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型痛经患者前列腺素及孕激素的影响。方法：选择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我院接诊的１０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５０例。对照组给予达那唑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米非司酮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治疗后，观察组前列腺素 Ｆ１α（ＰＧＦ１α）、血栓素 Ｂ２（ＴＸＢ２）均低于对照组［（３７９８±３１２）ｐｇ／ｍＬｖｓ
（４８７６±４０２）ｐｇ／ｍＬ，（１３４２３±２７５４）ｐｇ／ｍＬｖｓ（１５６７８±２６４１）ｐｇ／ｍＬ］（Ｐ＜００５）；卵泡生成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优于对照组［（４０７±１３２）Ｕ／Ｌｖｓ（７４５±１７４）Ｕ／Ｌ，（９３４±１１１）Ｕ／Ｌｖｓ
（１３８７±１２５）Ｕ／Ｌ，（７８４３１±４０９１）ｐｍｏｌ／Ｌｖｓ（５７３５６±３５４２）ｐｍｏｌ／Ｌ］（Ｐ＜００５）；痛经 ＶＡＳ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２５１±０３５）分ｖｓ（４７８±０３３）分］（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比对照组高［９８００％
（４８／５０）ｖｓ７８００％（３９／５０）］（Ｐ＜００５）。结论：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使用米非司酮效果显著，可有
效改善前列腺素及孕激素水平，缓解痛经症状，值得应用推广。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米非司酮；前列腺素；孕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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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妇科疾病中，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种常见的病症，其发病
率大约为２０％。患者自身无自觉症状，或由病变部位不同发生
周期性痛经、性交痛、月经不调等，其所致的不孕率高达４０％，
在目前临床上的发病率也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１，２］。手术治疗可缓解疼痛，但其所致的

创伤较大，因此药物治疗仍是种不可替代的方式。米非司酮是

一种合成甾体类激素，主要由抗孕激素和抗糖皮质激素合成，

在月经周期内使用，可对排卵及感染内膜的完整性产生抑制作

用，近年来，该药物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应用也逐渐得到广

泛的关注［３，４］。本次研究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中给予米

非司酮治疗，效果令人满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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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我院接诊的１００例子
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纳入标准：（１）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
诊断标准［５］；（２）临床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痛经、下腹痛、性交
痛、月经不调、不孕等；（３）同意参与此次研究。排除标准：（１）
不孕症病史；（２）３个月内接受过其余治疗，或治疗期间有芬必
得等止痛药服用的患者；（３）对本次试验药物过敏；（４）依从性
差，无法完成完整产次研究。

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年
龄２３～４８岁，平均（３４９１±１２３）岁；病程１～８年，平均（５３４
±０４６）年；孕次１～４次，平均（２１５±０３０）次；２７例无生产
史，２３例有生产史。对照组年龄 ２４～４８岁，平均（３４８５±
１２５）岁；病程１～７年，平均（５２６±０４８）年；孕次１～５次，平
均（２１３±０３２）次；２８例无生产史，２２例有生产史。本次研究
已在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下予以实施，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

孕次、产次上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在月经周期第２ｄ时，口服达那唑（江苏联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１２１４，规格１００ｍｇ），２００ｍｇ／次，２次／ｄ，连
续４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在月经第１４ｄ口服米非司酮
片（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１２３０，规格２５ｍｇ），６２５ｍｇ／
次，１次／ｄ，连续４ｄ。

两组患者均用药３个月经周期为１个疗程，连续用药２个

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治疗前后月经第３～７ｄ时分别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使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吸附法检测前列腺素：前列腺素 Ｆ１α
（ＰＧＦ１α），血栓素Ｂ２（ＴＸＢ２），并使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孕激素：卵
泡生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试剂盒均购
于深圳晶美生物公司；（２）疼痛评分：通过痛经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ＡＳ）［６］评价痛经程度，评分１～１０分，分数越高，表明痛经程
度越严重。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７］

显效：性交痛、月经痛、非经期下腹痛症状得到消失，月经

量显著减少；有效：性交痛、月经痛、非经期下腹痛症状多有缓

解，月经量稍微减少；无效：上述症状、体征未得到缓解，甚至

加重。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并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素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 ＰＧＦ１α、ＴＸＢ２上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前列腺素水平均得到降低（Ｐ＜００５），
观察组ＰＧＦ１α、ＴＸＢ２明显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素比较（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ＰＧＦ１α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ＸＢ２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５８７２±１２９３ ３７９８±３１２ １９８２３±３４０２ １３４２３±２７５４

对照组 ５０ ６００１±１１４８ ４８７６±４０２ １９９０１±３３４２ １５６７８±２６４１

ｔ ０５２７５ １４９７９５ ０１１５７ ４１７８９

Ｐ ０５９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８２ ００００１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孕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孕激素水平上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 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较治疗前均得到改善（Ｐ＜
００５），观察组结果明显比对照组优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孕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１２３５±２０９ ４０７±１３２ １８７４±１４０ ９３４±１１１ ４７５１２±２１０３ ７８４３１±４０９１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４１±２０４ ７４５±１７４ １８９３±１２５ １３８７±１２５ ４８１０９±２０１２ ５７３５６±３５４２

ｔ ０１４５３ １０９４３２ ０７１５８， １９１６１２ １４５０４ ２７５３９２

Ｐ ０８８４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１ ００００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痛经 ＶＡＳ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治疗后，两组患者痛经 ＶＡＳ评分均发生下降（Ｐ＜００５），观察
组结果比对照组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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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Ｖ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６３４±０６２ ２５１±０３５

对照组 ５０ ６３７±０５８ ４７８±０３３

ｔ ０２４９９ ３３３６７９

Ｐ ０８０３２ ００００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３４（６８００）１５（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９（９８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０（４０００）１９（３８００）１１（２２００） ３９（７８００）

χ２ ７８９０５ ０７１３０ ９４６９７ ９４６９７

Ｐ ０００５０ ０３９８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１

#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在临床上尚未得到明确的阐述，

该病具有雌激素依赖性、复发性、侵袭性等特点，而在此类患者中

最常见的症状便是顽固性、渐进性痛经［８，９］。达那唑是一种弱雄

激素，其具有轻度雄激素、抗促性腺激素的原因，可对子宫异位内

膜退化和症状进行改善，也可使某些不孕症患者再次受孕，在子

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是种常用药物［１０］。米非司酮是一种抗孕激

素类药物，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１）该药进入人体后，可和垂体、下丘脑、卵巢组织中的孕酮
受体相互结合，可对孕激素的分泌进行有效抑制，并可使垂体促

性腺细胞发生形态结构改变，促使ＦＳＨ、ＬＨ降低；（２）抑制核因子
ｋＢ的活性，诱导异位内膜腺体、间质细胞的凋亡；（３）抑制炎症因
子白介素－６、肿瘤坏死因子－α等，以改善临床症状［１１，１２］。

前列腺素是种不饱和脂肪酸，其化学结构相似，具有广泛生

物活性，其生物合成首先是在磷脂酶Ａ２的作用下，将磷脂转变为
花生四烯酸，继而花生四烯酸在环氧合酶的作用下，转变为中间

体前列腺素 Ｈ２，进一步转变为不同的 ＰＧｓ，例如 ＰＧＦ１α、ＰＧＥ２、
ＴＸＢ２等。前列腺素在全身各重要组织及体液中均有存在，也在
女性生殖系统中有所分布，例如月经血、卵巢、子宫内膜中，并在

女性月经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理作用。临床上研究指出，前列

腺素水平的增加和痛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１３，１４］。周宇平

等［１５］研究指出，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前列腺素水平明显升

高，而且在痛经程度严重的患者中其增加水平更加明显。因此，

在该病的治疗中，对前列腺水平的调控也极关重要。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显示，加用米非司酮的患者在治疗后

ＰＧＦ１α、ＴＸＢ２的降低程度更加明显，且痛经ＶＡＳ评分也也得到显
著降低，显示出米非司酮可使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痛经状态有

效缓解。并且应用小剂量米非司酮４ｄ左右刚好是处于黄体、孕
酮的初期，既可减弱、阻隔弱雌孕激素对内膜的影响，抑制异位内

膜增加，减少月经量，同时使前列腺素合成得到阻断，以达到缓解

疼痛的目的［１６］。在孕激素水平的观察结果中，加用米非司酮的

患者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的改善结果优于单独使用达那唑的患者，

分析是由于米非司酮作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可更加显著的改善

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的孕激素水平。在王海霞等［１７］的研究

中将孕三烯酮基础上联用米非司酮应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中，结果显示孕激素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本次结果具有相似性。

此外，在临床总有效率中，加用米非司酮的患者结果高达

９８００％，而单独使用达那唑的患者仅有７８００％，由此可见，米非
司酮在缓解临床症状、体征上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使用米非司酮效果

显著，可有效改善前列腺素及孕激素水平，缓解痛经症状，值得

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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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观察．现代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５，３０（３）：２６７－２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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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在新式剖宫产术患者中的
效果观察及对产后出血及泌乳的影响
陈燕１　邵勇平１　徐热１　可焱１　周丹２　范秀芳３　雷安锋１△　雷侠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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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麻醉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３西安市第四医院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４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和探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在新式刮宫产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以
我院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的１４２例新式剖宫产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随机分组，研究者７１例
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对照组７１例采用罗哌卡因麻醉。对两组患者ＶＡＳ等级评定镇痛有效率、产
后出血情况及产妇泌乳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的研究组麻醉镇痛有效率

为１００％，高于对照组的９０１４％。对照组患者出现７例产后出血，研究组患者未见产后出血。研究组患者
产后２４ｈ内泌乳２７例，高于对照组的７例，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右美托咪定腰硬联
合麻醉用于新式剖宫产效果优于罗哌卡因麻醉，且母乳喂养的成功率较高，无明显不利反应，可在临床推广

使用。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剖腹产；泌乳；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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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剖宫产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剖宫产术式呈现多
样化趋势，新式子宫下段剖宫产已逐步替代了传统腹膜外剖宫

产。与阴道分娩比较剖宫产后泌乳情况始终不够理想，已成为

当前医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在剖宫产临床麻醉方式选择

上，腰硬联合麻醉（ＣＳＥＡ）以其镇痛效果确切，生理干扰情况不
明显，神经阻滞完善等优势［１］，在新式剖宫产中得到了日益广

泛的应用。右美托咪定（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ＤＥＸ）作为一种新型
麻醉药品镇静可控性较高，麻醉过程对患者认知功能无影响，

同时具有一定的术后镇痛效果［２，３］，为探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

合在新式剖宫产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我院２０１４年８月至
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的新式剖宫产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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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的１４２例新式剖宫产患
者为研究对象，排除合并盆腔包块史、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先兆

子宫破裂、胎儿窘迫等情况。对其进行随机分组。研究组７１例
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初产妇６３例，经产妇８例；患者
年龄２０岁至３７岁，平均年龄（２５３±４２）岁；体质量（６４４±
５２）ｋｇ；孕周３７周至４２周，平均孕周（３９２±２１）周。对照组７１
例采用罗哌卡因麻醉，初产妇６４例，经产妇７例；患者年龄２０岁
至３６岁，平均年龄（２５２±４１）岁；体质量（６５２±４８）ｋｇ；孕周
３７周至４２周，平均孕周（３９２±２３）周。两组患者年龄、体质量、
孕周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入组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麻醉方法
对照组采用罗哌卡因（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

字Ｈ２０１０３６３６）麻醉，负荷量０１％罗哌卡因＋５ｍＬ生理盐水，设
定５ｍＬ／次，间隔１５ｍｉｎ实施硬膜麻醉。研究组实施右美托咪定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１００８５）腰硬联合麻
醉，取２ｍＬ药剂加入０９％氯化钠注射液，配成４μｇ／ｍＬ药液，对
患者实施常规腰硬联合麻醉，麻醉稳定后，在手术开始前１０ｍｉｎ
内静脉泵注０５μｇ／ｋｇ的右美托咪定预充负荷剂量。
１３　评价指标

镇痛效果：采用口述评级（ＶＲＳ）对麻醉镇痛效果进行评
定，无疼痛感为０级，轻微可忍受疼痛为Ⅰ级，干扰睡眠中度持
续疼痛Ⅱ级，剧烈持续疼痛为Ⅲ级，０级为镇痛显效，Ⅰ级为有
效，Ⅱ级和Ⅲ级为无效［４，５］。

母乳喂养：对所有入组患者均实施母婴同室，鼓励患者早

接触、早吸吮，观察产后泌乳开始时间，以护理人员轻挤乳晕出

现入汁为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处理，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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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镇痛效果

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的研究组镇痛有效率为

１００％，高于对照组的９０１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镇痛效果比较

组别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有效率（％）

研究组（７１） ６４ ７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７１） ４３ ２１ ７ ０ ９０１４

χ２ ７３６

Ｐ ＜００５

２２　产后出血情况
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的研究组产后出血率为

０％，低于对照组的 ９８６％，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情况

组别 ｎ 出血例数 产后出血率（％）

研究组 ７１ ０ ０

对照组 ７１ ７ ９８６

χ２ ７３６ ７３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泌乳情况
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的研究组２４ｈ成功泌乳率为

３８０３％，高于对照组的９８６％，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产后泌乳情况

组别 ｎ ２４ｈ成功泌乳 ２４ｈ成功泌乳率（％）

研究组 ７１ ２７ ３８０３

对照组 ７１ ７ ９８６

χ２ １５４７ １５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新式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手术时间短、手术方法简单，由于

该方法进入腹腔操作，可能导致脏器损伤和肠粘连风险增加。

在提倡微创手术的今天，临床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手

术方式。腰硬联合麻醉（ＣＳＥＡ）是临床低位手术较常用的麻醉
方式，具有生理干预小、神经阻滞效果好、镇痛效果确切、麻醉

药品应用量小等诸多优势［６，７］。但也应注意到由于患者精神过

度紧张、镇痛不够充分等因素，可造成患者出现应激增加，可能

对患者机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手术过程中的镇静和记忆遗

忘显得尤为重要［８］。患者在接受腰硬联合麻醉过程中，可通过

镇静药物使用来降低患者焦虑情绪，确保手术过程安全

平稳［９］。

妊娠期产妇耗氧及代谢均明显增加，可引起血流动力学改

变，血浆蛋白水平降低，易出现营养缺乏和贫血现象。而孕产

妇特殊的生理情况使其对麻醉药品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为尽可

能减少剖宫产麻醉药品对产妇的影响，降低产后出血和泌乳异

常情况，研究表明使用芬太尼及吗啡类药品进行麻醉不适在椎

管内使用，可能加剧神经损伤，因此剖宫产应注意控制ＰＣＥＡ用
量。右美托咪定是近年来临床应用的一种高选择性新型 α２肾
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具有镇静催眠、镇痛、缓解紧张、抑制交

感神经等作用，具有无呼吸抑制且术后容易唤醒等优点，可确

保患者围手术期保持较稳定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并可以有效减

少伴催眠药物、镇静药物、联合麻醉药物的使用量，对于减轻外

科手术刺激具有积极意义［１０］，由于右美托咪啶可以直接作用在

患者脑干蓝斑核内 α２肾上腺素，因此可以有效降低患者交感
神经兴奋性，起到抑制去甲肾肾上腺素的释放的作用，最终实

现镇静效果，从而减低患者疼痛感［７，１１，１２］，在避免麻醉苏醒期恶

心和寒战等方面也具有较好作用。右美托咪定对心血管循环

没有明显抑制，不存在停药后反跳。右美托咪定对 α２受体具
有高选择性，是当前临床唯一镇静和镇痛效果具佳的药品。右

美托咪定和α２肾上腺素的亲和能力是可乐定的７倍以上，因此
其镇静作用更好［１３－１５］。右美托咪定还具有清醒镇静的特殊功

效，患者在无外界刺激时可以顺利进入安静睡眠状态，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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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下又能够较快唤醒，唤醒后可与医护人员进行顺畅沟通，

在刺激停止后还可以较容易的进入睡眠状态，同时无任何呼吸

抑制作用。临床实施腰硬联合麻醉，右美托咪定无疑是十分理

想的镇静药品，对患者呼吸循环无明显影响，同时具有较好的

不良记忆消除作用，可为患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手术镇静，适合

在新式剖宫产中使用［１６］。

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可为婴儿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各

种营养物质。产后早泌乳是母乳喂养成功与否的关键。泌乳

情况与催产素和催乳素作用存在关联，很多因素均可对催产素

和催乳素分泌产生影响，其中疼痛和焦虑影响尤为明显［１７］。剖

宫产术后疼痛科导致患者情绪波动，导致儿茶酚胺释放量增

减，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可抑制催产素分泌，对乳汁分泌构成直

接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的研

究组麻醉镇痛有效率达到１００％，无产后出血等不良反应，患者
产后２４ｈ内泌乳情况较好，新式剖宫产采用右美托咪定腰硬联
合麻醉说镇痛效果良好。

总之，右美托咪定腰硬联合麻醉用于新式剖宫产效果优于

罗哌卡因麻醉，且母乳喂养的成功率较高，无明显不利反应，可

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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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延安市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ＨＭ－０１－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雷侠（１９７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及宫颈疾病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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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和 ＭＲＩ影像
学表现的关系研究
雷侠　师晓艳　王媛△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宫颈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ＲＩ影像学表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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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４０例，将这些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来
我院进行体检的４０名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运用ＥＬＩＳＡ法对两组人员的血清ＶＥＧＦ水平进行测定，并对两
组人员进行磁共振检查，然后对两组人员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宫颈癌患者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ＲＩ影像学表
现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的血清ＶＥＧＦ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宫颈癌患者肿瘤
直径＞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润、盆壁受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阳性、有远处转移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
均显著高于肿瘤直径≤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润、盆壁受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阴性、无远处转移患者（Ｐ
＜００５）。结论：宫颈癌患者血清ＶＥＧＦ水平和ＭＲＩ影像学表现密切相关，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关键词】　宫颈癌；血清ＶＥＧＦ水平；ＭＲＩ影像学表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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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ＲＩ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
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ＭＲ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４ｃｍ，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ｗａｌ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ｔａｓ
ｔａｓｉ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ｕｍｏ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４ｃｍ，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ａｌｉｎｖａ
ｓ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ｗａｌ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ＭＲ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
ｔｈｙｏｆｆｕｌ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ｓ；ＭＲ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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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ＭＲＩ在诊断宫颈癌及其临床分期中的优势在其不
断普及的情况下日益显著，在宫颈癌细胞浸润及转移等中，

ＶＥＧＦ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１］。本研究对宫颈癌患者血清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和ＭＲＩ影像学表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
现二者密切相关，联合应用二者能够将重要的参考价值提供给

临床诊断宫颈癌及其浸润转移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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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宫颈癌患
者４０例，所有患者均经手术或活检证实为宫颈癌，均知情同意；
将入院治疗前接受放化疗及输血等相关治疗、有意识障碍、精

神疾患的患者及妊娠、哺乳期妇女排除在外。患者年龄２９～６１
岁，平均（４４３±７８）岁。在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临床分期
方面，２８例患者为Ⅰ期，１２例患者为Ⅱ期；在癌症类型方面，３０
例患者为鳞癌，１０例患者为腺癌；在分化程度方面，１１例患者为
高分化，１７例患者为中分化，１２例患者为低分化；在淋巴结转移
情况方面，９例患者有，３１例患者无。将这些患者作为研究组，
另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体检的４０名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年龄
３０～６１岁，平均（４５１±７５）岁。两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检测方法：核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ＲＩ）检查前１ｄ清晨督促两组人员空腹，将其５ｍＬ静脉血抽取

出来，然后对其进行１０ｍｉｎ的离心，速率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将血清分
离出来，将２ｍＬ血清取出来，在－２０℃的冰柜中放置保存备用。
实验前将其取出来，放置到其恢复到室温，采用武汉博士德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运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

法（ＥＬＩＳＡ）对两组人员的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水平
进行测定。

检查方法：对两组人员进行磁共振检查，应用超导磁共振

检查仪（Ｉｎｔｅｒａ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及腹部正交线圈，ＭＲＩ检查参数中
矢状 ＴＩＷＩ序列 ＴＲ、ＴＥ、ＦＯＶ、矩阵、层厚、层距分别为 ５５０～
６１７ｍｓ、１４～１８ｍｓ、３５～４０ｃｍ、２５６×２５６、４ｍｍ、１ｍｍ，Ｔ２ＷＩ轴、矢
状、冠状ＴＲ、ＴＥ、ＦＯＶ、矩阵、层厚、层距分别为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ｍｓ、
９０～１２０ｍｓ、３５～４０ｃｍ、２５６×２５６、４ｍｍ、１ｍｍ，ＳＰＡＩＲ压制序列
轴、矢状ＴＲ、ＴＥ、ＦＯＶ、矩阵、层厚、层距分别为７０ｍｓ、２９７０ｍｓ、３５
～４０ｃｍ、２５６×２５６、４ｍｍ、１ｍｍ，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回波
（ＳＥ－ＥＰＩ）ＤＷＩ序列 ＴＲ、ＴＥ、层厚、层距分别为６００ｍｓ、７０ｍｓ、
４ｍｍ、１ｍｍ，ＮＥＸ４，矩阵１２８×１２８，ｂ＝８００。由２名具有丰富经
验的磁共振医师共同分析ＭＲＩ影像学表现，在各个序列上对宫
颈癌影像学征象进行观察，包括宫颈癌大小、宫颈宫旁浸润、远

处转移等。在 ＦＩＧＯ标准基础上判定 ＭＲＩ影响表现，在 Ｔ２ＷＩ
上见宫颈肿瘤组织信号略高，对宫颈内病灶大小进行测量，有

正常的完整宫颈间质低信号环出现在其周围，宫颈间质受侵：

不完整；宫旁受侵：病灶具有锐利清晰的宫旁脂肪间隙，如果宫

颈病灶缺乏规则且模糊的外缘，有软组织存在其上；阴道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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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向阴道突入，阴道 Ｔ２ＷＩ正常略低信号增高；宫体受侵：病
灶向宫腔突入或没有三层结构出现在宫腔 Ｔ２ＷＩ正常宫颈壁，
类似于宫颈癌信号。如果 Ｔ２ＷＩ或压脂序列信号影略高，ＤＷＩ
信号较高，淋巴结直径在 １０ｍｍ以上，则说明发生淋巴结
转移［２］。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两组人员及研究组不同肿瘤直径、宫

颈浸润、宫旁浸润、盆壁受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性质、远处

转移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等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来表示，组
间数据比较用ｔ检验，组内数据比较采用配对均数 ｔ进行检验，
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员的血清ＶＥＧＦ水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员的血清ＶＥＧＦ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血清ＶＥＧＦ水平（ｐｇ／ｍＬ）

研究组 ４０ １１４５８±４０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０１５±６２０

ｔ ４３０３

Ｐ ＜００５

２２　宫颈癌患者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ＲＩ影像学表现的关系
分析

　　宫颈癌患者肿瘤直径 ＞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润、盆壁受
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阳性、有远处转移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
水平均显著高于肿瘤直径≤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润、盆壁受
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阴性、无远处转移患者（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宫颈癌患者血清ＶＥＧＦ水平和ＭＲＩ影像学表现的关系分析

ＭＲＩ影像学表现 分类 例数 血清ＶＥＧＦ水平（ｐｇ／ｍＬ） ｔ Ｐ

肿瘤直径（ｃｍ） ≤４ ２２ ５３０１±１２５４ ３１８２ ＜００５

＞４ １８ １２１９２±２２６５

宫颈浸润 阴性 ２０ ６５７１±２５２８ ２７７６ ＜００５

阳性 ２０ １３００２±１４４４

宫旁浸润 阴性 ２８ ５４１１±１３６１ ２５７１ ＜００５

阳性 １２ １２６８９±１７６２

盆壁受侵 阴性 ３２ ７２６２±２７６２ ２３０６ ＜００５

阳性 ８ １２５８２±１８６４

阴道受侵 阴性 １７ ５２６２±１２２６ ２４４７ ＜００５

阳性 ２３ １１８５２±２３０４

淋巴结转移 无 ３１ ５１３２±１０９６ ２３６５ ＜００５

有 ９ １２９０２±１５５２

远处转移 无 ３５ ６２７２±２２３６ ２２６２ ＜００５

有 ５ １１８３２±２６１４

#

　讨论
宫颈癌晚期具有较低的５年生存率，要想有效治疗患者，就

必须早期发现、准确诊断及分期［３］。磁共振在不断发展的影像

学的作用下能够多方位、多序列成像，软组织分辨率极高，和正

常组织相比，肿瘤组织具有不同的ＭＲ成像信号，能够将病灶组
织大小、周围浸润深度及范围直观地显示出来。ＭＲＩ能够为临
床分析诊断提供有效依据。Ｔ２ＷＩ在ＭＲＩ检查中由于组织成像
差异显著，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其矢状位能够将宫

颈正常等信号清晰显示出来，能够清晰显示低信号肌质环，病

灶信号略高，同时还能够清晰显示轴位宫颈周围脂肪间隙、宫

颈和直肠及膀胱的关系。ＤＷＩ及压脂序列能够将腹股沟区及
盆腔的淋巴结影清晰显示出来，同时还能够清晰显示盆壁、宫

旁侵犯。和临床常用妇科专科检查相比，ＭＲＩ对宫颈癌临床分
析具有显著较高的准确率［４－１０］。

ＶＥＧＦ属于一种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为血管内皮细胞分裂
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对血管生成进行直接刺激，促进血管通

透性和血管外基质环境的显著增强［１１］。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１２－１５］，多种肿瘤在 ＶＥＧＦ的作用下均会发生增殖、转移等。

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宫颈癌患者肿瘤直径 ＞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
润、盆壁受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阳性、有远处转移患者的

血清ＶＥＧＦ水平均显著高于肿瘤直径≤４ｃｍ、宫颈浸润、宫旁浸
润、盆壁受侵、阴道受侵、淋巴结转移阴性、无远处转移患者（Ｐ
＜００５），说明ＶＥＧＦ能够为临床对肿瘤血管生成指标进行动态
观察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同时具有简便的操作。在对宫颈癌

患者的病情及预后进行全面评估的过程中，将血清 ＶＥＧＦ和
ＭＲ影像表现有机结合起来能够将有利的前提条件提供给临
床，进而将客观依据提供给临床的下一步治疗。具体来说，深

入探讨分析宫颈癌患者血清ＶＥＧＦ和ＭＲＩ征象，进行进一步的
肿瘤分子影像学诊断能够将科学有效的依据提供给临床的靶

分子治疗［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宫颈癌患者血清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ＲＩ影像学表现
密切相关，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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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子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
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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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及行为危险因素与子宫颈癌的临床关系。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４年６
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医院收治的２０３例ＨＰＶ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整合，探讨ＨＰＶ感染及相
关行为危险因素及其同子宫颈癌的相关关系。结果：ＨＰＶ感染并发宫颈癌患者中高危ＨＰＶ患者占比显著高
于低危ＨＰＶ感染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行为危险因素中吸烟、首次性行为年龄、
性伴侣个数、性卫生意识、孕次和避孕方式相关因素指标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高危
型ＨＰＶ感染是诱发子宫颈癌的高危因素，性行为及吸烟等行为危险因素同子宫颈癌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　人乳头瘤病毒；行为危险因素；子宫颈癌；临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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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是一种可使人体皮肤黏膜鳞状上皮
增殖的球形 ＤＮＡ病毒，患者感染病毒后多表现为尖锐湿疣症
状，近年来，尖锐湿疣临床发病率急速上升，ＨＰＶ也越来越引起
临床关注［１－３］。临床ＨＰＶ感染患者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种，
研究［４，５］发现其中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临床子宫颈癌患者发病
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总结分析临床ＨＰＶ感染患者行为危险因
素对子宫颈癌预防有一定的临床价值。本研究对此展开分析，

总结了医院ＨＰＶ感染患者行为危险因素同子宫颈癌临床相关
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到医院诊治ＨＰＶ感染
的患者２０３例，年龄２６～４６岁，根据患者是否并发子宫颈癌分
为未并发子宫颈癌组（对照组）和并发子宫颈癌组（观察组）。

观察组４８例，年龄２８～４６岁，平均（３８９６±２６４）岁，其中高危
型ＨＰＶ感染患者４６例，低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２例；对照组１５５
例，年龄２６～４６岁，平均（３９０５±２０８）岁，其中高危型ＨＰＶ感
染患者４３例，低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１１２例。纳入标准：患者来
院就诊时存在阴道分泌物异常、阴道出血等临床症状，液基细

胞学检查后确诊为 ＨＰＶ感染患者。排除标准：排除有子宫、盆
腔放疗史患者；排除子宫切除患者。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对患者性行为、吸烟及避

孕方式等行为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对比两组患者行为危险因素

差异，探讨行为危险因素同子宫颈癌发病临床关系。

１３　统计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ＨＰＶ感染情况及各项行为危险因素情况，具体

包括初次性行为年龄、性伴侣数量、配偶是否性混乱、性卫生情况、

避孕方式、是否吸烟、是否酗酒等，对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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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同子宫颈癌临床关系分析

对比两组患者ＨＰＶ感染情况及子宫颈癌病变情况，统计数
据显示观察组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占比显著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ＨＰＶ感染同子宫颈癌临床关系分析

ＨＰＶ分型 观察组（ｎ＝４８） 对照组（ｎ＝１５５） χ２ Ｐ

高危型ＨＰＶ ４６（９５８３） ４３（２７７４） ６９０１７ ００００

低危型ＨＰＶ ２（４１７） １１２（７２２６）

２２　 两组患者行为危险因素统计结果分析
对两组患者各项行为危险因素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性行为及吸烟相关行为危险因素指标同对照组存在显著

差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行为危险因素统计结果分析

行为危险因素
观察组

（ｎ＝４８）
对照组

（ｎ＝１５５）
χ２ Ｐ

吸烟

　是 ２２（４５８３） ３９（２５１６） ５３６４ ００２０

　否 ２６（５４１７） １１６（７４８４）

饮酒

　是 ３１（６４５８） ９４（６０６５） ３１２７ ００８６

　否 １７（３５４２） ６１（３９３５）

首次性生活年龄（岁）

　≤２０ １６（３３３３） １２（７７４） ６６０４ ００１１

　＞２０ ３２（６６６７） １４３（９２２６）

性伴侣数量（个）

　１ ４３（８９５８） １４７（９４８４） ３８９３ ００４８

　≥２ ５（１０４２） 　８（５１６）

服用避孕药

　有 ２２（４５８３） ４６（２９３８） ４５７９ ００３１

　无 ２６（５４１７） １０９（７０３２）

孕次（次）

　１ ３６（７５００） ９６（６１９４） ５１７９ ００２３

　≥２ １２（２５００） ５９（３８０６）

性卫生意识

　强 １３（２７０８） １３６（８７７４） ７９８２ ０００７

　弱 ３５（７２９２） １９（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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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临床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患者呈递增趋势，感染类

型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种，其中低危型 ＨＰＶ多引发尖锐湿
疣，高危型ＨＰＶ则多引发宫颈癌、上皮肿瘤及其他癌症，可通过
性行为进行传播，因此患者性生活同感染存在一定的相关关

系［６－９］。此外临床研究发现 ＨＰＶ感染同多种癌症病发存在一
定联系，子宫颈癌为较为常见的一种［１０］　。子宫颈癌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妇科癌症，患者多表现为阴道出血、阴道排液等，晚期

患者还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等，患病后可通过手术、化疗等方

法进行治疗［１１，１２］。本研究对ＨＰＶ感染及其行为危险因素的临
床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对临床ＨＰＶ感染患者性行为对子
宫颈癌发病有较大的影响，对患者行为危险因素进行干预指导

有望降低ＨＰＶ感染患者并发子宫颈癌的几率。
研究统计显示观察组患者中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患者比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比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中统计２０３例患者中高危型 ＨＰＶ患
者共有６９例，其中观察组患者中有４６例，低危型 ＨＰＶ患者有
１３４例，统计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中大部分患者为高危型ＨＰＶ，
对照组患者高危型 ＨＰＶ占比相对较低，由此可见高危型 ＨＰＶ
患者易引发子宫颈癌发病的风险较高。对患者行为危险因素

进行统计显示两组患者性行为相关指标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

明ＨＰＶ感染患者性生活过早、性卫生意识较差、口服避孕药、孕
次较多、性伴侣过多以及吸烟均会增加子宫颈癌病发的风

险［１３，１４］。ＨＰＶ感染可通过性生活进行传播，研究结果也表明患
者性生活相关指标也是引发患者子宫颈癌主要危险因素，此外

两组吸烟患者占比差异也较显著，性生活过早、性伴侣较多、配

偶性生活混乱导致宫颈上皮暴露频繁从而引发感染。此外在

精子及其他损害因素下会导致细胞变异，在不利因素刺激下即

会引发癌变［１５，１６］。临床研究发现精液不仅会对宫颈上皮细胞

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淋巴细胞也有一定影响，因此相对使用避

孕套的患者口服避孕药ＨＰＶ感染患者子宫颈癌病发风险较高。
性卫生对患者性行为健康有极大的影响，性卫生工作不好会导

致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增加患者患病风险［１７］。针对研究结果认

为对于引发ＨＰＶ患者癌变风险较高的行为危险因素应及早进
行干预护理，降低患者癌变风险，同时 ＨＰＶ患者应定期进行病
理检查，癌变患者及早进行治疗［１８］。

综上所述，ＨＰＶ高危型及行为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和性行为
相关指标同子宫颈癌病发有一定的相关性，临床治疗中应针对

癌变风险较高患者进行干预护理治疗，降低子宫颈癌发病率，

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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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途径全子宫切除术对女性焦虑抑郁情绪及性生
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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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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途径全子宫切除术对女性焦虑抑郁情绪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行
全子宫切除术患者１１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选择手术途径不同分为ＴＶＨ组３１例，ＴＡＨ组５７例，ＬＡＶＨ组
２８例，术后随访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性生活质量。结果：术后 ＴＡＨ组患者和 ＴＶＨ组患者总体性生活质
量降低；ＬＡＶＨ组患者手术前后ＳＡＳ评分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其中ＬＡＶＨ组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比例显
著高于其余两组，焦虑评分低于其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ＬＡＶＨ途径行全子宫切
除术对女性性生活质量影响较少，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可推广使用。

【关键词】　全子宫切除术；性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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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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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是女性生殖道中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女性的特征，
发生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顽固性子宫出血等疾病的患者不

需要保留子宫的可行全子宫切除术，而该手术也是妇产科临床

上仅次于剖宫产的手术［１，２］。根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２００３
年有超过６０万例患者因良性疾病行子宫全切除术，国内常见的
手术方式有阴式全子宫切除术（ｔｏ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ＴＶＨ）、经腹全子宫切除术（ｔｏｔａｌａｂｏｄｏｍ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ＴＡＨ）
和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ａｇｉ
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ＬＡＶＨ）等［３］。患者行全子宫切术后会对心理、

生理均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而选择的手术途径不同，造成的

影响也有差异［４］。本研究将我院收治的行全子宫切除术患者

１１６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种不同途径行全子宫切除术对女
性患者性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旨在探讨最佳的手

术途径。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间收治的行全子宫切除
术患者１３８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发生宫颈病变、宫体病变，将子宫
脱垂以及其他恶性疾病患者排除，年龄２２～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１２８
±３１２）岁；患者入院前进行焦虑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
评估，将离异、丧偶、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排除，术后完成随访的患

者有１１６例，所有患者研究内容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根据选
择的不同途径行全子宫切除术分为三组，即ＴＶＨ组３１例，ＴＡＨ组
５７例，ＬＡＶＨ组２８例，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
料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患者在入院前和术后１年进行调查问卷自主填写，调查问卷
主要由一般资料、焦虑评估、女性性功能指数问卷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
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ＦＩ）组成，其中ＦＳＦＩ总评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３］。

１３　资料整理和分析
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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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结果显示，三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以及病变部位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患者是否绝经比较差异较为
显著（Ｐ＜００５），其中ＴＡＨ组患者中未绝经患者所占比例比较
高。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ＴＶＨ
（ｎ＝３１）

ＴＡＨ
（ｎ＝５７）

ＬＡＶＨ
（ｎ＝２８）

Ｐ

年龄（岁）

　≥６０ ６ １１ ７ ０８１３４

　５０～６０ １３ １８ ８

　＜５０ １２ ２８ １３

学历

　≥大专 ７ １４ ８ ０３５２９

　≤高中 ２４ ４３ ２０

是否绝经

　是 １７ １２ １０ ００２１５

　否 １４ ４５ １８

病变不稳

　宫颈 ５ ６ ４ ０８７５２

　宫体 ２６ ５１ ２４

２２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性生活质量和焦虑状况评分比较
结果显示，三组患者在手术前性感觉、性需求、性生活满意

度、ＦＳＦＩ总评分和 ＳＡＳ评分等各项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和术前相比，术后 ＴＡＨ组患者各项指标发生明显的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患者性生活质量降
低；ＴＶＨ组患者性需求指标变化差异不大（Ｐ＞００５），但是其他
指标都发生明显降低，说明患者说总体性生活质量降低；ＬＡＶＨ
组患者手术前后ＳＡＳ评分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说明手术对患
者性生活质量无显著影响。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性生活质量和焦虑状况评分比较

组别 ＴＶＨ（ｎ＝３１） ＴＡＨ（ｎ＝５７） ＬＡＶＨ（ｎ＝２８）

术前

性感觉 ９５７±２５１ ９６２±２５４ ９９２±２２２

性需求 ９１５±２３８ １０２２±２６１ １０８２±１８６

满意度 ９１０±２７４ ９０３±２５７ １００６±２８３

ＦＳＦＩ总分 ２７８６±６９２ ２８８６±７４９ ３０１４±６９９

ＳＡＳ评分 ４１１５±５３６ ４１０２±５１７ ３９４６±５１３

术后

性感觉 ８４５±２１０ａ ８６９±２２５ａ １０１２±１７８

性需求 ９０１±２６８ ９１０±２８４ａ １１０２±１７１

满意度 ８１５±２８４ａ ８３６±２４１ａ １０３９±２５４

ＦＳＦＩ总分 ２５８７±７１５ａ ２６０５±７０８ａ ３２１５±４１３

ＳＡＳ评分 ３６８２±４５２ａ ３８３６±４９６ａ ３４１２±２８４ａ

　　注：ａＰ＜００５表示和手术前比较差异显著

２３　不同途径对全子宫切除术对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三种不同途径行全子宫切除术后对患者的性生

活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ＬＡＶＨ组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比例显著高于其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不同途径对全子宫切除术对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术后性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提高 无变化 降低

ＴＶＨ（ｎ＝３１） １（３２３） １６（５１６１） １４（４５１６）

ＴＡＨ（ｎ＝５７） ２（３５１） ２９（５０８８） ２６（４５６１）

ＬＡＶＨ（ｎ＝２８） ４（１４２９）ａｂ１５（５３５７） ９（３２１４）ａｂ

　　注：ａＰ＜００５表示和ＴＶＨ组比较差异显著；ｂＰ＜００５表示和 ＴＡＨ
组比较差异显著

#

　讨论
传统的ＴＡＨ特点是手术操作对器械要求不高，手术适应症

包括常见的子宫肌瘤、子宫脱垂久治不愈引发的子宫出血、子

宫内膜异位症等，范围比较广，手术费用比较低，对医师的要求

不高等特点；ＴＶＨ手术能够明显的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手术
时间，腹部无伤口，住院费用低等特点，但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现

操作会受到子宫大小、阴道狭窄、膀胱反折腹膜粘连等情况的

限制；而ＬＡＶＨ在手术过程中能够进一步增加ＴＶＨ手术的适应
症，可在直视下对盆腔发生的粘连进行有效的分解，同时避免

了对盆腔脏器造成的二次损伤，其以最小的组织损伤、最轻的

炎症反应达到较为理想的微创手术治疗效果［５－９］。

本研究中１１６例患者完成手术后接受术后随访的调查问
卷，结果显示手术前三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总分比较差异不显

著，术后ＴＡＨ和ＴＶＨ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显著降低，ＬＡＶＨ组
患者术后ＦＳＦＩ评分最高，患者性生活质量提高的比例显著高于
其余两组。分析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女性患者子宫周围分布

较多的血管、神经、韧带等组织，在行全子宫切除术后会对患者

的盆腔结构和神经分布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解剖学的角度来

讲，手术不仅对子宫进行切除，还将部分阴道切除，这也是引起

患者术后性高潮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再者阴道的润滑液主要

是由宫颈分泌的，在切除全子宫之后这种润滑功能丧失，严重

影响性生活质量［１０－１４］。ＴＡＨ手术会对子宫韧带、阴道穹隆、盆
腔支撑结构造成较大的破坏作用，患者会发生阴道缩短、脱垂

等不良反应，致使患者性生活质量下降；ＴＶＨ手术是紧贴着子
宫两侧切断子宫骶韧带、主韧带、子宫动静脉以及子宫周围的

组织和血管，引起腹下神经丛和血管的损伤，进而影响患者性

生活质量［１５，１６］。对于 ＬＡＶＨ组患者说微创手术有效降低手术
的难度，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恢复快等特点［１７］。而且使用

腹腔镜对患者来说产生的焦虑、抑郁情绪相对比较温和，术后

随访患者心理状态良好，这对患者恢复性生活和质量是有

益的［１８］。

综上所述，ＬＡＶＨ途径行全子宫切除术对女性性生活质量
影响较少，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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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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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子宫切除前后性激素相关指标变化分析
杨小丽１　周麦玲２

１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２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育龄女性子宫切除前后性激素指标的变化，为育龄子宫切除女性术后康复治疗
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我院行子宫切除术的育龄女性６０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及随访资料，根据患者所采取的手术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开腹全子宫切除术组（３２例）和开腹次全子宫切
除术（２８例），选择同期我院就诊的孕期与子宫切除患者相匹配的正常生产女性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
术前与对照组的性激素６项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１个月、术后３个月性激素指标的变化，分析育龄
女性子宫切除前后性激素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术前性激素６项检查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１个月、２个月，两组患者性激素 ６项中的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睾酮（Ｔ）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雌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和孕酮（Ｐ）围术期变化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切除术对育龄女性的性激素水平会产生影响，围术期应适当予以激素替
代治疗，以维持患者术后内分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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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激素是女性发育、成熟、衰老过程的重要标识，对于育龄
女性，性激素的正常与否和其生育、性功能密切相关。女性的

卵巢是分泌性激素的主要器官［１］。子宫虽然不分泌性激素，但

子宫和卵巢的生理结构联系紧密，子宫受损或切除是否会对卵

巢分泌性激素的作用产生影响，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１，２］。

近年来关于子宫切除术对女性性激素的影响临床研究较多，但

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更年期女性，对于育龄女性子宫切除术对

性激素的影响［３，４］，临床研究较少，可能与育龄女性切除子宫病

例相对较少，在临床未引起足够重视［２］。但对于育龄女性，实

施子宫切除术后性激素是否变化对其术后性生活质量影响较

大。本文对６０例育龄女性子宫切除术围术期性激素变化进行
分析，为临床此类患者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我院行子宫切除术
的育龄女性６０例患者，根据患者所采取的手术方式不同将其分
为开腹全子宫切除术组（３２例）和开腹次全子宫切除术（２８
例）。全切组患者年龄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６３４±２５６）岁；
子宫切除原因：产后大出血止血无效１３例、妊娠期子宫破裂７
例、分娩子宫破裂６例、羊水栓塞４例、产褥感染２例；孕周３６～
４１周（３８９±０６）周。次全切组患者年龄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
（２６１５±２７１）岁；子宫切除原因：产后大出血１２例、妊娠期子
宫破裂６例、分娩子宫破裂５例、羊水栓塞３例、产褥感染２例；
孕周３７～４１周（３９２±０４）周。对照组年龄２０～３５岁，平均年
龄（２６４２±２５１）岁；孕周（３８８±０６）周。三组患者年龄、孕

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手术患者子宫切除原因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１８～３５岁；（２）所有患者均符合子宫
切除术指征行子宫切除治疗；（３）临床资料保存完整；（４）所有
患者均进行了术前、术后１个月、术后２个月性激素６项指标检
查；（５）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排除标准：（１）病史中１
年内采用过激素治疗；（２）患者伴发高血压；（３）有严重的心肝
肾疾病和出血性疾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子宫切除，均保留卵巢。根据患者所采用的

子宫切除方法将其分组，对入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包括年龄、子宫切除原因、手术方法、术前实验室检查指

标，术后１个月、２个月性激素６项检查指标。性激素 ６项包
括：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催乳素（ＰＲＬ）、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孕酮（Ｐ）、雌二醇（Ｅ２）、睾酮（Ｔ）。检查方法：采用北京
科瑞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性激素６项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性
激素６项。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文中数据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视情况采用方差分析或独立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性激素６项与常模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性激素６项检查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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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性激素６项与常模比较

组别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ＰＲＬ（μｇ／Ｌ） Ｐ（ｎｍｏｌ／Ｌ）

全切组 ２２６±２３ １２８±２５ ０９８±０１３ ２８１４±４１ ２１４４５±２３２２ ６６３８±４６７

次全切组 ２３２±２４ １３１±２４ １０１±０１１ ２７９８±４２ ２１７４２±２２６２ ６７５３±４５４

对照组 ２１３±２６ １１３±２２ １１１±０１０ ２７６９±４３ ２１６２５±２３０９ ６７７８±４５８

Ｆ １０２７ ０７８３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１ １０２１ ０７８２

Ｐ ０３６６ ０６７２ ０４８３ ０５０１ ０３８７ ０５７３

２２　两组患者围术期性激素６项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性激素６项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１个月、２个月，两组患者性激素６项中的促
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Ｔ）均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雌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和孕酮（Ｐ）
围术期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个月、２个月
性激素６项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围术期性激素６项变化情况比较

指标
术前

全切组 次全切组

术后１个月

全切组 次全切组

术后２个月

全切组 次全切组

ＦＳＨ（Ｕ／Ｌ） ２２６０±２３ ２３２０±２４ １２７５０±１２４ １１８４０±１３１ ９３４０±７４ ８８２０±７５

ＬＨ（Ｕ／Ｍｌ） １２８０±２５ １３１０±２４ １１１６０±２４ ９３４０±９４ ６３１０±２４ ６１１０±２３

Ｔ（ｎｍｏｌ／Ｌ） 　０９８±０１３ 　１０１±０１１ 　７４２±１０１ 　６８７±１１２ 　３１１±０６１ 　２８９±０５６

Ｅ２（ｐｍｏｌ／Ｌ） ２８１４±４１ ２７９８±４２ ２５７９±４１ ２４５６±４３ ２６９２±４５ ２５３２±４６

ＰＲＬ（μｇ／Ｌ） ２１４４５±２３２２ ２１７４２±２２６２ ２２３４４±３２１１ ２１８４３±３２４５ ２２１４２±２２６２ ２２０４５±２２８７

Ｐ（ｎｍｏｌ／Ｌ） ６６３８±４６７ ６７５３±６５４ ７２５４±６３１ ６９５４３±６２１ ５９５３±６１２ ６１５４±４８９

　　注：组内与术前比较，表示Ｐ＜００５；术后不同时间与次全切除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

　讨论
育龄女性子宫切除在临床上绝大多数为妊娠和生产过程

出现异常危及母婴生命安全的患者，如常见的产后大出血、妊

娠期子宫破裂、分娩子宫破裂、羊水栓塞、产褥感染等危急情

形［６，７］。本组分析的６０例子宫切除育龄女性均属上述妊娠生
产期间出现异常状况。临场对无生育需求阶段的女性子宫切

除研究较多，涉及育龄女性子宫切除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虽然子宫不是性激素的分泌器官，但子宫和卵巢生理结构

相互依存，卵巢的血运供应相当部分来自子宫动脉上行支，即

使在术中尽可能保留患者卵巢组织，但由于卵巢邻近血管术中

会进行结扎，对卵巢的血运仍然会产生影响，对卵巢的功能造

成影响［９，１０］。卵巢功能出现病变后，会对激素的分泌平衡产生

影响，尤其是血清雌激素水平骤然下降，缺乏逐渐适应的过程，

会使育龄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明显提前［１１，１２］。且临床文献研究

显示，大多数女性在子宫切除后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降

低，主要表现为性欲缺乏、性生活次数减少、性高潮困

难等［１３，１４］。

本文分析了育龄女性子宫切术前及术后１个月、２个月的
性激素水平变化。结果显示，采用全切和次全切的患者术前性

激素６项检查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个月、２个月，两组患者性激素６项中的促卵泡生
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Ｔ）均较治疗前明显
升高（Ｐ＜００５），雌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和孕酮（Ｐ）围术期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育龄女性子宫切除对
其性激素会产生显著影响，这与临床文献报道的更年期女性子

宫切除性激素的变化情况类似。同时分析了子宫不同切除程

度对性激素水平的变化，结果显示，采用不同子宫切除程度育龄

女性的性激素水平术后１个月、２个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说明不同程度子宫切除对卵巢功能的影响程度是一致

的［１５，１６］。因此，临床对于育龄女性子宫切除时及术后应重视其

性激素指标变化的现象，对其采用相应的激素替代治疗方

案［１７，１８］，不同子宫切除程度的患者激素治疗替代方案可无

差异。

综上所述，子宫切除术对育龄女性的性激素水平会产生影

响，子宫不同切除程度性激素水平变化无统计学差异，围术期

应适当予以激素替代治疗，以维持患者术后内分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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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术式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治疗妇科手术后膀胱阴
道瘘的临床分析
刘茁１　田晓军１　马潞林１△　杨敏２　刘可１　王云１

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迁安市人民医院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４４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探讨不同术式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治疗妇科手术后膀胱阴道瘘的疗效。方法：回
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２例膀胱阴道瘘患者的临床资
料。１２例患者均有妇科手术史：其中行子宫全切术１０例，行盆腔肿物切除术１例，行膀胱电切术１例。从
手术损伤致出现阴道漏尿的病程为５～１２个月，平均８４±２９个月。膀胱镜检查测量瘘口直径０３～２ｃｍ，
平均（１１±０６）ｃｍ。１２例均为单发瘘口。结果：６例患者行经阴道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
为（１０５０±３２０）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４５±１２）ｍＬ，平均术后住院时间（３０±１５）ｄ。６例患者术后６个月
未见复发；３例患者行经腹腔镜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为（３４５３±１９２３）ｍｉｎ，平均术中出
血（８３３±２８９）ｍＬ，平均术后住院时间（１０３±３２）ｄ。２例随访６月未见复发，１例术后６月发生膀胱阴道
瘘复发，行二次手术修补；１例患者采用开放经腹腔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手术时间为２３４ｍｉｎ，术中出血
２００ｍＬ，术后住院时间４０ｄ。术后出现伤口脂肪液化，予定期换药治疗后好转，随访６月未见复发；１例患者
发生Ｓｔｕｄｅｒ原位新膀胱阴道瘘，采用经腹经阴道联合途径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为 ２２４ｍｉｎ，术中出血
１００ｍＬ，术后住院时间２０ｄ，随访６月未见复发；１例患者因瘘口较小采用膀胱镜下膀胱阴道瘘口电凝术，手
术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术中出血２ｍＬ，术后住院时间２ｄ，术后出现不自主漏尿，复查膀胱镜仍可见膀胱后壁瘘口，
遂留置尿管１月，１月后行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术，随访６月未见复发。结论：妇科手术导致的膀胱阴道
瘘可以通过手术修补治愈。经阴道修补手术成功率高，术后恢复较快。对于能够经阴道显露、分离及缝合

的膀胱阴道瘘尽可能行经阴道修补手术。

【关键词】　妇科手术；经阴道修补术；经腹修补术；膀胱阴道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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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阴道瘘指尿液通过膀胱与阴道之间的异常瘘道持续
性逸出。引起膀胱阴道瘘的常见原因有难产或产程过长所导

致的膀胱阴道受压损伤医源性手术损伤、放射性损伤及晚期盆

腔恶性肿瘤侵犯膀胱和阴道等。其中妇产科手术损伤是发达

国家最常见的病因之一［１］。本文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泌尿外科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２例膀胱阴道
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探讨不同术式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治疗

妇产科手术后膀胱阴道瘘的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２例女性患者年龄４３～７５岁，平均（５５３±１２１）岁；
体质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２０６～３０４ｋｇ／ｍ２，平均（２６０
±３０）ｋｇ／ｍ２。１２例患者发病前均有手术损伤史：其中因子宫
肌瘤、子宫腺肌症或子宫脱垂行子宫全切术者８例；因子宫内膜
癌行改良子宫广泛切除术者１例；因宫颈癌行广泛全子宫切除
术者１例；因盆腔肿物行盆腔肿物切除术者１例；因膀胱颈纤维
化行膀胱电切术者１例。从妇产科手术损伤致出现阴道漏尿的
病程为５～１２个月，平均（８４±２９）个月。膀胱镜下测量瘘口
直径０３～２ｃｍ，平均（１１±０６）ｃｍ。１２例均为单发瘘口。比
较不同手术方式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修补成功

率等方面的差异。

１２　手术方法
目前治疗膀胱阴道瘘的主要的手术方法包括经阴道修补

术和经腹部修补术［２］。

经阴道途径：术前３ｄ用稀释的络合碘水冲洗阴道。术前 ｌ
ｄ禁食并进行肠道准备。手术麻醉后取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
以生理盐水作冲洗液，直视下置入Ｆ２１号膀胱镜。置入膀胱后，
观察瘘道开口的位置、大小数目，周围瘢痕情况，与输尿管开

口、膀胱颈的关系等。对于瘘口与输尿管开口距离较近者，可

置入输尿管支架管，便于辨别输尿管，防止其损伤。撤出膀胱

镜并留置导尿管。再次消毒阴道。阴道内置入阴道拉钩，将阴

唇拉向两侧，并缝合固定在治疗巾以扩大手术视野。沿阴道壁

瘘口周围２ｍｍ切除瘘口周围瘢痕组织。充分游离膀胱侧瘘口
周围的膀胱壁，使其能无张力对合。使用３－０可吸收缝线横向
全层缝合膀胱壁瘘口，然后再用３－０可吸收缝线纵行连续缝合
阴道壁瘘口。充分止血，置入膀胱镜观察膀胱壁瘘口是否缝合

良好。膀胱内注水未见阴道明显漏水后留置尿管，阴道内留置

碘伏砂条。

经腹修补术：麻醉后取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同法膀胱

镜下探查，置入输尿管支架管，防止输尿管损伤。取下腹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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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切口，进入耻骨后间隙，游离膀胱前壁和膀胱顶部。于中线

处打开膀胱距瘘口最近处切开膀胱壁延长至瘘口处并环绕瘘

口。游离瘘口处膀胱壁及阴道壁。切除两侧瘘口及周围２ｍｍ
的瘢痕组织，３－０可吸收缝线连续全层缝合阴道壁瘘口，３－０
可吸收线连续全层缝合膀胱壁。膀胱注水观察有无渗漏。留

置尿管，留置腹腔引流管，逐层关腹。

经腹腔镜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截石位，同法膀胱镜下

探查，置入输尿管支架管。阴道用碘伏纱布填塞以防止腹腔镜

操作时漏气。在脐下做３ｃｍ切口，置入１３ｍｍ穿刺器，建立二氧
化碳气腹（压力为１３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置入３０度腹
腔镜。在双侧腹直肌外侧缘置入两个１０ｍｍ穿刺器，分别置入
超声刀或吸引器。必要时可在双侧髂前上棘内侧３ｃｍ处置入
两个５ｍｍ穿刺器，协助暴露。游离膀胱，在尽可能离瘘口最近
处打开膀胱，切开膀胱壁延长至瘘口处并环绕瘘口。游离瘘口

处膀胱壁及阴道壁，切除两侧瘘口及周围２ｍｍ的瘢痕组织。３
－０可吸收缝线连续全层缝合阴道壁瘘口，３－０可吸收线连续
全层缝合膀胱壁，膀胱注水观察有无渗漏。留置尿管，留置腹

腔引流管。

术后常规予三代喹诺酮类或二代头孢类抗生素抗感染治

疗。术后排气后并逐步进食；术后１～２ｄ下床活动；术后２～３
ｄ拔除腹腔引流。出院后１２～１４ｄ行美蓝试验及膀胱尿道造影
检查，明确无漏尿后予以拔除导尿管。术后保持导尿管通畅，

避免膀胱内压力过高。术后３月内避免阴道检查，避免同房。
１３　随访

术后３～６个月进行门诊随访，修补成功为无阴道漏尿症
状，妇科检查和／或膀胱镜检查瘘口完全愈合。修补失败为仍
有漏尿症状，瘘口未愈合。

"

　结果
本组１２例患者中，６例患者行经阴道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

术，３例行经腹腔镜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１例行开放经腹腔
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１例行经腹经阴道联合途径膀胱阴道
瘘修补术，１例行膀胱镜下膀胱阴道瘘口电凝术：（１）６例患者
行经阴道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为（１０５０±
３２０）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４５±１２）ｍＬ，平均术后住院时间
（３０±１５）ｄ，术后６个月随访均未见复发。（２）３例患者行经
腹腔镜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为（３４５３±
１９２３）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８３３±２８９）ｍＬ，平均术后住院时间
（１０３±３２）ｄ，其中２例术后６个月未见复发；１例术后６月发
生膀胱阴道瘘复发，行二次腹腔镜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二

次手术术后６个月未见复发。（３）１例患者采用开放经腹腔内
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手术时间为２３４ｍｉｎ，术中出血２００ｍＬ，
术后住院时间４０ｄ，术后出现伤口脂肪液化，予定期换药治疗后
好转，随访６个月未见复发。（４）１例患者因膀胱癌行腹腔镜下
根治性膀胱切除术：Ｓｔｕｄｅｒ原位新膀胱术，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
术，６年后出现原位新膀胱阴道瘘，遂采用经腹经阴道联合途径
的手术方式，经腹腔切除新膀胱，将新膀胱近端回肠皮肤造口，

经阴道途径行阴道前壁修补术。手术时间为２２４ｍｉｎ，术中出血
１００ｍＬ，术后住院时间２０ｄ，随访６个月未见复发。（５）１例患者
因瘘口较小（直径约０３ｃｍ），采用膀胱镜下膀胱阴道瘘口电凝
术：手术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术中出血２ｍＬ，术后住院时间２ｄ，术后出
现不自主漏尿，复查膀胱镜仍可见膀胱后壁瘘口，遂留置尿管１
个月。１个月后行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术，二次手术术后６

月未见复发。

#

　讨论
膀胱阴道瘘的常见病因有手术损伤、产科损伤、放射性损

伤、晚期恶性肿瘤侵犯等［３，４］。在发达国家引起膀胱阴道瘘最

常见的病因即为妇产科手术损伤。Ｅｉｌｂｅｒ等［５］报道了２０７例膀
胱阴道瘘的治疗经验，其中因经腹腔子宫切除手术导致的膀胱

阴道瘘占８３％。Ｋｅｅｔｔｅｌ等［６］发现０５％ ～１０％行经腹腔子宫
全切除术的患者术后可能发生膀胱损伤。目前，我国女性泌尿

生殖道瘘的发病原因也主要为手术损伤［７，８］，本组１２例患者发
病前均有妇产科手术史。１２例患者中有１０例患者行子宫全切
除术，术中因解剖层次不清而对组织盲目进行分离、钳夹、缝扎

等［７］，都可能导致输尿管或膀胱损伤后缺血坏死，最终形成

尿瘘。

膀胱阴道瘘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尿液的持续性逸出。尿瘘

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瘘道的大小和位置，瘘口较大或位置邻近膀

胱颈常表现为持续性漏尿，瘘口较小或位于侧壁的瘘口常在患

侧卧位时漏尿，在平卧位或健侧卧位时可无漏尿。漏尿的伴随

症状可表现为腰痛、腹痛、恶心、低热、血尿等［９］。膀胱阴道瘘

的诊断包括阴道双合诊、膀胱镜检查、泌尿系增强ＣＴ等［１０］。增

强ＣＴ检查可以了解上尿路是否合并积水以及肾功能的大致情
况，甚至能观察到造影剂随尿液流入阴道，为手术方式选择提

供参考［１１］。

膀胱阴道瘘患者在行修补手术前可先留置导尿管，持续膀

胱引流可以减少尿液对阴道造成的腐蚀，减少感染的可能。对

一些瘘口直径＜３ｍｍ或发生膀胱损伤但瘘道尚未形成的患者
有可能治愈，但对于瘘口直径较大的患者保留尿管不能减少漏

尿，应尽早手术。对于较小的膀胱阴道瘘，可以选择留置尿管

持续引流３至６周后对膀胱内瘘口进行电灼，有些瘘口可自行
封闭，但可能失败。本组中１例直径约３ｍｍ患者采用膀胱镜下
膀胱阴道瘘口电凝术，术后即出现不自主漏尿，遂留置尿管１月
后行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术，二次手术术后６月未见复发。

妇产科手术导致的膀胱阴道瘘可以通过手术修补治愈。

经阴道途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相对经腹腔途径修补术创伤小、

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本组中６例患者选择行经阴道途径膀
胱阴道瘘修补术，平均术中出血（４５±１２）ｍＬ，平均术后住院
时间（３０±１５）ｄ，术后６个月随访均未见复发。传统观点认
为经阴道途径修补术主要适用于初次修补瘘口位置较低、瘘口

较少的单纯性膀胱阴道瘘患者。我们认为对于能够经阴道显

露及缝合的膀胱阴道瘘尽可能行经阴道途径修补术。

若患者合并经阴道途径的手术禁忌证如阴道狭窄、合并其

它腹腔脏器损伤等，或经阴道修补术失败，可选择行经腹腔途

径膀胱阴道瘘修补术［１２－１５］。对于瘘口累及尿道括约肌、瘘口

位于输尿管口旁、瘘口巨大等复杂性膀胱阴道瘘患者，一般适

宜选用经腹腔途径手术［１６］。经腹腔途径手术能够在充分暴露

手术视野的同时探查周围组织的受累情况并作相应处理［１７］，术

中可利用网膜或腹膜行瘘的修补。但经腹开放性途径切口较

大。本组中 １例患者采用经腹开放性途径。手术时间为
２３４ｍｉｎ。术中出血２００ｍＬ，手术创伤大，术中出血多，且患者术
后出现伤口脂肪液化，予定期换药治疗后好转，术后住院时间

４０ｄ。已发生手术并发症，且病人恢复较慢。本组中３例患者选
择行经腹腔镜途径修补术，术中可借助腹腔镜放大的视野、更

清晰地显露盆腔的解剖结构，精确切割和细致止血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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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相对于开放性途径，手术创伤小，对周围组织及脏器

的损伤减少，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

本组中１例患者Ｓｔｕｄｅｒ原位新膀胱与阴道之间出现异常窦
道。采用经腹联合经阴道途径的手术方式［１８］，术中取腹部正中

切口，脐下２ｃｍ至耻骨联合。术中发现新膀胱与耻骨后盆壁、
直肠粘连重，切开新膀胱前壁探及瘘口。游离新膀胱并切断新

膀胱颈部，保留新膀胱近端肠管与输尿管吻合处，切除其余新

膀胱壁，将新膀胱剩余回肠行皮肤造口术。经阴道途径完成阴

道瘘修补术，术中切除新膀胱肠管壁与残余阴道瘢痕，可吸收

缝线间断缝合阴道断端。术后住院时间２０ｄ，随访６个月未见
复发。

预防妇产科手术所致膀胱阴道瘘，术中出血时应先压迫出

血点，辨认膀胱解剖结构后再结扎出血部位。如术中发现泌尿

系统损伤，应立即进行修补，修补后减少或避免可能损伤修补

处组织的妇产科操作。妇产科手术导致的膀胱阴道瘘可以通

过手术修补治愈，经阴道修补手术成功率高，术后恢复较快。

对于能够经阴道显露、分离及缝合的膀胱阴道瘘尽可能行经阴

道修补手术。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是回顾性研究，手术方式的选

取可能与术者经验有关，存在选择性偏倚，病例数较少，随访时

间短，需要更多病例数的长期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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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危害及其影响
李冰　金玲　常春玲　魏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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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的临床危害及其影响。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３年５月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医院收治的９４例妊娠产妇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生殖道感染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比分
析两组孕妇妊娠结局，探讨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危害和影响。结果：观察组患者不良妊娠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胎儿存活率则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早产、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体重、胎膜早破以及死胎６种不良妊娠类型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对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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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妊娠期孕妇生殖道感染会增加胎儿不良妊娠风险，胎儿存活率也显著下降，
加强对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孕妇的临床治疗对降低不良妊娠率、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妊娠结局；临床危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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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感染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妇科病之一，因病原体侵入
外阴后导致生殖道及宫颈出现感染、炎症等，主要包括阴道炎、

宫颈炎、盆腔炎等几种类型，患者临床表现为白带增多、外阴瘙

痒、白带异味等［１－３］。妊娠期间女性免疫系统功能发生一定改

变，而孕妇发生生殖道感染的风险较高，孕期孕妇健康对胎儿

影响极大，临床发现生殖道感染孕妇患者妊娠后出现不良妊娠

概率相对较大，推测孕妇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有一定

的影响［４，５］。本研究对此展开分析，对比分析了妊娠期生殖道

感染患者和健康孕妇妊娠结局情况。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医院接受妊娠检查
的孕妇９４例，年龄２０～３１岁，根据分为是否发生生殖道感染分
为感染组（观察组）和未感染组（对照组）。观察组４７例，年龄
２１～３１岁，平均（２８０６±２０４）岁，孕周１３～２３周，平均（１８３４
±３０２）周；对照组４７例，年龄２０～３１岁，平均（２８１２±１９８）
岁，孕周１４～２３周，平均（１９６４±２８１）周。纳入标准：全部孕
妇均为单胎；全部孕妇均为初次妊娠。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两组患者年龄、孕周等临床资料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反应检测两组孕妇血清 ＩｇＭ抗体，采集
两组孕妇生殖道分泌物进行支原体、衣原体及细菌检测，对患

者是否感染支原体、衣原体等进行判断。

１３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１）检测孕妇ＩｇＭ抗体为阳性即为感染，生殖道

分泌物镜检衣原体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即为衣原体感染；（２）
支原体培养阳性即为支原体感染；（３）镜检结果发现假丝酵母
菌、滴虫即为滴虫性阴道炎；（４）检测结果发现念珠菌、淋球菌

即分别为念珠菌性阴道炎、淋球菌性阴道炎。

对两组孕妇妊娠结局进行统计，不良妊娠结局包括：（１）早
产：分娩周数在２８～３７周内；（２）胎儿窘迫：胎儿宫内缺氧导致
出生后酸中毒、神经系统受损等；（３）胎膜早破：分娩前胎膜过
早破裂；（４）新生儿低体重：胎儿出生后体重低于２５ｋｇ；（５）死
胎：妊娠２０周后胎儿宫内死亡或分娩时死亡；（６）新生儿窒息：
胎儿出生后出现全身发紫、心跳慢于８０次／ｍｉｎ、喉反射消失等
症状对胎儿是否出现窒息进行判断［６，７］。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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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感染检查情况分析

对两组孕妇进行血清ＩｇＭ抗体及生殖道分泌物检测，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ＩｇＭ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对照组患者则均为阴
性；观察组患者生殖道分泌物检测结果显示４７例感染患者中单
一感染３３例，占比７０２１％，合并感染１４例，占比２９７９％。
２２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分析比较

对两组孕妇妊娠结局进行统计，其中观察组患者不良妊娠

孕妇有３０例，不良妊娠率为 ６３８３％显著高于对照组，胎儿存
活率７６５９％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率对比比较

统计指标 观察组（ｎ＝４７）对照组（ｎ＝４７） χ２ Ｐ

不良妊娠 ３０（６３８３） ８（１７０２） ５５６８ ００１９

胎儿存活 ３６（７６５９） ４７（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８ 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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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类型分析
对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类型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两组孕妇

不良妊娠类型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类型分析

不良妊娠结局 观察组（ｎ＝４７）对照组（ｎ＝４７） χ２ Ｐ

早产 ３（６３８） １（２１３） ５２０３ ００２１

胎儿窘迫 ７（１４８９） ３（６３８） ６５８７ ００１２

胎膜早破 ５（１０６４） ３（６３８） ５７８２ ００１７

新生儿低体重 ４（８５１） １（２１３） ５９７６ ００１５

新生儿窒息 ６（１２７７） ０（０００） ７９８２ ０００７

死胎 ５（１０６４） ０（０００） ６６３５ ００１０

#

　讨论
生殖道感染作为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病，性传播为主要传播

方式，包括梅毒、淋病、尖锐湿疣、滴虫病等多种类型。患者患

病类型不同临床表现也不同，主要有外阴瘙痒、白带异常、性交

疼痛、下腹疼痛、外阴或阴道内出现湿疣、排尿疼痛等多种情

况。该病在孕妇人群中发病率也极高，因孕妇妊娠期间激素水

平发生变化后导致生殖道内皮细胞受到刺激，进而影响孕妇的

免疫系统，生殖道感染风险更高［８－１２］。妊娠期间孕妇健康状况

对胎儿的影响较大，加上近年来有临床研究发现细菌感染孕妇

患者临床早产率较高，出现羊水污染、胎儿窘迫等不良妊娠风

险也较高，推测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有较大的影响［１３－１５］。

本研究展开分析统计了生殖道感染孕妇同非感染孕妇的妊娠

结局，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研究中共统计９４例孕妇临床资料，通过血清ＩｇＭ抗体检查
结果阳性患者为观察组，结果为阴性的孕妇则为对照组，对两

组孕妇妊娠结局进行统计显示观察组患者不良妊娠率为

６３８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１７０２％，产后胎儿存活率显示观
察组胎儿存活率为７６５９％，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１００００％，组间
不良妊娠率和胎儿存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统计结果表明孕妇生殖道感染对增加不良妊娠率有较大的影

响，同时对胎儿存活率影响也较大，生殖道感染患者中感染病

原菌类型较多，包括支原体、衣原体、滴虫、念珠菌等，其中支原

体感染同胎膜细胞破坏有一定关系，对引发胎膜早破不良妊娠

结局有较大的相关性，而细菌感染同胎儿早产也有一定的关

系，生殖道感染类型中较为严重的一种类型为病毒感染，病毒

入侵孕妇体内，而母体免疫功能较弱，病毒会随血液循环侵入

胎儿，病毒侵害严重时会导致死胎发生［１６－１８］。研究中统计了

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类型显示，不良妊娠包括早产、胎膜早破、新

生儿低体重、新生儿窒息、胎儿窘迫、死胎６种类型，统计结果显
示观察组６种不良妊娠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临床统计结果表明妊娠期孕妇生殖道
感染对胎儿妊娠结局影响较大，不仅会导致各种不良妊娠发

生，还会增加新生儿的死亡率，临床治疗中指导加强对孕妇妊

娠期间生殖道感染临床检测并及时治疗，以降低不良妊娠发生

率和胎儿死亡率。

综上所述，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孕妇不良妊娠率显著较高，

临床应加强患者的临床治疗，对提高胎儿存活率、降低不良妊

娠发生率有较大的意义，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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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应用吲哚美辛巴布膏治疗痛经的疗效研究
王宇　霍丽丽　刘朝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观察比较经期应用吲哚美辛巴布膏于腰骶部及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治疗痛经的效果。
方法：采用调查问卷，收集３１例痛经女性的月经基本信息。第一次月经来临时，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腰
骶部；在第二次月经来临时，敷贴在腹部耻骨联合上方，均每天白天贴用１２ｈ，晚上取下，共３ｄ。观察两次月
经痛经缓解时间、痛经缓解程度、痛经持续天数，并进行前后对比，分析吲哚美辛巴布膏对缓解痛经的作用，

以及敷贴位置的不同对缓解痛经的差异。结果：患者痛经ＮＲＳ评分两次用药后均有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４１及Ｐ＝０００３）。第一次用药后痛经天数减少（２ｖｓ１７１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４１）；第
二次月经用药后痛经天数减少（２ｖｓ１６５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两次用药后痛经均有缓解，痛
经缓解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２７４ｖｓ７６１ｈ，Ｐ＝０２３１）。３１例患者中２６人（８３９％）需要服用止痛药
物，第一次用药后只有１７人（５４８％）需要口服止痛药物，前后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４）。结论：
吲哚美辛巴布膏对于治疗痛经有良好的疗效，敷贴于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比贴在腰骶部对于痛经治疗的效果

可能更好。

【关键词】　痛经：吲哚美辛：前列腺素：经皮吸收制剂：敷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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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１１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痛经指月经前后或经期出现下腹部疼痛、坠胀，伴有腰酸
或其他不适的症状。尤其多见于未婚青年妇女［１］，患病率约为

１６８％～８１０％［２］，严重影响女性生活。目前分为原发性和继

发性两种，原发性指生殖器官无明显病变者，故称功能性痛经，

多见于青春期、未婚及已婚未育者，在正常分娩后疼痛多可缓

解或消失［３］。继发性痛经多因生殖器官有器质性病变。产生

痛经的原因多样，多与各种原因造成的子宫平滑肌收缩有关，

特别是前列腺素Ｆ－２α相对增加有关，可表现为经期及月经前
后出现明显的小腹痉挛性疼痛、坠胀，甚至腰及大腿酸痛不适，

严重者伴有头晕或恶心呕吐，甚者可见面色苍白、出冷汗、手足

厥冷、剧痛昏厥等危象，影响女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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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研究中［４－９］曾有多种多法应用于治疗痛经，本研

究中主要使用经皮吸收制剂。吲哚美辛巴布膏为非甾体类消

炎镇痛药，具有抗炎、解热及镇痛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环氧化

酶活性而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制止组织痛觉神经冲动的形

成，解除内源性前列腺素造成的疼痛反应。本研究收集３１例痛
经妇女的月经基本资料，观察研究吲哚美辛巴布膏对痛经缓解

的作用。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纳入标准　①经期或经期前后出现周期性下腹疼痛者；
②年龄１８～５０岁，充分了解知情本研究并愿意接受本研究治疗
方案的患者。

１１２　排除标准　①对试验所用的贴剂过敏者；②合并有心肾
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病，精神病患者；③不符合纳入标准、未
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者资料不全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

断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３１例痛经女性
的月经基本信息作为基线数据。在信息收集后的第一次月经

来临时，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腰骶部，每天白天贴用１２ｈ，
晚上取下，共３ｄ。观察痛经缓解时间、痛经缓解程度；在第２次
月经来临时，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每

天白天贴用１２ｈ，晚上取下，共３ｄ。观察痛经缓解时间、痛经缓
解程度。并对两次痛经的持续时间、痛经缓解时间、痛经缓解

程度进行前后对比，分析吲哚美辛巴布膏对缓解痛经的作用，

以及敷贴位置的不同对缓解痛经的差异。

１２２　评定标准　①症状积分评分、分度标准及疗效评定标

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０］制订；②疼痛程度评
价指标：患者对疼痛的评估以数字分级法（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ＮＲＳ）：数字分级法用０～１０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０为无
痛，１０为剧痛。疼痛程度分级标准为：０：无痛；１～３：轻度疼痛；
４～６：中度疼痛；７～１０：重度疼痛。
１２３　贴剂来源　吲哚美辛巴布膏（商品名：必艾得）是由尼
普洛外用药品株式会社（原：日本玉第一制药株式会社）提

供，每贴（１４ｃｍ×１０ｃｍ）含膏体１３ｇ；每克膏体含吲哚美辛３５ｍｇ
（执行标准：进口药品注册标准 ＪＭ２０１４０００３；批准文号：进口药
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５０２５３；产品批号ＪＮ０５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分别采用ｔ检
验、χ２检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本情况
２１１　一般结果情况　纳入分析的痛经妇女共３１例，平均年
龄（２６５８±２４３８）岁，孕次（０１３±０５２）次，产次（００３±
００３）次，初潮年龄（１２８７＋０７８）岁，月经周期（３１０４＋
１３０６）ｄ，持续时间（６２３±１１１）ｄ。其中，２６例为原发性痛经，
５例为继发性痛经。２９例无确切病症，１例合并子宫腺肌症，１
例有其他疾病。平时痛经ＮＲＳ评分（５５５＋１３９）分，其中轻度
（１～３分）痛经者 ３例（９７％），中度（４～６分）痛经者 ２２例
（７１０％），重度（７～１０分）痛经者６例（１９３％）。用药前一次
月经痛经ＮＲＳ评分（５２６±２１３）分，痛经天数（２００±０８７）ｄ。
２１２　患者平时经期的伴随症状　２７例（８７１％）腰酸背痛，
２２例（７１０％）焦虑，２２例（７１０％）心烦气躁，２８例（９０３％）
工作学习效率下降。见图１。

图１　经期伴随症状

２１３　经期生活习惯　 无人平时洗冷水澡，无人冷水洗头，１６
人（５１６％）经期会吃生冷、辛辣、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１人
（３２％）经期剧烈运动，无人经期有性生活，２５人（８０６％）有
工作学习压力，１３人（４１９％）经期受凉，２６人（８３９％）经期久

坐，１１人（３５５％）经期会加强营养，２６人（８３９％）经期需服用
止痛药物，其中 ２１人（６７７％）服用水杨酸类镇痛药，３人
（９７％）服用中药，２人（６５％）服用其他类药物。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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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经期生活习惯

２２　患者用药情况
３１例患者中只有１人两次用药后自觉不适，自诉为用药部

位瘙痒。第一次月经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腰骶部，月经持

续天数（６２６±１２０）ｄ，痛经ＮＲＳ评分（６２６±１２０）分，痛经天
数（１７１±０５５）ｄ，痛经缓解时间（１２７４±３３７６６）ｈ。第二次
月经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月经持续天

数（６１０＋０８９）ｄ，痛经 ＮＲＳ评分（４１６±３４７）分，痛经天数
（１６５±０９０）ｄ，痛经缓解时间（７６１±１５９１８）ｈ。
２２１　痛经程度　用药前痛经ＮＲＳ评分５２６分，第一次月经
用药后痛经 ＮＲＳ评分平均４７４分，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２１５）。第二次月经用药后痛经 ＮＲＳ评分４１６分，与
用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４）。平时痛经ＮＲＳ评
分５５５分，第一次月经用药后痛经 ＮＲＳ评分平均４７４分，第
二次月经用药后痛经ＮＲＳ评分４１６分，与用药前相比，两次用
药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１及Ｐ＝０００３）。
２２２　痛经天数　患者原始痛经天数平均２ｄ，第一次月经用
药后痛经天数平均１７１ｄ，与用药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２４１）。第二次月经用药后痛经天数平均１６５ｄ，用药前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２２３　痛经缓解时间　患者两次用药后痛经均有缓解，第一次
用药后痛经缓解时间平均１２７４ｈ，下腹部贴吲哚美辛贴后痛经
缓解时间平均７６１ｈ，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３１）。
２２４　痛经是否需要服药　３１例患者中２６人（８３９％）需要
服用止痛药物，第一次用药后只有１７人（５４８％）需要口服止
痛药物，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４）。
#

　讨论
３１　吲哚美辛布巴膏

吲哚美辛（Ｉｎｄｏｍｅｔａｃｉｎ）是一种非甾体抗炎药，是环氧酶
（ＣＯＸ－１和ＣＯＸ－２）的非选择性抑制剂。作用机理是减少前
列腺素的合成，减轻炎性反应。如其他非选择性ＣＯＸ抑制剂一
样会导致消化性溃疡，严重时会导致出血及穿孔。所以临床上

常用吲哚美辛栓肛塞来治疗痛经［１１－１６］，从而避免消化性溃疡，

但偶有头痛、腹泻等不适反应［７，１０］，而且肛塞制剂平时应用时有

不便，一旦放置如有不适无法及时取出，经皮吸收制剂则可避

免这种情况。而且吲哚美辛分子量小，适合经皮给药。

本研究所用的吲哚美辛巴布膏即是一种经皮吸收制剂。它

是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具有抗炎、解热及镇痛作用，机制为通

过抑制环氧化酶活性而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制止组织痛觉神

经冲动的形成，解除内源性前列腺素造成的疼痛反应。巴布膏

技术采用高分子架桥技术，不含硅胶。是以水溶性高分子聚合

物为基质骨架材料的外用贴剂，具有保湿性强，与皮肤的相容

性好，耐老化，可以反复揭贴、随时终止给药、含水量高且保持

动态水循环结构、厚度仅为１５ｍｍ，较轻薄，透气性明显优于凝
胶剂，因此不易产生过敏、贴敷不适等副作用。

国内尚无文献报道经皮吸收制剂治疗痛经，本研究通过收

集痛经患者的月经基本资料及不同位置使用吲哚美辛巴布膏

后的痛经情况，分析吲哚美辛巴布膏对缓解痛经的作用，以及

敷贴位置的不同对缓解痛经的差异。

３２　ＴＴＳ治疗痛经的效果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患者两次用药后痛经均有缓解，但两

次用药后的缓解时间无差异，敷贴在腰骶部后口服止痛药物者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痛经患者用药后痛经 ＮＲＳ评分较
用药前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在腹

部耻骨联合上方后，患者痛经天数较前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敷贴在腰骶部痛经天数无缩短。经期使用吲哚美辛巴

布膏可以有效地治疗痛经，敷贴于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比贴在腰

骶部对于痛经治疗的效果可能更好。这可能是因为痛经多数

是由于子宫平滑肌收缩所致，痛经严重的妇女其经血中 ＰＧＦ２α
水平高，使用吲哚美辛巴布膏敷贴于腹部耻骨联合上方可以直

接作用于局部血管，降低ＰＧＦ２α水平从而有效的治疗痛经。
综上所述，吲哚美辛巴布膏对于治疗痛经有良好的疗效，

敷贴于腹部耻骨联合上方比贴在腰骶部对于痛经治疗的效果

可能更好，但起效时间稍长，对于膏药过敏者不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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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应用ＣＯ２激光联合浅层Ｘ线照射治疗肛周尖锐湿疣的疗效及复发率。方法：肛
周尖锐湿疣患者１３２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对照组用ＣＯ２激光治疗，常规皮肤消毒，局麻后每
个皮损连续点灼，范围超过疣体基底部，术毕可外涂抗炎药膏，保护创面。治疗组用ＣＯ２激光联合ＳＲＴ－１００
浅层Ｘ线照射治疗，ＣＯ２激光清除疣体后即刻照射１次，３ｄ，７ｄ，１５ｄ各照射１次，４次为１疗程，结束后随访３
个月。结果：对照组治愈率５２２４％，复发率为４７７６％；治疗组治愈率８６１６％，复发率为１３８４％。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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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近
年来临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很多，疗效各异，复发率居高

不下。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方
法治疗肛周尖锐湿疣，其中 ＣＯ２激光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浅层 Ｘ线
照射取得明显效果，尤其是复发率明显降低。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的１３２例患者均为我院皮肤科门诊患者，临床表现与
症状符合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１］。不易确诊者做聚合酶链反

应（ＰＣＲ））或行病理活检，主要排除与尖锐湿疣难鉴别的疾病
如鲍温样丘疹病，梅毒扁平湿疣等疾病。年龄范围在 １６～６０
岁，平均年龄３５岁；其中男性８０例，女性５２例；病程１５ｄ～１年
不等，平均６个月；初发者７９例，复发者５３例。随机分为两组：
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６７例、ＣＯ２激光联合ＳＲＴ－１００照射组６５例。
治疗前患者签署ＳＲＴ—１００浅层Ｘ线治疗和ＣＯ２激光治疗知情
同意书。两组的在年龄、性别和病程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具

有可比性。皮损部位：所有入选病例皮损都集中在肛门和肛门

周围，所有患者均行肛镜检查，排除肛管直肠内尖锐湿疣。

１２　治疗方法
首先确定治疗范围：醋酸白实验阳性部位即为治疗范围。

单纯超脉冲ＣＯ２激光治疗组：ＣＯ２激光治疗选用上海得邦
得力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制造（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号：沪食药监械生产许２００６１３９９号）治疗仪，波长１０６μｍ，频率
５０Ｈｚ，功率１～３０Ｗ。常规皮肤消毒，局麻后每个皮损连续点
灼，能量１５～２０Ｗ，脉宽１０～２０ｓ，逐个点灼的范围应超过疣体
基底部０２～０５ｃｍ。术毕可外涂复方多粘菌素Ｂ乳膏（浙江日
升昌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１２６９），用药５～７ｄ，每天３
次左右。尽量保持患处干燥、清洁，防止创面感染，加速创面愈

合。ＣＯ２激光联合ＳＲＴ－１００照射组：ＳＲＴ－１００浅层 Ｘ线治疗
系统为美国 Ｓｅｎｓｕｓ公司制造（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１４０３１１８１），在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当天开始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照射治疗１次，电压为
５０ｋＶ，单次剂量４００ｃＧｙ，激光术后２４ｈ内照射第１次，照射前清
洁消毒伤口，防止感染，照射后同样外涂复方多粘菌素 Ｂ乳膏，
每天３～５次，用药５～７ｄ。３ｄ后 ＳＲＴ－１００照射治疗第２次，１
周后ＳＲＴ－１００照射治疗治疗第３次，１５ｄ后 ＳＲＴ－１００照射治
疗治疗第４次，４次为１疗程，４次总量１６００ｃＧｙ。根据皮损大小

和消退情况，以１个疗程为限判断治疗效果。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常见皮肤性病诊断与治疗》［２］中尖锐

湿疣的疗效标准。在治疗后３个月内，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
治愈：疣体全部消失，无明显临床症状，随访３个月无复发；有
效：疣体全部消失，无明显临床症状，１个月内无复发或３个月
内出现２次小疣体，局部治疗无复发；无效：随访３个月出现３
次以上散在疣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的比

较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两组近期疗效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６７ ３５ １８ １４ ７９１０

治疗组 ６５ ５６ ６ ３ ９５３８

　　注：两组间比较χ２＝１９６６８，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随访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１月 ２月 ３月 复发率（％）

对照组 ６７ ９ １１ １２ ４７７６

治疗组 ６５ ２ ３ ４ １３８４

　　注：两组间比较χ２＝１７７２２，Ｐ＜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感染所引起的，其发病率在性病流行中占第２位，它的变化发展
与机体的免疫力相关。多由ＨＰＶ的６、１１、１８、３１、３３、４０－４５、５１
等型引起，慢性病程，通常无自愈倾向，可能发生癌变。尖锐湿

疣好发于外生殖器及肛门周围皱褶处的皮肤黏膜，中青年男

性、有同性性行为者、有桑拿习惯的男性更容易患肛周尖锐湿

疣，伴有肛裂及痔疮、肛周湿疹、肛门瘙痒症等肛门直肠疾病的

均可出现局部皮肤黏膜的破损而为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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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４］，感染病毒潜伏期数周到数月出现临床表现，产生典型皮

疹。国内外各级医院在临床中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治疗该病，

治愈率高，但因其局部治疗不能将体内ＨＰＶ病毒完全彻底清除
而导致复发率居高不下［５，６］。另外人体细胞免疫状态是影响该

病发生及转归的重要因素之一。身体衰弱、劳累，机体免疫功

能降低时易患尖锐湿疣，也会导致疾病迁延不愈，反反复复。

亚临床感染指皮肤上没有明显丘疹，外观正常，肉眼看不到病

变。经局部醋酸白试验后出现发白的区域，组织病理显示有尖

锐湿疣改变。如果醋酸白实验阴性，组织学无异常，可进一步

通过ＰＣＲ扩增，检测到ＨＰＶ－ＤＮＡ的存在，病毒经过一段潜伏
期可进一步发展为尖锐湿疣［７，８］。对典型的尖锐湿疣局部运用

药物或物理治疗大多一两次都能治愈，但复发率高。主要是体

内存在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９］。

目前大多患者包括一部分医生都认为局部皮损、疣体消失

了，临床症状没有了就痊愈了，而忽略了体内潜伏的病毒。后

期没有进行连续有效的治疗，以致复发率升高。近年来各级医

院做了很多尝试，也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来提高该病

治愈率，降低其复发率。大多数医院依靠单纯的化学、物理、局

部用药等方法治疗，比如有液氮冷冻、超脉冲 ＣＯ２激光、局部药
物注射、微波、电离子等疗法对疣体进行点对点清除［１０，１１］，短期

内消除了病灶，疣体消失，皮肤外观正常，却对皮损深处潜伏的

ＨＰＶ病毒无效，导致后期复发率较高。尤其肛周黏膜不易暴露
部位，位置较深，皱褶较多，易摩擦，较潮湿，单一疗法复发率更

高，更容易导致创面的反复感染和疣体的迁延不愈［１２］。最新有

用ＰＤＴ治疗尖锐湿疣的，系统或局部用光敏剂联合激光照射治
疗，使患处产生光生物学和光化学反应，引起组织损伤，消除疣

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该治疗方法有可能导致局部过敏，同

样难以控制其复发，且费用较高［１３，１４］。

我们在临床诊疗中先用冰醋酸确定亚临床感染的范围，紫

药水标清皮损范围，然后运用 ＣＯ２激光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浅层 Ｘ
线照射治疗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运用光热作用原理，调整合适的
能量和脉宽，可使局部瞬间产生高温，烧灼疣体，迅速破坏疣体

实质，使病变汽化碳化而消失，同时在底部形成薄薄的凝固层，

达到很好的摧毁病变组织的能力及明显的止血效果，并有对正

常组织损伤小、术后痛感轻、伤口愈合快、无明显瘢痕等特点；

而浅层Ｘ线照射通过对人乳头瘤病毒线粒体的破坏作用，对潜
伏的病毒也能起到抗增殖抑制作用，同时起到抗炎和免疫调节

的临床生物学效应［１５，１６］。二者联合发挥作用达到降低尖锐湿

疣复发率的目的，但激光术后开始放射的时间、每次照射剂量、

照射次数和总照射量，目前尚无定论，也无参考标准。

本文临床治疗资料显示，单纯 ＣＯ２激光组 ６７例，痊愈 ３５
例，复发３２例；ＣＯ２激光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照射组６５例，痊愈５６
例，复发９例。经统计学检验表明，单纯ＣＯ２激光的近期疗效明
显低于ＣＯ２激光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浅层 Ｘ线照射组，因此患者的
依从性较差，所以不作为首选治疗。而 ＣＯ２激光治疗后配合
ＳＲＴ－１００浅层Ｘ线照射提高了治愈率，能明显降低该病的复
发率。

就放射治疗的不良反应而言，少数病例存在局部偶有疼

痛、瘙痒、术后创面延迟愈合，大多数病例存在皮肤色素沉着。

为了减少放射对于患者躯体的影响，放疗过程中应做好对患者

的防护，尤其是对各种腺体、生殖器的防护，减少对各种器官的

影响。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联合 ＳＲＴ－１００浅层 Ｘ线照射治疗，在
祛除疣体的同时治疗了潜伏的病毒和亚临床感染，提高了近期

的治愈率，降低了疾病的复发率，且副作用较小，治疗简便快

捷，痛苦小，不易感染，费用低，疗程短。该方法安全有效，值得

临床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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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ＨＩＶ／ＡＩＤＳ晚发现病例特征及影
响因素分析
郭燕　宁铁林　周宁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了解天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新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的晚发现比例，分析晚发现的影响
因素。方法：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天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新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的数据信息，
对病例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晚发现的比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天津市累计新发现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数为２９２２例，晚发现比例为３１３％。多因素分析表明２５～３４岁病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１７２２，
９５％ＣＩ：１３４６～２３３４）、３５～４９岁病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２９３４，９５％ＣＩ：２１２５～４０５１）、５０岁及以上病例（ａｄ
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３８５９，９５％ＣＩ：２６２５～５６７３）晚发现比例高于２５岁以下病例；ＳＴＤ就诊者发现病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０２９３，９５％ＣＩ：０２０９～０４１３）、ＶＣＴ发现病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０２７８，９５％ＣＩ：０２１３～０３６４）、专题调查
发现病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０２５４，９５％ＣＩ：０１９８～０３２６）晚发现比例低于医疗机构检测发现病例；本市户籍病
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ＯＲ＝１２６６，９５％ＣＩ：１０４３～１５３８）晚发现比例高于非本市户籍病例。结论：天津市新发现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存在一定比例的晚发现现象，年龄、户籍、病例来源为影响病例晚发现的主要因素，应采取有
效措施及早发现病例。

【关键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晚发现；影响因素；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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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自１９９１年发现首例境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艾滋
病开始在我市蔓延。随着艾滋病监测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市报

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ＩＶ／ＡＩＤＳ）数
量不断攀升。目前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被认为是 ＨＩＶ预防与控
制的有效手段［１］，而很多病例因为晚发现导致不能及时治疗，

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同时治疗成本与传播风险也相应增

加［２］，晚发现已经成为 ＨＩＶ／ＡＩＤＳ防治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将对天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五年间新发现病例的晚发现
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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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提供科学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依据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报告相关规定，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天津
市发现并报告至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的新发现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历年年
底的历史卡片，从每一年下载的卡片库中筛选出当年新报告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筛选条件为：审核标志为“已终审卡”；病例类型为
“临床诊断病例”或者“实验室诊断病例”；地区类别为“本省其

它地市”、“本市其它区县“、“本区县”、“其他省”。依据条件筛

选出当年新报告病例后，将新报告病例卡片与当年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计数最低的一次随访表进行关联。将五年新报告病例分

别关联后的数据库进行合并后分析ＨＩＶ／ＡＩＤ病例晚发现情况。
参考相关文献［３］历年新报告病例晚发现包括以下 ５类：

（１）死亡且死亡原因为非意外者的病例；（２）存活和意外死亡的
病例中，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低于２００个／μＬ的病例；（３）存活
和意外死亡的艾滋病病人中，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在２００～４９９
个／μＬ的病例；（４）未做过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的存活和
意外死亡的艾滋病病人；（５）推算的晚发现病例，推算依据为未
接受过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按照
除非意外死亡的其余新发现病例中做过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
检测者当中，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低于２００个／μＬ的病例。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信息，趋势检验用于验证年度

间的变化趋势，病例晚发现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统计学检验效率α＝００５，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天津市五年间新发现并报告病例数分别为
４０４、５０５、４９７、６８４、８３２例，累计报告病例２９２２例。分析２９２２例
研究对象的特征得知，研究对象被发现并报告时平均年龄为

（３４４９±１２０３８）岁（１～８６岁），中位数为３１岁；性别分布：男
性占９４５％（２７６１），女性占 ５５％（１６１）；民族分布：汉族占
９３４％（２７２８），少数民族占６６％（１９４）；婚姻状况分布：不详占
０２％（７），未婚占５５３％（１６１７），已婚有配偶占２７１％（７９２），
离异或丧偶占 １７３％（５０６）；年龄分布：２５岁以下占 ２２６％
（６６１），２５～３４岁占３６３％（１０６１），３５～４９岁占２７８％（８１１），
５０岁及以上占１３３％（３８９）；户籍分布：本市占５２９％（１５４６），
外地占４７１％（１３７６）；传播途径分布：不详／其他途径占１１％
（３２），同性传播占７１５％（２０９０），异性传播占２３９％（６９９），注
射毒品传播占 ３５％（１０１）；报告当年疾病名称分布：ＨＩＶ占
７１５％（２０８８），ＡＩＤＳ占 ２８５％（８３４）；病例来源分布：来源于
ＶＣＴ占１７７％（５１８），来源于专题调查占３５０％（１０２２），来源
于医疗机构检测占 ２６１％（７６２），来源于其他检测占 １３０％
（３８１），来源于ＳＴＤ检测占８２％（２３９）。
２２　晚发现病例特征及影响因素

２９２２例研究对象有 ９１６例为晚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为
３１３％，９１６例晚发现病例的平均年龄为（３１８６±１０７２７）岁（１

～７９岁），中位数为２９岁。分层分析知历年晚发现比例，２０１１
年为３５４％（１４３／４０４）、２０１２年为２７３％（１３８／５０５）、２０１３年为
３０２％（１５０／４９７）、２０１４年为 ３０８％（２１１／６８４）、２０１５年为
３０９％（２７４／８３２），历年晚发现比例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８３，χ２＝８２３５）。晚发现病例特征见表１。单因素分析发现
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病例来源、不同

年龄、不同户籍、不同传播途径的研究对象晚发现比例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将单因素分析中，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的变量选
为自变量，晚发现情况为因变量（晚发现＝１，非晚发现 ＝０），按
照纳入标准为００５、排除标准为０１０的水准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见表２。多因素分析表明与病例晚发现有关的因素为
病例来源、年龄、户籍与传播途径四个因素。

表１　不同特征病例晚发现情况

特征
晚发现病例

例数 构成比（％）

非晚发现病例

例数 构成比（％）

统计量

Ｐ（χ２）

性别

　女 ７５ ４６６ ８６ ５３４ ００００
　男 ８４１ ３０５ １９２０ ６９５ （１８３７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３３１ ２０５ １２８６ ７９５ ００００
　已婚有配偶 ３６８ ４６５ ４２４ ５３５ （２０２２１７）
　离异或丧偶 ２１５ ４２５ ２９１ ５７５
　不详 ２ ２８６ ５ ７１４
文化程度

　文盲 １５ ３２６ ３１ ６７４ ００００
　小学 ６６ ４２０ ９１ ５８０ （２８７４５）
　初中 ２７４ ３６２ ４８２ ６３８
　高中或中专 ２６３ ３１３ ５７８ ６８７
　大专及以上 ２９８ ２６６ ８２４ ７３４
病例来源

　医疗机构检测 ４４５ ５８４ ３１７ ４１６ ００００
　ＳＴＤ ５９ ２４７ １８０ ７５３ （３５２５５１）
　ＶＣＴ １１８ ２２８ ４００ ７７２
　专题调查 ２０９ ２０５ ８１３ ７９５
　其他 ８５ ２２３ ２９６ ７７７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９２ １３９ ５６９ ８６１ ００００
　２５～３４岁 ２６２ ２４７ ７９９ ７５３ （２７５４７８）
　３５～４９岁 ３４１ ４２０ ４７０ ５８０
　５０岁及以上 ２２１ ５６８ １６８ ４３２
户籍

　非本市户籍 ３３２ ２４１ １０４４ ７５９ ００００
　本市户籍 ５８４ ３７８ ９６２ ６２２ （６３００２）
传播途径

　不详／其他途径 １２ ３７５ ２０ ６２５ ００００
　同性传播 ５７８ ２７７ １５１２ ７２３ （７７３９１）
　异性传播 ３０９ ４４２ ３９０ ５５８
　注射毒品 １７ １６８ ８４ ８３２
民族

　少数民族 ５２ ２６８ １４２ ７３２ ０１５８

　汉族 ８６４ ３１７ １８６４ ６８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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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病例晚发现影响因素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ＯＲ９５％可信区间

常数 －０１２３ ０４４９ ００７５ ０７８４ ０８８４

性别

　女 １０００

　男 －０１２４ ０１９７ ０３９６ ０５２９ ０８８３ ０６００～１３００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０００

　已婚有配偶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９ ２８００ ００９４ １２４１ ０９６４～１５９７

　离异或丧偶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５ １７４３ ０１８７ １２１０ ０９１２～１６０７

　不详 －１１２４ ０８７７ １６４２ ０２０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５８～１８１３

文化程度

　文盲 １０００

　小学 －０２３８ ０４２２ ０３１８ ０５７３ ０７８８ ０３４５～１８０２

　初中 －０４９４ ０４０２ １５０９ ０２１９ ０６１０ ０２７８～１３４２

　高中或中专 －０６５７ ０４０６ ２６１４ ０１０６ ０５１８ ０２３４～１１５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６２２ ０４１０ ２２９９ ０１２９ ０５３７ ０２４０～１２００

病例来源

　医疗机构检测 １０００

　ＳＴＤ －１２２６ ０１７４ ４９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３ ０２０９～０４１３

　ＶＣＴ －１２７９ ０１３６ ８８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８ ０２１３～０３６４

　专题调查 －１３６９ ０１２７ １１６３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８～０３２６

　其他 －１１４２ ０１５８ ５２３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９ ０２３４～０４３５

年龄组

　２５岁以下 １０００

　２５～３４岁 ０５７２ ０１４１ １６５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７２２ １３４６～２３３４

　３５～４９岁 １０７６ ０１６５ ４２７９３ ００００ ２９３４ ２１２５～４０５１

　５０岁及以上 １３５０ ０１９７ ４７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３８５９ ２６２５～５６７３

户籍

　非本市户籍 １０００

　本市户籍 ０２３６ ００９９ ５６９２ ００１７ １２６６ １０４３～１５３８

传播途径

　同性传播 １０００

　异性传播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１ ０６４１ ０４２３ ０９０８ ０７１７～１１５０

　注射毒品 －０９０８ ０３１６ ８２８８ ０００４ ０４０３ ０２１７～０７４８

　不详／其他途径 －００８０ ０４０９ ００３９ ０８４４ ０９２３ ０４１４～２０５９

#

　讨论
目前，对于艾滋病晚发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刚

发现时即为ＡＩＤＳ或者发现后很快进展为 ＡＩＤＳ（出现 ＡＩＤＳ相
关临床症状或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小于等于２００）的病例为
晚发现病例［４－８］；同时也有将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小于等于
３５０的病例定义为晚发现病例［９］；再者有将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
数水平小于２００或确证为ＨＩＶ感染后１年之内死亡的病例定义
为晚发现病例［１０］。本文晚发现病例依据有关文献综合病例发

现时的临床表现、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以及死亡等情况进

行定义［３］。

本研究发现天津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新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
高于北京市２０１３年报告病例２２３８％的水平［１１］，同时２０１３年
同期天津市晚发现比例３０２％也高于北京市２０１３年的晚发现
比例；金霞等［３］研究表明全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晚发现比例分别
为４２１％、３８１％、３６８％与３５５％，天津市晚发现比例低于全
国同期平均水平。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病例较年轻病例发现时晚发现比

例较高［１２－１５］，本研究中多因素分析同时表明，年龄越大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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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发现比例越高，分层分析发现年龄越高的病例其文化程度越

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越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所占比例分别为２５岁以下５１４％、２５～３４岁４６９％、３５～４９
岁２７０％、５０岁及以上１６７％），有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大专以
上的病例晚发现比例较低［１］，有可能与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

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越低，主动寻求检测的比例

越低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越高的病例通过医疗机构检

测发现的比例越高（医疗机构检测发现比例分别为２５岁以下
１２３％、２５～３４岁 １８７％、３５～４９岁 ３３９％、５０岁及以上
５３５％），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大部分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就医而
被检出，因此会有很多既往感染的病例被检出导致其被晚发现

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同时本研究多因素分析也表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的晚发

现比例高于其他几类病例来源，有研究表明［１５］，医疗机构当患

者出现症状就诊时，仅有４０％进行了 ＨＩＶ的检测，其检测覆盖
面较小，病例被及时发现的可能性也相应降低。目前天津市在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开展了术前／输血前／有创检查前免费的
ＨＩＶ筛查检测，但是并未在全部的门诊就诊者当中开展筛查，将
ＨＩＶ筛查纳入常规检测对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及时性可能有很
大帮助。本研究表明ＶＣＴ、专题调查及ＳＴＤ就诊者晚发现比例
低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ＶＣＴ晚发现比例低主要
由于这部分人群主动检测意识较高，发生危险行为后能够及时

寻求检测，自然被早发现的可能就高。目前天津市开展的专题

调查发现的病例主要来源于针对 ＭＳＭ的专题调查，分析原因
与其他研究类似，由于针对ＭＳＭ人群检测的覆盖面扩大［１６，１７］，

同时有很多干预机构提供诸多的咨询检测服务［１８］，使得病例能

够被及时发现。近年来，天津市通过社区小组大规模开展针对

ＭＳＭ人群的宣传干预工作，检测地点直接深入到 ＭＳＭ人群活
动的酒吧及浴池等场所，检测覆盖面及可及性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便于及早发现病例，因此使得来源于专题调查的病例晚发

现比例相对较低。ＳＴＤ就诊者晚发现比例低一是由于天津市在
性病门诊就诊者当中开展了 ＨＩＶ的筛查工作，对性病门诊的
ＨＩＶ筛查工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有利于扩大检测覆盖面；二
是由于感染性病后感染ＨＩＶ的可能性也相应加大，因性病出现
症状后就诊致使ＨＩＶ被及时发现。

多因素分析表明本市户籍病例更容易被晚发现，可能由于

本市户籍病例由于在本地长期居住，害怕自己感染后无法对家

人说明，因此导致其主动寻求检测的意愿较低，提示我们在今

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与反歧视的宣

传工作。

本研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病例报告数据的来源

有限，很多艾滋病相关行为学的指标没有纳入分析，流行病学

因果关系的推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

够推断病例晚发现的原因，为及时发现病例提供相关的线索。

综上，天津市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存在一定比例的晚发现现象，
应该适时调整防治策略，提高监测的敏感性，在加强 ＭＳＭ等高
危人群监测的同时，强化医疗机构就诊者的检测，同时进一步

加强宣传教育，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加强ＨＩＶ／ＡＩＤＳ早发现、早治
疗益处的宣传，以提高高危行为人群主动寻求检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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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军队后勤科研项目（ＢＷＳ１２Ｊ０７７）；２０１６年度军队后勤科研
计划项目（ＢＫＪ１６Ｊ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韦仕福（１９９０－），男，硕士在读，主要从事男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胡海翔，Ｅ－ｍａｉｌ：ｋｚ－ｈａｉｘｉａ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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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通络胶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韦仕福１　胡海翔１△　徐少强１　孙哲１　马春晓２　黄惠泽１　吴永亮１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２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疏肝通络胶囊治疗轻、中度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选取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１００例，随机分成实验组：疏肝通络胶囊治疗（５０例），对照组：单纯使用安
慰剂治疗（５０例），所有患者以３０ｄ为１个疗程，治疗１个疗程后观察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治疗３０ｄ后改
善轻、中度ＥＤ的疗效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Ｐ＞００５）。结论：疏肝通洛胶囊
治疗轻、中度ＥＤ的疗效且无不良反应。

【关键词】　中药治疗；疏肝通络胶囊；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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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俗称阳痿，是
困扰男性的最常见的病症之一，一般是指由于阴茎不能正常勃

起或勃起不坚或坚而不久以致不能完成正常性交的一种病。

国内对中老年男性ＥＤ发病率调查结果［１］显示：中老年男性发

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这与国外的调查结果一致。本病在

４０岁以上男性发病率达到 ５２％，其中中重度的 ＥＤ为
３４８％［２］，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高［３］。中医

在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有独特疗效，国内有学者［４］研究发现

三七处理组（１００和１５０ｍｇ／ｋｇ）的海绵体内压力增加。超氧化
物歧化酶、谷胱甘肽和Ａｋｔ的水平增加（Ｐ＜００５），而丙二醛的
水平在ＰＮＳ组中降低。在对照组中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测到破
裂的内皮，受损的平滑肌细胞和血栓，但是在三七组（１０和
１５０ｍｇ／ｋｇ）中没有检测到。结果表明三七能改善糖尿病大鼠的
勃起功能。而疏肝通络胶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提

供，批号：军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是根据阳痿肝郁肾虚血瘀发病
机制拟定方，是中医“阳痿从肝论治”代表方，主要用来治疗阳

痿。在治疗 Ｅ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 ＥＤ患者的症状有所改
善。本研究着重探讨疏肝通络胶囊治疗 ＥＤ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在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门诊及住院中心ＥＤ患
者１００名，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５０例，年龄２２～６０岁，平均
３８５岁；病程１～８年，平均２７年。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２２～６１
岁，平均３７岁；病程１～８年，平均２５年。两组年龄、病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是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

或坚而不久，不能完成满意性生活，且病程３个月以上［５］。

入选标准：（１）已婚男性，性伴侣固定且性生活规律；（２）符
合轻中度ＥＤ的诊断标准：国际阴茎勃起功能指数评分（ＩＩＥＦ－
５）评分为８～２１分之间；（３）生殖器无器质性病变和第二性征
发育正常；（４）无严重高血压、糖尿病、血液病等其它病史；（５）
患者知情并同意参加本次研究；（６）最近３个月未参加过其他
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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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１）既往有明显的心血管、泌尿系统、神经等系
统原发性疾病或合并症者；（２）有其他性功能障碍；（３）性伴侣
有显著性功能障碍；（４）生殖系统急、慢性炎症；（５）阴茎有器质
性病变者；（６）对该药物过敏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００例患者在治疗前２周停用其他任何影响本研究的药物
及治疗手段。实验组５０例，口服疏肝通络胶囊（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总医院，批号：军药准字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药物组成：蒺藜、柴
胡、石菖蒲、菟丝子、远志、水蛭，４粒／次，３次／ｄ；对照组５０例，
口服安慰剂（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院内制剂）４粒／次，３
次／ｄ；两组药物在形状、大小、颜色、包装、味道等方面均相似。
所有患者连续服用４周，性生活频率ｌ～２次／周，全部患者治疗
后１个月内复诊。
１３　观察指标

以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性交满意度评
分、阴茎硬度评分作为治疗ＥＤ疗效评估指标，其中分别指导患
者在治疗前后进行评分。准确记录不良反应及药物耐受情况。

ＩＩＥＦ－５评分标准：正常阴茎勃起 ＞２２分，轻度 ＥＤ１２～２１分，
中度ＥＤ８～１１分，重度 ＥＤ＜７分。记录患者阴道内射精潜伏
时间（ＩＥＬＴ）及性交满意度。疗效评估法：治疗前后评分相比，
增加５０％以上为显效，增加２５％ ～５０％为有效，增加 ＜２５％为
无效；有效率指的是显效及有效的总和。

１４　数据统计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组内比较采用 ｔ检验，组间采用

χ２分析。
"

　结果
２１　患者勃起功能改善情况

实验组５０例中，１例因患尿路感染退出研究，２例不愿持续
服用而终止治疗，另外２例失访。到治疗结束共有４５例完成了
治疗和随访，其中２０例为轻度 ＥＤ，２５例中度 ＥＤ。轻度 ＥＤ治
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２０５６±３３）分，比治疗前的（１５６±３１）
分明显改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度 ＥＤ治疗后治
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８６４±２９）分，比治疗前的（１２３６±
３１）明显改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５０例，最
后４３例完成试验，轻度ＥＤ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５０±２９）
分，比治疗前的（１４２±２７）分无明显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中度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３３２±２９）分；比
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２５６±２６）分，无明显改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总有效率达７５２％（３４／４５），其中
轻度ＥＤ者显效１６例，有效４例；中度 ＥＤ者显效６例，有效８
例。对照组４３例中，２３例轻度 ＥＤ，１２例中度 ＥＤ，无论是轻度
ＥＤ还是中度ＥＤ者疗效均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两组不同程度Ｅ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

组别
治疗前

轻度ＥＤ 中度ＥＤ

治疗后

轻度ＥＤ 中度ＥＤ

实验组 １５６±３１ １２３６±３１ ２０５６±３３ １８６４±２９＃

对照组 １４２±２７ １２５６±２６ １５０±２９ １３３２±２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后轻度ＥＤ比较，Ｐ＜００５；与本组治疗前后中度

ＥＤ比较，为＃Ｐ＜００５

２２　患者射精的改善情况
实验组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由治疗前的（１０±０５）

ｍｉｎ延长到（３６±０５５）ｍｉｎ；性交满意度评分由治疗前的（８４
±１４）分上升到（１１３±１５）分，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阴茎硬度的改善

实验组平均硬度由治疗前的（２０±０３）级上升到（３３±
０４）级，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在服药期间，实验组患者有２例发生轻微头痛、呕吐等临床
反应症状，不需要特殊处理，其余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及危急

症状。

#

　讨论
阴茎勃起障碍中医学称“阳痿”，它是以气血津液、阴阳、五

脏六腑为物质基础，与其生理功能有着密切关系，而尤其是五

脏密切相关，重在肝肾。王琦［６］根据现代社会男性 ＥＤ发病的
实际情况，目前社会压力大，亚健康状态普遍存在，他认为 ＥＤ
发病与情志有关，应从先疏肝解郁。肝主疏泄，调情志，肝藏

血，肝血是阴茎勃起的物质基础，肝经绕阴器而上，主宗筋，肝

失疏泄，肝血无法充盈而致阳痿，肝血不足，宗筋失养而致阳

痿［７］。故而突破了传统以“肾虚”为主的病因病机，以“补肾壮

阳”为主导的治疗方法，他认为肝郁肾虚血瘀是ＥＤ的基本病因
病机，而三者既有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致病。胡海

翔根据上述理论研制疏肝通络胶囊由蒺藜、柴胡、石菖蒲、菟丝

子、远志、水蛭组成，方中蒺藜、柴胡调达情志为君药，水蛭活血

化瘀经络、菟丝子温肾壮阳共为臣药，石菖蒲、远志宁心安神为

佐药，诸药合用具有疏肝解郁、活血通络、补肾振痿的功效。现

代药理研究［８］表明，蒺藜提取物 ｐｒｏｔｏｄｉｏｓｉｎ通过在体内转变为
去氢表酮而提高勃起硬度，增强性欲。有研究［９］表明蒺藜抗氧

化的作用，更好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有研究［１０］表明石菖蒲提取

物α－细辛醚及相关化合物能促进血液循环，用于治疗动脉粥
样硬化，促进阴茎勃起。有研究［１１］表明石菖蒲能改善微循环，

改善阴茎勃起。有研究［１２］表明在３个月的随访的轻度中度ＥＤ
的患者中用蒺藜口服治疗的功效，结果显示观察组３中的 ＩＩＥＦ
－１５、ＩＩＥＦ－性满足、ＩＩＥＦ－性满意度、ＩＩＥＦ－性高潮、性生活质
量均高于对照组。此研究表明用蒺藜治疗改善了勃起功能和

性射质功能与轻度中度ＥＤ，特别是对于具有中度动脉功能障碍
有很好疗效。水蛭提取物有水蛭素、蚂蝗肽［１３］，而蚂蝗肽具有

抗凝、抗血栓、改善微循环作用，能有效改善阴茎勃起。有研

究［１４］表明水蛭素有防止静脉充血、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实验组患者服用疏肝通络胶囊４周后，有着不错疗效，总有
效率达７５２％（３４／４５），由于重度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原因
复杂，多数存在器质性病变未纳入研究。本研究发现疏肝通络

胶囊对轻中度ＥＤ患者治疗有一定疗效。本研究以 ＩＩＥＦ－５问
卷评分作为主要的疗效评判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与国内其他相

关研究结果相似［１５］。在本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射精时间与

ＥＤ程度有关，ＥＤ程度越重，射精时间越短，我们还发现疏肝通
络能延长ＥＤ患者射精时间。不仅如此，结果还显示，患者的阴
茎勃起硬度与治疗前也有显著改善，说明疏肝通络胶囊还能改

善阴茎勃起硬度，提高性满意度。研究中最常出现的不良反应

是头晕、大便干结，且未发现心脑血管、肝肾功能损害方面的不

良事件。有研究者［１６］对１００例焦虑患者进行观察，研究结果显
示焦虑可引起性激素紊乱，并可导致勃起功能障碍，且焦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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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严重，影响程度越大。另有研究者［１７］对６０例 ＥＤ患者进
行心理干预常规护理，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满意度和临床疗效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因此目前社会高

压的状态下心理疏导是治疗 ＥＤ的必不可少环节，男科医生应
予重视，做到身心同治，才能有效提高临床疗效。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对轻中度ＥＤ的患者，使用疏肝通络胶
囊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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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庆教授应用雄蚕蛾治疗男科疾病临床经验
王继升　姚泽宇　祝雨田　马健雄　代恒恒　董雷　王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李曰庆教授常年致力于男科疾病的研究，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诊治前列腺疾病、男性不育
症、性功能障碍、性传播疾病等男科疾病，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临证诊疗时善用雄蚕蛾，屡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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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曰庆教授是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男科学”学术带头人、北京市重点

学科“中医外科学”学科带头人。李曰庆教授长期从事泌尿外

科、男科的医教研工作，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诊治男性不

育症、前列腺疾病、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性传播疾病等男科疾

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临证诊疗时善用雄蚕蛾，屡建奇功。

笔者有幸跟随李曰庆教授抄方学习多年，现将李曰庆教授在临

证中使用雄蚕蛾的临床经验整理如下。

!

　雄蚕蛾的药用历史记载
蚕蛾由蚕蛹蜕皮、羽化而成。蚕蛾的成虫期是交配产卵的

生殖阶段，因此其成虫的生殖器官十分发达［１］。在古代文献

中，对于雄蚕蛾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陶弘景集的《名医别

录》：“原蚕蛾，有小毒。主益精气……交接不倦，亦止精。”明

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对其也有相关记载：“雄原蚕蛾，壮阳

事……尿血，暖水脏……汤火疮，灭瘢痕。”《本草述钩元》也载：

“雄蛾，味咸，气温热，主益精气……止泄精尿血，治遗精赤白

浊。”《本草衍义》中云：“蚕蛾用第二番，取其敏于生育也。”《日

华子本草》中也写道：“雄蚕蛾壮阳事……尿血，暖水脏……冻

疮、汤火疮，灭瘢痕。”

"

　雄蚕蛾的功效主治及现代研究
２１　雄蚕蛾的功效主治

《千金·食治》中对雄蚕蛾记载：味咸，温，有小毒。对于雄

蚕蛾补肾壮阳的作用，《中药大辞典》中也有相关条目：“（雄蚕

蛾）主益精气……止精。”故对于阴器痿软不用尤为奏效。可

见，本品具补肾养肝的功效，尤其擅长强养宗筋，所以对源于肝

肾亏虚的阳道难兴、阴器痿弱者，应用效佳。雄蚕蛾常用作内

服：研末，１５～５ｇ；或入丸剂。外用：适量，研末撒或捣敷。李教
授常用１０ｇ雄蚕蛾与其他药材一同煎煮或制成颗粒剂内服。

李曰庆教授认为雄蚕蛾具有固精壮阳、补肝益肾、止血生肌

等功效，可以主治遗精、阳痿、白浊、早泄、尿血等男科疾病。《本

草纲目》中记载了应用蚕蛾治疗遗精白浊的方法：“晚蚕蛾，焙

干，去翅、足……饭丸如绿豆大，每服四十丸，淡盐汤下［２］。”《中

药大词典》也引用《圣惠方》中应用蚕蛾针对血淋脐腹及阴茎涩

痛的治疗记录：“晚蚕蛾……食于食前，以热酒调下二钱［３］。”

从中医中药角度而言，雄蚕蛾具有补养肝肾的功效，尤其

擅长强养宗筋，而且雄蚕蛾兼具有虫类药物善行的特性，是通

补并施的上品药。雄蚕蛾除了补养肝肾之外，尤具有其特有的

活勃之性，入肾、肝两经以及督脉，用其血肉有情之体，峻补肝

肾之用，以其善行走窜的特性，尚可流动滋腻壅补之品畅行经

脉，灌养宗筋，以壮阳展势起痿。因此对源于肝肾亏虚的阳道

难兴、阴器痿弱者，药专而力宏，尤应用之。

２２　雄蚕蛾的现代研究
２２１　雄蚕蛾的现代药理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在雄蚕蛾中发现了多种类人类激素，其中包

括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孕酮（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促
卵泡释放激素（ＦＳＨ）、垂体泌乳素（ＰＲＬ）等［４］。另外，还有研究

显示，从雄蚕蛾体内所提取的物质具有类睾酮作用［５］；研究表

明，雄蚕蛾中含有某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可以正向调节成年雄性

大鼠的精子数量与精子活动。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表明，雄蚕蛾还具有抗疲劳、延缓衰老

等作用。研究发现，雄蚕蛾中含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

如：保幼激素（ＪＨ）、脑激素（ＢＨ）、蜕皮激素（ＭＨ）等［６］。而且

发现雄蚕蛾提取物具有一定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能够提高机

体抗氧化酶系的酶活性，在一定水平上可以提高运动小鼠的抗

氧化能力，增强小鼠运动耐久力，并延缓其疲劳的发生［７］。雄

蚕蛾体内所含有保幼激素（ＪＨ）的量比雌蛾多３０倍，其中所含
有的脑激素（ＢＨ）、蜕皮激素（ＭＨ）、类性激素、类胰岛素、利尿
素等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可以对人体代谢水平的调节及免疫

功能的恢复产生重要作用［８］，而其中所含的蜕皮激素（ＭＨ）特
别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９］。

而雄蚕蛾壮阳固精的功效，可能与雄蚕蛾体内包含的类人

类激素具有相关性［１０］。１９４１年，日本研究者吉田德太郎，于去
势小鼠体内注射他从雄蚕蛾体内分离到的睾酮类似物（ｔｅｓ
ｔｏｓｔｒｏｎｅｌｉｋｅ），发现其对小鼠的精囊及副性腺增重有十分显著的
效果［１１］。近年来也有药理和临床研究的相关结果表明，雄蚕蛾

可以促进未成年雄性小鼠体重的增加。雄蚕蛾具睾酮样作用，

可以明显增加去势小鼠前列腺、包皮腺以及贮精囊的重量。李

教授常将其用于男科疾病患者，如前列腺炎、男性不育、前列腺

肥大等肾阳虚证的患者，均具有明显疗效［１２］。

２２２　雄蚕蛾的现代毒理研究
对于雄蚕蛾中毒的机理，目前有两种学说，其一，蚕蛾作为

一种异体动物蛋白质，如果过敏体质的人食用后，有可能引起

过敏人群发生超敏反应；再者，研究发现柞蚕蛾中含有某种毒

素，此毒素可以亲和神经，从而使得机体的神经系统甚至大脑

受到损伤。雄蚕蛾中毒后的主要表现为变态反应和广泛性神

经系统受损出现的精神异常［１３］。

２３　小结
综上所述，雄蚕蛾性温味咸，入肝、肾二经以及督脉。为血肉

有情之品，并兼虫药善行之性，益肾养肝，尤以强养宗筋为其长，并

具有类激素样作用，还有抗疲劳、延缓衰老以及提高免疫等作用。

雄蚕蛾并非辛热之烈味，也非强壮补阳的猛药，但本品临床的确不

宜用于阴虚有火者。临床上，雄蚕蛾可广泛用于治疗肾阳亏虚、下

元虚冷所致的腰膝酸痛、遗精白浊、阳痿早泄、精液异常、排尿涩痛、

尿滴沥、夜尿频多、尿血、前列腺炎、男性不育、前列腺肥大等病症，

如果用之适宜，配伍得当，往往可以收获佳效。

#

　雄蚕蛾在男科疾病中应用
３１　阳痿

李曰庆教授认为，阳痿的病因与心肝肾的关系最为密切，

属本虚标实，其病多以肾虚为本，肝郁为标，兼夹心肾不交，临

床治疗当从心肝肾论治［１４］，以补肾疏肝养心作为基本治疗原

则，同时兼顾身心同治、内外兼治、夫妻同治等，在临床上对勃

起功能改善明显，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李曰庆教授在临证治疗中，对于肾虚肝郁的患者，常常应用补

肾益阳、疏肝解郁的方法施治，尤其擅长采用肾疏肝汤加减进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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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１５］，并且疗效也常常令人满意。治疗过程中，李曰庆教授以柴

胡、白芍疏肝柔肝，当归生血补心、行气缓急；白芍、柴胡、当归均为

逍遥散中之主药，可养血柔肝、疏肝解郁，其中当归乃是治疗肝郁血

虚之要药；并选用仙茅、仙灵脾、巴戟天、山萸肉温肾壮阳；远志交通

心肾；丹皮清泻虚热；再加上血肉有情之品鹿角胶补养兴阳，蛤蚧助

阳益精，水蛭、蜈蚣活血化瘀，雄蚕蛾兴阳起阴。诸药共用，并行疏

肝解郁、温肾益阳、补肾起痿之效，疗效甚佳。

３２　男性不育症
李曰庆教授认为男性不育症中医临床治疗的难点在于是

否能准确辨证。由于很多男性不育症患者并无明显的个体症

状，属于“无证可辨”的状态，给临床辨证增加了难度。对于此

种情况，医者可以结合现代医学的检验结果，尤其是精液检验

的结果，将其纳入辨证依据之中，在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

合的基础上进行辨证。

而在临床治疗的遣方用药上，李曰庆教授认为男性不育的基

本病机是阴阳失衡，治疗中更是强调注意调和阴阳［１６］。对于肾

阳虚导致的不育患者，教授在临证治疗时常用金匮肾气丸中的熟

地黄、山萸肉等益髓填精，并用仙灵脾、炒杜仲、巴戟天等温肾助

阳，生黄芪益气升阳，五子衍宗（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

车前子）以形补形、补肾益精，鹿角胶益肾壮阳，生地黄滋肾阴、清

虚热，红景天、丹参活血化瘀，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再加上雄蚕

蛾补肾益精，兼有湿热者加茯苓、萆、黄柏清热利湿，其中，临床

研究已证实五子衍宗丸及金匮肾气丸都具有促进睾丸生精的作

用，诸药相互配合、彼此协同，共同提高治疗效果。

３３　慢性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并非中医病名，但我们可将其归为中医的“精

浊”、“肾虚腰痛”、“白浊”或“劳淋”等范畴。对于前列腺炎的

治疗，许多古代医籍都有记载。例如，《本草纲目》记录：“晚蚕

蛾，焙干，去翅、足……饭丸如绿豆大……淡盐汤下。”《圣惠方》

云：“治血淋……阴茎涩痛；晚蚕蛾……调下二钱。”

其中，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如果迁延日久，或者因过服苦寒

之剂而致脾肾阳气遭受戕伐，在临床上治宜温肾活血，清热利

湿。李曰庆教授认为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主要为湿热、肾虚以

及血瘀［１７］。在临床用药中常用肉桂、附子、熟地黄、淫羊藿等药

物温肾助阳，益肾填精；山萸肉、怀牛膝补肝强肾，茯苓、泽泻清

热利湿，血肉有情之品鹿角胶、雄蚕蛾温阳益肾，再加上党参、

王不留行、益母草益气行气活血等。李教授在临证中常佐以雄

蚕蛾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尤其是慢性前列腺炎伴有 ＥＤ的
患者，也往往收获奇效。

$

　验案举隅
患者张某，男，３１岁，自述结婚３年，性生活和谐，期间未避孕，

自２０１３年结婚以来一直未育。刻下：婚后不育３年余，性生活正
常，平素乏力，腰酸腰困，纳可寐安，小便调，大便一日一行，尚调；舌

质暗，苔黄腻，脉细。查体：第二性征明显，双侧睾丸及附睾均未见

明显异常，双侧精索静脉无曲张。查精液常规：量２ｍＬ，完全液化，
密度０４７×１０８／ｍＬ，ＰＲ０５％，ＰＲ＋ＮＰ６％，精子总数１５２×１０７，正
常形态精子６％。ＷＢＣ：０～３／ＨＰ；精液培养：普通培养（－），支原体
（－），衣原体（－）；抗精子抗体（－）。血清男性激素五项测定：卵
泡刺激素４４ｍＩＵ／ｍＬ，黄体生成素４７８ｍＩＵ／ｍＬ，睾酮５２ｎｍｏｌ／Ｌ，雌
二醇９２ｐｇ／ｍＬ，催乳素８９ｕＩＵ／ｍＬ。

西医诊断：男性不育症；中医诊断：不育，肾虚湿热证。法

当滋肾填精，清热祛湿。李教授遂自拟处方治疗。处方：知母

１０ｇ、黄柏１２ｇ、菟丝子１２ｇ、枸杞子１５ｇ、五味子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
覆盆子１０ｇ、生黄芪２０ｇ、丹皮１０ｇ、白花蛇舌草１５ｇ、麦冬１５ｇ、鹿
角镑１０ｇ、雄蚕蛾１０ｇ、淫羊藿１０ｇ、仙茅１０ｇ、红景天１２ｇ、怀牛膝
１０ｇ、茯苓１５ｇ。前药服用３０剂，腰酸乏力症状基本消失，诊见舌
质仍暗，苔薄黄，脉细。复查精液常规：量３ｍＬ，密度０７４×１０８／
ｍＬ，ＰＲ１３％，ＰＲ＋ＮＰ２０％，正常形态精子 １４％。ＷＢＣ：０～１／
ＨＰ。予原方加生地黄１２ｇ、熟地黄１２ｇ、山萸肉１２ｇ、肉苁蓉１２ｇ。
再服３０剂，巩固疗效。于治疗半年后电话随访，其爱人已经怀
有身孕，胎儿１６周左右，目前发育正常。

李曰庆教授认为男性不育的基本病机是阴阳失衡，治疗中

也强调应注意调和阴阳［１８］。所以李曰庆教授在此次案中以扶

正与祛邪共同施用，清补相兼共举。以温肾助阳，滋肾填精治

其本，活血化瘀、清热利湿治其标，标本兼顾，使得水脏阴平阳

秘，从而提高精子成形率和活动力。方中以滋肾填精为要务，

以著名方剂五子衍宗丸（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

子）补肾填精，更以雄蚕蛾、鹿角镑等血肉有情之实，更补肝肾

之虚；以麦冬清热滋阴；淫羊藿、仙茅补肾助阳；生黄芪、红景

天、怀牛膝、益气活血；知母、茯苓、黄柏、丹皮、白花蛇舌草清利

湿热；复诊时再加入熟地黄、山萸肉、肉苁蓉等补肾滋阴之品，

使阴阳协调，互为滋生，疗效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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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联合石蜡油灌肠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急
性尿潴留的临床疗效
陶国斌１　徐芹１　朱红林１　朱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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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艾灸联合石蜡油灌肠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合并急性尿潴留（ＡＵＲ）的临
床疗效。方法：将３５例ＢＰＨ合并ＡＵＲ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１８例，艾灸中极、膀胱俞、三阴交，石蜡油４０ｍＬ
保留灌肠，１次／ｄ）和对照组（１７例，非那雄胺５ｍｇｑｄ，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 ０２ｍｇｑｎ），两组均治疗１０ｄ。记
录治疗前后前列腺体积、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以及治疗后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膀胱残余尿。结果：艾灸
中级、膀胱俞、三阴交联合开塞露灌肠可以显著改善ＢＰＨ合并ＡＵＲ患者的前列腺体积及 ＩＰＳＳ，同时治疗后
患者的尿流率及膀胱残余尿亦得到显著改善。结论：艾灸中级、膀胱俞、三阴交联合开塞露灌肠疗法治疗

ＢＰＨ合并ＡＵＲ简单方便，疗效确切。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急性尿潴留；艾灸；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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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
年男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常可并发尿路感染、膀胱结石、急性

尿潴留（ａｃｕｔ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ＵＲ）和腹股沟疝等并发症［１－３］。

ＡＵＲ是ＢＰＨ自然进程中最为常见的急性并发症，可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需要手术治疗［４－６］。目

前针对 ＢＰＨ合并 ＡＵＲ的治疗，疗效欠佳，大多需要手术治
疗［７］。我们应用艾灸联合石蜡油灌肠治疗 ＢＰＨ合并 ＡＵＲ，取
得较佳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院急诊科就诊的 ＢＰＨ合
并ＡＵＲ患者３５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数字
表分为治疗组（１８例）和对照组（１７例），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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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月） 前列腺体积（ｃｍ３） ＩＰＳＳ评分

治疗组 １８ ６８２６±８４５ ５０３２±３５７１ ６８２６±８７４ ２３２６±３１５

对照组 １７ ７００６±７９６ ５１４５±３７０２ ６７５６±７６５ ２２７１±４０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诊断标准：（１）既往有ＢＰＨ病史，尿流变细，夜尿频多，排尿
延时，尿液射程变短；（２）突发排尿困难，小腹胀痛；（３）经直肠
指检前列腺增生Ⅱ～Ⅲ度，表面光滑，未及结节，中央沟变浅或
消失；（４）Ｂ超检查提示前列腺增生合并尿潴留，未见结节。排
除标准：（１）神经源性膀胱；（２）前列腺癌；（３）尿道狭窄；（４）严
重的心、肺、肝脏疾病；（５）脑血管意外。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导尿术留置导尿管。

治疗组：对中极、膀胱俞、三阴交进行持续温和灸１５ｍｉｎ，每
天１次；开塞露４０ｍＬ灌肠，根据个人耐受度忍耐５～１０ｍｉｎ，１
次／ｄ。连续治疗１０ｄ。

对照组：非那雄胺片 （杭州默沙东制药，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２００７１）５ｍｇ，１次／ｄ，口服；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江苏恒瑞
医药，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６２３）０２ｍｇ，每晚睡前口服，连续治
疗１０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治疗前后 Ｂ超测量前列腺体积、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以及治疗后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膀胱残余尿、治疗后导
尿管成功拔管的例数及留置导尿管的天数等指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治疗前

后及组间比较行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均按疗程完成临床观察，无失访病例。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前列腺体积较治疗前均明显缩小，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ＩＰＳＳ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
００５），对照组较治疗前无改善。治疗组患者的前列腺体积及
ＩＰＳＳ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比较

组别 例数
前列腺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ＰＳ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８ ６９２６±８７４ ４９３７±６７８＃＊ ２３２６±３１５ １６３５±４０１＃＊

对照组 １７ ６７５６±７６５ ５８６２±７２５＃ ２２７１±４０３ ２０４４±４５６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尿流率、膀胱残余尿、导尿管拔管情况
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及膀胱残余尿量与对照

组相比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的拔管成功率及留
置导尿管的时间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尿流率、膀胱残余尿、导尿管拔管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残余尿量（ｍＬ）
导尿管拔除情况

成功例（％） 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治疗组 １８ ７３３±１０２＊ ３７５５±１８３９＊ １５（８３３３）＊ ３２４±１７７＊

对照组 １７ ４７６±０８８ ５８３２±１５６４ １０（５８８２） ５４５±２１４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合并 ＡＵＲ属于中医学“癃闭”范畴，《景岳全书·癃

闭》篇指出：“小水不通是为癃闭，此最危最急症也，水道不通，

则上侵脾胃而为胀，外侵肌肉而为肿，泛及中焦则为呕，再及上

焦则为喘。数日不通，则奔迫难堪，必致为殆。”其病理基础为

年老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血行不畅，与肾和膀胱的功能失

调有关［８］。

中医药治疗ＢＰＨ合并ＡＵＲ常以中药配合针灸、推拿、外敷
药物、心理疏导等疗法，其副作用较小、患者痛苦少，容易被接

受，特别是综合疗法疗效显著，明显优于单一治疗方法［９］。艾

灸通过灸的热力和艾草的药力刺激，调整腧穴、经络、脏腑的功

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医学入门·针灸》一书中指

出：“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因此，艾灸在临床上常被

用于治疗某些急性、难治性疾病［１０］。中极为膀胱之募穴，主治

小便不利；膀胱俞为膀胱的背腧穴，可以调整膀胱的气化功能；

三阴交为肝、脾、肾三条阴经的交会穴，可调节三阴经之气血，

为常用治疗ＢＰＨ的经验选穴之一。通过艾灸中级、膀胱俞、三
阴交，可以调整肾与膀胱的功能，改善其气化作用、促进血液运

行，从而达到改善排尿的作用。纪敏等［１１］研究发现艾灸可以有

效降低ＢＰＨ合并ＡＵＲ患者的残余尿水平并降低其再发率。徐
晓倩［１２］通过研究亦发现艾灸结合穴位按摩能够有效缓解前列

腺增生排尿困难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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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ＢＰＨ的药物较多（如５α－还原酶抑制剂、α１肾上腺素
能受体阻滞剂、芳香化酶抑制剂、Ｍ受体阻滞剂、植物药、花粉
制剂和中成药等），但各种药物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治疗前需

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定期随访［１３］。盐酸坦索罗

辛治疗ＢＰＨ疗效确切，是一种有效的药物，但需注意其潜在的
副作用［１４］。李晓京等［１５］研究发现应用非那雄胺治疗 ＢＰＨ，能
显著缓解症状，缩小前列腺体积，且非那雄胺与坦索罗辛或特

拉唑嗪联合用较单用非那雄胺治疗更为有效。李荣均等［６１］通

过研究发现盐酸坦洛新缓释片联合非那雄胺治疗前列腺增生

具有一定疗效，可抑制前列腺增生病情发展、缓解患者的临床

症状并改善预后。本次研究发现非那雄胺联合盐酸坦洛新对

ＢＰＨ合并ＡＵＲ患者的前列腺体积及 ＩＰＳＳ具有一定的改善，但
其疗效欠佳。

开塞露由甘油、硫酸镁、山梨醇等主要成分组成。甘油可

以加快肠壁的蠕动，刺激盆底神经和髂腹下神经，并将冲动传

递到脊髓骶段的排便中枢，进一步到达大脑皮层引起排便反

射，同时可引起膀胱逼尿肌的收缩，增加腹内压和膀胱内压，从

而导致排尿［１７］。王园等［１８］发现开塞露保留灌肠可显著改善

ＢＰＨ合并ＡＵＲ患者的排尿困难症状，其最佳用量为４０～６０ｍＬ。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艾灸中级、膀胱俞、三阴交联合开

塞露灌肠可以显著改 ＢＰＨ合并 ＡＵＲ患者的前列腺体积及 ＩＰ
ＳＳ，同时治疗后患者的尿流率及膀胱残余尿亦得到显著改善，
并能提高患者拔除导尿管的成功率及缩短留置导尿管的时间。

上述疗法简单、方便，疗效确切，因而对于 ＢＰＨ合并 ＡＵＲ患者
具有较高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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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男性年龄与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及精液参数的相
关性研究
庞湘力　杨菁△　龙文　李洁　徐玲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育男性年龄与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及精液参数的关系。方法：选取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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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９１２名不育男性，按照年龄分组，分为三组：年龄２０～２９岁（Ａ组）、年龄３０～３９岁
（Ｂ组）、年龄≥４０岁（Ｃ组），采用精子核染色体结构检测（ＳＣＳＡ）方法对三组９１２名男性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
率（ＤＦＩ）检测，同时按照ＷＨＯ第五版标准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对年龄与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精子畸形率、精
子密度和前向运动精子活率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精子浓度、精子畸形率与年龄无明显相关性，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与年龄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随着年龄升高而显著降低，年龄与精子核 ＤＮＡ
碎片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结论：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及精子前
向运动精子百分率会受到年龄的影响，其生育力亦受到年龄的影响。

【关键词】　年龄；ＤＦＩ；精液参数；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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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高龄夫妇
有着生育二胎的要求，对于男性来说，“高龄”目前通常定义为

受孕时男性年龄≥４０岁为标准［１］。在男性不育的诊疗过程中，

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是除了精液常规外另外一项反应男
性生育力的指标，临床上越来越多的“高龄”男性有生育要求，

因此如何更好地评估“高龄”男性的生育力，为其制定出更科学

的生育方案极其重要。本文就不育男性年龄与 ＤＦＩ及精液参
数之间的相关性做初步研究，从而初步探索年龄对男性生育力

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９１２例男性作为研究对象，不育的
诊断标准为：婚后同居１年及以上、夫妻性生活正常、未采取避
孕措施而未育者；男性检查包括男性第二性征、阴茎、阴囊、精

索、输精管、附睾、睾丸等均无异常，无其他疾病等。将所有患

者按照年龄分为三组：年龄２０～２９岁（Ａ组）、年龄３０～３９岁
（Ｂ组）、年龄≥４０岁（Ｃ组）。

仪器与试剂：精液常规分析仪为西班牙 ＳＣＡ全自动精子质
量分析系统；精子ＤＮＡ碎片率检测试剂盒为浙江星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产品。

１２　方法
精液常规分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第五版标准［２］

进行检测，包括精子畸形率、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前向运动精
子率（ＰＲ％）。所有患者禁欲２～７ｄ，手淫法收集精液标本，并
置于无菌杯中，在３７℃温箱放置１５～３０ｍｉｎ待其完全液化。待

精液液化后，采用西班牙ＳＣＡ全自动精子质量分析系统测定精
子浓度及活动力，并用瑞 －吉染色镜检观察对精子形态进行
评价。

ＤＦＩ检测：本中心采用的方法为精子核染色体结构检测
（ＳＣＳＡ）方法。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
（ＤＦＩ）。通过吖啶橙荧光染料（ＡＯ）对精子染色质进行染色，进
一步评估单链和双链 ＤＮＡ的比例。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荧光
显色来评估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正常的双链 ＤＮＡ荧光显示为
绿色，受损的单链 ＤＮＡ显示为红色荧光。ＤＦＩ即说明了 ＤＮＡ
解链的程度，是表示单链ＤＮＡ精子细胞数与全部被检测的精子
细胞数的比值。将上述三组不同年龄组患者所得出的ＤＦＩ值与
精液参数分析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计量数据符

合近似正态分布者以（珋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组间两组比较采用 ｔ检验；并进行相关性分析。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组精子ＤＦＩ指数比较

总共有９１２例纳入本次研究，其中 Ａ组（年龄２０～２９岁）
３０５例、Ｂ组（年龄３０～３９岁）３０７例、Ｃ组（年龄≥４０岁）３００
例。随着年龄增大，ＤＦＩ值是逐渐升高的，Ａ组与Ｃ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Ｂ组与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组与Ｂ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将不同年龄组与精子ＤＦＩ指数进行相关性比
较，结果显示年龄与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精
子核ＤＮＡ碎片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见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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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组精子ＤＦＩ指数比较

分组 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

Ａ组（３０５例） 　　１９４６±９４４

Ｂ组（３０７例） 　　２２５９±１１４９

Ｃ组（３００例） 　　２７７９±１２５０＊＃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不同年龄组与精子ＤＦＩ指数的相关性比较

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

相关系数 ０２７４

Ｐ ＜０００１

２２　不同年龄组精液参数比较
将不同年龄组精液参数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三组间精子浓

度及精子畸形率皆无明显变化，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

年龄增大，三组间前向运动精子比率逐渐降低，其中 Ａ组与 Ｂ
组间差异、Ａ组与Ｃ组间差异、Ｂ组与Ｃ组间差异皆有统计学意
义。将不同年龄组与精液参数进行相关性比较，结果年龄与精

子密度及精子畸形率无明显相关关系，年龄与前向运动精子比

率成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年龄增大，精子活力是逐渐降低

的。见表３、表４。

表３　不同年龄组精液参数比较

分组 前向运动精（ＰＲ％） 精子畸形率 精子浓度

Ａ组（３０５例） ３４３１±１７８１ ８６７３±３２０ ６９７３±３６２０

Ｂ组（３０７例） ２９２４±１８２３＊ ８７５３±２１８ ６７８５±４７５６

Ｃ组（３００例） ２００６±１４９８＊＃ ８７６５±２４３ ６８４２±３９７５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不同年龄组与精液参数的相关性比较

前向运动精子（ＰＲ％） 精子畸形率 精子浓度

相关系数 －０２８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８７

Ｐ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２ ０５６２

#

　讨论
在人类生殖细胞中，男性精子核ＤＮＡ主要的功能是将父方

遗传物质传递进入卵细胞。而要保证遗传物质精确地传递给

后代则需要精子及卵细胞ＤＮＡ保持完整，精子核ＤＮＡ在受精
及胚胎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量前期临床研究［３］显示，

在人类自然生育以及近年来辅助生殖治疗结局与男性精子质

量有着密切的关系［４］。随着男性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升高，其
受精率、着床率及复发性流产率也会相应升高。已有的前期研

究［５］显示，若男性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ＤＦＩ）超过３０％，其正常妊娠的概率会降低。研究［６－８］表

明，随着精子ＤＦＩ升高，其精子的正常功能会受到损伤，同时
对精子的稳定性造成相应的不良影响。

精子核ＤＮＡ损伤的明确机制未完全明了，前期研究［９］表

明有下列３种机制主要参与了精子核ＤＮＡ的损伤：（１）氧化应
激（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正常受精过程中，一定浓度的活性氧（ｒｅａｅ
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ｅｉｅｓ，ＲＯＳ）有助于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如果 ＲＯＳ
浓度过高，超过其生理浓度则会引起精子核 ＤＮＡ的损伤，影响
精子功能；（２）精子染色质组装缺陷。在精子染色质组装过程
中一些生化因素造成精子发生异常或核ＤＮＡ损伤；（３）凋亡异
常。正常情况下精子细胞会通过正常凋亡等机制控制其数量。

若凋亡异常则难以清除ＤＮＡ受损的精子。而在临床上来说，引
起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主要病因包括精索静脉曲张、睾丸炎、附睾
炎等疾病，此外激素、放化疗药物等药物的使用以及抽烟酗酒

等不良生活习惯、农药、重金属等环境污染物、年龄等都会影响

精子核ＤＮＡ完整性。其中精索静脉曲张是最常见的一种疾病。
已有临床研究［１０］表明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精子 ＤＦＩ较之于正
常男性明显增高。此外，有研究证明将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进行

抗氧化治疗一定周期后，精子ＤＦＩ有明显降低，进一步证实氧化
应激是造成精子核ＤＮＡ损伤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在临床上
针对精子核ＤＮＡ损伤的抗氧化治疗药物中，左卡尼汀可作为一
种有效的抗氧化药物。因为左卡尼汀在体内微环境中可清除

过多活性氧，使精子脱离氧化损伤［２１］。国外研究者研究指

出［２２］利用抗氧化剂可以明显降低精子ＤＦＩ。
另外，有研究［１０，１１］显示日均吸烟量大于２０支或者有１０年

以上烟龄的男性，其精子ＤＦＩ明显高于非吸烟健康男性，其精子
活力及精子正常形态率也明显低于非吸烟健康男性。此外，有

国外研究［１２］表明叶酸缺乏会导致精子 ＤＮＡ损伤，也会导致甲
基团供应减少而造成 ＤＮＡ损伤。同时也有研究［１３］表明，随着

精浆中叶酸含量降低，精子 ＤＦＩ升高，因而从一方面来说，精浆
中叶酸缺乏会影响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精子ＤＮＡ损伤形式包括精子 ＤＮＡ碎片、异常的染色质包
装和鱼精蛋白缺乏，其中最主要的损伤形式是精子 ＤＮＡ碎
片［１４］，国外学者［１５］研究指出当 ＤＦＩ≥３０％时，为低度生育力；
ＤＦＩ≥８０％为无生育能力。前期研究［１６－１８］表明，精子内呼吸链

的正常运转会受到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不能为精子正常的运
动供能，进而影响其精子活力。在临床上对精子ＤＮＡ完整性进
行检查，不仅可作为精液常规分析的补充，还可以更好评估男

性生育力。

随着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推迟生

育，因而引发了较多的高龄生育问题［２３］。对于女性来说，３５岁
后生育能力开始下降，会导致正常妊娠率下降和流产率升

高［２４，２５］，对于男性来说其生育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退，如性

激素水平的改变和精液质量的下降等。精子核 ＤＮＡ损伤与胚
胎停育、流产率的升高均有关［２６］，与此同时会增加出生缺陷及

引起子代异常的风险［２５］。随着男性年龄增长，睾丸、前列腺和

附睾等器官会逐渐老化，精子活力、正常形态率会随之下降，同

时精子ＤＮＡ损伤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近期研究显示精子
ＤＮＡ损伤与男性年龄有一定相关性［２７］。有研究［１９］表明男性年

龄＞３５岁组精子 ＤＦＩ明显高于≤３５岁组；国外研究［２０］发现随

着男性年龄增加，精子ＤＦＩ随之明显增高增加。国内学者［２８］研

究表明中老年男性精子活力明显降低。国外学者［２８，２９］研究发

现３５～３９岁的男性生育力较之３５岁以下的男性稍有降低，然
而３９岁以后男性生育力较之于３９岁以下男性，生育力每年下
降率为２１％～２３％。前期研究显示精子 ＤＦＩ会随年龄增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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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３１］，精子活力［３１］、精子正常形态率［３２］随年龄而下降。研

究者［３１，３２］指出男性年龄４５岁以上者，其精子 ＤＦＩ指数约为３０
岁以下男性精子ＤＦＩ的１倍。同时，也有研究者［３２］发现２０～６０
岁之间精子ＤＦＩ逐渐增高达５倍，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精子ＤＦＩ
会逐渐增高。

本研究中结果显示年龄与精子核 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
高；年龄与精子密度及精子畸形率无明显相关关系，而年龄与

前向运动精子比率成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年龄增大，其精子

活力是降低的。

综上所述，生殖医学医务人员在男性不育诊疗工作中，一

定要对高龄男性进行全面的、充分的生育力评估，尤其是在这

“二孩”火热的时代，针对“高龄”父亲，不仅仅要进行精液常规

分析，更要检查精子核ＤＮＡ碎片率，综合评估其生育力，选择更
加合理的生育方式，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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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弱精症患者血液微量元素与精液质量的临床研究
闫骏　朱小军　黄勇△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少弱精症患者血液微量元素与精液质量的相关性，以期指导临床治疗。方法：选
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间来院诊治的少精弱精症患者７８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入院体检的健
康男性４２例作为对照组。两组男性均行常规精液分析与血液微量元素的含量检测。结果：观察组血清钙与
铜的含量与对照组差异并不显著；而观察组血清含锌量为（７２３±２７０）μｍｏｌ／Ｌ、含铅量为（２９３３±１５９７）
μｇ／Ｌ，对照组则分别为（１３３７±２３４）μｍｏｌ／Ｌ、含铅量为（７０９±５７４）μｇ／Ｌ，两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观
察组血清锌含量与精子活率负相关（ｒ＝－０１６２，Ｐ＜００５），含铅量与精子密度、正常形态精子率、精子活率
均负相关（ｒ分别为－０１１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２，Ｐ＜００５），含铜量与精子密度正相关而与前向运动精子率负
相关（ｒ分别为００５８、－０１３７，Ｐ＜００５）。结论：少弱精症患者血液锌、铅、铜的含量与精液质量密切相关，
严密监测可指导临床治疗。

【关键词】　少弱精症；微量元素；精液质量；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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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生活压力增大、空气污染严重、生活习惯改变
等多项因素导致不孕症愈演愈烈。而不孕症中男性因素约占

４３％，其中少精弱精男性约为４６％［１］。弱精症是指精子运动能

力差甚至无活动能力，其严重程度是影响不孕的重要因素。自

１９２１年国外学者首次发现精液中锌浓度显著高于其他体液中
的含量后［２］，对精液与精浆中含有的微量元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报道，微量元素被证明与男性的性激素分泌、性功能及生殖系

统的发育密切相关。现本文通过比较正常男性与少精弱精症男

性血液中的微量元素，并分析少精弱精症男性血液中微量元素

的含量与精液质量的相关性，以指导临床更好的诊治少弱精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间来院诊治的少精弱
精症患者７８例作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因不孕到院检查。少弱
精症诊断标准：精子总数少于３９×１０６／ｍＬ或精子浓度小于１５
×１０６／ｍＬ，且向前运动精子少于３２％。排除标准：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等代谢系统疾病；无精子症患者及性激素分泌异常患

者；智力或精神异常，不能配合此次研究者。同时选取同期入

院体检的健康男性４２例作为对照组，均为已婚、生育男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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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年龄２２～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１４±２６）岁；对照组年龄２３
～４４岁，平均年龄（３２０±２８）岁。两组男性年龄等一般资料
并无统计学差异，具可比性。所有入组者均知情同意并书面签

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男性均行常规精液分析与血液微量元素的含量检测。

两组男性均在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两管，用干燥管与肝

素锂抗凝管各３ｍＬ，应用ＺＣＡ－１０００（ＡＦＧ）检测血清锌、铅、钙、
铜的含量。

所有男性在检查前需禁欲７ｄ。要求所有男性应用手淫法
将精液全部收集在干燥灭菌的刻度量杯中，将其放置在３５℃恒
温箱中，待精液完全液化后应用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型精子质量检测
系统（北京伟力新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质量参数包括精液

量、精子密度、精子活率、正常形态精子率、前向运动精子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 ｔ检验，以

（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应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ｒ值在０１～０３为低度相关，０３～０７为中
度相关，高于０７以上为高度相关，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观察组血清钙与铜的含量与对照组差异并不显著；而观察

组血清含锌量为（１３３７±２３４）μｍｏｌ／Ｌ、含铅量为（２９３３±
１５９７）μｇ／Ｌ，对照组则分别为（７２３±２７０）μｍｏｌ／Ｌ、含铅量为
（７０９±５７４）μｇ／Ｌ；两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男性血清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组别 锌（μｍｏｌ／Ｌ） 铅（μｇ／Ｌ） 钙（ｍｍｏｌ／Ｌ） 铜（μｇ／Ｌ）

观察组（ｎ＝７８） １３３７±２３４ ２９３３±１５９７ ２０６±０２４ ５７１３０±３９８１

对照组（ｎ＝４２） ７２３±２７０ ７０９±５７４ ２１７±０２６ ５７９３４±４１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少弱精症患者血清微量元素与精子质量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血清锌含量与精子活率负相关（ｒ＝－０１６２，Ｐ＜

００５），含铅量与精子密度、正常形态精子率、精子活率均负相

关（ｒ分别为－０１１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２，Ｐ＜００５），含铜量与精
子密度正相关而与前向运动精子率负相关（ｒ分别为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患者血清微量元素与精子质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

参数
锌

ｒ Ｐ

铅

ｒ Ｐ

钙

ｒ Ｐ

铜

ｒ Ｐ

精液量 －０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

精子密度 ０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５

精子活率 －０１６２ ＜００５ －０１４２ ＜００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５

正常形态精子率 ０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５

前向运动精子率 －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５

#

　讨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职业接

触、吸毒、滥用药物等因素均可影响男性生殖功能，并可导致男

性不育或相应子代健康［３，４］。

锌是人体和维持男性生殖功能所必须的微量元素。既往

研究表明在精子数量正常的男性中精浆锌与精子总数正相

关［４，５］，相关系数为０６６，同时精浆锌与精子密度同样呈正相
关，但在精子数量不足的人群中则没有相关性。在本次研究

中，观察组血清含锌量为（１３３７±２３４）μｍｏｌ／Ｌ，对照组则为
（７２３±２７０）μｍｏｌ／Ｌ。相关性分析中，少弱精症患者血清锌含
量与精子活率负相关，而精子密度并无显著相关性。锌元素可

直接参与精子的生成、成熟、获能，同时期可延缓精子膜的脂质

氧化，维持胞膜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６，７］。缺锌会引致脑垂

体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进而导致性腺发育不良，引起性腺的生

殖和内分泌功能障碍，最终导致男性精子异常［８］。

中度的铅暴露（２５０μｇ／Ｌ＜血铅 ＜４００μｇ／Ｌ）就可降低人类
的精液质量，特别对精子的活动性产生不良影响，而血铅浓度

高于４００μｇ／Ｌ则导致睾酮浓度降低、精子生成受影响［９，１０］，并

减少精子总数与精液量，改变精子形态、降低精子活动率。本

次研究中，观察组男性血清含铅量为（２９３３±１５９７）μｇ／Ｌ，对
照组则为（７０９±５７４）μｇ／Ｌ，两组男性的血清含铅量均较低，
可能是本次研究中并未有铅职业暴露的患者。有学者对铅接

触工人进行研究后发现［１１，１２］，血铅与一次射精量、精子密度、精

子活力及精子活率均显著负相关，与精子畸变率呈显著正相

关。本次研究中，含铅量与精子密度、正常形态精子率、精子活

率均负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微量元素之间具有

复杂的相互作用，体内血铅过量，精液铅与精液锌、铜则表现为

拮抗作用［１３，１４］，锌、铜抵抗铅毒性，促进其排泄。

研究［１５］显示，铜对精子运动的不良影响与铜浓度和作用时

间密切相关。动物实验［１６］显示，严重缺铜的公羊血清睾酮浓度

下降、精子密度与精液量降低、精子活力差，补充锌、铜两种元

素后，公羊精子质量显著改善。提示铜对精子质量具有双向作

用，但具体的阈值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次研究中，含铜量与

精子密度正相关而与前向运动精子率负相关。铜对精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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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主要表现为精子运动速度与运动率降低。人体内铜浓

度的升高可直接影响精子的生理功能，也可干扰垂体内分泌腺

的分泌从而影响男性生育［１７］。精浆中的钙元素主要参与精液

凝固与液化过程，经研究，少弱精症男性血清中钙浓度与精液

质量并无显著相关性。

综上所述，少弱精症患者血液锌、铅、铜的含量与精液质量

密切相关，严密监测可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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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例男性无精子症患者睾丸活检的病理研究
李天永１　吴和刚１　朱坤婷１　甘道举２　熊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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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无精子症患者睾丸活检的病理价值和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
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６０例男性无精子症患者，对其睾丸进行活检。结果：６０例睾丸活检中可分成５种类型，活检
正常型占 ６６７％，生精细胞剥落和排列紊乱型占 １３３３％，生精功能低下型占 １８３３％，成熟障碍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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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７％，混合损害型占３５％，混合损害型和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混合损害型中唯支持细胞综
合征占６６７％，克氏综合征占１０％，严重生精障碍占１８３３％，严重生精障碍和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睾丸活检组织免疫组化中 ＩｇＧ阳性率８７５％，ＩｇＡ阳性率７３２１％，ＩｇＭ阳性率６６０７％，ＩｇＧ和 ＩｇＡ、
ＩｇＭ阳性率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睾丸活检能直接评价睾丸生精功能和生精功能障碍程度，对不
育症患者治疗和预后判断有重要意义，且体液自身免疫和睾丸活检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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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精子症是男子不育中常见的病因，在临床上可笼统分为
睾丸前性和睾丸后性因素，其病因复杂，临床表现也复杂，往往

需借助辅助检查才能明确。睾丸活检对确切病因、睾丸损伤情

况、睾丸损伤程度以及对其他病因的判断和疗效评定均有重要

价值［１］。精子症占有很大比例，其病因有睾丸性原因、睾丸前

性原因和睾丸后性原因，这其中睾丸性无精子症病因表现复杂

且多样，睾丸活检对确定是否为睾丸性原因、睾丸损伤类型和

程度以及进一步对病因判断和治疗均有重要意义［１］。本次研

究就通过对６０例男性无精子症患者睾丸活检病理学研究，以期
掌握无精子症的病因和病理学情况，以达到助孕目的。现总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６０例男性无精子
症患者，年龄２５～４０岁，平均年龄（２９７±２８）岁；不育时间２
年～１２年，平均病程（５７±１５）年；所有患者均禁欲５～７ｄ，手
淫取精液检查３次以上证实无精子或严重少精子和精浆果糖正
常。排除不配合调查者，排除其他先天性疾患无法行睾丸活

检者。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有一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医师进行体格检

查，包括外生殖器发育情况、睾丸大小、睾丸质地和输精管情

况。观察第二性征变化情况，包括喉结和阴毛情况，均进行详

细记录并统计。采用由迈瑞提供的 ＰＬ－２０１８Ｂ超诊断仪检测
睾丸纵径、横径和前后径。

局麻下进行睾丸活检手术，取１ｃｍ左右切口，分离后取出
４ｍｍ×３ｍｍ×２ｍｍ睾丸组织，采用Ｂｏｕｉｎ液进行固定，石蜡打包
切片，ＨＥ染色后自然干燥，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生精小管内生
精情况。然后对睾丸组织进行分类，计算每种组织类型百分

率，并进行９５％可信区间比较。另外进行免疫组化 ＩｇＧ、ＩｇＡ、
ＩｇＭ染色，观察睾丸活检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将调查统计的内容作为变
量，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进行单因素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无精子症患者病理分型及数量比较

６０例睾丸活检中可分成５种类型，其中以混合损害型最
多，占３５％，和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中正常型
在病理下表现为曲细精管活跃，生精细胞排列紊乱，部分出现

脱落，特别是生精细胞上，曲细精管堵塞明显，生精功能低下型

曲细精管分布各种生精细胞，各细胞间比例相近，数量均偏少，

生精上皮薄但精原细胞显示正常。成熟障碍型则生精细胞比

例失常，混合损害型则表现多样。见表１。
２２　混合损害型分布情况比较

２１例混合损害型中以严重生精障碍最多，占总体１８３３％，
和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中唯支持细胞综合征
表现为曲细精管有少量支持细胞，偶尔出现少数生殖细胞的曲

细精管，克氏综合征则是无生精细胞，基底膜增厚，间质细胞过

度增生，严重生精障碍在生精上皮极薄，局灶性纤维化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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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变。见表２。

表１　无精子症患者病理分型及数量比较

病理类型 例数 比率（％） ９５％ＣＩ（％）

活检正常型 ４ ６６７ ２４６～２３１３

生精细胞剥落和排列紊乱型 ８ １３３３ ３４１～２１３５

生精功能低下型 １１ １８３３ ９５７～３２１４

成熟障碍型 １６ ２６６７ ９６３～２４２８

混合损害型 ２１ ３５００ ２３５７～４５３５

合计 ６０ １００００

　　注：和其他类型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混合损害型分布情况比较

病理类型 例数 比率（％） ９５％ＣＩ（％）

唯支持细胞综合征 ４ ６６７ ３２４～２１４５

克氏综合征 ６ １０００ ２１４～１５６３

严重生精障碍 １１ １８３３ ９８９～３３４５

合计 ２１ ３５００

　　注：和其他类型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睾丸活检组织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比较
睾丸活检组织免疫组化中 ＩｇＧ阳性率８７５％，ＩｇＡ阳性率

７３２１％，ＩｇＭ阳性率６６０７％，ＩｇＧ和 ＩｇＡ、ＩｇＭ阳性率比较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睾丸活检组织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比较

病理类型 例数
ＩｇＧ

阴性 阳性

ＩｇＡ

阴性 阳性

ＩｇＭ

阴性 阳性

生精细胞剥落和排列紊乱型 ８ １ ７ ３ ５ ４ ４

生精功能低下型 １１ ２ ９ ４ ７ ４ ７

成熟障碍型 １６ １ １５ ４ １２ ５ １１

混合损害型 ２１ ３ １８ ４ １７ ６ １５

合计 ５６ ７ ４９ １５ ４１ １９ ３７

#

　讨论
无精子症在临床上可分成梗阻性和非梗阻性两大类型，梗

阻性指的是输精管道缺如或输尿管阻塞造成，而非梗阻性则是

由于生精细胞分化或生精细胞变形等引起。

睾丸活检不仅能对生精功能有相对准确评价，且对不育病

因也有重要价值。结果显示，有４例患者活检正常，推测其不育
症原因是精道精囊前病变阻塞造成的结果。而在不育症病理

分型上，以睾丸混合损害型最高，占 ３５％，和报道［２－４］结论类

似，其在病理上是生精细胞显著减少，含量低，细胞壁薄，且局

部呈纤维化，出现透明样变。而这些患者在治疗上目前仍无有

效方法，且疗效较差，这点在临床上有助于诊断，为治疗做有力

参考依据。

生精细胞剥落和排列紊乱型是由于生精细胞脱落后形成

排列紊乱，或输精管梗阻引起，但睾丸生精功能仍是存在的，这

对临床治疗意义重大，说明生精功能低下型和成熟障碍型无精

子症患者是可完全治愈的，因为其精子是完全正常的［５，６］。报

道［７，８］称，目前针对此类无精子症患者采用卵泡浆内单精子注

射技术，将不成熟生精细胞作为配子使卵子受精并发育成胚

胎，这是可行的一种方法，故睾丸活检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

价值。

研究［９－１２］称，无精子症患者血清抗精子自身抗体４５％ ～
７９％为阳性，这可推测无精子症病因中有免疫性因素，结合笔
者经验，活检患者睾丸炎症明显升高，且炎症部位主要是在曲

细精管纤维化和变性方面，这在病理活检上可明显体现出来。

结果显示免疫组化上 ＩｇＧ阳性率８７５％，ＩｇＡ阳性率７３２１％，
ＩｇＭ阳性率６６０７％，这和报道结论是类似的。之所以无精子症

患者睾丸活检中免疫组化阳性率高。机制之一是自身抗体及其

免疫复合物在曲细精管中基底部沉积，造成管腔增厚，黏膜通

透性显著下降，日久则形成纤维化，其内环境改变，生精细胞因

营养不足而变性［１３，１４］。另外一个因素是抗体等物质在血管壁

上沉积，日久则造成毛细血管壁损伤，对机体微循环形成一个

不利环境，而这种情况则形成细胞缺氧缺血，在临床上则是生

精细胞变性脱落，严重者坏死脱落［１５］。

综上，无精子症病理机制是患者睾丸免疫病变造成抗体和

抗体复合物在睾丸曲细精管中沉积，破坏血海屏障，从而改变

其内环境，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状况，采用各种辅助生殖技术早

期达到助孕目的［１６，１７］。

我们的经验，其一是在局麻切开后要防止挤压组织，同时

钳取组织应准确，防止组织过小［１８］；其二是禁止存在泌尿系感

染，且在捣蛋期间遇到变性形精子。但考虑到睾丸活检操作简

单、患者痛苦少、费用低廉，最适合广大基层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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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孕妇产后性功能的恢复观察
童姣梅１　徐真２　李娜２　黄姗２

１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妇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孕妇产后性功能的恢复观察。方法：收集我院２０１５年８
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分娩的明确诊断为前置胎盘初产妇１２０例的临床资料，其中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
例设置为观察组，前置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设置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病例产后４５ｄ、３、６个月的
性生活恢复占比、性交痛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和产后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剖宫产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产
后性交痛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的性交痛发生
率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产后性生活满意程度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
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的性生活满意程度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产后生
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产后３个月内，前置胎盘合
并胎盘植入组和前置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组对女性产后性功能影响有显著差异，两者在产后６个月对性功
能影响无显著差异，后者比前者的生活质量更高。

【关键词】　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孕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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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ＰＣＷＰＩ）作为一种妊娠期并发症，在产科
不多见，但是一般发生了就比较严重，可能在妊娠晚期、产时以

及产后出现大量出血的危险，甚至威胁到母子的性命［１］。如果

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出血，需要将子宫切除，这会很大程度上影

响其生理和心理［２］。目前，国内尚少见有关 ＰＰＣＷＰＩ对性功能
的影响及产后生活质量方面的文献［３］。所以本文收集我院

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分娩的明确诊断为前置胎盘初产妇
１２０例的临床资料，其中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设置为
观察组，前置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设置为对照组，对比
分析两组病例产后４５ｄ、３、６个月的性生活恢复占比、性交痛情
况、性生活满意度和产后的生活质量。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分娩的明确诊断为前
置胎盘初产妇１２０例的临床资料，疾病诊断标准参照乐杰主编
的《妇产科学》（第７版），其中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
患者设置为观察组，年龄３２～４４岁，产前孕周３２＋８周～４１＋２
周，孕次１～６次，流产次数０～５次；前置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
组６０例患者设置为对照组，年龄３１～４３岁，产前孕周３３＋４周
～４１＋５周，孕次和流产次数同上。两组病例的文化程度遍及
文盲至研究生。前置胎盘的诊断标准：前置胎盘妊娠２８周之
后，胎盘附着在子宫下段，其下缘甚至覆盖宫颈内口，且低于胎

先露部。以终止妊娠前４周内的最后超声检查结果作为参考，

且于剖宫产或者阴道分娩时加以证实。

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诊断标准［４］：（１）分娩时或者在
术中未见前置胎盘正常自动剥离，且因胎盘部分／全部与子宫
壁相连而无法进行徒手剥离；（２）通过组织病理学的证实；（３）
彩色多普勒图像示胎盘后间隙消失，胎盘具有血窦多和血流急

的特点，子宫－膀胱相连于异常血管。
两组患者纳入标准：单胎妊娠；２８周≤孕周 ＜４２周。排除

标准：多胎妊娠及资料不完整者。所有患者均获知情同意并签

订知情同意书。两组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存在可比前提。
１２　方法

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意度（通过国际通用的性满意度量

表进行评价，内容有：性生活的感受和细节以及与爱人的交流）

等。采用ＷＴＯ研制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对产妇的产后３个月生活质量进行客观评价［５］，该表可有效测

量个体各方面健康并评价其生活质量，主要分为４个方面：心
理、生理、周围环境、社会关系，总共２６题。最终评分的高低对
应测定者的生活质量的好坏。

１３　观察指标
（１）两组产妇在产后性生活恢复占比的比较；（２）两组产妇

在产后性交痛发生率的比较；（３）两组产妇在产后性生活满意
程度的比较；（４）两组产妇在产后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基于统计软件（版本：ＳＰＳＳ１９０），建立实验数据，计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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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过χ２检验分析，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显著。计量资料通过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形式表达，组间比较基于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
代表差异显著。

"

　结果
２１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

观察组患者剖宫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

组别 剖宫产 自然分娩

对照组（ｎ＝６０） ５０（８３３） １０（１６７）

观察组（ｎ＝６０） ５８（９６７） ２（３３）

χ２ ９９７６

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病例产后性生活恢复占比的比较
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均高于对照

组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
６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产后性生活恢复比例的比较

组别 产后４５ｄ 产后３个月 产后６个月

对照组（ｎ＝６０） ９（１５００） ４１（６８３３） ５５（９１６７）

观察组（ｎ＝６０） １６（２６６７） ４９（８１６７） ５７（９５００）

χ２ ４４２８ ４６１３ ０７３８

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４０１

２３　两组产妇产后性交痛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产后性交痛发生率均低于对照

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
月的性交痛发生率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产后性交痛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产后４５ｄ

恢复性生活例数 性交痛发生率

产后３个月

恢复性生活例数 性交痛发生率

产后６个月

恢复性生活例数 性交痛发生率

对照组 ９（１５００） ２（２２２２） ４１（６８３３） ２２（５３６６） ５５（９１６７） １４（２５４５）

观察组 １６（２６６７） １（６２５） ４９（８１６７） １６（３２６５） ５７（９５００） ９（１５７９）

χ２ ４４２８ １０４４５ ４６１３ ８９９７ ０７３８ ２８５１

Ｐ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 ０４０１ ００９１

２４　两组产妇在产后性生活满意程度的比较
观察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产后性生活满意程度均高于对照

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的性
生活满意程度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两组产妇在产后３个月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观察组在产后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等方面的生活

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见表５。

表４　两组产妇在产后性生活满意程度的比较

组别 产后４５ｄ 产后３个月 产后６个月

对照组（ｎ＝６０） ３（５００） ３０（５０００） ５２（８６６７）

观察组（ｎ＝６０） １２（２０００） ４１（６８３３） ５４（９０００）

χ２ １０２７５ ７５０３ ０４３８

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４９６

表５　两组产妇在产后３个月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组别 生理 心理 社会关系 环境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ｎ＝６０） ６３１±１３５ ５８４±１３８ ７１４±１４９ ５７２±１６３ ２５４７±１５６

对照组（ｎ＝６０） ５６０±１２６ ５２１±１２７ ６３８±１４５ ４６９±１３５ ２１３５±１７２

χ２ ３４５１ ３３２８ ３８１２ ５１４８ ２２９０３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

　讨论
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都是引起产时产后出血的潜在主

因［６］，这是因为前置胎盘位于子宫下段和宫颈处，该处子宫肌

层弹性和收缩性不佳，因而在分娩后胎盘剥离后未及时收缩压

迫开放的血窦，导致产后出血，如同时合并胎盘植入时，出现绒

毛组织深入肌层的现象也阻碍了肌层收缩，易合并产后大出

血［７］。有研究［８］指出，对于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产妇，其

出现产后出血的可能性更大，出血量也更多。当出现产后大出

血，如果保守治疗仍然无效，则不得不以切除子宫的方式来保

住产妇的性命［９］，前置胎盘产后出血多往往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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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控制，但是合并有胎盘植入的情况下保守治疗更易失败，

合并胎盘植入也成为了国内外剖宫产术后子宫切除的主因［１０］。

产前单纯的前置胎盘常出现无痛性阴道流血，而超声用于

准确表达胎盘与子宫颈口之间的联系，产前实现对胎盘的精确

定位，从而在临床对其早期处理具有参考价值［１１］。但不易判断

是否合并胎盘植入，由于可能未出现阴道流血，加上超声检查

也难以判断胎盘组织何种层面上侵入子宫肌层［１２，１３］。此外，因

其发病率较低而常被超声医生忽视，对其声像图认识也有限，

加上检查不够细致、产前胎儿遮挡等因素，使得宫壁尤其是胎

盘附着于子宫后壁肌层显示不佳，因此 ＰＰＣＷＰＩ通常见于分娩
和手术中［１４，１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胎盘残留或不剥离可导致

大出血甚至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９］。当前针对ＰＰＣＷＰＩ患者产
后性功能恢复以及产后生活质量的文献研究尚不多见［１６］。

所以本研究收集我院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分娩的初
产妇１２０例的临床资料，其中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设
置为观察组，前置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组６０例设置为对照组。
本研究结果指出，观察组患者剖宫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可见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者剖腹产率高，同时前置胎
盘合并胎盘植入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均显著高
于非合并胎盘植入组。两组产后６个月的性生活恢复比例比较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产后４５ｄ、３
个月的产后性交痛发生率均显著低于非合并胎盘植入组。前

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产后４５ｄ、３个月的产后性生活满意程度
均显著高于非合并胎盘植入组的。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

产后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社会关系、环境方面、生活质量评分

均显著高于非合并胎盘植入组的。分析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

因为观察组较对照组在生产时间出血量更多，且往往需要急症

剖宫产，该类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较非胎盘植入组的明显较差，

性功能恢复也较慢。而两组患者６个月后性功能恢复的满意率
比较无明显差异，主要是因为盆底血液循环较为充分，另外适

当进行了康复性训练，肌肉也基本愈合；产后肌强度也逐渐恢

复，性生活也更好［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产后３个月内，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组和前置
胎盘非合并胎盘植入组对女性产后性功能影响有显著差异，两

者在产后６个月对性功能影响无显著差异，后者比前者的生活
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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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损伤及性生活
质量的变化观察
李兰　李佳琦　吴继蓉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　目的：观察与分析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损伤及性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６５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为Ａ组，同
时期的６５例妊娠期高血压无遗留高血压患者为Ｂ组，６５例健康妊娠者为Ｃ组，然后统计及比较三组的肾功
能指标、肾动脉血流参数及性生活质量评分，同时将 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上述统计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Ａ组的肾功能指标、肾动脉血流参数及性生活质量评分均差于Ｂ组及Ｃ组，Ｂ组的统计结果则差于 Ｃ
组，且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统计结果也存在显著性差异，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显示，上述方面与疾病均有密
切的相关性，Ｐ均＜００５。结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损伤及性生活质量处于较差的状态，
且血压水平对上述方面状态的影响较大，因此应加强对上述方面的调节与改善。

【关键词】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肾损伤；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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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妇产科高发病，而此类疾病患者中部
分在产后仍存在遗留高血压的问题，因此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遗留高血压患者的研究价值较高，但是临床中关于此方面的

研究仍十分不足；再者，高血压作为对肾脏损伤较大的情

况［１，２］，对于此类患者进行此方面的探究也极为必要；另外，性

生活质量作为产妇产后的重要研究方面，其在遗留高血压患者

中的变化观察也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本文中我们就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损伤及性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

进行观察与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６５例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为 Ａ组，同时期的６５例妊娠
期高血压无遗留高血压患者为 Ｂ组，６５例健康妊娠者为 Ｃ组。
Ａ组的６５例患者中，年龄为 ２１～４０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３±
５２）岁；妊娠时间为３６５～４０８周，平均为（３９３±１０）周：其
中剖宫产者４５例，顺产者２０例；初产妇５８例，经产妇７例；妊
娠期高血压严重程度：轻度者 ２９例，中度者 ２０例，重度者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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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产后高血压严重程度：轻度者３３例，中度者１８例，重度者
１４例。Ｂ组的 ６５例患者中，年龄为 ２０～４０岁，平均年龄为
（２９５±４９）岁；妊娠时间为 ３６０～４１１周，平均为（３９５±
０７）周：其中剖宫产者４４例，顺产者２１例；初产妇５７例，经产
妇８例；妊娠期高血压严重程度：轻度者２８例，中度者２１例，重
度者１６例。Ｃ组的６５例产妇中，年龄为２２～４１岁，平均年龄
为（２９６±５０）岁；妊娠时间为３７５～４１５周，平均为（３９６±
０５）周：其中剖宫产者４２例，顺产者２３例；初产妇５６例，经产
妇９例。三组的年龄、妊娠时间、分娩方式及经初产妇构成均无
显著性差异，且Ａ组与Ｂ组的妊娠期血压程度也无明显差异，Ｐ
均＞００５。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者；符合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的诊断标准；单胎者。排除标准：年龄在２０岁以下者；孕
前即存在糖尿病、高血压及其他基础疾病者；双胎及多胎者；精

神异常者。另外，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且患者及家

属均对研究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
于患者入组未接受治疗前检测、统计及比较三组的肾功能

指标、肾动脉血流参数及性生活质量评分，同时将 Ａ组中不同
血压水平者的上述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其中肾功能检测指标

为尿ｍＡＬＢ、Ｃｒ、ＢＵＮ、β２－ＭＧ及 ＵＡ，其以 ＥＬＩＳＡ法进行检测。
肾动脉血流指标为肾段动脉ＰＳＶ、ＥＤＶ、ＲＩ及ＰＩ，其采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测，患者以侧卧位进行检测，探头频率

为３５～５０ＭＨｚ，进行细致检测，取三次检测平均值。
１３　评价标准

于患者确诊未接受治疗时将女性性生活质量采用女性性

生活质量问卷进行评估，本问卷共包括３２个评估条目，涉及对
性生活的６个方面的评估，分别为性反应、性态度、性体像、性交
流、性焦虑及性满意度等，每个方面均以评估分值越高表示质

量越高［３］。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方面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计量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χ２检验，以ｓｐｅａｒｍａｎ进行相关性
分析，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组产妇及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肾功能指标比较

Ａ组的肾功能指标均高于Ｂ组及 Ｃ组，Ｂ组的检测水平则
高于Ｃ组，且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统计结果也存在显著性
差异，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产妇及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肾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尿ｍＡＬＢ（ｍｇ／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ＢＵＮ（ｍｇ／ｄＬ） β２－ＭＧ（ｍｇ／Ｌ） ＵＡ（μｍｏｌ／Ｌ）

Ａ组

　轻度（ｎ＝３３） １２２４±１６１ ８６７６±８５５ ３６２６±３４４ ４３５±０４０ ３４２５０±２９４８

　中度（ｎ＝１８） １７２３±２２８④ ９８９７±９９３④ ４１２５±４７０④ ６０１±０５２④ ４０１５２±３１５６④

　重度（ｎ＝１４） ２２０８±２６０③ １１３５８±１１８４③ ４７８８±５１３③ ７７８±０６３③ ４４２６８±３５９１③

　整组（ｎ＝６５） １７９５±２４１① １００３５±１０３７① ４０５９±４６２① ６１５±０５５① ４０８７６±３２６５①

Ｂ组（ｎ＝６５） １１３２±１４５② ８３６５±８４２② ３５８４±３２３② ４２１±０３７② ３２３５６±２８９３②

Ｃ组（ｎ＝６５） ７３２±０５６ ７０３５±６６４ ２８１５±２６６ ２４１±０２５ ２６５２５±２４３１

　　注：与Ｂ组及Ｃ组比较，①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②Ｐ＜００５；与轻度及中度高血压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轻度高血压者比较，④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产妇及 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肾动脉血流参数
比较

　　Ａ组的肾动脉血流参数指标 ＰＳＶ及 ＥＤＶ均低于 Ｂ组及 Ｃ

组，ＲＩ及ＰＩ均高于Ｂ组及Ｃ组，Ｂ组的 ＰＳＶ及 ＥＤＶ均低于 Ｃ，
ＲＩ及ＰＩ均高于Ｃ组，且 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统计结果也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产妇及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肾动脉血流参数比较

组别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ＲＩ ＰＩ

Ａ组

　轻度（ｎ＝３３） ３６８２±４５３ １５４５±１１０ ０５７±００６ １０１±０１１

　中度（ｎ＝１８） ３３２９±３９５④ １３５６±０９８④ ０６６±００７④ １２１±０１３④

　重度（ｎ＝１４） ３００１±３４２③ １１０２±０８４③ ０７５±００９③ １３９±０１５③

　整组（ｎ＝６５） ３３９８±３９９① １３２５±１０１① ０６７±００８① １２０±０１３①

Ｂ组（ｎ＝６５） ３７４６±４８０② １６０４±１１５② ０５６±００６② ０９９±０１０②

Ｃ组（ｎ＝６５） ４１５１±５２５ １８２５±１３２ ０４５±００４ ０７８±００７

　　注：与Ｂ组及Ｃ组比较，①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②Ｐ＜００５；与轻度及中度高血压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轻度高血压者比较，④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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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组产妇及 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性生活质量评分
比较

　　Ａ组的性生活质量评分均低于 Ｂ组及 Ｃ组，Ｂ组的评估分

值则低于Ｃ组，且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统计结果也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产妇及Ａ组中不同血压水平者的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 性反应 性态度 性体像 性交流 性焦虑 性满意度

Ａ组

　轻度（ｎ＝３３） １８２５±１９０ １４１５±１６５ １１５１±１３５ ２３８４±１８９ ２５９８±２２４ ２６９５±１７３

　中度（ｎ＝１８） １６０４±１５８④ １２０４±１５５④ ９５６±１２４④ ２１２８±１７２④ ２２４９±１９９④ ２３５３±１４６④

　重度（ｎ＝１４） １３１７±１４４③ ９４５±１１６③ ７２６±０８８③ １７４５±１５６③ １８３０±１６４③ ２００５±１３２③

　整组（ｎ＝６５） １６２０±１６４① １１８４±１５１① ９２８±１２１① ２１５４±１６６① ２２２９±１９７① ２４２１±１５１①

Ｂ组（ｎ＝６５） １８８４±１９５② １４２４±１７２② １１９９±１４０② ２４０１±１９８② ２６６５±２３０② ２７８４±１８０②

Ｃ组（ｎ＝６５） ２３１０±２２５ １７１８±１９９ １３８５±１６５ ２６３６±２２５ ３１５４±２５６ ３１５０±２２１

　　注：与Ｂ组及Ｃ组比较，①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②Ｐ＜００５；与轻度及中度高血压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轻度高血压者比较，④Ｐ＜００５

２４　研究指标与疾病的关系分析
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显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

压与肾功能指标、肾动脉血流参数ＲＩ及ＰＩ呈正相关，与其他指
标呈负相关。见表４。

表４　 研究指标与疾病的关系分析

研究指标 ｒ Ｐ

尿ｍＡＬＢ ０２２１ ＜００５

Ｃｒ ０１６５ ＜００５

ＢＵＮ ０１９４ ＜００５

β２－ＭＧ ０２０２ ＜００５

ＵＡ －０１９３ ＜００５

ＰＳＶ －０２０４ ＜００５

ＥＤＶ －０１８８ ＜００５

ＲＩ ０２８６ ＜００５

ＰＩ ０３１７ ＜００５

性反应 －０２５６ ＜００５

性态度 －０１９３ ＜００５

性体像 －０２２７ ＜００５

性交流 －０１９８ ＜００５

性焦虑 －０２６３ ＜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０２５７ ＜００５

#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是孕妇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妊娠期并发症，其

对母婴均可造成较大的危害，对于妊娠结局的不良影响十分突

出，同时，本病可对机体的较多系统器官造成损伤，其中肾损伤

即是表现十分突出的方面［４，５］，因此此方面的损伤是临床研究

的重点。而近年来临床中对于妊娠高血压疾病产妇产后遗留

高血压情况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研究也不断增

多，其中关于产后机体及其他多个方面变化及恢复情况的研究

是重点。产后性生活作为产妇产后的一个重要方面［６，７］，对其

变化的研究一直较多，研究普遍显示，产妇产后性生活质量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短时间内处于较差的状态，而遗留高血压对

此类情况造成的进一步危害及危害程度则相对研究较少，因此

此方面的研究极为必要。同时肾功能指标及肾动脉血流参数

的变化研究也同样必要［８］。

本文中我们就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损伤

及性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功能指标、肾动脉血流参数及性

生活质量评分均差于妊娠期高血压无遗留高血压患者及健康

妊娠产妇，同时妊娠期高血压无遗留高血压患者则差于健康妊

娠产妇，且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肯定了上述方面与疾病
的关系，从而说明妊娠高血压疾病产后遗留高血压对患者的进

一步危害。分析原因，我们认为遗留高血压的患者其血压较高

的状态对患者的机体动脉造成进一步的危害，靶器官的危害也

即十分突出，其中肾脏作为重要的受损器官，其肾功能状态及

肾血供均相对较差，同时性生活状态受高血压及肾脏受损的影

响，也表现出较差的状态［９，１０］；再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

高血压状态对于血管的损伤还体现在对血管内皮的损伤方面，

而肾脏的血管内皮受损明显，弹性状态等受到的不良影响明

显［１１－１４］，因此肾脏微循环较差；另外，肾功能的异常也进一步

影响到机体的状态，其中性功能状态受到的不良影响即较为明

显［１５－１７］；最后，疾病状态的存在进一步影响到患者的心理状

态，这也是性生活质量受到不良影响的重要原因［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遗留高血压患者肾

损伤及性生活质量处于较差的状态，且血压水平对上述方面状

态的影响较大，因此应加强对上述方面的调节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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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状况的临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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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影响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方法：对我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妇科收治的１８６例产后妇女进行调查，观察其中出现性功能障
碍情况。收集患者一般资料，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分析可能影响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
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７２０４％。其中有性功能障碍和无性功能障碍产后妇女在年龄、产后时间、产
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上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带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年龄、产后时
间、产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均是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结论：产后妇女性功能

障碍发生率较高，且影响因素较多，临床上对于产后女性的指导很有必要，针对性实施干预措施，可有效降

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关键词】　性功能障碍；产后；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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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性功能障碍是常见疾病，指女性不能参与所期望的性
行为或在性行为过程中无法得到满足的症状，通常表现为性欲

较低、性交疼痛、性高潮障碍等［１］。据我国数据统计［２］，女性出

现性功能障碍多数是由分娩引起，尤其是分娩后极易出现性功

能障碍。但女性性功能障碍在临床上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高，女性性健康问题也成为人们关

注的重点。对分娩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情况的调查较为重

要［３］，因此我们对我院产后妇女进行调查，收集患者一般资料，

探讨对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为临床的防治提供理

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随机选取１８６例我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
妇科收治的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女性。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２０
～４０岁之间的女性；（２）产后时间大于４２ｄ且不超过半年的患
者；（３）自愿参加研究并签字同意的患者等。排除标准：（１）产
前即出现性功能障碍的患者；（２）生殖器官畸形可能影响性功
能的患者；（３）排除妇科严重疾病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患者等。
患者年龄２０～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８７±４５）岁。
１２　方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一般资料收集，根据文献收集可能影响产

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体质指数（ＢＭＩ）、文
化程度、分娩方式、产后时间、产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喂养

方式、夫妻关系等。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对患者一般资料进
行计算，分析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情况，对有性功能障碍和无性功

能障碍的女性一般资料进行对比，采用 Ｌｏｇｓｉ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
计算，分析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计算，以是否出现性
功能障碍为因变量，患者一般资料为自变量，Ｐ＝００５为逐步筛
选标量的标准。

"

　结果
２１　性功能障碍情况

１８６例患者中出现性功能障碍患者１３４例，占７２０４％。
２２　一般资料情况对比

有性功能障碍和无性功能障碍的产后妇女一般资料对比

发现年龄、产后时间、产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

上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有性功能障碍和无性功能障碍患者一般资料情况对比（ｎ＝１８６）

一般资料 ｎ
无性功能

障碍

有性功能

障碍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０～３０ １１２ ４４ ６８ １７９３８ Ｐ＜００５

　３１～４０ ７４ ８ ６６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８～２５ １２５ ３６ ８９ ０１３５ Ｐ＞００５

　＞２５ ６１ １６ ４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９ １４ ２５ １１０４ Ｐ＞００５

　中学及大专 ８２ １９ ５３

　本科及以上 ６５ １９ ４６

分娩方式

　顺产 ６９ １７ ５２ ０６００ Ｐ＞００５

　剖宫产 １１７ ３５ ８２

产后时间

　４２ｄ～３个月 ８２ ８ ７４ ２４１２１ Ｐ＜００５

　３～６个月 １０４ ４４ ６０

产后性生活时间

　＜４２ｄ ４４ ３ ４１ １３１５３ Ｐ＜００５

　４２ｄ～３个月 ８０ ２６ ５４

　３～６个月 ６２ ２３ ３９

经济状况（万／年）

　＜３ ３１ ５ ２６ ７６５６ Ｐ＜００５

　３～１０ ９６ ２３ ７３

　＞１０ ５９ ２４ ３５

喂养方式

　母乳 ８３ ２４ ５９ １０２２ Ｐ＞００５

　配方奶 ２６ ９ １７

　混合方式 ７７ １９ ５８

夫妻关系

　良好 １１９ ４１ ７８ ６９３２ Ｐ＜００５

　一般 ５４ ９ ４５

　较差 １３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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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影响因素
将上述有差异资料带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计算发现，年龄、

产后时间、产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均是产后

妇女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见表２。

表２　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Ｄｆ Ｐ ９５％ＣＩｆｏｒＥｘｐ（Ｂ）

年龄 ０６９３ ００９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３０～０９０７９

产后时间 ０７０２ ０１１３ 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６９～０９４４０

产后性生活时间 ０７０１ ００６１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０１～０８４０８

经济状况 ０７２３ ００５０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２２５～０８１８４

夫妻关系 ０６８７ ００４９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２４７～０８１６２

#

　讨论
随着人们对性理解的加深，越来越多研究显示性健康对人

体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是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４］。性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不仅包含生理、情绪、内分泌等人体内

在因素，还包含了社会、文化背景等外在因素［５，６］。随着女性地

位的提高，女性性功能障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引起女

性性功能障碍的最常见因素为分娩，多数女性分娩后容易出现

性功能障碍。研究［７，８］显示，这是由于女性在妊娠分娩后，导致

盆底肌阴道组织松弛，引起性生活不适或缺乏快感，从而引起

性生活质量下降。而分娩后缺乏盆底肌锻炼、胎位损伤阴道等

因素也是造成产妇产后性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性生活

质量下降容易破坏夫妻间情感，从而导致各种情感问题，不仅

影响家庭和谐，也危及社会安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此

探究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

本文对我院产后妇女性生活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产后妇

女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７２０４％。在分析患者一般资料时发
现，有性功能障碍和无性功能障碍产后妇女在年龄、产后时间、

产后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上有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计算显示，年龄、产后时间、产后
性生活时间、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关系上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根据上述影响因素我们得出结论：（１）年龄：年龄较小的妇女由
于身体条件更佳，盆底、阴道等组织产后恢复能力更好，对性生

活影响较小［９］。而还有研究［１０］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性

欲逐渐降低，阴道润滑程度下降，容易引起性交痛，也是造成年

龄较大的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２）产后时间：数
据［１１，１２］显示，产后３个月内出现性功能障碍的女性较多，而在
产后６个月时，性功能障碍水平有所下降，而多数患者在１年至
２年后得以恢复。（３）产后性生活时间：有数据［１３］显示，产后性

生活时间越早的女性可能越容易发生性功能障碍，这可能是由

于产后女性阴道、盆底等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在进行性生活时

可能引起疼痛、劳累等症状，导致性生活不适，发生性功能障

碍。（４）经济状况：本文中经济状况越好的女性性功能障碍发
生率越低，可能是由于经济较好的女性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问

题，经济压力小，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自身健康恢复上，使产妇

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减少［１４，１５］。（５）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
其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女性分娩后，急需得到丈夫的关

怀和照顾，夫妻关系良好的家庭可有效缓解产妇产后的心理情

绪，减少产妇的压力。而夫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还可能发生家

暴等状况，导致女性心理和精神压力大，容易发生性功能

障碍［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产后妇女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且影响因素

较多，临床上对于产后女性的指导很有必要，针对性实施干预

措施，可有效降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参 考 文 献

［１］　孙文娟，李苏，徐永萍，等．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及其影响因素．
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３，３３（９）：６３６－６４２．

［２］　张紫琪，廖碧珍，李明慧，等．产妇对产后盆底功能与性功能障碍
认知现状调查．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１（４）：１９－２２．

［３］　ＬｉｕＦ，ＸｕＬ，ＹｉｎｇＴ，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ｃ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ｉｎｎｕｌｌｉｐａｒｏｕｓ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ｗｏｍｅｎｏｎｅ
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ｒｆｉｒｓ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ｔＪ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４，１１（３）：２３４
－２３９．

［４］　魏振杰，孙金豹．沧州地区围绝经期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及影
响因素调查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９）：１５－１８．

［５］　陶锦，由娜娜，马延巾，等．初产妇产后性功能恢复的影响因素研
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５）：５６－５８．

［６］　姚焕弟．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对妇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调查．现
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１１－１１２．

［７］　ＧｉａｌｌｏＲ，ＷｏｏｄＣＥ，ＪｅｌｌｅｔｔＲ，ｅｔ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ｍｏｔｈ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ｎ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Ａｕｔｉｓｍ，２０１３，１７（４）：４６５－４８０．

［８］　卢明霞，朱玉莲．妊娠期及产后早期盆底肌肉锻炼的研究进展．
医学综述，２０１２，１８（２４）：４１９５－４１９７．

［９］　田聚群．孕期、分娩期盆底肌肉损伤与产后性问题．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２２（２）：１９－２４．

［１０］　 陈波，朱兰．女性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中
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５）：３８５－３８７．

［１１］　萧聪勤，王建炜，张同仁，等．骨盆骨折继发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
素及治疗分析．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３９５２－３９５５．

［１２］　陈波，朱兰．女性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中
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５）：３８５－３８７．

［１３］　吴学良，张瑞明，闵新民，等．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心理
因素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５）：７－９，１２．

［１４］　赵佳，张华锋，蔡国梅，等．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
能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４，１７（２７）：３１８２
－３１８５．

［１５］　郑敏华，郭云萍．直肠癌手术患者性功能障碍情况及其相关影响
因素调查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９－１１．

［１６］　夏亚娣，方雅琴，孙芸，等．不同感染性疾病对女性性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６）：８－１１．

［１７］　翁小平．围绝经期妇女健康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妇幼
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８）：１３０４－１３０５．

［１８］　ＣｈａｎｇＳＲ，ＣｈｅｎＫＨ，ＬｉｎＨＨ，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ｐｉ
ｓｉｏｔｏｍｙａｎｄｎｏ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ｏｎｐａｉ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３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Ｊ
ＮｕｒｓＳｔｕｄ，２０１１，４８（４）：４０９－４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１０７　　·

【第一作者简介】杨明芳（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围产保健及孕期营养。

△【通讯作者】陈磊，Ｅ－ｍａｉｌ：ｍｉｎｉｃｈｅｎｌｅｉ＠ｑｑ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６

产后不同时期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分析
杨明芳　陈磊△　赵璐　刘丛丛　李贝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　目的：调查产后不同时期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对３３４名在海淀妇幼
保健院住院分娩产妇分别于产后３个月、产后６个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响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因素。结果：
收回有效调查问卷者３１５例，产后３个月ＦＳＤ发生率８６７％，产后６个月ＦＳＤ发生率６４１％，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产后３个月时，母乳喂养为主、丈夫较少参与家务、初产妇及产后抑郁是产后ＦＳＤ发生的高危
因素。产后６个月时，母乳喂养为主、丈夫较少参与家务、初产妇及产后抑郁均仍是产后ＦＳＤ的高危因素，与
产后３个月比较，新增加的高危因素为产妇未参加工作和会阴侧切分娩。结论：产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与
生理、心理各方面因素有关，对有产后性功能障碍高危因素的产妇应重视，并注意控制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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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是女性的
常见疾病，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ＦＳＤ分为４大类：性欲障
碍、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和性交疼痛障碍［１］。产后 ＦＳＤ是
指产前性功能正常，而在产后性生活中由于参与性活动的器

官、组织、神经及激素水平等发生了变化而导致的性功能障

碍［２］。部分女性恢复性生活时间可提前至产后６～７周，但一
半以上的人会存在各种性问题，并持续 １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３］。妊娠和分娩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产后女性的心理

和社会身份都会发生变化。有文献认为，妊娠、分娩是产后ＦＳＤ
的主要原因之一［４］。本文选择产后３个月、６个月的女性，调查
其ＦＳＤ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住院分娩的３３４例产妇，于产后４２ｄ复查产后恢复良好。分别
于产后３个月及产后６个月进行量表调查评价及妇科检查。所
有产妇均知情同意，愿意配合调查，同时无糖尿病、高血压、骨

折等内外科疾病。

１２　研究方法
经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采用如下研究方

法。专人负责发放调查问卷，知情同意后匿名填写一般情况调

查表、《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诊断量化标准评分表》［５］及爱丁堡

产后抑郁量表（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ＥＰＤＳ）［６］。
调查内容包括：（１）一般情况：身高、体重、年龄、分娩及喂养方
式、产后时间、产后性生活开始时间、丈夫参与家务情况、调查

时是否已回归工作岗位。（２）性功能：通过《产后性功能障碍诊
断量化及评分表》，评估包括性欲望、性幻想、性高潮、性生活频

率、性交痛等１０个问题选项，评分 ＜６０分、妇科检查阴道肌力
＜Ⅲ级者，可诊断为产后性功能障碍。（３）产后抑郁评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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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ＤＳ产后抑郁量表，总分小于１３分者无抑郁症状，大于等于
１３分为阳性诊断产后抑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及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３４份，完成全部调查并收回有

效调查问卷者３１５例，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９４３％。平均年龄
（２７５±３４）岁（２０～３９岁），产后３个月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平均（２３４±４１）ｋｇ／ｍ２（１８０～３５７ｋｇ／ｍ２）。
２２　不同时期产后ＦＳＤ的发生率及比较

产后３个月 ＦＳＤ发生率８６７％，产后６个月 ＦＳＤ发生率
６４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性欲障碍、性唤起障
碍、性交疼痛方面，产后６个月均较产后３个月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性高潮障碍产后３个月与６个月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时期产后ＦＳＤ发生率及比较

时期 总人数
ＦＳＤ

ｎ ％

性欲下降

ｎ ％

性唤起障碍

ｎ ％

性高潮障碍

ｎ ％

性交痛

ｎ ％

３个月
６个月

３１５
３１５

２７３
２０２

８６７
６４１

２８４
２２９

９０２
７２７

２８０
２１１

８８８
６７０

１７３
１５１

５４９
４７９

１８８
８９

５９７
２８３

２３　产后３个月ＦＳＤ影响因素分析
产后３个月时，母乳喂养为主、丈夫较少参与家务、初产妇

及产后抑郁均增加了产后ＦＳＤ的发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产后３个月ＦＳ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ＦＳＤ

有 无
χ２ Ｐ

年龄

　＜３０岁 １７４ １５３ ２１ ０５３８ ０４６３
　≥３０岁 １４１ １２０ ２１
ＢＭＩ
　＜２５ ２０４ １７２ ３２ ２７７４ ００９６
　≥２５ １１１ １０１ １０
分娩方式

　裂伤 １３８ １２３ １５
　会阴侧切 ７３ ６６ ７ ４１７０ ０１２４
　剖宫产 １０４ ８４ ２０
是否开始性生活

　是 ３６ ２９ ７ １３１４ ０２５２
　否 ２７９ ２４４ ３５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为主 ２２８ ２１２ １６ ２８４９６ ０．０００
　人工喂养为主 ８７ ６１ ２６
丈夫参与家务

　经常 １４７ １１８ ２９ １０２６８ ０００１
　很少 １６８ １５５ １３
参加工作

　是 ２５ １９ ６ ２６７４ ０１０２
　否 ２９０ ２５４ ３６
初产妇

　是 ２５７ ２３６ ２１ ３３０９８ ０．０００
　否 ５８ ３７ ２１
产后抑郁

　是 ８４ ７９ ５ ５４００ ００２０
　否 ２３１ １９４ ３７

２４　产后６个月ＦＳＤ影响因素分析
产后６个月时，母乳喂养为主、丈夫较少参与家务、初产妇

及产后抑郁均仍是产后ＦＳＤ的高危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产后３个月比较，新增加的高危因素为产妇未参加
工作和会阴侧切分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产后６个月ＦＳ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ＦＳＤ

有 无
χ２ Ｐ

年龄

　＜３０岁 １７４ １０６ ６８ １７３８ ０１８７
　≥３０岁 １４１ ９６ ４５
ＢＭＩ
　＜２５ ２２３ １３９ ８４ １０７０ ０３０１
　≥２５ ９２ ６３ ２９
分娩方式

　裂伤 １３８ ８５ ５３ １０３１１ ０００６
　会阴侧切 ７３ ５８ １５
　剖宫产 １０４ ５９ ４５
是否开始性生活

　是 １８７ １１６ ７１ ０８７８ ０３４９
　否 １２８ ８６ ４２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为主 ２０６ １４６ ６０ １１７８０ ０００１
　人工喂养为主 １０９ ５６ ５３
丈夫参与家务

　经常 １３２ ７１ ６１ １０５５８ ０００１
　很少 １８３ １３１ ５２
参加工作

　是 １７８ １０３ ７５ ６９７６ ０００８
　否 １３７ ９９ ３８
初产妇

　是 ２５７ １７４ ８３ ７７６５ ０００５
　否 ５８ ２８ ３０
产后抑郁

　是 ６８ ５７ １１ １４６２５ ００００
　否 ２４７ １４５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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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产后ＦＳＤ，如性欲下降、性交痛、性高潮障碍等症状较为普

遍，国内文献报道产后ＦＳＤ的发生率均在６０％以上［７，８］。产后

ＦＳＤ发生率如此之高，但在国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性健康
所受到的重视远远不足。本文研究产后 ＦＳＤ的发病率与文献
报道符合。而在产后ＦＳＤ随时间变化方面，文献报道女性在产
后３个月内性问题的发生率较孕前明显增加，产后６个月后该
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未降至孕前水平［９］。与本文研究相符。

产后ＦＳＤ，与产道及盆底肌损伤及性激素变化有关。文
献［１０］报道，与剖宫产相比，阴道分娩产妇产后 ＦＳＤ发生率更
高，因为胎儿经产道娩出会直接损伤盆底组织。本研究显示，

产后３个月会阴裂伤组、侧切组及剖宫产组的产后ＦＳＤ发生率
无统计学差异。而在产后６个月时，侧切组ＦＳＤ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会阴裂伤组及剖宫产组。与文献报道相符［１１］。

母乳喂养是产后 ＦＳＤ的高危因素，有其激素水平的原因。
婴儿吮吸乳头会促进产妇体内的催乳素增高，而催乳素可反作

用于下丘脑－垂体，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阴道分泌黏液减少、
阴道干涩、性交不适［１２］。同时，以母乳喂养为主的产妇，夜间哺

乳、照顾婴儿也容易引起疲劳和生活方式改变。本研究显示，

不论产后３个月还是６个月，母乳喂养为主的喂养方式都是产
后ＦＳＤ发生的高危因素。

产后抑郁是产妇在产褥期出现的精神综合征，其发病高峰

在产后９０ｄ，并可持续至产后２年［１３］。产后，由于社会角色转

变、喂养新生儿、睡眠不足等原因可导致产妇心理问题普遍存

在。文献报道，产后抑郁与产后 ＦＳＤ的发生密切相关［８，１４］。国

外文献报道，有产后抑郁症的产妇，治愈抑郁症的同时可明显

提高性功能［１５］。而在产后抑郁的治疗方面，文献报道药物联合

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症的效果比单独药物治疗好［１６］。本研

究显示，不论产后３个月还是６个月，产后抑郁都是产后 ＦＳＤ
发生的高危因素。

目前国内对产后ＦＳ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产妇，而本研究
显示，经产妇产后 ＦＳＤ的发生低于初产妇，这与经产妇有过分
娩经验有关。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丈夫对家务的参与程度

也与产后 ＦＳＤ有关。丈夫更多参与家务，减少了产妇的劳动
量，减轻了疲劳。同时，丈夫参与家务，一家人其乐融融，和谐

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减少ＦＳＤ。本研究还提示，产后６个月时，回
归工作的产妇，产后 ＦＳＤ的发生减少。工作中接触更多的人，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照顾孩子，可减轻产后ＦＳＤ。

对于产后 ＦＳＤ的治疗，目前缺乏指南性的文献。冯小丽
等［１７］报道，凯格尔训练较常规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产后女性性

功能障碍。而周红等［１８］研究发现，盆底肌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

物反馈，是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一种良好方法。

综上所述，产后ＦＳＤ的发生率高，产后３个月时，母乳喂养
为主、丈夫较少参与家务、初产妇及产后抑郁均增加了产后ＦＳＤ
的发生。而在产后６个月时，在上述高危因素的基础上，新增加
的高危因素为产妇未参加工作和会阴侧切分娩。在以后的临

床工作中，我们要对有产后 ＦＳＤ高危因素的产妇加以重视，有

针对性的控制这些因素，通过心理辅导、功能锻炼和药物治疗，

减少产后ＦＳＤ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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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后性功能影响观察
刘敏　刘刚△

十堰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后性功能影响。方法：随机选取我院产科２０１５年３
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间收治的分娩产妇共１００例，分为两组，研究组产妇予以剖宫产分娩，对照组给予阴道分
娩，比较两组产妇的性生活恢复时间、产后３个月、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及产后性交痛发生率。结果：与对照
组相比，研究组产妇在产后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率和性生活质量更高，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与研
究组产妇产后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和产后性交痛发生率数据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剖宫
产可以缩短性生活恢复率和提高产后３个月之内的性生活质量，但在产后半年之后，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
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没有差异性，因此，不能将选择剖宫产视为保护性功能的手术原因。

【关键词】　剖宫产；阴道分娩；女性；产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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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相关的流行学调查显示［１］，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呈现

逐年增高的趋势，已经达到４０％，部分地区医院高达６０％。大
多产妇是由于不影响性生活能力而选择剖宫产的分娩方式的，

但不同的分娩方式是否会对性生活功能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的探究［２］。本文为进一步观察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

后性功能影响，选取了部分的分娩产妇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观

察剖宫产对产后性功能的影响，以供医学研究、参考。现将具

体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一般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产科收治的分娩产妇，共１００例，收治时间在
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之间，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两
组。研究组：产妇５０例，年龄范围在１９～３０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２４６７±２７７）岁，其中有初产妇３０例，经产妇２０例。对照

组：产妇５０例，年龄范围在１９～３１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４６３
±２７５）岁，其中初产妇３１例，经产妇１９例。
纳入标准：（１）符合剖宫产或阴道分娩的术式指征；（２）所

有产妇在孕期均未出现明显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排除标准：

（１）患者有其他重大心血管疾病，患有精神病史；（２）本次产妇
及其家属均明白、了解、清楚实验的研究目的及方式，并同意参

与此次研究之中。

对比两个实验小组产妇的一般资料，没有统计学意义，可

以进行比较分析，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操作方式：患者均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组产妇

予以剖宫产分娩（指征满足：①胎儿过大；②胎儿出现宫内缺
氧；③胎位异常，如横位、臀位等；④胎儿从阴道娩出困难），对
照组给予阴道分娩。对照组：在产妇进入第一产程的同时，观

察产妇的宫缩、胎心、宫口张开情况，并予以适当的心理安慰，

消除产妇的不良心理状态，每间隔４ｈ之内排尿１次，并叮嘱产
妇少食多餐；在进入第二产程之后，产妇的宫缩情况会逐渐增

加并有排便感，应胎头拔露和着冠之后，逐步分娩整个头部与

前后肩，直至完成整个胎体，在分娩的过程中，应严密监测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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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率变化情况，并指导产妇进行呼吸和用力，在胎儿分娩出

之后，对胎盘进行剥离和娩出，与此同时，清理胎儿的呼吸道，

检查胎膜与胎盘，预防出现出血情况［３，４］。研究组：在手术进行

之前，对产妇进行常规的生命体征监测和禁食，常规备皮和插

入尿管。对产妇进行麻醉之后，在下腹壁的下垂褶皱处予以做

切口（横切口），并在子宫下段做第二个切口［５，６］，尽量避免损伤

子宫体，彻底打开羊膜之后，取出胎儿、胎膜，擦拭新生儿的口

鼻黏液，最后常规缝合子宫与皮肤组织［７，８］。

调查方式：在产后，对所有产妇的性生活质量情况进行调

查，采用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主要包括的调查内容有：

（１）产妇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文化程度、分娩方式、职业等；（２）
产后恢复性生活的具体时间；（３）在产后３个月与６个月期间，
产妇的性生活情况与感受，如是否有性交痛、性生活的频率、性

欲等；（４）对性生活产生的问题分析原因。本次调查均由产妇
本人自行填写，由专人进行调查问卷回收，并采用无记名的方

式进行。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的性生活恢复时间、产后３个月、６个月的性

生活质量及产后性交痛发生率。其中，产后３个月、６个月的性
生活质量采用记分制，分数区间在０～１００分之间，分数越高则
说明性生活质量越高，产妇性生活满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的所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０系统软件进行检

测，以Ｐ＜００５作为统计学有意义。性生活恢复时间、产后性
交痛发生率所涉数据为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χ２检验；产后３
个月、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所涉数据为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以ｔ检验。
"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产妇在产后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率

和性生活质量更高，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研
究组产妇产后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和产后性交痛发生率数据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表３。

表１　两组产妇的性生活恢复时间比较表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 产后６个月

研究组 ５０ ３５（７０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５（５０００） ４７（９４００）

χ２ ４１７ ０２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产妇的产后性交痛发生率比较表

组别 产后３个月 产后６个月

研究组 １２（３４２９） ４（８３３）

对照组 １９（７６００） ５（１０６４）

χ２ １０１６ ０１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产妇在产后３个月、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比较表（分）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 产后６个月

研究组 ５０ ７０８７±５３２ ８９４３±４３１

对照组 ５０ ６０３２±５７７ ８８６７±４３２

ｔ ９５１ ０８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在我国，剖宫产率增长十分迅速，突出的状况尤为明显，据

相关的研究调查显示［９，１０］，１０％ ～１５％的产妇选择剖宫产的原
因在于没有自然分娩的适应证，即确实需要进行剖宫产术式，

其中羊水过少、高龄初产、胎膜早破等，但还有大多数产妇选择

剖宫产的原因是认为阴道分娩会造成阴道松弛，导致伤口疼

痛，进而影响夫妻关系和性生活，而剖宫产则不会。因此，本文

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发现并非如此，即不能将选

择剖宫产视为保护性功能的手术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分娩方

式，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性生活产生影响，但在产后６个月后均
没有较大差异，即已经逐步恢复了良好的性生活质量［１１－１３］。

产后３个月是盆底肌肉恢复的重要阶段，阴道分娩时，盆底
肌肉会被动的受到损伤和扩张，因此，对于阴道分娩的产妇而

言，这一时期的性生活质量不高，性欲会下降且性交痛表现明

显，但在产后６个月之后，基本已经恢复完毕，不会对性生活产
生影响，此时盆底肌肉弹性已经恢复良好，扩张能力较强，且血

液循环得到了丰富，伤口基本愈合，该一时期，性生活质量会得

以明显的提升［１４－１６］。这也告诉我们，在产后的３个月之后，产
妇应该进行有效的康复锻炼，以此促进盆底肌肉的恢复，促使

阴道尽早恢复至手术前的紧致程度。而产后３个月中，产妇对
性生活感到不满意大多是由于家庭因素和自身心理因素引起

的，如产妇在进行分娩之后还需要哺乳和照顾新生儿，以此感

到疲劳，引发性欲降低等［１７，１８］。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产妇在产

后３个月的性生活恢复率（７０００％）和性生活质量（７０８７±
５３２）分更高，但是，研究组产妇产后 ６个月的性生活质量
（８９４３±４３１分）和产后性交痛发生率（８３３％）数据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说明了，阴道分娩虽不能在短时
间内恢复性生活，但其短期内出现的性问题并不是由于阴道松

弛而造成的，而是处于伤口恢复期间。从长期来看，影响性生

活的主要原因在于夫妻之间的感情、产妇的情绪等，不能盲目

认为剖宫产是保护性能力的分娩方式。

综上所述，剖宫产可以缩短性生活恢复率和提高产后３个
月之内的性生活质量，但在产后半年之后，剖宫产与阴道分娩

对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没有差异性，因此，不能将选择剖宫

产视为保护性功能的手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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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联合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的疗效及对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慎先萍１　彭莉２

１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２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 ，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腹腔镜手术联合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的疗效及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９０例异位妊娠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４５例，对照组给
予腹腔镜手术联合术后口服米非司酮，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手术过程中采用３０ｍｇ的甲氨蝶呤对病灶
部位行局部注射，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治愈率、血 β－ＨＣＧ降低至正常范围所需时间、输卵管再通率、随访１
年内宫内妊娠率及性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治愈率、输卵管再通率、随访１年内宫内妊
娠率均较高，血β－ＨＣＧ降低至正常范围时间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术组相比
每周性生活频率增加，性唤起时间缩短，获得高潮时间延长，性生活满意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腹腔镜手术联合术前使用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的临床疗效显著，促进改善了性生活质量，
保留了生育功能，术后妊娠率更高。

【关键词】　腹腔镜；甲氨蝶呤；米非司酮；异位妊娠；疗效；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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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作为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妇产科急腹症，近年
来随着人工流产率及生殖道炎症发生率逐渐提高，异位妊娠发生

率也成逐年上升趋势，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１］，

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异位妊娠至关重要。现将我院针

对收治的９０例异位妊娠患者展开的研究及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自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
的异位妊娠患者９０例，符合第７版《内科学》［２］诊断标准，行术
前检查确诊为未破裂异位妊娠，有明确的生育需求，超声可见

无孕囊，有混合性或液性包块存在附件区。全部患者均签署了

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试验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按照就诊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ｎ＝４５）与观察组（ｎ＝４５），
对照组年龄在２１～３２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３±２３）岁；停经时间
在３７～４０ｄ，平均停经时间为（３８７±１２）ｄ；附件包块直径在２
～４ｃｍ，平均直径为（２６±０３）ｃｍ；血 β－ＨＣＧ水平在１２３０～
１３８９ＩＵ／Ｌ，平均血 β－ＨＣＧ为（１２８３６±２３４３）ＩＵ／Ｌ。观察组
年龄在２２～３３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１±２５）岁；停经时间在３６
～４２ｄ，平均停经时间为（３９４±１３）ｄ；附件包块直径在 １～
３ｃｍ，平均直径为（２７±０５）ｃｍ；血 β－ＨＣＧ水平在 １２９２～
１３２４ＩＵ／Ｌ，平均血 β－ＨＣＧ为（１２６１３±２４０４）ＩＵ／Ｌ。两组一
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方法为：根据异位妊娠的大小、位置及类型判断手

术类型，异位妊娠若发生在输卵管峡部或壶腹部，选择输卵管

开窗取胚术［３］。操作方法为：采用电刀于妊娠包块表面最薄弱

处行一长约１～２ｃｍ的纵形切口，使用钳夹将胚胎组织及血管
取出后再给予电凝止血，不缝合切口。若异位妊娠发生在伞

部，选择输卵管伞端挤压术，方法为：分离钳将妊娠包块取出，

于伞端将胚胎组织及血管挤出。术后常规口服米非司酮（华润

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１０６３３），５０ｍｇ／ｄ，连续使用５
～７ｄ［４］。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手术过程中采用３０ｍｇ的甲
氨蝶呤（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２４６２）对
病灶部位行局部注射，方法为：在上述手术过程中，采用３０ｍｇ
的米非司酮对病灶给予局部注射，其他同对照组。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临床治愈率、血β－ＨＣＧ降低至正常范围所需时

间、输卵管再通率、随访１年内宫内妊娠率及性生活质量。性生
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

时间及性生活满意度。血 β－ＨＣＧ正常值为０～３ｍＩＵ／Ｌ，于 Ｘ
线透视下观察造影剂流经宫腔及输卵管的情况进行判断输卵

管是否再通［５］。

１４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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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治愈率、输卵管再通率、随访１年
内宫内妊娠率均较高，血 β－ＨＣＧ降低至正常范围时间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率

［例（％）］
血β－ＨＣＧ降低至正常
范围所需时间（珋ｘ±ｓ，ｄ）

输卵管再通率

［例（％）］
随访１年宫内妊娠率

［例（％）］

对照组 ４５ ３２（７１１１） １６３±３７ ３１（６８８９） ６（１３３３）

观察组 ４５ ４５（１００００） ７９±３２ ４２（９３３３） １９（４２２２）

χ２／ｔ ５８９ ５８１ ６０３ ６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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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术组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增加，性唤起时间

缩短，获得高潮时间延长，性生活满意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例数
每周性生活频率

（珋ｘ±ｓ，次）
性唤起时间

（珋ｘ±ｓ，ｍｉｎ）
获得高潮时间

（珋ｘ±ｓ，ｍｉｎ）
性生活满意度

［例（％）］

对照组 ４５ ２１±０６ １５３±３１ ９３±１１ ２６（５７７８）

观察组 ４５ ２９±０５ ９４±３２ １５２±１３ ３９（８６６７）

χ２／ｔ ５１２ ４９９ ５２４ ５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目前对于保留生育功能的异位妊娠患者进行治疗时，以保留

疾患部位功能为主，较常采用的是药物治疗及腹腔镜治疗等，具

有较高的治愈率，术后也具有一定的宫内妊娠率，其中腹腔镜在

行输卵管手术时，对卵巢功能不易造成影响，同时具有较高的输

卵管再生能力，确保了输卵管的通畅［６］。在行腹腔镜保守治疗

时，若异位妊娠发生在输卵管峡部或壶腹部，则可给予输卵管开

窗取胚术，若异位妊娠发生在输卵管伞部，则可给予输卵管伞端

挤压术［７］。期间需注意对病灶靠近子宫的部位做好相对应的处

理，后将取出的绒毛放入至标本袋中，再对病灶部位进行冲洗，待

手术结束后对盆腹腔进行冲洗，以获得更高的治愈目的［８，９］。

米非司酮及甲氨蝶呤作为异位妊娠患者接受保守治疗的

一类常用药物，其中米非司酮作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能够确

保患者的孕酮接近正常水平而维持蜕膜的发育，同时还可对滋

养细胞的增殖产生阻碍作用，并使其凋亡［１０，１１］。甲氨蝶呤作为

一类叶酸还原酶抑制剂，对滋养细胞的增生产生阻止作用，同

时还可有效促进胚胎组织的坏死、吸收与脱落［１２］。在实施腹腔

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期间于术中配合使用甲氨蝶呤综合了药

物与腹腔镜治疗的双重优势，具有康复速度快，对周围组织创

伤小，毒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较高的优势［１３，１５－１７］。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治愈率、输

卵管再通率、随访１年内宫内妊娠率均较高，血β－ＨＣＧ降低至
正常范围时间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提示，
腹腔镜手术联合术中使用甲氨蝶呤可有效促进预后，缩短了康

复时间，对有保留生育功能意愿的患者来说更具临床意义，符

合邬玮［１４］于２０１２年的研究结果。对比两组性生活质量时可
见，观察组与对照术组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增加，性唤起时间

缩短，获得高潮时间延长，性生活满意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提示由于腹腔镜手术联合术中使用甲氨蝶呤治
疗可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有效消除了相关症状及体征，避免

术后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也缓解了患者因疾病产生的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减少了因心理因素及生理因素对性生活质量

造成的不良影响，改善了性生活质量，与李雯华［１８］于２０１１年的
研究结果大致相符。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联合术前使用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

娠的临床疗效显著，促进改善了性生活质量，保留了生育功能，

术后妊娠率更高。但本次试验由于随访时间较短，样本量有

限，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可通过进一步研究以获得精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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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产前超声的监测研究
葛银芝１　陶丽莉２　周娇娇２　高炎超３

１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功能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２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３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何贤纪念医院，广州 ５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产前超声对妊娠合并梅毒临床价值。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
６２例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予超声检查，在入院前超声检查前已规范抗梅治疗作为治疗组，共５１
例，余１１例为未治疗组，将治疗组根据孕周不同分成孕早期组（≤１２周）、孕中期组（１２～２８周）、孕晚期组
（≥２８周），分别为１８例、２１例、１２例，比较各组相关指标变化。结果：妊娠合并梅毒超声以胎盘水肿、胎儿
各类畸形、胎儿水肿、胎儿宫内窘迫为主要表现，其中孕期越晚治疗则超声异常发生率越高，未治疗组流产、

死胎、胎儿宫内窘迫、胎儿各类畸形、胎盘异常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组别，和其他三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未治疗者以流产和死胎为主，共１０例，先天性梅毒１例，占９０９％，早期规范治疗梅毒则正常新生
儿出生率越高，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未治疗脐动脉血流收缩期峰值／舒张末期谷值（Ｓ／Ｄ值）分别为
（１５６±０１４）、（１７１±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９）、（４４３±０２３），未治疗组和其他三组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结论：产前超声能显示妊娠合并梅毒胎儿异常情况，且能预测胎儿预后临床价值高。

【关键词】　妊娠合并梅毒；产前超声；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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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可侵犯全身 各器官，造成多器官损害。临床９８％的梅毒是通过性接触途径
传播的，梅毒患者在第一年内传染性最强，病人的皮肤、黏膜损

害表面有大量梅毒螺旋体。因此凡和这些病人有性接触时（包

括同性恋），皮肤和黏膜接触到病变损害处，都可传染上梅毒。

近年来，胎传梅毒也成为梅毒传染的重要途径。梅毒合并妊娠

在我国发生率为２～５／１０００人［１］。该疾病对孕妇和胎儿影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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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梅毒螺旋体从２周开始就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妊娠１６～
２０周会通过感染胎盘传播胎儿所有器官，引起早产、死胎。梅
毒未经治疗会引起自然流产、感染、低体重出生儿等，不良妊娠

结局为３５％～８０％［２］。研究［３］称，规范治疗妊娠合并二期梅毒

能预防９０％以上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而妊娠合并一期梅毒在２０
周内治疗则可预防９９％先天性梅毒。考虑到孕妇特殊性，目前
对妊娠合并梅毒在诊治上以超声检查为主，其能动态显示病变

情况和转归，对临床治疗妊娠合并梅毒意义重大。本次研究就

通过观察妊娠合并梅毒产前超声检查情况，以降低新生儿先天

性梅毒，提高新生儿人口素质。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６２例妊娠合并
梅毒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年龄最小１９岁，最大３８岁，平均年
龄（２６７±２４）岁；孕次最少１次，最多４次，平均（２３±１２）
次；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３９例，初中１３例，其他１０例；初产妇
２７例，经产妇３５例；梅毒分期Ⅰ期梅毒４１例，Ⅱ期梅毒２１例。

纳入标准：（１）入组患者均符合妊娠合并梅毒诊断标准；
（２）均符合梅毒妊娠可生育标准；（３）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
愿意配合此次研究工作，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非妊
娠梅毒患者；（２）非梅毒妊娠者；（３）严重心肝肾血液系统病变
者；（４）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２　诊断方案

采用ＧＥＥ８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美国通用电气有限公
司生产，规格：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探头频率为２０ＭＨｚ，根据节段检查
法依次检查头颅、颜面、脊柱、内脏、胎盘、脐带、羊水及其附属

器官，对存在畸形进行多方位、多切面检查，进行脐动脉血流收

缩期峰值／舒张末期谷值（Ｓ／Ｄ比值）比较，将检查结果保持并
进行脱机分析，由专人负责随诊。观察超声异常情况，观察不

同孕周在超声生上变化情况，总结各组妊娠结局。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结果

采用（珋ｘ±ｓ）表示，两组样本对应数据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具有
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产前超声对妊娠合并梅毒异常超声比较

异常超声中以胎盘水肿、胎儿各类畸形、胎儿水肿、胎儿宫

内窘迫发生率最高，分别占３３８７％、３７１％、３２３６％、２７４２％。
见表１。

表１　产前超声对妊娠合并梅毒异常超声比较

异常超声 例数 比率（％）

胎盘水肿 ２１ ３３８７

胎儿各类畸形 ２３ ３７１０

胎儿水肿 ２０ ３２２６

胸腹水 １０ １６１３

先天性心脏病 ５ ８０６

胎儿宫内窘迫 １７ ２７４２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 ５ ８０６

脐膨出 ３ ４８４

消化系统畸形 ４ ６４５

２２　各组超声影像比较
孕期越晚治疗则超声异常发生率越高，未治疗组流产、死

胎、胎儿宫内窘迫、胎儿各类畸形、胎盘异常发生率分别为

２７２７％、５４５４％、６３６３％、９０９１％、８１８２％，和其他组别比较
均明显偏高，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超声影像比较

组别 例数 流产　　 死胎　　 胎儿宫内窘迫　 胎儿各类畸形　 胎盘异常　　

孕早期组 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孕中期组 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９０５） ６（２８５７） ６（２８５７）

孕晚期组 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１６６７） ５（４１６７） ６（５０００） ５（４１６７）

未治疗组 １１ ３（２７２７）▲ ６（５４５４）▲ ７（６３６３）▲ １０（９０９１）▲ ９（８１８２）▲

注：与其他组别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超声检查在妊娠结局和Ｓ／Ｄ值比较
未治疗者以流产和死胎为主，共１１例，先天性梅毒１例，占

９０９％，早期规范治疗梅毒则正常新生儿出生率越高，且 Ｓ／Ｄ
值也越低，未治疗组 Ｓ／Ｄ值和其他三组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超声检查在妊娠结局和Ｓ／Ｄ值比较

组别 例数 正常新生儿 先天性梅毒 Ｓ／Ｄ比值

孕早期组 １８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１４

孕中期组 ２１ １７（８０９５） ４（１９０５） １７１±０１６

孕晚期组 １２ ７（５８３３） ５（４１６７） ２５１±０１９

未治疗组 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９） ４４３±０２３▲

　　注：与其他组别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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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近些年性观念逐渐开放，梅毒发病率逐年升高。研

究［４］称，妊娠合并梅毒发病率在近５年分别为０１３％、０３２％、
０５７％、０８９％、０９６％，且在外来务工人员等流动性大、患者文
化程度不高等类型上患病率居多，缺乏孕检意识。另外，孕期

梅毒隐匿性好、无临床症状，患者不主动就医常规进行梅毒筛

查则容易造成漏诊，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５，６］。而介于妊娠

期妇女特殊性，梅毒血清学筛查仅能明确是否患有梅毒，对胎

儿则无法预测，而Ｘ线等检查辐射性强，羊水穿刺创伤性大，对
妊娠期妇女不适合；而超声检查无创伤、无辐射，安全性好，且

能明确胎儿情况［７，８］。

研究［９，１０］称，妊娠合并梅毒致病性是梅毒螺旋体表面的黏

多糖和黏多糖酶能和黏多糖酶中的皮肤、主动脉、眼、肝脏、胎

盘、脐带结合，能分解其黏多糖从而造成组织损伤。文献［１１，１２］

指出，梅毒侵犯胎儿一般在怀孕后６周就可发现且会造成流产
等情况，这点本研究中３例均因腹痛流产住院治疗后才得出合
并梅毒。且报道称梅毒螺旋体在妊娠９～１０周就会以垂直传播
形式扩散至胎儿所有器官，引起肺、肝、胰、骨骼等病变，引起胎

盘内血管性病变，造成胎儿生长受限、死胎等情况［１３，１４］，结果显

示出超声异常中以胎盘水肿、胎儿各类畸形、胎儿水肿、胎儿宫

内窘迫发生率居高，这证实妊娠合并梅毒对胎儿影响大，结合

报道［１５］认为梅毒螺旋体首先侵犯的是胎儿肝、脾、骨骼等，而

肝、脾等脏器在超声中显像明确，故产前超声价值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期越早，梅毒治疗越早期，则正常新生

儿出生率越高，新生儿梅毒比率越低，这和报道结论是一致的。

孕早期因梅毒，螺旋体对胎儿损伤尚无侵犯完全，故干预后效

果好，孕期越大，则胎盘血运越丰富，特别是孕中期，梅毒螺旋

体能通过胎盘引起血管性病变，造成血液灌注力显著增加，形

成栓塞，此时干预能控制早产等部分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而

对新生儿梅毒则不能完全阻止［１６］。晚期则对梅毒螺旋体造成

的缺陷无治疗作用，故病变难以恢复。故早期规范治疗梅毒对

妊娠结局至关重要。

研究［１７］称，妊娠合并梅毒患者 Ｓ／Ｄ值明显高于正常妊娠
妇女，因梅毒胎盘在显微镜下表现为绒毛样增生，间质血管呈

内膜炎和周围炎改变，晚期血管灌注阻力明显增加，完全被侵

犯消失。其在超声上表现则为Ｓ／Ｄ比值明显升高，这点可作为
妊娠合并梅毒新生儿预后一个重要指标，结果显示，Ｓ／Ｄ在未治
疗组中显著升高，而孕早期明显偏低，结合妊娠结局情况，故Ｓ／
Ｄ值可常规作为产前超声检查中一个重要指标，其比值越高，则
围产儿预后越差，死胎、流产等不良妊娠结局越高，该值也可作

为妊娠合并梅毒治疗疗效的衡量指标之一，其水平下降则预后

相对有所好转［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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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结合不同治疗方法在预防人流
术后宫腔粘连中的作用
吴颖元　李世根　尹秀英　张丽霞　李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妇产科，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患者人流术后宫腔注射透明质酸钠凝胶并联合口服短效避孕药物在预防术后宫
腔粘连方面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进行人流手术且术程顺利的２１９例
患者，随机分为三组。Ｂ组患者透明质酸钠凝胶２ｍＬ宫腔注射联合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Ｃ组患者透明质酸
钠凝胶２ｍＬ宫腔注射联合口服复方左炔诺孕酮，所有患者均常规口服抗生素及益母草颗粒。比较术后三组
患者的宫腔积液及宫腔粘连情况。结果：Ａ组有８例（１２９％）患者出现宫腔粘连，Ｂ组与Ｃ组均分别只有３
例（３８５％）。与Ａ组相比较，Ｂ组和Ｃ组的宫腔粘连率显著偏低（Ｐ＜００５）。但Ｂ组与Ｃ组之间的差异并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患者人流术后宫腔注射透明质酸钠凝胶并联合口服短效避孕药物可
以有效降低术后宫腔粘连的发生率。

【关键词】　透明质酸钠凝胶；去氧孕烯炔雌醇；复方左炔诺孕酮；宫腔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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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粘连主要是指因手术操作、感染以及放射等原因引起
的子宫内膜基底层损伤，从而导致的腔壁粘连，是人流术后的

常见并发症［１，２］。宫腔粘连在临床上又被称为 Ａｓｈｅｒｍａｎ综合
征，主要表现为闭经、周期性腹痛、继发性不孕、经量减少等［３］。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性生活年龄的年轻化以及人工流产率的增

加，宫腔粘连的发生率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４］。并且，有

关研究显示，人流次数越多，粘连发生的机会也会越大［４］。医

用透明质酸钠作为一种新型生物学材料，可以通过物理学及生

理学途径在外科手术中起到预防粘连的作用［５］。本文研究了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联合应用其它药物在预防人流术后宫腔

粘连时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
进行人流手术且术程顺利的２１９例患者，术前行血尿常规、心电
图、肝肾功能等常规检查，排除人流术及口服避孕药的禁忌症，

记录患者的年龄、体重等，随机将全部患者分为Ａ、Ｂ、Ｃ三组，分
组均经过患者本人同意，并与之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各

组患者的年龄、体重等基本资料均无临床统计学差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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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例） 年龄（岁） 停经时间（ｄ）首次宫腔手术（例）

Ａ组 ６２ ２９４±３１ ５２６±６８ ２１

Ｂ组 ７８ ３０２±３２ ５１９±６２ ２７

Ｃ组 ７９ ２９６±３９ ５２９±６４ ２６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常规人工流产手术，且手术过程顺利。除 Ａ

组以外，其余两组术后给予不同治疗方案。Ｂ组患者透明质酸
钠凝胶（常州药物研究所，国药准字 Ｈ３２２０２２７，生产批号：
２０１２０９１８）２ｍＬ宫腔注射联合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荷兰欧加
农，注册证号：Ｈ２００９０４２３），手术当天开始，１片／ｄ，连续服用
２１ｄ。Ｃ组透明质酸钠凝胶２ｍＬ宫腔注射联合口服复方左炔诺
孕酮（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８３１５９，生产批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手术当天开始，１片／ｄ，连续服用２１ｄ。所有患者均
常规口服抗生素及益母草颗粒。

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使用前封存于无菌注射桶内，使用

时，连接配套无菌纤细导管，将导管置入宫腔底部，缓慢推入透

明质酸钠凝胶即可。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断
术后定期复查，记录患者术后阴道持续出血时间、有无经

期腹痛、月经量等情况。并且，Ｂ超检查患者是否出现宫腔积
血，如果有明显宫腔粘连症状的患者需要进一步接受宫腔镜检

查确认，出现宫腔粘连的患者应同时进行粘连松解。根据宫腔

粘连程度，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粘连，具体分类依据１９８８
年美国生育协会制定的标准［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平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行χ２检验。
"

　结果
Ｂ超检查结果显示，Ａ组１０例（１６１３％）患者出现宫腔积

液，Ｂ组 ３例（３８５％）患者出现宫腔积液，Ｃ组为 ４例
（５０６％）。Ａ组与Ｂ组（χ２＝６１８７，Ｐ＝００１３）、Ａ组与Ｃ组（χ２

＝４７５６，Ｐ＝００２９）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与 Ｃ无显
著性差异（χ２＝０１３６，Ｐ＝０７１２）。术后的宫腔粘连发生率也显
示，人流术后宫腔注射透明质酸钠凝胶联合口服避孕药可以显

著降低宫腔粘连的发生（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宫腔粘连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轻度粘连 中度粘连 重度粘连 粘连发生率

Ａ组 ６２ ４（６４５） ３（４８４） １（１６１） ８（１２９０）

Ｂ组 ７８ ２（２５６） １（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３（３８５）

Ｃ组 ７９ １（１２７） ２（２５３） ０（０００） ３（３８０）

χ２／Ｐ
χ２／Ｐ（Ａ－Ｂ）＝３９１４／００４８；

χ２／Ｐ（Ａ－Ｃ）＝４００４／００４５；χ２／Ｐ（Ｂ－Ｃ）＝００００／０９８７

#

　讨论
正常的子宫内膜完整，即使在月经来潮时，内膜功能层剥

落，但基底层仍完整，不会发生粘连，而当子宫内膜基底层由于

手术操作、创伤、炎症感染等原因受损而使肌层组织裸露时，就

会引起宫腔粘连。特别是妊娠子宫壁较软，不易控制深度，吸

宫时负压过高、时间过长、刮宫过度，都会增加术后粘连发生的

机会［７，８］。除此之外，手术者过度扩张宫腔管或者用力过猛、粗

暴，吸管进出宫腔过频，特别是带负压进出宫腔时，刮齿或吸管

前缘过于锐利，都可加重损伤［９］。

目前，宫腔粘连分离术是宫腔粘连的主要治疗方式，以期

望达到恢复子宫正常形态、改善妊娠结局等主要目的［２］。然

而，术后易出现再粘连，根据国内外有关文献的报道，宫腔粘连

分离术后发病率为３１％ ～２３５％，而重度宫腔粘连的复发率
则高达２００％～６２５％［９，１０］。除此之外，重度粘连的宫腔有瘢

痕形成以及内膜纤维化，即使手术分离后，获得了正常的解剖

学形态，但是依然很难恢复正常的生长修复以及生育功能。因

此，如何在宫腔手术，特别是人工流产术后进行有效的预防措

施，避免宫腔粘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１，１２］。

透明质酸钠在机体内可通过其物理学及生理学功能发挥

重要作用，包括构成多种基质、调节渗透压、调控生物大分子物

质转运、在细胞周围形成物理屏障、调节细胞功能等［１３，１４］。透

明质酸钠预防粘连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的研究，现在主要认为与

下列作用有关：（１）透明质酸钠由于其物理化学及流变学特性，
能够作为一种机械保护剂，在生物修复中隔开组织表面；（２）高
浓度的透明质酸能够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以及粘附，使胶原

合成减少，而成纤维细胞的迁移和增殖是粘连形成的关键［１５］。

（３）高浓度、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钠抑制粒细胞的游走及活性，
刺激巨噬细胞吞噬作用，可抑制炎症反应［１６］。除此之外，有关

文献报道，人工流产后口服短效避孕药可以增加宫腔粘液粘稠

度，阻止细菌的入侵，防止盆腔感染的同时降低宫腔粘连的

发生［１７，１８］。

本次研究中，Ｂ组和Ｃ组患者在术后透明质酸钠凝胶２ｍＬ
宫腔注射并联合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或复方左炔诺孕酮都能

显著性减少宫腔积液的形成，以及宫腔粘连的发生 （Ｐ＜
００５），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具有临床统计学意义。因此，在临
床上，如果患者已进行过多次宫腔手术，并且不存在避孕药禁

忌症，可以考虑在人流术后联合使用透明质酸钠凝胶注射及口

服短效避孕药，以预防宫腔粘连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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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术联合药物三联疗法对不孕症合并子宫内膜
息肉患者的助孕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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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术联合黄体酮胶囊、裸花紫珠片三联疗法对不孕症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
助孕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于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子宫内膜息肉不孕症患者１１４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宫腔镜术联合术后１５ｄ服用黄体酮胶囊，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服用裸花紫珠片。比较两组患者妊娠率、疗效及子宫内膜息肉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５７例患
者中共有３９例患者妊娠，未妊娠为１８例，妊娠率为６８４２％；对照组５７例患者中共有２０例患者妊娠，未妊
娠为３７例，妊娠率为３５０８％，观察组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５８６％；对照组总有效率
６３１５％，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５７例患者复发３例，复发率为５２６％，对照组５７
例患者复发１６例，复发率为２８０７％，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宫腔镜术联
合黄体酮胶囊、裸花紫珠片三联疗法可以降低子宫内膜息肉型不孕患者复发率，提高妊娠率。

【关键词】　宫腔镜；黄体酮胶囊；裸花紫珠片；子宫内膜息肉；妊娠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　
ＧＵＯ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Ｓｈｉｙ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
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ｆ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４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１５ｄａｙ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１２１　　·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ｏｎｓｕｃｈ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ｃｕｒａ
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８．４２％ （３９／５７）ａｎｄ３５０８％ （２０／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５８６％ ａｎｄ６３１５％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５２６％ （３／５７）ａｎｄ２８．０７％ （１６／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ａ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１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内膜息肉是一种由于炎症及内分泌系统引起的子宫
内膜病变，尤其是体内持续增高的雌激素水平引起子宫内膜局

部增生［１，２］。增生的子宫内膜不仅影响精子在宫腔内游走，而

且阻碍受精卵着床导致不孕［３］。常采用孕激素、口服避孕药、

手术等方式治疗。宫腔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子宫

内膜息肉的常用方法，然而宫腔镜治疗子宫内膜息肉后容易引

起内膜局部炎症，影响受精卵着床，裸花紫珠片已被证实具有

较强的抗炎作用［４］。本研究旨在探讨宫腔镜术联合黄体酮胶

囊剂裸花紫珠片对子宫内膜息肉型不孕患者的助孕效果。现

报道如下。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于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子宫内膜息肉不孕症患者１１４例，纳入标准：（１）年龄在２０～３５
岁；（２）有正常性生活至少１年，且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妊
娠者；（３）排除输卵管、免疫、炎症等原因的不孕症患者；（４）排
除男方因素；（５）志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能按
时随诊。排除标准：（１）具有其他内分泌疾病（如先天性肾上腺
皮质增生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柯兴综合

征、卵巢或肾上腺功能性肿瘤、高催乳激素血证）及心脑血管、

肝、造血系统的疾病等；（２）合并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及生殖
道畸形；（３）法律规定的聋、哑、盲、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或肢体
残疾等残疾患者；（４）怀疑或确有酒精、药物滥用病史。平均年
龄（２５７±１４）岁，其中原发性不孕、继发性不孕分别为７０例、
４４例，直径≤１ｃｍ、＞１ｃｍ分别为４５例、６９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５７例患者平均年龄（２５８±
１２）岁，其中原发性不孕３６例、继发性不孕２１例、子宫息肉直
径≤１ｃｍ２３例、＞１ｃｍ３４例；对照组患者５７例患者平均年龄
（２５４±１６）岁，其中原发性不孕３４例、继发性不孕２３例、子宫
息肉直径≤１ｃｍ２２例、＞１ｃｍ３５例，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类
型、子宫内膜息肉直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所有患者于术前完善相关检查，在术前晚２２：００及
术日晨起６：００阴道塞米索前列醇片（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４１３６，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５１３）各１片，并于月
经干净３～７ｄ行宫腔镜治疗。静脉全麻后，将患者摆膀胱结石
位，常规消毒、铺巾，以生理盐水为膨宫液，保持压力在 ８０～
１００ｍｍＨｇ，准备好手术器械，探查子宫位置及宫腔深度，扩宫后

置入宫腔镜，探查宫腔情况，明确子宫内膜息肉的位置、大小、

数目等，在直视下使用环状电极在息肉基底部进行电切，再次

用宫腔镜全面检查宫腔是否干净。宫腔干净后则整理器械，术

毕。术后１５ｄ口服黄体酮胶囊（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１９０２，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４１８）２ｍｇ／次，２次／ｄ，连
服１０ｄ。

观察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裸花紫珠片（海南九

芝堂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Ｚ４６０２００８８，生 产 批 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７），２片／次，３次／ｄ，连服６ｄ，两组患者重复上述方案３
个月经周期或至妊娠。

１３　观察指标
（１）两组患者均在同房后１４ｄ查血 ＨＣＧ以确定是否怀孕。

统计两组患者妊娠率。（２）疗效标准：痊愈：月经量及经期正
常，Ｂ超检查提示相关指标恢复正常；显效：月经量正常，经期不
正常，Ｂ超示相关指标正常；有效：月经量正常，经期异常，Ｂ超
提示相关指标不正常，和治疗以前相比有较大改善；无效：月经

不正常，Ｂ超示相关指标不正常。（３）统计两组患者子宫内膜
息肉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采用（珋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
位数间距）表示。两组间比较运用ｔ检验或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
治疗前后参数变化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
采用χ２比较，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妊娠情况比较

观察组５７例患者中共有３９例患者妊娠，未妊娠为１８例，
妊娠率为６８４２％；对照组５７例患者中共有２０例患者妊娠，未
妊娠为３７例，妊娠率为３５０８％，观察组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妊娠率比较

妊娠情况 妊娠 未妊娠 妊娠率（％）

观察组 ３９ １８ ６８４２

对照组 ２０ ３７ ３５０８

２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例数５７例，其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分别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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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９例、１０例、８例，总有效率为 ８５８６％；对照组 ５７例中治
愈、显效、有效、无效的为１３例、１０例、１３例、２１例，总有效率
６３１５％，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７ ８ １０ １９ ２０ ８５９６

对照组 ５７ ２１ １３ １０ １３ ６３１５

２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５７例患者复发３例，复发率为５２６％；对照

组５７例患者复发１６例，复发率为２８０７％，观察组患者子宫内
膜息肉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３ ５４ ５２６

观察组 １６ ４１ ２８０７

#

　讨论
子宫内膜息肉是一种由体内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导致局

部内膜增生所形成的赘生物，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学者

多认为与内分泌紊乱、炎症刺激等有关，临床表现多为阴道异

常出血和不孕。既往多采用诊刮术治疗，但因其盲刮，难以完

全切除子宫内膜息肉，往往容易复发［５－７］。宫腔镜不仅可以清

楚的看见息肉，而且在切除息肉时不会遗漏，不损伤子宫内膜，

手术时间短，电切即凝，出血少［８，９］。已有研究证实宫腔镜术可

以提高子宫内膜息肉不孕症患者的妊娠率［１０，１１］。有研究显示

宫腔镜切除子宫内膜息肉后往往引起子宫内膜炎，影响内膜环

境进而影响怀孕［１２］。

宫腔镜术后在月经后半周期联合黄体酮胶囊，可以促进子

宫内膜周期性剥脱，有效预防子宫内膜的复发［１３－１６］。宫腔镜

术后子宫内膜创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炎性反应。裸花紫珠片的

主要成分为裸花紫珠浸膏粉。裸花紫珠片治疗子宫内膜息肉

的具体机制如下：一为裸花紫珠片所含黄酮类，含有鞣质、糖

类、钙、镁、铁等物质，可以收缩局部毛细血管，降低血管通透

性，还可以增加血小板数量，增强血小板功能，从而缩短出血时

间和凝血时间进而达到良好的止血作用［１７］；二为裸花紫珠片降

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对早期炎性渗出、肿胀有明显抗炎性反应。

裸花紫珠片对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减

少创面渗出，促进上皮生长，从而减轻子宫内膜炎症反应，加快

内膜创面愈合［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５７例患者中共有３９例患者妊娠，
未妊娠为１８例，妊娠率为６８４２％；对照组５７例患者中共有２０
例患者妊娠，未妊娠为３７例，妊娠率为３５０８％，观察组妊娠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５８６％；对照组总有效
率６３１５％，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

５７例患者复发３例，复发率为５２６％，对照组５７例患者复发１６
例，复发率为２８０７％，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复发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说明宫腔镜术联合黄体酮胶囊、裸花紫珠片三联疗

法可以降低子宫内膜息肉型不孕患者复发率，提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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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陈颖，杨国才．裸花紫珠抗炎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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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周处理方法对胎膜早破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
陈文云１　丁屹１　程雪菊２　朱学芳３

１常州市金坛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２００
２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４００
３扬州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孕周处理方法处理胎膜早破患者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妇产
科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收治的２８～３５＋６孕周的３８０例未足月胎膜早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产妇意
愿及医师建议将纳入病例分为保胎组和非保胎组，其中保胎组患者２２０例，非保胎组患者１６０例。此外按照
患者胎膜早破的发生时间又将所有纳入病例分为３个亚组，即２８～３１＋６孕周组（７０例）、３２～３３＋６孕周组
（１６０例）、３４～３５＋６孕周组（１５０例）。采用不同孕周的处理方法对胎膜早破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并详细记录
所有患者的妊娠结局，比较２８～３１＋６孕周、３２～３３＋６孕周、３４～３５＋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和非保胎组的妊娠结
局是否存在差异。结果：２８～３１＋６孕周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不过保胎组新
生儿死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３２～３３＋６孕周保胎组剖宫产率、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
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不过保胎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３４～３５＋６孕
周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结论：不同孕周未足月胎膜早破患者具有不同的
处理策略，２８～３１＋６孕周实施保胎方案的意义值得商榷，３２～３３＋６孕周进行保胎治疗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过
需要对产妇及胎儿的情况做出密切监测，３４～３５＋６孕周进行保胎意义不大。临床上应重视胎膜早破的预防
与处理，减少母婴并发症的发生，以提高围生理期质量。

【关键词】　孕周；胎膜早破；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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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胎膜早破是妊娠期妇女在满２８孕周但不足３７孕周时发
生的胎膜破裂，是妊娠中、晚期妇女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相关文献［１］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发病率为２０％ ～３５％，患者
的胎膜破口很难愈合，一般自然愈合率不超过１００％，对母婴
具有较大的危害，极易造成早产、难产、母婴感染、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等，甚至可能导致新生儿死亡。目前临床对于胎

膜早破患者的处理方式存在着较多矛盾，积极终止妊娠往往

引起新生儿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保胎治疗则可能导致产妇

羊膜腔感染等的发生［２］。国内外尚无统一标准的方案处理不

同孕周的胎膜早破患者，对其临床治疗目前往往结合本地区

的医疗条件进行制定。基于此，选择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１年２月
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收治的２８～３５＋６孕周的３８０例未足月胎膜早
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孕周胎膜早破患者进行不

同的处理，旨在总结不同临床处理对于该类患者妊娠结局的

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收治的２８
～３５＋６孕周的３８０例未足月胎膜早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病例纳入标准［３］：（１）患者阴道部位有液体流出，肛查将胎

先露部上推，患者阴道部位的流液量增加；（２）患者阴道部位的
ｐＨ值超过６５；（３）阴道液干燥片检查可观察到羊齿植物叶状
结晶；（４）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均自愿在我院产检、分娩，签署知
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３］：（１）孕产史出现早产、畸胎分娩者；（２）双胎妊
娠患者；（３）伴可以绒毛膜羊膜炎者；（４）合并其他妊娠合并症，
如高血压、甲亢等。

按产妇意愿及医师建议将纳入病例分为保胎组和非保胎

组，其中保胎组患者２２０例，非保胎组患者１６０例。保胎组孕妇
年龄２０～４３岁，平均年龄（２８７±５９）岁，平均胎膜早破孕周为
（３３７±３５）周，初产妇１８０例，经产妇４０例。非保胎组孕妇年
龄１９～４５岁，平均年龄（２９２±６３）岁，平均胎膜早破孕周为
（３４１±３７）周，初产妇１３５例，经产妇２５例。经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的年龄、产次、胎膜早破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此外按照患者胎膜早破的发生时间又将所有纳入病例分

为３个亚组，即２８～３１＋６孕周组，此组共７０例；３２～３３＋６孕周
组，此组共１６０例；３４～３５＋６孕周组，此组共１５０例。具体各孕
周病例数分布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各孕周病例数分布情况

组别 ｎ
３４～３５＋６

孕周组

３２～３３＋６

孕周组

２８～３１＋６

孕周组

保胎组 ２２０ ６８ １１４ ３８

非保胎 １６０ ８２ ４６ ３２

１２　方法
２８～３１＋６孕周组：经孕妇同意后通过等待阴道分娩或引产

方法。其中保胎组患者进行保胎治疗，对于规律宫缩且宫口不

到２ｃｍ者给予预防感染、使用宫缩抑制剂等措施，同时给予产
妇肌内注射６ｍｇ地塞米松（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２０２０５１４）进行促胎肺成熟治疗，２次／ｄ，治疗２ｄ，尽可能延长
患者的孕期；对于规律宫缩且宫口大于 ２ｃｍ者一般选择放弃
保胎。

３２～３３＋６孕周组：此组患者医师选择建议产妇进行保胎治
疗（不可避免早产者除外），保胎治疗措施同２８～３１＋６孕周组，
其中有９例患者疑可能发生宫内感染，患者宫颈未成熟，在引产
难度大的情况下选择采用剖宫产方式，此外有７例患者难产或
胎儿窘迫被迫行剖宫产。非保胎组中４４例为临产，２例 ＞２ｃｍ
宫口者自愿放弃保胎，１例患者因胎儿臀位、脐带脱垂选择采用
剖宫产方式。

３４～３５＋６孕周组：保胎组患者给予抗感染、抑制宫缩的方法
进行保胎治疗，不采用地塞米松等糖皮质激素进行促胎肺成熟

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３］

观察并详细记录所有患者的妊娠结局（内容包括产褥感

染、新生儿死亡、新生儿窒息、剖宫产率、宫内感染、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比较２８～３１＋６孕周、３２～３３＋６孕周、３４～３５＋６孕
周患者中保胎组和非保胎组的妊娠结局是否存在差异。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妊娠结

局的比较均采用χ２检验，按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２８～３１＋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胎组妊娠结局比较

两组产妇在产褥感染发生率、剖宫产率、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发生率、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方面比较，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保胎组（Ｐ＜
００５），不过保胎组新生儿死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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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８～３１＋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胎组妊娠结局比较

妊娠结局
保胎组

（ｎ＝３８）
非保胎组

（ｎ＝３２）
χ２ Ｐ

产褥感染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１２０５ ０２７２

剖宫产率 １４（３６８４） ９（２８１３） ０５９８ ０４３９

宫内感染 ８（２１０５） １（３１３） ４９８３ ００２６

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
７（２２２） ６（１５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２

新生儿死亡 ２（５２６） ８（２５００） ５５２６ ００１９

新生儿窒息 ７（１８４２） ５（１５６３） ００９６ ０７５７

２．２　３２～３３＋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胎组妊娠结局比较
两组产妇在产褥感染发生率、新生儿死亡发生率、新生儿

窒息发生率方面比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保胎组剖
宫产率、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不过保
胎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３２～３３＋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组胎妊娠结局比较

妊娠结局
保胎组

（ｎ＝１１４）
非保胎组

（ｎ＝４６）
χ２ Ｐ

产褥感染 ２（１７５） １（２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８５９

剖宫产率 １６（１４０４） １（２１７） ４８５６ ００２８

宫内感染 １５（１３１６） １（２１７） ４３９４ ００３６

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
９（７８９） ９（１９５７） ４４７１ ００３４

新生儿死亡 １（０８８） １（２１７） ０４４６ ０５０４

新生儿窒息 ６（５２６） ２（４３５） ００５８ ０８１０

２３　３４～３５＋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胎组妊娠结局比较
两组产妇在产褥感染发生率、剖宫产率、新生儿死亡发生

率、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方面比

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显
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３４～３５＋６孕周患者中保胎组与非保胎组妊娠结局比较

妊娠结局
保胎组

（ｎ＝６８）
非保胎组

（ｎ＝８２）
χ２ Ｐ

产褥感染 ０（０００） １（１２２） ０８３５ ０３６１

剖宫产率 １２（１７６５） １４（１７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６

宫内感染 ６（８８２） １（１２２） ４８３１ ００２８

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
１（１４７） １（１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４

新生儿死亡 １（１４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 ０２７１

新生儿窒息 ０（０００） ２（２４４） ０１７８ ０６７３

#

　讨论
临床对于胎膜早破患者的处理存在较多的争议和矛盾，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保胎与终止妊娠的矛盾，一个是保胎

过程中使用促胎肺成熟药物地塞米松对母婴带来的不良反应。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４］是积极终止妊娠明显增加了新生儿窘

迫呼吸综合征的发生率，但保胎治疗往往会引起产妇羊膜腔发

生感染。地塞米松在促进患儿胎肺成熟方面的看法已经得到

了国内外学者的公认，不过大量的文献［５］研究结果显示产妇使

用地塞米松后明显增加产妇出现感染的可能性，此外对胎儿蛋

白质的合成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明显影响到胎儿的骨骼发

育等。

目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不同孕周胎膜早破患者的处理

方案往往不同，主要与该国家、该地区产科、儿科医疗条件、水

平相关，目前尚无规范、统一的标准对该类患者进行治疗，正是

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近年来本院对不同孕周的胎膜早破

患者处理的结果，总结不同处理方法对不同孕周患者妊娠结局

的影响，为探索临床规范化治疗胎膜早破患者提供少许线索。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８～３１＋６孕周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
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不过保胎组新生儿死亡的发生率
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两组产妇在产褥感染发生率、剖
宫产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方

面比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该阶段保胎中应用
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不会减低新生儿窒息及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的发病率，不过通过保胎明显减低新生儿死亡的发生

率，这与刘禄斌等［３］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分析认为可能与保

胎过程中减少了新生儿出现脑室出血及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保胎不会减低新生儿窒息及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病率，且会增加患者宫内感染的可能性，

此外相关文献［６］指出该阶段新生儿出现脑瘫的可能性较大，因

此笔者认为该阶段实施保胎方案的意义值得商榷。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２～３３＋６孕周保胎组剖宫产率、宫内感染
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不过保胎组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明显低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说明该阶段
进行保胎治疗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需要对产妇及胎儿的情况

做出密切监测，对肯定为宫内感染者立即终止妊娠，这与国内

大多数学者［２，７，８］的建议统一。不过有部分国外文献［９，１０］对该

阶段实施保胎方案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意见，主要认为该阶段保

胎引发产妇宫内感染可能会对胎儿的心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过受限于国内医疗水平，笔者建议该阶段可以对患者进行保

胎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４～３５＋６孕周保胎组宫内感染发生率明
显高于非保胎组（Ｐ＜００５），且在治疗过程保胎不会降低新生
儿死亡、窒息及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说明该阶段进行保胎

意义不大，这与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１１－１４］结果较为一

致，有文献［１５－１７］就曾指出该阶段使用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不

但不能减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率，而且可能增加产

妇产后出血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不同孕周未足月胎膜早破患者具有不同的处理策

略，２８～３１＋６孕周实施保胎方案的意义值得商榷，３２～３３＋６孕周
进行保胎治疗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需要对产妇及胎儿的情况做

出密切监测，３４～３５＋６孕周进行保胎意义不大。在未找到规范、
统一的治疗胎膜早破患者的方案前，临床上应重视胎膜早破的预

防与处理，减少母婴并发症的发生，以提高围生理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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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ＬｉｅｍａｎＪＭ，ＢｒｕｍｆｉｅｌｄＣＧ，ＣａｒｌｏＷ，ｅｔａｌ．Ｐｒｅｔｅｒｍ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
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ｆｏ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５，１０５（１）：１２－１７．

［１１］　ＹｕＨ，ＷａｎｇＸ，ＧａｏＨ，ｅｔａｌ．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ｐｒｅｔｅｒｍ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３４
ｗｅｅｋｓ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
ｖｉｅｗ．Ｂｉｏｓｃｉ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１５，９（１）：３５－４１．

［１２］　周毅惠，周银燕，曹锋．未足月胎膜早破１０９例妊娠结局分析．
皖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７．

［１３］　李红瑜．未足月胎膜早破不同孕周的处理方式及对母儿结局的
影响分析．中外医疗，２０１２，３１（１３）：３５－３６．

［１４］　汤斐．未足月胎膜早破孕妇的临床结局研究．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２，２７（１２）：１７８３－１７８５．

［１５］　程炜，孙彦华，米鑫．未足月胎膜早破孕周及期待期对妊娠结局
的影响．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５，５３（２２）：５４－５６，５９．

［１６］　吴京，莫美陆，张艳萍．未足月胎膜早破不同孕周及潜伏期对母
婴妊娠结局的影响．海南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２２）：４６－４８．

［１７］　林玉萍，彭忠英，钟少平，等．ＦＥＣＧ与 ＮＳＴ联合应用在预测胎
膜早破患者胎儿宫内窘迫中的临床价值研究．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５，３０（９）：１４５８－１４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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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琴（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妇科疾病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蒋维（１９８０－），女，Ｅ－ｍａｉｌ：５０２９６１１６６＠ｑｑ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４３

微创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伴不孕对卵
巢功能及生育能力的影响
张亚琴１　蒋维２△　韩炜２

１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妇三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２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微创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伴不孕对卵巢功能及生育能力
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９２例ＰＣＯＳ伴不孕患者纳入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４６例。对照组单纯服用达英 －３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采用腹腔镜
辅助卵巢打孔术（ＬＯＤ）。比较两组血清激素水平、血流动力学、生育能力等指标。结果：治疗后３个月经周
期，观察组血清ＦＳＨ、ＰＲＬ、Ｔ、ＬＨ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Ｅ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Ｉ、ＰＳＶ、ＥＤＶ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随访１年，观察组排卵率、自然妊娠率、足月分娩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９５６５％
ｖｓ６０８７％，９１３０％ ｖｓ３０４３％，７７８５７％ ｖｓ５０００％）（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微创手术联合达英 －３５
治疗有助于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不孕患者血清激素水平与血流动力学，进而改善卵巢功能，促进排卵

及自然妊娠。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腹腔镜辅助卵巢打孔术；性激素；卵巢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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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女性
常见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之一，临床主要病理特征为高雄激素

血症、慢性无排卵及卵巢多囊样改变［１］。ＰＣＯＳ患者不孕的发
生率约为３０％～４０％［２］。ＰＣＯＳ导致不孕的发病机制与高雄激
血症抑制卵泡成熟、导致卵巢排卵障碍有关［３，４］，临床常用达英

－３５、去氧孕烯炔雌醇片等药物治疗调整月经周期，诱发排卵。
但单纯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且易引起胎儿畸形。腹腔镜辅助卵

巢打孔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ＬＯＤ）是一种微创技术，
具有创伤小、操作简便、恢复快的特点，有助于纠正内分泌紊

乱、促进排卵和妊娠［５］。国内外学者多从治疗有效性与安全性

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 ＬＯＤ联合
达英－３５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不孕患者卵巢功能、基质
血流及生育能力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住院治疗的９２例 Ｐ
ＣＯＳ伴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治疗组各４６例。对照组：年龄２４～４０岁，平均（３２６９±４２７）
岁；ＰＣＯＳ病程２～１４年，平均（４２８±１３７）年；平均 ＢＭＩ指数
（２７２５±１３５）ｋｇ／ｍ２；平均不孕时间（４２８±１４５）年。观察
组：年龄２４～４１岁，平均（３３０５±４２６）岁；ＰＣＯＳ病程２～１３
年，平均（４０６±１２５）年；平均ＢＭＩ指数（２７３４±１６３）ｋｇ／ｍ２；
平均不孕时间（５２４±２５２）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ＢＭＩ指
数、不孕时间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均符合鹿特丹《２００３年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

标准》［６］：月经稀发或无排卵，有多毛、痤疮、肥胖、雄激素升高

等高雄激素血症，超声提示同一个切面上直径２～９ｍｍ的卵泡
数≥１０个；（２）年龄２４～４０岁；（３）不孕症指夫妇同居１年、男
方各方面正常、在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孕；（４）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被告知研究事项后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排除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者；（２）雄
激素分泌性肿瘤者；（３）库欣综合征者。
１３　治疗

对照组：单纯服用西药达英 －３５（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国药准字Ｊ２０１００００３；规格００３５ｍｇ×２１ｓ）治疗，于
行经第５ｄ，每天口服达英－３５１片，连续服用２１ｄ。共治疗３个
月经周期。

观察组：采用腹腔镜辅助卵巢打孔术（ＬＯＤ）联合达英 －３５
口服治疗。达英－３５服用方法同对照组。月经周期的第５ｄ，取
膀胱截石位，全身麻醉显效后，于脐上缘作１０ｃｍ纵行切口，建
立ＣＯ２人工气腹，放置镜体，于下腹左右两侧各做１０ｃｍ切口，
缓慢置于德国ＳＴＯＲＺ腹腔镜。腹腔镜直视下全面探查盆腔及
生殖系统组织器官情况，明确卵巢的多囊性病变及卵泡数量及

大小，评估ＰＣＯＳ病情的严重程度，固定卵巢后，在卵巢表面用
单极电凝针打直径约２～４ｍｍ、深度约５～６ｍｍ的小孔，卵巢打
孔数量一般为４～６个。打孔完成后腹腔镜下继续探查双侧输
卵管是否畅通，并就检查情况给予相应的治疗。术后给予抗生

素抗感染治疗３～５ｄ，以预防盆腔粘连等并发症。
１４　观察指标

卵巢功能：治疗前、治疗３个月经周期后，于月经第２ｄ采集
空腹外周静脉血４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离心半径３ｃ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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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采用贝克曼库尔特ＵｎｉＣｅｌＤｘＩ８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垂体泌乳素（ＰＲＬ）、
睾酮（Ｔ）、黄体生成素（ＬＨ）的水平，试剂均为原装配套试剂和
定标液。

检测方法：免疫发光法。

基质血流：治疗前、治疗３个月经周期后，采用 ＴＯＳＨＩＢＡ
ａｐｌｉ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搏动指数（ＰＩ）、基质血流收缩
期峰速（ＰＳＶ）、舒张期最低血流（ＥＤＶ）等指标。

生育功能：治疗３个月经周期后，分别于月经周期第１０～
１６ｄ动态监测卵泡发育及排卵情况。若卵泡直径＜１０ｍｍ，隔２ｄ
监测１次；＜１５ｍｍ，隔日监测１次；≥１５ｍｍ，则每天监测１次，
至卵泡直径达到 １８～２０ｍｍ时肌肉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促进排卵，并指导患者适时同房。排卵率
＝有排卵周期数／观察周期数 ×１００％，多卵泡发育者有１个以

上卵泡排卵时按有排卵计，不计算该周期发生卵泡未破裂黄素

化综合征者。随访１年，比较两组患者排卵率、自然妊娠率及妊
娠结局（包括流产、早产、足月分娩）。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卵巢功能、超声指标

等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生育功能等计量资料用
［ｎ（％）］表示，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性激素

治疗前，两组患者ＦＳＨ等激素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３个月经周期，两组患者均明显改善，观察组血清
ＦＳＨ、ＰＲＬ、Ｔ、ＬＨ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Ｅ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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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治疗前 ７０３±０８６ ５６４２±６７５ ４０５１８±２３２５ １１８±０２９ １０４６±２８１

治疗后 ６０３±０７５①② ７１４６±８４９①② ３７６８７±２０４５① ０５４±０１４①② ４７９±０９９①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７０７±０８５ ５７１６±７９４ ４０６４２±２５４７ １２０±０３４ １０５１±２４９

治疗后 ６８９±０７４ ６５１５±７２６① ３９２７６±２２３２① ０８６±０３１① ６７２±１０３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②Ｐ＜００５

２２　基质血流
治疗前，两组ＰＩ、ＰＳＶ、ＥＤＶ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３个月经周期，两组卵巢基质血流均明显改善，观察组
ＰＩ、ＰＳＶ、ＥＤＶ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排卵及妊娠情况

随访１年，观察组排卵率、自然妊娠率、足月分娩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流产率、早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卵巢基质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

组别 时间 ＰＩ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３２±０３５ １５２５±１４２ １２０２±１３６

治疗后 ０８７±０１２①② ８３６±０９５①② ５７８±０７２①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３１±０３２ １５２３±１４０ １２００±１３５

治疗后 １０８±０１８① １０４２±１２１① ７６８±０８５①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②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排卵及妊娠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自然妊娠率
妊娠结局

流产率 早产率 足月分娩率

观察组 ４６ ４４（９５６５）① ４２（９１３０）① ６（１４２９） ３（７１４） ３３（７８５７）①

对照组 ４６ ２８（６０８７） １４（３０４３） ５（３５７１） ２（３５７１） ７（５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Ｐ＜００５

#

　讨论
ＰＣＯＳ表现为月经稀发、闭经及高雄激素血症，其中高雄激

抑制卵泡生长、发育及成熟过程，导致卵巢排卵障碍，形成特征

性的多囊卵巢形态［７］。由于卵泡发育异常、排卵障碍，ＰＣＯＳ患
者没有成熟的卵子排出是引起不孕的根本原因。研究［８］表明，

ＰＣＯＳ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殖轴分泌功能障碍，卵巢功能缺
失是导致ＰＣＯＳ患者不孕的独立危险因素。激素治疗的目的是
针对ＰＣＯＳ合并不孕患者的高水平 Ｔ及 ＬＨ而进行。达英 －３５

是第三代口服避孕药，其主要成分是醋酸环丙孕酮及炔雌醇，通

过减少卵巢雄激素的释放，降低Ｔ及ＬＨ水平来诱发排卵［９］。

ＬＯＤ是治疗ＰＣＯＳ的一项微创技术，作用机制为使用单极
电凝针在卵巢表面打孔，通过物理机械作用使卵泡膜破裂，卵

泡液释放及成熟卵子的排出［１０］。由于卵泡膜细胞能合成释放

雄激素，ＬＯＤ术直接破坏了卵泡膜细胞，减少了雄激素的释放，
进而降低Ｔ水平，减少对卵泡的抑制及对 ＦＳＨ的负反馈作用，
有效促进卵泡成熟。郭秋琼等［１１］对４６例诊断为 ＰＣＯＳ合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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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症的患者行ＬＯＤ治疗，结果显示术后血清中 ＦＳＨ水平明显
升高，ＬＨ、Ｔ及 ＬＨ／ＦＳＨ水平明显下降。本文研究结果也支持
这一观点，提示微创术联合药物治疗能改善 ＰＣＯＳ合并不孕症
患者的卵巢功能。

ＰＩ、ＰＳＶ、ＥＤＶ均是卵巢基质血流与卵巢储备功能的有效指
标［１２］，卵巢作为一个动态内分泌器官，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血

流动力学也发生着周期性的改变，相关研究［１３］表明，卵巢基质

血流正相关于内分泌激素水平，利用阴道超声可以准确观察到

卵巢基质血流的变化。本文研究中，观察组 ＰＩ、ＰＳＶ、ＥＤＶ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国内外学者也有类似的文献报道，提示 ＬＯＤ术
后卵巢体积缩小，卵巢表面张力下降，能促进卵巢的血流动力

学改善，恢复卵巢的正常功能。

高丽华等［１４］认为ＬＯＤ结合克罗米酚（ＣＣ）＋人绒毛膜促
性腺素（ＨＣＧ）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妊娠率高、流产率低的特
点，是治疗难治性 ＰＣＯＳ不孕患者的有效方法。国内外有学者
研究认为，采用达英－３５治疗 ＰＣＯＳ合并不孕并不能显著恢复
卵巢的排卵功能，还存在继发并加剧生殖轴分泌功能障碍的风

险，妊娠率较低，生长影响妊娠结局［１５，１６］。ＬＯＤ有利于调节 Ｐ
ＣＯＳ患者的内分泌功能，促进自然排卵。刘小乐等［１７］认为为药

物诱导排卵失败的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途径，对
４８例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实施腹腔镜下卵巢电凝打孔术治疗后，
月经情况明显改善，术后排卵率为 ８７５％，术后累积妊娠率
６６２２％。由于术后卵巢的排卵功能恢复，性激素水平趋于平
衡，有利于妊娠后胚胎的良好发育，进而改善妊娠结局。通过１
年时间的随访，观察组排卵率、自然妊娠率及足月分娩率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与郭政等［１８］文献报道基本相似。

本文研究表明，腹腔镜微创手术联合达英 －３５治疗有助于
改善ＰＣＯＳ合并不孕患者血清激素水平和血流动力，促进排卵
及自然妊娠。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对激素水平、血流动

力学的动态观察，且未对不良反应进行比较，可能会对结论造

成偏倚，有待于今后扩大样本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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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胡美玲（１９６８－），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４４

ＰＲＬ水平变化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相关性研究
胡美玲１　王彩霞１　贾艳艳２　孙彩勤３

１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０
２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３漯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４９９

【摘　要】　目的：探讨泌乳素（ＰＲＬ）水平变化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相关性。方法：选取我院１２０
例不孕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根据月经周期紊乱与否分为月经紊乱组（８２例）和月经正常组（３８例），另选
取同期健康体检者１２０例作为对照组，测定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ＰＲＬ、雌二醇（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
（Ｔ）和促黄体激素（ＬＨ）水平。结果：观察组患者的ＰＲＬ、ＦＳＨ及Ｌ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Ｔ和Ｅ２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月经紊
乱组的ＰＲＬ、ＦＳＨ及ＬＨ明显高于月经正常组，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及 Ｅ２与月经正常
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ＰＲＬ与ＬＨ呈正相关（ｒ＝０５２８，Ｐ＝００００），与 ＦＳＨ存在明
显正相关（ｒ＝０５２９，Ｐ＝００００），与 Ｅ２负相关（ｒ＝－０５４８，Ｐ＝００００），与 Ｔ无相关性（ｒ＝００５２，Ｐ＝
００８１）。结论：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患者的 ＰＲＬ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其与 Ｅ２、ＦＳＨ、ＬＨ存在明显相关
性，ＰＲＬ的水平检测对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泌乳素；内分泌失调；不孕症；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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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０５２，Ｐ＝００７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ｗｏｍｅ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ｓ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Ｌｌｅｖｅｌｉ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Ｂｅｓｉｄｅｓ，ＰＲＬｌｅｖｅｌ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ＳＨ，ＬＨａｎ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１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作为妇产科的常见病，不孕症在育龄女性中的发病率达 １３％，且呈上升趋势［１］。其病因主要包括自身免疫性不孕、输

卵管因素和内分泌因素［２］。临床实践证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

症的发病率最高，占不孕症的２０％ ～４０％［３－５］，给育龄妇女的

家庭和睦和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影响。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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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ＨＰＯＡ）调节功能紊乱引发的
黄体功能不全和不排卵所致。ＰＲＬ由垂体前叶产生，能抑制分
泌ＦＳＨ并具有抗性腺激素的作用，使卵巢的排卵功能受到影
响。血清中ＰＲＬ的水平升高会引起育龄妇女产生泌乳、月经失
调等症状，继而导致不孕，检测血清中的 ＰＲＬ水平既便于对病
情疗效及转归的观察，也能通过定量分析判断疾病的严重程

度，对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探讨ＰＲＬ水平变化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相关性，旨在为
该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１２０例
不孕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另取同期１２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组。其中观察组年龄２１～３８岁，平均年龄（２６８±３９）岁，根据
月经周期紊乱与否又分为月经紊乱组（８２例）和月经正常组
（３８例）；对照组年龄２２～３６岁，平均年龄（２５７±４０）岁，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所有入
选患者均根据 ＷＨＯ的诊断标准确诊为内分泌失调性不孕
症［６］。排除患有其他妇科病和有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及免疫

性病史者。所有参与患者均在同意的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测方法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健康体检者均在经期的第１３～１４ｄ清

晨空腹抽取静脉血，－７０℃保存待用，所有样本采集完毕后进
行解冻、检测。样本室温解冻１５ｍｉｎ后分离血清。试剂盒包括
人ＰＲＬ检测试剂盒、人 ＦＳＨ检测试剂盒、人 Ｔ检测试剂盒、人
Ｅ２检测试剂盒和人ＬＨ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上海恒远生化试剂
有限公司。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对样本中的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
及ＬＨ水平进行定量检测，仪器为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云南乐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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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内及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水平比较

观察组的ＰＲＬ、ＦＳＨ及Ｌ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察组的 Ｔ及 Ｅ２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水平比较

组别 ＰＲＬ（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Ｔ（ｎｇ／ｄ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ＬＨ（Ｕ／Ｌ）

观察组（ｎ＝１２０） １６３６±２１９ １９９２±３８７ ４７１６±６３９ ７０９２±１８２７ １４７２±２２７

对照组（ｎ＝１２０） ５２８±０９７ ６３５±１４１ ６１１６±７３７ １６５２±３５１８ １０２６±１３７

ｔ ５８１２８ ３１２７３ １３２０２ ２４２４５ ３０１２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月经紊乱组与月经正常组的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水平比较
月经紊乱组的ＰＲＬ、ＦＳＨ及ＬＨ均明显高于月经正常组，差

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及 Ｅ２水平与月经正常组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月经紊乱组与月经正常组的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水平比较

组别 ＰＲＬ（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Ｔ（ｎｇ／ｄ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ＬＨ（Ｕ／Ｌ）

月经紊乱组（ｎ＝８２） １７２８±２１３ ２０８４±３５２ ４７５９±５６１ ７１５３±１６６４ １５２３±１１７

月经正常组（ｎ＝３８） １５１９±２０７ １８９５±３６８ ４６２６±５４２ ７０２１±１５９１ １３２８±１８５

ｔ ４３１８ ２８１２ ０９８４ ０３８９ ５０１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３　观察组患者ＰＲＬ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相关性
经分析，观察组患者的 ＰＲＬ与 ＬＨ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５２８，Ｐ＝００００）与ＦＳＨ也呈正相关（ｒ＝０５２９，Ｐ＝００００），与
Ｔ无相关性（ｒ＝００５２，Ｐ＝００８１），与 Ｅ２呈显著负相关（ｒ＝
－０５４８，Ｐ＝００００）。
#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工作压力的增加和居住环境的变化，不

孕症在我国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环境的日益恶化，空气中存在

的许多有害物质给人类健康带来极大危害；生活节奏的加快、

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的精神状态长期处于紧张之

中，尤其对女性来说，其抗压能力较差，更易引发体内激素水平

的紊乱，出现内分泌系统功能障碍，从而引发内分泌失调性不

孕症［７］。随着卫生知识的普及，不孕症在我国的治疗需求逐渐

上升，对该病的进一步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

体内外等多方面因素均影响着女性不孕症的发生，其中内分

泌因素为主要原因之一［８］。ＨＰＯＡ的功能健全和相互调节是女
性正常月经周期的基础［９］。一旦ＨＰＯＡ的调节功能出现紊乱则
会导致周期性变化紊乱和性激素分泌异常，患者的内分泌系统紊

乱，经期异常。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可由ＨＰＯＡ的任一环节出错
所导致。目前，国内外对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诊治多采用激素

检测，但仅包括１～２种激素，虽具有结果明确、过程简单的优点，
但由于操作及样本的随机性，结果的准确度无法保证。本研究选

取ＰＲＬ、ＦＳＨ、Ｔ、Ｅ２及ＬＨ５种与不孕症有关的激素作为检测指
标，探讨激素水平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相关性。

ＰＲＬ是由女性垂体催乳素细胞分泌的一种多肽类激素，其
基因位于６号染色体，由１９９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能够促进乳房
发育、生成和分泌乳汁，在人的哺乳、生殖和代谢过程中均起重

要作用［１０－１２］。在卵泡的成熟过程中，ＰＲＬ在卵泡内的水平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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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提高，并且能够随着次级卵泡发育成排卵前卵泡的过程，在

卵泡刺激素的刺激下形成 ＰＲＬ受体出现在颗粒细胞上［１３］。

ＰＲＬ能够与受体结合，抑制 ＦＳＨ的分泌，具有抗性腺激素的作
用，对性功能产生影响［１４］；还能够促进生成 ＬＨ受体，ＬＨ与受
体结合后，能够促进雌激素、孕激素的分泌，促进黄体生成及排

卵［１５］。虽然低ＰＲＬ水平能够促进孕激素及卵巢激素的形成，
但大量ＰＲＬ则会起到抑制激素分泌的作用。非哺乳期及妊娠
期妇女，在健康状态下的血清 ＰＲＬ水平低，正常检出值为１８０
～３００ｎｇ／ｍＬ。过高的血 ＰＲＬ含量可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女性
生殖功能产生影响：一是在卵巢方面，颗粒细胞表面的特异性

受体与ＰＲＬ的作用会因ＰＲＬ水平的异常升高而加剧 ，抑制孕
酮在颗粒细胞内的合成，从而导致孕酮分泌量减少，因此会引

发妇女出现生殖功能异常、性功能障碍、闭经等，若不及时进行

治疗，则易导致女性不育；二是在下丘脑方面，ＬＨ的脉冲性分
泌会随着ＰＲＬ的水平升高而降低甚至消失，且雌激素的分泌会
因ＰＲＬ的水平过高而受到抑制，从而影响了下丘脑的正反馈调
节，ＬＨ浓度峰值在排卵前无法出现，影响排卵［１６］。同时高ＰＲＬ
血症是妇科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溢乳、稀发、闭

经、月经紊乱、月经少等症状［１７］，严重影响女性生殖功能。有研

究报道，所有女性不孕症患者中高ＰＲＬ血症占１５２％［１８］，可见

其是导致女性不孕症特别是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重要原因，

因此对不孕症患者的ＰＲＬ水平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ＬＨ和ＦＳＨ均属于糖蛋白激素，是由垂体前叶嗜碱细性胞

分泌。ＦＳＨ是评价卵巢存储能力的重要指标，对卵泡的形成和
成熟过程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ＬＨ能够影响卵泡成熟与排卵
并与黄体的形成和功能健全相关［１９］，在卵泡期，若 ＬＨ水平过
低，则会导致卵泡发育不良，若水平过高，则会导致卵细胞发育

过早，容易出现不排卵或卵巢闭缩的症状，受精机会降低，从而

引发不孕症。ＬＨ和 ＦＳＨ在临床上的应用十分广泛，血 ＬＨ和
ＦＳＨ浓度在排卵期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ｍＵ／ｍＬ和９～１５ｍＵ／ｍＬ，若
患者血清ＬＨ／ＦＳＨ≥ ３则可能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若 ＦＳＨ＋
ＬＨ水平异常升高则提示患者的卵巢功能衰竭，若ＬＨ血清检出
量小于５ｍＵ／ｍＬ则可能为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女性体内的Ｔ
有２５％来自卵巢，２５％来自肾上腺皮质，另外５０％由外周雄烯
二酮转化而来［２０］。Ｔ具有促进外生殖器官发育的作用，影响着
全身的代谢［２１］。女性血Ｔ正常参考值为５７～８３ｎｇ／ｄＬ，Ｔ升高
会阻碍卵泡的生长，进而导致胚胎着床困难和排卵困难的问

题。Ｅ２是由成熟卵泡分泌的激素，有利于子宫内膜的增殖期转
变，其水平下降会导致卵泡发育迟缓、卵巢受损，排卵中断等情

况，可能引发的子宫内膜增生，还会对着床产生影响。Ｅ２水平
与ＦＳＨ和ＬＨ水平成负相关，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 ＰＲＬ，
ＦＳＨ及ＬＨ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 Ｅ２水平明显降
低（Ｐ＜００５）。有７４８％的患者三项数据值明显偏离正常值。
小部分患者出现Ｅ２水平低但 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较高可能是患者
的卵巢早衰或卵巢功能先天发育不全所致。

本研究探讨 ＰＲＬ水平变化与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的相关
性，以ＰＲＬ、ＦＳＨ、ＬＨ、Ｅ２及 Ｔ为检测指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不孕症患者的ＰＲＬ、ＦＳＨ及Ｌ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 Ｅ２及 Ｔ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比较具体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 ＰＲＬ
与ＦＳＨ和ＬＨ存在明显正相关（ｒ＝０５２９，Ｐ＝００００；ｒ＝０５２８，
Ｐ＝００００），与Ｅ２负相关（ｒ＝－０５４８，Ｐ＝００００），与 Ｔ无相关
性（ｒ＝００５２，Ｐ＝００８１）。由结果可知，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

患者的ＰＲＬ水平显著升高，且其于ＦＳＨ、ＬＨ及Ｅ２存在者确定的
相关性。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月经紊乱组的 ＰＲＬ、ＦＳＨ及 ＬＨ
明显高于月经正常组，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及Ｅ２与月经正常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与正常生育妇女相比，内分泌失调性不孕症患

者的血ＰＲＬ水平显著升高，且与其他几种激素的水平具有明确
的相关性。因此，为排除免疫或生殖器异常等因素，对于内分

泌失调性不孕症的诊断可将血清 ＰＲＬ水平作为一项常规检测
项目，同时结合其他的激素检测结果，对该病的诊断和治疗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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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联合卵泡穿刺术治疗未破裂卵泡黄素化不
孕中的应用
胡英　李娟　符免艾　邹晖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人工授精联合卵泡穿刺术治疗未破裂卵泡黄素化（ＬＵＦＳ）不孕中的应用。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我院接诊的１００例ＬＵＦＳ不孕患者，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５０例。对照组在促排卵治疗后进行正常性生活，观察组在促排卵治疗后实行卵泡穿刺术联合人工授精。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在治疗后围排卵期卵巢动脉血流中，观察组搏动指数（ＰＩ）、阻力指数（ＲＩ）低于对
照组，最大收缩速度（ＰＳＶ）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
二醇（Ｅ２）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排卵率、妊娠率明显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流产率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ＬＵＦＳ不孕患者在阴道超声阴道下实施人工授精联合卵泡穿刺术效果显著，其
可有效促进排卵，提高妊娠率，值得应用推广。

【关键词】　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不孕；人工授精；卵泡穿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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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破裂卵泡黄素化（ＬＵＦＳ）是一种无排卵月经的特殊类型，
属卵巢性不孕，主要指卵泡发育成熟，但未破裂，卵细胞难以排

出，致使黄素化。在正常生育年龄的妇女中，该病的发病率大

约在５％～１０％，在不孕妇女中发病率大约在３５％～４５％，在不
明原因不孕患者中较为常见［１，２］。该病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

在临床上尚未得到明确的阐明。在对 ＬＵＦＳ的治疗方式上较
多，包括药物、物理、手术治疗等，在传统的药物治疗中，主要采

取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ＨＭＧ）的治疗方式，以促进排卵［３］。近

年来较多报道指出，经阴道超声引导卵泡穿刺在该病中也逐渐

广泛的应用，且配以人工授精，在治疗不孕症中具有较大的优

势［４，５］。本次研究在ＬＵＦＳ患者中促排卵基础上，实施卵泡穿刺
术联合人工授精的方式。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我院接诊的１００例 ＬＵＦＳ
不孕患者。纳入标准：（１）符合 ＬＵＦＳ不孕诊断标准［６］；（２）男
方精液检查正常；（３）同意参与此次研究。排除标准：（１）经检
查，不孕原因是由于生殖道感染、盆腔或输卵管粘连、免疫性不

孕所导致的；（２）经Ｂ超检测证实生殖器伴随器质性病变；（３）
伴有高雄激素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高泌乳素血症、肾上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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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对排卵有影响疾病的患者；（４）伴有神经
科严重原发性疾病；（５）近３个月内未有激素类药物的服用，例
如促排卵药、避孕药、糖皮质激素等。

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年
龄２８～４０岁，平均（３４５８±０７５）岁：不孕年限２～７年，平均
（５６４±０３１）年；生理周期２４～３５ｄ，平均（２９０４±０４８）ｄ。对
照组２７～４３岁，平均（３４６０±０７２）岁；不孕年限２～８年，平均
（５６９±０２８）年；生理周期２５～３７ｄ，平均（２８８５±０５４）ｄ。本
次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

生理周期上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可比性高。
１２　方法

在月经周期第３ｄ时，所有患者使用克罗米酚（广州康和药
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１９７０，批号１３０３１４，５０ｍｇ／片）的服
用，剂量５０ｍｇ／ｄ，用药５ｄ。在月经周期第８ｄ时给予人绝经期促
性腺激素（ＨＭＧ）的肌肉注射，剂量 ７５～１５０Ｕ／ｄ，在月经周期
１２ｄ时，观察卵泡发育情况，并根据结果相应调整药物剂量，若
卵泡直径≥１８ｍｍ，ＨＣＧ的剂量调整为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

对照组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肌肉注射２４ｈ后，患
者可进行正常性生活。观察组在ＨＣＧ肌肉注射３６ｈ后，实施卵
泡穿刺，协助患者排卵，在术后１ｈ则开始人工授精。卵泡穿刺
方法如下：术前指导患者排空膀胱，采取膀胱截石位，清洁干净

外阴和阴道，在Ｂ超引导下，将卵泡放置于穿刺线上，沿阴道后

穹窿处开始进针，对准卵泡后，将卵泡刺破，穿刺后，患者需进

行３０ｍｉｎ左右的休息，若期间未有出血情况发生，则实施宫腔内
人工授精。两组患者在第２ｄ给予黄体酮（浙江仙琚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１９０２，批号 １３０２１７，５０ｍｇ／胶囊）服
用，２００ｍｇ／ｄ，连续１６ｄ。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记录围排卵期功能侧卵巢动脉血流，包括搏动指数
（ＰＩ）、阻力指数（ＲＩ）以及最大收缩速度（ＰＳＶ）；（２）治疗前后分
别在月经周期３～５ｄ时抽取５ｍＬ空腹静脉血，血清中卵泡刺激
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均使用化学发光法，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为德国罗氏ｅ６０１；（３）记录两组患者排卵率、
妊娠率、流产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并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当 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围排卵期功能侧卵巢动脉血流变化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ＰＩ、ＲＩ、ＰＳＶ上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治疗后，两组患者各指标较治疗前均得到改善（Ｐ＜００５），观察
组ＰＩ、ＲＩ低于对照组，ＰＳＶ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围排卵期功能侧卵巢动脉血流变化

组别 例数
ＰＩ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Ｉ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ＳＶ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２２７±０１８ １２６±０１０ ０９１±００６ ０４３±００４ ９５３±００６ １３９８±１１３

对照组 ５０ ２２９±０１６ １５７±０１５ ０９３±００５ ０６４±００６ ９４９±００８ １０２３±０３４

ｔ ０５８７ １２１５９ １８１１ ２０５９２ ２８２８ ２４７１

Ｐ ０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孕激素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孕激素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

两组患者较治疗前比较均得到改善（Ｐ＜００５），观察组 ＦＳＨ、
ＬＨ、Ｅ２均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孕激素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１４８５±１４５ ２１７８±２３５ ５１９３±９５２ １００１３±１５６２ ２７６９５±４３０９ ３５６８３±５０４５

对照组 ５０ １４７９±１５４ １８９４±１７６ ５１８９±９５５ ７６９４±１４３２ ２７９０３±４２３７ ３１４９７±４６８０

ｔ ０２０１ ６８４０ ００２１ ７７３８ ０２４３ ４３０１

Ｐ ０８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８ ０００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结果比较
观察组排卵率、妊娠率明显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流产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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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妊娠率 流产率

观察组 ５０ ４６（９２０） ３２（６９６） １（３１）

对照组 ５０ ３７（７４０） １６（４３２） ２（１２５）

χ２ ５７４１ １０２５６ １６００

Ｐ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５５８

#

　讨论
在女性发生不孕的因素之中，由于排卵障碍所致的不孕较

为常见，ＬＵＦＳ是种十分常见的排卵障碍，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
现为月经周期正常，也伴有类似排卵表现，但持续性无法受

孕［７，８］。较多学者［９，１０］认为，该病的发病机制和内分泌紊乱、月

经中期孕激素分泌较少、排卵期黄体生成素峰功能减弱等关系

密切，同时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粘连、输卵管梗阻等也有关。

目前对ＬＵＦＳ的药物治疗多使用促排卵方案，克罗米酚（ＣＣ）／
ＨＣＣ为主，但此类药物本身可引发ＬＵＦＳ的发生，容易引发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征等病症［１１，１２］。有研究［１３，１４］提出，虽其具有促排

卵率较高的效果，但妊娠率较低，且使用 ＣＣ后 ＬＵＦＳ的发病率
高到３０％～４０％，而自然周期仅有５％～１０％，并且在重复治疗
的周期中，再次发生 ＬＵＦＳ的几率可达７３％，故其安全性、有效
性、应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在ＬＵＦＳ不孕患者中探
讨更为有效的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卵泡穿刺主要是在靠近卵巢边缘且离阴道壁穿刺点较近

的卵泡实行穿刺，有利于促进卵子的排除，在不孕症中已逐渐

得到广泛的应用。根据国内外报道，总结到起治疗机制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１５，１６］：（１）在Ｂ超引导下，经过阴道将卵泡刺破，该
方式可释放囊内液，缓解卵巢张力，消除间质水肿，在很大程度

上可改善血液循环，令卵巢功能得以恢复，并且所释放的囊内

液，可缓解患者血中表达较高的雄激素水平；（２）改善卵泡内所
产生的抑制素，从而使血循环中的抑制素水平减少，改善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分泌过程，促使 ＦＳＨ的合成以及释放，令
卵泡生长成熟，正常排卵。此外，在卵泡穿刺术后即刻进行人

工授精，可使提高直接接触的精致密度，且可帮助精子活化，使

精子可有效穿透卵母细胞，增加受精率。

在本次对促排周期中围排卵期功能侧卵巢动脉血流的观

察结果中显示，经过人工授精联合穿刺术的患者 ＰＩ、ＲＩ降低，
ＰＳＶ升高，其改善程度明显比单独促排卵的患者更明显，分析是
由于在行卵泡穿刺后，卵巢张力得到减轻，改善了血液循环；且

在孕激素指标中，经过人工授精联合穿刺术的患者ＦＳＨ得到显
著提高，并在实行该方式的５０例患者中，排卵率和妊娠率分别
高达９２０％、６４０％，明显比单独促排卵患者的７４０％、３２０％
要高出许多。由此可见，将穿刺方法应用到未破裂卵泡中，可

机械性的促使卵泡破裂，达到排卵的目的，并配合人工授精的

方式，使受孕率明显提高。刘格琳等［１７］研究指出，在 ＬＵＦＳ患
者中应用阴道超声阴道下卵泡穿刺治疗，其妊娠率高达

５８１％。和本次研究具有相似性。此外，李丹梅［１８］研究提出，

卵泡穿刺具有操作简便、经济安全、创伤小、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低等优点，且可重复使用，容易被患者所接受。

综上所述，ＬＵＦＳ不孕患者在阴道超声阴道下实施人工授
精联合卵泡穿刺术效果显著，其可有效促进排卵，提高妊娠率，

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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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刘宏改，王芳．经阴道超声引导小卵泡穿刺治疗 ＰＣＯＳ排卵障碍
及不孕症的发生．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２３）：３８０２－３８０５．

［１６］　刘新雄，刘需需，刘艳美．穴位针刺及封闭联合小卵泡穿刺术治
疗耐药ＰＣＯＳ不孕的疗效观察．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５，２３
（６）：７２－７３，１２７．

［１７］　刘格琳，王芳．未成熟卵泡穿刺术与卵巢打孔术治疗多囊卵巢综
合征不孕患者疗效比较．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６４－６５．

［１８］　李丹梅．卵泡穿刺联合人工授精治疗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
不孕临床观察．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２３）：２００－２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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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痕子宫再妊娠阴道分娩的可行性分析
郭秀香　梁志元　李青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９

【摘　要】　目的：通过对疤痕子宫再妊娠分娩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疤痕子宫再妊娠
阴道分娩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疤痕子宫再妊娠分娩的１１０
例产妇的病案资料，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无疤痕子宫阴道分娩产妇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对二者分娩结局进行
对比研究。结果：两组阴道分娩产妇在出血量、产程时间、新生儿评分、住院天数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择期剖宫产出血量、住院天数明显高于阴道分娩（Ｐ＜００５）；疤痕子宫阴道试产成功和失
败的比较，孕周、分娩次数、新生儿体重、出血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严格掌握阴道分娩的适应症，结
合预测评分系统，对疤痕子宫产妇能否阴道分娩作出预测。符合条件的产妇，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是安全可

行的。

【关键词】　疤痕子宫；再妊娠；阴道分娩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　ＧＵＯＸｉｕｘ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ｙｕａｎ，
ＬＩＱ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Ｘｕｚｈ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ｕｚｈｏｕ２２１００９，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０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０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ｔｈｅｐｕｅｒｐｅ
ｒａ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ｓ，ｎｅｗｂｏｒ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ｏｓｅ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ｆａｉｌｅ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剖宫产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母儿生命的重要
手段［１］。随着剖宫产技术的进步，剖宫产手术的安全性得到了

广泛认可，加上医院、患者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我国剖宫

产率不断上升。近些年国内各区域的平均剖宫产率 ＞４０％，部
分大中城市已超过７０％［２］，为世界上剖宫产率最高的国家，远

远高于世卫组织对剖宫产率设定的警戒值１５％。随着我国计
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二胎的夫妇会大幅增

加，导致疤痕子宫再妊娠的数量急增，所以对疤痕子宫孕妇再

分娩选择何种分娩方式成为产科医生关注的重点。为探讨疤

痕子宫孕妇阴道分娩的可行性，选取我院近１年半以来收治的
１１０例疤痕子宫产妇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总结，以期为临床提供
参考，提高产科质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产科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疤痕子宫
孕妇１１０例，分为三组：择期剖宫产组（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ｅａ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ＥＲＣＤ）５０例、阴道分娩组（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ｉｒｔｈ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ＶＢＡＣ）３６例、阴道试产（ｔｒｉ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ＴＯＬＡＣ）失
败组２４例；年龄２１～４５岁，平均（２３５±５２）岁；孕周３５～４１
周，平均（３８５±１５）周；孕次２～６次，产次１～３次；此次妊娠
距上次手术时间１３个月～１３年，＜２年９例，２～１０年９０例，＞
１０年１１例。选取标准：（１）疤痕子宫系由剖宫产形成；（２）均为
单活胎足月妊娠；（３）有１次剖宫产史；（４）术式均为子宫下段
横切口、术后切口无感染；（５）无妊娠并发症和内外科并发症的
健康待产妇。另选取同期单活胎足月妊娠、无进腹手术史、无

妊娠并发症和内外科并发症、无疤痕子宫阴道分娩的健康产妇

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０～４３岁，平均（２４５±３２）岁；孕周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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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周，平均（３８２±１４）周；孕次１～５次，产次１～３次。两
组产妇在年龄、体重、孕周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阴道试产指征：（１）有一次剖宫产史；（２）术式为子宫下段
横切口，术后无感染，切口愈合良好，无术后并发症；（３）本次妊
娠距上次剖宫产时间≥２年；（４）医疗机构具备紧急实施剖宫
产手术，一旦出现异常，应立即进行手术，并保证３０ｍｉｎ内完成；
（５）子宫疤痕厚度≥３ｍｍ，且回声连续均匀，无疤痕缺陷；（６）孕
妇同意试产，告知风险后，签署协议；（７）无剖宫产手术的指征。

对疤痕子宫产妇进行分娩评估，对符合上述阴道分娩条件

且愿意进行阴道分娩的产妇进行阴道试产，其余的行择期剖

宫产。

观察指标：观察各组产妇的分娩结局，对两组经阴道分娩

的产妇、ＥＲＣＤ和ＶＢＡＣ组，ＴＯＬＡＣ失败中转剖宫产的产妇在产

时出血量、住院时间、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产褥病率等指标进行
比较。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ａ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以（珋ｘ±ｓ）表

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１１０例中阴道试产６０例，试产成功３６例，占６０％，

试产失败行急诊剖宫产２４例。试产失败的原因为９例试产中
无法忍受疼痛主动要求剖宫产，宫缩乏力３例，头盆不称３例，
胎儿窘迫２例，产前出血２例，脐带绕颈２例，胎头下降停滞
３例。
２１　ＶＢＡＣ组和正常阴道分娩组结局的比较

两组阴道分娩产妇在住院时间、产程时间、产时出血量、新

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阴道分娩结局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住院时间

（ｄ）
产程时间

（ｈ）
出血量

（ｍＬ）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８～１０ ４～７ ０～３

ＶＢＡＣ组 ３６ ４０３±１２０ ８５０±１１５ ２２５９２±１８８３ ３５（９７２２） １（２７８） ０

正常阴道分娩组 ４０ ４１５±１１１ ８８５±１２８ ２１８０３±２０２５ ３９（９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０

ｔ／χ２ －０４５ －１２５ １７５ ０００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９４

２２　 ＥＲＣＤ和ＶＢＡＣ的比较
ＥＲＣＤ组在出血量、住院天数方面明显高于ＶＢＡＣ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褥病率、新生儿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ＥＲＣＤ和ＶＢＡＣ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出血量

（ｍＬ）
住院天数

（ｄ）
产褥病率

［ｎ（％）］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８～１０ ４～７

ＶＢＡＣ组 ３６ ２２５９２±１８８３ ４０３±１２０ １（２７８） ３５（９７２２） １（２７８）

ＥＲＣＤ组 ５０ ３４５１５±５２５１ ８０２±０５０ ４（８００） ４９（９８００） １（２００）

ｔ／χ２ －１３０２ －２１１４ １０４ ００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０７ ０８１

２３　 ＶＢＡＣ和ＴＯＬＡＣ失败的比较
两组孕妇的产褥病率、疤痕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分娩次数、新生儿体重、出血量、孕周方面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阴道试产成功与试产失败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孕周

（周）

产褥病率

［ｎ（％）］
出血量

（ｍＬ）
阴道分娩次数

（ｎ）
疤痕厚度

（ｍｍ）
新生儿体重

（ｋｇ）

ＶＢＡＣ组 ３６ ３８３±０５ １（２７８） ２２５９２±１８８３ ０８±０４ ３２±０２ ３００６±２５８

ＴＯＬＡＣ失败组 ２４ ３９２±０６ ３（１２５） ４１００±４７８０ ０３±０２ ３１±０５ ３５１２±２９８

ｔ／χ２ －６３０ ２１９ －２０８７ ５６６ １０８ －６９９

Ｐ ＜００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

　讨论
３１　 ＶＢＡＣ和ＥＲＣＤ利弊分析

疤痕子宫产妇再次分娩有两种方式，一是阴道分娩，二是

择期剖宫产。本研究结果显示ＶＢＡＣ和ＥＲＣＤ相比具有出血量
少、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省等优点，和无疤痕子宫产妇阴道分

娩比较差异不大（Ｐ＞００５）。有研究［３］表明ＶＢＡＣ产褥病率明
显低于ＥＲＣＤ。本研究中 ＶＢＡＣ和 ＥＲＣ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少有关。国外有研究［４，５］显示，

阴道分娩再次妊娠时胎盘植入及前置胎盘的风险较剖宫产低。

阴道分娩最大的风险是子宫破裂，虽然很少发生，国外有报道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子宫破裂的发生率不超过１％［６］，国内也有

文献报道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产妇的子宫破裂发生

率在 ０％～１１％［７］，但一旦发生，很可能会危及母婴的生命安

全。如能及时发现并进行急诊手术，在３０ｍｉｎ内结束分娩，母婴
结局较好［８］。择期剖宫产可减少子宫破裂发生率，可降低新生

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发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新生儿

的死亡率。但剖宫产后恢复时间长，容易引发静脉血栓，损伤

周围脏器，新生儿未经过产道挤压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等呼吸系

统疾病风险增加。多次剖宫产引发的远期并发症为盆腔子宫

内膜异位症、慢性盆腔痛、盆腔肠粘连、不孕不育等［９］，有的甚

至会因出现产时大出血被迫切除子宫。阴道试产失败，子宫破

裂的风险和并发症发病率会大大增加。Ｌａｎｄｏｎ［１０］研究显示：疤
痕子宫再次分娩的患者，ＶＢＡＣ子宫破裂率和不全子宫破裂率
为０１％，ＥＲＣＤ分别为０％和０５％，试产失败分别为２３％和
２１％。其并发症发生率，ＶＢＡＣ最低（２４％），ＥＲＣＤ位于其次
（３６％），阴道试产失败后急诊剖宫产的最高（１４１％）。通过

比较可以看出，如能成功进行阴道分娩，无疑是疤痕子宫再妊

娠分娩方式的最佳选择。

３２　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方式的选择
现阶段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护理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子

宫切口的愈合程度日趋改善，加上阴道试产过程中各种监护手

段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疤痕子宫产妇阴道试产的安全系数。随

着对剖宫产再妊娠分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

阴道试产。２０１０年ＡＣＯＧ在剖宫产后再妊娠阴道分娩指南［１１］

中提出ＴＯＬＡＣ成功率在６０％ ～８０％，国内近几年也有多处文
献报道［１２－１４］，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产妇ＴＯＬＡＣ成功率在７９％以
上。本研究结果显示，阴道试产的孕妇中，阴道分娩成功率

６０％，试产失败转急诊剖宫产手术的２４例，其中９例试产中因
缺乏信心、无法忍受疼痛要求剖宫产。所有产妇预后均良好，

说明疤痕子宫阴道分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选择阴道试产，关键是提高阴道试产成功率，这就要求产科

医生严格掌握阴道分娩的适应症，对疤痕子宫产妇能否阴道分娩

作出较准确的预测。如果能建立一套预测系统，对疤痕子宫产妇

在产前进行风险预测，选择最适合阴道试产的人群，鼓励他们进

行阴道分娩，可降低阴道试产失败的风险，这无疑对疤痕子宫产

妇来讲是一个福音。在这个领域国外研究较早，创建了许多评分

系统，如Ｆｌａｍｍ评分系统、Ｇｏｎｅｎ公式、Ｓｍｉｔｈ公式和 Ｇｒｏｂｍａｎ公
式等。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有无阴道分娩史、孕周、新生儿体重

等因素都会对阴道试产能否成功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也有多

项研究［１５－１７］证实孕妇的年龄、新生儿出生时体重、有无阴道分娩

史、孕妇分娩前体重等因素会对分娩结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结合

国外评分系统，可创建如表４的预测评分系统。

表４　预测评分系统

项目 年龄（岁） 有阴道分娩史 宫颈口扩张（ｃｍ） 孕周 新生儿体重（ｇ） 孕妇体重（ｋｇ）

＜４０ ≥４ ＜３７　 ＜３５００ ＜９０

评分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通过表５的分析，可以看出评分在６分以上的试产成功率
明显高于６分以下。临床产科医生可以依据阴道试产判断标准
和评分系统，来对分娩方式作出合理选择。通过临床研究证

实，严格掌握阴道试产指征和参考评分系统，严密观察、合理处

理产程等，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孕妇阴道分娩是安全可靠的，

剖宫产史不应成为再次剖宫产的手术指征。

表５　利用评分系统统计各分数段疤痕子宫孕妇阴道试产结局

分值
总人数

（ｎ）
试产成功

人数（ｎ）
试产失败

人数（ｎ）
成功率

（％）

０～２ ７ １ ６ １４２９

２～４ １４ ５ ９ ３５７１

４～６ １９ １１ ８ ５７８９

６～８ １７ １６ １ ９４１２

８～１０ ３ ３ ０ １００

总计 ６０ ３６ ２４ ６０

３３　提高阴道分娩质量，降低剖宫产率
对符合阴道试产条件且评分较高的产妇，经阴分娩虽然是

安全可靠的，但疤痕子宫与正常子宫相比，毕竟是病理状态，同

正常女性子宫相比，疤痕子宫发生破裂的几率更高，会对母婴

健康及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１８］。医务人员应对疤痕子宫产

妇阴道分娩持积极、严谨的态度，产前应完善各项检查，了解上

次剖宫产术式、孕妇体重、有无阴道分娩史、胎儿大小、孕周、疤

痕的愈合、宫颈口扩张、剖宫产次数等情况，然后对孕妇能否阴

道分娩进行评估。对符合阴道分娩条件的产妇，让他们了解疤

痕子宫是可以经阴分娩的，且成功率较高，鼓励他们阴道试产，

让他们树立阴道分娩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

低剖宫产率。试产前应向产妇及家属说明在试产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各种风险和意外，经患方同意后签署阴道分娩协议。进

入产程后，应全程进行胎心监护，严密观察产程进展，若出现异

常，应查明原因，及时进行处理，尽量缩短第二产程。如出现宫

缩乏力，应小剂量缩宫素静滴加强宫缩，但宫缩不应过强，以防

子宫破裂。如出现胎心异常，应考虑子宫破裂可能，如出现胎

儿窘迫等异常情况，应立即施行紧急剖宫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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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瘢痕子宫不是剖宫产手术的绝对指征［１９，２０］，疤

痕子宫阴道分娩和再次剖宫产相比利多弊少，只要严格掌握阴

道分娩的适应症，由有经验的医师进行严密监护，大多数的疤

痕子宫孕妇可以成功阴道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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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某农村地区小学教师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态度
和教育活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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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小学教师预防儿童性侵犯的知识、态度和教育活动状况。本研究结果将为
今后教师培训提供参考。方法：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在东北某农村地区同意参加这项调查的３所学校中，对小学
教师进行了调查，有１２２名教师参与并返回了有效调查表，调查内容涉及相关知识、态度和开展教育活动情
况。结果：本调查的１０个知识条目，有７７％的教师能正确回答其中的６～１０个条目；很少有教师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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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犯者多为儿童熟悉的人（４０２％），只有约１／２的教师在学校给学生讲过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对儿童进行
性侵犯（５９８％），和身体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被别人看和触摸（５２５％）；只有约１／４的教师回答曾参与过有
关预防儿童性侵犯的培训，或参与的培训包括了预防儿童性侵犯；大多数教师表示赞成在小学开展预防儿

童性侵犯教育（９１％）。对预防性侵犯教育持赞成态度和参与过培训，是教师开展预防性侵犯教育的促进因
素。结论：农村小学教师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知识有限，亟需对教师进行培训。

【关键词】　儿童性侵犯；知识；态度；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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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性侵犯（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ＣＳＡ），又称儿童性虐待，是指
使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参与其不能完全理解、无法表达知情同意、

或违反法律、或触犯社会禁忌的性活动［１］。儿童性侵犯包括身体

接触性侵犯和非身体接触性侵犯，如侵犯者触摸或抚弄儿童身体的

隐私部位、迫使儿童性挑逗式地触摸其身体、在儿童身上故意磨擦

其性器官、试图与儿童性交和强行与儿童性交（包括口交、阴道性

交和肛交）等。非身体接触性虐待包括侵犯者向儿童暴露自己的

生殖器、或在儿童面前手淫、或对儿童进行性挑逗等。

学校是儿童除家庭外度过时间最多的场所。作为儿童的教育

者和照顾者，在校园内，教师与儿童接触时间较多，对学生的安全保

护负有重要责任。性侵犯严重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教师对儿童

性侵犯问题的认识水平，对预防性侵犯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目

前，有关农村学校教师对儿童性侵犯问题认识的研究报告十分有

限。为了解农村小学教师对预防儿童性侵犯问题的认识，我们于

２０１４年３月在东北某农村地区同意参加这项调查的３所学校中，对
小学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调查在同意参加调查的３所学校中，共调查１４７名教师。
删除漏答题数超过１／１０和没有回答性别的问卷，进入数据统计

分析的问卷有１２２份，占被调查人数的８３％。女教师９５人，占
７７９％；年龄２６～５９岁，平均（４０９±７８）岁；文化程度以大专
为多，占５８２％。
１２　调查内容

根据研究目的、参考有关文献［２］、并在以往研究基础

上［３－５］编写本研究调查表。调查内容除一般人口学指标，主要

包括预防儿童性侵犯相关知识、态度和教育活动。知识题目１０
个，每个题目回答正确计１分，回答错误或未回答计０分，知识
题目总得分范围０～１０分。态度有７个题目，每个题目对学校
预防性侵犯教育表示赞成或同意的计１分，反之或回答“不知
道”或未回答的计０分，总得分范围０～７分。教育活动有８个
条目。对条目内容回答讲过的计１分，反之或没有回答的计０
分。总得分范围为０～８分。知识、态度和教育活动三个分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５８２、０７７２和０８１８。
１３　调查方法

在调查表首页，向参与调查人员说明儿童性侵犯的定义、填写

调查表方法及注意事项，并说明本调查为不记名，自愿参与。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算预防性侵犯知识回答正确、拥

有赞成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态度、以及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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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比例。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小学教师预防性侵

犯教育活动的影响因素。

"

　结果
２１　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知识

预防性侵犯知识１０个条目，全部回答正确的只有２人，占
１６％。有９２人能正确回答６～９个条目，占７５４％。被调查教

师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得分均值为６４分。总的看来，教师对
儿童性侵犯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但仍然存在误区。通过计算各

知识条目回答的正确率，我们看到，被调查教师中，主要对以下

问题缺少认识：侵犯者多为儿童熟悉的人、受害者身体上通常

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以及儿童报告的性侵犯几乎都是可信

的。见表１、表２。

表１　１２２名农村小学教师预防性侵犯知识、态度和教育活动得分分布

知识／技能／教育活动 得分及百分比 χ２

知识（０～１０） （０） （１～５） （６～９） （１０）

１６％ ２１３％ ７５４％ １６％ ６４±２０

态度（０－７） （０） （１～３） （４～６） （７）

３３％ １０７％ ５１６％ ３４４％ ５４±１８

教育活动（０－８） （０） （１～４） （５～７） （８）

３３％ ２７９％ ４５９％ ２３０％ ５４±２３

　　注：（）括号内数字为得分

表２　１２２名农村小学教师对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回答正确的人数及比例（％）

人数 ％

１儿童性侵犯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地 １１０ ９０２

２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多为儿童熟悉的人 ４９ ４０２

３对一个儿童进行过性侵犯的人，将很有可能再多次侵犯儿童 １０９ ８９３

４对于儿童性侵犯，是侵犯者的错 ９６ ７８７

５受到性侵犯的儿童通常不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４５ ３６９

６女性也有可能对儿童进行性侵犯 ７５ ６１５

７男孩也有可能受到性侵犯 ８９ ７３０

８性侵犯者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儿童告诉任何人 ７８ ６３９

９儿童报告说受到了性侵犯，几乎都是可信的 ３１ ２５４

１０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 １０３ ８４４

２２　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态度
对于预防性侵犯教育态度７个条目，均明确表示支持／赞

成／不担心的有４２人，占３４４％；对４～６个条目，明确表示支
持／赞成预防性侵犯教育的有６３人，占５１６％；所列举的７个条
目中均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赞成预防性侵犯教育的有４人，占
３３％；被调查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态度得分均值为５４分。见
表１。总的看来，大多数教师（９１％）赞成在小学开展预防性侵
犯教育。但仍有些教师（３６９％）担心预防性侵犯教育可能会
使儿童对“性”知道得太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或有教师

对此表示不确定（８２％）。
２３　 讲授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情况

对所列举的８个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条目，回答都讲过／有
过相应教育活动的有２８人，占２３％；４５９％讲过５～７个条目内
容。被调查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活动得分均值为５４分。见表
１。总的看来，相对于其他条目，回答给儿童讲过不能随便被人
看或摸隐私部位（５２５％）和熟悉的人也可能对儿童进行性侵
犯（５９８％）的教师较少；给儿童看过相关内容的书刊或音像制
品的教师更少，有２７９％。见表３。

表３　１２２名农村小学教师在学校给儿童讲过预防性侵犯知识的人数和比例（％）

题目 人数 ％

１人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被人看和摸 ６４ ５２５

２如果有人要看或摸你身体的隐私部位，要拒绝，并迅速离开 ８５ ６９７

３如果受到性侵犯应该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成人 ９０ ７３８

４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成人，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跟他走 １１４ ９３４

５给班级的孩子看过有关预防儿童性侵犯内容的书刊或光碟 ３４ ２７９

６不要独自会见在网络上认识的人。 １０８ ８８５

７若有性侵犯发生，不要保守这样的秘密，要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人 ８７ ７１３

８熟悉的人也可能对孩子进行性侵犯 ７３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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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教师接受预防儿童性侵犯相关知识培训情况
在１２２名被调查的教师中，有２４６％回答接受过有关预防儿童

性侵犯教育的培训、或培训内容中包含有预防儿童性侵犯内容。有

７９５％的教师表示愿意接受关于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的培训，
７７９％的教师表示愿意参加学校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工作。
２５　预防性侵犯教育活动影响因素

将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活动得分作为因变量，将教师预防

性侵犯知识、态度、教师性别（女＝１，男＝２）、年龄（２６～３９岁＝
１，４０～５９岁＝２）、文化程度（高中／大专 ＝１，大学／研究生 ＝２）
和参与培训状况（没参与过培训＝０，参与过培训＝１）作为自变
量，采用后退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师积极

地支持预防性侵犯教育态度、参与过相关培训、以及教师年资

高是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活动的促进因素。见表４。

表４　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活动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Ｕｎｓｄ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Ｂ ＳＥ Ｂ ｔ Ｓｉｇ

预防性侵犯教育态度 ０３８４ ０１１６ ０２９５ ３３１６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８２１ ０３７４ ０１７８ ２１９９ ００３０

参与培训 １０８１ ０４３５ ０２０５ ２４８５ ００１４

#

　讨论
本研究显示，教师对儿童性侵犯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主要

反映在对以下知识的了解，如多数教师能够认识到，侵犯者很

有可能对儿童再次实施性侵犯，侵犯者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性

侵犯的发生不是儿童的错等。但被调查教师对一些儿童性侵

犯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

的侵犯者多数是儿童熟悉的人，如在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显

示，基于受害者的报告，侵犯者为陌生人的有１１１％，多数为受
害者认识的人，这其中有亲戚、父亲／继父、家人的朋友、熟悉的
人或邻居、其他认识的人［６］。我国有研究人员在局部地区对青

少年学生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根据受害者的报告，性

侵犯的侵犯者多为儿童熟悉的人［７－９］。如在我国河北对１所中
专和１所大学的５２８名学生不记名问卷调查显示，性侵犯者多
为熟悉的人［７］。如在我国河北对１所中专和１所大学的５２８名
学生不记名问卷调查显示，性侵犯者多为熟悉的人［７］。孙严平

等［８］对某学院１３００多名学生调查结果显示，身体接触性虐待
者主要为熟人，侵犯者包括亲戚、邻居和老师。香港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ｏ－ｋｕｍＴａｎｇ［９］的研究显示，所报告的施虐者中，也是多数人为
受害者熟悉的人，在受害者认识的人当中，有朋友、家庭成员、

亲戚以及受害者的老师。本研究结果显示，只有４０２％的被调
查教师能认识到侵犯者中熟悉的人占多数。在我国，对幼儿教

师［１０］、学生家长［１１，１２］、学校卫生人员［３］和大学生［１３，１４］的调查结

果也显示出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足，提示我们需要提高公众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

有研究［１５－１７］显示，尽管侵犯者中大多数是男性，但女性侵

犯者确实存在。ＡｓｈｌｉｎｇＢｏｕｒｋｅ等对爱尔兰成年人的调查显示，
在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中，被女性侵害的有近６％［１６］。近年来，

人们对女性侵犯者问题的认识有了提高。Ｄｅｎｏｖ［１７］对受害者的
定性访谈显示，女性侵犯者对受害儿童的负向影响有药物滥

用、自我伤害、自杀、抑郁、愤怒、与女性关系紧张等问题。本研

究结果显示，只有６１５％的教师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对幼
儿教师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教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提示我们

要注意向教师讲解这一知识，儿童性侵犯的侵犯者中并非只有

男性，也有女性。

性侵犯受害儿童身体上通常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即使是

在一些性器官接触的性虐待事件中［１８，１９］。其原因，一是儿童性

侵犯有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接触的和非身体接触的性侵犯；二是

许多与虐待有关的损伤很快治愈，没有瘢痕或其他痕迹［２０］。本

次研究中，只有３６９％的教师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我国对
幼儿教师［１０］和小学生家长［１１］的调查结果显示，对这一问题的

答对率也很低。反映出公众和教师缺少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

识。提示我们在教师培训中要强调这一知识。

本研究还显示，尽管大多数教师对在学校开展预防性侵犯

教育表示支持，但仍有一些教师对此表示担心，担心此教育可

能会使孩子对“性”知道得太多而产生不好的影响，只有５４９％
的教师明确表示不担心。提示我们要让教师了解学校预防性

侵犯教育内容。最好在教育前与教师一起讨论教育内容和教

育方法，取得学校和教师的支持。

本研究中只有约１／４的教师回答接受过有关预防儿童性侵
犯教育或相关内容的培训。在被调查的教师中，有约８０％的教
师表示愿意参加预防性侵犯教育培训。提示我们需要加强对

教师预防性侵犯教育的培训，提高教师对预防儿童性侵犯问题

的认识，促进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

由于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只来自同意参加这项调查的３所
学校的１２２名教师，难以反映其他学校或其他地区教师对儿童
性侵犯问题的认识，其结果的外推要慎重。

致谢：向所有参与这项调查的教师表示最真诚的感谢！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为本研究提供了资助，本文只反

映作者的观点，不代表资助者的官方立场或政策（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ｕ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ｖｉｅｗ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ｅ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ｄｏ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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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健康知识认知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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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解国人对性健康、性知识的认知与了解情况及出现性功能障碍时的应对方式，在网
上进行问卷调查。方法：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对国人通过网络进行性健康认知调查。
结果：（１）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３０６０份调查；（２）在性健康常识方面，尽管８３５％被调查者了解抽烟喝酒
可以影响性功能，８８８％的人赞同“勃起功能障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表现，一旦出现，应咨询医生”，但当人们
的性生活出现不协调或困难时，高达６５６％人们选择网上搜寻治疗，甚至还有１１３％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该
怎么办；（３）在询问被调查者就医感受时，６５７％的人表示专业的医疗机构或部门少，１２５％的人表示曾经上当
受骗。结论：调查发现国人性健康认知情况不容乐观，还需进一步加强推广科普性健康教育。

【关键词】　性健康认知；健康教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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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医疗水平和人们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于
性健康的关注和需要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但由于我国传统

文化和历史等原因，我们的性健康知识教育一直做的不够。性

健康教育是一门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范畴

的研究，无论是青少年［１］、还是青年大学生［２］、甚至老年人［３，４］

都需要性健康教育。

为了解国人的性健康、性知识的认知与了解情况及出现性

功能障碍时的应对方式，更好的普及和推广正确的性健康知

识，引导国人寻求正规的就医途径，笔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问卷调查。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对国人通过网
络进行性健康认知问卷调查。

１２　调查内容
问卷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流行病学资

料调查，包括职业、性别、年龄等情况；第二部分为性认知情况

调查，了解国人对于常规性知识，如“哪些情况影响性能力等常

见知识”；第三部分为性行为相关情况调查，主要了解国人的

“性生活质量、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以及如何寻求帮助”等情况；

第四部分了解国人就医情况。

１３　统计及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所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录入分析，计算百分

比。

"

　结果
２１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３０６０份，使用 ＳＰＳＳ软件统计
分析。其中男性被调查者６９８％，女性占３０２％；工作族占
绝大多数，其中上班族、重体力打工者、轻体力打工者分别为

６２３％、１３４％和１４５％；年龄主要分布在２６～５５岁，也有
少部分未成年和老年男性；地域上包含了全国各个地区，主

要为二、三线城市（５１９％），高中以上学历占到９２２％。见
表１。

表１　基本背景情况

项目 例数 （％）

１职业

　在校学生／忙碌求学者 １８０ ５９

　打工／重体力工作者 ４０９ １３４

　办公室／久坐一族 １９０６ ６２３

　户外／轻体力工作者 ４４４ １４５

　退休／悠闲生活者 １２１ ３９

２性别

　男 ２１３７ ６９８

　女 ９２３ ３０１

３年龄

　未成年请勿入：１８岁以下 １１ ０３

　花花青年：１８～２５岁 ３８５ １２６

　实力绽放：２６～３５岁 １１８９ ３８９

　中流砥柱：３６～５５岁 １３４２ ４３９

　老当益壮：５６岁以上 １３３ ４３

４目前所在城市

　北京 ２７４ ９０

　上海及长三角洲 ２８４ ９２

　广州及珠三角洲 １９８ ６５

　其它省会城市 ７１７ ２３４

　其它二、三线城市 １５８７ ５１９

５教育程度

　研究生 ３９５ １３０

　大学本科 １３５０ ４４１

　高中或大专 １０７５ ３５１

　初中及以下 ２４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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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健康常识认知情况
这部分主要针对生活中常见的基本性健康知识，如如何看

待遗精、手淫是否正常、哪些因素影响勃起功能等加以调查。

尽管对部分基本知识，人们都有了很好的了解，如７８７％的人
认同“频繁遗精需要咨询医生，偶尔遗精是正常的”，但２６６％
的被调查者仍认为有手淫是不正常的性行为，也有不少人错误

的认为有性幻想就是邪念，或者男性夜间阴茎勃起是异常。见

表２。

表２　性健康常识认知情况

选项

如果您同意下面哪句观点，请打勾（多选）
例数 （％）

１频繁遗精需要咨询医生，偶尔遗精是正常的 ２４０７ ７８７

２手淫是不正常的性行为 ８１３ ２６６

３见到心仪的异性，产生性欲是邪恶的 １９１ ６２

４性幻想是思想不健康的表现 １３０ ４２

５男女拥抱可能导致女方怀孕 ４４ １４

６新婚后出现阴茎勃起困难与紧张等心理因素

有关
２０９８ ６８６

７男性阴茎勃起功能好，主要指勃起硬度好，与勃

起能维持的时间多长无关
７８８ ２５８

８夫妻性生活时间可长可短，只要能完成，都是

正常
１８２３ ５９６

９男性和女性不一样，不存在更年期 １７５ ５７

１０男性阴茎夜间出现勃起是不正常现象 ９０ ２９

１１男性出现阳痿，服用伟哥都是安全的 ３１８ １０４

１２艾滋病可以通过性生活传给自己性伴侣 ２６２４ ８５８

１３出现性功能不好，吃吃保健品就可以 １０３ ３４

１４超重与肥胖对性功能影响不大 ２１８ ７１

１５抽烟喝酒可以影响性功能 ２５５６ ８３５

１６血管病与性功能好坏关系密切 １８１８ ５９４

１７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不会影响性功能 ４０３ １３２

１８情志不舒、心情抑郁会影响性功能 ２５８０ ８４３

１９和谐的夫妻感情会增加性生活欲望 ２７３８ ８９５

２３　性生活质量调查
第三部分问卷主要了解人们认为哪些因素和性高潮有关。

当人们发生性生活不和谐时（勃起功能障碍或早泄），如何看待

以及如何处理。在影响性高潮因素方面，大多数网友认为男性

硬度（８６１％）、与伴侣营造强烈的亲密感觉（８３４％）、采用不
同的性体位（７５３％）、性爱频次（９００％）、单次性爱的时间长
度均与性高潮有关（６８３％）。而且绝大多数人们（８９２％）认
同性爱有益于健康。见表３。
２４　 就医体验

６５７％的被调查者表示专业的医疗机构或部门较少，
１２５％的人表示曾经就医上当受骗。

表３　性生活质量调查

题目与选项

如果您同意下面哪句观点，请打勾（多选）
例数 （％）

１哪些指标可能影响性高潮

　男性硬度 ２６３４ ８６１

　与伴侣营造强烈的亲密感觉 ２５５３ ８３４

　采用不同的性体位 ２３０５ ７５３

　性爱频次 １８８２ ９００

　单次性爱的时间长度 ２０９０ ６８３

２那些因素最影响您的性生活质量

　硬度 ２０４９ ６７０

　前戏 ２０１２ ６５８

　单次性爱的时长 １７２９ ５６５

　性爱的频次 １４０２ ４５８

　性伴侣的满意度 ２１０２ ６８７

３您的性爱体验，您对性爱的态度是怎样的？

　性爱有益于健康 ２７２８ ８９２

　良好性爱有助于解决两性间其它矛盾或者家庭和谐 ２７９３ ９１２

　良好的性爱会使人对生活充满期待 ２６５９ ８６９

　良好的性爱可使人懂得爱与感激 ２５８７ ８４５

　良好的性爱有利于提高自尊心 ２４１２ ７８８

４您获得性有关知识的主要途径

　百度或其他网上搜索 ２０３３ ６６４

　黄色影视录像 １２２４ ４００

　医生健康教育 １２６０ ４１２

　同事或者朋友指点 ４０４ １３２

　父母亲教育 ６７ ２２

　报刊图书 １８０９ ５９１

　自己探索 ２０１０ ６５７

５如果您性生活出现不协调或困难，您首选

　网上搜寻 ２００７ ６５６

　咨询同事 ２１１ ６９

　医疗机构就医 １５３２ ５０１

　到药店自行购药 ２８４ ９３

　不知道该怎么办 ３４７ １１３

#

　讨论
目前我国性健康教育普及度、重视度都不够，同时又因为

各地区及医院之间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学科建设

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５］，很多患者即使出现性健康相关问题，

如老年人，由于经济、综合自理能力、慢性病等原因的制约，有

就诊意识也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咨询和诊治，需要根据老年人

的需求给予个体化治疗［６］。为了解国人的性健康、性知识的认

知与了解情况及出现性功能障碍时的应对方式，更好的大力普

及和推广正确的男性健康知识，引导男性寻求正规的就医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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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笔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基本情况方面，本次调查的涉及面相对较广，工作族占

绝大多数，其中在校生５９％、重体力打工者１３４％、办公室职
员６２３％、轻体力劳动者１４５％、退休人员３９％；地域上包含
了全国各个地区，包括了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二三线城市

（５１９％）；年龄主要分布在２６～５５岁，也有少部分未成年和老
年男性；学历上包括了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等学历，其中

高中以上学历占到 ９２２％；男性被调查者 ６９８％，女性
占３０２％。

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性健康知识，男生比女生性

知识水平高；性态度处于不确定和中立态势，男生比女生开放；

有一定的性相关行为发生，男生比女生性活动参与得多［７］。性

别、专业、生活环境、性观念、性知识的掌握水平均对他们的性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要因人而异［８］。

本次调查由于无论从职业、地域、年龄、学历的性别方面，涵盖

均较全面，因此对今后的性健康教育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性健康常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医疗条件和大众

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于常规的性健康认知有了一定了解，如

７８７％的人认同“频繁遗精需要咨询医生，偶尔遗精是正常
的”，８３５％被调查者了解抽烟喝酒可以影响性功能，８８８％的
人赞同“勃起功能障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表现，一旦出现，应咨

询医生，全面评估、检查”，也有８９５％的被调查者认同和谐的
夫妻感情会增加性生活欲望，但仍有２６６％的被调查者认为有
手淫是不正常的性行为，也有不少人们错误的认为有性幻想就

是邪念或者男性夜间阴茎勃起是异常。尽管目前我们获取信

息的渠道很多，电视、网络、手机、报纸等，但胡海翔等［９］研究发

现，尽管我们获得生殖健康知识渠道多元化，但其生殖健康知

识知晓度较低。由此可见，大众对于基本性健康知识的了解还

远远不够。

性生活质量部分主要了解人们认为哪些因素和性高潮有

关，以及当人们发生性生活不和谐时（勃起功能障碍或早泄），

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处理。国内长沙有研究发现男性中认为性

生活不满意的达３４６％，女性中一半以上没有快感，认为大众
性生活问题较多，亟需宣传教育，以便建设和谐家庭［１０］。而女

性性高潮障碍的发生与年龄（≥４０岁）、难产、对居所满意度、绝
经、性交疼痛、配偶性功能障碍多种因素均相关［１１］。本次调查

在影响性高潮因素方面，大多数网友认为男性硬度（８６１％）、
与伴侣营造强烈的亲密感觉（８３４％）、采用不同的性体位
（７５３％）、性爱频次（９００％）、单次性爱的时间长度均与性高
潮有关（６８３％）。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大家关注的角度帮助
国人提高性生活质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被临床诊断加

远程辅助诊断的模式所取代，未来甚至可能发展到纯粹的远程

诊断治疗［１２］。但科技是把双刃剑，网上信息海量，而且鱼龙混

杂，普通人可能很难分辨真正有用的信息。如果不良医疗机构

与网络合谋，反而引导患者错误就医，容易引起更激烈的社会

矛盾［１３］。我们还发现绝大多数人们（８９２％）认同性爱有益于
健康。但当人们的性生活出现不协调或困难时，高达６５６％人
们选择网上搜寻治疗，甚至还有１１３％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
该怎么办。

一般民营医院收回投资通常５～８年，一些医疗机构以不
当手段过度医疗、非法医疗。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在询问被调

查者就医感受时，６５７％认为专业的医疗机构或部门少，１２５％
的人表示曾经上当受骗。许多患者没有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只有少数人会去寻求医师帮助，而绝大多数的人则通过自我诊

断，并采取食补、中成药、求助情趣用品等途径治疗，这从另外

一个层面说明，我国性健康科普教育工作现状不容乐观。

通过本次性健康认知情况调查，为我们了解国人性健康知

识水平、为更好的大力普及和推广正确的男性健康知识、为引

导大众寻求正规的就医途径提供了一些方向和建议。研究的

不足之处是本次样本量不够大，导致各种职业、学历、地域等人

群的调查者可能有所偏倚，进一步研究可以增大样本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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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性教育教材内容的时效性评估———以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藏书为例
卢梓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

【摘　要】　本文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为例，通过拟定性教育教材的时效性标准，对馆内性教育教材
的内容进行时效性评估，得出过时教材的具体情况，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性教育教材编写者提供相应建议。

【关键词】　性教育；性教育教材；教材研究；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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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１１　研究背景

性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性知识传授的教育。性教育

的内容包括性生理知识、性心理知识、性道德与性观念、性法制

知识等。目前在我国，性教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性知识

教育。尽管性教育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发展历史，但由于各种历

史、文化原因，在学生当中性教育长期缺位，使得我国青少年性

安全意识淡薄。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与西方性文化的

传入，学生性观念日趋开放。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系

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未婚先孕、未成年人实施强奸、艾滋病

患者低龄化等。广西未成年人卢某强行将未满１４岁的韦某拉
到家中奸淫三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①。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
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均增长率达 ３５％。截至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１５～２４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病人９１５２例②。频发的社会问题使得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关注甚至实践性教育，性教育教

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性教育教材的编写在我国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各地

方编写过一些性教育教材，并在小范围内推广，也有一些受欢

迎的个人编写的教材，但目前还没有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性教育

教材。这些教材编写年份不一，时间跨度较大。近年来性领域

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不少教材没有回应这些变化，或由

于年份久远，尚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因此，不少性教育教材

的内容存在过时的情况。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创建于１９１２年，是广东省级综合性公
共图书馆、国家一级图书馆，为民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面对

人民群众对性教育教材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应当对馆内相关藏书进行统计调查，及时调整藏书。另

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需要注意馆藏性教育教材的时效性问

题，及时下架严重过时的图书，以免误导读者。

１２　文献综述
国内专门针对性教育教材内容的研究极少，目前华东师范

大学的李婉、徐清清与邓金霞三人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李婉［１］选取了黑龙江省的《性健康教育》、北京的《性健康

导向》、江苏省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与预防艾滋病读本》与上

海的系列教材进行了横向分析比较，比较内容包括：编写目的、

教材内容、内容组织特色、编排结构、学习模式、语言文字表述、

插图和表格的运用、封面和板式的设计。此外，李婉也对国内

性教育教材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比较分析过后，李婉

认为黑龙江省的《性健康教育》虽比较保守，但毕竟是此领域的

先行者，带动了一大批性教育教材的编写；北京的《性健康导

向》活泼生动，贴近学生实际，对学生来说具有很大吸引力；江

苏省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与预防艾滋病读本》内容详实，着重

于艾滋病的预防。

徐清清与邓金霞都是研究美国的性教育课程标准与教材，

其中徐清清研究的是德克萨斯州的课程标准与教材《Ｔｅｅｎ

①

②

未成年人三次强奸幼女获刑三年．广西新闻网，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７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ｇｘ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ｓｔａｔｉｃｐａｇｅｓ／２０１６０９２７／ｎｅｗｇｘ５７ｅａ７ｆ５ｂ
－１５４６９７５４．ｓｈｔｍｌ
艾滋病低龄化现象需警惕．光明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ｈｔｔｐ：／／
ｄｉｆａｎｇ．ｇｍｗ．ｃ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００３３１４３．ｈｔｍ



·１４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Ｈｅａｌｔｈ》，邓金霞研究的是美国三套主流课程标准与教材《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徐清清［２］的研究表明，德州的性教育采用的是禁

欲教育模式，教材《ＴｅｅｎＨｅａｌｔｈ》是对这种教育模式的反映。徐
清清认为国内性教育教材编写应当先构建综合性的性教育体

系，根据课程标准指导教材编写，注重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形成

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整合的性教育体系。邓金霞［３］的研究表

明，教材《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ｌｌｎｅｓｓ》也是对禁欲教育模式的反映，教材
内容呈现螺旋式上升，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国内针对性教育状况的研究众多。昆明理工大学的谢

莹［４］分析了当前中国性教育面临的伦理难题，并提出了相应对

策。谢莹认为，中国性教育面临伦理难题的原因在于：性道德

的发展落后于性行为的更新，受到西方性文化和传统性道德的

影响，与市场经济与网络发展导致的性的物化、异化。对此，谢

莹认为应当更新性教育理念、重塑性道德、协调性知识教育与

性道德教育，构建政府－家庭 －学校 －社会四位一体的性教育
体系。

东北师范大学的吴薇［５］对中美两国的青少年性教育进行

了比较。美国的中小学性教育与社区有很深的联系，地方的自

主权较大，一般有明确的课时设置。而我国的性教育没有专门

的课时设置，性教育往往借助其他相关课程进行渗透。吴薇建

议我国的性教育应当要制定合适的性教育大纲，学校要设置系

统的性教育课程，编写符合学生趣味的性教育教材。

关于性教育的教育模式，国内的研究也比较多。

石国亮等［６］介绍了国外性教育的五种模式，分别是：安全

性教育模式、纯洁性教育模式、家庭性教育模式、同伴教育模式

和ＡＢＣ性教育活动模式（Ａ：避免婚前性行为；Ｂ：对配偶或一个
性伴侣保持忠贞、不搞性乱；Ｃ：正确使用安全套）。

蒋凌燕［７］分析了当代美国两种主流的性教育模式，分别是

综合性性教育模式和禁欲性教育模式。综合性性教育模式奉

行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应当保障青少年了解“性”的权利，因

此在倡导规避婚前性行为的同时，也会向学生介绍避孕方式。

而禁欲性教育模式奉行基督教传统价值观，认为婚内性交是唯

一合法的性行为，力图让学生对性感到羞耻。蒋凌燕认为目前

还不能判断这两种教育模式孰优孰劣。

方刚［８］则认为禁欲性教育模式经实践证明是无效的，综合

性性教育模式是一种妥协的性教育模式。方刚提倡赋权型性

教育模式，尊重学生对性的知情权，不回避敏感问题，而且敏感

问题更要多讲。李美玲等［９］分析了同伴教育模式的优势与现

状。他们认为同伴教育具有文化适应性、可接受性和经济性的

优点，国内进行过的同伴教育探索显示出这种教育模式十分有

效，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同伴教育来开展青少年性教育。

１３　研究意义
通过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现有的性教育教材进行时效

性评估，能够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基本掌握馆内性教育教材

藏书的情况，为以后的新书购置、旧书剔除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此次研究能够为其他研究者研究国内性教育教材的

演变提供借鉴，并让其他研究者快速了解国内已出版的性教育

教材的大致情况。此次研究所拟定的时效性标准也能为其他

研究者提供参考。

１４　研究对象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中的性

教育教材，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通过文献分析

法确定研究内容和评估标准，通过内容分析法来评估性教育教

材的时效性。

"

　性教育教材的统计数据与简要分析
２１　统计概况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３日，笔者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
藏书进行了筛查，以确定性教育教材的调查范围。筛查方法包

括电子检索与实地搜索。在图书馆的电子检索系统中以“ＴＩＴ
＝‘性教育’”字段来检索性教育教材，同时到外借图书藏书库
的Ｇ４（教育）书架进行搜索。由于闭架图书藏书库与保存本藏
书库无法进入，所以不进行实地搜索。筛查结果显示，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内大部分性教育教材归类于Ｇ类，少部分归类于
Ｒ类。在这３天内在馆性教育教材共计３７本，笔者对这些图书
进行了基本出版信息的登记，为对这些图书的简要分析提供原

始数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研究不会把青春期健康教育教材

以及与性教育有一定相关性的图书作为研究对象。青春期健

康教育固然会涉及到性生理、性心理教育，但与此同时会涉及

很多与性教育无关的心理健康教育，比如应对挫折、处理同伴

关系等。而有很多与性教育有一定相关性的图书也是如此，虽

然其中某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性生理、性心理知识，但掺杂了

太多与性教育无关的内容。这两种图书与本次研究相关性不

大，列入研究对象会转移研究重点，因此不研究这部分图书。

２２　性教育教材统计数据分析
对研究对象的简要数据分析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出版年

份、编者国籍、主要受众。以下是分析结果。

２２１　性教育教材出版年份
馆藏性教育教材出版年份在２０１０年及以后的有２２本，占

６０％，其中最近出版的是２０１６年；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有２
本，占５％；上世纪９０年代出版的有９本，占２４％；上世纪８０年
代出版的有４本，占１１％，其中最早出版的是１９８５年。

由此可以看出，馆内性教育教材超过半数在近六年内出

版，比较能贴近时代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有三成以上的性教

育教材是在上世纪末出版的，很可能已经严重过时。这部分教

材将会是研究的重点。

２２２　性教育教材编者国籍
馆藏性教育教材编者来自中国大陆的有２３本，占６２％；编

者来自台湾地区的有６本，占１６％；原作者为外国国籍，再翻译
成中文的有８本，占２２％。

由此可见，馆藏性教育教材超过六成由中国大陆的作者编

写，国人编写的书籍处于主流地位。由外国人编写的书籍则作

为重要补充，为读者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２２３　性教育教材主要受众分布
主要受众判定标准主要是根据图书的书名及简介，书名或

简介出现带有明确指向性的字段时，才做出相应的判定。馆藏

性教育教材主要受众为学生的有１９本，占５２％；主要受众为家
长的有４本，占１１％；主要受众为老师的有１２本，占３２％。另
外有２本图书其书名与简介没有出现带有明确指向性的字段，
因此算作无特定受众。

由此可以看出，馆藏性教育教材的受众大多预设为学生，

性教育教材的编著者们的编写思路主要着眼于学生，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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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理解为学生。与此同时，受众预设为老师的图书也有相

当的数量，可见编著者们也比较重视对性教育教学工作者提供

教学理论指导。但受众预设为家长的图书数量极少，可见编者

们没有对家长在性教育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

以上这种推测，并没有把图书馆采购员的意志考虑进去。

因此，以上推测完全有可能体现的是图书馆采购员在采购时的

偏好，而不能体现出性教育相关书籍编著者们的观点。不过因

为这些图书采购年份跨度太大，其相应的采购员已不可考，因

此笔者进行了如此推测，仅供参考。

２３　小结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初步统计与简要分析，笔者得出了以下

结论：（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内性教育教材数量较少，出版年
份较近，但有相当一部分在上世纪末出版。（２）这批性教育教
材主要有中国大陆的作者编著，外国人兼具。（３）这批性教育
教材预设受众主要是学生，老师兼具，家长的需求极少被考

虑到。

这三点结论以及相关原始统计数据能为接下来的时效性

评估提供重要参考。其中第１点结论及相应原始数据能够为研
究提供重点研究范围，而且能分析关键时间节点前后性教育教

材的变化。第２点结论及相应原始数据能够为比较国内国外性
教育教材提供参考。

#

　性教育教材内容的时效性评估
３１　时效性标准的拟定

本文要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现有的性教育教材进行时

效性评估，因此时效性的标准是此次研究的重中之重。性教育

教材的时效性评估目前国内鲜有研究，因此笔者在阅读了一定

的参考文献后，拟定了以下五条评估用参考依据。

３１１　对婚前性行为的表述
传统性道德禁止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俗称“守贞”，与此

同时，男性则鲜被要求杜绝婚前性行为。这种传统性道德至今

依然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同样是发生了婚前性行为，对女性的

负面评价往往高于男性，甚至有认为男性性成熟后迟迟没有发

生性行为是男子气概薄弱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对女

性婚前性行为的约束往往比男性要强［４］。然而这种做法很明

显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性教育教材当中

提倡女生拒绝婚前性行为，而又对男生没有相对应的要求时，

那么该书是过时的。

此参考依据的评估方法是关键字句筛查，如果被研究图书

出现了“守贞”、“避免婚前性行为”的相关字眼，则考量是否对

女生和男生都提了相对应的要求，或是否同时列举了婚前性行

为对男女双方的危害。

３１２　对性犯罪客体的理解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９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其中关键点

在于将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客体从“妇女”扩大到“他人”，即包括

男性在内。因此，笔者认为凡是在进行性安全教育时没有把此

条例纳入考虑范围，对男生也进行一定的性安全教育，那么该

书是过时的。

此参考依据的评估方法是关键字句筛查，如果被研究图书

出现了“性安全”的相关字眼，则分析是否对男生和女生都进行

了以可能被侵犯为前提的性安全教育。

３１３　预防艾滋病宣传的恐怖渲染
艾滋病预防宣传是当前国内性教育被普遍接受的形式之

一。出版年份较早的艾滋病预防教材倾向于宣传艾滋病的危

害，展示艾滋病的恐怖，触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以此来达到预

防艾滋病的结果。具体形式包括用图片、文字来展示和描述艾

滋病患者并发症的症状，案例分析来展现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遭

遇等［４］。１９９６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的高效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俗称“鸡尾酒疗法”），此后经临床实验证明对艾滋病

疗效显著。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鸡尾酒疗法的成

本逐步降低，已达到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程度。虽然此疗法具

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且不能彻底根除 ＨＩＶ病毒，但此疗法已
经能够大幅延长患者的寿命，有效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因此，

过分夸大艾滋病患者的症状是与客观事实存在矛盾的。而且

这种恐怖渲染也有污名化艾滋病患者之嫌，对减少乃至消除普

通民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毫无帮助。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性

教育教材在进行预防艾滋病宣传时使用了恐怖渲染，则该书是

过时的。

此参考依据的评估方法是筛查教材中是否出现以下两种

情况：①展示艾滋病患者症状的图片；②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其
列举的危害与客观事实不符，如认为艾滋病患者寿命很短且无

法治疗。

３１４　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２００１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

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１０］将自我和谐的同性恋从性变态条
目中删除。至此，在中国，（自我和谐的）同性恋不再是精神疾

病。同性恋非病化发生在２００１年，很多２００１年前后出版的性
教育教材依然对同性恋持有排斥态度，甚至会认为同性恋是疾

病，而这与《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
是冲突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被研究的图书对待同性恋的态

度是排斥、避免、抗拒的态度，那么该书是过时的。

此参考依据的评估方法是关键字句的筛查，主要关注的是

教材如何描述、评价“同性恋”，尤其关注是否将“同性恋”与“预

防”、“避免”、“性变态”、“性心理障碍”等能体现出编者认为同

性恋是精神疾病的词联系在一起。

３２　教材内容的时效性评估
根据上述五条时效性评估标准，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１日至 ２３

日，我对选定的性教育教材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３２１　对婚前性行为的表述
选定的性教育教材在面对婚前性行为这个话题时，大体上

有以下这６种情况：①对男女双方都提出了规避婚前性行为的
要求；②提出了规避婚前性行为，但没有明确对男女双方进行
要求；③强调婚前性行为对女性的危害；④强调婚前性行为对
男性的危害；⑤不明确要求规避婚前性行为；⑥没有提及婚前
性行为。以下是前５种情况的详细评估结果。
３２１１　对男女双方都提出了规避婚前性行为的要求

张明［１１］在《性教育学》中对婚前性行为做出了这样的评

价：“这种贞操观念并不仅指女性，男性随意和女性发生性关系

同样是不道德的、是违法的。所以青少年男女都应当保持自己

的童贞。”胡萍等［１２］的《门开了，何必翻窗：青少年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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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则分析了婚前性行为对男生和女生可能产生的危害。这

部分教材对男女双方都提出了规避婚前性行为的要求，虽然部

分观点如“婚前性行为是违法的”是有问题的，但至少没有过分

强调婚前性行为对某一性别的影响，淡化对另一性别的影响。

因此，这部分教材是不过时的。

３２１２　提出了规避婚前性行为，但没有明确对男女双方进行
要求

孟南奇［１３］在《青春健康同伴教育活动课程》中提出了规避

婚前性行为的要求，但没有男女之别，也没有提及婚前性行为

对男女双方的危害。类似的教材还有姜顺礼等的《男生女生大

不同》和董惠娟的《性心理新视野———青少年性心理与性危机

干预》。这部分教材也没有过分强调婚前性行为对某一性别的

影响，因此也不过时。

３２１３　强调婚前性行为对女性的危害
林敏［１４］在《苦涩的「禁果」———青春期性道德》中批评了封

建的贞操观，但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封建残余：“女子如果在婚前

失身了，往往会给婚姻这一终身大事带来阴影，陷入左右为难

的困境”；“在很多男性的潜意识里把女性的贞操看得是头等重

要”。田书义等［１５］在《性教育学》则只强调婚前性行为对女性

的危害：“‘婚前性行为’在我国被认为是不合乎道德的，是有损

于妇女的身心健康的。”这部分教材只强调婚前性行为对女性

的伤害，进而向女性施加压力，无形中传达了只有女性应该避

免婚前性行为的观念。这样的教材不符合时代发展，是过时的。

３２１４　强调婚前性行为对男性的危害
科列索夫［１６］在《性教育漫谈》中，在谈及婚前性行为的危

害时，大量地描述了对男性的危害。“男青年和成年男人的心

理发育不仅停止在蒙昧无知的水平，而且受到破坏。他们不能

理解自己的异性伙伴，他们同女人的交往时成功或是失败仅仅

取决于生理上适应或是不适应。”“有些男人由于缺乏认识女人

个性素质的能力，因而对女人的行为做出歪曲的判断，对其动

机也无法做出判断。”与此同时，此教材完全没有提及婚前性行

为对女性的影响。因此，此教材也是过时的。

３２１５　不明确要求规避婚前性行为
方刚［１７］在《性权与性别平等：学校性教育的新理念与新方

法》中认为“大学生、中学生的性活动也并不必然影响学业，关

键是如何处理，如何引导”。姜顺礼等［１８］在《男生女生大不同》

中的表述则为“过分强调贞操和纯洁的性教育，对于不太了解

性为何物的小朋友来说，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和心理伤害，

甚至造成社会问题”。这部分教材不强调规避婚前性行为，认

为过于看重“贞洁”，过于强调婚前性行为的危害，并不是好事。

到底能否允许婚前性行为是道德伦理学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至

少这部分教材没有只强调婚前性行为对某一性别的影响，因此

这些教材不过时。

没有提及婚前性行为的教材，有的是因为受众原因，还没

到需要讨论这一问题的阶段；有的是教材主题的原因，不会讨

论性道德话题。因此这些教材不能判断为过时。综上所述，在

这一项评估标准下，过时的教材为上述情况中的第三种与第四

种。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教材有６本，属于第四种情况的教材有
１本。过时的教材共７本，占总数的１８９２％。
３２２　对性犯罪客体的理解

选定的性教育教材在面对性犯罪这个话题时，大体上有以

下这六种情况：①同时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了性安全教育；②进行
性安全教育时没有明确提出对某个性别进行教育；③同时对男
生和女生进行了性安全教育，但性犯罪法律条例陈旧；④强调
对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男生的性安全教育一笔带过；⑤只对
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⑥没有提及性安全教育与性犯罪、性侵
犯。以下是前五种情况的详细评估结果。

３２２１　同时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了性安全教育
张超等［１９］在《漫画青春礮事》中有这么一段论述：“性骚扰

主要是女生会碰到，但是，男生也不是就一定遇不到，而且，也

可能由于你的忽略，产生严重的后果。”江汉声等［２０］编写的《性

教育》中则表述为“受害者不全是女性，男性也会遭受性虐待。”

这些教材明确提出要同时对男生和女生开展性安全教育，能有

效破除“只有女生会被性侵犯”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男

生的性安全意识。因此，这部分教材是符合时代发展的。

３２２２　进行性安全教育时没有明确提出对某个性别进行
教育

田书义等［２１］在《性教育学》中，在论述性安全教育的开展

时，受教育对象表述为“儿童”，论述过程中没有明确提出对某

个性别进行性安全教育。泽普、依莲娜·布吕莱的《性教育读

本》与邹宇华的《青春期性教育指南》的情况与之类似。这部分

教材没有明确提出在对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

男生的性安全教育，不利于破除国内民众的普遍错误观念。但

至少这部分教材没有过分强调只对女生开展性安全教育，因此

这些教材至少是不过时的。

３２２３　同时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了性安全教育，但性犯罪法律
条例陈旧

胡萍等［１２］的《门开了，何必翻窗：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读本》

同时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了性安全教育，但在介绍性犯罪类型

时，保留了已经被废除的嫖宿幼女罪。这本教材虽然核心观念

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但其性犯罪法律条例陈旧，所以依然是过

时的。

３２２４　强调对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男生的性安全教育一笔
带过

秦云峰等［２２］在《幼儿稚童有性吗：和家长谈儿童性教育》

中提到了男生被性侵犯的案例：“有的男孩子到个体书店去看

书，遭到老板的猥亵。”但其性安全教育的标题为“教给女孩子

自我保护能力”。贝圣爱等［２３］在《我知道的性知识》中对性侵

犯的客体描述是没有男女之别的，但选取的性侵犯案例中受害

者为女生，且通篇论述主要是针对女生的。这部分教材强调要

对女生开展性安全教育，虽然意识到了也应该对男生开展性安

全教育，但只是一笔带过。这样的教材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

展，是过时的。

３２２５　只对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
张明［２４］在《性教育学》中认为性犯罪的客体只是妇女，比

如流氓罪有关性犯罪的部分是“侮辱妇女、猥亵妇女”。陈树

恒［２５］在《诱人的误区———青春期性罪错》中同样认为性犯罪的

客体只是妇女，性安全教育的标题则为“少女的自我保护”。这

部分教材完全只意识到女生需要性安全教育，忽视男生的性安

全教育，使得受教育者容易疏于防范，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

这部分教材是过时的。

没有提及性侵犯的教材，有的是因为受众原因，还没到需

要讨论这一问题的阶段；有的是教材主题的原因，不会讨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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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因此这些教材不能判断为过时。综上所述，在这一项评

估标准下，过时的教材为上述情况中的第三种、第四种与第五

种。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教材有１本，属于第四种情况的教材有
４本，属于第五种情况的教材有５本。过时的教材共１０本，占
总数的２７０３％。
３２３　预防艾滋病宣传的恐怖渲染

选定的性教育教材在面对艾滋病预防宣传这个话题时，大

体上有以下这五种情况：①没有对ＨＩＶ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进
行污名化，也没有提倡传播其症状图片；②使用或提倡使用艾
滋病患者的症状图片进行恐怖渲染；③认为艾滋病十分严重，
死亡率很高；④没有讨论如何开展艾滋病预防的宣传工作；⑤
没有提及艾滋病。以下是前三种情况的详细评估结果。

３２３１　没有对ＨＩＶ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进行污名化，也没
有提倡传播其症状图片

方刚［２６］的《性权与性别平等：学校性教育的新理念与新方

法》中针对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有这么一段论述：“介绍性传播

疾病与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但是，要警惕不要因此把性污名

化。”这部分教材意识到进行防艾宣传时，要避免学生因此对性

产生错误认识，也要尊重 ＨＩＶ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因此，这
部分的教材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时效性很高。

３２３２　用或提倡使用艾滋病患者的症状图片进行恐怖渲染
董惠娟［２７］的《性心理新视野———青少年性心理与性危机干

预》中在提及防艾宣传时有这么一段论述：“我们可以通过制作

图片宣传栏的方式，告诉他们（大学生）性滥行为的危害———容

易感染艾滋病。”而贝圣爱等［２３］在《我知道的性知识》中直接使

用了大量艾滋病患者的症状图片，来恐吓受教育者（见图１）。
《我知道的性知识》是一本韩国作者原著，台湾译者翻译，以学龄

前儿童与小学生为主要受众的性教育教材。向这批学生传播这

样的恐怖图片，虽然能让学生认识到艾滋病十分严重，但也让学

生对性与艾滋病产生恐惧感。而且现如今“鸡尾酒疗法”已经能

够让ＨＩＶ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避免图中的症状，这种图片并没
有反映真实情况。因此，这部分教材是过时的，不符合时代发展。

图１　《我知道的性知识》中关于艾滋病的插图
图中对话框具体信息摘录如下：右上：“哇！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左下：

“好恐怖啊！太可怕了。”右下：“虽然在健康教育课有学过，可是没有想到真的这

么恐怖。”

３２３３　认为艾滋病十分严重，死亡率很高
田书义等［２８］在《性教育学》中针对艾滋病有这么一段论

述：“艾滋病即后天免疫缺乏综合征，这是一种严重且致命的疾

病。”张明［２９］在《性教育学》中也提到：“就艾滋病传染性而言，

并不非常高，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患者的死亡率则很高。”这两

本性教育教材都是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当时对艾滋病的治疗技术不
及现在，艾滋病确实是一种十分致命的疾病。但现在“鸡尾酒

疗法”的不断升级，已经能让 ＨＩＶ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病毒
水平低到无法检测，寿命接近正常人的水平。因此此两本教材

的这种观点已经严重过时，不适应时代发展了。

没有提及艾滋病或防艾手段的教材，有的是因为受众原

因，还没到需要讨论这一问题的阶段；有的是教材主题的原因，

不会讨论艾滋病。因此这些教材不能判断为过时。综上所述，

在这一项评估标准下，过时的教材为上述情况中的第二种与第

三种。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教材有２本，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教材
有２本。过时的教材共４本，占总数的１０８１％。
３２４　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选定的性教育教材在面对同性恋这个话题时，大体上有以

下这６种情况：①尊重、包容同性恋者或有此倾向；②无明确表
示对同性恋的态度；③有排斥同性恋的倾向；④认为同性恋是
一种精神疾病，是性变态；⑤书中同时出现对待同性恋基本相
反的态度；⑥没有提及同性恋。以下是对这６种情况的详细评
估结果。

３２４１　尊重、包容同性恋者或有此倾向
泽普等［３１］在《性教育读本》中，谈到“男生喜欢男生是否正

常”时，有这么一段论述：“没关系，你可以慢慢问自己，到底是

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最终，你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姜顺礼等［３３］对同性恋者也有这样的论述：“爱情是无法预测的，

必须懂得体谅、包容和信任。”这部分教材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是

包容、尊重，或表示出这样的倾向，体现了编者对少数群体的关

注与尊重，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３２４２　无明确表示对同性恋的态度
徐震雷等［３２］在《性教育学》中，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为基础，对同性恋进行了介绍。此
教材指出了同性恋者群体容易遇到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并

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教材没有表现出对同



·１５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２６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７

性恋的明确态度，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与 ＣＣＭＤ－３的论述。
这种做法至少没有将同性恋归入“病”和“罪”的行列，因此这部

分教材至少是不过时的。

３２４３　有排斥同性恋的倾向
金雪莲［３３］在《性教育从“零”开始———如何跟孩子谈“性”》

中对同性恋有这样的表述：“渐渐滑入了同性恋的阵营”。胡

萍［３４］在《善解童贞２：６－１３岁孩子的性发展与性教育》中描述青
少年同性恋的案例时，选取的是一名男孩认为自己的同性恋性取

向是“变态”而产生自杀倾向。这两本教材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

性恋是不正常的，但其用词与案例选取上体现出排斥同性恋的倾

向。这部分教材是不值得鼓励的，这些案例中的学生受到如此大

的压力，根本原因并不是其同性恋性取向，而是社会所灌输的错

误观念。这两本教材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反而使得读者对同性

恋产生错误的印象，因此这部分教材是过时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教材出版时，距离同性恋“去病化”

已经过了整整１０年。而且这两本教材的主要受众都是家长，占
了受众为家长的教材的一半。因此，笔者认为编者在写教材

时，为了迎合年纪较大、对同性恋接纳程度低的家长的观念，避

开了对同性恋的正面描述。

３２４４　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是性变态
刘彤等［３５］在《青春的困惑———青春期性心理》中对同性恋有

这样的描述：“同性恋是当今世界上涉及面最广的一种性变态。”；

“同性恋违背了性的自然规律”；“同性恋是中国文化传统所不能接

受的”。秦云峰等［３６］在《幼儿稚童有性吗：和家长谈儿童性教育》中

将同性恋的“成因”归结为“反性别抚养”，并且混淆跨性别者与同

性恋者的概念，认为其“难以逆转”、“有弊无益”。毕比等［３７］在《性

教育学》中提出“同性恋是一种越轨行为”，“需要精神医生的介

入”。这类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性变态的性教育教材不在少

数，而且基本还能被借阅。持有这类观点的教材都是上世纪出版

的，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发展，是严重过时的。

３２４５　书中同时出现对待同性恋基本相反的态度
江汉声等［３８］编写的《性教育》是由十数位专家学者针对某一

话题、章节进行编写，最后整理成册的。由于主编没有刻意统一各

方的观点，因此在一本教材中同时出现了对待同性恋基本相反的态

度。医学出身的周励志对同性恋有着科学的认识，尊重同性恋的主

体性，驳斥了不少常见的对待同性恋的刻板偏见。而社会学出身的

彭怀真强调对同性恋者进行“管理”：“容易产生同性间性行为的地

方，应当有更好的管理与娱乐设施，使无意于此种行为的人可免受

诱惑。”由于此教材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割裂的，因此无法简单判

断其是否过时，但也不建议继续在外借书库流通。

３２４６　没有提及同性恋
在以上这５种情况以外，还有１６本教材完全没有提及同性

恋的存在。这些教材没提及同性恋，看上去貌似看不出教材编

者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但实际上淡漠与无视也是对同性恋的一

种暴力。这些教材在话语上抹去同性恋的存在，剥夺其话语

权，对同性恋的伤害同样存在。因此，这部分教材也是过时的。

综上所述，在这一项评估标准下，过时的教材为上述情况

中的第三种、第四种和第六种。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教材有２本，
属于第四种情况的教材有６本，属于第六种情况的教材有１７
本。过时的教材共２５本，占总数的６７５７％。见图２。

图２　各评估标准下过时教材占比横向比较图

３３　小结
通过拟定的五条时效性标准，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过后，

笔者发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中的性教育教材主要在对

待同性恋的态度上是大多是过时的，其他部分大多能适应时代

的发展。其中有三本教材在三条或以上的评估标准中，被判定

为过时。因此这三本教材已经严重过时，需要特别关注。这三

本教材分别是《性教育学》（张明著）、《性教育学》（田书义、蔺

桂瑞、刘晓晴著）、《我知道的性知识》（贝圣爱、金大植、方明杰、

ｉｗｉ①、刘芸著）。
$

　结语
４１　研究成果
４１１　时效性标准

本次研究拟定的时效性标准，是在综合考虑时代发展与主

流价值观过后拟定的。这四条时效性标准较好地反映了性教育

当中的一些敏感问题，能为他人提供决策参考。其中图书馆管

理人员能用此标准来快速评估馆藏性教育教材的时效性，而性

教育教材编写者能避免在教材编写中出现过时内容。

４１２　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建议
本次研究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内筛选出了一批过时性

教育教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可根据过时教材的名单，对这

些教材进行处理。这些教材内容过时，不适宜继续被普通读者

借阅，因此应当及时从外借书库下架。但它们依然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能让研究者了解国内性教育教材的发展轨迹，更好地

① 《我知道的性知识》原由韩国作者写成，由台湾地区的译者翻译，

ｉｗｉ为译者的笔名，真实姓名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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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如今性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这部分教材可以归类至闭

架书库、保存书库，方便研究者们查阅。

４１３　给性教育教材编写者的建议
性教育教材编写者应当特别注意时效性标准中提及的这４

种情况：①编写者们应当意识到，婚前性行为不是只对女性或
男性有危害，也不是只有女性或男性需要为拒绝婚前性行为负

责。因此，编写者们如果希望学生规避婚前性行为，那么不应

当只强调婚前性行为对女生的伤害，男女双方都应该承担起相

应的责任。②编写者们应该在对女生进行性安全教育的同时，
重视长期被忽略的男生性安全教育。只强调女生的性安全教

育，会使得男生的家长与男生放松警惕，而性侵犯对男生的伤

害丝毫不比对女生的少。③编写者们应当避免在艾滋病预防
宣传时夸大艾滋病的危害，或直接展示艾滋病患者症状的图

片。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使得受教育者快速认识到艾滋病的严

重性，但会使其形成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产生对性的恐惧感，

且有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进行污名化之嫌。④编
写者们应当意识到受教育者除了主流性多数，还存在着性少数

群体。认为同性恋是疾病、反自然、心理障碍，都是严重过时的

看法，是对同性恋者的污名。而且性教育不能只是面向性多数

的教育，性少数群体的内容应当得到覆盖，对这一群体的避之

不谈一样是对他们的暴力。以上这些内容，都是今后的性教育

教材编写者们需要注意的。

４２　不足与改进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次研究对教材的时效

性分析仅针对四条标准来进行，然而性教育教材的过时还能通

过其他方面体现出来。比如很多性教育教材只关注性生理知

识，忽视其他性知识［４］；很多性教育教材的编写理念是青春期

教育，因而把很多与性无关的内容编进教材；性教育教材的性

别刻板印象也十分严重，很多教材明确指出要培养合乎社会规

范的男性与女性，等等。这些内容，本次研究由于精力与能力

问题，没有予以考虑。其次，本次研究更多地只是列举性教育

教材的过时内容，较少对过时教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比较，缺

乏量化数据。再次，性教育的受教育对象不仅仅是青少年学

生，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性教育都应该发挥其作用。残疾人与

老年人也同样有享受性、接受性教育的权利。这些内容，本次

研究没有予以考虑。

其他研究者及笔者在以后的性教育教材研究中，可以针对

本次研究的这些不足之处，进行改进，来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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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报道对同性恋出柜的影响研究
陈官钧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近年，同志报道涌入公众视野，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认知。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
法，从同志报道“接触时间”、“阅读数量”、“价值倾向”三个变量，研究同志报道对同性恋出柜的影响效果。

从调查结果可知：（１）接触同志报道越早，越容易产生出柜想法；（２）阅读次数并不能直接影响其出柜想法与
出柜行为；（３）同性恋对于同志报道会有选择性接触，他们更愿意选择跟自身观点相符的价值倾向；（４）同志
报道在出柜想法上会有刺激和累积作用，它促使出柜意愿更强烈，但其影响仅停留在想法层面上。换言之，

出柜想法和出柜行为呈现割裂关系，媒介报道只是在想法上有刺激性作用，并不能左右出柜行为。

【关键词】　同志报道；同性恋出柜；出柜想法；出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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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在中国，同性恋作为一种现象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但中国

讲究阴阳调和、崇尚生育文化，同性恋往往被看作是对传统家

庭观念和世俗价值取向的颠覆，而有意识地被屏蔽和边缘化。

近年来，同性恋群体与同性恋话题也开始逐步走向公开

化，曾经对这一领域“避而远之”的媒体也开始争先报道同性

恋。秋白事件、中大大学生毕业礼出柜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

论，同性恋群体不再是隐匿的状态，开始逐渐成为公开维护自

身权益的群体。另外，许多另类媒体“通过社群内部的文化建

设和社群支持，同时超越社群与大众媒体合作，开展多种形式

的公众传播，推动‘同志’文化的大众化和提高社群的可见

度”［１］。那么角度各异、渠道多样的同志报道是否对同性恋的

出柜产生影响呢？若有，其影响体现在何处？这便是本文要研

究和探讨的问题。

"

　文献回顾
“出柜”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９年荷兰精神分析学家森

格斯的著作中，用来指“自我接受”。从文献来看，出柜主要受

“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影响［２］。王晴锋在《“出柜”的含

义嬗变、理论阐释及经验研究》一文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出

柜”指同性恋者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并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

的过程［３］。他又在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中提

到在儒家文化圈中，家庭在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４］。中国

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身份属性来自其家庭、亲属系统而不是

性爱对象的选择”。由于文化偏见、社会污名和大众猎奇等诸

多原因，很多同性恋者由此形成了“认同而不出柜的生存状

态”［５］。林逸祥、孙?、王韦婷的《影响同性恋者公开性取向

相关因素探讨之量表确认》中认为若环境能提供较友善的支持

时，同志能获得较好的适应。反之，同志则选择隐瞒自己的身

份［６］。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对同志报道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

响，媒体开始报道和讨论关于“出柜”等话题［７］。而这些报道是

否对“同志”出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将是我们研究的

重点。

目前的研究几乎没有将出柜研究纳入传播学范畴，本文结

合传播学的涵化理论、效果理论来研究媒介报道对出柜想法与

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正是传播学研究同性恋领域的空白，同时

也对研究者提出挑战。

#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问题

涵化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具有“缓慢且累积的效应”，通过长

时间的潜移默化，虽然未必直接改变受众的态度或行为，但却

塑造了受众对所处社会的认知和观念［８］。因此，本文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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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想法层面、行为层面。本文研究

的问题是同志报道对同性恋出柜的影响。

３２　研究变量
本文从同性恋对同志报道的“接触时间”、“阅读次数”、“价

值倾向”三个变量入手，研究其对同性恋出柜的影响程度。

接触时间：培养理论针对的是长时间暴露在某一议题下的

受众。同性恋对同志报道的接触时间越长，也许越容易受到报

道的影响。尤其是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由于缺乏公开、充足的

信息，同性恋只能通过同志报道帮助其身份确认。

阅读次数：接触时间描述的是时间长度，而阅读次数描述

的是空间密度。阅读次数会影响着同性恋对自我全面的、深入

的认知。

价值倾向：时间和次数从“量”的角度入手，而价值倾向则

从“质”的角度入手。报道所寓含的思想、价值体现着主流社会

的集体认知，这一认知对于同性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

当他们出柜时，如果社会环境越开放，他们的出柜意图越强［９］。

因此，本文将价值倾向分为“正面”、“负面”两个维度，分别研究

其影响效果。

３３　研究假设
接触时间：假设１：同性恋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越早，他们

的出柜想法越强烈；假设２：同性恋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越早，
他们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阅读次数：假设３：同性恋阅读同志报道的次数越多，他们
的出柜想法越强烈；假设４：同性恋阅读同志报道的次数越多，
他们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价值倾向：假设５：同性恋阅读的同志报道越正面，他们的
出柜想法越强烈；假设６：同性恋阅读的同志报道越正面，他们
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３４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

首先是问卷的设置：纵观国内外研究，同志报道对同性恋

出柜的影响研究一片空白，因此本研究的借鉴内容较窄。为了

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笔者分发了两次问卷。第一份问卷主要

研究以上三个变量是否有效，以及六个假设是否成立。该问卷

的问题设置较为浅层和泛化，主要想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果。

第二份问卷主要起验证结果和深入研究的作用。第二份问卷

的问题设置主要是针对第一份问卷存在的不足以及显露的新

问题，并增加对同志报道与出柜更深入的问题。两份问卷相互

承接，共同支撑研究成果。

其次是问卷的发放：虽然同性恋群体广泛存在，但是该群

体具有隐匿性，所以问卷的发放主要采取“滚雪球”的方式，通

过社会关系网进行样本扩散。

最后是深度访谈：问卷调查能够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但往

往缺乏深度，不能准确挖掘研究群体的真实想法。因此本研究

结合深度访谈法，依托同性恋好友关系网，采取便利抽样的方

式，探究同志报道对其出柜的影响程度，以及研究其对出柜行

为的认知与评价。

$

　数据分析
４１　两份问卷基本情况

第一次问卷：参与调查的男性１２９人，女性１６７人；其中包
括异性恋１２２人，同性恋１２５人，双性恋４９人；所有参与问卷调

查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１９～２５周岁；在１７４个同性恋和双性恋
的样本当中，有２９人从未阅读过同志报道，１４５人每周都会阅
读一次以上的同志报道；对于所阅读的同志报道的价值倾向，

３４４８％的同性恋和双性恋持中立的态度，４７１２％的同性恋和
双性恋认为他们所阅读的同志报道呈现出正面的价值倾向；

６６６７％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认为同志报道对他们的出柜有影响。
第二次问卷：该问卷只针对同性恋发放，共有９９人参与调

查，其中同性恋６８人，双性恋３１人；其中男性３６人，女性 ６３
人；其中单身４１人，处于暧昧中１２人，恋爱中４６人；６５人已经
主动出柜，而３４人还没有出柜行为。
４２　第一次问卷的结果分析

在“接触时间”方面，最初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和产生出柜

想法的时期（Ｐ≤００１，ｒ＝０９５４）呈现显著性高度相关，这表明
越早接触同志报道的人群产生出柜想法的时期越早。

在“同志报道的阅读次数”上，阅读次数与出柜想法之间无

论在加剧还是削弱上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阅读次数加剧出柜

想法的相关性要大于削弱出柜想法。换言之，与削弱出柜想法

相比，阅读次数对同志报道加剧出柜想法的影响更强。同时，

研究发现，同志报道阅读的次数会影响到出柜行为，但是对出

柜意愿的影响要大于实际出柜行为。

在“同志报道的价值倾向”方面，数据显示，“同志报道加剧

出柜想法”和“同志报道的价值倾向”具有显著性高度相关（Ｐ
≤００１，ｒ＝０９５０）。研究表明，看过正面报道的同性恋认为正
面报道会增加他们的出柜意愿，但当他们看到负面报道时，他

们认为自身对负面的同志报道产生抵抗和免疫的心理，这些报

道并不会削弱他们的出柜想法。

根据第一份调查问卷可暂时得出结论：同性恋对于同志报

道会有选择性接触，他们更愿意选择符合自身原有价值观的同

志报道，产生出柜想法的时间要先于受同志报道影响的时间。

此外，出柜想法和实际行为呈现割裂的关系，媒介报道只是在

想法上具有刺激性作用，并不能左右同性恋的出柜行为。

４３　第二次问卷的结果分析
本问卷针对第一份问卷结果设置了三个验证性问题，其结

果如下：（１）选择性接触：８２８２％的同性恋者认为，当他们产生
出柜想法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地阅读相关同志报道，

表明其对文本具有选择性接触。（２）出柜想法与行为的割裂：
数据显示，在“同志报道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出柜想法层面，并未

影响出柜行为”上，７９７７％的同性恋或双性恋同意这个观点。
结合第一次的问卷，得出结论的是，同志出柜的想法和行为实

际上是割裂的，媒介报道对出柜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

响，它在出柜想法上会有刺激和积累作用，促使出柜想法在其

脑海中形成更加强烈的意愿［１０］。（３）在第一份问卷中，根据皮
尔逊相关分析，最初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和产生出柜想法的时

期（Ｐ≤００１，ｒ＝０９５４）呈现显著性高度相关，越早接触同志报
道的人群产生出柜想法的时期越早。但是本文并没有排除其

他因素对于同志产生出柜想法的影响，于是在第二份问卷中，

２５５２％的同性恋和双性恋对于“我认为接触同志报道越早，我
越容易产生出柜想法”观点持中立态度，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

的占４２４２％，要高于３２３２％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群体。因
此，结合两份问卷，可得出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越早越容易产

生出柜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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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对出柜行为的影响因素做了调查，情况如图１所
示，在９９份有效问卷中，经济是否独立、恋爱状况和传统婚姻压
力是导致同性恋或者双性恋出柜的主要三个因素，同志报道对

出柜行为的影响只占样本总量的２６１５％。可见，同志报道对
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环境感知等起了一定重要［１１］，这也证明

了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４４　深度访谈
本文选取了２０～３０岁的６名女性和５名男性，包括本科

生、硕士和已经参加工作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群体样本。主要

询问了他们的恋爱状况、出柜情况和是否阅读过同志报道及阅

读的次数，主要讨论同志报道对其出柜的影响。见表１。
图１　同性恋出柜的影响因素统计图

表１　同志报道对出柜的影响

基本信息 恋爱状况 出柜情况 是否阅读过同志报道及次数 同志报道对出柜有无影响及主要体现的方面

女，同性恋，２３岁，法学，硕士 暧昧中 朋友，陌生人
阅读过，通过社交网站和

订阅号

有影响，体现在想法上。

同志报道对我出柜有参考意义。

女，同性恋，２１岁，广播电视新
闻，本科

恋爱
父母好友及部

分老师

阅读的挺多，加入了同志

交流群，其次通过微博

无太大影响，出柜主要是自己本身的行为，但对于父

母产生了影响，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行为。

女，双性恋，２２岁，社会工作专
业，硕士

单身
关 系 密 切 的

朋友
阅读过，通过拉拉公众号

无太大影响，出柜这件事是你要和女生在一起必然

会做的事情，但名人的例子或者别人国家的例子不

如身边人的小事来得有力。

女，同性恋，２６岁，摄影师，本科 单身
对母亲和朋友

出柜，单亲家庭

阅读过，主要通过互联

网、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有影响，体现在行为上。

深刻地认同了自己，从正面报道中得到了更多的

勇气。

女，同性恋，２７岁，国际经济与
贸易，本科

恋爱
对 部 分 朋 友

出柜
很少阅读，通过微博 不会产生影响。

女，同性恋，２９岁，公务员，本科 单身 未出柜
阅读过，主要通过网络新

媒体

有影响，体现在想法上。

主要是给予了勇气。

男，同性恋，２５岁，纺织工程，
本科

单身 父母，朋友 经常阅读，一周４次
有影响，体现在想法上。

看到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地认识自己。

男，同性恋，２０岁，材料，本科 暧昧中 朋友
经常阅读，每两三天看到

一次

有影响，主要体现在想法上。

不会考虑跟父母出柜。

男，同性恋，２５岁，会计，硕士 恋爱 未出柜 很少阅读 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出柜。

男，同性恋，３０岁，人文社科，
硕士

单身 未出柜 很少阅读，不会主动搜索 有影响，主要体现在想法上，暂时没有出柜的冲动。

男，同性恋，２４岁，新闻，硕士 暧昧中 未出柜 阅读过，通过微信公众号
有影响，主要体现在想法上，出柜要到万不得已的

时候。

　　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发现：（１）大多数的受访者都阅读过同
志报道，主要是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其中，女性受

访者对于同志报道的了解要大于男性受访者。（２）与男性相
比，女性对待出柜更加感性化。大多数女性受访者认为出柜受

到自身的恋爱情况影响更大，同志报道可能会给她们带来一些

认同感、勇气和参考价值，但是出柜这项行为的最终结果还是

因为她们更愿意接受真实的自我［１２］。而男性受访者则更多地

认为同志报道会对他们想法上产生的影响要大于行为上的影

响，但他们对出柜的行为大多持有保守与理性的观念，他们更

加倾向不出柜。（３）受访者认为同志报道可能会对别人的出柜
想法产生影响，对于自身而言，身边人的出柜更能对自己的行

为产生影响。同志报道还不能成为出柜的最终因素，因为出柜

是一个很严肃、关乎整个家庭的事情［１３］。

%

　研究结果综述
根据调查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１）同性恋接触同志报道

越早，越容易产生出柜想法。（２）阅读次数并不能直接影响其
出柜想法与出柜行为。甚至从后续研究中得出，阅读次数反而

受出柜意愿强弱影响，出柜意愿越强，同性恋主动阅读同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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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次数越多。（３）同性恋对于同志报道会有选择性接触，他
们更愿意选择跟自身观点相符的价值倾向。换言之，他们的出

柜想法先于同志报道的影响。（４）同志报道在出柜想法上会有
刺激和累积作用，它促使出柜意愿更加强烈，但其影响仅停留

在想法层面上。换言之，出柜想法和出柜行为呈现割裂关系，

媒介报道只是在想法上有刺激性作用，并不能左右出柜行为，

所以关于同志报道对出柜的行为层面上的假设均不成立。见

表２。

表２　据调查结果所得出的结论

研究假设 调查结果 结论

接触时间

假设１ 同性恋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越早，他们的出柜想法越强烈 成立

假设２ 同性恋接触同志报道的时间越早，他们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不成立

阅读次数

假设３ 同性恋阅读同志报道的次数越多，他们的出柜想法越强烈 不成立

假设４ 同性恋阅读同志报道的次数越多，他们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不成立

价值倾向

假设５ 同性恋阅读的同志报道越正面，他们的出柜想法越强烈 成立

假设６ 同性恋阅读的同志报道越正面，他们越容易产生出柜行为 不成立

&

　研究反思与结语
本次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研究样本数量不够充

足。这受两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同性恋隐匿的生存状态［１４］。

同志群体承受较大的社会压力，常使自己处于一种较为隐匿的

状态［１５］。因而，本研究只能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来发放问卷来扩

大样本容量，通过身边已出柜的同性恋和双性恋朋友为起点进

行扩散，逐渐扩大研究样本。但该方式并不能涵盖不同年龄

段、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同志群体当中，所以导致采集的数

量不够充足，样本类型较为狭窄。其次是自我保护意识强烈。

同志群体较为排斥调查，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一个较为困难

的过程［１６］。特别是在深度访谈的过程中，要使他们毫无芥蒂地

表达自我必须要做到足够了解和足够真诚。第二个是，同志出

柜想法是先于还是后于同志报道难界定。根据涵化理论，媒介

效果是在长期、大量的媒介接触后产生的［１７］。对于同性恋来

说，他们对出柜影响的归因会受到其他要素的干扰，对于他们

和笔者来说，出柜想法与同志报道影响的先后关系难界定。

从目前的社会认知来看，同性恋议题是一个反常态的议

题［１８］。不管报道的议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不仅对公众认

知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出柜等也会产生

影响，因此，各方要合理利用新闻报道开展同性恋援助的相关

工作，尤其是其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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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尿道异物１例的性心理分析及文献复习
宋勇波

孝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　通过治疗１例男性尿道异物患者，结合既往尿道异物患者治疗相关文献，分析此类患者的
临床资料，不同尿道异物伤需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术后必要的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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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异物多为需急诊处理的泌尿外科疾病。虽然病史明
确，诊断不难，但因为患者多伴有性心理障碍，故处理需因人因

病而异。本院收治１例男性尿道异物患者，现报告如下。
!

　病例报告
患者男性，３１岁，已婚已育，因尿道置入异物６ｈ入院。患

者自诉６ｈ前自尿道口置入异物（不锈钢筷子）后，出现疼痛，欲
自行拔出未能成功，当地医院接诊未行处理，排尿１次，伴疼痛，
急诊转来我院。

体检：腹软，无明显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未触及

明显包块，Ｍｕｒｐｈｙ征阴性，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双肾
区无叩击痛，耻骨上区未及充盈膀胱，尿道外口未见明显异常，

会阴部距肛门约４ｃｍ处可及异物端，触痛明显。入院后行腹部
ＣＴ示尿道及盆腔异物，异物呈长条形，由尿道穿过前列腺经膀
胱颈底部到达骶前，盆腔端距骶前约１ｃｍ，会阴端较盆腔端稍
粗，可能位于尿道（见图１、图２、图３）。请普外科会诊，考虑患
者ＣＴ未见明显盆腔积液及积气征，肠道损伤可能性小，急诊行
肠镜未见明显异常。术前血常规、肝肾功能、血凝检查、心电图

及胸片均正常。

手术备选方案：（１）经会阴尿道切开 ＋异物取出术；（２）膀
胱镜检查＋异物取出术；（３）腹腔镜探查 ＋异物取出术；（４）剖
腹探查＋异物取出术。术前讨论；

术前讨论：考虑患者置入异物为筷子，膀胱镜下无法夹持

拔出，拟行经会阴尿道切开 ＋异物取出术，如术中出现拔出困
难或拔出后尿道、盆腔器官出血则行进一步探查手术。

手术经过：完善相关术前准备，急诊行会阴部切开，分离尿

道，于尿道最突出部位切开，可见异物一端，夹持住异物，往外

拔出少许，未见明显出血，顺势拔出完整异物（图４）。由尿道外
口置入膀胱镜通过切开处顺利到达膀胱，镜检膀胱内无异常，

退镜至前列腺尿道部可见尿道黏膜稍毛糙，未见明显出血。直

视下行耻骨上膀胱穿刺造瘘并留置膀胱造瘘管，退出膀胱镜并

留置导丝，顺导丝留置导尿管，吻合尿道切口。术后第２ｄ复查
盆腔，ＣＴ未见明显积血及积气，术后１周拔除膀胱造瘘管，术后
２周拔除尿管，患者排尿通畅，无特殊不适。

图１　异物正面显影　　　　　图２　异物侧面显影之一

图３　异物侧面显影之二　　　图４　手术取出的金属筷条

"

　分析与讨论
泌尿系统内异物以膀胱内多见，男女均可见，尿道异物多

见于男性，中青年多见。大多病例源于对性、生殖器官好奇及

手淫等自行置入。异物种类较多，塑料及玻璃制品常见，多为

生活中常用物品，亦可见金属电线、树枝、树叶、缝衣针、水银体

温计、部分导尿管、铁钉、牙签、泥鳅、水蛭等少见物；女性膀胱

异物常见子宫内节育环移位至膀胱，或由尿道置入膀胱内异物。

阴茎及尿道异物伤属非正常自慰行为致伤，患者多伴有心

理障碍，术后心理疏导及治疗非常必要。自慰是采取自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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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宣泄性欲的一种正常性行为，适度合理的自慰是一种合

理的解除性紧张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益人们的身心健康。非

正常自慰是人们使用某些物件对阴道、尿道或肛门进行异位操

作，又称替代性自慰、偏离性自慰、自残式自慰、离奇式自慰等。

非正常自慰者多为独居者，中青年男性偏多，文化层次不等，异

物种类多样，患者大多存在变态心理，且经常进行非正常自

慰［１］，甚至有非正常自慰导致死亡的病例报道。

尿道异物多造成泌尿系损伤，导致一系列临床症状。大多

症状与置入异物的性质、形状、大小、位置、置入时间的长短、是

否继发感染及相应并发症如结石、梗阻等有关［２］。多表现为尿

频、尿急、尿痛、血尿、排尿困难、尿潴留等。尿道异物早期多表

现为尿痛、血尿及排尿困难而急诊就医，若能及时准确采集病

史，大多能明确诊断，尿道异物易继发感染，严重时可导致脓毒

血症、周围脓肿、尿瘘、尿道狭窄以及邻近脏器损伤。

膀胱异物临床表现主要为尿频、尿急、尿痛及血尿等膀胱

刺激征，也可出现排尿困难、排尿中断或下腹痛等［３］。膀胱异

物的并发症常见是膀胱炎和结石，慢性刺激易诱发膀胱肿瘤

（鳞癌）。膀胱异物还可导致膀胱穿孔、膀胱周围脓肿；严重时

可发生肾盂肾炎、膀胱阴道瘘、腹膜炎甚至脓毒血症等［４］。

目前影像学检查可提供较为明确的诊断依据。Ｂ超、Ｘ线、
ＣＴ等无创技术能较早的明确诊断，并为后期临床治疗方案的选
择提供依据。膀胱尿道镜检则能明确诊断，亦可直接治疗疾病。

膀胱及尿道异物临床常用治疗方法［３，５－７］：（１）经尿道膀胱镜
下异物取出术：膀胱异物或可推入膀胱内的尿道异物，膀胱镜下可

用异物钳将塑料、电线等类异物一端钳夹顺势拉出；（２）尿道切开
取异物：内窥镜下取出困难，粗糙异物或嵌入尿道内异物但未造成

其他脏器损伤者；（３）膀胱切开取异物：内窥镜下取出困难，异物停
留时间过长致结石形成、异物打结缠绕等；（４）剖腹探查：异物穿透
膀胱或尿道，合并其他脏器损伤者。临床也曾报道尿道软扩张下异

物随尿液排出的无创处理方法［８］。处理尿道或膀胱异物如有尿道

损伤需后期随访，酌情行尿道扩张以预防尿道狭窄。

现代医学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类病例早期诊
断、正确早期治疗对预后较重要，后期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以及精神

健康的关注同样重要。医务工作者难以详细采集患者真实病史，仅

能在意外发生后处理相应问题，后期难以随访并行相关健康教育。

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应带个人情绪及个人价值观，切忌歧视或

嘲讽患者，尽量做到让患者克服自卑及悲观情绪，客观公正地对待

患者及所患疾病，并将医学、伦理及社会相关理论应用于诊疗过程

中，认可患者的相关价值，根据膀胱尿道异物的种类进行相应的个

体化诊疗，治疗疾病本身的同时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９，１０］。同时，

我们需要有预防此类疾病的意识，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性文化及性知

识的教育与普及，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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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顺时养生的角度讲，五月九毒，远离房事，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这么绝对，更没有这么可
怕。主要在于提醒男性夏日房事要注意节制，以保存阳气、固守阴精，从而达到“长生久视”的养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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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五月九毒日”，很多男士首先觉得好奇，继而感到恐
惧，进而影响夫妻生活。笔者不揣简陋，试从房事养生的角度

谈谈“五月九毒日”的是是非非，以及房事养生的正确之道，以

求证于同道。

!

　“五月九毒日”原义是指房事的忌日
《素女经》［１］说：“五月十六日天地牡牝（交合之义）日，不

可行房，犯之不出三年必死。”《四民月令》［２］曰：“五月是曰仲

夏，是月也，至之日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内

外。”所谓“五月九毒日”是指农历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

十六、十七以及廿五、廿六、廿七，此九天为“天地交泰九毒日”，

故农历五月又俗称毒月，要求远离房事，以免耗气伤精。这从

中医理论和养生的角度讲，是有一些道理，可以借鉴，但完全不

必当真，笔者从事男科近３０年，从未碰到五月房事“中毒”的病
人！只是五月份湿气比较重，男性外阴得霉菌感染的倒不少，

但这不是“五月九毒日”的主要内容。

"

　“五月九毒日”与中医讲究四时养生有关
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内篇》，就是保养生命的意思。在

《黄帝内经》中，养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养生与上面的意

思相同，狭义的养生专指养“生”之气，这个“生”气，就是春天的升

发之气。中医认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自然界的阳气运行状态分

别有着“生、长、收、藏”的特点，所以春天要懂得养“生”之道，夏天

要懂得养“长”之道，秋天要懂得养“收”之道，冬天要懂得养“藏”之

道。《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３］提出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

是这个道理，其中“养阳”就是养“生”、养“长”，“养阴”就是养

“收”、养“藏”。可见，“养阳”并不是简单的吃些补阳药，养阴也不

是简单的吃些养阴药。养生要求人们的生活起居，包括形体活动、

衣着、饮食调配、房事、精神调摄等，都要顺应四时昼夜的变化，即符

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

对于“五月九毒日”的理解，分析如下：

第一，要从农历五月的气候特点和大自然阴阳之气的变化

来分析。古代研究气候对人体的影响，专门有一种理论，叫做

“五运六气”学说。农历五月少阳相火主持，天气由暖变热，暑

气流行，地气上蒸，故曰“天地交泰”。在《黄帝内经·四气调神

大论》［３］中则叫“天地气交”。本来天地阴阳交感是万物滋生的

根源，所谓“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但对人

体来讲，由于阳气应激于外，阴精耗散于内，故夏天最容易耗气

伤阴，即上文提到的“血气散”，这个时候人体免疫功能处于低

谷，最容易染“毒”。所以，这个时候房事确实应该有所节制，以

保存阳气、固守阴精，所谓“春夏养阳”。

第二，古人常从气候寒热的多少判断阴阳和寿夭。如《黄帝内

经·五常政大论》［４］说：“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

热而左温，……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意思是说，西北

地势比较高，气温比较低，奉养的阴精多些，故寿命较长；东南地势

较低，气温偏高，奉养的阳精多些，故寿命相对短些。其实是气温对

人体新陈代谢快慢的影响进而导致寿命的长短。所以，气候炎日的

夏季也要重视阴精的保护，注意节欲，以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这

种将气候和养生相联系的观点是相当科学的。

第三，一天之中的阴阳变化和一年一样，也有“春、夏、秋、冬”

的变化。《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５］提到：“故阳气者，一日而主

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并强

调一日养生要注意“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否则“反此三

时，形乃困薄。”意思是，太阳下山后就要收工了，应该闭门休息，早

睡以保养身体。这与秋冬养“收”、养“藏”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

再回到前面的“五月毒”问题，农历五月覆盖二个节气，芒种和夏

至，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也是导致阴

阳不平衡的原因，阴精奉养得少，故更要注意阴精的保养，房事要少

些。还有顺便讲一下，芒种是个农忙季节，古人日出而作，已够辛

苦，故夜间房事也要少些，有助于体力的恢复。

第四，中医房事养生强调心身合一。夏日气候炎日，容易

心浮气躁。如果心态不好，夫妻双方配合不佳，在这种状态下

勉强进行房事，对双方的心身健康均是一种伤害，所以夏日房

中摄养对夫妻之间的配合提出更高的要求。

#

　不拘于“五月九毒日”的男性房事养生之道
如上所述，五月九毒，远离房事，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这么

绝对，更没有这么可怕。其实，不单五月，古籍里还提到“四月

十月不得入房（阴阳能用事之月）”（《千金方》）；“十一月仲冬，

是月也，至之日也，阴阳争血气散，先后至日各五日寝别内外。”

（《四民月令》）。可见，房事养生虽强调“顺时”而为，关键在于

把握精神实质，不必拘泥于何时何日。尤其是，当前人们的生

活水平已今非昔比，健康知识比古人也有质的区别。首先，现

在有空调，可以模拟秋冬的环境，同样在夏天也可以达到养

“收”、养“藏”的目的，因此，性生活也没有必要象古人那样约

束，完全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为。其次，现在已知男人的命根

子（睾丸）保养很重要，睾丸的温度要比体温低２℃，才会对生精
有力，才能让男人保持旺盛的精力，这也是它必须挂在外面的

原因。故平时要避免让它经常处于“夏天”的气候之中（如久

坐、或坐不透气的坐垫等），尽量让它在“秋冬”的环境中生活

（多穿透热、透气的裤子），以利于养“收”、养“藏”。再者，遵循

“心身合一”原则指导房事养生，夏日要做到静心养神，所谓“心

静自然凉”，化被动为主动，养精蓄锐，调情摄志，两情相悦，心

身融合，必能达到满意健康的性生活。

总之，养生的最佳境界是《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３］提

到的：“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

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这同样也适合于一年四季的男性房

事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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