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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患者性功能状况及主要影响危险因素。方法：对３３９例前列
腺癌粒子植入患者中术前性功能正常的患者１１９例，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评分（ＩＩＥＦ－５）对性功能正常的
１１９例治疗后性功能状况进行调查，对患者年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前列腺体积、体重指数
（ＢＭＩ）、是否有糖尿病病史、是否术后雄性激素阻断（ＡＤＴ）治疗与性功能关注状况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及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结果：１１９例患者中，粒子植入后勃起功能障碍
３２７７％（３９／１１９）。轻度勃起异常的２４３７％（２９／１１９）中度勃起功能障碍３４４５％（４１／１１９），勃起功能正常
的８４％（１０／１１９），勃起功能障碍的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糖尿病、ＢＭＩ、性生活关注、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评
分、ＡＤＴ。其中术后ＡＤＴ、年龄、ＩＰＳＳ评分、前列腺体积是主要的危险因素。结论：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性功
能状况的危险因素与患者年龄、糖尿病、ＡＤＴ、ＢＭＩ、ＩＰＳＳ评分、前列腺体积有关；年龄、ＡＤＴ、ＩＰＳＳ评分是勃起
功能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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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对前列腺疾病的重视和 ＰＳＡ筛查使我国早期前列腺 癌发现率提高，粒子植入治疗前列腺癌的数量也在增加，前列腺

癌组织间粒子植入治疗具有创伤小，术后尿失禁发生率低、术

中出血少等优点［１］，但是粒子植入治疗的前列腺癌对患者性功

能影响报道较少，笔者对３３９例前列腺癌１２５Ｉ粒子植入患者中性
功能正常的１１９例患者进行随访３～６０个月，对患者性功能状
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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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１１　临床资料

提取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浙江大学金华医院、天津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东南大学徐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前列腺

癌粒子植入资料完整３３９例患者，对其资料进行分析，符合本研
究性功能正常患者１１９例，年龄５１～７６５岁，中位年龄（６２５±
０８）岁，分期按２０１４年中国前列腺癌临床分期，均为 Ｔ１ａ－３ａＮ０
Ｍ０期，所有患者术前性 ＭＲＩ、ＥＣＴ未见外侵及骨转移。血清
ＰＳＡ均值（４２±３８）ｎｇ／ｍＬ，所有患者术前经会阴或经直肠穿
刺活组织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ＩＰＳＳ评分（８９±２５）分，按照
Ｇｌｅａｓｏｎ分级标准６分的９６例，７分的有２３例，无 ＞７分的患
者。临床分期Ｔ１ｃ的４５例，Ｔ２ａ的４８例，Ｔ２ｃ的有２６例。术前
前列腺体积（３４±２５５）ｍＬ，体重指数（ＢＭＩ）平均（２６±１４８）。
合并糖尿病足１３例。所有患者术前未行化疗和放射及内分泌
治疗，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常规粒子植入前术前准备，手术前晚行性灌清洁肠，术中

硬膜外麻醉，留置尿管，气囊注水１５ｍＬ，经直肠 Ｂ超勾画植入
轮廓，计算机制定治疗计划，经会阴前列腺粒子枪植入１２５Ｉ放射
性粒子。

１３　评价方法
运用早泄评分指数－５（ＣＩＰＥ－５）测评患者性功能变化状

况，早泄诊断表总分≥１１说明存在早泄问题；８～１１分：存在中
度早泄问题：＜８分为可能存在轻度早泄问题。采用国际勃起
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对患者的勃起功能程度进行评定，满分
２５分，６～７分为重度，８～１１分为中度，１２～２１分为轻度，≥２２
分正常。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前列腺癌患者早

泄评分及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数据比较采用均数 ±标准
差，随访患者性功能状况数据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差异标准。
"

　结果
２１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治疗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分析

１１９例患者随访３～６０个月，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包括门诊
复诊时填写问卷和电话问卷随访，１１９例术前性功能正常的前
列腺癌患者发放问卷，问卷１１９份全部回收。１１９例患者中，粒
子植入后勃起功能障碍３９例，轻度勃起异常的２９例，中度勃起
功能障碍４１例，勃起功能正常的１０例。
２２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治疗后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勃起功能障碍与前列腺癌患者年龄、是否

有糖尿病、ＢＭＩ、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评分、术后ＡＤＴ相关；其中术前
ＩＰＳＳ评分、年龄、术后ＡＤＴ是较为重要的危险因素。见表１。
２３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治疗后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显示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性功能状况与患者

年龄、粒子植入术前ＩＩＥＦ评分、前列腺体积、术后雄性激素剥夺
（ＡＤＴ）治疗相关性较为密切，与患者糖尿病的有无、对性生活
的关注无关，与患者体重指数关系较小。见表２。

表１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勃起功能障碍主要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项目 比值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Ｐ

年龄 １０７ ００２４ １０４～１１４ ＜０００１

术前ＩＰＳＳ评分 ０８８ ００２７ ０８３～０９７ ＜０００１

术前ＩＰＳＳ分级

重度ＥＤ １００

中度ＥＤ ０７５ ０９８ ００５～９２８ ０８４５

轻度～中度ＥＤ ０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３～１１７ ０１１８

轻度ＥＤ ０１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１０１ ００４２

性功能正常 ０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０５６ ００２１

关注性功能

关注 ０４９ ０１５８ ０２５～０９２ ００２６

不关注 １００

糖尿病

有 ３６５ １８７４ ０２８～０９５ ００２１

无 １００

术前前列腺体积 ０９５ ００１５ １２４～９９９ ００２３

雄激素剥夺治疗

有 ０９８ ００２１ ０８８～０９９ ０００１

无 １００

体重指数（ＢＭＩ） ０６５ ００１１ ０９４～８７５ ００４５

表２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勃起功能障碍主要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项目 比值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Ｐ

年龄 １０６ ００２６ １０３～１１５ ＜０００１

粒子植入术前ＩＩＥＦ评分 ０８７ ００２９ ０８４～１８６ ＜０００１

前列腺体积 ０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８９～１０８ ００１８

糖尿病

无 １００

有 ２６２ １５２０ ０９０～８０２ ００９６

体重指数（ＢＭＩ） 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８５～８８６ ００４９

是否关注性生活

关注 ０７３ ０２６３ ０３６～１４８ ０３８０

不关注 １００

雄激素剥夺治疗

有 ０９０ ００３１ ０８９～１９９ ＜０００１

无 １００

#

　讨论
前列腺粒子植入治疗早期前列腺癌是有效方式、它有与外

放射治疗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相同的治疗效果［２，３］，虽然前

列腺放射粒子植入损伤小、并发症减少的优点，但术后ＥＤ的发
生率也并未明显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前列腺癌粒子

植入治疗数量的增加使研究者对前列腺癌患者粒子植入治疗

后的生活质量更为关注，我们不仅关注患者无病生存，ＥＤ也是
治疗后需要关注的重点。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治疗后发生 ＥＤ可能由多种因素造
成［４－６］，我们对多中心前列腺癌粒子植入资料完整的１１９例患
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随访３～６０个月，调查结果显示，粒子植
入后勃起功能障碍２５６％（３９／１１９）。轻度勃起异常的２９例中
度勃起功能障碍４１例，勃起功能正常的１０例。前列腺癌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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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治疗后患者性功能障碍主要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勃起功

能障碍与前列腺癌患者年龄、是否有糖尿病、ＢＭＩ、前列腺体积、
ＩＰＳＳ评分、术后ＡＤＴ相关，其中术前ＩＰＳＳ评分、年龄、术后ＡＤＴ
是较为重要的危险因素。

阴茎的勃起是神经内分泌调节下一种复杂的血管活动。

这种活动需要心理、神经、内分泌、阴茎海绵体等密切协同，其

中任一方面的异常均会导致 ＥＤ。先前研究认为 ８０％以上的
ＥＤ患者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现在虽认为ＥＤ患者大多存在
器质性病变，但心理因素仍是 ＥＤ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列腺癌
粒子植入治疗后患者性功能障碍主要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前

列腺癌粒子植入后性功能状况与患者年龄、粒子植入术前 ＩＩＥＦ
评分、前列腺体积、术后雄性激素剥夺（ＡＤＴ）治疗相关性较为
密切，与患者糖尿病的有无、对性生活的关注无关，与患者体重

指数关系较小，年龄、术前性功能状况密切相关，但是肿瘤侵袭

血管神经及手术中治疗需要不可避免的近前列腺包膜侧粒子

植入损伤勃起的神经血管束可能也参与其中［７］。

勃起受神经调控和血管因素影响，因此有效保存神经血管

的完整可能是预防前列腺癌治疗后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方法。

Ｗａｌｓｈ等［８，９］首先通过调查发现，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有很高的

ＥＤ发生率主要是因为损伤了海绵体神经所致，保留神经血管
束可以使术后ＥＤ的发生率明显下降。粒子植入过程中避免前
列腺海绵体神经在前列腺尖部５～７点和３～５点处勃起神经行
走的位置没有必要的植入，这样可能有效保留患者性功能。也

有学者认为前列腺癌患者术中即使是保留双侧神经血管束，也

无法完全保证术后患者有充分的勃起功能［１０，１１］。

有研究显示长期服用西地那非能有效的治疗多种原因导

致的ＥＤ，并且与术前患者勃起功能情况无明显相关性。Ｐａｄｍａ
－Ｎａｔｈａｎ［１２，１３］研究显示，大多数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发生ＥＤ
的病人接受了ＰＤＥ－５抑制剂的治疗，药物似乎对患者产生了
不同的功效，术后发生ＥＤ时就开始每晚服用西地那非，可以提
高勃起时的氧供，改善内皮功能，恢复勃起功能。到目前为止，

仅有普通ＥＤ病人的ＰＤＥ－５抑制剂对比研究，而无根治性前列
腺切除术后ＥＤ病人使用ＰＤＥ－５抑制剂对比研究，也没有对于
前列腺癌粒子植入治疗后ＥＤ患者治疗的研究。前列腺癌粒子
植入术后患者性功能状况与 ＰＳＡ反弹、术中技巧、术后早期干
预有关［１４－１６］，迄今为止，只有西地那非被证实在保留神经的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预防ＥＤ有效。但是选择 ＰＤＥ－５抑制剂
需要考虑到病人的性活动模式和该药物的功效以及其满足病

人各种期望值的能力。我们对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ＥＤ的患者
并未尝试应用ＰＤＥ－５抑制剂，是否可以有效改善，可能是以后
临床治疗中继续需要关注的重点。

多种因素导致了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 ＥＤ的发生，总的来
说，前列腺癌粒子植入后ＥＤ的发生机制与其他ＥＤ并无实质性
差异［１７，１８］，只是致病因素更为复杂。要提高前列腺癌粒子植入

后ＥＤ的性功能，从患者的神经、血管、内分泌和心理因素多方
面干预，可能会更有效的改善治疗后患者的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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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ｔｒａｈｌｅｎｔｈｅｒＯｎｋｏｌ，２０１６，１９２（３）：１８２－１８９．

［１６］　Ｉｎｃｒｏｃｃｉ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ｎｄｒｏｌ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４（２）：１２４－１３０．

［１７］　ＴａｕｓｓｋｙＤ，ＭｏｕｍｄｊｉａｎＣ，Ｌａｒｏｕ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Ｓｅ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Ｂｒａｃｈ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２，１１（６）：４５２－４５６

［１８］　ＧａｃｃｉＭ，ＩｅｒａｒｄｉＡ，ＲｏｓｅＡＤ，ｅｔａｌ．Ｖａｒ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ｓｐ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ＪＳｅｘ
Ｍｅｄ，２０１０，７（１）：２３４－２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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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男科疾病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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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患者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患病状况
临床调查
黄小军　李虎宜△　梁志恒　刘卫华　张李晓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患病在早泄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利用随
机选取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０例确诊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早泄患者作为实验组，选取在
我院同期参加体检的相仿健康者２９０例作为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及相关检查，并比较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一般情况及变化因素。结果：实验组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几率远远高于对照

组，其中实验组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发生率分别是３５１％和２４８％，而对照组发生率则分
别是１０８％和７３％；实验组中的继发性早泄患者４３１％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原发性早泄患者的２６７％（Ｐ＜
００５），提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总分（１２３±５１）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５６±４９）分，实验组中的继发性早泄患者的总分（１３９±７５）分明显高于原发性早泄患者的（１０８
±６９）分。结论：早泄患者比无早泄患者更容易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且继发性早泄患者
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几率比原发性早泄更高。

【关键词】　前列腺炎；症状；早泄；临床意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ｎ，ＬＩＨｕｙ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ｈｅｎｇ，ＬＩＵＷｅ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Ｄｏｎｇ
ｆ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９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６ａ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ｏｔｈｅｒ２９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ｈｅｃｋ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３５１％ ａｎｄ２４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０８％ ａｎｄ７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２３±５１）ａｎｄ（５６±４９）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１３９±７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ｏｆ
（１０８±６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是临床上困扰男性性交的常见的问题，其属于一种射
精功能障碍疾病，我国约有３３３％的成年男性受此问题的困
扰。目前临床上如何评判早泄仍有较大争议，但是普遍为人们

接受的是标准是：阴茎在插入阴道之前抑或刚插入阴道即射精

者；女性在性交过程中未达到性高潮的５０％或以上［１－３］。目前

临床上认为早泄与年龄、禁欲时间的长短、身体状况、心理紧张

程度等因素相关，临床上通常将早泄分为原发性早泄和继发性

早泄，最近几年有相关的研究［４－６］显示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会影响早泄的形成。本研究就我院２０１４年８月
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０例确诊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早泄患者作为实
验组，和同期参加体检相仿的健康者２９０例作为对照组，来研究
早泄患者前列腺炎样症状（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ＰＬＳ）及慢性
前列腺炎患病情况。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利用随机选取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０
例确诊为原发性或继发性早泄患者作为实验组，年龄 １８２～
５４３（３１７±８６）岁，选取在我院同期参加体检年龄相仿的健
康者２９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１８９～５５１（３２５±７９）岁，收集
并统计入选本研究的所有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实验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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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年龄、ＢＭＩ、吸烟、饮酒、文化程度、职业情况比较结果都
显示 Ｐ＞００５，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本研究已获取伦理委员会的同意，且所有受试者均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

表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有无吸烟

有 无

有无饮酒

有 无

实验组 ２９０ ３１７±８６ ２２１±２６ １４２（４９０） １４８（５１０） １４１（４８６） １４９（５１４）

对照组 ２９０ ３２５±７９ ２２５±２８ １３９（４７９） １５１（５２１） １５０（５１４） １４０（４８６）

ｔ／χ２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４７

Ｐ ０６０ ０４２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５２

组别
例数

（ｎ）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中学 大学

职业

学生 无业 工作 退休

实验组 ２９０ ５７（１９７） ６３（２１７） ９０（３１０） ８０（２７６） ６３（２１７） ６１（２１０） １４１（４８６） ２５（８６）

对照组 ２９０ ６７（２３１） ５５（１９０） ９４（３２４） ７４（２５５） ６５（２２４） ５９（２０３） １３９（４７９） ２７（９３）

χ２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３１

Ｐ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７８ ０７４

１２　病例纳入标准
根据《早泄评判标准》［７］：继发性早泄：有正常性生活史，突

然之间或逐渐出现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
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降低的现象，一般≤２ｍｉｎ；原发性早泄：几乎每
次性交活动的ＩＥＬＴ≤１ｍｉｎ，一般表现有控制射精能力下降的现
象，同时会伴有沮丧、挫败等负面情绪的临床症状。

１３　评判标准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ＣＰ症状评分指数表（ＣＰ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ＣＰＳＩ）［８］：
性生活后会阴部疼痛和伴随症状来进行评分（总分０～２１）：≤４
分诊断为无前列腺炎样症状、５～７为轻度、≥８分为中重度；慢
性前列腺炎判断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４分，且出现尿频、尿急、尿
痛、尿不尽，下腹、腰骶等部位疼痛的临床症状。

１４　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身高、年龄、ＢＭＩ、行为习惯、饮食习惯等一

般资料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调查人员为经过专业培训合格的
男科医师，调查时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并面对面提问收集相关

资料。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２２０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行 χ２检

验、确切概率法及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
示，如结果提示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慢性前列腺炎调查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患病率高

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

率分别是 ３５１％和 ２４８％，而对照组则分别是 １０８％和
７３％。见表２。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总分
（１２３±５１）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５６±４９）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慢性前列腺炎调查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ＰＬＳ

ＰＬＳ分级

轻 中重
ＣＰ例数

实验组 ２９０ １０２（３５１） ５０（１７２） ５２（１７９） ７２（２４８）

对照组 ２９０ ３１（１０８） １８（６２） １３（４６） ２１（７３）

χ２ ２９４１ １０１４ ２３１８ ２４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实验组和对照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分级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总分 疼痛评分 排尿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ＮＩＨ－ＣＰＳＩ分级

轻 中 重

实验组 ２９０ １２３±５１ ４２±２６ ２８±３１ ５３±４１ １９０（６５５） ５３（１８３） ４７（１６３）

对照组 ２９０ ５６±４９ ２１±２７ ０９±１５ ２６±３１ ２２０（７５９） ６３（２１７） ８（２８）

χ２ ３４６４ ９８７ ８５２ １０２９ ０５８ ０３２ ４３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５４ ０６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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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继发性和原发性早泄患者前列腺炎调查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中的继发性早泄患者的４３１％发病率明显高于原

发性早泄患者２６７％的发病率（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４。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结果显示：实验组中的继发性
早泄患者的总分明显高于原发性早泄患者（Ｐ＜００５）。见
表５。

表４　继发性和原发性早泄患者前列腺炎调查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ＰＬＳ例数

ＰＬＳ分级

轻 中重
ＣＰ例数

继发性早泄组 １２５ ５３ ２５ ２８ ３８
原发性早泄组 １６５ ４９ ２５ ２４ ３４

χ２ 　８５３
Ｐ ＜００５

表５　原发性早泄组与继发性早泄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分级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总分 疼痛评分 排尿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ＮＩＨ－ＣＰＳＩ分级

轻 中 重

继发性早泄组 １２５ １３．９±７．５ ４．９±４．１ ３．０±３．７ ５．７±５．１ ８３ ２８ １４

原发性早泄组 １６５ １０．８±６．９ ４．３±３．５ ２．４±３．１ ４．６±４．６ １０７ ２５ ３４

χ２ 　８５３

Ｐ ＜００５

#

　讨论
早泄和ＣＰ是临床上很常见的疾病，直至近年来，越来越多人

提出这样的假设：早泄和ＣＰ的会相互影响发病。吴小军［９］的研究

显示，在早泄患者中ＣＰ的发病率远远高于非早泄患者；吴学良［１０］

的研究也同时指出，ＣＰ患者中出现早泄的几率远远大于非ＣＰ患
者。本研究发现早泄患者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

几率远远高于非早泄患者，其中早泄组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及慢性

前列腺炎的几率分别是３５１％和２４８％，而非早泄组发生前列腺
炎样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的几率分别是１０８％和７３％，由此可以
证明ＣＰ的高发性有可能是造成早泄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有关学者［１１，１２］发现 ＣＰ影响早泄的一个机制有可能
是，ＣＰ患者机体中会存在这一种很细微的物质，从而产生一种
化学反应，这样的一种化学反应没有明显的特殊症状，但是就

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轻微的化学反应而使机体产生了早泄这样

的一种临床现象，但是却没有伴随着其他症状的发生；再者，ＣＰ
可以通过降低阴茎的敏感性从而间接参与到调控射精反射的

过程，最终导致早泄的发生［１３］。Ｉｑｂａｌ［１４］的研究表明有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也会间接导致早泄的发生，同时继发性早泄患者

的发病率较原发性早泄高很多。本研究发现早泄组患者中的

继发性早泄患者的 ４３１％发病率明显高于原发性早泄患者
２６７％的发病率，且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结果显示，早泄组中的继
发性早泄患者的总分明显高于原发性早泄患者。由此可知，ＣＰ
可密切影响到早泄的发生，特别是继发性早泄。

目前临床上治疗早泄的主要方法包括心理治疗、行为方法指

导和药物治疗（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常见的药物为盐酸达帕
西叮）。据多项研究报道［１５－１８］证实前列腺炎的治疗在早泄的治疗

中有重要作用，因此，治疗ＣＰ确实会对治疗早泄有一定的帮助。
综上所述，早泄患者比无早泄患者更容易发生前列腺炎样

症状及慢性前列腺炎，且继发性早泄患者发生前列腺炎样症状

及慢性前列腺炎的几率比原发性早泄更高；同时，早泄的好转

与否也可以作为判断ＣＰ是否治愈的一种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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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逼尿肌压力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ＴＵＲＰ术后排
尿情况相关性分析
姚宏涛　孔令强△　徐军　郝邁　任冬弓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４３

【摘　要】　目的：对膀胱逼尿肌压力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ＴＵＲＰ术后排尿情况相关性分析，指导临
床应用。方法：自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我院共收入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且需行ＴＵＲＰ术的患者２００
例，患者年龄在５０～８８岁，平均年龄为６９岁，术前测定所有患者最大逼尿肌压力（Ｐｄｅｔｍａｘ），术前和术后均对
患者进行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尿动力学检查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评分测定。结果：按照
ＦＩ等级将所有患者划分为非常好、好、一般、无效四组。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１２±３５９）、
（７３８±２４６）、（６１０±３２２）、（４１４±８０）ｃｍＨ２Ｏ，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测定后按照
ＳＩ将患者分为非常好、好、一般、无效四组。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２５±３９０）、（９４９±４４６）、
（７１１±２８２）、（１７４±４２）ｃｍＨ２Ｏ，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残余尿量在 １４２ｍＬ～
２００ｍＬ的患者有１２４例，２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的患者有 ６２例，２５０ｍＬ～３００ｍＬ的患者有 １０例，３００ｍＬ～
３４７ｍＬ的患者有４例。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０７８±２３５）、（８７４±３９６）、（６６５±３３４）、
（１８２±６７）ｃｍＨ２Ｏ，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膀胱逼尿肌压力与良性前列腺增生
患者ＴＵＲＰ术后排尿情况具有相关性，膀胱逼尿肌压力较小时，术后排尿情况较差。因此术前测定Ｐｄｅｔｍａｘ有
利于判断术后疗效，判断预后。

【关键词】　 膀胱逼尿肌压力；良性前列腺增生；ＴＵ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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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ａｘｉｍ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
（ＰＶＲ）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ｇｏｏ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ＦＩｇｒａｄｅ．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ｄｅｔ．ｍａｘ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１０１２±３５９），（７３８
±２４６），（６１０±３２２）ａｎｄ（４１４±８０）ｃｍＨ２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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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２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２００ｍＬ～１４２ｍＬ，６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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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常见于中老年男性患者［１］，近年来

由于人口老龄化，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逐渐升高［２］，因此

成为研究的热点疾病之一。其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明确，但随着

年龄的增加发病率也随之增加［３］，城镇高于农村［４］，且具有种

族差异［５］。主要症状表现为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夜尿增多

等［６］。手术治疗较严重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重要方法。经尿

道前列腺切除术（ＴＵＲＰ）是一种较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７］。

有资料显示，膀胱逼尿肌肌力下降是与 ＴＵＲＰ术后排尿情况相
关性较大的原因之一［８］。本文就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自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我院共收入确诊为良性前列
腺增生且需行ＴＵＲＰ术的患者２００例，所有入选患者均在患者
知情同意下进行，患者年龄在５０～８８岁，平均年龄为６９岁。
１２　诊断及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经临床症状、直肠指检、Ｂ超检查诊断确诊为良
性前列腺增生。

排除标准：（１）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２）有合并症：除良
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膀胱出口梗阻（ＢＯＯ）、膀胱肿瘤及结石；
（３）有前列腺或尿道手术史；（４）术前无完整资料。
１３　方法

使用Ｌａｂｏｒｉｅ尿动力仪（加拿大）行保留尿管尿动力学检
查。首先常规消毒，从肛门置入腹腔测压管，之后取坐位，连接

腹腔测压传感器。之后于保留尿管上接入可调节式三通，分别

连接膀胱灌注泵和膀胱测压传感器和尿管终端。排尽压力传

感管腔内的气泡，启动尿动力压力 －容积程序，进行动态体内
置零，将三通调向灌注泵，应用生理盐水膀胱灌注，最初选择中

速灌注（５０ｍＬ／ｓ），灌注期间随时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患
者感觉，在急迫排尿期时，应将灌注泵调至低速（１０～２０ｍＬ／ｓ）
状态，灌注量达到２００ｍＬ以后调节三通，关闭灌注通道，开放测
压通道，进入压力－流率程序，嘱患者开始排尿，观察并记录排
尿期压力曲线，收集膀胱逼尿肌压力数据，检查结束，拆除三

通，连接尿管和尿袋，记录检查操作时间。

所有患者均拔除尿管，使用加拿大Ｌａｂｏｒｉｅ尿动力仪按照国
际规范化操作步骤进行［５］，采取 Ｆ７单极膀胱测压管尿道插管
进行压力－容积及压力 －流率测定，收集膀胱逼尿肌压力数
据。测定完毕后再次留置尿管，记录检查操作时间［４，１７］。记录

所有患者的最大逼尿肌压力（Ｐｄｅｔｍａｘ），术前和术后均对患者进
行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尿动力学检查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
余尿量（ＰＶＲ）测定。对所有者均在术后进行随访并观察患者
的排尿情况。

１４　疗效判定
排尿功能疗效（ＦＩ）＝术前 Ｑｍａｘ－术后 Ｑｍａｘ，指标如下。ＦＩ

≥１００ｍＬ／ｓ：非常好；ＦＩ≥５０ｍＬ／ｓ：好；ＦＩ≥２５ｍＬ／ｓ：一般；ＦＩ＜
２５ｍＬ／ｓ：无效。

下尿路症状疗效（ＳＩ）＝术前ＩＰＳＳ评分／术后 ＩＰＳＳ评分，指

标如下。ＳＩ≤０２５：非常好；ＳＩ≤０５０：好；ＳＩ≤０７５：一般；ＳＩ＞
０７５：无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ｔ检验。以Ｐ＜
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排尿功能疗效与膀胱逼尿肌压力的关系研究

测定后按照ＦＩ等级划分结果显示，非常好、好、一般和无效
的患者分别有１０６、５５、２０、１９例，记为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组。各组术
前测定的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１２±３５９）、（７３８±２４６）、（６１０
±３２２）、（４１４±８０）ｃｍＨ２Ｏ，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２　排尿症状疗效与膀胱逼尿肌压力的关系研究

测定后按照ＳＩ等级划分结果显示，非常好、好、一般和无效
的患者分别１５２、３０、１４、４例，记为 ａ２、ｂ２、ｃ２、ｄ２组。各组术前
测定的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２５±３９０）、（９４９±４４６）、（７１１±
２８２）、（１７４±４２）ｃｍＨ２Ｏ，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３　术后残余尿量程度与膀胱逼尿肌压力的关系研究

术后测定所有患者的残余尿量（ＰＶＲ），残余尿量在１４２～
２００ｍＬ的患者有１２４例，２００～２５０ｍＬ的患者有６２例，２５０
～３００ｍＬ的患者有１０例，３００～３４７ｍＬ的患者有４例，记为
ａ３、ｂ３、ｃ３、ｄ３组。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０７８±
２３５）、（８７４±３９６）、（６６５±３３４）、（１８２±６７）ｃｍＨ２Ｏ，各
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常见于中老年男性患者，由于人口老龄化

的发生，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ＴＵＲＰ是目前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最合适的方法［９，１０］，但有些ＢＯＯ同时伴有
ＤＵＡ的患者ＴＵＲＰ术后治疗效果不好，不建议采用此种治疗方
法［１１］，大多数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均采用 ＴＵＲＰ患者，可以有
效地缓解患者下尿路症状，解除梗阻。

尿动力学检查是目前测定膀胱逼尿肌压力最好的方

法［１２，１３］，在压力－流速检测上表现为低压低流，即逼尿肌压力
越低，尿流速也随之降低。Ｐｄｅｔｍａｘ为叮嘱患者做排尿动作之后
逼尿肌上升的最大值。Ｐｄｅｔｍａｘ与逼尿肌收缩力或预期等容收缩
压（ＰＩＰ）相比，Ｐｄｅｔｍａｘ测定相对简单方便

［１４，１５］，利用压力 －流速
检测即可获得，而测定逼尿肌收缩力或预期等容收缩压（ＰＩＰ）
则需要复杂计算，且重复性较低［１２］，因此本次研究中我们选用

Ｐｄｅｔｍａｘ对膀胱逼尿肌压力进行测定。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膀胱逼尿肌压力与良性前列腺增

生患者ＴＵＲＰ术后排尿情况具有相关性，测定后按照ＦＩ等级将
所有患者划分为非常好、好、一般、无效四组。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逼尿肌
压力影响患者术后最大尿流率。术前测定 Ｐｄｅｔｍａｘ对预计良性
前列腺增生患者行 ＴＵＲＰ手术后排尿情况。测定后按照 Ｓ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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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分为非常好、好、一般、无效四组。各组术前测定的 Ｐｄｅｔｍａｘ
各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疗效不同的
患者下尿路症状表现不同，症状由轻到重依次表现为夜尿增

多、尿频、排尿不尽、尿急、尿线变细、排尿用力、排尿中断等，与

术前膀胱逼尿肌压力有关。术后测定所有患者的残余尿量，各

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残余尿量较少的患者
恢复较好。本次研究结果提示，术前 Ｐｄｅｔｍａｘ较大、功能较好的
患者，术后残余尿量也相对较少，恢复好。

但是本次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比如本实验

中测定的逼尿肌压力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尿道的阻力［１６－１８］，这

是因为在排尿时，尿道释放了一部分能量，因此测定结果具有

一定的误差。

综上所述，膀胱逼尿肌压力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ＴＵＲＰ
术后排尿情况具有相关性，膀胱逼尿肌压力较小时，术后排尿

情况较差。因此术前测定Ｐｄｅｔｍａｘ有利于判断术后疗效，判断良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行ＴＵＲＰ手术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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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ＴＵＲＰ治疗高龄前列腺增生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６１例高龄前
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料，均实施ＴＵＲＰ治疗。结果：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最大尿流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残余尿量
显著减少（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３个月患者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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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ＱＯＬＩ－７４）对患者进行评分，经统计分析可得，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总分以及各
项指标得分均显著高于之前（均Ｐ＜００５）。结论：ＴＵＲＰ治疗高龄前列腺增生可以获得理想的临床效果，显
著改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和最大尿流率等指标，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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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常见的男性疾病，在老年男性群体中具有很
高的发病率。早期症状多为夜尿次数增多、排尿等待、排尿总

时间延长，进一步发展到排尿困难、尿线变细、射程不远、淋漓

不尽，病情严重时会出现尿失禁、尿潴留。前列腺增生极易导

致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如尿潴留、血尿、膀胱结石，甚至发展到

损伤肾功能，造成肾积水等。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中，手术是重

要治疗手段。但是，对于高龄患者而言，身体各项机能出现明

显的减退［１］。因此，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以改善预后至关重

要。本次研究纳入６１例高龄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老年高龄前列腺增生的临床
效果。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６１例高龄前列腺增生患者，均为本院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
年６月收治的住院患者，年龄 ７４～９２岁，平均年龄（８５１４±
０４２）岁。纳入标准：（１）经临床诊断，确诊为前列腺增生；（２）
符合手术指证。排除标准：（１）不符合前列腺增生手术标准；
（２）合并肿瘤以及心肾功能疾病。研究方案提交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并批准，入组患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
患者均接受连续硬膜外麻醉，常规消毒后于膀胱颈口开始

实施电切，沿着包膜外对前列腺中叶以及精阜两旁组织予以逐

层切开，并完整切除两侧叶增生与精阜处腺体。切除完毕后利

用生理盐水对前列腺腺体组织碎块进行冲洗，并对膀胱进行持

续冲洗，常规置导尿管［２］。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术前和术后３个月，检测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和残余尿

量；（２）术前和术后３个月，利用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对患者进行评分［３］；（３）生活质

量。治疗结束之后，利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ｅｎｅｒｉｃＱｕａｌｉ
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７４，ＧＱＯＬＩ－７４）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分。评
分内容包括总分以及各项指标得分，包括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

以及心理功能和躯体功能。评分越高，则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好［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完整收集患者之前和治疗后３个月的各项指标检测数据结

果，并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将不同数据经统计学
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标准设定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与ＩＰＳＳ
评分分析

　　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最大尿流率较之治疗前显著增加，残余尿
量显著减少，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最大尿流率与残余尿量分析

时间 例数
最大尿流率

（ｍＬ／ｓ）
残余尿量

（ｍＬ）
ＩＰＳＳ
（分）

治疗前 ６１ ７．５±２．６ １７４．２±３１．０ ２８．４±３．４

治疗后３个月 ６１ １２．０±３．４ ４７．１±２０．２ １５．２±４．２

ｔ ／ ５．２３７ ６．１０３ ６．３２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患者ＧＱＯＬＩ－７４评分情况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分别利用 ＧＱＯＬＩ－７４对患者进行

评分，经统计分析可得，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总分以及各项指标得
分均显著高于之前（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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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患者ＧＱＯＬＩ－７４评分情况比较

时间 例数 总分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治疗前 ６１ ６０．７９±９．８５ ６４．１８±１４．１３ ５２．０６±１１．３６ ６２．２５±１２．３１ ５８．７９±１２．７８

治疗后３个月 ６１ ５５．３１±１１．１２ ６０．２１±１３．２３ ４８．１１±１０．５６ ５７．３２±１１．２２ ５２．４５±１１．２２

ｔ ／ ６．０３５ ５．９８１ ６．１３７ ６．５２７ ７．２１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并发症发生情况
术后患者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

　讨论
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重要器官之一，与男性的多项生理功

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５］。多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或影

响各种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前列腺增生即为一种常见的前列

腺疾病，治疗不及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导致多种

并发症的出现，包括膀胱结石和血尿以及尿潴留等，甚至导致

肾功能损伤的出现［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平均寿命的

延长，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前列腺增生症作为男性最常见的

老年病，发病人数也逐年增加，给很多老年男性带来很大的

不便［７］。

由于早期的前列腺增生对患者排尿无明显影响，有观点主张

早期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排尿症状。但是，临床发现多数患者长

期药物治疗而症状无改善，甚至逐渐加重，导致多数患者都是在

前列腺增生严重影响排尿功能，或者出现了相关的并发症后才进

行治疗。以往的手术治疗过程中，开放式前列腺剜除术是最古老

的，也是最彻底去除前列腺增生组织的方法［８］。但是手术并发

症多，创伤大，高龄患者往往合并多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脑血管疾病等，难以耐受开放性手术。ＴＵＲＰ就是在这一
领域近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该手术方式集合了开放前列

腺剜除术的彻底性，并具有良好的微创性［９］。

开放性前列腺切除术术中止血较困难，出血较多，且手术

对周围组织器官损伤较大，术后易发生尿失禁、膀胱痉挛、切口

感染等并发症，患者痛苦较大［１０］。ＴＵＲＰ具有创伤小、疗效好、
恢复快等优点，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金标

准，目前的各种激光手术治疗前列腺增生也依赖于 ＴＵＲＰ技术
基础［１０－１２］。手术目的是切除导致尿路梗阻的前列腺增生组

织，恢复排尿通畅。手术时，医生经尿道插入电切镜，在直视下

切除前列腺增生部分。与传统的开放前列腺摘除手术相比，这

种方法不需切开皮肤，病人痛苦小、失血少、恢复快，术后很快

改善排尿症状，大多数病人１周内即可出院。此手术的开展使
很多以往无法耐受手术的高龄患者能够更安全的进行手术治

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１３，１４］。ＴＵＲＰ治疗前列腺增生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的尿动力学指标，并促进患者前列腺功能以及性

功能的恢复［１５－１７］。本次研究中，对 ６１例高龄患者，均实施
ＴＵＲＰ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３个月患者最大尿流率较
之治疗前显著增加，残余尿量显著减少。治疗后３个月患者ＩＰ
ＳＳ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ＴＵＲＰ彻底剥离了增生组织，术后尿
流率改善明显，患者术后排尿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初步证实，ＴＵＲＰ治疗高龄前
列腺增生可以获得理想的临床效果，显著改善患者的前列腺症

状和最大尿流率等指标，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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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达泊西汀治疗男性早泄的荟萃分析
安琪　梁小薇　卢文红　谷翊群△

国家卫生计生委男性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目的：按照循证医学标准对盐酸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
方法：以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患者总体感觉改善情况（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ＰＧＩ）、射精感觉控制（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ＣＯＥ）和中医证
侯积分等改善情况作为指标，系统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ＮＫＩ、万方资源数
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纳入有关盐酸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的临床随机对照试

验，进行质量评价和提取数据资料，采用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３软件进行荟萃分析。结果：共有１２篇文献符合
纳入标准，早泄患者累计达１３３４１例。经方法学质量评价１２篇都为高质量文献。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经盐
酸达泊西汀治疗４周后，患者ＩＥＬＴ［ＷＭＤ＝１０２，９５％ＣＩ为（０６５，１３９），Ｐ＜００１］，ＰＧＩ［ＲＲ＝１７６，９５％ＣＩ
为（１３９，２２２），Ｐ＜００１］以及ＰＣＯＥ［ＲＲ＝２０９，９５％ＣＩ为（１８４，２３８），Ｐ＜００１］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盐酸达泊西汀６０ｍｇ与３０ｍｇ治疗组比较时，６０ｍｇ组在 ＩＥＬＴ［ＷＭＤ＝０４０，９５％ＣＩ为（０２５，
０５５），Ｐ＜００１］，ＰＧＩ［ＲＲ＝１１７，９５％ＣＩ为（１０９，１２５），Ｐ＜００１］以及ＰＣＯＥ［ＲＲ＝１１６，９５％ＣＩ为（１０６，
１２８），Ｐ＜００１］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所纳入的文献均报告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且绝大部
分患者能耐受试验。结论：盐酸达泊西汀能够明显延长早泄患者ＩＥＬＴ，改善患者ＰＧＩ以及ＰＣＯＥ；其中６０ｍｇ
剂量较３０ｍｇ在延长早泄患者ＩＥＬＴ，改善患者ＰＧＩ以及ＰＣＯＥ方面效果更佳。

【关键词】　原发性早泄；盐酸达泊西汀；必利劲；荟萃分析；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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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ＣＯＥ）ａｎｄＴＣＭｓｃｏｒｅｓ．Ｔｈｅ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３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ａ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１３３４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ＥＬＴ［ＷＭＤ＝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６５，１３９），Ｐ＜００１］，ＰＧＩ［ＲＲ＝１７６，９５％ＣＩ
（１３９，２２２），Ｐ＜００１］ａｎｄＰＣＯＥ［ＲＲ＝２０９，９５％ＣＩ（１８４，２３８），Ｐ＜００１］．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６０ｍｇａｎｄ３０ｍｇ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ＩＥＬＴ［ＷＭＤ＝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２５，
０５５），Ｐ＜００１］，ＰＧＩ［ＲＲ＝１１７，９５％ＣＩ（１０９，１２５），Ｐ＜００１］ａｎｄＰＣＯＥ［ＲＲ＝１１６，９５％ＣＩ（１０６，
１２８），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ｏｔｈ６０ｍｇａｎｄ３０ｍｇ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ｒｏｌｏｎｇＩＥＬＴ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ｍ
ｐｒｏｖｅＰＧＩａｎｄＰＣＯＥ，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６０ｍｇｄｏ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是男科中发病率最高的射精障碍类疾病，在男科常见
性功能障碍类疾病诊疗中，其发病率仅次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ＥＤ）［１］。早泄症状的主要特点为阴茎于阴道内受到极小刺激

后不为所愿的射精，即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缩短且对射精自控

能力降低，从而对患者自尊心和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

双方对性生活满意度下降，以至于产生恶性循环，最终严重影

响夫妻生活质量［２，３］。抗抑郁类精神药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ＲＩｓ）盐酸达泊西汀在
具有明显的有效性和良好的耐受性的基础上，能够显著延长早

泄患者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４］。鉴于受到国内各临床中心规模以及病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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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以及不同人种体质因素的影响，迄今尚无涵盖国人使

用盐酸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方面的循证医

学依据。因此，有必要采用荟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研究文献

进行系统回顾，并从有效性和安全性等方面为临床医生提供参

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章纳入与剔除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１）试验应为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ｓ）或半随
机试验（ｑｕａｓｉ－ＲＣＴ），且无论采用何种盲法；（２）各研究中的病
例病程至少半年并无其他性功能障碍疾病，且应符合美国精神

疾病协会所制订的《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第４版）》中早
泄诊断标准；（３）ＲＣＴ采取治疗期间停用其他治疗早泄药物等
措施洗脱；（４）试验干预措施必须包括盐酸达泊西汀且口服干
预时间应至少４周，并设立对照组进行疗效对比；（５）男性≥１８
岁且ＩＥＬＴ≤２ｍｉｎ；（６）治疗结束后的疗效评价指标应至少囊括
以下结局指标中的一项：ＩＥＬＴ、患者总体症状改善满意度（ｐａ
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ＰＧＩ）、射精控制感觉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ＣＯＥ）、性生活满意度（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ＳＩ）、早泄相关困惑感（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ＤＥ）和安全性指标（ａｄｖｅｒｓｅｅ
ｖｅｎｔｓ，ＡＥｓ）等改善情况作为指标。
１１２　剔除标准　（１）前后自身对照试验；（２）联合用药，即公
布的治疗措施中含有其他可能干扰结局判定的药物；（３）重复
文献、个案、数据资料不全者以及基础动物实验等；（４）研究对
象脊柱盆腔等处具有影响神经传导，从而造成早泄的外伤或手

术等既往史；（５）试验对象患有相关症状的精神疾病，或合并有
其他勃起功能障碍等相关疾病；（６）有明确药物滥用史、性激素
紊乱等原因未治愈者以及不宜服用此药者。

１２　文献检索
１２１　计算机检索　系统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Ｏｖｉｄ，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图书馆，ＶＩＰ，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等数据库并
人工查找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发表的有关盐酸达泊西汀对照治

疗男性早泄的临床研究文献，追溯纳入研究中的参考文献并向

相关厂家索要灰色文献数据。如遇数据资料不全，则向通讯作

者联系进行索取。检索中无语言或国家限制。检索时间：各数

据库建库至２０１６年７月。
１２２　检索式　检索采用主题词与关键词相结合的方式，在采
用精确检索的基础上，辅以模糊检索以杜绝研究文献的漏检和

错检。中文检索词和检索式：（原发性早泄 ＯＲ性功能障碍）
ＡＮＤ（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ＯＲ必利劲 ＯＲ达泊西
汀）；英文检索词和检索式：（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ＲＤａｐｏｘｅ
ｔｉｎｅ）

１３　文献质控与数据提取
根据本研究所制定的质控标准，由两名研究员分别进行筛

选。首先浏览文献标题对检出的重复发表的文献进行初选，再

通过阅读摘要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然后核查全文信息选

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最后由两名研究员按照设计好的数据

提取表分别提取数据并交叉核对资料。通过讨论解决质控分

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由第三名研究员讨论解决。

１４　文献质量评估
所有纳入研究文献均按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中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工作

手册（５１０）关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标准进行定性质控，并
按照五分制Ｊａｄａｄ评分标准［５］进行定量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是否为随机研究，具体随机方法；是否为双盲研究，或采用何种

盲法；结局指标的数据是否完整，即是否存在失访或退出。同

时，需考虑文献的基线相似性；评分中０～２分为低质量文献，３
～５分为高质量文献。恰当的描述为２分、不清楚为１分、不恰
当为０分。
１５　统计学模型

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根据Ｑ检验
以明确统计学差异有无异质性。若经 Ｑ检验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即Ｐ＞０１０且 Ｉ２≤５０％），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若存在统计学差异（即Ｐ≤０１０且Ｉ２＞５０％），则选用随机效应
模型。软件通过添加数据而生成的偏倚风险百分图和概括图，

对合格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展示。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

采用风险比（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ＲＲ）和加权均数差（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Ｄ）
为疗效分析的统计量，各效应量均以９５％可信区间（ＣＩ）表示。
"

　结果
２１　检索情况

对计算机检索出的文献均由本人独立选择并提取相应数

据资料，有１９７篇文献初步纳入研究，通过阅读文题和摘要排除
重复和无关文献，并按纳入标准和剔除标准剔除了１８５篇文献
后，最终有１２篇文献纳入研究（表１），７篇［６－１２］为英文文献，５
篇［１３－１７］为中文文献。

２２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１２篇文章中除４篇文献未具体说明随机方法外，其余文章

进行了详细描述，且全部文献都提及了随访情况和基线对比情

况；根据文献中的说明，患者的年龄、病程等基本情况无显著差

别，提示各基线均具良好的可比性（表２），纳入各文献的基本信
息以及方法学质量评估汇总（图１和图２）。１２篇文献中有３篇
文献５分［６，７，１１］，５篇为４分［８－１０，１５，１７］，４篇为３分［１２－１４，１６］，纳入

评价的文献质量较高。累计病例１３３４１例，其中盐酸达泊西汀
与对照组分别累计病例为９７８９例和３５５２例（包括１８１８例因药
物耐受不良或转换为其他治疗方式的失访者），干预方式均为

按需服用达泊西汀６０ｍｇ或３０ｍｇ（性生活前１～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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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

研究者
样本量

（对照组?试验组）
疗程

（周）

干预措施

对照组 试验组
结局指标

Ｐｒｙｏｒ２００６［６］ ６７２?１２８６ １２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②③⑤

Ｂｕｖａｔ２００９［７］ ３８７?７７６ ２４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②③⑤

Ｋａｕｆｍａｎ２００９［８］ １６７?４３１ ９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②③⑤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０［９］ ２９５?５６３ １２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②③⑤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１［１０］ １４６８?２９４６ １２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③⑤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８?２２１ １２ 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③⑤

Ｓｉｍｓｅｋ２０１４［１２］ １００／５０ ４ 帕罗西汀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⑤

杨林２０１５［１３］ ３９／７８ ４ 舍曲林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②⑤

高庆和２０１５［１４］ ３０／３０ ４ 翘芍方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④⑤

宋炫２０１５［１５］ １００／５０ ４ 帕罗西汀／安慰剂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⑤

梁征洋２０１６［１６］ ３０／３０ ４ 宣志汤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④⑤

陈潇雨２０１６［１７］ ５６／６０ ４ 氟西汀 盐酸达泊西汀 ①②⑤

　　注：①ＩＥＬＴ、②ＰＧＩ、③ＰＣＯＥ、④中医征候积分、⑤不良反应

表２　纳入文献试验方法学质量评估

文献作者 年份 样本量 试验设计 随机方法 随访 盲法 基线可比性 Ｊａｄａｄ评分

Ｐｒｙｏｒ２００６ ２６１４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双盲 可比 ５

Ｂｕｖａｔ２００９ １１６３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双盲 可比 ５

Ｋａｕｆｍａｎ２００９ １２３８ ＲＣＴ 未具体描述 有 双盲 可比 ４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０ １０６７ ＲＣＴ 未具体描述 有 双盲 可比 ４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１ ６０８１ ＲＣＴ 未具体描述 有 双盲 可比 ４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３ ４９５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双盲 可比 ５

Ｓｉｍｓｅｋ２０１４ １５０ ＲＣＴ 未具体描述 有 未具体描述 可比 ３

杨林２０１５ １１７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未具体描述 可比 ３

高庆和２０１５ ６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未具体描述 可比 ３

宋炫２０１５ １５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单盲 可比 ４

梁征洋２０１６ ９０ ｑｕａｓｉ－ＲＣＴ 就诊随机编号 有 未具体描述 可比 ３

陈潇雨２０１６ １１６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单盲 可比 ４

图１　纳入文献试验方法学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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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纳入文献试验方法学的质量评估

２３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３１　对早泄患者ＩＥＬＴ的影响
２３１１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１１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在尽量降低研究异质性的前提
下直接进行亚组荟萃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通过整合各亚组数
据进行整体荟萃分析时发现，整体异质性检验Ｉ２＝９８％，需转换
为随机效应模型来降低异质性并稳定结果可信度，其整体异质

性检验结果为 ＷＭＤ＝１０２，９５％ＣＩ为（０６５，１３９），合并区间
完全位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６０ｍｇ剂量组经异质性检验Ｉ２＝９６％，即纳入亚组的５个试验具
有高度异质性，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该剂量 ＷＭＤ＝１３９，９５％ＣＩ

为（０７３，２０５），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３０ｍｇ剂量组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９６％，即
纳入亚组的５个试验具有高度异质性，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该剂
量ＷＭＤ＝０９７，９５％ＣＩ为（０３４，１６１），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
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１３）
发表的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患者根据自身耐受情况来自由选

择具体最佳剂量的方法，故在此将其单独成立为一个亚组以示

区别；而在国内研究的亚组分析中异质性检验Ｉ２＝９９％，即纳入
亚组的５个试验具有高度异质性，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结果显示
ＷＭＤ＝０５８，９５％ＣＩ为（－０１６，１３２），合并区间与无效线相
交，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图３　早泄患者ＩＥＬＴ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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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２　６０ｍｇ与３０ｍ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５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０％，即纳入

的试验具有同质性，应选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图４所示：ＷＭＤ

＝０４０，９５％ＣＩ为（０２５，０５５），即在按需服用达泊西汀６０ｍｇ
及３０ｍｇ均能改善早泄患者 ＩＥＬＴ的基础上，６０ｍｇ组较３０ｍｇ组
效果更加明显（Ｐ＜００１）。

图４　不同剂量对早泄患者ＩＥＬＴ的Ｍｅｔ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图

２３２　对早泄患者ＰＧＩ的影响
２３２１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７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在尽量降低研究异质性的前提
下直接进行亚组荟萃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通过整合各亚组数
据进行整体荟萃分析时发现，经异质性检验整体Ｉ２＝９２％，因此
需转换为随机效应模型来降低异质性并稳定结果可信度，其整

体结果 ＲＲ＝１７６，９５％ＣＩ为（１３９，２２２），合并区间完全位于
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Ｐ＜００１）。６０ｍｇ剂
量组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５４％，即纳入亚组的４个试验具有中度
异质性，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转换模型后 ＲＲ＝２２７，９５％ＣＩ

为（１９３，２６８），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３０ｍｇ剂量组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４８％，即
纳入亚组的３个试验具有中度异质性，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转
换模型后 ＲＲ＝２０１，９５％ＣＩ为（１６９，２３８），合并区间完全位
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在国内研
究的亚组分析中异质性检验Ｉ２＝１％，即纳入亚组的２个试验具
有同质性，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结果显示 ＷＭＤ＝１００，９５％ＣＩ为
（０８６，２２２），合并区间与无效线相交，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图５　早泄患者ＰＧＩ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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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２　６０ｍｇ与３０ｍ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３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０％，即纳入

的３个试验具有同质性，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图６所

示：ＲＲ＝１１７，９５％ＣＩ为（１０９，１２５），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效
线右侧，即在按需服用达泊西汀６０ｍｇ及３０ｍｇ均能改善早泄患
者ＰＧＩ的基础上，６０ｍｇ组较３０ｍｇ组效果更加明显（Ｐ＜００１）。

图６　不同剂量对早泄患者ＰＧＩ的Ｍｅｔ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图

２３３　对早泄患者ＰＣＯＥ的影响
２３３１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６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在尽量降低研究异质性的前提
下直接进行亚组荟萃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整合各亚组数据进
行整体荟萃分析时发现，经异质性检验整体Ｉ２＝７４％，因此需转
换为随机效应模型来降低异质性并稳定结果可信度，其整体结

果ＲＲ＝２０９，９５％ＣＩ为（１８４，２３８），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效
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６０ｍｇ剂量组经异

质性检验Ｉ２＝６４％，即纳入亚组的４个试验具有高度异质性，应
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转换模型后该剂量 ＲＲ＝２３３，９５％ＣＩ为
（２００，２７３），合并区间完全位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３０ｍｇ剂量组经异质性检验 Ｉ２＝５４％，即纳
入亚组的４个试验具有中度异质性，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转换
模型后该剂量 ＲＲ＝２０３，９５％ＣＩ为（１７５，２３６），合并区间完
全位于无效线右侧，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图７　早泄患者ＰＣＯＥ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２３３２　６０ｍｇ与３０ｍ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
共４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经异质性检验Ｉ２＝４４％，即纳入

的４个试验具有轻度异质性，可考虑转换为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如图８所示：ＲＲ＝１１６，９５％ＣＩ为（１０６，１２８），合并区间完全

位于无效线右侧，治疗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在按需

服用达泊西汀６０ｍｇ及３０ｍｇ均能改善早泄患者 ＰＣＯＥ的基础
上，６０ｍｇ剂量组较３０ｍｇ剂量组效果更加明显（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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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剂量对早泄患者ＰＣＯＥ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２４　药物不良反应
盐酸达泊西汀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有神经系统症状（如

头痛、晕厥、嗜睡、疲乏等）、消化系统症状（如恶心、腹痛、腹泻

等）以及其他症状（如鼻咽炎、戒断反应等），且不良反应一般时

间短程度轻，大多发生于开始治疗后１个月左右。特别是首次
服用该药物，但大部分患者可耐受。国内各研究［１３－１５，１７］报道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类型与澳大利亚ＭｃＭａｈｏｎ等［１８－２１］长期随访

数据基本一致，且国人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分别为晕厥、恶心、头

痛、腹泻以及疲乏等。

#

　讨论
目前关于早泄的病因尚不明确，存在多种生理心理学的假

说：如因心理或环境因素所致焦虑症、阴茎过度敏感（射精阈值

降低）、５－ＨＴ神经递质受体功能紊乱、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
痛综合征等。虽然多种行为技术已证实对早泄治疗有效，但其

费时且需要性伴侣配合帮助的缺点对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况且远期疗效尚不明确。因此，药物治疗是早泄治疗的首选。

盐酸达泊西汀作为目前唯一的批准适应证用于治疗早泄的口

服强效ＳＳＲＩｓ药物，具有起效快、半衰期短，在体内迅速清除，可
避免累积效应。

本项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表明：盐酸达泊西汀可显著延长患者
ＩＥＬＴ，有效改善患者 ＰＣＯＥ，提高患者 ＰＧＩ评分，且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症状轻微；同时６０ｍｇ剂量组的疗效明显优于３０ｍｇ剂
量组，与李金洪等［２２－２５］研究结果相一致。需注意的是，根据国

人研究所作亚组荟萃分析的森林图提示：明显区别于国外安慰

剂对照研究结果，国内各研究的可信区间基本对称分布在无效

线双侧，这可能与选择具体治疗方式或治疗药物，甚至是心理

暗示作用有一定关系，尤其是使用早泄治疗指南上所不推荐的

舍曲林、帕罗西汀、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等非适应证药物，甚至是

极具争议的阴茎背神经离断术，可能对荟萃分析结果造成主观

上的影响。同时，国内各研究中病例的分配，治疗方式的选择

意愿以及是否符合适应证等因素也可造成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国内有研究［２６］表明手术治疗可一定程度上

增加患者ＩＥＬＴ，但其创伤性且不可逆性则需要严格把握手术适
应证。外用复方利多卡因乳膏亦能明显延长 ＩＥＬＴ，但会对男女
双方性快感造成缺失，进而影响到勃起功能。因此，口服药物

治疗仍是主流疗法，尤其是在结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优势基

础上，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泄可望得到更好的效果，并能最大程

度降低ＳＳＲＩｓ药物的不良反应，从而在多方向、多靶点综合的改
善调节患者的躯体状况，甚至是心理状况［１４，１６］。

本研究尚有以下不足之处：（１）本次荟萃分析所纳入的研

究均为公开发表，且可获取全文的文献共１２篇（其中中文文献
５篇），可能存在未能纳入的灰色文献；（２）由于国内尚缺乏足
够数量和高质量的随机对照双盲试验［２７－３０］，因此无法对国人

展开各类指标的荟萃分析；（３）荟萃分析本身为观察性研究而
并非试验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发表偏倚风险，即质

控和效果评价标准不能完全一致，这亦是荟萃分析所固有的局

限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早期研究的疗程多为９周或１２
周，有文献报道甚至达到２４周，而国内对于该药物的研究大多
始于２０１４年以后且基本为４周。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
国内外的医疗环境及人文背景差异等原因所致，尤其是国内患

者更倾向于具有特色的祖国传统医学，从而造成用药剂量以及

疗程的不一致。为尽量降低因人种以及疗程等差异因素所造

成的临床异质性，以分组的方式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亚组 Ｍｅｔａ
分析。

本文涉及国内的研究结果仅为初步结果，尤其是治疗国人

早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需更多的临床研究予以支持。因

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期待更多的有关国人使用盐酸达泊西汀治

疗早泄的前瞻性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以便于在应用Ｍｅｔａ累积
分析或亚组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研究并探讨盐酸达泊西汀

作用于国人的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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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起功能障碍中医与西医诊治策略的对比
王继升　代恒恒　王彬　党进　姚泽宇　董雷　祝雨田　李霄　马健雄　李海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勃起功能障碍虽不致命，但却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和谐造成影响，且治疗费用较高，成
为临床急需解决的医学难题之一。中医与西医虽分属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但在诊治勃起功能障碍方面，

具有相同的患者群体、相同的诊疗目的、相似的分型、效果相同的药物。我们十分有必要将勃起功能障碍中

医与西医诊治策略进行对比，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让世界了解中医，也让中医更加了解西医，为广大男

科医生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最终推动勃起功能障碍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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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出现不能
持续获得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完成性交的症状，并且该症状持

续至少６个月以上，是男性常见的性功能障碍之一，其发病率与
年龄呈正相关，４０～７０岁男子中 ＥＤ的患病率高达５２％，严重
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１］。中西医均有相应的疗法治疗，但

各有优劣，如何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有机结合中西医疗法，发挥

各自的优势以提高临床疗效，是临床医生首要关注的问题。其

实，将中西医治疗措施合理搭配，形成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就

能更好的发挥两者的优势，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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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与西医对
$%

的基本认识

１１　中医与西医面对共同的患者
尽管中医和西医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并不妨碍两者对

ＥＤ患者做出同样的诊断，即是说，中西医对于 ＥＤ的诊断标准
是相同的。这一点从中医治疗 ＥＤ的专家共识与西医治疗 ＥＤ
临床指南上可以清楚的看到［２］。此外，中医和西医治疗 ＥＤ患
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最大限度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幸福感及满意度。在中国，绝大多数患者接受中医和西

医的共同治疗，这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疗 ＥＤ方面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因为只有具有相同的患者才能探讨治疗策略的异同，才

能互相学习弥补不足，最终实现疗效最大化。

１２　中医与西医具有相似治疗体系
在相同的诊断标准下，中医与西医也具有相同的治疗体

系。中医与西医都清楚的认识到，该病虽病位在生殖器，但却

与全身其他器官、疾病关系密不可分。有研究表明［３－６］，通过临

床实践与动物模型的研究，高血压与ＥＤ的发病具有相关性；糖
尿病性ＥＤ发病机制也颇为复杂，通常认为其与神经递质的兴
奋性、血管功能、代谢异常、内分泌紊乱等因素有关。虽然西医

考虑到全身疾病对阳痿的影响，但在治疗阳痿时对全身综合考

虑方面并不是很周全，由于多数疾病对阳痿的影响机制并不明

确，因此并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在治疗时常常只注重局部症

状，而忽视整体观念的重要性。而传统医学的优势在于整体观

念和辨证论治，认为人与自然、人体之间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脏

腑之间在生理上密切配合，病理上相互影响，男科疾病看似仅

为泌尿生殖器官等部位的病变，实则与全身系统密切相关。基

于此，在治疗时西医应借鉴中医整体观念的理论以增强疗效。

１３　中医与西医有相近的干预角度
中医与西医均认为男性勃起功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

为复杂，如果仅靠单一的治疗方法，其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需要

采用多种方法综合治疗。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为主

轴，既要关注病人因生物因素导致的病理改变进行治疗，又要

有侧重的对其心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干预。结合患者所处生活、

工作环境，提出身心同治，夫妻同治，多方位、综合治疗疾病等

的多重干预角度［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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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与西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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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型的优势互补

中医将阳痿从肝气郁滞、肾精亏虚、湿热下注、瘀阻宗筋四

个病机角度进行证型分类，其中肝郁作为主要病理特点，湿热

作为疾病起始，肾虚作为主要病理趋势，血瘀为最终病理结

果［２］，且四者有机联系，互为因果，共同作用。西医根据病因将

ＥＤ分为两大类：心因性和器质性；器质性因素又包括三类，分
别是神经性ＥＤ、血管性ＥＤ和内分泌性ＥＤ［９］。心因性ＥＤ与中
医所讲肝郁证型阳痿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可因过大的压力或

对配偶的审美疲劳而影响勃起，后者则因各种原因影响了肝气

的条达输布，气机郁结，不能正常发挥“曲直”功能，阴筋失却气

供，因而痿废不用。两者均为心理因素所导致。血管性 ＥＤ与
中医所说血瘀型阳痿很是相似，前者又可分为动脉性和静脉性

两种，以阴茎局部血液灌注异常为主要矛盾；后者亦是气血运

行障碍而影响到了阳道的正常充实。内分泌代谢性 ＥＤ（性腺
功能减退症）与中医所说肾虚型阳痿也是殊途同归，前者是睾

酮分泌不足进而影响了性欲和性功能，后者是肾气亏虚而玉茎

驰骋无力，相较而言，以上中西医ＥＤ分类因着眼点的不同而分
别形成各具特色的诊疗方案，将相应方案有机结合必会使临床

疗效再上一个新台阶。此外，西医病因还包括神经性 ＥＤ、解剖
原性ＥＤ。根据ＥＨＳ（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将勃起硬度分为４
级：第１级，阴茎增大但不硬，硬度似豆腐；第２级，阴茎硬但硬
度不足以插入，硬度似剥皮香蕉；第３级，阴茎的硬度足够插入，
但不完全坚硬，硬度似香蕉；第４级，阴茎完全坚硬并坚挺，硬度
似黄瓜［１２］。对于ＥＨＳ分型，中医是基于整体辨证分型，西医是
基于局部辨证分型，因此在临床中，可以利用中西医分型优势

互补，在分析病证时，首先应着眼于整体，然后再着眼于局部，

从而把局部变化与整体变化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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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与西医治疗
$%

药物上相互配合

中药虽然与西药存在差异，但是其治疗效果却是相似的。

例如，对于勃起功障碍患者，西医内科的治疗方法多使用５型磷
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Ｉｓ），而中医多采用活血类的药物，两
者之间名称虽不相同，但是其功效相同，其本质都是活血化瘀

治疗［１３］。再如，对于ＥＤ导致的抑郁症患者西医多采用抗抑郁
药物进行治疗，而中医则往往采用疏肝解郁类中药，其作用结

果最终都达到了统一［１４］。所以在面对 ＥＤ患者，中医和西医虽
然采用不同名称药物进行治疗，但是其本质却是相同的，这一

点也为了解中医和西医治疗ＥＤ提供了有效地支持。
ＰＤＥ５－Ｉｓ的上市使西医治疗 ＥＤ进入了革命性的新时期，

与中医相比有了明显的优势：见效迅速。然而，临床上 ＥＤ患者
在有ＥＤ症状的同时，常伴有身体疲乏无力、腰膝酸软疼痛、性
欲低下、焦虑抑郁等。伴有抑郁焦虑症状的患者服用 ＰＤＥ５－Ｉｓ
的治疗效果不佳，若配合中药治疗可显著提高其有效率，患者

满意度亦较高。由此可见，中西医对于 ＥＤ的治疗，各有擅长的
方面，取两者之长进行优势互补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１５］。临

床实践证明，ＰＤＥ５－Ｉｓ能够有效且快速恢复 ＥＤ患者阴茎的勃
起功能，而中医药的优势在于患者身心症状的改善。故可使用

西医的针对性药物恢复患者的勃起功能，再运用中医药改善患

者焦虑紧张等身心症状及全身整体症状的表现，这样既改善了

患者的阴茎勃起症状，又改善了患者的体质，调节人体整体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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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与西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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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取长补短

目前，中医治疗ＥＤ时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包括针灸、推拿、
穴位贴敷等多种方法。有研究表明［１６］，取中脘、关元、三阴交，

以捻转泻法进针，进针后用捻转补法，对治疗阳痿有一定作用

效果。推拿作为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凭借其无创无痛的绿

色疗法为后世所认可，治疗时采用温肾的手法对于治疗命门火

衰型阳痿有非常显著地疗效［１７］。此外，研究表明神阙穴穴位贴

敷对于治疗阳痿也有治疗作用［１８，１９］。中医在治疗ＥＤ时虽有明
显的疗效，但仍存在其自身的缺陷：由于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针灸、推拿等外治法在治疗ＥＤ时其机制并没有研究明确；文献
报道中科学方法的应用记载较少，大部分还是以临床经验治疗

用药为主；且诊断标准亦不统一，缺乏相对明确的、规范化的诊

疗方案。

西医对于ＥＤ的治疗多以三线疗法为主，同时配合心理疏
导、提倡生活方式调整及睾酮补充治疗等方法进行综合治

疗［２０］。三线疗法中除了上文所述药物治疗 ＥＤ的一线疗法之
外，还包括二线疗法中的真空负压吸引、阴茎海绵体血管活性

药物注射、经尿道给药等多种外治方法；三线疗法主要是手术

疗法，其代表为阴茎假体植入术，一般适用于非手术治疗无效

的患者。然而，这几种治疗方案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操作不便、

不良反应较多且很多患者无法接受、性生活不能自然进行等缺

点，因而在临床上的使用率越来越低［２１］。因此，中医和西医有

必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

　中医与西医治疗
$%

原则上标本兼顾

标与本是相对而言的，原指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在中医学

中被用来概括病变的整体或局部表象和内在的主要矛盾和先

后关系。即临证治疗疾病时，应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分清疾

病的标本，找到根本问题的所在，分清病变表现的主次，才能抓

住矛盾中心，有针对、有要点的治疗。而对于疾病标本主次的

治疗，中医和西医的观点是一致的，两者都以急则治标、缓则治

本和标本兼治为基本原则。而就 ＥＤ的治疗来说，临床中我们
主要是以标本兼治为主为处理原则。治其标，使其阴茎勃起功

能快速恢复；治其本，制定有计划、有阶段、按疗程的治疗方案，

以祛除其致病的危险因素和具体病变。因此，ＥＤ的治疗分先
后缓急，先解决勃起问题，再改变引起阳痿的条件。当 ＥＤ患者
前来就诊时，我们首先要使用 ＰＤＥ５－Ｉｓ，使其阴茎勃起功能快
速的恢复，以能够成功的完成性生活为目标。然后，制定使用

ＰＤＥ５－Ｉｓ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使其治标向治本过渡。再者，配
合使用中药。一方面临床研究证明中药的确可以有效的改善

和提高勃起功能，另一方面中药治疗可以同时改善 ＥＤ患者的
一系列身心症状，直达病所，进而达到治本的目的。最后，明确

导致患者出现ＥＤ的病因，是局部生理功能的下降，较大的心理
波动引发的心理性ＥＤ，还是由其他相关疾病导致的，如高血压、
糖尿病血管神经病变等。在全方面恢复患者勃起功能的同时，

改善引起阳痿的环境，针对性地祛除病因，标本兼治。

(

　中医与西医结合治疗
$%

的未来发展方向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仍

然无法解决许多医学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如果希望进一

步得到发展，必须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良好经验。就拿 ＥＤ来
说，虽然西医近年提出了个体化治疗的理念，且运用到临床实

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早在两千年

前就提出了个体化、综合化治疗的医学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西

医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中国的传统医学工作者也应该认识

到，西方先进的诊疗手段、先进的药物、先进的医学人文思想更

适应现阶段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积极的借鉴，为我所

用，才有可能发展。对于治疗某些特殊类型的 ＥＤ，中药无论是
在效果还是在起效时间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情况下，我

们就可以把西药作为一种中药进行应用，即所谓的“海派中

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疗 ＥＤ
方面各有特色，且都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在最大限度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这一前提下，中医和西医有必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ＥＤ作为目前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其虽不致命，但却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满意度。现阶段对于 ＥＤ患
者采用个体化、综合化治疗，在这一点上中医和西医已经达成

共识，虽然各自表述不同，但是其诊治策略却是相同的。故而，

我们十分有必要将中医治疗 ＥＤ的诊治策略向全世界进行推
广。虽然目前在中医理论、中药使用方面，中医暂时还无法被

西医所广泛接受，但是作为一个已经积累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经

验的医学，必然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治疗ＥＤ方面这一点就
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要想发展，必

须吸收西方先进的医学思想，这样才能打破传统医学带来的桎

梏，才能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让世界了解中医，也让中医

更加了解西医，为广大男科医生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最终推动

男性疾病研究工作的向前蓬勃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朱积川．男子勃起功能障碍诊治指南．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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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６８－７２．
［２］　张敏建，常德贵，贺占举，等．勃起功能障碍中西医结合诊疗指

南（试行版）．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８）：７５１－７５７．
［３］　Ｂｅｈｒ－ＲｏｕｓｓｅｌＤ，ＧｏｒｎｙＤ，ＭｅｖｅｌＫ，ｅｔ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ｅａｒｌｙ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ａ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８８（１）：２７６－２８３．

［４］　ＣｈｉｔａｌｅｙＫ，ＷｅｂｂＲＣ，ＤｏｒｒａｎｃｅＡＭ，ｅｔａ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ＣＡ－ｓａｌｔａｎｄｓｔｒｏｋｅｐｒｏｎ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ａ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３
（Ｓ５）：Ｓ１６．

［５］　ＷｉｌｋｅｓＮ，ＷｈｉｔｅＳ，ＳｔｅｉｎＰ，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ｅｓｒｈｏ－ｋｉｎａｓ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
ｍａｌ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ａ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１６（２）：１８７－１９４．

［６］　陈
#

，戴玉田，孙则禹，等．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多因素发病
机制研究．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５）：４６３－４６９．

［７］　王彬，宣志华，李曰庆．李曰庆从肝肾论治阳痿经验．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４９－５１．

［８］　范宇．心身俱治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关键．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１（９）：８５９－８６３．

［１０］　李宏军．勃起功能障碍的诊治进展与共识．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６，２２．

［１３］　袁亦铭，周苏，张凯．阴茎勃起硬度的评估．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０（７）：６４２－６４５．
［１４］　马凰富，马健雄，赵冰，等．李海松教授“阴茎中风”学说在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中的应用．环球中医药，２０１６（５）：５９４－５９６．
［１５］　夏雨果，曾文彤，梅雪峰，等．联合应用郁乐疏合剂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临床疗效评价．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６］　吴镝．勃起功能障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疗效观察．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３．

［１７］　林俊钦．神阙灸配合针刺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广
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

［１８］　孙风峙．温肾壮阳推拿法治疗命门火衰型阳痿的临床观察．济
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９．

［１９］　符贤才，符振汉，高春彩，等．中医特色治疗男性阳痿症１５０例
的体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全国中西
医结合男科学术大会、第六届广西中医、中西医结合男科学术大

会、全国中西医结合男科疾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论文集．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５：３．

［２０］　庞保珍，赵焕云．玉茎回春散填脐灸法治疗阳萎１１１例．新中
医，１９９２（１１）：４２－４３．

［２１］　王一，李涛，郭战军，等．２００５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阴茎勃起
功能障碍诊断治疗指南》概况．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３）：１９８．

［２２］　郭宏波．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现状和研究进展综述．临床和实
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３）：２２２－２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杨波（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
系结石与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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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环切术中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的应用价值
研究
杨波１　陈耀武１　周青 １　王飞２

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０９４０
２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０９５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治疗包皮环切术临床价值，以期丰富治疗方法。方法：选
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６例包皮环切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照组７３例，传统方法切除；
观察组７３例，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切除。观察术后在手术时间、创口愈合时间和并发症等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观察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ＶＡＳ评分（术后２４ｈ和术后３ｄ）、切口愈合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但手术
费用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术后１周包皮无水肿占２７４％、中度水肿
２４６５％，切口美观度满意率４１１％、不满意率１３７％，观察组术后１周包皮无水肿占５３４２％、中度水肿
６８５％，切口美观度满意率６７１２％、不满意率１３７％，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对照组总并发症发生
率为２６０３％，观察组为２７４％，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治疗包皮环
切术恢复时间快、并发症少，但费用高。

【关键词】　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环切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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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ａｆｔｅｒ２４ｈａｎｄ
３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ｅｄｅｍａａ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２７４％ ａｎｄ５３４２％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ｄｅｍａｗｅｒｅ２４６５％ ａｎｄ６８５％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１１％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３７％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６７１２％ ａｎｄ１３７％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２６０３％ ａｎｄ２７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ｆａｓｔ，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ｃｏ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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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环切术是人类开展外科手术较早术式之一，理想的手术
应该操作简单、安全、疼痛轻、外观满意、生活影响性小等特点。

传统包皮环切术是目前外科医师运用最频繁的手术类型，但传统

手术出血较多、耗时长，对医师经验水平有一定要求［１］。一次性

包皮环切缝合器（ｔｈ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ＣＳＤ）借鉴肠
道吻合器切割缝合原理，可将包皮切割和缝合一次性完成。本次

研究就通过观察ＤＣＳＤ和传统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
患者，以期选择最佳方法，提高疗效，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６例包皮环切术
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照组７３例，年龄最小１１岁，最大
４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４±１７）岁；包皮过长４８例，包茎２５例。
观察组７３例，年龄最小１２岁，最大４６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２±
１５）岁；包皮过长４６例，包茎２７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疾病类
型等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结合《泌尿外科》中慢性前列腺炎综合征诊断标准，符合美

国国立卫生院研究１９９５制定的诊断标准［２］。

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１０～５０岁，参考《泌尿外科》符合包皮过长或包茎诊

断标准；签署知情同意书；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年龄在１０～５０岁之外患者；存在其他

严重疾患影响手术疗效观察者；阴茎畸形或急性炎症水肿期。

１５　方法
观察组采用ＤＣＳＤ手术，术前完善相关检查，备皮，患者取

平卧位，在阴茎疲软状态下用阴茎周径测量卡测量选择相应环

切缝合器和包皮环扎器，常规术野消毒铺巾，阴茎根部神经阻

滞麻醉，存在包茎者在包皮背侧切开少许口，扩大包皮外口。

ＤＣＳＤ为狼和牌，由江西狼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先在２、
１０、６点处用止血钳将龟头推入钟罩内系带处松弛，约１ｃｍ，钟
形龟头座拉杆轴线和阴茎轴线为３０°，保持钟沿和冠状沟平行，
再次确定切割位置无误后取出保险扣，拧紧手柄，保持１０ｓ后轻
旋退出器械，用纱布在手术部位按压２０ｓ，松开观察切割缝合情
况，有动脉性出血则用可吸收线缝合一针。外用凡士林、干纱

布、弹力绷带等，适当加压包扎，暴露龟头。对照组采用传统环

切治疗，术前操作同观察组，采用背侧纵向剪开包皮，在离冠状

沟远端０５～０８ｃｍ处环形切除包皮，皮下电凝缝合止血，缝合
包皮内、外板，术后治疗同观察组。

１６　评定指标
观察术中指标［３，４］，包括手术时间（从麻醉起效时间值手术

结束时间）、出血量（治疗后纱布重量去除干纱布重量，１ｍＬ默
认为１ｇ）。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观察疼痛情况。包括术后２４ｈ、术后３ｄ。切口愈合时间
（创面干燥，无分泌物，包皮内外板自然融合无明显压痛）、术后

１周包皮水肿程度（以内板肿胀程度分成中度、轻度、无）、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包括感染、瘀斑、血肿、伤口开裂、系带对合不

良）情况、手术费用。术后２个月后观察切口美观度情况，分成
３个等级，分别为满意（切缘光滑、无瘢痕）；中等（切缘轻度瘢
痕）；不满意（切缘皱褶或瘢痕增生明显）。

１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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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Ｐ＜００５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时间等指标变化比较

观察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ＶＡＳ评分（术后 ２４ｈ和术后
３ｄ）、切口愈合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但手术费用显著高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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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术后手术时间等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出血量

（ｍＬ）

ＶＡＳ评分（分）

术后２４ｈ 术后３ｄ

切口愈合时间

（ｄ）
手术费用

（元）

对照组 ７３ ２４５１±２３４ １４５２±１６７ ５７３±１２７ ３２６±０７４ １５７５±２３１ ５７６３４±８９４５

观察组 ７３ ６７８±１２５ ２４６±１１１ ２４６±０９５ １１５±０５３ １０４４±１３４ ２３１３３４±１８４４４

ｔ 　　８９６５ 　　７９８４ 　　９０６２ 　　８７６３ 　　９５４７ 　　７３５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包皮水肿和切口美观度比较
观察组术后１周包皮水肿程度上显著轻于对照组，切口美

观度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术后包皮水肿和切口美观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１周包皮水肿程度

无 轻度 中度

切口美观度

满意 中等 不满意

对照组 ７３ ２０（２７４） ３５（４８０） １８（２４７） ３０（４１１） ３３（４５２） １０（１３７）

观察组 ７３ ３９（５３４） ２９（３９７） ５（６９） ４９（６７１） ２３（３１５） １（１４）

χ２ ７３５６ ８１２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后并发症比较
对照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６０３％，观察组为２７４％，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感染 瘀斑 血肿 伤口开裂 系带对合不良 合计

对照组 ７３ １（１４） １（１４） ３（４１） ８（１１０） ６（８２） １９（２６０）

观察组 ７３ ０　　 ０　　 ０　　 １（１４） １（１４） ２（２７）

χ２ ７８３６

Ｐ ＜００５　

#

　讨论
包皮过长、包茎是一类常见的男性外生殖器疾病，长期包

皮过长、特别是包茎患者会影响性生活质量，严重者会造成不

育，容易引起泌尿系感染，增加生殖器肿瘤发生率。研究［５］称，

临床上约有７０％男性经包皮环切术后性生活均有一定程度提
高，有３０％左右患者感染率下降。

传统包皮环切术疗效确切，但操作复杂，术后对阴茎背浅

静脉和包皮系带动脉等进行结扎止血，创伤相对较大，虽然是

小手术，但因外科医师年资、临床经验等不同，手术容易遗留系

带过短和切缘不整齐等并发症，影响美观，这对患者来说影响

深远［６，７］。

ＤＣＳＤ能将包皮环切术切割和缝合融为一体，其参照管型
胃肠吻合器，将繁琐复杂手术变为简单快捷的标准化操

作［１１，１２］。结合相关文献［９，１０］，ＤＣＳ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优势性：
（１）操作简单，方便快捷，手术迅速，仅需切开一小口，缩短手术
时间，减少出血量；（２）可减少各种人为性因素，操作趋向标准
和规范化；（３）器械均为标准环，缝合时排列秩序整齐，间距相
等，缝合松紧度合适，能有效避免手工缝合舒密不等，结扎松紧

不一等情况，这也减少了术后切口开裂等并发症发生率；（４）缝
钉组织相容性好，很少有排斥反应，且缝钉能自动脱落，不存在

拆线疼痛等弊端［１２，１３］；（５）小血管和淋巴管能通过缝合器通过，
淋巴液回流受阻力低，对远端血液影响性小，故能促进切口愈

合，术后水肿程度也明显下降。结果显示，采用ＤＣＳＤ治疗包皮
过长和包茎后，在手术时间、出血量、ＶＡＳ评分、切口愈合时间
上均显著下降，这说明 ＤＣＳＤ疗效确切，能满意患者需求。另
外，１周包皮水肿程度和切口美观度上均有满意效果，这说明
ＤＣＳＤ能减轻水肿程度，且外形美观，这对促进夫妻性和谐，增
加患者自信心非常重要［１４，１５］。且在感染、瘀斑、血肿、伤口开

裂、系带对合不良等并发症发生率上显著下降，这和报道［１６］结

论是一致的，说明 ＤＣＳＤ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特别是在伤口开
裂、系带对合不良上，该并发症是传统手术治疗最常见，也是最

棘手的并发症，采用ＤＣＳＤ能有效降低该并发症。但在手术费
用上，ＤＣＳＤ则显著升高，这也是该术式目前没有被广泛运用的
原因之一，多数患者难以承受［１７］。

虽然ＤＣＳＤ术式疗效显著，但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
点：对内外板粘连患者要充分游离，避免损伤周围组织器官；严

格掌握适应症，对系带过短、包皮内外板粘连严重者则需开放

手术治疗；要保留适当系带长度；切割完成后要检查切割缝合

是否完整，排除漏钉现象，术后常规应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严

密注意病情变化，对活动性出血要及时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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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ＤＣＳＤ手术操作方便快捷，患者痛苦少，并发症低，切
口美观，水肿程度轻度，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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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在成人包皮环切术中的应用
唐飞　李玉洁　史彦彬　罗勇　赵飞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使用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成人包皮过长、包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进行包皮环切术的３７７例成人患者为观察对象，其中包皮割缝合器手术２５６
例（观察组），传统包皮环切术１２１例（对照组）。观察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后
美观度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作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
后包皮水肿、术后感染方面优于对照组。术后出血、切口延迟愈合方面两组无明显差异。术后对阴茎外观

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结论：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成人包皮过长操作简单、并发症少、外观美

观，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包皮过长；包皮环切术；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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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过长会增加泌尿系统感染及阴茎肿瘤的发生率，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加强，成年后进行包皮环切

术的患者越来越多［１，２］。近年来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在包皮

环切术中得到了广泛的临床应用。我院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
３月采用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手术及传统包皮环切术对３７７
例成年包皮过长、包茎患者进行治疗，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组患者３７７例，所有患者均排除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及出凝血功能异常。合并隐匿性阴茎、包皮系带过短、

包皮慢性炎症、尿路感染者均未纳入本研究。术前均接受血常

规、血糖、凝血功能等检查，所有患者血常规及凝血功能正常。

患者就诊时告知患者两种手术方式的优缺点，根据患者意愿选

择手术方式（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该研究通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查），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手

术组（观察组）２５６例，年龄１８～４６岁；传统包皮环切术组（对照
组）１２１例，年龄１８～５３岁。
１２　手术方法

传统包皮环切术：常规备皮后消毒、铺巾，１％利多卡因阴
茎根部皮下浸润麻醉。麻醉满意后两把止血钳分别夹住包皮３
点和９点处，提起包皮，沿包皮背侧剪开包皮距冠状沟０５ｃｍ，
沿包皮腹侧包皮系带处剪开距冠状沟１ｃｍ处，再环形剪除两侧
包皮，双极电凝止血，较大血管丝线结扎，间断缝合包皮内外

板，切口处用凡士林纱布和干纱布包扎，外层弹力绷带保持适

当张力包扎固定。

包皮切割缝合器手术：常规备皮后对照测量卡，选择合适

的包皮切割缝合器型号。消毒、铺巾，１％利多卡因阴茎根部皮
下浸润麻醉，麻醉满意后旋转调节旋钮，取出阴茎头钟座，钟座

碘伏润滑后罩于阴茎头上（包皮口狭窄者包皮背侧适当切开后

置入钟座）；使用扎带将包皮口固定于拉杆上，将拉杆插入环切

缝合器壳体中心孔，直达根部，装上调节旋钮并收紧，使拉杆尾

端与调节旋钮尾端相平；去除保险扣，用力紧握把手击发切割

器，握紧把手１５～２０ｓ后松开；旋转调节旋钮，向前推出钟座约４
～５ｍｍ，左右轻度旋转钟座继续退出切割缝合器。切割缝合器
退出后立即纱布加压包扎并紧握切口处３～５ｍｉｎ，无明显出血
后，切口处用凡士林纱布和干纱布包扎，外层使用弹力绷带加

压包扎。

１３　术后处理
术后密切观察有无血肿及出血。术后第２ｄ手术切口常规

换药，并观察手术切口情况，如无特殊情况以后间隔２ｄ换药１
次，共换药３～４次。所有患者口服抗菌药物预防感染３ｄ，具体
药物如下：头孢呋辛酯片（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５ｇ／次，２次／ｄ，头孢菌素过敏者口服盐酸克林
霉素棕榈酸酯分散片（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４３４），１５０ｍｇ／次，３次／ｄ。术后１个月内禁止性生活。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采用
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进行疼痛评分）。观察两组术后切

口出血、术后包皮水肿、切口延迟愈合等不良事件及并发症情

况。随访患者对手术切口美观度的满意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检验
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术后疼痛

轻，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术后感染及严重包皮水
肿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
出血及切口延迟愈合方面，两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２。观察组对术后外观满意２５２例（９８％），对照组对术后外
观满意１０９例（９０％）。

表１　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ｍＬ）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分）

观察组 ８７±２２ １７±０７ １８±０７

对照组 ３０６±５７ １０８±３２ ３２±１３

表２　两组术后不良事件及并发症情况

组别 术后出血 切口感染 严重包皮水肿 切口延迟愈合

观察组 ８（３１） ３（１２） １１（４３） ３（１２）

对照组 ４（３３） ８（６６） ２１（１７４）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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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包皮过长、包茎是男性外生殖器常见疾病，包皮环切术可

降低包皮炎、阴茎癌、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病率［２－５］。术后可降低

阴茎头敏感度缓解早泄症状，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６，７］。包皮

过长的手术治疗方式较多，常用的有传统包皮环切手术、商环

吻合器手术及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手术，其各具优缺点。传

统包皮环切术是治疗包皮过长、包茎的经典术式，但其包皮内

外板切除范围难以控制，易出现包皮系带过短、切缘不齐等情

况，手术时间相对较长，出血较多，美观度差，皮下有结扎线结

等缺点［７，８］。商环吻合器手术的切口美观效果较好，但其缺点

也很明显：水肿发生率高、疼痛明显、切口裂开风险及术后感染

风险高［７－９］。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进行包皮环切术具有手术

时间短、出血量少、疼痛较轻、切缘整齐美观、无拆线及拆环痛

苦等优点，目前被临床广泛推广应用［１０－１３］。

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是利用环形刀片切割包皮，能够确

保包皮切缘光滑整齐，在切割包皮的同时进行吻合，缩短了手

术时间，还能够明显减少出血［１１－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一次性

包皮切割缝合器组与传统手术组相比，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

术后疼痛轻，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１－１５］。

虽然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进行包皮环切术安全性

较高，但术后仍有不良事件发生。本研究术后出血观察组发生

８例（３１％）、对照组发生４例（３３％），两组术后出血发生率无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李佩丰等［１４］报道的一次性包皮切割缝

合器术后出血发生率为２４％。术后出血的发生，分析原因与
阴茎勃起、切口裂开出血、缝合钉脱落、血管残端回缩、小血管

漏扎、系带处血供较丰富等有关。对于术后较大的血肿，预计

加压包扎难以止血，需拆除缝合钉或缝线止血。因一次性包皮

切割缝合器进行包皮环切术并不暴露包皮的皮下组织，可防止

皮下污染，从而可有效减少术后切口感染的风险。我们观察到

术后切口感染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为１２％，对照组
为６６％。文献报道传统包皮环切术后感染发生率高达
７５％［１６］，可见在术后感染方面观察组具有明显优势。术后包

皮严重水肿发生情况，观察组为１１例（４３％），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２１例（１７４％），文献报道传统包皮环切术发生明
显包皮水肿发生率高达２１３％［１７］。分析原因为传统手术对包

皮下组织骚扰较多，导致淋巴管及小血管循环建立较慢［１８］。对

于较为顽固的包皮水肿，给予薄层纱布包扎后弹力绷带适当加

压包扎，可明显加速水肿消退，但需注意包扎时需完全覆盖包

皮细带处。对于切口延迟愈合，两组发生率均不高，延迟愈合

主要发生于包皮系带处，考虑原因与包皮系带处局部张力过高

有关。缝合时需注意缝合牢固，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切

除过长包皮后可于包皮系带处缝合２～３针。
我们总结了如下一些临床经验：（１）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

器手术时可在阴茎根部扎一橡皮筋止血带并保持适当张力，但

张力不应过大，避免阴茎缺血，待切口加压包扎后去除橡皮筋，

可防止切割缝合器退出后出现包皮下血肿。（２）切除前设计切
除长度，若内板过多，可适当翻出部分包皮后再使用蚊氏钳钳

夹包皮口，可避免包皮内板保留过长。（３）结扎包皮口时不宜
过紧，结扎后可将阴茎腹侧皮肤适当回拉，切割时将切割缝合

器钟座向阴茎背侧倾斜 ４５°左右，以防止包皮细带保留过
短［１０，１８］。（４）退出切割缝合器钟座后，检查结扎钉有无松动及
切缘有无小的血肿，在小血肿及结扎钉松动处使用５－０可吸收
线间断缝合，可防止术后切口裂开及大血肿形成。（５）因阴茎

勃起系带处张力较高，为防止术后系带处裂开发生延迟愈合，

可在阴茎细带处结扎钉间隙使用５－０可吸收线缝合２～３针。
综上所述，使用包皮切割缝合器进行成人包皮环切手术具有

手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少、操作简单、外观美观等优点。适合作为

成人包皮环切手术标准手术治疗方式之一，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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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雌醇环丙孕酮在降低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
阴道病复发中的临床效果研究
张建华　张瑾　加秋萍　赵宗霞△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分析炔雌醇环丙孕酮在降低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阴道病复发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５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阴道病复发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对照组采用氯米芬治疗，观察组采用炔雌醇环丙孕酮
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清激素水平以及念珠菌阴道病的改善情况。结果：观察组在

各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炔雌醇环丙孕酮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阴道病中具有较
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血清激素水平，降低念珠菌阴道病的发生率，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水

平，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炔雌醇环丙孕酮；多囊卵巢综合征；念珠菌阴道病；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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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肥胖、体内雌性
激素水平过低、月经失调的念珠菌阴道病患者存在高复发率的

问题，说明肥胖、体内激素雌性激素水平过低以及月经失调为

念珠菌感染创造了较好的环境［１，２］。因此，文章主要针对达英

－３５在降低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阴道病复发中的临床
效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５０例多囊卵巢综合
征合并念珠菌阴道病复发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观察组患者的年龄为２０

～３５岁，平均（２８４±２３）岁；治愈至复发间隔时间为５～１３个
月，平均为（６８±２１）个月。对照组患者的年龄为２１～３４岁，
平均（２７３±２１）岁；治愈至复发间隔时间为６～１４个月，平均
为（７３±１３）个月。所有患者均符合荷兰鹿特丹会议中关于
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标准：（１）稀发排卵或无排卵；（２）高雄激
素或高雄激素血症；（３）卵巢多囊改变（单侧或双侧卵巢有超过
１２个及以上的２～９ｍｍ卵泡和卵巢体积≥１０ｍＬ）；（４）上述３条
中符合２条且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高雄激素患者。本次研究入
选标准：（１）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且经分泌物真菌培养发现
阳性；（２）血清刺激素水平较低或高雄激素表现；（３）就诊前１
年至少有２次以上念珠菌阴道病感染史；（４）所有患者和家属
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并能配合随访调查。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氯米芬（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１１０２０５４６）治疗，患者于经期第５ｄ或撤退出血（撤退出血方
法：肌注２０ｍｇ黄体酮，１次／ｄ，持续３ｄ［３］）第５ｄ开始口服５０ｍｇ
枸橼酸氯米芬胶囊，１次／ｄ，持续用药５ｄ；若患者无排卵迹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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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期增加５０ｍｇ／ｄ，直至每日用药量为１５０ｍｇ／ｄ。观察组采用
炔雌醇环丙孕酮（达英－３５，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００００３）治疗，１次／ｄ，１片／次，连服２１ｄ后停药７ｄ后继续下
一轮用药。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１年。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血清激素水平以及念珠菌阴道

病的改善情况。临床疗效参照相关文献［３－５］中的相关诊断标准

制定：痊愈：患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经 Ｂ超检查发现卵
巢恢复正常，且阴道分泌物检验念珠菌阴性；显效；患者经过治

疗后临床症状消失，经 Ｂ超检查发现卵巢恢复正常，但阴道分
泌物检验念珠菌阴性；有效：患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得到有

效控制，经Ｂ超检查发现卵巢囊肿缩小，且阴道分泌物检验念
珠菌阳性；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卵巢以及念珠菌感染均未得

到明显好转。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８４０％和７２０％，两组间
的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２５ ８ １３ ２ ２ ８４０

对照组 ２５ ６ １２ ３ ４ ７２０

χ２ ２３６２ １５２１－１２５３ －２３６５ ５５３４

Ｐ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３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血清激素水平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激素水平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

但观察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激素以及卵巢形态学变化

组别 时间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Ｔ（ｎｇ／ｄ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６±１７ １７３±５６ ７２５±３１７ ７８７±３０５

治疗后 ４０±１０ａｂ ５３±２３ａｂ ９３３±３７１ａｂ ３８５±１２４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４±１５ １５４±３５ ７２５±２７７ ８０８±２７９

治疗后 ４７±０５ａ ６７±３９ａ ７５８±２６７ａ ４８６±１２８ａ

　　注：与治疗前相比，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念珠菌阴道病的改善情况
观察组治疗后念珠菌阴道病复发４例（１６０％），对照组复

发７例（２８０％），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

　讨论
念珠菌阴道病主要是由于念珠菌引起的引导疾病，且以白

念珠菌感染的发生率最高，该病的主要症状为外阴瘙痒、灼痛

以及阴道出现大量分泌物等［６，７］。念珠菌阴道病复发是指已经

治愈的念珠菌阴道病患者又出现了该病，这与患者的卫生习

惯、滥用抗生素和免疫抑制剂、妊娠、代谢性疾病等因素的影响

有密切的相关性［８，９］。白色念珠菌在机体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

疾病，但是一旦出现免疫力下降或是阴道糖原增加以及阴道ｐＨ
＜７时，白色念珠菌繁殖速度增快，当白色念珠菌数量达到一定
浓度时就会引起阴道疾病［１０－１２］。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是一种常见的
妇科疾病，其主要是由于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患者的临床表现

多有不同［１３，１４］；该病是造成无排卵性不孕的主要原因，典型表

现为卵巢形态学改变、高雄激素血症、月经异常、不孕等症

状［１５，１６］，且由于高雄激素的影响，导致糖原分泌旺盛，阴道 ｐＨ
值升高，为念珠菌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１７，１８］。炔雌醇环丙孕

酮是一种雌孕激素复合药剂，能够有效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

从而提高患者的雌激素水平，进而抑制白色念珠菌的生长。本

次研究观察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８４０％和
７２０％，两组间的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这说明炔雌醇环丙孕酮在念珠菌阴道病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

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改善阴道菌群状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激素水平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但观
察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炔雌醇环丙孕
酮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阴道念珠菌复发中具有较好的应用

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血清激素水平，从而优化阴道环境，抑

制菌群增生；观察组治疗后念珠菌阴道病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说明炔雌醇环丙孕酮能够有效降低念珠菌阴道
病发生率，改善患者阴道菌群失衡状况。

综上所述，炔雌醇环丙孕酮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念珠菌

阴道病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血清激素水

平，降低念珠菌阴道病的发生率，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

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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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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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对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术后患者卵巢功能的
影响
普小芸　李力　刘强　郑秀惠　彭珠芸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４２

【摘　要】　目的：观察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ＭＯＧＣＴ）患者行保留生育功能术后并进行化疗对卵巢
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肿瘤科收治的４５例 ＭＯＧＣＴ并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时
期收治的年龄相近且具有生育需求并给予手术切除但术后未行化疗的４５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作为对照组，
观察组给予ＢＥＰ方案进行化疗，比较两组术前、术后６个月以及术后１２个月的血清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
泡生成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水平，观察化疗组患者化疗期间月经异常的发生情况。结果：术后６个月，对
照组患者的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接近于正常水平，化疗组中的ＬＨ、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Ｅ２水平则低于
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术后１２个月化疗组 ＬＨ、ＦＳＨ水平与６个月时相比明显下降，而 Ｅ２水
平显著升高，术后１２个月，两组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在化疗期间，共有３４例
（７５６％）患者出现月经异常，其中有１９例（４２２％）为停经，１５例（３３３％）为月经量减少，随着化疗周期的
延长，停经以及月经减少患者数量升高。结论：ＭＯＧＣＴ患者在术后化疗期将出现性激素水平改变以及月经
异常，主要表现为血清促性腺水平升高、雌激素水平下降、月经异常，但具有可逆性。

【关键词】　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手术；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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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发生率约占卵巢癌患者的３％左右，
但是在年轻女性中却是最常见的卵巢恶性肿瘤疾病之一［１］，其

平均发病年龄约为２０岁，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疾病的
治愈率，并使得多数患有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女性生育功能得

到改善。术后化疗后的女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其术后的生育

能力是我们关注的一大问题。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对我院收治

的４５例因卵巢肿瘤接受手术治疗并在术后接受化疗的４５例患
者进行化疗前后的卵巢功能比较并与未进行化疗患者进行对

比，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间收治的４５例卵

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观察组，纳入标准：

有生殖要求、患病前月经正常者。排除标准：３５岁以上者、国际
妇产科学联盟（ＦＩＧＯ）恶性肿瘤分期Ⅲ期及以上者、卵巢癌复发
患者及配偶生殖功能异常者。其均在术后接受了辅助化疗，年

龄２０～３５岁，平均（２５４±３９）岁，主要临床表现为下腹部胀
痛，部分患者伴有阴道出血，均符合 ＷＨＯ的相关病理诊断标
准［２］，具有生育需求，月经正常，年龄低于３５岁，恶性肿瘤分期
为Ⅲ期及以上患者，选取同时期就诊我院的年龄相仿，未行术
后化疗的卵巢上皮交界性肿瘤患者４５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
的基本资料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的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
月经周期

２４～３０ｄ ３０～３５ｄ

性激素水平

ＬＨ（ＩＵ／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ＦＩＣＯ分期

Ⅰａ Ⅰｂ Ⅱａ Ⅱｂ

化疗组（ｎ＝４５） ２４５±３９ ２２（４８９） ２３（５１１） １１１±３９ １３５±４３ １２８３±２８５ ３（６７） ２２（４８９） １１（２４４） ９（２００）

对照组（ｎ＝４５） ２５６±４３ ２５（５５６） ２０（４４４） １０７±２８ １１８±３８ １３８５±３１６ ４５（１０００） － － －

ｔ／χ２ １２０５ ０３６９ ０４７８ １７３６ １２５６

Ｐ ０２３４ ０５４５ ６３５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切除附件，保留子宫，观察组

在术后７ｄ均行化疗处理，ＰＩＣＣ置管取贵要静脉或肘部正中静
脉进行，化疗方案为 ＢＥＰ（顺铂 ＋依托泊苷 ＋博来霉素）方案：
顺铂［费森尤斯卡比 （武汉）医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４４９４５，ＤＤＰ］２０ｍｇ／（ｍ２×ｄ）、依托泊苷［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４３１４３，ＶＰ－１６］６０～７０ｍｇ／（ｍ２×ｄ），
静脉滴注５ｄ，应用博来霉素（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５８８３）１５ｍｇ／ｄ静脉滴注２４ｈ，持续２ｄ，化疗周期３周，根据
手术－病理分期作适当处理。在化疗期间对相关并发症予以

对症处理。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术前、术后６个月以及术后１２个月抽取空腹静脉血，应

用化学发光法对血清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
雌二醇（Ｅ２）水平给予检测，若遇到月经期，则将抽血时间改为
月经结束后３ｄ，观察化疗患者月经异常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的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
以（珋ｘ±ｓ）形式表示，应用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表
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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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随访期间的性激素水平比较

术后６个月，对照组中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相比于正常水平无

明显差异，化疗组中 ＬＨ、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Ｅ２水平

明显降低，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术后１２个月化疗组 ＬＨ、ＦＳＨ
水平明显低于６个月时水平，而 Ｅ２水平明显升高，术后１２个
月，两组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的血清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ＬＨ（ＩＵ／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ＦＳＨ（ＩＵ／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Ｅ２（ｐ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化疗组（ｎ＝４５） １１１±３９ ３０３±８８△ ７８±２１＃ １３５±４３ ４８４±１１３△ ９３±２５＃ １２８３±２８５５９８±１２５△ １４０５±２８５＃

对照组（ｎ＝４５） １０７±２８ ７７±２４ ７６±２３ １１８±３８ ９３±２８ ９１±２４ １３８５±３１６１４４７±３７５ １４８４±３３８

　　注：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同组术后６个月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对比，△Ｐ＜００５

２２　化疗组患者月经异常情况
在化疗期间，共３４例（７５６％）患者出现月经异常，其中有

１９例（４２２％）为停经，１５例（３３３％）为月经量减少，随着化疗
周期的延长，停经以及月经减少患者数量升高。对照组４５例患
者术后未行化疗者中未发现停经者，５例（１１１％）患者月经减
少，两组月经异常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化疗组患者化疗期间月经异常的发生情况

月经异常 第１周期第２周期第３周期第４周期 合计

停经（ｎ＝４５） ２（４４） ４（８９） ８（１７８）５（１１１）１９（４２２）

月经减少（ｎ＝４５） ２（４４） ３（６７） ４（８９） ６（１３３）１５（３３３）

２３　生殖预后影响
观察组４５例患者中有３１例患者近期有生育需求，随访期

间１６例妊娠成功。对照组４５例中３４例患者有生育需求，随访
期间１４例妊娠成功，两组妊娠成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讨论
一般来说，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ＭＯＧＴＴ）恶性程度高、

容易早期出现淋巴转移［３－５］，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方式，保留生育

功能为大多数患者的需求。临床上对于Ⅰａ期无性细胞了及未
成熟畸胎瘤患者多主张术后随访，Ⅰａ期外生殖细胞肿瘤术后
则均需要采用辅助化疗方式，而随着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特

别是以铂类药物为核心化疗药物的方案已在临床上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使得ＭＯＧＴＴ术后生存率明显升高。
而在化疗时，有多种因素会导致患者卵巢功能受影响，化

疗是目前公认的影响因子［６］，化疗药物剂量的累积及患者年龄

对于患者均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既往研究指出烷化剂如环酰酰

胺等对卵巢的毒副作用最大，其次为顺铂等，细胞毒性药物对

于卵泡损伤的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７，８］指出其可能是诱导了

不正常的凋亡而引起卵泡衰竭，导致患者月经出现异常、激素

水平出现变化。

有研究［９，１０］发现，ＢＥＰ化疗方案应用于保留生育功能卵巢
恶性生殖肿瘤术后患者中大约有９５％会出现高促性腺激素闭
经，通过本次研究结果发现，在化疗期间共有３４例（７５６％）患
者出现月经异常，其中有１９例（４２２％）为停经，表现为化疗相
关性停经，表现出高促性腺激素，卵泡数量明显减少，说明了化

疗因素引起的停经导致卵巢出现原发性损害，在本次研究中，停

经多出现于化疗后４～６个疗程，且随着化疗进程的增加，停经
患者的数量亦不断升高，而ＢＥＰ方案对于卵巢功能的损伤是可
逆性的，一般在结束化疗后２～３月患者的月经能够得到恢复。
既往研究指出［１１，１２］，化疗相关性停经患者在恢复月经后经量常

减少，黄体期缩短，而虽然患者的月经得到恢复，但是化疗对于

卵巢功能的损伤还将延续至化疗结束后６个月，而化疗结束后
１年，停经患者的激素水平以及卵巢储备基本能够恢复正常水
平。在本次研究中选取的对象基本为３０岁以下的青春期患者，
而化疗对于３０岁以上患者的卵巢功能影响则有待于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

既往有研究［１３］对５例 ＭＯＧＴＴ患者进行化疗后研究，发现
停经后的 ＦＳＨ、ＬＨ以及 Ｅ２水平分别为（５６８±１５４）ＩＵ／Ｌ、
（５０７±１０６）ＩＵ／Ｌ、（４５９±１５１）ｐｍｏｌ／Ｌ，ＦＳＨ以及ＬＨ水平明
显升高，Ｅ２明显降低。本研究中比较了两组患者的术后６个月
ＬＨ、ＦＳＨ及Ｅ２水平，对照组表达水平与正常水平相接近，化疗组
ＬＨ、ＦＳＨ水平则显著升高，Ｅ２水平明显下降，与既往的研
究［１４－１６］结果相一致，而在术后１年，化疗组中的９０％左右患者
恢复正常月经，两组激素水平接近。

国外有学者通过研究［１７，１８］表明ＭＯＧＣＴ患者治疗后自行妊
娠的概率为７７％，我们认为研究结果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这
与研究的样本年龄、化疗方案选择以及化疗周期长短有关。综

上所述，ＭＯＧＣＴ患者术后进行化疗后的近期可能引起激素水平
变化，导致月经异常，但月经异常具有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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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子宫内膜癌患者彩超检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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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合分析彩超判断子宫内膜厚度在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癌中的诊断效果。方法：在
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选取我院收治的１２０例绝经后阴道出血妇女患者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
３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Ａ组）、３０例子宫内膜增生患者（Ｂ组）、３０例子宫内膜炎患者（Ｃ组）以及３０例正常
子宫内膜患者（Ｄ组）。分析四组患者的平均子宫内膜厚度、内膜均匀厚度以及血流特征等参数指标。
结果：Ａ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高于Ｂ、Ｃ、Ｄ三组患者（Ｐ＜００５）；Ａ组患者与 Ｂ、Ｃ、Ｄ三组患者的内膜均
匀程度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患者血流特征≤４的比例显著高于 Ｂ、Ｃ、Ｄ三组患者（Ｐ＜００５）。
结论：彩超判断子宫内膜厚度在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癌中的诊断效果比较高。

【关键词】　彩超；子宫内膜厚度；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癌；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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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疾病常见症状中是绝经后阴道出血，好发于以下几种
疾病中：（１）子宫内膜癌；（２）内膜息肉；（３）内膜增生；（４）子宫
黏膜下肌瘤等［１，２］。笔者将根据相关工作经验，综合分析彩超

判断子宫内膜厚度在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癌中的诊断效果，为

治疗绝经后阴道出血妇女患者提供科学的数据参考［３－５］。现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在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选取我院收治的１２０例绝经
后阴道出血妇女患者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组患者按

照疾病类型分为四组：３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 Ａ组、３０例子宫
内膜增生患者为Ｂ组、３０例子宫内膜炎患者为Ｃ组，３０例正常
子宫内膜患者为 Ｄ组。所有入组患者均在知晓情况下参与本
次实验研究且签署相关同意书。排除中途退出本次实验研究

着、精神障碍者。

Ａ组患者的年龄在 ４６５～６６２岁，平均年龄为（５６３５±
１００１）岁；病程时间在１２５～７７７个月，平均病程时间为（４４９
±２６１）个月；体质量在５０１～７８８ｋｇ，平均体质量为（６４４５±
１１１４）ｋｇ。Ｂ组患者的年龄在 ４５９～６５８岁，平均年龄为
（５５８５±１１０３）岁；病程时间在１２９～７６８个月，平均病程时
间为（４５１±２６３）个月；体质量在５１２～７８５ｋｇ，平均体质量
为（６４８５±１２０３）ｋｇ。Ｃ组患者的年龄在４６０～６５５岁，平均
年龄为（５５７５±１０９２）岁；病程时间在１３３～７７１个月，平均
病程时间为（４５２±２６４）个月；体质量在５２３～７８１ｋｇ，平均
体质量为（６５２０±１１９６）ｋｇ。Ｄ组患者的年龄在４４８８～６７４８
岁，平均年龄为（５６１８±１２０３）岁；病程时间在１３６～７８０个
月，平均病程时间为（４５８±２６１）个月；体质量在 ５１９～
７９１ｋｇ，平均体质量为（６５５０±１２１２）ｋｇ。四组患者在一般资
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采用飞利浦ＩＵ２２彩色超声诊断仪对四组患者进行检查，探
头频率为７０～９０ＭＨｚ；所有患者在接受检查前排空膀胱，进行
多角度和多平面扫查，观察患者子宫有无病变情况，测量子宫

内膜厚度和内膜四周光滑程度，判断病灶处血流特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假设检验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平均子宫内膜厚度比较

Ａ组患者的平均子宫内膜厚度为（８１７±３１６）ｍｍ，Ｂ组患
者的平均子宫内膜厚度为（５２０±２８７）ｍｍ，Ｃ患者的平均子宫
内膜厚度为（４１０±２５２）ｍｍ，Ｄ组患者的平均子宫内膜厚度为
（３８５±２０１）ｍｍ，Ａ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高于 Ｂ、Ｃ、Ｄ三
组患者（Ｐ＜００５）。
２２　四组患者子宫内膜均匀、血流特征所占比例比较

Ａ组患者与Ｂ、Ｃ、Ｄ三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均匀程度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患者血流特征≤４的比例显著高于
Ｂ、Ｃ、Ｄ三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四组患者内膜均匀、血流特征所占比例比较

项目
子宫内膜均匀程度

均匀 不均匀

血流特征

＞４ ≤４

Ａ组（ｎ＝３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８（６００）

Ｂ组（ｎ＝３０） １４（４６７） １６（５３３） ３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

Ｃ组（ｎ＝３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５（５００） ２８（９３３） ２（６７）

Ｄ组（ｎ＝３０） １６（５３３） １４（４６７） ２８（９３３） ２（６７）

χ２ １３３２ ５６６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在妇女人群

中的发生率为第二位，发生率仅仅低于宫颈癌［６－９］。

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有９０％左右的患者年龄超过４５岁，好
发于绝经后的女性人群。上述情况的出现与患者长期使用大

量的雌激素有密切关系［１０－１３］。子宫内膜癌患者根据组织病理

学诊断结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病理类型：（１）子宫内膜增
生———内膜息肉和腺瘤性增生；（２）子宫内膜癌———小细胞癌、
腺癌和透明细胞癌等；（３）子宫内膜炎；（４）正常子宫内膜———
破碎内膜和增殖期内膜等。绝经后妇女人群由于卵巢功能的

衰退以及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等加大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率［１４－１７］。临床研究表明，通过彩超检查患者，可以有效观察到

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情况和内膜回声情况，可有效判断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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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性和恶性病变。当患者的血流特征≤４时，可诊断为子宫
内膜恶性病变，再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

改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关键，彩超在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有

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提高患者预后效果的重要诊断因子。

从理论角度来看，绝经后出血是女性子宫内膜发生恶性病

变的主要危险信号，大部分患者在早期均会有出血情况出现，

相关资料显示，子宫内膜癌患者出现阴道出血的概率为８２３％
～９０２％，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中有６２％ ～１４５％患者是子
宫内膜癌。使用阴道超声来对子宫内膜厚度和子宫形态进行

相关检测能够得出初步鉴别诊断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Ａ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高于 Ｂ、
Ｃ、Ｄ三组患者（Ｐ＜００５），Ａ组患者血流特征≤４所占比例为
６００％（１８／３０）。从上述研究数据不难看出，根据患者的子宫
内膜厚度信号可以有效鉴别绝经妇女的子宫内膜良性或者恶

性病变，超声在测量过程中，一旦发现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超

过５ｍｍ或者有异常血流信号出现时，可以对患者的病理检查结
果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在彩超检查过程中，应该加强超声的监护能力，可以根据

超声消失时间对患者进行进一步的确诊，从而节省诊治过程中

所需要的时间，减少子宫穿孔发病率。

综上所述，彩超判断子宫内膜厚度在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

癌中的诊断效果比较高，能够为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提供正确

的数据参考，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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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彩超对子宫内膜癌肌层浸润程度和病理分期
的诊断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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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彩超对子宫内膜癌Ⅰ期肌层浸润程度的诊断效果。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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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治的子宫内膜癌Ⅰ期患者７２例，均进行经阴道彩超检查，分析患者的肌层浸润程度。结果：分级越高
的患者肌层的浸润程度更厉害（Ｐ＜００５），淋巴结转移患者的子宫浸润程度更厉害（Ｐ＜００５），经阴道彩超
筛查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肌层浸润灵敏度是８４０％，特异度是８９４％，经阴道彩超同病理分期的诊断符合率
是７２２％。结论：子宫内膜癌Ⅰ期患者使用经阴道彩超进行诊断的效果比较可靠，并且费用低廉、操作简
便，能够为临床上患者的早诊断以及早治疗提供依据，从而改善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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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比较多发的一种生殖系统肿瘤，该病的
临床发生率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发展倾向，其中 Ｉ期患者如果及
时进行治疗，患者的５年生存率超过８０％［１］。所以早发现从而

早诊断，并且为患者提供手术治疗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子宫内

膜癌能够借助于刮宫术确诊，不过无法准确反映出患者病灶的

广度以及深度［２］。临床上虽然通过 ＭＲＩ检查能够有效评估患
者的子宫肌层浸润，不过检查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在临床上

广泛使用［３］。经阴道彩超一方面能够合理显示患者病灶浸润

的大小，另一方面还能够体现出患者局部病灶的相关多普勒指

标。本研究在此分析经阴道彩超检查子宫内膜癌Ⅰ期患者的
肌层浸润程度，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１２月收治的子宫内膜癌Ⅰ期
患者７２例，所有患者均经过病理学检查确诊，知情同意本研究，
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的年龄３４～５９岁，平均年龄
（４８１±２３）岁。在临床表现的分布方面，绝经后不规则流血
患者３８例，育龄期流血患者２８例，存在分泌物异味患者１１例，
无显著症状患者 ５例。术后病理学检查分级方面，Ⅰａ期 １９
例，Ⅰｂ期２９例，Ⅰｃ期２４例，同时非腺癌患者１６例，腺癌患者
５６例。排除合并有严重肝肾疾病患者以及妊娠哺乳期患者。
１２　方法

用通用公司制造的彩照诊断仪进行检查，选用超宽频探

头，设定频率为５～１０ＭＨｚ。在检查之前要求患者彻底排空尿
液，然后取仰卧位［４］。检查医师要佩戴无菌手套，将探头使用

避孕套包裹，检测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无菌操作。首

先使用灰阶成像从不同的角度还有切面整体上检查患者的盆

腔状况，重点检查内容包括肿瘤位置、子宫位置、肿瘤生长的方

式、肿瘤同肌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子宫占位等问题［５］。

在此之后使用三维模式检查患者，设定取样线在患者的子

宫纵切面，前后缓慢移动，全方位扫描病变位置，同时观察患者

的病灶回声、大小以及边缘清晰与否［６］。在成像之后调整投影

图，每个病灶选取１０个不同的切面，并且调整参考平面最终确
定参考位置，使用轨迹球勾勒各个切面勾边，完成之后使用系

统自带软件计算病灶体积［７］。每个兴趣区需要反复扫描３次，
并且取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１３　判断标准
肌层浸润判断：子宫肌层浸润中断，正常肌层厚度减去病

灶浸润距离即为浸润深度。此深度同正常肌层厚度之间的比

值，将浸润程度分成０、＜１／２以及≥１／２。
分期标准方面，Ⅰａ为子宫内膜结合带完整或者是增强扫

描之后子宫内膜强化带完整，绝经前厚度 ＞１０ｍｍ，绝经后厚度
＞５ｍｍ；Ⅰｂ期为结合带中断或者强化后表面不够光整，信号延
伸到肌层≤５０％；Ⅰｃ期为肿瘤信号延伸到肌层＞５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根据肌层浸润程度的不同，将５０％作为标准加以分组，其

中分级越高的患者肌层的浸润程度更厉害（Ｐ＜００５），淋巴结
转移患者的子宫浸润程度更厉害（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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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肌层浸润程度患者的情况比较

指标
肌层浸润程度

≤５０％（４７） ＞５０％（２５）
χ２ Ｐ

未绝经 ２２ ８ ６２３５ ＜００５

绝经 ２５ １７ ５２５４ ＜００５

腺癌 ３８ １８ ６３５９ ＜００５

非腺癌 ９ ７ ３１２２ ＞００５

组织学分级Ｇ１ ３７ ６ ４２５６ ＜００５

组织学分级Ｇ２ ７ １０ ６２５３ ＜００５

组织学分级Ｇ３ ３ ９ ４２５９ ＜００５

有淋巴结转移 ３ ８ ４０２６ ＜００５

无淋巴结转移 ４４ １７ ６２３５ ＜００５

经阴道彩超筛查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肌层浸润灵敏度是

８４０％，特异度是８９４％。见表２。

表２　经阴道彩超筛查子宫内膜癌肌层浸润程度试验分析

经阴道彩超分期 肌层浸润＞５０％ 肌层浸润≤５０％ 灵敏度

＞５０％ ２１ ５ ０８４０

≤５０％ ４ ４２ ０８０８

χ２ ５３９４ ６３９１ ３１２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经阴道彩超同病理分期的诊断符合率是７２２％。见表３。

表３　经阴道彩超同病理分期的诊断符合情况

经阴道彩超分期 病理Ⅰａ 病理Ⅰｂ 病理Ⅰｃ 合计

Ⅰａ １３ ６ ０ １９

Ⅰｂ ４ １７ ４ ２５

Ⅰｃ １ ５ ２１ ２８

合计 １９ ２８ ２５ ７２

#

　讨论
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同雌激素的分泌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这是因为雌激素可以让肌层以及内膜都出现增生。子

宫内膜癌患者的病变出现在子宫内膜当中，所以临床上也叫子

宫体癌［８］。肿瘤会不断占据患者的子宫腔，同时坏死物或者是

积血都可以让子宫的体积不断变大，同时跟病变严重程度存在

密切的联系。根据该病的范围以及形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三种，

也就是弥漫型、息肉型以及局限型［９］。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子宫

内膜的早期患者声像图检查比较正常，子宫增大并不明显，因

此要想根据声像图来确诊该病，需要在肿瘤侵及患者的肌层之

后才可以［１０］。子宫内膜癌当中半数以上的患者出现在绝经之

后，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是阴道流血问题。该病的发病率越来

越高，准确实现该病的分期对于合理评估患者的预后以及选择

针对性的治疗技术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１１］。特别是对Ⅰ期患

者来说，准确判断患者肌层浸润的深度是选择科学术式的关键

依据。有研究人员将无肌层浸润以及肌层浸润具体深度当作

分期的标准，其中Ⅰａ期患者的肿瘤仍然在子宫内膜层，而没有
浸润到患者的肌层，Ⅰｂ期患者的肿瘤浸润到患者的子宫浅肌
层，不过浸润肌层≤５０％，Ⅰｃ期患者的肿瘤已经深度浸润到患
者的子宫深肌层当中，并且浸润肌层＞５０％［１３］。子宫内膜癌患

者的肌层侵犯程度不同会影响到患者治疗的效果以及出现淋

巴结转移的风险。Ⅰａ期患者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淋巴结转
移的问题，Ⅰｂ期患者的转移率大约是３０％，而Ⅰｃ期患者的转
移率超过５０％［１４］。其中出现肌层浸润的患者治疗之后的复发

率往往也会显著上升。早期诊断治疗子宫内膜癌患者，能够最

大限度延长他们的生存期。

ＭＲＩ诊断该病肌层浸润的效果比价好，不过检查的成本也
比较高，相当数量的患者无法承受。经阴道彩超检查的操作简

便，分辨率也比较高，同时不会给患者造成创伤，检查的费用不

高，能够重复进行操作，也不会受患者肥胖以及肠腔气体的不

良影响［１５］。通过使用多频探头来全面检查，可以清楚地展示患

者的卵巢、子宫还有附近组织。彩超可以准确反应患者的血流

动力学变化情况，其中频谱能够体现出血流阻力，联合使用刮

宫诊断可以说是确诊的重要途径。不过刮宫诊断还有宫腔镜

诊断，都无法合理分辨肌层浸润的状况以及病变扩张的范围，

容易发生漏诊以及误诊问题。经阴道彩超在肌层浸润的判断

方面精确度更高，在判断子宫内膜癌以及肌层浸润程度的时

候，主要的参考指标包括患者子宫内膜的厚度、交界面清楚与

否、血管阻力情况、肌层回声状况以及肌层的厚度。研究人员

认为正常女性的子宫内膜厚度约为８ｍｍ，如果患者明显超过这
一标准，可以当作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重要筛选依据［１６］。

经阴道彩超作为非侵入性的一种检查技术，利用高分辨率

的探头能清楚展示患者子宫的不同结构，准确分辨肌层以及内

膜，判断患者的肌层浸润水平，从而合理分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子宫内膜癌的浸润水平同子宫内膜的厚

度、淋巴结转移与否以及组织学分级等方面的因素存在联系。

有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子宫内膜的厚度 ＞８０ｍｍ，需要将检查对
象当作高危人群对待，进一步做好检查以及随访工作。子宫内

膜的组织学分级上升，肌层浸润问题也就越严重［１７］。研究人员

认为病变如果局限在患者的内膜层当中，出现淋巴结转移的风

险比较低。浅肌层浸润以及深肌层浸润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

的几率是１０％以及４０％。所以手术治疗之前，准确判断患者是
否存在肌层浸润以及具体的浸润程度，对于手术医师选择针对

性的治疗技术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诊断技术不断改

进，三维超声开始广泛应用，同二维超声比较而言有显著的特

点。三维超声探头敏感性显著提高，能够得到更丰富的信息，

同时还可以处理数据以及三维图像，根据临床要求切割所需要

的断面，拓展了图像分析的范围，能够得到二维超声诊断难以

有效获取的切面［１８］。尤其是三维超声在显示图像方面比较清

晰，通过配套技术来计算体积，能够准确体现患者病灶具体范

围。不过经阴道彩超诊断也存在其缺陷，一方面是在判断浸润

程度方面受仪器分辨率的影响，同时患者出现宫腔变形或者是

合并腺肌症等也影响到诊断效果。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癌Ⅰ期患者使用经阴道彩超进行诊断
的效果比较可靠，并且费用低廉、操作简便，能够为临床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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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诊断以及早治疗提供依据，从而改善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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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患者不同腹腔镜手术方式子宫切除的疗效、
卵巢功能及患者性功能状况的临床研究
朱琴　陈丹△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子宫肌瘤患者不同腹腔镜手术方式子宫切除的疗效、卵巢功能及患者性功能状
况。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院９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观察组采用传统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治疗，对照组采用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
切除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卵巢功能以及性功能状况。结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住院时间（８３４４±１０２１）ｍｉｎ、（５９３８±１４５９）ｍＬ、（６０３±１９８）ｄ均少于对照组的（９２７２±１２４９）
ｍｉｎ、（７７８３±１６５４）ｍＬ、（７１２±１５４）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种患者术后排气时间、并发
症发生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前和术后６个月的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性行为中异常症状、射精
时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均有所上升，但观察组和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两种腹腔镜手术方式均对患者卵巢功能影响较小，可改善患者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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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腹腔镜子宫切除术较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出血少、恢复快等优点，选择术式

时可优先考虑。

【关键词】　子宫肌瘤；腹腔镜手术；卵巢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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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一种极为常见于女性生殖器官中的良性肿瘤，
若未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继发性不孕、流产以及

月经过多等症状，严重阴性女性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升级为

恶性肿瘤，威胁患者生命［１］。目前临床上治疗子宫肌瘤的主要

方式为外科手术治疗，其中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相比较而

言，腹腔镜手术具有切口小、恢复快等优势，因此其在子宫肌瘤

治疗中的应用越发广泛［２］。根据手术入径不同，腹腔镜手术有

多种术式，为了探讨子宫肌瘤患者不同腹腔镜手术方式子宫切

除的疗效、卵巢功能及患者性功能状况，本研究对在我院行腹

腔镜子宫切除术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的子宫肌瘤患

者进行了比较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９０例子
宫肌瘤患者列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其分为

两组，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４５例。观察组中患者
的年龄在２４～４８岁，平均年龄为（３２３７±９６７）岁；体质量为
３９～６７ｋｇ，平均体质量为（４９２１±５８３）ｋｇ；子宫重量为１９１～
５５３ｇ，平均子宫重量为（３３９２１±２０８３）ｇ；子宫肌瘤临床分类
为：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有６例，子宫肌壁间肌瘤患者有１５例，
子宫浆膜下肌瘤患者有１４例，多发性子宫肌瘤１０例。对照组
中患者的年龄在２５～５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３３７±９０１）岁；体质
量为３９～６７ｋｇ，平均体质量为（４９２１±５８３）ｋｇ；子宫重量为
１９１～５５３ｇ，平均子宫重量为（３３９２１±２０８３）ｇ；子宫肌瘤临床

分类为：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有７例，子宫肌壁间肌瘤患者有
１３例，子宫浆膜下肌瘤患者有 １２例，多发性子宫肌瘤 １３例。
两组患者在年龄结构、体质量、子宫重量、子宫肌瘤临床分类方

面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纳入标准［３］：

（１）所有患者均符合ＷＨＯ中子宫肌瘤的诊断标准；（２）所有患
者均采用腹腔镜子宫切除术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治

疗。排除标准［４］：（１）合并患有肾、肝、心等严重疾病；（２）具有
手术禁忌症；（３）处于哺乳期和妊娠期；（４）意识不清或者精神
异常；（５）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６）有放疗和化疗史。本研究
已得到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征得患者的同意。

１２　方法
观察组给予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治疗，具体手术方法如下：

（１）首先对患者实施全麻，采用膀胱截石体位，选择患者的脐
孔、左右麦氏点进行ｔｒｏｃａｒ穿刺，为患者建立气腹后将腹腔镜放
入腹腔中进行检查；（２）使用血管闭合器对子宫圆韧带、输卵
管、卵巢固有韧带进行电凝和切断，将子宫平举上推；（３）使用
单极铲将患者膀胱子宫反射腹膜分离并下推膀胱至宫颈内口

处，然后分离阔叶带的前后叶；（４）暴露出患者的子宫血管，并
使用血管闭合器对子宫两侧血管进行电凝和切断；（５）对宫骶
韧带和主韧带进行电凝和切断，离断子宫；（６）将子宫放入阴道
中，然后作阴道壁的断端缝合，缝合线使用１号微乔线，并包埋
于前后腹膜中，确认创面没有出现后，取出子宫完成手术。

对照组实施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具体手术方

法如下：步骤（１）～（３）与观察组相同；（４）取出子宫器，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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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道黏膜下取０９％的氯化钠４０ｍＬ进行注射，环绕宫颈将患
者的患者阴道黏膜切开，再用剪刀将直肠子宫陷凹腹膜剪开；

（５）对宫骶韧带、主韧带、子宫血管进行切断后缝扎；（６）取出子
宫后，采用１号微乔线进行伤口缝合，并在患者阴道内置入碘伏
纱条，确认无出血后清洗盆腔，结束手术。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排气时间

以及并发症情况。于患者术前和术后 ６个月采用酶联免疫
法［５］进行雌二醇（Ｅ２）、促卵胞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含量
（ＬＨ）检测并比较。观察术前术后两组患者的性功能状况，评价
方法采用的是最新的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ＩＳＦ－Ｗ）［６］，

得分越高则表明性功能越好。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用ＳＰＳＳ１９０来统计分析，数据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分别使用χ２检验和 ｔ检验来比较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若
Ｐ＜００５，则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后排气
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排气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术后并发症［ｎ（％）］

观察组 ４５ ５９３８±１４５９ ８３４４±１０２１ ２１４７±３２５ ６０３±１９８ ４（８８９）

对照组 ４５ ７７８３±１６５４ ９２７２±１２４９ ２０６１±２７６ ７１２±１５４ ２（４４４）

ｔ／χ２ ５６１１６ ３８５８９ １３５３０ ２９１５０ ０７１４３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８２９ ０００５６ ０３９８０

２２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前 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有升高，Ｅ２水平均

有所下降，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不显著，且两组之间比较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ＬＨ（Ｕ／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Ｅ２（ｐ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４５ ９３７±４１２ １０８４±２６８ ９４５±２９５ １０８１±３１３ １００１７±２６０２ ９５２６±１７１３

对照组 ４５ ９３４±４２４ １０６７±２７５ ９３５±３０３ １０９７±３１５ １０１９５±２６２７ ９４１４±１６９８

ｔ ００３４０ ０２９７０ ０１５８６ ０２４１７ ０３２２９ ０３１１５

Ｐ ０９７３０ ０７６７９ ０８７４７ ０８１０１ ０７４８３ ０７５６９

２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性心理、性欲、性高潮、性唤起、性

行为中异常症状、射精时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６

个月，两组患者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均有所上升，但观察组和

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相关指标比较（分）

组别 时间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中异常症状 射精时间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４０４４±３１２１ １３３４７±３５２４ １３６５６±３８３１ １３９６８±３００３ １５５７６±３３１７ １３５８７±３１２６

治疗后６个月 １６９３８±２８５９ １６２８３±３０５４ １７０５２±２７５４ １６８６２±２０２１ １７３２５±２４１２ １６８４９±３２２３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３９７２±３２４９ １３２６１±３２７６ １３７９８±３７２６ １３７４３±３５７２ １５６７１±３１４８ １３６９５±３０１４

治疗后６个月 １５１０３±２５９８ １４７１２±２８５４ １５６６５±３１１７ １５３６１±２５２９ １６９９５±２３６６ １５２４９±３１２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女性人

群中为２０％～３０％，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高达３０％ ～５０％，
而在不孕妇女中的发病率则更高［７］。大部分子宫肌瘤患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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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仅有２０％ ～２５％的患者会出现月经异常、
慢性盆腔痛、反复流产、压迫等症状［８］。目前临床上根治子宫

肌瘤的方法是采用外科手术进行子宫切除。子宫切除手术方

式根据手术入径的不同主要有３种：阴式手术、剖腹手术、腹腔
镜手术。与传统剖腹手术相比较而言，腹腔镜手术作为一种微

创手术，有一定的优势［９］。且较阴式手术而言，腹腔镜手术视

野佳，可更为清晰的了解患者盆腔情况［１０］。子宫肌瘤治疗的腹

腔镜手术方式则包括有腹腔镜子宫切除术、腹腔镜辅助阴式子

宫切除术等。为了进一步找到理想的治疗子宫肌瘤的手术方

法，本研究对子宫肌瘤患者不同腹腔镜手术方式子宫切除的疗

效、卵巢功能及患者性功能状况进行了分析。

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是经典的子宫切除方法，可扩大切口，

满足手术中所需视野，充分暴露患者盆腔。腹腔镜辅助阴式子

宫切除术式弥补了阴式子宫切除术的不足，弥补了阴式手术视

野不佳的缺陷，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手术技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腹腔镜子宫切除

术较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的手术紧凑性更好［１１，１２］。本

文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腹腔镜子宫切除术的患者的手术时间以

及在手术中的出血量均少于采用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

的患者，且术后并发症也更少，说明治疗子宫肌瘤采用腹腔镜

子宫切除术具有创伤小和恢复快的特点等优势。其原因在于

腹腔镜子宫切除术为断层的腹腔镜手术，其连贯性的操作对身

体损伤小，恢复更快，但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仅对在术

后起到探查、监视等作用，而镜下的操作相对少，未能充分的发

挥出腹腔镜的优势。

相关研究［１３，１４］表明，子宫切除会对女性患者的卵巢功能和

性功能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子宫不仅仅是一个生殖器官，还

是卵巢的一个重要靶器官，拥有十分重要的内分泌功能。一旦

其内分泌破坏，导致子宫与卵巢之间的内分泌平衡被打破，则

会对卵巢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如何在子宫切除中减少对卵

巢功能的影响也成为医师关注的重点［１５，１６］。多项研究［１７，１８］表

明，腹腔镜手术中采用的电凝热效应会造成卵巢损伤，但比起

阴式手术、剖腹手术，采用腹腔镜手术切除子宫对女性患者卵

巢功能的影响更小。本次研究发现，采用腹腔镜子宫切除术和

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患者的治疗后ＦＳＨ、ＬＨ水平有所升
高，Ｅ２水平下降，但组间差异和较治疗前差异均不显著，可见两
组腹腔镜手术方法虽对患者卵巢功能有一定损害，但影响较

小，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另外本次研究发现，采用腹腔镜子宫

切除术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术

后６个月的性功能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但组间比较差
异不明显。由此说明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对子宫肌瘤患者的

性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保障患者的生活、婚姻质量。

综上所述，两种腹腔镜手术方式均对患者卵巢功能影响较

小，可改善患者性功能，但腹腔镜子宫切除术较腹腔镜辅助阴

式子宫切除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出血少、恢复快等优点，选择术

式时可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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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在子宫体积大于孕 １４周
的子宫肌瘤患者术前应用可行性
宋蕴１，３　张蓓２△

１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０
２徐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０
３丰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７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分析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在子宫体积 ＞孕１４周的子宫肌瘤患
者术前应用中的可行性。方法：随机选取我院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收治的子宫体积＞孕１４周
的６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作为本组研究中的观察组在腹腔镜手术前采取 ＧｎＲＨａ皮下注射
处理，同期选择子宫体积≤１４周的子宫肌瘤患者为对照组，术前不做预处理。观察两组患者子宫肌瘤体积、
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等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２８０３５±８５７３）ｍＬ、手术时间
（８２７５±１８５５）ｍｉｎ及术后住院时间（４０９±１８２）ｄ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术前，观察组患
者子宫体积（３１９２５±５１４６）ｃｍ３与对照组（２１１７３±１５０８）ｃｍ３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观察
组患者的子宫肌瘤体积较手术前明显降低，且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３３％）低于对照组（２１７％），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体积＞孕１４周
的子宫肌瘤患者术前注射ＧｎＲＨａ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够有效改善子宫肌瘤体积，有助于实施腹腔镜子宫
肌瘤剔除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促性腺激素；子宫体积；子宫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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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临床诊疗中较为常见的妇科肿瘤疾病，子宫肌
瘤会造成患者月经紊乱、生育功能障碍等，严重的影响着女性

患者的身体健康［１］。子宫肌瘤常见于婚后女性中，对女性患者

的日常生活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传统开腹手术对女性患者的

身体产生的伤害较大，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剔除

手术在子宫肌瘤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比较显著，但是由于部分子

宫肌瘤患者肿瘤体积较大，给腹腔镜手术的开展造成了视野及

操作上的阻碍，不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临床研究指出［２，３］，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能够对肌瘤体积产生一定
的缩小作用，但是对于子宫体积＞孕１４周的子宫肌瘤作用效果
尚未明确。本组研究中采用对照研究方式，进一步探讨了 Ｇｎ
ＲＨａ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徐州市中心医院和丰县人民医院在 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月收治的６０例子宫体积 ＞孕１４周的子宫肌瘤患者，
同期选择６０例≤孕１４周的子宫肌瘤患者作为对照。本研究已
提交医院伦理学会审批并获准。选取标准［４，５］：（１）年龄超过
２０周岁；（２）具有清晰的思维能力，能够准确表述自身感受；
（３）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子宫
炎症、囊肿等其他宫颈肿瘤患者；（２）身体素质较差，不能耐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３）具有精神疾病，思维意识不清晰的患者；
（４）不能配合临床研究的患者。其中对照组例患者年龄２６～６１
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３±２３）岁，临床检查结果显示，单发 ３３
例，多发２７例，肌瘤直径２～９ｃｍ，平均直径为（５３±０４）ｃｍ。
观察组例患者年龄２７～６０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２±２５）岁，其中
单发３６例，多发２４例，肌瘤直径３～８ｃｍ，平均直径为（５５±
０３）ｃｍ。两组患者对本次研究均知情，且自愿参与。
１２　方法

给予观察组患者月经来潮第１ｄ实施 ＧｎＲＨａ（诺雷得，阿斯
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９０１０２，规格：３６ｍｇ／针）皮下
肌注，ＧｎＲＨａ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生产，每月注射１次，３
个月后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或者子宫切除术。

对照组患者在手术前不进行预处理，择期手术，手术方式

与观察组相同。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的出血量、手术所用时间以及术后

住院时间等指标的变化情况，观察并分析两组患者手术前、用

药前的子宫形态及子宫肌瘤体积大小，同时记录两组患者术后

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两组子宫肌瘤体积变化情况采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手术指标及术后不良反应采用
（％）表示，分别行ｔ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子宫或者子宫肌瘤体积的变化情况

观察组患者手术前的子宫体积及子宫肌瘤体积明显低于

用药前，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前的子宫体积仍然较

高，但是两组肌瘤体积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子宫肌瘤体积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时间
子宫体积

（ｃｍ３）

肌瘤体积

（ｃｍ３）

观察组 ６０ 用药前

手术前

５２０５０±８２７４

３１９２５±５１４６

１４２７５±２８６６

７８０４±２２４８

对照组 ６０ 手术前 ２１１７３±１５０８ ７３５２±１６４６

２２　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住院时间等指

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情况差异分析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６０ ８２７５±１８５５ ２８０３５±８５７３ ４０９±１８２

对照组 ６０ ８１０４±１６２２ ２８８０７±８２１８ ４２７±１０２

ｔ ７０８２ １０３３８ ２０７９

Ｐ ０１８０ ００９３ ０３０３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患者术后出现腹痛、尿频、切口感染、腹胀，而观察

组患者中无１例切口感染与腹胀患者出现，出现腹痛与尿频患
者各１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３３％、２１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腹痛 尿频 切口感染 腹胀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７） １（１７） ０　　 ０　　 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３（５０） ４（６７） ２（３３） ４（６７） ２１７

χ２ — １０３５ １８７８ ２０３４ ４１３８ ９２１９

Ｐ — ０３１０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

　讨论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手术在子宫肌瘤等肿瘤

疾病的治疗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临床价值。大量临床研究结果

显示［６－１０］，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出血量及住院时间等指

标均较为理想。但是在临床诊疗中，部分子宫肌瘤患者的子宫

形态比普通人大，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将导致腹腔镜手

术过程中的操作空间受限，且手术视野狭小，容易伤及周围组

织，具有较高的手术风险。因此，在临床诊疗中，针对子宫肌瘤

体积大于１４周的患者，腹腔镜手术进行的危险性较高，不符合
微创手术理念的发展，为了尽可能提高手术治疗安全性，采用

术前预防干预是至关重要的［１１－１４］。

有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１５］，ＧｎＲＨａ在缩小子宫肌瘤体积方
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能够降低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助于提

高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ＧｎＲＨａ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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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缓释剂型后，药物首先经历一个初始释放阶段，随后进入

有规律的均匀释放阶段。药物注射后的生物利用度为

５３％［１６］。ＧｎＲＨａ作用机理与促性腺激素平衡雌激素和孕激素
有关，在短时间内升高卵泡雌激素，是孕激素和雌激素保持较

低水平，从而抑制肿瘤生长，并逐渐缩小肿瘤体积，由于术前用

药控制较为合理，加上短期注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同时

又能够满足临床治疗需求［１７］。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子宫肌瘤大

于１４周的患者在术前给予 ＧｎＲＨａ注射，其手术前子宫肌瘤和
子宫形态体积均明显减小，两组患者手术所用时间、出血量等

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但是观察组患者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较低，提示ＧｎＲＨａ注射并不会增加大于１４周子宫肌瘤患者的
并发症风险，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刘珏等［１８］研究结

果相符合。

综上所述，ＧｎＲＨａ注射能够有效缩小孕１４周以上子宫肌
瘤患者的肿瘤体积，且安全性较高，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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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治疗方式对子宫腺肌病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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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放置宫内节育器、口服米非司酮、子宫全切对子宫腺肌病患者术后性功能和性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６０例子宫腺肌病患者按不同治疗方式分为三组，每组各２０例，记录三组患者的治
疗满意度，治疗前１个月以及治疗后６个月、１２个月的性功能情况和性生活满意度。结果：Ⅰ组和Ⅱ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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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高于Ⅲ组治疗满意度（Ｐ＜００５），而Ⅰ组和Ⅱ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组和Ⅱ组患者
接受治疗后性功能和性生活满意度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均Ｐ＜００５），且Ⅰ组治疗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
度高于Ⅱ组患者（Ｐ＜００５）。而Ⅲ组患者接受治疗后性功能情况均明显偏低，且性生活满意度未得到提高。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采取放置宫内节育器（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进行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满

意度、术后性功能和性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　子宫腺肌病；治疗方式；性功能；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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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腺肌病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基底层向子宫肌层浸润生
长所引起的良性病变，分为弥漫型和局限型，好发于３０～５０岁
的女性，发病率较高［１－３］。但近年来子宫腺肌病的发病率趋向

年轻化，可能由于现代女性初次性体验提前以及年轻女性人工

流产率提高所导致［４］。子宫腺肌病的临床症状以月经紊乱、经

期延长、经量过多、痛经和贫血等为主，对女性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并大大降低了患者的婚姻生活质量［５］。目前，放置宫内节

育器、口服药物和手术切除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主要方法［６－８］，

以往研究多关注患者接受治疗后临床症状的缓解与复发情况，

对患者术后性功能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报道甚少。本研究选

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接受治疗的６０例子宫腺肌
病患者，采取放置宫内节育器、口服米非司酮和子宫全切三种

治疗方式，观察不同治疗方式子宫腺肌病患者术后性功能和性

生活满意度，探讨临床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最佳方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子宫腺肌病患者６０例，年龄３３～５０岁，平均年龄（４０５
±２７）岁。按不同治疗方式分为三组，Ⅰ组２０例：放置宫内节
育器（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进行治疗，平均年龄（４０９±
２４）岁；Ⅱ组２０例：口服米非司酮进行治疗，平均年龄（４０２±
２３）岁；Ⅲ组２０例：子宫全切进行治疗，平均年龄（４０３±２３）
岁。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确诊为子宫腺肌病，子宫
均匀性增大，有压痛感；（２）无绝经症状和排便异常；（３）近３个
月内未行激素治疗；（４）均有固定职业、已婚、配偶性功能正常，
且已生育；（５）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配合研究。排除合并
有内分泌疾病、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器质性病

变、恶性肿瘤、精神疾病者，免疫功能重大缺陷者，生殖系统畸

形者。三组患者的年龄、职业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１２　方法

Ⅰ组患者在子宫内放置宫内节育器（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
统，德国 Ｂａｙｅｒ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Ｏｙ，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４００８８，规格：
含左炔诺孕酮５２ｍｇ／个）进行治疗，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Ⅱ组患者月经第１ｄ和第３ｄ口服米非司酮（上海新华联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２９，规格：２５ｍｇ／片）２５ｍｇ，以后每周
服用２次进行治疗；Ⅲ组患者行子宫全切术进行治疗。

记录三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治疗前１个月以及治疗后６
个月、１２个月的性功能情况和性生活满意度。
１３　评价工具及标准

由专业人员通过电话回访对所有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无患

者失访。

治疗满意度通过我院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评价，总分１００分，
评价指标包括治疗后痛经情况、排便排尿、阴道感觉、月经量

等。评价等级分为：不满意（６０分以下）、基本满意（６０～８０
分）、满意（８０分以上）。满意度 ＝（满意人数 ＋基本满意人
数）／总人数×１００％。

患者术后性功能评价采用国际女性性功能估量表（ＢＩＳＦ－
Ｗ），根据统一标准对患者的情况进行评分。该估量表包括５个
方面：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性行为异常症状。其中前

４项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得分越低说明手术性功能越
差，第５项性行为异常症状得分越低则说明患者异常症状越少。

性生活满意度评价：从女性性功能估量表中选择性欲、性

交频率、性高潮、性交痛和性焦虑五项子宫腺肌病常见临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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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指标作为考评内容，每项为２分，总评分共１０分。评价等级
分为：不满意（０～３分）、基本满意（４～７分）、满意（８～１０分）。
满意度＝（满意人数＋基本满意人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３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较

三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较见表１。Ⅰ组、Ⅱ组治疗满意度
分别为８５０％、８００％，高于Ⅲ组治疗满意度６５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组的治疗满意度略高于Ⅱ组，但两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例）

基本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满意度

（％）

Ⅰ组 ２０ １０ ７ ３ ８５０

Ⅱ组 ２０ ４ １１ ５ ７５０

Ⅲ组 ２０ ２ ９ ９ ５５０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比较
组内比较：Ⅰ组和Ⅱ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

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四项性功能指标分数较治疗前１
个月均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治疗后
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行为异常症状评分较治疗前１个月
明显下降（Ｐ＜００５），Ⅰ组和Ⅱ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
１２个月性功能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Ⅲ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欲、性唤起、
性高潮、性心理四项性功能指标分数较治疗前１个月均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
１２个月性行为异常症状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 １个月（Ｐ＜
００５），Ⅲ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功能各项评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组间比较：治疗前，三组患者的性功能各项评分比较均无

差异（均Ｐ＞００５），而Ⅰ组和Ⅱ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
１２个月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四项性功能指标分数均高
于Ⅲ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行为异常症状评
分明显低于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Ⅰ组治疗后
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功能各项评分均略高于Ⅱ组，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症状

Ⅰ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１３１±２２ １３５±２５ １３５±２９ １３７±３１ １２１±２１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１５４±３１ １５８±３２ １５９±３２ １５７±３０ １１５±３２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１６８±３２ １６９±３５ １６４±３３ １６７±３６ １０９±３４

Ⅱ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１３２±２１ １３０±２１ １３５±２４ １３８±２６ １２４±２５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１５３±３２ １５３±３０ １５４±３２ １５４±２９ １１４±３６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１６５±３６ １６７±３２ １６３±３１ １６４±３１ １０９±３５

Ⅲ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１３５±２４ １３２±２５ １３２±２６ １３７±３２ １２５±２３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１２７±２２ １２１±１８ １２６±２１ １２８±２５ １４６±２５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１１４±１８ １１５±１６ １２０±１９ １１６±２１ １５３±３１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满意度比较
组内比较：Ⅰ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生活

满意度分别为８５０％、８００％，较治疗前１个月相比，均有明显
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
１２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Ⅱ组患者治疗后６
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分别为７００％、５５０％，明
显高于治疗前１个月（均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
１２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组患者治疗后６

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与治疗前１个月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组间比较：治疗前，三组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比较均无差

异（均Ｐ＞００５），而Ⅰ组和Ⅱ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
个月性生活满意度均高于Ⅲ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且Ⅰ组治疗后１２个月
性生活满意度高于Ⅱ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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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例）

基本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满意度

（％）

Ⅰ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２ ７ １１ ４５０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１１ ６ ３ ８５０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１２ ４ ４ ８００

Ⅱ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２ ６ １２ ４００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５ ９ ６ ７００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２ ９ ９ ５５０

Ⅲ组

治疗前１个月 ２０ １ ７ １２ ４００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０ ２ ７ １１ ４５０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２０ ０ ６ １４ ３００

#

　讨论
子宫腺肌病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基底层向子宫肌层浸润生

长所引起的良性病变，分为弥漫型和局限型，临床症状以月经

紊乱、经期延长、经量过多、痛经和贫血等为主［９］。但近年来子

宫腺肌病的发病率趋向年轻化，可能由于现代女性初次性体验

提前，以及年轻女性人工流产率和剖腹产率提高所导致，对女

性健康造成严重危害［１０］。子宫腺肌病患者常常出现由性交痛

和痛经等造成的性唤起和性高潮的性功能障碍，因此对性生活

充满了恐惧与排斥，这样不仅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正常性生活，

并大大降低了患者的婚姻生活质量［１１，１２］。目前，放置宫内节育

器、口服药物和手术切除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主要方法，具体

的治疗方式临床治疗中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选择［１３，１４］。

子宫切除术虽能根治病灶，但存在诸多弊端，术后可导致

女性性生活障碍、盆底功能障碍、生育功能丧失、影响激素分泌

等，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１５，１６］。研究结果发现，Ⅲ
组患者治疗满意率远远低于Ⅰ组和Ⅱ组，Ⅲ组患者治疗后６个
月和治疗后性功能和性生活满意度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低于

Ⅰ组和Ⅱ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说明子宫切除术降低
子宫腺肌病患者性功能和性生活满意度，且患者治疗满意度不

高。米非司酮是一种能扩张子宫颈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类药物，

常用于抗早孕［１７］。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可以抑制子宫内膜

的增生，减少患者经期出血量，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痛经［１８］。

研究结果显示，Ⅰ组、Ⅱ组患者均有较高的治疗满意率，且Ⅰ
组、Ⅱ组患者接受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功能情况和
性生活满意度较治疗前均明显提高，提示了口服米非司酮和放

置宫内节育器均能改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性功能和性生活满

意度。Ⅰ组治疗后６个月和治疗后１２个月性功能各项评分均
略高于Ⅱ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Ⅰ组治疗后１２个月性生
活满意度高于Ⅱ组患者（Ｐ＞００５），说明子宫放置左旋炔诺孕
酮缓释系统的治疗效果优于口服米司非酮。

综上所述，子宫内放置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与子宫全切

术和口服米司非酮比较，是较为理想的临床治疗方式，放置左

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术后性功

能和性生活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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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３６（９）：１３９２－１３９５．

［７］　ＫｉｓｈｉＹ，ＹａｂｕｔａＭ，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Ｆ．Ｗｈｏｗｉｌ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ｕｔｅｒｕｓ－
ｓｐａｒ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ｕｂ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
ｉ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８０２－８０７．

［８］　朱书
$

，汪炼．子宫腺肌病的治疗进展．重庆医学，２０１５，４４
（２３）：３２７８－３２８０．

［９］　ＴａｒａｎＦＡ，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Ａ，ＢｒｕｃｋｅｒＳ．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ＧｅｂｕｒｔｓｈｉｌｆｅＦｒａｕｅｎｈｅｉｌｋｄ，２０１３，７３
（９）：９２４－９３１．

［１０］　吴泉，周萍．口服孕三烯酮、子宫全切、放置曼月乐对子宫腺肌
病患者性功能和婚姻质量的影响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
（２８）：４７９０－４７９２．

［１１］　刘晓鹏，张永萍 杨荣阁，等．不同治疗方式对子宫腺肌病患者
性生活及婚姻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４）：
５８５－５８７．

［１２］　ＯｈＳＪ，ＳｈｉｎＪＨ，ＫｉｍＴＨ，ｅｔａｌ．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３，２３１（２）：２１０－２２２．

［１３］　赵冬秀，张勇．不同治疗方式对子宫腺肌病患者性生活及婚姻生
活质量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４３－４６．

［１４］　姚彬，朱艳，权效珍．放置节育环与药物治疗对子宫腺肌病患者
性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对比．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０）：３４
－３７．

［１５］　ＧüｎｔｈｅｒｔＡＲ，ＤｕｃｌｏｓＫ，ＪａｈｎｓＢＧ，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ｖｕｌｖａｒｌｉｃｈｅｎｓｃｌｅｒｏｓｕｓ．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２，９（９）：２３４２－２３５０．

［１６］　苗娅莉，周蓉，王建六．子宫全切除术后远期盆底功能及性生活
状况调查．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７）：４９６－４９９．

［１７］　尹娟．超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腺肌病效果观察．山东医药，
２０１１，５１（１７）：９６－９７．

［１８］　ＰａｒｋＤＳ，ＫｉｍＭＬ，ＳｏｎｇＴ，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ｏｎｏｒｇ
ｅｓｔｒｅ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５，５４（４）：４１２－４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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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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峥峰（１９７９—），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儿科学临床
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贾鲲鹏（１９７５—），男，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ｊｋｐｚｌ
＠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６

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对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治疗效果的
影响分析
薛峥峰１　冯娜１　李元霞１　贾鲲鹏１△　冯艳２

１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患者血清中维生素Ｄ临床检测价值，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
依据。方法：通过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医院收治的６２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患者及同期６２例健康女
童的临床资料，对两组女童激素水平和临床治疗中进行检测，分析检测ＣＰＰ女童患者血清中维生素 Ｄ临床
意义。结果：观察组患儿血清维生素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女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儿中维生素Ｄ缺乏患儿同维生素Ｄ正常患儿乳房发育年龄、ＬＨ和 Ｅ２水平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身高、体重、骨龄、卵巢体积和ＦＳＨ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维生素Ｄ
缺乏患儿临床有效率显著低于维生素Ｄ正常患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ＰＰ患儿维生
素Ｄ缺乏情况较普遍，维生素Ｄ缺乏对患儿乳房发育年龄、ＬＨ、Ｅ２水平及临床治疗效果影响较大。

【关键词】　中枢性性早熟；血清；维生素Ｄ；临床检测意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１，ＦＥＮＧ
Ｎａ１，ＬＩＹｕａｎｘｉａ１，ＪＩＡＫｕｎｐｅｎｇ１△，ＦＥＮＧＹ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Ｙａｎ’ａ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ａｎ７１６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Ｙａｎ’ａ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ａｎ７１６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ＣＰＰ），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ｏｆ６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ＰＰａｎｄ６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ｇｉｒｌ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ＣＰ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ｒ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ｂｏｎｅａｇ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Ｄ，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Ｐ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ｖｅｒｙｃｏｍｍｏｎ，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ｂｒ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ＣＰＰ）；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５ 【文献标志码】　Ａ

　　中枢性性早熟（ＣＰＰ）是指缘于下丘脑提前释放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ＧｎＲＨ）导致的性激素分泌、性腺发育、生殖器发育和
第二性征呈现的一系列性早熟症状，又称为 ＧｎＲＨ依赖性性早
熟，至生殖系统发育成熟前呈进行性发展［１－３］。女童中枢性性

早熟发生于８岁之前，近年来 ＣＰＰ患者发病年龄越来越小，发
病率也呈递增趋势，患儿患病后不仅会出现生长加速、骨骺提

前融合等症状，还会导致患儿最终身高受到影响［４，５］。临床研

究发现维生素Ｄ同骨代谢、生殖功能和女童患者初潮年龄存在
一定关系［６］。本研究对维生素 Ｄ同 ＣＰＰ女童患者激素水平和
临床治疗效果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为临床检测和治疗提供依

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到我院诊治的６２例
ＣＰＰ患者和６２例来我院检查的健康女童分别作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年龄５３～８２岁，平均（６４２±１２９）岁。观察组６２例，
年龄５５～８２岁，平均（６５８±１３１）岁；对照组６２例，年龄５３
～８１岁，平均（６６１±１１３）岁。观察组患儿纳入标准：６２例患
儿８岁之前第二性征出现；骨龄年龄＞实际年龄１５岁；检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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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ＣＰＰ诊断标准［７］。排除标准：排除骨龄 ＞１２岁的女童患
儿。本次研究经医院伦委会许可，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

本次研究，并由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等一般

资料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两组患儿血清维生素Ｄ水平，所用的
２５羟基维生素Ｄ检测试剂盒由广州菲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
买，方法按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检测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对比
统计两组女童一般资料和激素水平，根据观察组患儿维生素 Ｄ
水平是否正常分为观察组Ⅰ组（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２０ｎｇ／
ｍＬ）、观察组Ⅱ组（血清维生素Ｄ水平＜２０ｎｇ／ｍＬ），观察组患儿
进行曲普瑞林治疗，每次肌肉注射８０～１００μｇ／ｋｇ曲普瑞林（长
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４９２２），每４周１次，
连续治疗６个月。治疗期间观察患儿身高生长速率、骨龄生长
变化、乳房发育情况等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

１３　观察指标
（１）一般项目。两组女童一般资料统计项目包括：身高、体

重、骨龄、卵巢体积、乳房发育年龄等，检测相关激素指标包括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２）临床
疗效。显效：乳房发育、生长速率及骨龄生长速率与同龄儿童

相仿；好转：乳房发育、生长速率及骨龄生长速率略快于同龄儿

童；无效：治疗方案无效，患儿性早熟加重。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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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女童维生素Ｄ水平比较

对两组女童维生素Ｄ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
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为（２０６４±６０７）ｎｇ／ｍＬ显著低于对照组
（２８９４±６９１）ｎｇ／ｍＬ。同时根据观察组患儿血清维生素 Ｄ水
平分为维生素 Ｄ正常患儿（Ⅰ组）和维生素 Ｄ缺乏患儿（Ⅱ
组），对应维生素 Ｄ水平分别为（１７６２５±７５４）ｎｇ／ｍＬ、（２４９７
±５１９）ｎｇ／ｍ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Ⅰ组同观察组Ⅱ组相关指标比较

对观察组患儿临床资料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显示，维生素

Ｄ正常患儿同维生素 Ｄ缺乏患儿乳房发育年龄、ＬＨ、Ｅ２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身高、体重、骨龄、卵巢体积和ＦＳＨ水平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Ⅰ组同观察组Ⅱ组相关指标比较

相关指标
观察组Ⅰ组
（ｎ＝３３）

观察组Ⅱ组
（ｎ＝２９）

ｔ Ｐ

身高（ｃｍ） １２３３４±３６４１２１６４±６４６ １６５２ ００９８

体重（ｋｇ） ２３６４±１６７ ２３６１±１８４ １８７２ ００６４

骨龄（岁） ７８６±０５７ ８１６±０６９ １９４３ ００５６

乳房发育年龄（岁） ７３３±１２９ ６２８±１０６ ２０７９ ００４１

卵巢体积（ｃｍ３） ０９４±００５ ０９２±００４ １７８６ ００７９

ＦＳＨ（ＩＵ／Ｌ） ２０６±０９９ ２１５±１０１ １６１３ ０１１２

ＬＨ（ＩＵ／Ｌ） ０１０±００４ ０１３±００９ １９９３ ００４７
Ｅ２（ｐｇ／ｍＬ） ９１６±０９８ １３０１±１２３ ２３０６ ００２１

２３　观察组患儿治疗效果分析
对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临床效果进行统计，维生素 Ｄ缺乏患

儿临床有效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患儿治疗效果分析

治疗效果
观察组Ⅰ组
（ｎ＝３３）

观察组Ⅱ组
（ｎ＝２９）

χ２ Ｐ

骨龄生长速度减慢 ３１（９３９４） ２５（８６２１） ３６０３ ００６２

乳房发育停止 ３２（９６９７） ２２（７５８６） ５２０３ ００２１

生长速率恢复正常 ２８（８４８５） ２７（９３１０） ３１２７ ００８６

临床有效 ３０（９０９１） ２３（７９３１） ４５７９ ００３１

#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临床 ＣＰＰ发病率

不断增加，患儿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小，患儿因促性腺激素过早

释放激素导致第二性征提前出现，激素水平也出现不同程度的

异常，导致患儿最终身高受到一定的影响［８－１０］。研究显示维生

素Ｄ水平同骨代谢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维生
素Ｄ同女童初潮年龄有一定联系，认为维生素Ｄ水平对ＣＰＰ女
童患儿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１１－１３］。性早熟导致儿童性腺和性

器官多早发育、骨髓提前、骨骺提前闭合，对儿童身心发育有一

定的影响［１４，１５］。本研究对此展开分析，对比了ＣＰＰ患儿同正常
女童血清维生素Ｄ水平以及 ＣＰＰ患儿中维生素 Ｄ缺乏患儿同
正常患儿临床资料的差异，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依据。

研究中分析女童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显示，ＣＰＰ患儿血清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
结果表明ＣＰＰ患儿维生素Ｄ缺乏现象较普遍，维生素Ｄ对维持
血清钙磷浓度稳定有较大的影响，ＣＰＰ患儿骨龄普遍较高，而维
生素Ｄ水平过低导致骨细胞发育不良，对骨骼进一步生长发育
有较大的影响［１６－１８］。研究为进一步分析维生素 Ｄ水平同 ＣＰＰ
患儿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对 ＣＰＰ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分组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维生素 Ｄ缺乏患儿乳房发育年龄、ＬＨ和 Ｅ２水平
同ＣＰＰ维生素Ｄ正常患儿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身高、体重、骨龄、卵巢体积和ＦＳＨ水平则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统计结果显示维生素Ｄ水平过低对ＣＰＰ患
儿乳房发育、ＬＨ和 Ｅ２受到影响较大，而对身高、体重、骨龄、卵
巢体积和ＦＳＨ水平影响相对较小，因此认为临床ＣＰＰ维生素Ｄ
缺乏患儿维生素 Ｄ治疗对患儿乳房发育恢复、ＬＨ和 Ｅ２水平有
较大的影响。研究中给予观察组患儿ＧｎＲＨａ治疗，结果显示维
生素Ｄ缺乏患儿临床治疗效果较差，临床有效率显著低于维生
素Ｄ正常的患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结
果显示维生素Ｄ水平对临床治疗效果影响较大，因此临床治疗
中应对患儿维生素Ｄ水平进行检测，对维生素Ｄ缺乏患儿给予
一定的维生素Ｄ治疗对提高临床疗效有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ＣＰＰ患儿维生素 Ｄ缺乏较普遍，ＣＰＰ患者中维
生素Ｄ缺乏患儿乳房发育、ＬＨ和Ｅ２水平影响较大，同时维生素
Ｄ缺乏患儿临床治疗效果也较差。临床治疗应针对维生素 Ｄ
缺乏患儿给予一定维生素Ｄ水平恢复治疗，对临床治疗有较大
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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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联合生长激素治疗中枢
性性早熟女童疗效观察
张莉　刘俊莉　杨柳　李娜　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　目的：评估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联合生长激素治疗低预测成人身高的中枢性性早熟
女童的治疗疗效。方法：２１例确诊为中枢性性早熟同时伴有低预测成人身高的女童被纳入研究，给予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曲普瑞林）治疗，至少１８个月，当身高增长减慢、预测成年终身高不再改善时加用
生长激素（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至少１２个月。观察治疗后青春期发育抑制情况，预测成年终身高及
对骨龄的身高标准差的动态变化。结果：治疗后青春期发育明显抑制。在１８个月的治疗后，预测成年身高
（ＰＡＨ）从（１５４．５±２．５）ｃｍ增加至（１６２７±３１）ｃｍ，显著增加。对骨龄的身高标准差（ＨｔＳＤＳＢＡ）从治疗开始
时的（１１２±０８３）下降至（０７９±０７６）（治疗后６个月）、（０５６±０６７）（治疗后１２个月）、（０４５±０５１）
（治疗后１８个月）。结论：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疗有效地抑制了ＣＰＰ性腺轴启动，及时添加生长激
素能够有效的保证生长速度从而达到更好的成年终身高。

【关键词】　中枢性性早熟；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生长激素；预测身高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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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早熟是指男童在９岁前，女童在８岁前呈现第二性征的发
育［１］。性早熟可以分为促性腺激素依赖性的，被称为中枢性性

早熟（ＣＰＰ），和非促性腺激素依赖性的，即假性性早熟。ＣＰＰ是
指下丘脑－垂体－性腺（ＨＰＧ）轴的提前启动，随之出现青春期
特征及性激素水平变化［２］。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ｎ
ＲＨａ）治疗ＣＰＰ是通过刺激垂体促性腺细胞不断分泌内源性Ｇｎ
ＲＨ，有效推迟快速骨成熟和性早熟的进展。这个过程也有助于
延长青春期持续的时间，推迟月经初潮，并改善最终成年身

高［３，４］。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预测成年身

高，在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疗过程中需要联合应用

生长激素（ｒｈＧＨ）。在这里，我们总结了２１例ＣＰＰ女孩接受Ｇｎ
ＲＨａ治疗后由于其增长减速而联合应用ｒｈＧＨ的病例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临床中，预测成年终身高落后的性早熟女童在ＧｎＲＨａ治疗
中联合应用ｒｈＧＨ是合理的，治疗前已通过医院的研究伦理委员
会批准，并且获得父母书面同意。共有２１名中枢性性早熟并伴
有预测成人身高落后的符合条件女童被纳入研究，分别于２００９
年９月份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份在我科治疗。入选标准符合以下条
件：（１）在８岁之前，女性第二性征开始发育；（２）身高增长速度
加快；（３）骨龄超过实际年龄１年以上；（４）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激发试验（戈那瑞林１００μｇ静脉注射）中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
的峰值水平＞１５ＩＵ／Ｌ。所有患者均排除其他病因如肾上腺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性腺肿瘤、外源性性早熟。脑磁共振成像除外

下丘脑或垂体疾病。所有患者通过胰岛素和精氨酸ＧＨ激发试
验排除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这些女童第二性征发育的平均
年龄是（７２±０２）岁（５２～７７岁），诊断及治疗时的平均年龄
为（７８６±０７７）岁（６０～９０岁），治疗前骨龄（ＢＡ）平均为
（９９５±０９８）岁，比实际年龄提前（２１２±０６３）岁。
１２　方法

通过静脉注射戈那瑞林（丰原制药，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００６４）
２５μｇ／ｋｇ进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验（１００μｇ最大剂
量）。分别于注射前及其后３０、６０、９０和１２０ｍｉｎ后采取静脉血

样，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清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
给予患者深部肌肉注射 ＧｎＲＨａ（达菲林，ＩｐｓｅｎＰｈａｒｍａＢｉｏ

ｔｅｃｈ，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０２７４）１００μｇ／ｋｇ初始治疗剂量，然后６０～
９０μｇ／ｋｇ，每２８ｄ注射维持治疗。根据患者的身高增长速度和第
二性征的变化调整个体化剂量。当身高增长速率 ＜０５ｃｍ／月
并且持续 ２个月没有变化（即身高增长速率超过 ２个月 ＜
０５ｃｍ）时，则添加 ｒｈＧＨ注射液 （ＧｅｎＳｃｉ）保持身高增长速度。
在我们的病例中，有４例女童在应用ＧｎＲＨａ治疗４个月后添加
ｒｈＧＨ治疗，有６例在治疗５个月后添加，剩下的１１例女童均在
治疗的６个月后添加。重组人生长激素的剂量００１～００１２ＩＵ／
ｋｇ·ｄ，治疗前监测所有患者血清 ＩＧＦ－Ｉ水平均正常。每月测
量身高和体重。每３个月对第二性征，子宫和卵巢体积进行１
次评估。每３个月测量１次血清 ＩＧＦ－Ｉ浓度和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结合蛋白 －３，空腹血糖和甲状腺功能（ＦＴ３、ＦＴ４、ｓＴＳＨ）。
每６个月评估１次骨龄，血清Ｅ２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
验。骨龄测定方法使用 ＧｒｅｕｌｉｃｈａｎｄＰｙｌｅ骨龄图谱［５］，青春期

分期根据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ａｎｎｅｒ［６］分类。预测成年身高（ＰＡＨ）采用
Ｂａｙｌｅｙ－Ｐｉｎｎｅａｕ方法［７］计算。所有患者均采用 ＧｎＲＨａ治疗１８
个月，并添加ｒｈＧＨ治疗１２个月以上。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所得数据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来表示，统计分析采用ｔ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以Ｐ＜００５作为检验的显著性标准。
"

　结论
２１　患儿第二性征改变

在治疗期间，观察患儿性腺发育的临床转归。随着治疗时

间的延长，乳房、子宫和卵巢的大小明显降低。经过３个月的治
疗，乳腺结节变小，子宫和卵巢体积明显缩小，性腺发育的临床

症状仍然明显。经过１８个月的治疗，子宫体积、卵巢体积均明
显减小（Ｐ＜００５）。见表１。在所有患者中，１２例患者的卵泡
直径从（８６±２１）ｍｍ缩小到（３４±１１）ｍｍ，９例患者的卵泡
完全消失。有４名患者在治疗前出现月经初潮，治疗１个月后
消失。５例患者在治疗１个月内少量阴道出血，随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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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ＰＰ女童接受ＧｎＲＨａ和ｒｈＧＨ治疗后性征的变化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乳房的阶段 ２９±０２ １９±０２ １６±０１ １６±０１

子宫体积（ｃｍ３） ６４±０７ ３３±０４ ２３±０３ ２３±０３

卵巢体积 （ｃｍ３） ２６±０６ １３±０４ １２±０３ １１±０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验和血清Ｅ２水平
在治疗期间，每６个月评估１次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

试验和血清Ｅ２浓度。在治疗６个月，ＧｎＲＨ激发试验表明，血清
ＬＨ、ＦＳＨ峰值水平明显降低，Ｅ２水平也显著降低。在整个治疗
中仍然有效的抑制了ＨＰＧ轴。见表２。

表２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血清ＬＨ和ＦＳＨ的峰值水平和血清Ｅ２的水平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ＬＨ（ＩＵ／Ｌ） ２３４±３８ １３±０４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４

ＦＳＨ（ＩＵ／Ｌ） １４６±３３ ２６±０５ ３３±０８ ２７±０６

Ｅ２（ｐｇ／ｍＬ） ５３８±１８５１２５±３６ １４１±４１ １３２±３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过程中身高的变化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疗期间，每月监测身高。当

患者的身高增长小于０５ｃｍ／月并且超过２个月时，联合应用
ｒｈＧＨ。患者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１８个月以上，联
合ｒｈＧＨ治疗超过１２个月的有１１例，超过１３个月的６例，超过
１４个月的４例。在我们的这些病例中，基本能够保持令人满意
的生长速度，在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的治疗后，骨龄分别只
增加了０４、０８１及１２３岁。体重指数几乎没有增加。ＰＡＨ明
显增加。见表３。
２４　不良反应

ＧｎＲＨａ治疗的副作用轻微，仅１例有注射部位疼痛，无病
例出现发红或肿胀。治疗过程中体重的增加比较受到关注。

然而，因及时添加生长激素所以ＢＭＩ增加不明显。在这些女童
的ｒｈＧＨ治疗中，我们监测患者血清ＩＧＦ－Ｉ和ＩＧＦ结合蛋白－３
的水平来指导调整ＧＨ剂量，从而减少生长激素相关的副作用
的发生。有１例女童在加用ｒｈＧＨ治疗９个月时监测ＩＧＦ－Ｉ水
平升高，在治疗１２个月的时候，当 ＩＧＦ－Ｉ水平升高到治疗前２
倍水平时终止治疗。

表３　ＣＰＰ女童接受ＧｎＲＨａ和ｒｈＧＨ治疗后身高的变化

治疗前
治疗后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ＢＡ（ｙｅａｒｓ） ９９５±０９８ １０３５±０８１ １０７６±０７３ １１８±０７５

ＢＡ／ＣＡ １２６±０１２ １２４±００９ １２１±００７ １１９±００６

ＰＡＨ（ｃｍ） １５４５±２５ １５７３±２８ １６０４±３３ １６２７±３１

ＨｔＳＤＳｆｏｒＢＡ １１２±０８３ ０７９±０７６ ０５６±０６７ ０４５±０５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６５３±２０７ １６８１±２１０ １７０９±２１４ １７８１±２２１

ＧＶ（ｃｍ／ｙｅａｒ） － １０７±２４ ９８±２１ ８６±２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ＣＡ：实足年龄；ＢＡ：骨龄；Ｈｔ：身高；ＧＶ：增长速度

#

　讨论
近几年ＣＰＰ患儿显著增加。ＣＰＰ的发病率是很难估计的，

但有报道指出在１，５０００儿童就有１例，中枢性性早熟女孩比男
孩患病率高１０倍［８］。ＣＰＰ可能对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的导致生
理和心理的深刻的影响［９］。它能导致提前发育，骨龄超前，和

超出年龄的性激素水平升高。因此，未经治疗的ＣＰＰ患者会出
现月经初潮早，导致最终身高显著降低。目前选择用ＧｎＲＨａ来
治疗ＣＰＰ。在许多ＣＰＰ患者中，及时给予ＧｎＲＨａ治疗可获得正
常的成年终身高［１０］，年龄身高标准差呈下降趋势，骨龄身高标

准差呈增加趋势［１１］。

通过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的治疗可在延缓骨龄的

增长的同时降低生长速度。因此，有一些ＣＰＰ患者没有达到满
意的效果［１２］。在非生长激素缺乏的患者中添加生长激素的治

疗，可增加生长速度，从而改善最终的成年高度。生长激素和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的联合应用可以更有效的提高特

发性矮小女孩的成年终身高［１３，１４］。我们监测在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类似物治疗期间，当身高增长速度超过２个月 ＜０５ｃｍ／
月而增加ｒｈＧＨ的患者，结果表明，在治疗期间，第二性特征、卵

巢体积、子宫大小得到有效控制，血清 Ｅ２水平明显下降和 ＨＰＧ
轴得到有效的抑制。更重要的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和重组人生长激素结合治疗改善了患者的生长速度和最终

身高。

报道中ＧｎＲＨａ治疗的副作用包括轻微的更年期症状（头
痛、恶心、潮热）、局部过敏反应、在注射部位无菌性脓肿的形成

和体重增加。我们观察到只有１个病人有注射部位疼痛，没有
注射部位发红或肿胀的情况。由于及时添加生长激素 ＢＭＩ几
乎没有增加。生长激素可以有效地提高生长速度，它是安全

的，患者的耐受情况较好［１５］。关于某些ＧＨ导致肿瘤危险性增
加的情况［１６］，我们发现可以通过监测 ＩＧＦ－Ｉ和 ＩＧＦ结合蛋白
－３（在临床中已经得到证实）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１７，１８］。在联

合应用ｒｈＧＨ治疗ＣＰＰ的患者中，我们确实发现１例患儿ＩＧＦ－
Ｉ水平增加，因此要严格监测ＩＧＦ－Ｉ和ＩＧＦ结合蛋白－３。

因此，本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ＣＰＰ患者应用 Ｇｎ
ＲＨａ治疗期间，应仔细监测生长速度，及时添加生长激素提高
生长速度对达到更好的成年终身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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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号：ＥＫ２０１２Ｄ１９０００３０００６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蔡文莲（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女健康
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８

臭氧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对于中老年念珠菌性阴道
炎的临床疗效观察与分析
蔡文莲　杨彩文
鄂州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和分析臭氧治疗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对于中老年妇女念珠菌性阴道
炎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１００例中老年妇女念
珠菌性阴道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治疗组的患者接受臭氧治疗联合双唑泰阴道
凝胶治疗；对照组的患者接受双唑泰阴道凝胶治疗。观察和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结果：治疗组患者

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患者的外阴瘙痒、白带变化、排尿烧灼
感、腰腹疼痛等临床症状改善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结论：臭氧治
疗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对于中老年妇女念珠菌性阴道炎临床疗效显著，且症状改善时间短，值得在临床大

力推广。

【关键词】　臭氧治疗；双唑泰阴道凝胶；念珠菌性阴道炎；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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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珠菌性阴道炎属于中老年妇女妇科常见疾病之一，为白
色念珠菌（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感染引起的阴道炎症。白色
念珠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大量地繁殖。如果

机体免疫力低下，就会大量繁殖。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症状

包括外阴瘙痒、排尿灼热感、白带异常等，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有调查结果显示该病患病率在中老年女性人群中最

高可达８０％［１］。目前在临床上对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常用药

物治疗，但疗效往往并不理想，而且存在较多的局限性。本研

究旨在探讨和分析臭氧治疗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对于中老年

妇女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１００
例中老年妇女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年龄４２～８０岁，平均（５７３
±１３４）岁。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治疗组
的患者接受臭氧治疗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治疗，对照组的患者

接受双唑泰阴道凝胶治疗。入组条件：（１）所有患者均有排尿
存在灼热感、外阴瘙痒、白带异常增多等症状；（２）妇科检查所
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阴道壁充血、豆渣样白带等体征；（３）所有
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提示白色念珠菌为阳性。排除条

件：（１）合并有其他病原体感染；（２）对于臭氧过敏或者不耐受
的患者。本研究获得了鄂州市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治疗组的患者采用臭氧治疗（ＪＹ－２７３０型臭氧治疗仪，江

苏锦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臭氧水浓度：１０ｍｇ／Ｌ，冲洗患者阴
道１ｍｉｎ，然后对患者进行雾化治疗５～１０ｍｉｎ。每天治疗１次。
７ｄ为１个疗程。睡前洗净阴道，将双唑泰阴道凝胶（山东明仁
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０２２２）送入阴道深
处，每次１支。７ｄ为１个疗程。

睡前洗净阴道，将双唑泰阴道凝胶（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送入阴道深处，每次１支。７ｄ为１个疗程。
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每次月经干净后的第３

天随访，行妇科检查并复查白带，平均随访时间为３个月。
１３　临床疗效评估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阴道分泌物白色念珠菌阴性；显效：

临床症状明显改善，阴道分泌物白色念珠菌阴性；有效：临床症

状轻微改善，阴道分泌物白色念珠菌阳性；无效：临床症状无改

善，阴道分泌物白色念珠菌阳性。总有效率 ＝（治愈的病例数
＋显效的病例数＋有效的病例数）／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以及临床症状等一般临床特征方面

均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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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特征比较

ｎ 年龄（岁） 病程（年） 外阴瘙痒 白带变化 排尿烧灼感 腰腹疼痛

治疗组 ５０ ５５２±７１ ２５±１３ ４２（８４０） ４９（９８０） ４８（９６０） ４０（８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５９５±６５ ２５±１５ ４１（８２０） ４７（９４０） ４５（９００） ４１（８２０）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结束疗程后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进行评估，治疗组患者治

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ｌ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治疗组患者外阴瘙痒、白带变化、排尿烧灼感、腰腹疼痛等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５（１００）５（１００）４（８０） ９２０

对照组 ５０ ３０（６００）４（８０） ３（６０）１３（２６０） ７４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ｄ）

组别 ｎ 外阴瘙痒 白带变化 排尿烧灼感 腰腹疼痛

治疗组 ５０ ５６±３０ １２２±５６ ６３±２６ ４７±１３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２±１３ ２００±１３ １４３±７４ ９３±１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对于中老年妇女念珠菌性阴道炎的治疗，临床上一般以药

物治疗为主，常采用联合用药的方案［２］。然而，长期应用抗真

菌药物，容易产生耐药性，增加复发率，降低临床治愈率。另

外，治疗时间偏长，降低了治疗过程中患者对于药物的依从性。

妇科臭氧治疗仪可将空气中的氧气分子分解，获得臭氧活

性分子。臭氧是一种杀菌剂，不仅可以杀灭阴道内的细菌、真

菌、芽孢以及病毒，而且臭氧自身具备的高氧化性，可以迅速氧

化新生细菌的芽孢，从而起到抑制细菌繁殖的作用。另外，臭

氧治疗无创伤、无痛苦、导气头设计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

征，不会在治疗过程中给患者带来任何的不适，极大地提高了

患者对于治疗的依从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其治疗霉菌性阴

道炎有效率为９１６７％、细菌性阴道炎９０９０％、滴虫性阴道炎
７１４３％［３－６］。这与本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双泰唑栓是由包括甲硝唑、醋酸洗必泰以及克霉唑３种有
效成分组成的。其中，甲硝唑能够显著杀灭滴虫和厌氧菌［７，８］。

醋酸洗必泰为阳离子表明活性剂，可以改善阴道的 ｐＨ值。作
为一种广谱的抗真菌药，克霉唑能够抑制真菌的繁殖［９，１０］。３
种药物联合使用，可以从多个角度达到临床治疗的效果［１１－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臭氧治疗联合双唑泰阴道凝胶的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单用双唑泰阴道凝胶的患者（Ｐ＜００５）。另外，各
项临床症状，包括外阴瘙痒、白带变化、排尿烧灼感、腰腹疼痛

改善所需时间均明显短于单纯药物治疗的患者（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对于中老年妇女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在双唑泰阴

道凝胶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臭氧治疗，治疗效果显著，症状改

善时间短，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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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
道炎中的疗效观察
胡志英１　何晴１　林庆华１　廉静１　吕丽娜２　熊芳１　赵荣１

１邢台市康复医院妇产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８
２邢台市第二医院妇产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患者１０５例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Ａ组（３５例）、Ｂ组（３５例）、Ｃ组（３５例），分别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Ａ组替勃龙片２５ｍｇ，１
次／ｄ，口服，共用３个月。Ｂ组用雌三醇软膏，０５ｇ，第１周，１次／ｄ，第２周１次／２ｄ，第３周１次／３ｄ，第４周后
１次／周，共用３个月。Ａ组、Ｂ组加阴道放置甲硝唑泡腾片１片／ｄ。Ｃ组仅阴道放置甲硝唑泡腾片１片／ｄ治
疗，共用３个月。结果：Ａ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７１４％，Ｂ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４２９％，Ｃ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７１４％。
Ａ组与Ｂ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Ｃ组（χ２＝５７２，Ｐ＜００５；χ２＝５２９，Ｐ＜００５）。治疗后，三组雌二醇水平
和子宫内膜厚度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Ａ组和 Ｂ组 ｐＨ值明显低于 Ｃ组（ｔ＝２７８，Ｐ＜００５；ｔ＝２６７，Ｐ＜
００５）。结论：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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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绝经后女性因突然性的性激素分泌下降，７０％的女性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低刺激素血症现象［１］，如性欲下降、潮热汗出、易

怒等，也有严重者表现为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萎缩性阴

道炎也正是其中一种［２］。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致使阴道内壁萎

缩，内部酸碱度的改变及黏膜皱缩均可引起防御力的下降，患

者主要表现为外阴瘙痒、灼热感强及分泌物增多［３］。本次研究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围绝经
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患者１０５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探讨激素
替代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的临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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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围
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患者１０５例为研究对象。年龄４１～
５６岁，平均年龄（４８９１±２２４）岁。纳入标准［４］：（１）符合阴道
炎诊断标准。（２）３个月内未接受激素类药物治疗。（３）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病原菌感染。（２）治疗禁忌者。
（３）阴道不明原因出血者。现将１０５例患者随机分为 Ａ组（３５
例）、Ｂ组（３５例）、Ｃ组（３５例），共三组。三组年龄、激素水平、
子宫内膜厚度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三组雌二醇、子宫内膜厚度及阴道ｐＨ对比

组别
雌二醇水平

（ｐｍｏｌ／Ｌ）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阴道ｐＨ

Ａ组 ４０２３±６１２ １５２±００７ ５６２±０５６

Ｂ组 ４１０３±６６７ １５４±００６ ５６９±０５７

Ｃ组 ４０５６±６２９ １５１±００５ ５６５±０５４

１２　研究方法
Ａ组替勃龙片（绮罗淑，北京优华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５９５）２５ｍｇ，１次／ｄ，口服，共用３个月。Ｂ组用雌三醇软
膏（伊特乐，成都新高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１８），
０５ｇ，第１周１次／ｄ，第２周１次／２ｄ，第３周１次／３ｄ，第４周后
１次／周，共用３个月。Ａ组、Ｂ组加阴道放置甲硝唑泡腾片（重
庆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６４０２）１片／ｄ，Ｃ组仅阴
道放置甲硝唑泡腾片１片／ｄ治疗，共用３个月。
１３　评价标准

显效［５］：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阴道炎性反应消失，阴道清洁

度降低Ⅱ级；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阴道炎性反应显著改
善，阴道清洁度降低Ⅰ级；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有效率 ＝
（显效＋有效）／总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Ａ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７１４％，Ｂ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４２９％，Ｃ
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７１４％。Ａ组与 Ｂ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 Ｃ
组（χ２＝５７２，Ｐ＜００５；χ２＝５２９，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有效率

（％）

Ａ组 ２０ １４ １ ９７１４

Ｂ组 １９ １４ ２ ９４２９

Ｃ组 １２ １４ ９ ７４２９

２２　三组雌二醇、子宫内膜厚度及阴道ｐＨ对比
治疗后，三组雌二醇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Ａ组和 Ｂ组阴道 ｐＨ值明显低于 Ｃ组（ｔ＝２７８，Ｐ＜
００５；ｔ＝２６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雌二醇、子宫内膜厚度及阴道ｐＨ对比

组别
雌二醇水平

（ｐｍｏｌ／Ｌ）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阴道ｐＨ

Ａ组 ５０２３±６３４ １７８±００６ ４６３±０４５

Ｂ组 ５１６３±６４５ １７９±００６ ４６４±０４６

Ｃ组 ５０１６±６１３ １８１±００５ ４９５±０５１

２３　三组复发率对比
Ａ组复发１例，复发率为２８６％，Ｂ组复发２例，复发率为

５７１％，Ｃ组复发９例，复发率为２５７１％。Ａ组、Ｂ组复发率明
显低于Ｃ组（χ２＝５７２，Ｐ＜００５；χ２＝５２９，Ｐ＜００５）。
#

　讨论
萎缩性阴道炎是一种围绝经期特异性疾病，主要是因为卵

巢生理性衰竭所导致的雌激素水平降低，引起阴道黏膜变薄、

酸碱失衡、菌群紊乱等一系列改变［６－８］。患者初期症状主要表

现为外阴瘙痒、灼热等，一旦治疗不及时则可引起外阴溃烂甚

至严重的阴道、宫腔化脓性疾病［９－１１］。因此，早期预防、及早发

现对于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针对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的治疗主要从抑菌及补

充激素两方面着手，鉴于该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如若单纯

抑菌很难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症状反复出现，很难保证患者

的健康［１２－１５］。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将选择抑菌及激素替代两种

方法联合应用。韩悦［１６］在探讨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治疗方法中

将甲硝唑作为抑菌药物的典型代表用以研究中，结果发现甲硝

唑联合雌激素治疗萎缩性阴道炎临床疗效显著。同时，张惠

莲［１７］在萎缩性阴道炎的治疗中也将甲硝唑作用联合应用药物

的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在治疗阴道炎中应用甲硝唑是有一定

理论及实践依据的。因此本次研究中也将甲硝唑作为局部用

药抑菌治疗的药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Ａ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７１４％，Ｂ组治疗
有效率为９４２９％，Ｃ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７１４％。Ａ组与 Ｂ组治
疗有效率明显高于Ｃ组（Ｐ＜００５）。从该组结果看，单独应用
甲硝唑对患者即时症状的改善效果也相对不错，但加以激素替

代后效果明显更优。这主要和激素对维持阴道内环境及生理

支持的重要意义有关。三组雌二醇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Ａ组和Ｂ组ｐＨ值明显低于Ｃ组。复发结果
显示，Ａ组复发１例（２８６％），Ｂ组复发２例（５７１％），Ｃ组复
发９例（２５７１％）。Ａ组、Ｂ组复发率明显低于 Ｃ组（Ｐ＜
００５）。上述结果再一次说明，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甲硝唑用药，
对于改善围绝经期女性萎缩性阴道炎效果显著，且无明显的不

良反应，复发率低，证实激素替代在治疗萎缩性阴道炎中的重

要作用。同样，也有研究表明在非萎缩性阴道炎中应用一定激

素也可达到辅助治疗的效果。王静等［１８］在探讨治疗老年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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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阴道炎的效果中，将保妇康栓联合雌激素软膏对患者的

健康状况及炎症症状均有改善。该结果也说明雌激素在非萎

缩性阴道炎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围绝经期女性萎缩

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显著，安全性高，复发率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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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女性绝经前后丝氨酸蛋白酶与尿道综合征相关
性分析
刘臖臖 １　叶国华２　李敏３

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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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齐齐哈尔市和平医院内科，黑龙江 齐齐哈尔 １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对比分析丝氨酸蛋白酶在女性绝经前后、尿道综合征患者和健康者之间的变化，
探讨女性绝经前后丝氨酸蛋白酶与尿道综合征的相关性，以期为尿道综合征患者的预防、诊断、治疗提供依

据。方法：选择我院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经确诊的女性尿道综合征患者２００例作为实验组，同期女性
健康志愿者１９１例为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游离丝氨酸蛋白酶的变化，分析丝氨酸蛋白酶与尿道综合征的相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８月　第２６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８ ·６３　　　·

关性。把３９１例受测者依据月经状况分成绝经前和绝经后两组，对比分析两组丝氨酸蛋白酶的变化。结果：
实验组的血丝氨酸蛋白酶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绝经后组的丝氨酸蛋白酶检出
率高于绝经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女性血清中的丝氨酸蛋白酶可能因雌激素水平下
降，使绝经后高于绝经前。女性尿道综合征与丝氨酸蛋白酶有关。

【关键词】　丝氨酸蛋白酶；尿道综合征；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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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综合征是困扰女性的一种常见疾病，多见于已婚的女
性，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尿线变细、夜尿增多等，并且

经尿常规检查、尿细菌培养均无异常［１，２］。女性尿道综合征的

病因较多，确切病因很难确定，主要病因可能是泌尿系统感染、

尿道外口解剖异常、神经功能异常、尿道梗阻、紧张焦虑或多疑

等心理因素、雌激素水平下降、免疫因素、医源性因素等。尤以

绝经后的女性为甚，医院尿常规检查常无异样，令医护人员劳

神费心［３－５］。目前治疗方式多以抗菌消炎等经验治疗，但疗效

不佳且病情常反复。尿道综合征与尿道周围的组织有一定的

关系。女性尿道周围腺体位于膀胱与原生殖膈之间。其上皮

细胞分泌一种单链糖蛋白［６－９］，其即可存在于正常组织内也可

存在于病变组织内。本文将探讨女性绝经前后丝氨酸蛋白酶

与尿道综合征的相关性，以期为尿道综合征患者的预防、诊断、

治疗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我院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经确诊的女性尿

道综合征患者 ２００例作为实验组，年龄 ２０～７６岁，中位年龄
５４５岁，平均年龄（５５２５±６２５）岁，病程２个月 ～２０年，平均
病程（６５２±３６５）年，同期女性健康志愿者１９１例为对照组，年
龄１８～７６岁，中位年龄５０５岁，平均年龄（４８６５±８７５）岁。
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
（１）１８岁以上的中国女性；（２）无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肝硬

化、腺垂体功能减退症、垂体瘤、乳腺癌等；（３）１年内无服用雄
激素、避孕药；（４）２周内无膀胱活检及镜检；（５）１周内无妇科
检查和行房事；（６）实验组为经确诊的临床资料相对完整的女
性尿道综合性患者；（７）本研究获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受测者
或近亲属对研究方案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诊断标准
以尿常规检查结果正常，但伴有女性尿道综合征中尿急、

尿痛、夜尿增多、尿线变细等主要临床表现为标准。

１４　检测方法
受测者均需清晨空腹平静状态下抽取静脉血５ｍＬ，采血前

均要求：（１）１ｄ内无饮酒；（２）１周内无妇科检查和行房事；（３）２
周内无膀胱活检及镜检；（４）１年内无服用雄激素、避孕药。由
抽取的静脉血化验检测出丝氨酸蛋白酶。

１５　测定标准
以健康女性的丝氨酸蛋白酶正常范围值（０００～００５ｎｇ／

ｍＬ）为标准［５］。

１６　分组方法
选择我院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经确诊的女性尿道综

合征患者２００例作为实验组，同期女性健康志愿者１９１例为对
照组。把３９１例受测者依据月经状况分成绝经前和绝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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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１７　统计学处理

分析数据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χ２检验计数资料，ｔ检
验计量资料间均数的差异，均数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Ｐ＜
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游离丝氨酸蛋白酶检出率分析

实验组２００例女性中共有１３０例（６５０％）检测出血清总丝
氨酸蛋白酶，而对照组中共有４０例（２０９％）检测出，实验组检
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６２３，Ｐ＝００１６）。
２２　绝经前组和绝经后组血清总丝氨酸蛋白酶检出率分析

１８１例绝经前组中共有４８例（２６７％）检测出血清总丝氨
酸蛋白酶，而绝经后组２１１例女性中共有１２６例（５９７％）检测
出，绝经后组的检出率高于绝经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４３９，Ｐ＝００３６）。
#

　讨论
女性尿道综合征主要以反复发作的尿频、尿急、尿痛、尿线

变细、夜尿增多等症状而令女性烦恼不已，还可伴有尿道分泌

物、尿道口红肿、性交痛、膀胱区痛、腰痛等表现［１０－１２］。目前，

女性尿道综合征在治疗上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极易造成被动，

应辨证施治，因人而异、因病因而异。在日常治疗中，部分医护

人员以抗菌消炎为主要手段，虽有部分患者症状缓解，却因反

复发作而使整体疗效不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女性社

会地位的提高，造成女性生存压力的增大，经常性的熬夜、食用

酸辣刺激性食物（如酒、酸味水果、辣椒、咖啡、原醋等）、饮水量

过少、性生活频繁过猛、不注意阴部清洁卫生等，都可能造成女

性尿道综合征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从而迫切需要研究女性尿道

综合征的影响因素。

女性尿道综合征是以下尿路刺激症状为特征的综合征，与

尿道周围的部分组织不无关系，其上皮细胞分泌一种单链糖蛋

白［１３－１５］，以血清总前列腺丝氨酸蛋白酶形式存在，其变化在相

关疾病临床应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女性尿道综合征患者

中检测出血清总丝氨酸蛋白酶占６５％，在健康女性中检测出血
清总丝氨酸蛋白酶占２０９％。女性尿道周围的腺体组织受内
分泌的影响、控制，且与男性前列腺的组织来源及分化相同［１７］，

说明女性尿道周围腺体组织与激素水平有关。本实验中的绝

经前组和绝经后组检测出的血清总丝氨酸蛋白酶的百分比升

高可看出，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血清总丝氨酸蛋白酶升高。

综上所述，女性血清中的丝氨酸蛋白酶可能因雌激素水平

下降，使绝经后高于绝经前。女性尿道综合征与丝氨酸蛋白酶

有关，使丝氨酸蛋白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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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ｏｒｓｉｎｍａｌｅｈａｍｓｔｅｒｓ．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５，７５（２）：４３３－

４４１．

［１１］　宾志福．论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体内丝氨酸蛋白酶与其

术中和术后出血的相关性．当代医药论丛，２０１４（１９）：２２６

－２２７．

［１２］　夏志国，夏爱春，潘秀英，等．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与前列腺

体积关系的探讨．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７）：９７３－９７４．

［１３］　周碧燕，李友邕，李洁，等．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与前列腺增

生的相关性研究．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１，１１（１６）：３１１１

－３１１３．

［１４］　孙伟桂，胡晓武，李之珍，等．健康男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指标

的年龄相关性及其曲线分布特征．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２０１４（１）：５８－６２．

［１５］　方红，孟利民，刘洪源，等．常规磁共振成像与三维磁共振波谱

对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灰区患者鉴别诊断价值研究．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２３（２）：１１－１５．

［１６］　杨虹，奚燕萍，李红．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女性尿道综合征疗效

观察．医药卫生：引文版，２０１５（１１）：４８．

［１７］　陈博，万敬员．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女性泌尿系感染的疗效观

察．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６，１４（３）：４２０－４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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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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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临床疗效
观察
滕婧１，４　倪维２，４△　贺琪３，４　徐竹梅１，４

１湖北省中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２湖北省中医院检验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３湖北省中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４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目的：研究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７月
至２０１５年７月我院接诊的１２０例生殖器疱疹的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
研究。对照组口服伐昔洛韦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三黄汤塌渍治疗。治疗后，统

计分析两组治疗的临床疗效、复发率及治疗前后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的变化。结果：接受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总有效率（９１７％）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７００％），两组数据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的复发率（８３％）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复发率（３００％），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
两组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和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ＩＬ－
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等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结论：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较单独伐昔洛韦治疗具有更好的疗效，更低的
复发率，是一种治疗生殖器疱疹的良好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三黄汤塌渍；伐昔洛韦；生殖器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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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ＧＨ）是一种由单纯疱疹病毒Ⅱ
型（ＨＳＶ－Ⅱ）感染引起的生殖器皮肤和黏膜炎症反应［１］，是最

常见的生殖道性传播疾病之一。统计学研究发现，近年来该病

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ＷＨＯ预估全球每年该病的新发
病例数高达２０００万人［２］。目前治疗生殖器疱疹的方法很多，

西医主要以抗病毒以及调节免疫治疗为主，均有一定疗效，但

复发率高，而且复发长期不愈者，发生癌变的几率大大增高，所

以至今尚无根治该病的有效方法［３］。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
月笔者采用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１２０例，
疗效满意且复发率低。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１２０例病例均是在我院性病门诊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
７月就诊的生殖器疱疹患者，参照《性病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生殖器疱疹诊疗规范》［４］中有关生殖器疱疹的诊断标准，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２）
糖尿病、高血脂、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３）药物过敏者；（４）
患者处于妊娠、哺乳阶段；（５）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在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按照随机数表法，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患者６０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复发次数
等临床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础情况比较

组别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病程

（年）

复发次数

（次／年）

观察组（ｎ＝６０） ３６／２４ ３４１５±３４５ ２８７±０１８ ８０７±１４７

对照组（ｎ＝６０） ３４／２６ ３６０９±３２３ ２９２±０２１ ９２２±１６５

χ２ ０６４３ ０４４５ ０６６３ ０３４１

Ｐ ０５６１ ０６４３ ０５２７ ０７６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口服伐昔洛韦（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８３５８７），０３ｇ，ｔｉｄ，ｐｏ，疗程４周。观察组在对照组治
疗的基础上，接受三黄汤塌渍，药方组成：黄连２０ｇ、黄柏３０ｇ、大
黄３０ｇ、秦皮１０ｇ、枯矾３０ｇ，将以上各中药煎煮为２００ｍＬ药液，
放凉后，将纱布垫浸湿做成塌渍垫，敷于患处，４周为１个疗程，
治疗１个疗程后患者随访观察半年，治疗期间及随访期间禁烟
禁酒，注意休息，减少性生活，性生活时使用避孕套。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患者的治疗临床疗效、随访半年的复发率等指

标。全部研究对象均于治疗前后晨起空腹静脉采血，静置后分

离血清，于３０ｍｉｎ内离心取血清，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均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试剂盒由德国 Ｈｅｒｒｅｎｂｅｒｇ公
司生产，检测仪器为西班牙ＴＲＩＴＵＲＵＳ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１４　疗效评定

分为痊愈、显效、好转、无效四类。痊愈：治疗１周后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皮疹全部消退，患者在随访调查的半年内

未出现病情反复甚至加重的复发表现；显效：治疗１周后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患者在随访调查的半年内未出现病情

反复甚至加重的复发表现；有效：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出现明显

好转，皮疹部分消退，且随访结束前复发１次；无效：患者治疗后
症状未得到改善，复发次数无明显减少。计算治疗有效率，总有

效率＝（痊愈病例数＋显效病例数）／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以
（珋ｘ±ｓ）表示，组间两两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６０ ２２（３６７）２０（３３３）１１（１８３）７（１１７） ４２（７００）

观察组 ６０ ３３（５５０）２２（２６７） ４（６７） １（１７） ５５（９１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复发

１个月内 ２～３个月 ４～６个月
复发率

对照组 ６０ ９（１５０） ２（３３） ７（１１７） １８（３００）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７） ４（６７） ０　　　 　５（８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水平的变化
治疗前，两组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和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ＩＬ－４、ＩＬ－１２、
ＴＮＦ－α水平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ＩＬ－４、ＩＬ－１２、
ＴＮＦ－α等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水平

组别　　时间 ＩＬ－４ ＩＬ－１２ ＴＮＦ－α

对照组（６０例）

　治疗前 ４５７９±５３４ １９６３１±４３４８ １６５３２±４１３５

　治疗后 ３６９１±４０３ １３５９７±２４２１ １０５４１±３２２４

观察组（６０例）

　治疗前 ４６６２±５５５ １９７５３±４４０５ １６３２９±３９３２

　治疗后 ２９３９±３９８△ ９２９５±１２８５△ ７６０７±１６０４△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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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生殖器疱疹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不洁性交感染。研究发

现，该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该病的临床表现为：生殖

器皮肤和黏膜出现红斑或丘疹、有水泡、溃疡病并有结痂等炎

症反应［５］。生殖器疱疹最主要的临床特点就是反复发作，这严

重影响患者及其性伴侣的生活质量。因此治疗该病的关键就

是控制该病的复发，但这也是该病治疗的难点所在，目前临床

上尚无有效的办法及药物治愈该病，控制该病的复发［６］。

目前临床上西医治疗生殖器疱疹的主要方法是抗病毒治

疗，代表药物为核苷类药物伐昔洛韦，该药物的作用机理为抑

制病毒的ＤＮＡ合成［７］。许素玲等［８］研究发现，伐昔洛韦治疗

初发生殖器疱疹疗效显著，使患者病情得到缓解，并可减低生

殖器疱疹的复发率以及复发时间。但 Ｓａｃｃｈｅｔｔｉ等［９］的研究发

现，伐昔洛韦不能完全清除潜伏在神经节中的单纯疱疹病毒，

当患者停药后该病极易复发，另一方面长期使用伐昔洛韦会使

病毒产生耐药性。

生殖器疱疹属中医“阴疮”、“阴蚀”、“火燎疤”的范畴，主

要病因为房事不洁，湿热蕴结于肝胆二经，下注于阴部所

致［１０］。近年来研究［１１］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生殖器疱疹疗效

显著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且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率。本院使

用三黄汤塌渍，可以使中药直接作用于疱疹局部，达到抗病毒，

帮助局部皮肤愈合，预防继发感染的目的。自拟方中，黄连有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黄柏有清热燥湿、解毒之功效；大

黄具有泻火解毒之功效，研究报道中药大黄对疱疹病毒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罗军等［１２］研究发现，大黄的作用甚至优于阿昔

洛韦；秦皮具有清热燥湿，清肝明目之功效；枯矾具有燥湿解毒

之功效。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９１７％）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７００％），两组数据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８３％）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复发
率（３００％），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显示三黄
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疗效显著优于单独伐昔

洛韦治疗组，且能显著降低生殖器疱疹的复发。

目前很多研究者研究发现，生殖器疱疹复发率高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患者免疫低下或缺陷造成的，因此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能从一定程度上抑制生殖器疱疹的复发。ＩＬ－４是 Ｂ细胞生长
及分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它能促使Ｂ细胞Ｇ０－Ｇ１生长分化，并
能促进Ｂ细胞表达ＭＨＣ－Ⅱ类抗原，它主要由 Ｔ细胞产生，它
能促进静止的Ｔ细胞发育成ＴＨ１和ＴＨ２细胞来调节免疫应答。
ＩＬ－１２是由抗原提呈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它与调节 Ｔｈ０细胞
分化发育成Ｔｈ１细胞来调节细胞免疫应答，有研究表明 ＩＬ－１２
在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外周血中处以较低水平［１３－１５］。ＴＮＦ－α
能通过调节ＩＬ－４来调节细胞免疫应答，它对疱疹病毒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１６－１８］。本研究发现，治疗前，两组 ＩＬ－４、ＩＬ－１２、
ＴＮＦ－α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和治
疗前相比，两组患者 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均显著下降（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等指标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这表明经过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

后，ＩＬ－４、ＩＬ－１２、ＴＮＦ－α的表达明显下降，提高了机体的免疫
力，这有助于减少生殖器疱疹的复发。

综上所述，三黄汤塌渍联合伐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较单

独伐昔洛韦治疗具有更好的疗效，且可有效预防该病复发，是

一种治疗生殖器疱疹的良好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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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昔洛韦片治疗女性生殖
器疱疹的疗效观察
张慧莉　陈玉环
孝感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孝感医院）妇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昔洛韦片在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中的临床疗效，并
初步探讨复方虎杖散颗粒在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中的作用机理。方法：以８４例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期间于本院就诊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患者资料作为研究资料，按治疗方案分为单一用药组（４１例）和联合
用药组（４１例），单一用药组给予盐酸伐昔洛韦片口服治疗，联合用药组在给予盐酸伐昔洛韦片口服治疗基
础上联合复方虎杖散颗粒治疗，对比分析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近期临床疗效、抗复发性疗效以

及免疫学相关因子改善情况。结果：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疱疹消失时

间、皮损愈合时间和疾愈时间均明显短于单一用药组（Ｐ＜００５）；治疗１个疗程后，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
有效率为９７６７％，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９０２４％；患者结束用药６个月内，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为９３０２％，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６５８５％；患者结束用药６个月内，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３０２％，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６５８５％。治疗后联合用药组的外周血 ＩＬ－２和 ＩＦＮ－γ检测水平分别为
（３２４６２±２８５４）ｍｏｌ／Ｌ和（３３１４２±２４８３）ｍｏｌ／Ｌ，显著高于单一用药组的（２８７４９±２１５３）ｍｏｌ／Ｌ和
（２７９８１±２２４９）ｍｏｌ／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昔洛韦
片可有效改善生殖器疱疹症状，提升治疗总有效率，降低治疗复发率，并能有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可作为

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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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器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Ⅱ型（ＨＳＶⅡ）感染而
引起的一种常见具有高炎症性、高复发性特点的性传播疾病，

其复发率高达６０％以上［１，２］。当前女性生殖器疱疹治疗有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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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西医方案，中医方案以复方虎杖散颗粒为主，西医方案

常用伐昔洛韦、阿昔洛韦等抗病毒药物治疗，但其疗效均并不

确切，并且具有治疗后的高复发频率［３］。本院以８４例女性生
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

昔洛韦片，观察其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女”、“生殖器疱疹”为检索条件于我院病例信息系统收

集到８４例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于本院门诊治疗女
性生殖器疱疹的患者资料作为研究资料。研究前与所有患者

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均按照我国卫生部防疫司《性

病防治手册》以及《性病诊断标准与处理原则》的相关标准确诊

为女性生殖器疱疹。为确保研究准确性，对病例资料按以下标

准给予了排除。（１）年龄＜１８岁或年龄 ＞６０岁患者；（２）复发
性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３）合并有梅毒、淋病、尿道炎、艾滋病
等其他性病的患者；（４）肝功能不全、糖尿病、甲亢等病症患者。

按治疗方案将８４例患者分为单一用药组和联合用药组。
其中单一用药组 ４１例，年龄为 ２２～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１５±
４６）岁，平均病程（３４１±０８４）周。联合用药组４３例，年龄为
２４～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２４±４５）岁，平均病程（３４１±０８４）
周。两组资料在年龄、病程上比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案

单一用药组在常规检查诊断基础上给予盐酸伐昔洛韦片

（四川明欣药业，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０４５）口服治疗。１次
０２５ｍｇ，２次／ｄ，１周为１个疗程。

联合用药组在单一用药组给予盐酸伐昔洛韦片口服治疗

基础上，联合复方虎杖散颗粒（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内自制）治疗。复方虎杖散颗粒由虎杖、黄民、甘草、紫草、板

蓝根、半枝莲、薏苡仁、白花蛇舌草、石菖蒲等构成。水冲服，１

剂／ｄ，早晚各１次，１周为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１３１　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观察　治疗期间详细观察患者生
殖器疱疹改善情况，并对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疱疹消失时间、

皮损愈合时间、疾愈时间进行记录，作为分析和评价患者生殖

器疱疹改善情况指标。

１３２　疗效判定标准　（１）近期临床疗效判定标准。以学者
宋李丽［４］制定的标准作为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具体根据患者临

床症状评分和体征累积评分计算疗效指数，疗效指数 ＝（治疗
前总得分 －治疗后总得分）／治疗前总得分 ×１００％。显效：疗
效指数在９０％ ～１００％之间；有效：疗效指数在６０％ ～９０％之
间；无效：疗效指数＜６０％。总有效率＝（显效 ＋有效）／总例数
×１００％。（２）抗复发疗效判定标准。按照卫生部防疫司《性病
防治手册》相关标准拟定。显效：半年内无复发；有效：半年内

仅复发１次；无效：半年内复发２次以上。总有效率 ＝（显效 ＋
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３　免疫学检查指标　治疗前后取患者空腹静脉血２ｍＬ，运
用双抗体一步夹心酵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对患者外周血
ＩＬ－２和ＩＦＮ－γ浓度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作统计学处理，计量数
据采用（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对比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本研究中Ｐ＜００５表示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观察对比

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止疱时间、结痂时间、

疱疹消失时间、皮损愈合时间和疾愈时间明显短于单一用药

组，且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提示联
合用药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单一用药

组患者。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观察对比（ｄ）

组别 ｎ 止疱时间 结痂时间 疱疹消失时间 皮损愈合时间 疾愈时间

单一用药组 ４１ ２５１±０５９ ４７３±１１０ ４６２±０８７ ５２８±１０３ ６８２±１１４

联合用药组 ４３ ２２４±０５５ ３９２±０７５ ４１４±０６９ ４７９±０８９ ５７９±１０８

ｔ ２１７１ ３９５９ ２８０８ ２３３６ ４２５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近期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１个疗程后，联合用药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６７％，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９０２４％，两组间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提示治疗１个疗程后，联合用药
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优于单一用药组患者。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抗复发疗效对比
患者结束用药６个月内，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３０２％，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６５８５％，两组间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提示联合用药组用药方案的抗
复发疗效显著优于单一用药组的用药方案。

表２　１个疗程后两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单一用药组 ４１ １８（４３９０）１９（４６３４） ４（９７６） ３７（９０２４）

联合用药组 ４３ ２４（５５８１）１８（４１８６） １（２３３） ４２（９７６７）

χ２ ０７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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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结束用药６个月内两组患者抗复发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单一用药组 ４１ １２（２９２７）１５（３６５９）１４（３４１５）２７（６５８５）

联合用药组 ４３ ２４（５５８１）１６（３７２１） ３（６９８） ４０（９３０２）

χ２ ５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６５２１ ６５２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细胞因子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外周血 ＩＬ－２和 ＩＦＮ－γ检测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外周血ＩＬ－
２和ＩＦＮ－γ检测水平均有所提升，且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治疗后联合用药组的外周血ＩＬ－２
和ＩＦＮ－γ检测水平显著高于单一用药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提示联合用药组用药方案在提
升患者外周血ＩＬ－２和ＩＦＮ－γ水平方面显著优于单一用药组。

表４　治疗前后两组产妇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比较

组别 ｎ
ＩＬ－２（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ＦＮ－γ（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单一用药组 ４１ １８３７７±１４４８ ２８７４９±２１５３ １６２７８±１７３５ ２７９８１±２２４９

联合用药组 ４３ １８４５２±１３５９ ３２４６２±２８５４ １６１８４±１８２８ ３３１４２±２４８３

ｔ ０３３９ ２２５８ ０１３８ ８４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女性生殖器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Ⅱ型（ＨＳＶⅡ）感染而

引起的一种疾病，ＨＳＶⅡ大多是因性行为中生殖器皮肤破损处
而进入人体，从而在女性外阴部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机

体免疫功能低下［５，６］。女性生殖器疱疹具有较难抑制，复发性

较强等特点，常用西药盐酸伐昔洛韦医治，但较多学者研究认

为其疗效并不确切，治疗总有效率在８０％左右，且存在较高的
复发风险［７，８］。而在中医文献中，女性生殖器疱疹有着与之相

对应的一系列病名，如“阴疮”“热疮”“疳疮”“火燎疮”等，主要

是指女性外阴因肝经湿热或不洁性交染毒所致灼热、糜烂、溃

疡、疼痛为主的症状［９］。中医认为女性生殖器疱疹发于外阴，

病在下焦，其病因病机离不开湿、毒、虚三方面，由此，中医家本

着“法随证立，方随法出”原理运用复方虎杖散颗粒论证医治，

但疗效并不确切［１０，１１］。本研究探讨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

伐昔洛韦片在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中的临床疗效，并初步探讨

复方虎杖散颗粒在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中的作用机理。

以我院８４例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为研究对象，针对性的运
用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昔洛韦片治疗。结果表明：联合

用药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疱疹消失

时间、皮损愈合时间和疾愈时间均明显短于单一用药组（Ｐ＜
００５）；治疗 １个疗程后，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６７％，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９０２４％；患者结束用药６个月
内，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２％，显著高于常规疗
法组的６５８５％；患者结束用药６个月内，联合用药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２％，显著高于常规疗法组的６５８５％。提示联
合用药组患者治疗后生殖器疱疹改善情况、近期临床疗效和抗

复发疗效均优于单一用药组。复方虎杖散颗粒由虎杖、黄民、

甘草、紫草、板蓝根、半枝莲、薏苡仁、白花蛇舌草、石菖蒲等成

分构成［１２，１３］。虎杖具有调节主疮疖痈者的清热燥湿功效，起到

活血解毒功能；白花蛇舌草用以清热解毒，利湿通淋；板蓝根性

苦寒，但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功效；紫草味甘性寒，但有清热

解毒、凉血活血功效；薏苡仁味甘淡性凉，可利水消肿、清热排

脓，上述各药共为臣药，具备恢复正气，清热解毒，燥湿祛邪之

功效。而黄芪性甘微温，健脾补中，益卫固表等功效；石菖蒲辛

苦而温，具有去湿除风、疗禁毒痢之功效，黄芪和石菖蒲合用，

旨在化湿，辅佐君臣增强去湿之功。纵观全方，兼具清热燥湿、

活血解毒、益气扶正、托毒外出之功效，是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

的理想良方［１４］。

另外本研究还证实：联合用药组的外周血ＩＬ－２和ＩＦＮ－γ
检测水平分别为（３２４６２±２８５４）ｍｏｌ／Ｌ和（３３１４２±２４８３）
ｍｏｌ／Ｌ，显著高于单一用药组的（２８７４９±２１５３）ｍｏｌ／Ｌ和
（２７９８１±２２４９）ｍｏｌ／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提示联合用药组用药方案在提升患者外周血 ＩＬ－２和
ＩＦＮ－γ水平方面显著优于单一用药组。其原因在于，首先ＩＬ－２
是机体活化的Ｔ淋巴细胞，其重要作用在于活化 Ｔ细胞成为效
应Ｔ细胞，从而使机体起到抗病毒作用［１５，１６］。其次 ＩＦＮ－γ是
活化的ＮＫ细胞的分泌物，是机体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其
不仅可抑制 ＨＳＶ增殖、复制，而且还可通过诱导 Ｔｈ０细胞向
Ｔｈ１细胞转化，从而提升患者免疫功能［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盐酸伐昔洛韦片可有效改

善生殖器疱疹症状，提升治疗总有效率，降低治疗复发率，并能

有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可作为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有效

方案。

参 考 文 献

［１］　胡秀萍．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研究．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２）：７９－８１．

［２］　ＥｈｓａｎｉｐｏｏｒＲＭ，ＭａｊｏｒＣＡ．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ｅｔｅｒｍＰＲＯＭ．Ｃｌｉｎ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１（５４）：３３０－３３６．

［３］　陈晓辉．微波配合阿昔洛韦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９（３）：１１８－１２４．

［４］　宋李丽．扶正解毒汤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 ７０例．河南中医，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６１－１６８．

［５］　骆秀春，肖海燕，万佩玲．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
疹的治疗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４）：１０５－１１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８月　第２６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８ ·７１　　　·

［６］　Ｌａｕｒａ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４（２５）：１４８－１５９．

［７］　修霞．泛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８９例疗效观察．
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３，１１（３）：１８２－１８８．

［８］　ＢｏｎｎａｒＰ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ｖａｌ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Ｍｃｇｉｌ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２）：
３９－４６．

［９］　程甘露．知柏地黄汤加味联合伐昔洛韦片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
临床观察．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５，８（１１）：３０１－３０８．

［１０］　夏凡．中医辨证论治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观察．
武汉：湖北中医学院，２００８

［１１］　汪洁，宋恩峰．复方虎杖散颗粒联合胸腺肽对复发性生殖疱疹
的临床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９）：８０－８３．

［１２］　赵敏，谢珍珠．黄连素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观察．

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４，１３（２）：１１８－１２０．
［１３］　吴爱萍．妇产科治疗复发性生殖器官疱疹感染的临床研究．中

国卫生标准管理，２０１５，１１（６）：３０１－３０８．
［１４］　肖红梅．复方虎杖散颗粒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观

察及对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长沙：湖南中医药大
学，２０１３．

［１５］　陶士阳，唐仲龙．生殖器疱疹治疗中应用复方虎杖散颗粒对ＩＬ－２、
ＩＦＮ－γ水平的影响研究．哈尔滨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４）：１１８－１２１．

［１６］　陈芳．人 α防御素 －５多肽抗单纯疱疹Ⅱ型病毒作用的实验研
究．重庆：第三军医大学，２０１２．

［１７］　孙红梅．阿昔洛韦联合转移因子对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的免疫调节作用．海峡药学，２０１２，１２（６）：３８－４２．

［１８］　王春燕，刘玮，渠媛．阿昔洛韦、微波联合穴位注射对女性复发
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炎性因子和免疫功能的影响．现代中西医结
合杂志，２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８４－１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吕曹华（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２３

扶正解毒清热汤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４０例分析
吕曹华１　吴家强２

１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２００
２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扶正解毒清热汤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８０例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０例）和对照组（４０例），治疗组运用扶正解毒清热汤加盐酸泛昔洛韦片治疗，
对照组口服盐酸泛昔洛韦片。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发作期的止疱时间、水疱消失时间、结痂时间、脱痂

时间以及随访期间复发率进行统计与对比。结果：中西药组疗效优于西药组，复发率低于西药组。结论：治

疗组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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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多见于生殖器 ＨＳＶ－２感染者，首次复
发多发生于原发性感染后１～４个月，常有一定的诱因，９０％的
患者复发前有前驱症状［１－３］。目前还没有控制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复发的特效疫苗和方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自拟扶正解毒

清热汤联合西药治疗上病，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符合复发性生殖器疱疹诊断标准［４］的于２０１４年６月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病例８０
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４０例，男２４例，女１６例；年龄（２９８
±８５）岁；病程（１７±０６）年。对照组 ４０例，男 ２２例，女 １８
例；年龄（２８３±１０２）岁；病程（１６±０７）年。治疗组与对照
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纳入标准：（１）入选患者有冶游史或配偶感染史；（２）血
清特异性抗体检测ＨＳＶ－２抗体呈现阳性；（３）生殖器部位都出
现反复性灼热、红斑、水疱伴有部分皮损糜烂和溃疡；（４）纳入
患者均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妊娠及哺乳期妇
女，心、肝、肾功能严重不全者；（２）合并梅毒等其他生殖器溃疡
性疾病者；（３）对盐酸泛昔洛韦片不适者；（４）最近２周内服用
抗病毒药及使用免疫增强剂的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泛昔洛韦片（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６０２０２，规格：３００ｍｇ／片），用温水口服，发作期
连服１０ｄ，每次３００ｍｇ，２次／ｄ，非发作期每次３００ｍｇ，１次／ｄ，共
用３个月。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扶正解毒清热汤。
方药组成：生黄芪３０ｇ、生白术１０ｇ、防风６ｇ、党参１０ｇ、麦冬１０ｇ、
五味子６ｇ、土茯苓３０ｇ、金银花２０ｇ、凤尾草３０ｇ、虎杖１５ｇ、黄柏
１０ｇ、茯苓１０ｇ、薏苡仁３０ｇ、大青叶１５ｇ、板蓝根１５ｇ、生甘草６ｇ。
用法：中药煎成水剂，取３００ｍＬ，２袋分装，１袋／次，口服，２次／
ｄ。发作期连服１０ｄ，非发作期每次１５０ｍＬ，１次／ｄ，共用３个月。
随访６个月。

两组病例治疗期间均应注意休息，忌烟酒，耐心讲解让患

者做好长期治疗的心理准备，给予适当心理干预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治疗前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治疗期间及随

访６个月期间每个月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发作期两组患者的止疱时间、水疱消失时间、结痂时间、

脱痂时间；随访６个月内复发率。疗效标准［５］：显效指用药７ｄ
内发病部位的皮损和症状基本消失；有效指用药１０ｄ内发病部
位的皮损和症状部分消失；无效指用药１５ｄ内发病部位的皮损
和症状未消失；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两组比较，总有效率治疗组为９５％，对照组为８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发作期的止疱时间、水疱消失时间、结痂时间、脱
痂时间比较

　　治疗组止疱时间、水疱消失时间、结痂时间、脱痂时间比对
照组时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０ ３０（７５０） ８（２００） ２（５０） ９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７（６７５） ５（１２５） ８（２００） ８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发作期的止疱时间、水疱消失时间、结痂时间、脱痂时间
比较

组别 止疱时间 水疱消失时间 结痂时间 脱痂时间

治疗组 ３２±１０ ４３±１４ ５８±１３ ７２±１８

对照组 ３９±０７ ５１±０９ ６７±０８ ８１±１４

２３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复发率比较
随访６个月，发现治疗组复发１次及以上者７例，复发率

１７５％，对照组复发１次及以上者１６例，复发率４０％，两者比较
差异显著（χ２＝４９４，Ｐ＜００５）。
#

　讨论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发病机制与病毒的再次感染关系密切，

８０％患者可有会阴部不适、局部皮肤性状改变等临床症状［６］。

中医上一般将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归于“阴疮”“热疮”“火燎疮”

等范畴［７］。皮肤科医生一致认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病因病

机主要为房事不洁，外感湿热淫毒，下注阴部而发疱疹，淫毒内

蕴，聚湿生热，日久热盛伤阴，正虚邪恋，经久难愈，而致阴部热

疮反复发作。各医家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病因病机、治疗方

法认识基本一样［８，９］。治疗应益气养阴，清热解毒。

笔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自拟扶正解毒清热汤治疗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取得满意疗效。方中生黄芪、生白术、防

风、党参、麦冬、五味子组成玉屏风散和生脉饮取之益气养阴功

效为君药，其中黄芪、生白术具有健脾利湿之功效，党参、五味

子具有益气、敛阳之功效［１０，１１］。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玉屏风

散可抑制ＣＤ８＋细胞的过度表达，可提高ＣＤ３＋／ＣＤ４＋细胞的比
值，明显提高患者ＣＤ３＋细胞、ＣＤ４＋细胞，有保护细胞免受病毒
感染及抑制和灭活病毒等作用，同时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还对自然杀伤细胞和 Ｔ细胞的自然杀伤力有增强作用，从
而起到了双向调节免疫药理活性作用，它作为一较好的免疫调

节剂，已广泛应用于治疗免疫功能低下引起的疾病［１２－１４］。土

茯苓、银花、凤尾草、虎杖、黄柏、茯苓、薏苡仁清热健脾利湿为

臣药；佐以大青叶、板蓝根清热解毒，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青

叶和板蓝根临床上用于多种病毒性疾病的治疗［１５，１６］。甘草调

和诸药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清热解毒之功，在临

床中取得较好疗效［１７］。对照组盐酸泛昔洛韦是美国 ＦＤＡ批
准、ＣＤＣ推荐可用于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抗病毒药物［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扶正解毒清热汤联合西药治疗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有效率高、复发率低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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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在性器官部位白癜风中的临
床疗效及对 ＴＮＦ－α的影响
张少光　王晶晶　雷勇　韩莉　刘勇　赵杏苗　卢丽瑾　谢立君　张红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皮肤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观察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在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机体 ＴＮＦ－α
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医院诊治的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１００例，采用随机数
字方法分为对照组（ｎ＝５０）和观察组（ｎ＝５０）。对照组采用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治疗，观察组联合钙调神经
磷酸酶抑制剂治疗，采用平衡法利用ｒ技术其对ＴＮＦ－α水平进行测定，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对ＴＮＦ－α水
平的影响。结果：两组治疗前皮损面积、色素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皮损面积、色
素积分、首次复色累及照射剂量、治疗次数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ＴＮＦ－α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１２０％（Ｐ＜００５）。结论：
与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治疗相比，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利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能降低 ＴＮＦ－α
水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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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癜风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该疾病属于一种后天形成的
皮肤病，可以在全身各个部位发生，如：性器官部位、面部、颈部

等，且该疾病发生率呈现上升及年轻化趋势［１］。现代医学认

为［２，３］，外生殖器（男性为阴茎、女性为外阴）部位白癜风影响因

素较多，包括神经因子、遗传、自身免疫等。目前，临床上对于

性器官部位白癜风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常规方法疗程较

差，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４，５］。

近年来，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在部分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

中得到应用，药物具有分子质量小、透皮性好、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等优点［６］。本研究中以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为药物运用

于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中，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诊断标准

（１）符合ＷＨＯ制定白癜风临床诊断标准［７］；（２）白癜风位
于性器官部位，且患者１个月内未实施任何治疗；（３）患者无任
何光敏情况，意识清醒，能配合本次治疗。

１２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者；（２）合并有影响效

应指标观测、判断其他生理或病理者；（３）不符合药物治疗或存
在药物过敏史者；（４）合并心脏、肝脏、肾脏等机体重要器官器
质性病变。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１９～７３岁；（２）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医标准诊断标

准及西医诊断标准；（３）无精神意识障碍性疾病；（４）患者能根
据相关要求完成治疗。

１４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医院诊治的性器官部位白

癜风患者１００例，采用随机数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５０例，男 ３１例，女 １９例，年龄 ２０～７３岁，平均（３７４±
２４）岁，病程４个月 ～５年，平均（２０９±０８４）年。观察组５０
例，男３４例，女１６例，年龄２３～７２岁，平均（３８１±２５）岁，病
程５个月～６年，平均（２１０±０９１）年。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
经患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医院伦理会批准，患者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方法
２１　对照组

采用ＵＶ１０００Ｌ（ＴＬ－０１）型紫外线照射仪（德国 Ｗａｌｄｍａｎｎ

公司提供）对患者性器官白癜风部位进行照射，根据患者病灶

部位、大小将波长调整到３１０～３１５ｎｍ，峰值为３１１ｎｍ，照射部位
距离仪器中心点距离２１ｃｍ，以最小红斑作为初始照射量，根据
患者治疗过程皮肤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对于前一次照射治疗

过程中未见皮肤红斑者，下次治疗增加本次剂量的２００％；对
于存在皮肤红斑或其他不良反应者，下次治疗剂量不变，每周

照射２次，连续照射３个月（１个疗程）［８，９］。患者治疗过程中应
该加强性器官部位的遮挡，避免引起患者尴尬或不适。

２２　观察组
观察组联合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方法：将浓度为

０１％他克莫司软膏（浙江万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０９０９）在患侧部位进行涂抹外敷，反复按摩多次直到药物
完全吸收，涂药后进行局部日光照射，每天２次，连续治疗３个
月（１个疗程）［１０］。
#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３１　观察项目

（１）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皮损面积、色素积分、首次复色时
间、累及照射剂量。（２）观察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ＴＮＦ－α水平
比较。患者治疗前、后静脉抽取３ｍＬ静脉血，加入１２５Ｉ－ＴＮＦ－
α，采用平衡法利用ｒ技术器测定含量［１１］。（３）观察两组治疗后
不良反应发生率，包括：灼热感、丘疹性毛囊炎、恶心呕吐等。

３２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采用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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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疗结果
４１　治疗３个月两组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

两组治疗前皮损面积、色素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皮损面积、色素积分、首次复色累及照射
剂量、治疗次数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４２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ＴＮＦ－α水平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 ＴＮＦ－α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４３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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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皮损面积、色素积分、首次复色时间、累及照射剂量比较

组别 皮损面积（ｃｍ２） 色素积分（分） 首次复色时间（ｄ） 累及照射剂量（Ｊ／ｃｍ２） 治疗次数（次）

观察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６５８±２９５ ０４０±０６８

治疗后 ４４５±２０１ａｂ １６０±０６８ａｂ １５３±３６ａ ７８１±４５４ａ ９４１±４５３ａ

对照组（ｎ＝５０） 治疗前 ６２０±２７４ ０３５±０５９

治疗后 ５７４±２１９ｂ １１０±０７９ｂ ２６１±４９ ２９５２±８９３ １２２６±８９３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ｂ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ＴＮＦ－α水平比较（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１３６±０１８ １１２±０１６ａ

对照组 ５０ １３５±０１７ １２９±０２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灼热感
丘疹性

毛囊炎

恶心

呕吐
其他 发生率

观察组 ５０ １（２０） ０　　 ２（４０） ０　　 ３（６０）ａ

对照组 ５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６（１２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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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白癜风是临床上常见的皮肤疾病，属于一种后天进展性色

素脱失性疾病，该发病机制涵盖了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多

个方面，且在不同部位均可发病，如性器官部位、面部等［１２］，患

者发病后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将会影响患者美

观，从而对患者心理、生理等产生明显的影响［１３，１４］。同时，外生

殖器白癜风患者由于病灶位置相对特殊，部分患者存在尴尬、

害羞等情绪，导致临床诊治难度较大。常规方法主要以窄谱中

波紫外线照射治疗为主，该方法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疗

程较长，预后较差。

近年来，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在性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

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前皮损面积、色

素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皮损面积、
色素积分、首次复色累及照射剂量、治疗次数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是性器官白癜风患者中常用的
治疗药物，患者用药后药物能更好的作用于 Ｔ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应，对淋巴因子的生成核释放发挥良好的抑制作用，并且能

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能与介导蛋白亲环素之间形成复合

物，诱导活性Ｔ淋巴细胞核转录因子去磷酸化，阻碍ＩＬ－２基因
增强，从而能抑制 ＩＬ－２基因转录，达到抑制 Ｔ细胞增生、活化
目的［１５，１６］。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 ＴＮＦ－α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ＴＮＦ－α水平在内皮细胞、免疫细胞、成纤
维细胞中表达较高，其浓度与黑素细胞的增殖关系密切，通常

来说ＴＮＦ－α水平越高，黑素细胞抑制作用越强，通过测定ＴＮＦ
－α水平能了解患者治疗情况，正确的指导患者预后。此外，性
器官部位白癜风患者采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时药物

以外用方式给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能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促进患者早期恢复［１７，１８］。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６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１２０％（Ｐ＜００５）。但是，临

床上对于单一采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效果不理想的

性器官部位白癜风者，则可以联合其他方法治疗，发挥不同治

疗方案优势，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早期恢复。

综上所述，与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治疗相比，性器官部位

白癜风患者利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能降低ＴＮＦ－α水
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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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并探讨帕罗西汀联合丁螺环酮对抑郁症患者性功能的变化情况。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于我院进行治疗的１００例抑郁症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５０例，对照组采用帕罗西汀治疗（帕罗西汀２０ｍｇ／ｄ），治疗组帕罗西汀与丁螺环酮联合用药
（帕罗西汀２０ｍｇ／ｄ，丁螺环酮３０ｍｇ／ｄ），疗程２个月，治疗前后以汉密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和亚利桑那性经
验量表（ＡＳＥＸ）评价疗效，并且比较治疗前后孕酮（ＰＲＯＧ）、雌二醇（Ｅ２）、睾酮（Ｔ）、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
泡激素（ＦＳＨ）、催乳素（ＰＲＬ）水平的变化情况，并对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血糖检测，随时记录不良反
应，将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统计及分析。结果：治疗组的临床疗效和性功能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两

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且两组均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结论：帕罗西汀联合丁螺环酮治疗
抑郁症患者性功能障碍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较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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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一种发病率高且易被忽略的精神
疾病。情感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缓是其主要

临床特征，此外，性功能障碍也是主要症状之一，有研究表明约

４０％的男性抑郁症患者表现为性欲下降、性唤起障碍。迄今为
止，抑郁症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抑郁

症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１－３］。

抑郁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状态，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极大的困扰［４］。为了探讨帕罗西汀合并丁螺环酮对抑郁症

患者性功能的变化情况，笔者对５０例抑郁症男性患者进行研
究，现将结果予以总结报道。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１００例抑郁
症男性患者，根据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年龄１９～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５３±４１）岁，病程最
短６个月，最长１２年，平均（４６±３０）年，所有患者均符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诊断标准，汉密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分≥１８分。纳入标准：（１）有固定性伴侣，（２）实验室
检查无器质性异常，（３）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有强
迫症、物质滥用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２）最近２周内曾经使用
抗抑郁药物治疗，（３）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等躯疾病，（４）
亚利桑那性经验量表（ＡＳＥＸ）评分不明显。本方案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实施。两组患者在年龄、ＨＡＭＤ和 ＡＳＥＸ评分
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
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病程（年） ＨＡＭＤ ＡＳＥＸ

治疗组（ｎ＝５０） ３４５±５４ ４６７±２１ ３３１±７１ ２４５±３４

对照组（ｎ＝５０） ３６６±４９ ４５４±３０ ３４０±６４ ２３１±２９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５０例口服帕罗西汀片（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０４３，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２０５、２０１４０７０６）一次
２０ｍｇ，１次／ｄ。同时口服丁螺环酮（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１９８，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１０８、２０１４０９０１），开始
５ｍｇ／次，２～３次／ｄ。第２周可加至１０ｍｇ／次，２～３次／ｄ。对照
组单独使用帕罗西汀。采用 ＨＡＭＤ评分量表对所有患者治疗
前、治疗１、３、５、８周后进行抑郁情绪测定，ＨＡＭＤ按照得分不
同，对抑郁程度进行分级，中度抑郁：８～２３分，重度抑郁：≥２４
分。采用ＡＳＥＸ积分量表对患者治疗疗效进行判定，显效：＜１９
分；有效：≥１９分，但单项均≤４分；无效：不符合上述要求。采
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对患者治疗前后的孕酮（ＰＲＯＧ）、雌二醇
（Ｅ２）、睾酮（Ｔ）、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激素（ＦＳＨ）、催乳素
（ＰＲＬ）水平进行检测［４］，除此之外，对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

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血糖检测，并随记录用药不良反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分析，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

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治疗２个月以后，将两组患者 ＨＡＭＤ评定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第１周和第３周治疗组疗效与对照组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第５周和第８周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后ＨＡＭＤ评定结果比较

组别 第１周 第３周 第５周 第８周

治疗组（ｎ＝５０） ３０５±６４ ２５４±４３ １３２±２８ １１±１２

对照组（ｎ＝５０） ２９６±５９ ２６５±５４ １７８±１９ ５２±１４

ｔ １３５４ ２７６５ ５０１１ ７３０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药物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变化
治疗２个月以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进行比

较，发现治疗组治疗后 ＰＲＯＧ、Ｅ２、Ｔ、ＬＨ、ＦＳＨ、ＰＲＬ水平较治疗
前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后仅ＬＨ水平较治疗
前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药物治疗前后两组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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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 治疗前 ０７９±０２２＃ ５６５０±１７７２＃ ６５９±１７０＃ １２６３±４５６＃ １５５９±１１０２＃ ７２１±４６３＃

治疗后 １５０±０４１ ３９６２±１５９１ ４６１±１５２ ４７１±１５２ ２０８２±１３５４ ９６２±４３６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８９±０１２＃ ５４２３±１９０１ ６２２±１５９＃ １２４２±４５３ １６２３±１２０４＃ ７５６±４３２

治疗后 ０５９±０１２ ６０２３±１９０１ ８２２±１５９ １４４２±４５３ １３２３±１２０４ ５５６±４３２

　　注：与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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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的性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２个月以后，将两组患者的性功能变化情况进行比较，

发现治疗组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性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ｎ＝５０） ４５（９００） ３（６０） ２（４０） ４８（９６０）

对照组（ｎ＝５０） １２（２４０） ８（１６０） ３０（６００） ２０（４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治疗组１例恶心呕吐，１例失眠。对照组１例出现恶心呕

吐，１例失眠，１例易激惹，１例头痛。用药早期
%

现轻度激越、

震颤、便秘等。用药早期均
%

现轻度激越、震颤、便秘等，随用

药时间的延长均渐消失。２个月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肝肾功能检
查，没有发生肝肾功能损害。

#

　讨论
性功能障碍和抑郁症关系密切，并且泌尿科医生和精神科

医生发现抗抑郁药物对勃起功能有不良影响，但潜在的关系尚

未阐明。此外，临床资料显示，抑郁症患者性功能障碍几率是

非抑郁症患者的２倍以上，且抑郁程度和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呈
正相关［５，６］。抑郁症和性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可表现为３种情
况：（１）性功能障碍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２）抑郁症之前就有
性功能障碍；（３）使用抗抑郁症药物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其临
床表现包括射精延长、性高潮延迟、阴茎麻木、性欲下降、勃起

功能障碍等［７，８］。主要原因包括疾病本身的影响，和抗抑郁治

疗过程中使用的抗抑郁剂有关。抗抑郁药物分为以下几

类［９，１０］：三环类、四环类、选择性５－羟色胺重摄取抑制剂、５－
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重摄取抑制剂等［１１］。Ｍｅｎｚａ等［１２］发现

使用ＳＳＲＩｓ的１０２２例抑郁症患者中，５９１％的患者存在性功能
方面的问题，其中以西酞普兰占７２％，帕罗西汀占７０％，表现最
为明显，性欲降低为最主要不良反应。另外，Ｍｏｎｔｅｊｏ等［１３］发现

在３４４例精神病患者服用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ＳＳＲＩｓ后，均超
过５０％的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然而在使用ＳＳＲＩｓ治疗前５８％
的患者是没有性功能问题的。

帕罗西汀是一种新型高效的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
选择性抑制中枢神经突触前膜对５－ＨＴ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
的５－ＨＴ浓度增加，从而达到抗抑郁的效果，具有起效快、耐受
性好，迅速改善焦虑和失眠的特点。但帕罗西汀易出现视力模

糊、便秘、口干，有一定的肝、肾毒性，并且能造成性功能障碍。

目前认为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影响性功能
的作用机制为：激动５－羟色胺２（５－ＨＴ２）受体，减少多巴胺
（ＤＡ）的释放，抑制睾酮和雌激素，从而抑制射精和性高
潮［１４，１５］。丁螺环酮是一种氮杂螺环癸烷双酮类抗焦虑药，减少

５－ＨＴ能神经递质的作用，很少引起性功能障碍，并且有研究
表明丁螺环酮与ＳＳＲＩｓ联合应用可以有效改善和治疗抗抑郁药
引起性功能障碍的作用，提高疗效［１６，１７］。

结果显示，使用帕罗西汀抗抑郁症药物后，患者的 ＨＡＭＤ
值明显下降，但治疗组性功能障碍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说明

单独使用帕罗西汀抗抑郁症药物并不能改善性功能障碍，并且

在ＰＲＯＧ、Ｅ２、Ｔ、ＬＨ、ＦＳＨ、ＰＲＬ水平上也有显著差异性，这说明

了单独使用帕罗西汀使后患者的性激素均受到抑制［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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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ＩＬ－１０和 ＩＬ－１２水平及其关
系研究
卢淑娇　韩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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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健康者、梅毒未治疗、梅毒治疗后转阴以及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血清 ＩＬ－１０和
ＩＬ－１２水平，并分析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间的关系。方法：纳入健康者、梅毒未治
疗、梅毒治疗后转阴以及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各２０例，检测并比较各组的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并对梅毒
血清固定患者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对各组的ＩＬ－１０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各组
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各组的ＩＬ－１２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各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对２０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得二
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ｒ＝０４２３，Ｐ＞００５）。结论：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体内会出现免疫失衡，细胞免疫受到
抑制，进而导致梅毒螺旋体逃脱机体免疫监视发生残存，是导致血清固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梅毒；血清固定；细胞免疫；细胞因子；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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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播性疾病，由梅毒螺旋体引起，主要通
过性接触和血液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极大［１］。血清学检测是临

床对梅毒患者进行诊断的常用手段，部分患者经过治疗虽然临

床症状消失，但血清试验不转阴性，被视为梅毒血清固定［２］。

本次研究从细胞免疫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健康者、梅毒未治疗、

梅毒治疗后转阴以及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血清 ＩＬ－１０和 ＩＬ－
１２水平，并分析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
间的关系。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健康者、梅毒未治疗、梅毒治疗后转阴以及梅毒血清

固定患者各２０例，梅毒血清固定的纳入标准为［３］：在血清固定

前患者均接受规范的驱梅治疗，无临床症状，或者在治疗结束后

临床症状消失。排除神经梅毒，ＲＰＲ持续阳性。对各组的平均
年龄和性别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本次研究相关方案均经医学伦理部门批准，患
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４，５］

于清晨采集各组研究对象的外周血５ｍＬ，即刻送检。利用
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各组的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对研究过程中的所有数据均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检测，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ＬＳＤ检验相关性指标采用直线相
关法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对各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和性别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学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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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组别 例
性别（例）

男 女
平均年龄（岁）

健康对照组

未治疗组

治疗后转阴组

血清固定组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９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１
９
１０

３５２５±１０１２
３７１１±１２１１
３６１２±１２１５
３５１２±１３１５

Ｆ／χ２

Ｐ
／
／

　 １３５１
＞００５

　 ０３５５
＞００５

２２　各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水平比较
对各组患者的ＩＬ－１０、ＩＬ－１２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ＩＬ－

１０水平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Ｌ－１２各
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１２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ＩＬ－１２（ｐｇ／ｍＬ）

健康对照组 ２０ ３９５±０５６ ４２０±０３８

未治疗组 ２０ ４６２±０４５ ３９５±０４１

治疗后转阴组 ２０ ４０２±０４１ ４１７±０３２

血清固定组 ２０ ４９９±０４８ ４０８±０２９

Ｆ ／ ２１３５２ ２５１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间的关系
分析

　　对２０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间
的关系进行分析，可得二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ｒ＝０４２３，Ｐ＞
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临床治疗

中，一些患者在接受一段时期的规范驱梅治疗之后，经检测外

周血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仍长期持续呈现出
阳性，导致血清固定的出现［６］。血清固定对梅毒患者的危害极

大，以往黄显翔等［７］通过研究指出，血清固定会导致患者的内

脏器官和神经系统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传播给下一代，甚

至导致胎儿围产期死亡等情况的出现。分析梅毒血清固定出

现的原因，可能与早期治疗药物用量不足、治疗不规范等有关。

同时，也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８］。

梅毒血清固定的出现，会对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产生明显

的抑制，进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出现［９］。在人体中，正常

情况下，血清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和ＩＬ－１２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共
同对人体细胞免疫系统的稳定性予以调节和维持。但是，在出

现血清固定之后，便会导致二者水平发生异常改变，进而导致

免疫系统稳定性发生改变［１０］。本次研究中，通过比较健康者、

梅毒未治疗、梅毒治疗后转阴以及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血清 ＩＬ
－１０和ＩＬ－１２水平发现，对各组的 ＩＬ－１０水平进行检测和比

较，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往Ｐｏｄｗｉｎｓ
ｋａ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ＩＬ－１０水
平显著高于健康者。对各组的ＩＬ－１２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各
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出现上述结
果的原因，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ＩＬ－１０水平较健康者会出现
显著上升的情况，进而对 Ｔ细胞功能产生抑制作用并对由 Ｔｈ１
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产生阻碍。于是，机体保护性清除 ＴＰ的
细胞免疫功能显著减弱，出现免疫失衡。这一结果也提示，对

于大多数梅毒患者而言，在接受规范驱梅治疗之后，可以对患

者体内的梅毒螺旋体予以有效的清除，进而促进患者细胞免疫

功能的逐渐改善，并恢复至正常水平［１２，１３］。本次研究中，还对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ＩＬ－１２、ＩＬ－１０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分析。相应的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ｒ＝
０４２３，Ｐ＞００５）。对梅毒患者而言，在疾病的早期阶段，细胞
因子以Ｔｈ１型为主，Ｔｈ１型细胞因子可以发挥出重要的清除梅
毒螺旋体的作用。随着时间的不断延长，Ｔｈ１型细胞因子的表
达水平会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情况［１４，１５］。此时，Ｔｈ２型免疫应答
被激活，对Ｔｈ１型免疫反应产生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于是便导
致Ｔｈ１型细胞因子出现消失或者过早减少的情况，导致一些病
原体逃脱机体细胞免疫的作用，进而导致疾病感染进入慢性阶

段［１６］。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细胞因子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分

析可能与其他免疫细胞的异常以及本次研究纳入的样本容量

相对偏小等因素有关。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体内会出现免疫失

衡，细胞免疫受到抑制，进而导致梅毒螺旋体逃脱机体免疫监

视发生残存，是导致血清固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结果也提

示，在对存在梅毒血清固定的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注意合

理使用一定的细胞免疫调节剂，进而对患者的机体细胞免疫能

力予以调节，促进其免疫水平的提高，以更好的清除患者体内

的梅毒螺旋体［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初步证实，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体

内会出现免疫失衡，细胞免疫受到抑制，进而导致梅毒螺旋体

逃脱机体免疫监视发生残存，是导致血清固定的重要因素之

一。但本次研究纳入研究的患者数量较少，研究时间也较短，

因此，受到入组样本数量以及观察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本次研

究的结果以及得到的相关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进

一步结果，还有待在今后予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以获得更多的

可靠结果，为临床检测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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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曲松钠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男性淋球菌感染效果
对比
刘丽辉　王学民　孙超　曹赫然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头孢曲松钠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男性泌尿生殖器急性淋球菌感染的临床效
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医院接受治疗的男性泌尿生殖器急性淋球菌感染患者１６０例，随
机分为Ａ组与Ｂ组。Ａ组给予头孢曲松钠治疗，Ｂ组给予左氧氟沙星治疗。结果：Ａ组有效率为９７５％，Ｂ
组有效率为８３９％，Ａ组有效率高于Ｂ组（Ｐ＜００５）。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００％，Ｂ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２２５％。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Ｂ组（Ｐ＜００５）。Ａ组痊愈时间为（９１２±２３２）ｄ，复发率为３９％。
Ｂ组痊愈时间为（１３２５±２６４）ｄ，复发率为 １６３％。Ａ组痊愈时间短于 Ｂ组，且复发率低于 Ｂ组（Ｐ＜
００５）。结论：头孢曲松钠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男性泌尿生殖器急性淋球菌感染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
且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

【关键词】　男性；泌尿生殖器；淋球菌；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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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１３２５±２６４）ｄａｙｓ，ａ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１６２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ｉｓｏｆ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ｍａｌ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ｅｗ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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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是因急性淋球菌感染泌尿生殖系统所引起的一种化
脓性炎性疾病，是我国最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１］。淋病患

者多以男性为主，临床主要表现为尿道刺激征及尿道异常分泌

物［２］。目前临床治疗主要以抗菌药物为主，但随着淋球菌耐药

性的增强，传统药物治疗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３］。本次研究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医院接受治疗的男性泌尿生殖
器急性淋球菌感染患者１６０例，分析并探讨头孢曲松钠与左氧
氟沙星治疗男性泌尿生殖器急性淋球菌感染的临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医院接受治疗的男性
泌尿生殖器急性淋球菌感染患者１６０例。以尿道口流出大量黄
白色粘稠脓液、尿道口红肿、排尿痛、排尿中断和夜间阴茎因炎

症刺激出现痛性勃起为特点。年龄２５～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７１９
±４５２）岁。病程 ２～５ｄ，平均病程（３５１±１１４）ｄ。纳入标
准［４］：（１）淋球菌检出者。（２）临床表现为尿急、尿频、尿痛者。
（３）签署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１）药物治疗禁忌者。（２）治
疗前２周内有抗生素服用者。（３）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４）
肝功能异常者。现随机将１６０例患者分为Ａ组与Ｂ组，每组８０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具

有可比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对比

组别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ｄ） 双重感染［ｎ（％）］

Ａ组（ｎ＝８０） ３７１２±４５１ ３４８±１１２ １９（２３７５）

Ｂ组（ｎ＝８０） ３７２４±４５３ ３５３±１１５ ２１（２６２５）

ｔ／χ２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双重感染为合并支原体感染和沙眼衣原体感染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给予头孢曲松钠（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０８４）治疗，将１０ｇ头孢曲松钠加入到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
中，静脉注射，２次／ｄ。Ｂ组给予左氧氟沙星（扬子江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９０３２４）治疗，将０２ｇ左氧氟沙星加入
到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中，静脉注射，２次／ｄ。连续治疗２周，观察
临床效果。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以及１年内复发率。

１４　评价标准
痊愈［５］：病原菌检测阴性，尿道疼痛、红肿、排尿困难等症

状基本消失；有效：病原菌检测阴性，尿道疼痛、红肿、排尿困难

等症状有所改善；无效：病原菌检测阳性，尿道疼痛、红肿、排尿

困难等症状无明显改善。有效率＝（痊愈＋有效）／总数。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对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
验，率的比较采取卡方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判断标准。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Ａ组有效率为９７５０％，Ｂ组有效率为８３７５％，Ａ组有效率
高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痊愈（ｎ） 有效（ｎ） 无效（ｎ） 有效率（％）

Ａ组（ｎ＝８０） ６２ １６ ２ ９７５

Ｂ组（ｎ＝８０） ５１ １６ １３ ８３８

χ２ － － － ８６３

Ｐ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１００％，Ｂ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５％。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腹痛腹泻

（ｎ）
恶心呕吐

（ｎ）
皮疹瘙痒

（ｎ）
肾功能异常

（ｎ）
发生率

（％）

Ａ组（ｎ＝８０） ３ ３ ２ ０ １００

Ｂ组（ｎ＝８０） ６ ７ ４ １ ２２５

χ２ － － － － ４５９

Ｐ － － － － ＜００５

２３　两组痊愈时间及复发情况
Ａ组痊愈时间为（９１２±２３２）ｄ，复发率为３９％。Ｂ组痊

愈时间为（１３２５±２６４）ｄ，复发率为１６３％。Ａ组痊愈时间短
于Ｂ组，且复发率低于 Ｂ组（Ｐ＜００５）。对于首次治疗未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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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种药物联合应用，最终治愈出院。见

表４。

表４　两组痊愈时间及复发情况对比

组别 痊愈时间（ｄ） 复发例数（ｎ） 复发率（％）

Ａ组（ｎ＝８０） ９１２±２３２ ３ ３９

Ｂ组（ｎ＝８０） １３２５±２６４ １３ １６３

ｔ／χ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５ ６９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在我国，淋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患者表

现为泌尿生殖道的相关症状如尿急尿频尿痛等等，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６］。且该疾病具有一定隐私性，实际患病率可能远

高于调查所得，因此，针对该病的防治工作已经列为重点问

题［７］。淋病根据其发生部位及严重程度分为单纯性淋病及复

杂性淋病，前者主要指最常见的下泌尿生殖器的淋球菌感染，

本次研究的患者病例主要为此种类型［８］。头孢曲松钠是目前

临床针对淋病治疗的一线药物，该药为广谱半合成的第三代头

孢菌素，通过抑制病原菌细胞壁合成从而抑制细菌生长，拥有

相对较长的半衰期，用药后在体内维持一定浓度的时间较

长［９－１１］，目前在临床中治疗效果不错［１２］。当然，随着药物应用

的增多及细菌敏感性的变异，不可否认目前淋球菌中存在针对

头孢曲松钠的低敏菌株，且针对基因突变片段研究已成为

热点［１３，１４］。

张美珍等［１５］在研究中表示，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具有显著

的临床疗效，且成本—效果分析结果说明，头孢曲松钠是最佳

治疗方案，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安琪等［１６］利用 Ｍｅｔａ
分析评价头孢曲松及大观霉素治疗单纯性淋病的效果发现，头

孢曲松在提高痊愈率及治疗有效率方面，均明显超过大观霉

素，进一步说明头孢曲松在淋病治疗中的确切疗效。因此在本

次研究中，Ａ组采用头孢曲松钠进行治疗，而 Ｂ组选取左氧氟
沙星进行治疗。研究发现，左氧氟沙星作为一种三代广谱喹诺

酮类抗菌药，具有抗菌谱广，对大多数肠杆菌科细菌以及铜绿

假单胞菌、流感嗜血杆菌、淋球菌等革兰阴性菌有较强的抗菌

活性［１７］。因此将左氧氟沙星列为其中一组患者使用药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Ａ组有效率为９７５％，Ｂ组有效率为
８３９％，两组相比，Ａ组有效率明显高于 Ｂ组。该结果说明，头
孢曲松钠可更明显的缓解患者淋病相关症状，杀菌效果更优。

该效果与头孢曲松钠高生物利用度，可在机体内维持长时间的

血药浓度有关。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００％，Ｂ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２２５％。两组相比，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Ｂ组（Ｐ
＜００５）。同时，Ａ组痊愈时间明显短于 Ｂ组，且复发率低于 Ｂ
组。高英［１８］在类似研究中发现，将头孢曲松钠联合左氧氟沙星

同时应用，临床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独应用头孢曲松钠，且此时

联合应用组复发率为０，效果更好。在未来研究中，可将联合应
用于急性淋球菌感染治疗中，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头孢曲松钠与左氧氟沙星治疗男性泌尿生殖器

急性淋球菌感染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且不良反应少，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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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戴萍，赵春坦．左氧氟沙星注射液９２例不良反应分析．山西医
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４（２）：２２３－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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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控制情况观察
张婧　陈睿　曾成龙　吴小燕　蔡春△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预防保健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西安地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控制情况。方法：对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月西安地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控制情况进行调查，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对西安地区流动人口实施了艾滋病预
防及控制，对比该地区在实施艾滋病预防控制前后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安全性行为认知

情况、不同年龄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龄分布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干预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

情况（听说过艾滋病、艾滋病能否治愈、艾滋病可以预防、现在是否有预防艾滋病的药物、从外表可以看出此

人是不是得了艾滋病、自愿接受艾滋病免费检测）人员所占比例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关于安全套使用情况中（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时自动自愿使用安

全套、坚持正确的使用安全套、随身携带安全套及同一只安全套不能使用两次）的人员所占比例均较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艾滋病发生率均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西安地区在实施艾滋病预防控制后可提高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改善安全性
行为，降低各个年龄层艾滋病发生率。

【关键词】　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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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艾滋病作为一类全世界范围内的疑难疾病，目前尚未有疫
苗可防治发病，也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具

有较长的病程，死亡率较高，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造

成了不小的影响。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地区的特殊人口组成部

位，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了较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为了对艾滋病

的发病进行抑制，提高易感人群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１，２］，

我院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对西安地区流动人口实施了艾滋病预防及
控制，对比实施前后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及发病

情况，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西安地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预
防控制情况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采取随机对照组试验设

计，采用宣传手段在街道社区进行动员，登记到足够资源参加

的流动人员。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共登记了１５１０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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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作为对照组，其中男８１５例，女６９５例，年龄２９～５６岁，平
均年龄为（３９４±２４）岁。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共登记
了１５１８名流动人员作为观察组，男８１０例，女７０８例，年龄３０～
５８岁，平均年龄为（４０１±２５）岁。两组人员一般资料无明显
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对西安地区流动人口实施了艾滋病预防及

控制。方法：每２周对流动人口开展管理健康教育课程１次，连
续进行７次，指派每个服务团队负责其管辖范围，开展的预防及
控制内容包括“艾滋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艾滋病高危行为

自我管理”、“趣味娱乐活动”、“一对一健康诊疗 ＋咨询、答疑、
处方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５个板块，每次课程持续
１５ｈ，期间鼓励参与人员的相互交流。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该地区在实施艾滋病预防控制前后流动人口对艾滋

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安全性行为认知情况、不同年龄层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年龄分布情况。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艾滋病流

动人口干预调查表对上述指标进行调查，每个调查表均成功回

收，对照组回收率为 ９６２３％（１４５０／１５１０），观察组回收率为
９５９１％（１４５６／１５１８），指派２名以上医疗工作者对调查表统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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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员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干预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听说

过艾滋病、艾滋病能否治愈、艾滋病可以预防、现在是否有预防

艾滋病的药物、从外表可以看出此人是不是得了艾滋病、自愿

接受艾滋病免费检测）的人员所占比例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员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组别 例数 听说过艾滋病
艾滋病

能否治愈

艾滋病

可以预防

现在是否有预防

艾滋病的药物

从外表可以看出

此人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自愿接受

艾滋病免费检测

对照组 １４５０ ６５６（４５２４） ６２３（４２９７） ５３４（３６８３） ５９９（４１３１） ５１２（３５３１） ６０３（４１５９）

观察组 １４５６ １２８０（８７９１） １１６５（８００１） １１５１（７９０５） １３３４（９１６２） １０３５（７１０９） １２２２（８３９３）

χ２ ５４５ ６５２ ６１２ ４６７ ５２１ ６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人员安全套使用情况调查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关于安全套使用情况中（最近一次

性行为使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时自动自愿使用安全套、坚持

正确的使用安全套、随身携带安全套及同一只安全套不能使用

两次）的人员所占比例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人员安全套使用情况调查

组别 例数
最近一次

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发生性行为时

自动自愿使用安全套

坚持正确的

使用安全套

随身携带

安全套

同一只安全套

不能使用两次

对照组 １４５０ ６７３（４６４１） ６６４（４５７９） ６２１（４２８３） ６４０（４４１４） ８６５（５９６６）

观察组 １４５６ １１９９（８２３６） １２７８（８７７７） １２１２（８３２４） １１４１（７８３７） １２９５（８８９４）

χ２ ６３４ ６７３ ６９９ ７０３ ７７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人员艾滋病患病率对比
观察组艾滋病患者１人（０１％），对照组７人（０４８％）患

病，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艾滋病发生率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我国早在１９８５年发现了艾滋病的首个感染病例，随后各个

地区政府加强了对艾滋病的防御控制工作，建立了艾滋病主要

防治机构，对艾滋病给予密切的监控，并通过利用健康教育、行

为规范等多种途径为社会人群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旨在提升

人群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以达到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感染的

目的［３，４］。但目前有研究报道指出，我国部分地区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形势依旧严峻，经性行为、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仍

较高，且以流动人口的发病比例最大［５］。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一个地区停留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因各种因素增加了非婚性

行为的比例，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发生了转变，性伴侣数量较多，关于性行为的观念也更加开放，

增加了此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几率［６，７］。另外，流动人口中存在

着部分性服务小姐，此类人群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扩大了

艾滋病的传播范围，在短时间引起流行，这就对患者的身心健

康造成了较大的威胁［８，９］。

面对这一问题，我院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进一步加强实施了艾滋
病预防及控制工作，发现在实施后，该地区流动人口对艾滋病

的认识及防护意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１０］，有了知识及行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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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对艾滋病的传播及预防树立了正确的态度，同时更加正确

掌握了安全套的使用方法，更愿意参与到艾滋病免费检查的服

务中，这就说明了加强实施艾滋病预防及控制工作至关重要，

也具有突出的实际意义［１１－１３］。但在实施艾滋病预防及控制工

作期间，院内工作人员同时需提高其专业的知识及技能，以提

高其可信度，便于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１４，１５］。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干预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人员

所占比例较高，安全套正确使用情况较好，结果进一步证实积

极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可规范流动人口的行为，提高其

正确认知，符合以往研究报道结果［１６，１７］。另外，对比两段时期

艾滋病的发生率可见，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艾滋病患病率较

低，提示在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口的认知及行为后，也可达到降

低艾滋病患病率的目的，符合黄昱［１８］的调查结果。

综上所述，西安地区在实施艾滋病预防控制后可提高流动

人口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改善安全性行为，降低各个

年龄层艾滋病发生率，促进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可进

一步完善实施步骤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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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松教授治疗精液不液化药对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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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液不液化症是男科的常见病，亦是导致男性不育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对此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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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特效药。中医主要根据患者整体情况，应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治疗，效果较为满意。李海松教授认

为本病的基本病机是“脾失健运为本，痰凝瘀血为标”，兼夹肾虚、湿热等病理变化。李海松教授对本病辨治

经验丰富，见解独到，临床上善用药对组合灵活加减治疗本病，疗效确切，现对其具体药对做一浅析，以期能

够拓展本病的治疗思路。

【关键词】　精液不液化症；药对；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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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精液在刚离体时为液化状态，之后立即形成
胶冻状或凝块状，经过５～２０ｍｉｎ又恢复为液化状态。如果精液
离体后，在２５℃室温下，超过６０ｍｉｎ仍不能液化，或含有不液化
的凝块，则称为精液不液化症［１］。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由于近

年来环境不断恶化、社会压力增大以及人们生活习惯改变等因

素的影响，精液不液化症的发病率不断升高。未能正常液化的

状态使精子发生凝集或制动，减缓或抑制了精子的正常运动，

导致精子的总活力、存活率下降，使其不能通过宫颈与卵子结

合而致不育，是男性不育症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３］。尽管现代研

究表明，精液不液化的发生与前列腺分泌的蛋白酶和精囊腺产

生的凝固因子功能失调有关［４］，但却尚无治疗本病的特效

药物。

本病当属于中医“精液稠厚”“淋浊”“精瘀”“精热”“精寒”

等病症范畴，其病位在精室。李海松教授认为精液不液化症以

“脾失健运，痰瘀互结”为基本病机，且多夹肾虚、湿热等兼证，

病机特点为虚实错杂，临床上常运用“益气健脾，化痰活血”的

基本思路治疗本病，每获良效。笔者有幸跟随李海松教授学

习，受益匪浅，现将李老师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思路做一浅析，

以供同道参考。

!

　益气健脾药对
肾为先天之本，其藏精，主生殖；脾胃为后天之本，主司运

化，参与水液代谢。现代人饮食结构发生改变，多嗜食肥甘厚

味，极易伤及脾胃，若脾气亏虚，脾失健运则其运化水谷精微及

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失常：若运化水谷异常则可致气血生化不

足，后天不能供养先天，渐致肾之生殖功能异常；若运化水液异

常，则可致湿聚成痰，痰浊停滞；若积聚精室，与精液相合，则精

液粘稠成块，日久导致精液不液化。因此，脾的运化功能主要

依赖于脾气的强健，故李海松教授将“益气健脾”作为本病的基

本治则。

１１　白术－鸡内金－生麦芽
白术苦甘性温，归脾胃二经，善健脾益气，燥湿和中。用于

脾虚食少，腹胀泄泻，痰饮眩悸等症。《本草通玄》言：“白术，补

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土旺则能健运，故不能食者，食停滞

者，有痞积者，皆用之也。”鸡内金甘平，归脾、胃、小肠、膀胱经，

善健胃消食，涩精止遗。《医学衷中参西录》言：“鸡内金，鸡之

脾胃也。中有瓷石、铜、铁皆能消化，其善化瘀积可知。……若

再与白术等分并用，则为消化瘀积之要药，更为健补脾胃之妙

品。”生麦芽甘平，归脾胃经，善健脾和胃，疏肝行气。《药品化

义》言：“大麦芽，炒香开胃，以除烦闷。生用力猛，主消麦面食

积，症瘕气结，胸膈胀满，郁结痰涎，小儿伤乳，又能行上焦

滞血。”

李海松教授在张锡纯药对的基础上加入生麦芽，原因有

二：生麦芽之健脾和胃功效显著，能助脾运化水湿，以消停痰；

且现代研究证实生麦芽疏肝解郁的作用主要建立在降低血清

泌乳素进而提高性欲的基础上，唯大剂量使用方可实现［５，６］。

故将三药合用，并重用生麦芽（白术 １５ｇ、鸡内金 １５ｇ、生麦芽
６０ｇ）取其健脾益气，化痰消积之功，疗效确切，可有效促使精液
得化，提高精液质量，增加受孕几率。现代临床研究显示精囊

结石是导致精液不液化的重要原因［７］，而三药合用具有显著消

石作用，与现代医学研究不谋而合。临证时，若偏于痰湿者可

加茯苓、法半夏、薏苡仁、怀山药以增健脾和胃，化湿除痰之功。

１２　太子参－黄芪
太子参味甘微苦，性质平和，归脾肺之经。其虽健脾益气

之功效缓，但却药性平和偏凉，补中兼清，用治脾虚不化，痰湿

内蕴之精液不液化症最为适宜，重在微调阴阳，可使补而不过

热，以防痰热互结。《本草再新》言其“治气虚肺燥，补脾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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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化痰止渴”。黄芪味甘而微温，入肺脾二经，能补气升阳，

利水消肿，为补脾益气之良药。擅治脾气虚弱，中焦失运所致

“土不制水”之证。

李老师在临床上将二药合用（太子参２０ｇ、生黄芪３０～６０ｇ）
用于治疗脾气亏虚所致精液不液化并伴有精子活力较低的情

况。一方面，参芪相须为用，益气健脾的药力更强；另一方面，

中医将弱精子症的病机多总结为“气虚推动无力”，而现代研究

证实了黄芪有效成分能增强弱精子症患者精子线粒体的活

性［８－１０］，从药理学角度验证了黄芪对提升精子活力作用。临证

时，若伴肾气亏虚，气化失司所致精液粘稠不能液化，可酌加巴

戟天、肉桂、乌药、沉香等温肾益气之品。

"

　化痰散结药对
男性之精室寄居下焦，易聚湿生痰，凝结不化；而精液在离

体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仍含有“不液化的凝块”又是精液不液

化的典型特征，此“凝块”颜色或白或黄，质地粘稠，形态和性质

与中医的“痰”颇为相似，故而李海松教授从“痰”论治精液不液

化症，常应用化痰散结之药，临床疗效确切［１１，１２］。需要指出的

是，痰浊的产生主要由于体内津液停聚所化，其致病因素可分

寒热两端。因此，治疗时还需要根据整体辩证着重选择使用温

化寒痰药或者清热化痰药，无明显寒热倾向则选用性质平和的

化痰药。

２１　浙贝母－夏枯草－生牡蛎
浙贝母性味苦，寒，归心肺经，可宣肺清热，化痰止咳，开郁

散结。《本草正义》言：“象贝母苦寒而有辛散之气，故能除热，

能泄降，能散结”。夏枯草性味苦辛而寒，归肝胆经，善清肝散

结，消瘰除痰。《重庆堂笔记》言：“夏枯草，微辛而甘，故散结之

中，兼有和阳养阴之功……陈久者尤甘，入药为胜。”生牡蛎咸

而微寒，归肝肾二经，功能软坚散结，重镇安神，补阴潜阳。擅

治痰核、瘰疬、瘿瘤及瘕痞块，如属痰火郁结之证，常与浙贝

母配伍消火散结。《本草纲目》云：“化痰软坚，清热除湿，……

消疝瘕积块，瘿积痰核”。

李海松教授认为不能正常液化的精液中常含有黄白色凝

块，交结不化，属有形之痰，病久者尤为明显，且易化热加重痰

凝，故临床中常将三药（浙贝母１５ｇ、夏枯草３０ｇ、生牡蛎３０ｇ）配
合使用，用于治疗辨证兼有痰热之证的患者，取其清热化痰散

结之功，临床疗效确切。若为寒痰凝结，可酌加法半夏、白芥子

温化皮里膜外之痰。

２２　海藻－昆布
海藻苦咸而寒，归肝、胃、肾经，善消痰利水，软坚散结，用

于瘿瘤、瘰疬、睾丸肿痛、痰饮水肿等症。《本草纲目》言：“海

藻，咸能润下，寒能泄热引水，故能消瘿瘤、结核、阴溃之坚聚，

而除浮肿、脚气、留饮、痰气之湿热，使邪气自小便出也。”昆布

性味咸寒，归肝、胃、肾经，亦善软坚散结，消痰利水，治同海藻。

《本草从新》言昆布：“功同海藻而少滑，性雄。治瘿瘤水肿，阴

隔噎，顽痰积聚，性更雄于海藻”。

李海松教授临床中常将二药合用（海藻１５ｇ、昆布１５ｇ），取
其软坚散结，善化顽痰之功，应用于精液完全不液化且病情缠

绵难愈的患者，临床疗效确切。临证时可与夏枯草、连翘等清

热散结药合用，亦可配伍橘核、木香、陈皮之品，共奏行气化痰

散结之功效。

#

　活血化瘀药对
精液不液化多反复出现，治疗尚无特效药物，病程一般较

长，久病易成瘀，甚至出现痰瘀互结之证，导致疾病缠绵难愈。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言：“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则血

瘀”，故而在临床上李海松教授面对疑难杂症之时长将“活血化

瘀”的治疗思路贯穿其中，对本病的远期疗效十分明显。同时，

李海松教授强调治疗本病目的在于改善男子精液质量，故应选

择性质平和、针对性强的活血化瘀药物，并适时调整处方用量；

由于活血化瘀药物应用日久容易耗散气血，故而还要适当佐用

一些补气养血之品，达到活血而不伤正的目的。

３１　丹参－水蛭－王不留行
丹参味苦微寒，入心肝二经，能通行血脉，临床用治多种血

瘀病证，《本草正义》谓：“丹参，专入血分，其功在于活血行血，

内达脏腑而化瘀滞，外达关节而通脉络”。故可久服而利人血

脉。水蛭咸苦而性平，咸入血分，专属肝经，善破血逐瘀，以疗

瘕积聚之重证，《本草汇言》指其为“逐恶血、瘀血之药，能行

蓄血、血、积聚等血滞诸证”。王不留行味苦、性平，善通利血

脉，性走而不守，又有利尿通淋之功，入下焦血分、水分，对治疗

瘀阻下焦之证尤为适宜。

李海松教授将三药合用（丹参２０ｇ、水蛭６～１０ｇ、王不留行
３０ｇ），借丹参善化瘀滞，水蛭善行通络，引诸药深入，以消精室
瘀血，其效明显，又以王不留行长于除下焦瘀阻，通利精溺二

道，诸药并用可奏活血破积，通行络脉之功，使精室血行通畅，

败精瘀血得除，精液得化。临证时可与黄芪、党参配伍使用，在

增强活血化瘀之力的同时，顾护正气，提高精子活力，以“微调

阴阳”的方法达到治疗本病，提高受孕几率［１３－１５］。

３２　皂角刺－当归
皂角刺性味辛温，归肝胃二经，能搜风拔毒，排脓消肿。虽

常用于疡科中托毒透脓，但其行气活血，化瘀通络之力亦彰，且

善于疏通诸窍，对于位置较深之精室尤为适用。当归辛甘而

温，归肝心脾经，能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本品虽以

补血见长，然其味辛气轻，能行能散，补中有动，行中有补，实乃

血中之气药，故其活血化瘀性质平和。《景岳全书·本草正》言

言其：“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

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

李海松教授将二药合用（皂角刺１５ｇ，当归１０ｇ），借皂角刺
辛散温通，药力锐利，直达病所的特点消散精室之瘀结，畅通精

窍，以治疗顽固型的精液不液化；又配以当归养血活血，在逐瘀

的同时兼有补血的功效，以免过用伤身，且因精血同源，相互化

生，补血养血亦是益精生精。

&

　益肾填精，清热利湿药对
在以往大量的临床观察中发现，精液不液化的患者，往往

同时伴有精子活力、成活率偏低，数量不足甚至存在形态学的

异常［１６，１７］；并且治疗精液不液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改善整体状

态使男性精液参数达到正常范围，故在遣方用药时需加强益肾

填精的功效，促进“阳化气，阴成形”，提高精子的活力和数量。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８月　第２６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８ ·８９　　　·

李海松教授常借用左归丸之思路，选用“熟地 －山药”和“枸杞
子－菟丝子”为滋阴填精的基础药对，力求阴阳并补，从阴求
阳，从而改善精子的活力和数量［１８］。临证时，如肾精亏虚较著，

精子数量明显不足则宜配伍鹿角胶、龟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大

补阴精，益精生髓，并合五味子、覆盆子、沙苑子、女贞子等“子

类药”加强益肾生精的功效。

此外，精室居于下焦，又与外界相通，一方面易受湿邪困

扰，另一方面易外染毒邪，侵犯精室，日久形成湿热蕴结、郁滞

精室，精、溺二道排泄不畅，终致精液难以排出和液化。因此，

临床上多配以清热利湿之品以除精室湿热毒邪，共同调节精液

状态。李海松教授指出，选择清热利湿的药物时需要避免使用

大苦大寒之品，破坏阴阳平衡，进而影响肾中精气的生发。常

以“凌霄花－蒲公英”为基础药对，其中凌霄花酸甘而微寒，善
清热凉血，活血破瘀，对湿热血瘀互结诸证效果较好，故将其作

为男科下焦湿热夹瘀之良药；蒲公英甘苦而寒，为泻火之药，能

清热解毒，利湿通淋，消痈散结，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

土，可以长服久服而无碍。因入肝胃二经，可清解肝胃经循行

所到处之湿热毒邪，常用于下焦湿热诸证。若湿热下注，小便

色黄，灼热涩痛可配伍车前子、松花粉、马鞭草、鱼腥草等利尿

通淋之品。

'

　临证验案
患者，男，２８岁，２０１６年６月５日初诊。主诉：婚后３年未

避孕未育。病史：患者结婚２年未避孕未育，平素夫妻生活正
常，性生活每月３～４次，爱人经相关检查一般状况好。病人２
年前于当地查精液发现精液不液化，经服用中西药物治疗效果

欠佳，今为进一步治疗求诊。来诊时见体型中等偏胖，诉时有

困倦乏力，头昏不适，小腹时有坠胀感，久坐后加重，平素食欲

一般，易胃脘胀满不适，大便粘腻不成形，小便黄，睡眠质量一

般。舌胖大齿痕边有瘀斑，苔黄稍腻，脉细无力。查：精液液化

时间＞６０ｍｉｎ，前向运动精子２６％。前列腺超声大致正常。诊
断为：男性不育症：精液不液化，弱精子症。辩证为脾气亏虚，

痰瘀积滞。李海松教授以“补气健脾化痰，活血化瘀消积”立

法，处方：熟地 ２０ｇ、山药 １５ｇ、枸杞子 ３０ｇ、菟丝子 １５ｇ、车前子
１０ｇ、生牡蛎３０ｇ、生麦芽６０ｇ、鸡内金１５ｇ、党参１０ｇ、生黄芪３０ｇ、
丹参２０ｇ、王不留行３０ｇ、炙水蛭１０ｇ、浙贝母１０ｇ、夏枯草１５ｇ、松
花粉１０ｇ，１４剂，免煎，开水冲服，嘱减少油腻食物摄入、少久坐、
多饮水、忌辛辣，适当运动。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日二诊：诉用药期后乏力困倦，胃脘胀满，
小腹坠胀感均有所减轻，大便成形，但食欲仍一般，小便稍黄。

舌淡胖瘀斑，苔薄黄腻，脉弦细。复查精夜分析：不完全液化，

前向运动精子 ３５％。前方加太子参 １５ｇ、生黄芪 ２０ｇ、蒲公英
１５ｇ、凌霄花１０ｇ以增加益气健脾、清利湿热之功，继服３０剂，用
法、调护同前。

２０１６年７月 ２０日三诊：诉药后诸症均明显缓解，食欲增
强，精神体力明显好转，舌淡稍胖苔薄白，脉滑有力。复查精液

正常。前方去蒲公英、凌霄花继服３０剂，巩固疗效，用法、调护

同前。

(

　体会
精液不液化症属男科的疑难杂病之一，是导致男性不育的

重要病因，对患者及家庭均造成严重影响。李海松教授以“脾

失健运，痰瘀互结”作为本病的核心病机，临床治疗时擅用精简

而效专的药对组合，以增强药力，直达病所，在“健脾益气，化痰

活血”的基础上兼以补肾、填精、清热、利湿等法，故常能迅速取

效，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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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痿（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即现代医学所谓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指男性在性生活中无法达到或维持令人满意
的勃起状态，４０～７０岁年龄段的男性多达５２％受到该病影响，
并致生活质量下降［１］。目前，愈来愈多的男性受到阳痿困扰，

愈来愈多的男性患者亦因此求助于医生。就现代医学而言，５
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ＤＥ５ｉ）
是首选治疗方法，此外，尚有雄激素疗法、海绵体活性药物注射

疗法、真空勃起装置疗法、阴茎勃起功能障碍血管手术治疗及

假体植入治疗等手段。以上方法对于治疗阳痿均有一定效果，

各有优劣。

气血理论源于《黄帝内经》［２］，《素问·调经论》曰：“血气

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据此，气血调和与否与疾病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张仲景创六经辨治之法，其中亦体现出百病尽在

调气血的学术思想［２］。朱丹溪强调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

气血失调，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气血乃“身之神也”。同

样，中医理论认为正常的勃起需要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等的互

相协调，五脏协同，经脉通畅，气血充足，则勃起有力而持久，因

此，气血调和是正常勃起功能的基本保障。本文试从气血理论

浅议阳痿的病机与治法。

!

　气血失和是阳痿的关键病机
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脏腑功能、经

络功能的物质基础，男性的正常勃起功能需基于健全的气血运

行。《证治概要》曰：“阴茎以筋为体，宗筋亦赖气煦血濡，而后

自强劲有力。”可见，阴茎是“以筋为体，以气血为用”［３］。同时，

“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４］，故笔者团队认为气血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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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阳痿的基本病机。

王琦［５］提出阴茎以经脉为体，以气血为充，“宗筋经络正

常、气血通畅、阴阳调和”是正常勃起的保障。若气血失和，血

滞不通，络脉痹阻，宗筋失养，则阴茎痿弱。李海松等［６］创新性

地提出“阴茎中风”理念，并认为肝郁、肾虚、湿热、痰浊等均可

致阴茎气血运行不畅，甚者则可因瘀血阻滞于阴茎脉络，以致

血液濡养阴茎失常，继而勃起困难。气滞血瘀不仅阻碍了阳道

之通达条畅，又妨碍了血之运通、化生。肖相如［３］认为阴茎是

否可以正常勃起基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健全的阴茎，二是阴

茎处的气血运行正常。那么相对应地，阳痿之病机则主要为两

个方面，一是如先天畸形，外伤等所致的阴茎之体受损，二是阴

茎处的气血失常。前者一般需要通过外科手段进行治疗，而针

对后者，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气血不能充养阴茎的原因，而无论

是脏腑的功能失调，如肝郁、肾虚等，又或是病邪的阻滞，如淤

血、湿热、痰浊等，均可致痿。可见，阳痿的基本病机即是气血

不能充养阴茎。

概言之，气血旺盛通行，宗筋得以充养，则阳物易兴，且勃

起坚硬；若外感内伤以致气血亏虚或滞行，进而宗筋失养，阴茎

则举而不坚，甚至痿而不用。

"

　治疗阳痿须强调调治气血
基于阳痿的基本病机为“气血失和”而不能充养宗筋，因

此，调治气血自当贯穿治疗阳痿的始终，具体而言，则如《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记载：“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

之，气虚宜掣引之。”

王琦［５］认为血瘀所致阳痿虽属实证，但气虚“无力帅血”所

致宗筋失养亦须考虑，故常于活血方中重用补气之品，如党参、

黄芪。仝小林［７］指出可基于补气活血通络治疗阳痿，其运用补

阳还五汤合抵挡汤为主方治疗 １例阳痿病，其中重用黄芪至
１２０ｇ，以求气旺血行，合当归为当归补血汤，而达到补气祛瘀通
络的作用。李海松等［８，９］提出了“从气”“从络”论治阳痿的观

点，着重于调补肝脾肾之气，同时将活血理念贯穿其中。肖相

如［１０］认为阳痿是因阴茎不得气血之濡养，针对此，应设法将气

血引导至阴茎之处使其得以充养，并建议在治疗过程中可选用

蜈蚣、穿山甲、川牛膝、葱茎、路路通等通达之品；同时，根据病

人的证候表现进行辨证论治。肖氏常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加

用“通茎散”［３］，主要由川牛膝、蜈蚣、白芍、仙灵脾、蛇床子组

成。李曰庆［１１］在治疗血瘀型阳痿时喜用马钱子，认为此药通络

兴痿作用最强，且研粉冲服疗效更加，每日用量０６ｇ，未发现中
毒现象。金保方［１２］在治疗阳痿时重视经络瘀滞的病机，即使病

人瘀血征象不明显，亦喜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用蜈蚣、地龙、

鸡血藤等通达之品。

目前，基于“气血理论”通过调治气血治疗阳痿的思路已为

不少医生所接受，而通过益气活血法调治气血也许是治疗阳痿

的基本治法。

#

　讨论
中医药治疗阳痿的历史源远流长，治疗思路亦是众说纷

纭［１３，１４］，有从脏腑论治者，亦有从致病因素诸如瘀、痰湿、郁、情

志失调、湿热、酒毒等论治者。王琦提出的“阳痿从肝论

治”［１５］、徐福松提出的“禾苗学说”［１６］、秦国政提出的“因郁致

痿、因痿致郁”之恶性循环［１７］、李海松提出的“阴茎中风”［６］、

《基于肝郁血瘀肾虚论治阳痿》专家共识［１８］等均大大拓宽了阳

痿的诊治思路。

笔者团队基于上述众贤之说，汲取各家论述之精华，并结合

临床及相应基础研究［１９，２０］，认为阳痿的基本病机乃“气血失和，

宗筋失养”。临床上，我们运用红景天Ⅰ号方治疗阳痿取得了
较好的疗效，本方主要由红景天、黄芪、党参、丹参、枸杞子、牛

膝、葛根等组成，全方共奏益气活血之功；同时在实验中，我们

发现红景天Ⅰ号方可抑制低氧所致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表
型转化，并具有抗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纤维化的作用。此

外，孔祥东等［２１］发现具有益气活血功效的红景天对阴茎海绵体

平滑肌细胞产生ＮＯ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对老龄大鼠细胞
作用显著。目前，有文献［２２］表明阳痿患者血液呈高粘滞性，故

降低血液粘稠度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勃起功能，而益气活血［２３］

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明显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速度，改善血液

流变学，改善微循环。笔者团队一直以来致力于探寻阳痿治疗

的中西医结合点，根据前文所述，结合阳痿病中医病机及其病

理生理变化，现认为基于“气血理论”对阳痿的发生发展进行研

究，是一个具有前景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切入点。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气血失和，宗筋失养”所致阳痿的理

念与前文提及的众说［６，１３－１８］并不相违，相反，我们正是基于各

家治痿学说并通过悉心思考最终考虑“气血失和”可能是阳痿

的基本病机，因为脏腑功能失调或是各种致病因素均可导致气

血失和进而致痿。针对此基本病机并结合临床经验我们也发

现益气活血法可以有效用于阳痿的治疗（见图１），为了更好地
验证此说，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展文献调研、临床试验和基础

实验等研究。

图１　阳痿病机和基本治法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ｃＭａｈｏｎＣＧ．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Ｊ，２０１４，４４（１）：１８
－２６．

［２］　李万斌．百病皆在调气血．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５．
［３］　肖相如．论阳痿．中医杂志，１９９４，３５（６）：３７５－３７６．
［４］　赵昊龙，颜新．颜德馨教授从气血辨治疑难杂症的经验．上海中

医药杂志，２００２（３）：１３．
［５］　王琦．宗筋论．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１０）：５７９－５８１．
［６］　李海松，马健雄，王彬，等．阴茎中风探讨．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５６

（２３）：２０６４－２０６６．
［７］　万方，仝小林．仝小林从络辨治阳痿验案１则．上海中医药杂

志，２０１１，４５（１１）：３７－３８．
［８］　李海松，韩亮．阳痿从络论治．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３，８（２）：１４２

－１４５．
［９］　赵冰，莫旭威，王彬，等．从气论治阳痿．环球中医药，２０１５，８

（９）：１１１９－１１２１．
［１０］　肖相如．治疗阳痿的思路．山西中医，２００２，１８（６）：６．
［１１］　周强，李兰群．李曰庆治疗阳痿思路及经验．中国医药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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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１７（８）：４９０．
［１２］　陈广辉，孙大林，金保方，等．金保方治疗勃起功能障碍验案解

析．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６，４３（１）：１４１－１４３．
［１３］　秦国政．现代中医从病因论治阳痿研究现状评述．中医药学刊，

２００１，１９（５）：４３５－４３７．
［１４］　宾彬，林思伟，陆海旺，等．衷中参西谈阳痿．中医学报，２０１５，

３０（１０）：１４７６－１４７９．
［１５］　王琦，洪德华．论阳痿从肝治．天津中医，１９８９（５）：１５－１６．
［１６］　金保方，李相如，周翔．徐福松教授辨治阳痿经验．南京中医药

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５）：２９５．
［１７］　秦国政．郁是阳痿发病学的重要环节．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２００１，２４（４）：３０－３１．
［１８］　秦国政，李曰庆，裴晓华，等．《基于肝郁血瘀肾虚论治阳痿》专

家共识．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６，４３（８）：１６２２－１６２５．

［１９］　张士更，吕伯东，耿强，等．红景天Ⅰ号方对低氧大鼠阴茎海绵
体平滑肌纤维化的保护作用．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１，２９（６）：
１２７９－１２８１．

［２０］　黄晓军，吕伯东，陈刚，等．红景天Ⅰ号方对低氧大鼠阴茎海绵
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影响．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２，３０（９）：
２０２７－２０２９．

［２１］　孔祥东，时凤英，陈奕，等．红景天对大鼠动脉内皮细胞及阴茎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ＮＯ生成作用的研究．中国男科学杂志，
２００７，２１（１０）：６－１１．

［２２］　吕伯东，陈昭典，朱选文，等．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血液流变
学分析．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６）：３７３－３７５．

［２３］　杜健鹏，陈泽涛．益气活血法改善微循环的实验研究．中国实验
方剂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９）：３１－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王大光（１９７０—），男，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殖
医学。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１

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灸改善精子质量提高夫精人
工授精应用率的临床研究
王大光　李宗洲
中国医科大学四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为提高夫精人工授精应用率，观察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灸治疗轻中度少弱精患者
的精子质量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对由于轻中度少弱精子症引起男性不育患者给予口服补肾生精饮联合

穴位针灸治疗２４周，并分别于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第３、６、９、１２、１８、２４周检测精液参数并进行精液预处理。
结果：１３２例患者，有１２例中途退出，治疗过程中女方临床妊娠 ８例（６６７％），达到人工授精指标 ５６例
（４６６７％）。与治疗前相比，在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炙治疗后，精子密度、精子活力、（ａ＋ｂ）级精子总数以
及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精子总数在治疗过程中均有逐渐增高趋势，其中精子密度在治疗９周后各时间组
显著性增高（Ｐ＜００５），精子活力即（ａ＋ｂ）级精子百分率、（ａ＋ｂ）级精子总数以及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
精子总数在治疗第１２周后各时间组显著增高（Ｐ＜００５）。结论：补肾生精饮配合针灸治疗能够改善轻中度
少弱精患者的精子质量，提高夫精人工授精的临床应用率。

【关键词】　补肾生精饮；针灸；精子质量；夫精人工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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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及生活压力增大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所导致的人类精液质量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普遍现

象和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男性不育症患者的逐渐增多。其中

男性少弱畸精子症为主要病因。随着科技的发展，辅助生殖技

术能够帮助患者成功生育。对于男性因素导致不育，属于轻中

度少弱精子症患者，辅助生殖技术通常是先从人工授精技术开

始的，但在临床实践中一部分患者虽然符合适应症，但在精液

预处理后（ａ＋ｂ）级精子总数不能达到夫精人工授精标准（１０×
１０６／ｍＬ）而不得不采用ＩＶＦ－ＥＴ技术，ＩＶＦ－ＥＴ技术耗时长，医
疗费用高，对女方身体损伤较大，因此本文针对这部分患者采

用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炙进行治疗，以期使患者精子质量得

到提升，达到自然受孕或人工授精标准，避免采用 ＩＶＦ－ＥＴ，减
轻患者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临床收集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我院生殖医学中心男
科门诊１３２例精子质量低于人工授精指标的患者，年龄２４～４０
岁，平均年龄３０５岁，不育年限１～５年。
１２　病例选择
１２１　入选病例标准　（１）年龄２４～４０岁；（２）与女方同居１
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女方未怀孕，女方生

育能力检查正常；（３）根据 ＩＵＩ适应症要求，选择精液常规检测
结果符合ＷＨＯ轻中度的少、弱精子症诊断标准者，且经过精液
预处理后前向运动精子总数 ＜１０×１０６／ｍＬ；（４）患者４周内未
服用各类改善精液质量的药物；（５）同意参加本次研究，依从
性好。

１２２　排除病例标准　（１）恶性肿瘤患者正接受放化疗；（２）
糖尿病患者；（３）正在使用降血压药物；（４）有性传播疾病；（５）
慢性前列腺炎；（６）生殖道感染；（７）成人双侧隐睾；（８）长期接
受辐射、化工环境影响且不能改善者等。

１２３　剔除病例标准　（１）于治疗期间连续７ｄ未按照要求服
用药物者；（２）治疗期间同时服用其他可能影响本次实验结果
的药物。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治疗方法　入选患者进行中药联合穴位针灸治疗。药
物的用法及针灸的方案：（１）中药：口服我院自制补肾生精饮，
药物有巴戟天、肉苁蓉、蛇床子、天龙、仙灵脾等，煎煮浓缩，制

成汤剂，服法，每剂１００ｍＬ，２次／ｄ，每次１剂，１２周为１疗程。
（２）针灸：穴位：第一组，肾俞、关元，第二组，阴陵泉，三阴交，第
三组，大赫，足三里。三组穴位轮换进行，１次／ｄ，连续针灸１４ｄ，
停７ｄ再灸，３周为１疗程。分别于治疗的第０、３、６、９、１２、１８、２４
周进行疗效及安全性评估。

１３２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精液参数及精液预处理后（ａ
＋ｂ）级精子总数作为疗效判断指标。精液检查方法：所有精液
标本均为当天手淫取精，禁欲时间为３～５ｄ。标本经３７℃水浴，
充分混匀后，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液相互作用实
验室检验手册》（第四版），进行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
每份标本的检测均经过两位检验员的校验。

１３３　安全性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血常规、尿常规
及心、肝、肾功能等生化检查以评估治疗安全性。

１３４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ＡＳ８２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为检验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治疗前后的差值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进行
比较。

"

　结果
因采取其他治疗方案等原因有１２例样本脱落，另有８例患

者在治疗期间因配偶怀孕而提前退出，此作为完整病例计数统

计，总计１２０例。
２１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分析

与治疗前相比，在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炙治疗后，精液

量在治疗后各时间组变化不大（Ｐ＞００５），精子密度、精子活
力、（ａ＋ｂ）级精子总数以及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精子总数在
治疗过程中均有逐渐增高趋势，其中精子密度在治疗９周后各
时间组显著性增高（Ｐ＜００５），精子活力即（ａ＋ｂ）级精子百分
率、（ａ＋ｂ）级精子总数以及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精子总数在
治疗第１２周后各时间组显著增高（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治疗前后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精子总数达标情况

治疗过程中女方临床妊娠８例（６１％）；治疗１２周后精液
预处理（ａ＋ｂ）级精子总数达到夫精人工授精标准（１０×１０６／
ｍＬ）２５例（２０８％），治疗２４周后上升到了５６例（４６７％）。
２３　安全性评价结果

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随访患者血常规、尿常规及心、肝、肾

功能等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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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检测结果

精液参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３周 ６周 ９周 １２周 １８周 ２４周

精液量（ｍＬ） ３１６±１５５ ３２２±１６２ ３１２±１６５ ３１５±１５８ ３２１±１６３ ３１８±１４９ ３２３±１５３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６４４±９０１ １６０９±１０８８ １７１８±１００５ １８８７±９９８ １９０２±１０９９ ２０５０±１１４４ ２２８１±１２６１

ａ级精子比例（％） １０８０±４４１ １２７７±５８７ １１０４±４０３ １１９４±５０５ １２１２±５５５ １４０２±６１０ １９６６±７０１

ａ＋ｂ精子比例（％） ２８０３±１２１８ ２７４１±１２８４ ２９８０±１２０３ ２８５６±１１９８ ３２５１±１３３３ ３３３４±１２１８ ３８４２±１４７５

活率（％） ３３５２±１１２２ ３２６７±１５５３ ３５３２±１６４５ ３２２３±１５５０ ３６０７±１７１２ ３９４５±２０２８ ４５３４±２１１３

ａ＋ｂ精子总数（１０６） １４９６±４５２ １３９８±４１５ １６０４±４８６ １６９６±５１９ １９８０±７２３ ２１７５±８３４ ２７０３±１０２１

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精子总数

（１０６）
６１８±２３２ ５６９±２０１ ６３５±２４５ ６５５±２４７ ７９８±３５６ ８０１±３８９ ９２９±４９８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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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近年环境污染加重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男性精子

质量下降的发病率增加，男性不育症成为临床上常见的生殖系

统疾病。在众多不育夫妇中，男性因素占有一半的比例。而辅

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成熟给广大男性不育患者带来了希望，根据

患者精子质量，轻中度少弱精子症符合夫精人工授精适应症，

一些轻度低于夫精人工授精标准的患者只能选择 ＩＶＦ－ＥＴ技
术，这无疑给患者经济和身体上造成了一定压力。近年来，中

医［１－８］以及针炙治疗男性少弱精子症的研究［９－１１］越来越被关

注，且中医的针灸及中药治疗较激素治疗更为安全。因此，为

使轻度少弱精子症的患者能够改善精子质量到可以进行夫精

人工授精治疗，避免采取ＩＶＦ－ＥＴ技术，提高医疗安全，降低医
疗费用，因此我们进行了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炙治疗轻中度

的少弱精子症，并在ＩＵＩ手术前采用精液优化处理的方法对精
液进行预处理，检测处理后精子数量及质量情况［１２－１８］，以观察

该治疗方法的疗效、安全性及ＩＵＩ精子达标情况。
补肾生精饮用于治疗肾精亏损症，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婚

后多年不育，精子减少精液量稀薄。常伴头晕耳鸣，精神疲惫，

记忆力减退。舌淡、苔白、脉弱。症候分析：肾精亏损，因此精

子减少而不育；肾精不足，髓海空虚，因此头晕耳鸣，精神疲惫，

记忆力减退；腰为肾之府，肾精亏虚因此腰膝酸软。舌淡苔白，

都是肾精亏虚的证候。而针灸疗法也是以疏经通络，补肾培

元，助阳生精为治疗原则，取肾俞、关元二穴合用，肾俞为肾之

俞穴，是肾气输注的地方，有壮腰益肾的功效，关元是男子藏精

之处，有培元助阳生精的功效，这两穴是补肾生精的主穴，足三

里壮全身阳气，大赫与肾经藏精要穴，阴陵泉，以后天而充养先

天，诸穴配合共同发挥补肾生精功能。

结果显示，在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灸治疗后，精子密度、

精子活力、（ａ＋ｂ）级精子总数以及精液预处理优化后（ａ＋ｂ）级
精子总数在治疗过程中均有逐渐增高趋势，其中精子密度在治

疗９周后各时间组显著性增高（Ｐ＜００５），精子活力即（ａ＋ｂ）
级精子百分率、（ａ＋ｂ）级精子总数以及精液预处理后（ａ＋ｂ）级
精子总数在治疗第１２周后各时间组显著增高（Ｐ＜００５），治疗
过程中女方临床妊娠８例（６０７％）；治疗１２周后精液预处理
（ａ＋ｂ）级精子总数达到夫精人工授精标准（１０×１０６／ｍＬ）２５例
（２０８％），治疗２４周后上升到了５６例（４６７％）。

综上所述，补肾生精饮联合穴位针灸治疗方案在改善少弱

畸精子症方面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有效的改善男性精液质

量，使原本达不到夫精人工授精指标的患者可以达到适应症，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医源性损伤且减少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患者随访检查结果表明了应用安全性，因此选择补肾生

精饮联合穴位针灸疗法改善精子质量以达到夫精人工授精适

应症，副作用小，治疗费用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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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蓉益肾颗粒联合前列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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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苁蓉益肾颗粒对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纳入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在我院就诊的ＣＰ患者９０例。?用随机单盲对照的设计方法，将其分为苁
蓉益肾颗粒结合前列康治疗组、苁蓉益肾颗粒对照组和前列康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连续用药１２周。治疗
前后分别观察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证候评分、ＥＰＳ检查及血液流变学检测，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苁蓉
益肾颗粒联合前列康治疗ＣＰ的临床有效性。结果：治疗组、苁蓉益肾颗粒对照组和前列康对照组在治疗后
ＥＰＳ检查、中医证候评分、血流变学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明显下降，且治疗组明显低于两对
照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苁蓉益肾颗粒结合前列康治疗组与苁蓉益肾颗粒对照组和前列康对照组相
比较，在改善日常质量、减轻疼痛等方面更优。结论：ＣＰ患者采用苁蓉益肾颗粒配合前列康治疗有较好的临
床疗效，能有效缓解患者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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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一种男性常见的泌
尿生殖疾病，它是前列腺受到微生物等病原体感染或其他因素

而发生的慢性炎症反应，进而造成患者排尿出现异常，前列腺

区域产生疼痛，甚至会影响患者的精神状态［１］。ＣＰ因其病因、
病程、临床症状等复杂多样，严重影响男性的性功能及生育

功能［２］。

目前，西医治疗 ＣＰ的药物主要有抗生素和
"

－受体阻滞
剂，且会注重辅导患者的心理。尽管治疗ＣＰ的药物较多，但是
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病情易复发甚

至加重［３］。近年来，我国在中医药治疗 ＣＰ的研究上取得一定
的进展［４］。中医辨证认为，ＣＰ的发病机制可以概括为本虚标
实，本虚，即肾虚、脾虚等，而标实即为湿热、气滞血瘀等［５－７］。

因此，临床上治疗 ＣＰ时，大多是以活血化瘀为基础，配合采用

清利湿热、疏肝解郁、温补脾肾等方法［８］。近年来，我院参照这

些治疗方法，选用苁蓉益肾颗粒对 ＣＰ进行干预，观察其疗效。
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的研究是符合医院伦理委员会规定的；患者数据的采

集以及所开展的实验都是在患者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的。

９０例ＣＰ患者均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院就诊病
人，遵循随机、单盲、对照原则，分为苁蓉益肾颗粒结合前列康

治疗组、苁蓉益肾颗粒对照组和前列康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人。
三组患者在年龄、病程、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证候量化评分等
方面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组间具
有可比性。

表１　三组临床一般资料比较

特征 例数
年龄

（岁）

病程

（月）
ＮＩＨ－ＣＰＳＩ 疼痛程度 排尿症状 生活质量

中医证候

量化评分

ＷＢＳ计数

（×１０９／Ｌ）
软磷脂

治疗组 ３０ ３５５±６１ ２１８±１６４ ２５８±８９ １２３±３１ ６３±１５ ７６±３１ ２９４±６８ ２５６±６６ ０～＋

苁蓉益肾对照组 ３０ ３４８±６２ ２０９±１７８ ２４４±７１ １１５±２７ ５８±１７ ８２±２５ ２８７±５２ ２４４±７１ ０～＋

前列康对照组 ３０ ３５０±６７ ２１０±１８５ ２４６±４３ １１９±２４ ６１±１３ ７０±１９ ２８１±７２ ２４６±８３ ０～＋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

症状指数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９］。临床疗效根据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判断：症状分值减少 ＜５分为无效，减少５～１５分为有效，减
少１５分以上为显效，无症状保持４周以上而无复发者为临床治
愈［１０］。以治愈、显效和有效病例计为总有效。

中医诊断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１１］。

１３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诊断标准；（２）年

龄在２０～５０岁。排除标准：（１）急性前列腺炎；（２）良性前列腺
增生；（３）尿道狭窄；（４）前列腺癌；（５）输尿管结石、精索静脉
曲张等疾病；（６）合并有心、脑、肝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
病；（７）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敏者；（８）无法合作者，如精神
病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苁蓉益肾颗粒（内蒙古兰太药业公司，国药准

字Ｚ２００３００９９，批号２０１４０８２５），每袋６ｇ，１袋／次，３次／ｄ，冲泡口
服，４周为１疗程，连续３个疗程；在此基础上，口服前列康片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３３０２０３０３，批号

２０１４０５０９）３片／次，３次／ｄ。苁蓉益肾颗粒组口服苁蓉益肾颗
粒，疗程与服用次数同治疗组，前列康组口服前列康片，疗程与

服用次数同治疗组，结束后观察疗效。

１５　 评价指标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时分别测定（１）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量

表；（２）中医症候变化；（３）ＥＰＳ检查［１２］。

１６　数据分析
数据用平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并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再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检验进行ｐｏｓｔ－ｈｏｃ分析，以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疗效比较

由表２、３可以看出，治疗组、苁蓉益肾对照组和前列康对照
组在经过１２周治疗后，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
疼痛程度、排尿症状等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Ｐ均 ＜００５），总
有效率分别为８６７％、８３３％、７００％，说明苁蓉益肾颗粒配合
前列康片、以及分别单独给药治疗均能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病

症，并且由数据可以看出苁蓉益肾颗粒配合前列康片的疗效在

降低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以及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和改善生活
质量方面是优于前列康对照组和苁蓉益肾颗粒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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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组别 ＮＩＨ－ＣＰＳＩ 疼痛程度 排尿症状 生活质量

治疗组

治疗前 ２５８±８９ １２３±３１ ６３±１５ ７６±３１

治疗后 １１８±５４ ４２±２４ ２８±１１ ４２±１９

苁蓉益肾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４±７１ １１５±２７ ５８±１７ ８２±２５

治疗后 １４２±４８＃ ６１±２１＃ ３５±１４ ５５±２１＃

前列康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６±４３ １１９±２４ ６１±１３ ７０±１９

治疗后 １６３±５９＃＃ ６９±２０＃ ３８±１５＃ ６１±１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治疗后，与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疗效对比

组别 病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体疗效（％）

治疗组 ３０ ９ １７ ４ ０ ８６７

苁蓉益肾对照组 ３０ ６ １８ ５ １ ８３３

前列康治疗组 ３０ ６ １５ ７ ２ ７００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量化评分比较
由表４可以看出，治疗组与两组对照组在经过１２周治疗后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患者的中医证候量化评分较前有明显的降

低（Ｐ＜００１），说明苁蓉益肾颗粒配合前列康片以及分别单独
给药治疗均能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病症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中

医证候，临床疗效明显，且苁蓉益肾颗粒配合前列康片的疗效

优于两种药物的单独给药治疗（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ＥＰＳ检查数据的比较

从表５可以得出，经过１２周的药物治疗，三组患者的ＥＰＳ常规白
细胞计数、卵磷脂变化明显得到改善（Ｐ均＜００５）。且苁蓉益肾颗粒
配合前列康片的疗效优于两种药物的单独给药治疗（Ｐ＜００５）。

表４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量化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０ ２９４±６８ ８６±７３

苁蓉益肾对照组 ３０ ２８７±５２ １２３±５８＃

前列康对照组 ３０ ２８１±７２ １７４±６３８＃＃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与治疗组相比，＃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５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ＷＢＳ计数，软磷脂变化的比较

组别
ＷＢＳ计数

（×１０９／Ｌ）

软磷脂

０～＋ ＋＋～＋＋＋
治疗组

治疗前 ２５６±６６ ２９ １
治疗后 １０８±１９ ９ ２１

苁蓉益肾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４±７１ ２８ ２
治疗后 １３２±５２＃ １４ １６＃

前列康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６±８３ ２８ ２
治疗后 １４３±５５＃ １６ １４＃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与治疗组相比，＃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ＣＰ是临床上男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疾病［１２］。ＣＰ以发病

缓慢、病程时间长、反复发作、临床症状多样、难以治愈为特点，

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１３］。迄今，现代医学阐述

ＣＰ的发病机制主要集中于病原体感染、尿液反流、免疫系统出
现异常、下尿路上皮功能障碍、心理因素等方面［１４，１５］。由于 ＣＰ
的发病原因及机制复杂多样，因而许多学者采用“雪花模式”，

从多个角度研究ＣＰ，这为ＣＰ的治疗带来新的启示［５］。中医学

认为，ＣＰ属于“精浊”“淋浊”范畴，其发病病机主要包括肾虚为
本、湿热为标、瘀血为变，而临证可以分为湿热蕴结证、气滞血

瘀证、阴虚火旺证和肾阳虚证［５，１６］。

本文中采用苁蓉益肾颗粒治疗ＣＰ患者，取得良好的效果。
苁蓉益肾颗粒是一种复方制剂，包括肉苁蓉、巴戟天、菟丝子、

茯苓、车前子和五味子。其中，肉苁蓉为君药，具有补肾壮阳，

填益髓的功效；辅以菟丝子，具有补益肝肾，强筋骨的作用；巴

戟天是臣药，可以温补肾气；五味子是佐药，能发挥收敛肾气、

固涩精液、宁心安神等作用；此外，茯苓健脾渗湿，养心安神；而

车前子则为使药，可以滋阴补气、引药入肾［１２，１７，１８］。

本临床疗效观察结果显示，前列康、苁蓉益肾颗粒均可以

改善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疼痛程度、排尿症状及中医证候量化评
分，且苁蓉益肾颗粒治疗效果更加明显；此外，这两种药物还能

改善ＥＰＳ。研究显示，ＥＰＳ－ｐＨ的升高与 ＣＰ的发展有密切的
关系［１９］。此外，它还对 ＳＯＤ清除氧自由基作用产生一定的影
响［２０－２２］。有文献报道，ＳＯＤ清除氧自由基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在ｐＨ为４８时最快，ｐＨ值越高，其反应速度越低，而 ＣＰ患者
的ＥＰＳ－ｐＨ通常高于正常人，这就表明 ＣＰ病人前列腺清除自
由基的能力降低，而这可能会加重前列腺组织的炎症反

应［２０－２２］。值得注意的是，若两者药物联合使用，则效果优于单

独使用（Ｐ＜００５），这些结果表明苁蓉益肾颗可能使作为治疗
ＣＰ的一种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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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８１１７０５５８）。
【第一作者简介】高明（１９８５—），男，主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博
士在读，主要从事男性不育、男性性功能障碍等男科疾病临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师娟子，Ｅ－ｍａｉｌ：ｓｈｉｊｕａｎｚｉ１２３＠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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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３

男性不育症患者早泄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早泄中医证
型分布特点研究
高明１　王磊１　刘贺亮２　季兴哲１　徐志成２　刘项１　孙建华１　周梁１　杨杰１　张洲１

马帅军２　袁建林２　师娟子１△

１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２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摘　要】　目的：调查男性不育症患者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的发病情况及影响因素，通过中
医证型分析早泄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研究。方法：对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３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男
科门诊诊断为男性不育症的患者进行人口学资料、根据ＩＳＳＭ早泄诊断标准及早泄诊断量表（ＰＥＤＴ）的流行
病学调查，确定相关影响因素与其的关系且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中医男科学》教材中关于早泄中

医证型分型论治设计调查表，分析早泄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进行研究。结果：纳入的８７５例男性不育症患
者中有７３５人完成了ＰＥＤＴ量表，统计量表共有１１２例患者 ＰＥＤＴ分值大于１１分，结合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ＥＬＴ）及控制力情况被判断为早泄患者；１１２例早泄患者均通过《中医男科学》教材中关于早泄中医证型分
型论治设计调查表调查，中医证型分布特点如下：肾气不足７例（６２５％），肝经湿热１５例（１３４％），心脾两
虚３３例（２９５％），阴虚火旺４２例（３７５％），心肾不交１５例（１３４％）。结论：男性不育症患者射精情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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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早泄情况值得关注；通过中医证型分析早泄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心脾两虚型和阴虚火旺型早泄患

者较多，为临床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打下理论基础。由于此项研究样本量较少在分型上可能有偏移，之后需

要扩大样本量及多中心的研究。

【关键词】　男性不育；早泄；早泄中医分型；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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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规定，夫妇同居１年以上，未采用任
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因素造成女方不孕者，称为男性不育［１］。

造成男性不育的原因很多，以前主要关注精子质量、炎症等，但

对性生活质量，特别是对性生活时间及性生活满意度关注不

足，而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最常见的男性性功能
障碍疾病，对患者及其伴侣的生活质量有着严重影响。近年的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ＰＥ的患病率约为２０％ ～３０％［２］。为了初

步调查男性不育症患者中早泄的流行病学特点及早泄患者中

医证型分布特点，我们对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３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生殖中心男科门诊诊断为男性不育症的患者进行了问卷调

查，结果汇报如下。

!

　研究对象
１１　纳入标准

（１）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３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男科
门诊诊断为男性不育症的患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规
定男性不育的诊断标准）；（２）年龄１８～４５岁；（３）夫妻同居１
年以上，有规律的性生活；（４）早泄患者根据 ＩＳＳＭ诊断早泄的
标准及应用ＰＥＤＴ评分诊断为早泄；（５）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排除标准

（１）生殖系统发育异常，如阴茎弯曲、尿道下裂、隐睾等；
（２）夫妻分居，性生活不规律者；（３）男科疾病或手术外伤史
者，如性传播疾病、盆腔手术、神经外科手术等；（４）拒绝签署知
情同意书者。

"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调查及功能检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男科专业医生，在门诊

进行生殖健康检查时进行问卷调查，该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批准号：２０１６００９）。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人口学资料、
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最近１年来性生活频率、ＰＥＤＴ量表、自我
报告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对所有问卷调查进行筛选，
剔除前后矛盾、资料不全者，经过统计ＰＥＤＴ分值大于１１分者，
聘请中医专家通过《中医男科学》中关于早泄中医证型分型论

治设计调查表，评估早泄患者中医症状分型［３］。

２２　结果判断标准
（１）早泄判断标准［４］：应用 ＩＳＳＭ诊断早泄的标准，分为原

发性ＰＥ和继发性ＰＥ；（２）中医证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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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

药院校创新教材《中医男科学》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行）》及相关文献制定。分型为肾气不足，肝经湿热，心脾两

虚，阴虚火旺，心肾不交。（证型判定方法如下：具备主症２项
及次症１项者即辨证成立）［３］

#

　结果
３１　人口学资料和基本情况

男性不育年龄分布于（２９±６２）岁，性生活频率（４２±
２１）次／月，均有规律性生活１年以上。纳入的８７５例男性不育
症患者中有７３５人完成了 ＰＥＤＴ量表（其余１４０例患者因未完
成表格或者表格填写不规范而剔除）。

３２　研究结果
ＰＥＤＴ量表统计结果显示共有１１２例患者分值大于１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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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ＩＳＳＭ诊断早泄的标准被判断为早泄患者；其中原发性早
泄患者３０例（２６７％），继发性早泄患者８２例（７１４％）；１１２例
早泄患者均通过《中医男科学》中关于早泄中医证型分型论治

设计调查表调查，中医证型分布特点如下：肾气不足 ７例
（６２５％），肝经湿热１５例（１３４％），心脾两虚３３例（２９５％），
阴虚火旺４２例（３７５％），心肾不交１５例（１３４％）。其中心脾
两虚型和阴虚火旺型早泄患者较多。

&

　讨论
尽管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男性不育症患者中出现各种情况

的性功能障碍问题，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较少，男科医生应该

更加重视这类患者的性生活情况。有报道称［１－３］，约有２％的
夫妇由于勃起功能障碍或者射精功能障碍（严重早泄、逆行射

精及不射精）等造成不育。正常的性功能和生殖功能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男性神经系统受损可导致

勃起功能障碍、射精障碍和精液异常，进而导致不育［４］。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一种最常见的男性性功
能问题［５－８］。除了负面影响性关系，ＰＥ显著影响性伴侣双方的
感情幸福和整体生活质量［９－１４］。国际性医学学会（ＩＳＳＭ）最近
提出了原发性ＰＥ的新标准，包括 ＩＥＬＴ约１ｍｉｎ、在所有或几乎
所有插入后不能延迟射精、射精相关的负面情绪结果［４－６］。以

此标准，１１％的ＰＥＤＴ诊断ＰＥ和７％可能ＰＥ报道ＩＥＬＴ≤１ｍｉｎ。
ＰＥＤＴ是以被批评为模糊和不精确的 ＤＳＭ－ＩＶ－ＴＲ为基础发
展的，而在ＰＥ的诊断中不考虑ＩＥＬＴ。该研究结果显示ＩＳＳＭ标
准远比ＤＳＭ－ＩＶ－ＴＲ更准确，并将引入具有诊断价值的 ＩＥＬＴ
对评估ＰＥ的发病率有显著影响［４］。尽管 ＰＥ的影响广泛而重
大，但缺乏男性不育症患者 ＰＥ发病率的数据。本项研究评估
了男性不育患者中早泄发病率约为１５２％，发病率虽然没有亚
太地区调查的２０％～３０％高，但这部分患者自我报告 ＰＥ的人
数较多。因此在面对这类病人是，应在常规询问性生活状况的

同时，评估射精功能。本研究发现男性不育症患者中早泄患者

也很常见，而且原发性早泄患者更多（２６７％）。
中医学对早泄的论述，如《沈氏尊生书》载有“未交即泄，或

乍交即泄。”《秘本种子金丹》云：“男子玉茎包皮柔嫩，少一挨，痒

不可当，故每次交合，阳精已泄，阴精未流，名日鸡精。”《辨证录

·种嗣门》“男子有精滑之极，一到妇女之门即便泄精，欲勉强图

欢不得，且泄精甚薄”［１５］。戚氏［１６］认为早泄，初多心火不宁，久

则相火擅权。治宜养心益肾，调理阴阳。方氏认为本病病因多为

伤阴。若操劳过度，心火日盛，肾水渐亏，或纵欲过度，相火偏亢，

精室被扰，可出现早泄。杨氏认为本病病机为心肾不交，水火不

济，精关失固。治疗以滋阴清热，固涩精关为主。连氏认为早泄

为心火过旺，相火炽烈，二火相交，扰动清室，精关失守所致。治

当清心火，泻相火。徐氏则认为早泄病机为以下三点：一为房室

不节，纵欲过度亏损元阴元阳；二为肾之元阳衰竭，肾精不足，性

欲低下；三为肾气亏虚，封藏失职，精关不固。综前所述，早泄病

机主要是：肾阴亏虚，相火偏亢：心火旺盛，心肾不交：肾精肾气不

足，封藏失职［１７］。杨林海［１８］根据男性这一不同寻常的生理变

化，进行了研究治疗和跟踪分析，通过平均５７ｄ的综合治疗，４１２
例患者８９％恢复了生殖功能，给同行治疗早泄引发的不育症提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在本研究中通过中医证型分析早泄患者中

医证型分布特点，心脾两虚型和阴虚火旺型早泄患者较多，为临

床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打下理论基础。

'

　结论
男性不育症患者射精情况，特别是早泄情况值得关注；通

过中医证型分析早泄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心脾两虚型和阴

虚火旺型早泄患者较多，为临床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打下理论基

础；由于此项研究样本量较少在分型上也可能有偏移，之后需

要扩大样本量及多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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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对男性生育力及其 ＩＶＦ妊娠结局影响的
研究
赵铭佳１　吴剑华１　蒋凯１　柳月娟２　朱研峰３　宁艳春１　罗萌萌１　苏兴１　崔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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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对男性生育力及其 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收集１２４对准备行ＩＶＦ助孕夫妇的男方精液及血液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
与精浆中的Ｈｃｙ的浓度；分析精浆、血清Ｈｃｙ浓度与精液参数的关系以及精浆与血清Ｈｃｙ的关系。结果：按
照ＷＨＯ第五版标准将男性患者分为少精组、弱精组、少弱精组及正常组，其中少精组和少弱精组患者精浆
Ｈｃｙ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组（Ｐ＜００５），两组异常患者间精浆Ｈｃｙ水平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按ＩＶＦ助
孕后女方妊娠结局成功与否分为两组，两组间精浆Ｈｃｙ水平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精浆 Ｈｃｙ浓度与精
子浓度显著相关（ｒ＝０４２，Ｐ＝００２８），与其他精液参数无相关性；血清Ｈｃｙ浓度与精液参数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结论：精浆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与精子浓度存在关联性，与其他精液参数无关联性。精浆同型半胱氨
酸对男性生育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男性；精浆；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ＩＶ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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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是一种含巯基的氨基
酸，是体内蛋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谢过程中一个重要中间产物。

各国学者对血清Ｈｃｙ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做了大量的研究。
近些年国外一些研究发现，生育力低下的男性精浆中 Ｈｃｙ的浓
度明显低于正常男性，同时证实精液中 Ｈｃｙ水平升高可以损害
胚胎的质量并引起出生缺陷［１－３］。目前，国内还鲜有关于 Ｈｃｙ
与男性生育力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Ｈｃｙ对男性生育
力的影响及其对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我院准备接受 ＩＶＦ助
孕（第１周期）的１２４对夫妇的男方基本资料，主要包括婚姻
史、生育史、年龄、身高、体重、体质指数等。同时，收集以上患

者的精液及血清标本。排除患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及其他影

响男性生育力的疾病的患者，同时排除近３个月服用提高或影
响精液参数药物的患者。精液分析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
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五版［４］进行。本项研究已经过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提供精液样本的患者均已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精浆及血清标本制备　按《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
实验室手册》第五版要求，所有患者取精前均禁欲２～７ｄ，手淫
法留取精液于清洁无菌杯中。３７℃水浴箱内孵育３０ｍｉｎ，待精
液液化后做常规分析，主要包括精液量、精子浓度、精子活力、

精子形态等指标。检测后将精液置于ＺＯＮＫＩＡＬＣ－１８０离心机
（中科中佳公司，中国），以１，０００ｇ／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仔细收集精
浆，分装标记后存放于 －７０℃冰箱待统一测定。收集患者空腹
静脉血于自凝管，血液在室温自然凝固 １０～２０ｍｉｎ后，置于
ＺＯＮＫＩＡＬＣ－１８０离心机，以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仔细收集
上清，分装标记后存放于 －７０℃冰箱待统一测定。按试剂盒说
明书留取标本，标本不可有溶血、乳浊、严重黄疸。

１２２　精浆及血清Ｈｃｙ浓度的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法（ＥＬＩＳＡ）测定精浆及血清Ｈｃｙ浓度，将试剂盒（北京百奥莱博
科技有限公司）和标本从冰箱取出后平衡至室温。参照使用说

明书，利用酶标仪（ＮＯＶＡＰＡＴＨ４５０，美国），以４５０ｎｍ波长依序
测量各孔标本的吸光度（ＯＤ值）。应用 ＣｕｒｖｅＥｘｐｅｒｔ１３软件，
以标准品的浓度为横坐标，ＯＤ值为纵坐标，绘出标准曲线。然
后根据标本的ＯＤ值计算得出相应的浓度，再乘以稀释倍数后，
最终得出标本的实际浓度。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对获得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检验

精浆Ｈｃｙ浓度、血清Ｈｃｙ浓度及精液参数的数据分布否为正态
分布。分别对相应数据进行卡方检验、ｔ检验、非参数检验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设定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接受ＩＶＦ助孕的男性患者基本情况

接受ＩＶＦ助孕的１２４对夫妇中男性患者的基本情况和精液

参数见表１。在本研究中，有４位（３２％）患者有高Ｈｃｙ血症。

表１　接受ＩＶＦ助孕的１２４对夫妇中男性患者的基本特征及其精液参数

项目 结果

平均年龄（岁） ３２３（２４～４６）

平均体质指数（ｋｇ／ｃｍ２） ２３６（１７２～２９８）

吸烟人数［ｎ（％）］ ３１（２５０）

ＩＶＦ因素

男方因素［ｎ（％）］ ３４（２７４）

女方因素［ｎ（％）］ ７１（５７３）

男女共同因素［ｎ（％）］ １７（１３７）

不明原因［ｎ（％）］ ２（１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３７８（２６～１１２）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 ２８５（１～５５）

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 ５２（０５～１６）

血清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２３８（７６～５６５）

精浆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８２（２１～３０６）

２２　根据男性患者生育力情况分组
按照ＷＨＯ第五版标准将男性患者分为少精组（精子浓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弱精组（ＰＲ级＜３２％）、少弱精组（精子浓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ＰＲ级＜３２％）及正常组（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ｍＬ，
ＰＲ级≥３２％），其中少精组和少弱精组患者精浆 Ｈｃｙ水平均显
著低于正常组（Ｐ＜００５），两组异常患者间精浆 Ｈｃｙ水平无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精液不同的四组男性的血清、精浆Ｈｃｙ的比较

人数 血清Ｈｃｙ（μｍｏｌ／Ｌ） 精浆Ｈｃｙ（μｍｏｌ／Ｌ）

正常组 ３８ ２４６±１８５ ８７±３６

少精组 ４ ２２２±１７９ ５１±３９

弱精组 ６６ ２１３±１９４ ９２±４１▲

少弱精组 １６ ２１５±１８２ ５３±３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少精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弱精组

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血清、精浆Ｈｃｙ浓度与精液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经正态性检验，精子浓度、精液量近似正态分布，血清 Ｈｃｙ

浓度及精子活力为偏态分布。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结果
见表３，其中精浆Ｈｃｙ与精子浓度存在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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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精浆Ｈｃｙ浓度、血清Ｈｃｙ浓度与精液参数相关性

相关因素 精液量（ｍＬ）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ＰＲ）％］ 精子形态（％）

血清Ｈｃｙ浓度
（μｍｏｌ／Ｌ）

ｒ＝－００２
（Ｐ＝０８１５）

ｒ＝００８
（Ｐ＝０８２０）

ｒ＝－０５６
（Ｐ＝０９２６）

ｒ＝－０４７
（Ｐ＝０７３８）

精浆Ｈｃｙ浓度
（μｍｏｌ／Ｌ）

ｒ＝０６１
（Ｐ＝０６１０）

ｒ＝０４２
（Ｐ＝００２８）

ｒ＝－０５４
（Ｐ＝００６５）

ｒ＝－０５８
（Ｐ＝０６２５）

图１　精浆Ｈｃｙ浓度与精子浓度相关性散点图

２４　影响ＩＶＦ助孕妊娠结局的男性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在接受ＩＶＦ助孕的１２４对夫妇中共有６５对（５２４％）成功

妊娠。ＩＶＦ助孕妊娠结局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包
括血清Ｈｃｙ和精浆 Ｈｃｙ在内的各个影响因素均对 ＩＶＦ妊娠结
局均未见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ＩＶＦ助孕妊娠结局男性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３０２ １０３５ ０９８６～１０７０

体质指数 ００６９ ０９２７ ０８５４～１００６

吸烟 ０１２６ ０６２２ ０３３８～１１４３

血清Ｈｃｙ ０６８８ １０２５ ０９６０～１０４６

精浆Ｈｃｙ ０３５４ １０２９ ０９７０～１１３８

#

　讨论
近些年国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Ｈｃｙ

代谢途径在生育力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５，６］。但是目前国

内关于Ｈｃｙ与男性生育力方面的研究报道还甚少［７］。本研究

对１２４对接受ＩＶＦ助孕夫妇的男性患者血清 Ｈｃｙ、精浆 Ｈｃｙ及
精液参数的检测结合其 ＩＶＦ助孕妊娠结局的研究发现，精浆
Ｈｃｙ浓度与精子浓度存在显著相关性，精浆同型半胱氨酸对男
性生育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按照ＷＨＯ第五版标准将男性患者分为少精组、弱
精组、少弱精组及正常组，其中少精组和少弱精组患者精浆Ｈｃｙ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少精组和少弱精组患者间
精浆Ｈｃｙ水平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同时，在关于血清、精
浆Ｈｃｙ浓度与精液参数的相关性的研究中，发现精浆 Ｈｃｙ浓度
与精子浓度存在显著相关性，与 Ｂｏｘｍｅｅｒ等［８］研究结论一致。

基于本研究及Ｂｏｘｍｅｅｒ等的研究推断，提示精子浓度的升高可
能会引起精浆中Ｈｃｙ浓度的增加，即精浆中的 Ｈｃｙ有可能由精
子细胞产生。本研究及其他一些研究［８，９］均显示，精浆 Ｈｃｙ浓
度均显著低于血清中Ｈｃｙ的浓度。此外，一些研究提示维生素
Ｂ６和锌也存在类似的浓度差异［９，１０］。这提示在精浆和血清间

可能存在着某种被动或主动的转运机制，而且 Ｈｃｙ、维生素 Ｂ６
和锌不能通过血睾屏障或被主动的重吸收。由于维生素 Ｂ６是
Ｈｃｙ代谢循环中重要的辅酶，锌也在男性生育方面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把上述物质结合起来，同

时测定维生素Ｂ６和锌的结合蛋白，一定会对男性生育力的研
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精浆Ｈｃｙ与精液参数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精浆 Ｈｃｙ
浓度与精子浓度显著相关（ｒ＝０４２，Ｐ＝００２８），与其他精液参
数无相关性。笔者在关于正常成年男性精浆 Ｈｃｙ浓度与精液
参数关联性研究中发现，精浆Ｈｃｙ浓度与精子活力存在显著相
关性［７］。但是，在本研究中却未能发现两者间存在显著相关

性。究其原因除了两次研究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差异外，还

可能是由于先前的研究是关于正常成年男性，其中还包括一些

无生育史的志愿者；而本次研究均是准备接受ＩＶＦ助孕的患者，
即两次研究的受试者来源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以后的研

究中不仅要增加样本量，更要注重受试者的来源。

本研究显示，精浆 Ｈｃｙ浓度与血清 Ｈｃｙ浓度无相关性，而
且血清Ｈｃｙ与精液参数无相关性。Ｃｒｈａ等［１１］认为，正常人血

清 Ｈｃｙ浓度与精浆 Ｈｃｙ浓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Ｂｏｘｍｅｅｒ
等［８，９］在两次不同的研究中，关于精浆与血清 Ｈｃｙ浓度相关性
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已有研究证明，精子产生的生理剂量的

ＲＯＳ，在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精浆 ＲＯＳ和
抗氧化的失衡也会引起过度的氧化应激。这也许是精浆 Ｈｃｙ
和精液参数之间关联性不够稳定的原因之一。以前的多数研

究都集中在高Ｈｃｙ浓度对生育力的不利影响。然而，有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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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提示缺乏 Ｈｃｙ也可能会对生育力产生负面影响。如
Ｃｒｈａ等［１１］在研究中发现无精子症患者精浆 Ｈｃｙ水平显著低于
正常人水平。因此，可以推断精浆 Ｈｃｙ应该是在一个范围之间
才不会对生育力产生不利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适宜的精

浆Ｈｃｙ的浓度范围区间。
在本研究中，影响ＩＶＦ助孕妊娠结局的男性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包括血清Ｈｃｙ和精浆Ｈｃｙ在内的各个影响因素
对ＩＶＦ妊娠结局均未见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众所周知，女性
年龄是影响ＩＶＦ妊娠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但是，目前还没有
明确的证据表明男方的年龄因素像女方一样影响 ＩＶＦ的结
局［１］。一些研究报道，体质指数的异常和吸烟会影响精子质

量，进而会影响ＩＶＦ助孕的妊娠结局［１２－１４］。但是，本研究未发

现吸烟及体质指数对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太多，吸烟和体质指数虽然对精
液参数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女方情况及其他一些因素的

干扰，因此未能得出预期的结论。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的病例数比较

少。其次，本研究只是在生育力低下的人群中开展，其中只有

２４８％为男方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把该研究扩展至正常
的健康人群。第三，关于 Ｈｃｙ的测定，由于精浆中蛋白质的含
量及其自身的粘度比较高，从而增加了标本的检测难度，引起

误差的概率比较大。第四，关于男性生育力的分组，由于采用

一份精液检测结果将患者界定为生育力正常或者低下难免有

些武断，因此增加女方怀孕史作为另一项分组依据显得更加

合理。

Ｈｃｙ对男性生育力甚至整个育龄人群的影响已经逐渐引起
关注。同时，近些年国外一些学者已经把这方面的研究扩展至

Ｈｃｙ代谢循环途径对男性育力影响的研究。此外，关于亚甲基
四氢叶酸还原酶（ＭＴＨＦＲ）作为 Ｈｃｙ循环代谢途径的关键酶之
一，其基因多态性对男性生育力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１５，１６］。最近一篇关于国人男性生育力的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
ＭＴＨＦＲＣ６６７Ｔ基因多态性在男性生育力低下方面具有遗传易
感［１７］。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不应只局限于 Ｈｃｙ的研究，而是
扩展至叶酸、维生素Ｂ１２、维生素 Ｂ６等 Ｈｃｙ代谢途径的相关物
质对精液参数及男性生育力影响的研究。同时，注重男性不育

相关基因的研究。此外，由于精浆不仅来源于睾丸，而且来源

于附睾和前列腺。因此，要进一步研究 Ｈｃｙ及其代谢途径对精
子发生、精液参数甚至男性生育力的影响，获取睾丸活检组织

并检测相应成分的浓度会更加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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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肖宗辉（１９６５—），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男性不育
症及男性生殖健康临床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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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精子症患者 Ｙ染色体微缺失与否与单精子卵细胞
胞浆内注射的相关性
肖宗辉　汪惠琴　张文金　陈兰媚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健康与不孕症科，广州 ５１００１２

【摘　要】　目的：观察探讨Ｙ染色体微缺失少精子症患者对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结果的影
响。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接受卵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辅助治疗的２３例确诊为Ｙ染
色体微缺失特发性少精症不育患者，及同期在我院接受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辅助治疗的无Ｙ染色体微
缺失的１００例少精子不育患者，分为缺失组及无缺失组。比较接受辅助治疗的两组不育患者在男方精液参
数、女方年龄、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早晚期流产率等指标数值上差异，分析少精子症不育患者 Ｙ染色体
微缺失对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辅助治疗结果的相关性。结果：缺失组患者在女性年龄，不育年限、获卵

数上与无缺失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正常形态精子数量，精子浓度，子宫内膜厚度上与
无缺失组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上与无缺失组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受精率，优质胚胎率均低于无缺失组，且早期流产率，晚期流产率显著高于无缺
失组（Ｐ＜００５）。结论：Ｙ染色体微缺失的少精子症不育患者在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结局中，受精
率、胚胎质量明显降低，流产率略微提高，故Ｙ染色体微缺失会影响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结果。男
性患者面临不育问题时选择胚胎植入治疗时是否选择遗传学诊断，应在遗传咨询后尊重患者意愿。

【关键词】　 少精子症；Ｙ染色体微缺失；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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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ｅｍｂｒｙ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ｗｉｌｌ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ｗｈｅ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ｏｌｉｇｏ
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少精症发病率增高导致男性不育人数近年来在逐步上升， 表现为精液质量下降，少精子、弱精子或畸形精子，伴随精液

量、精子密度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殖健康与人口的优生优

育［１，２］。男性特发性少弱精症在不明原因男性不育中占大部

分，其发生发展与环境、遗传、自身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及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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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特发性少精症进行治疗很有必要性，有利于延缓病情发

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其心理负担，帮助不育患者孕育延

续后代［３，４］。本文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接受卵
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治疗的２３例确诊为Ｙ染色体微缺失特
发性少精症不育患者，及同期在我院接受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

注射治疗的无Ｙ染色体微缺失的１００例不育患者，分为缺失组
及无缺失组。观察探讨 Ｙ染色体微缺失对卵细胞胞浆内单精
子注射治疗结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接受卵细胞胞浆内单
精子注射治疗的２３例确诊为Ｙ染色体微缺失特发性少精症不
育患者，及同期在我院接受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的无

Ｙ染色体微缺失的１００例少精子症不育患者，分为缺失组及无
缺失组。缺失组２３例中，年龄２６～５４岁，平均（３６７±８４）岁。
无缺失组１００例患者中，年龄２８～４７岁，平均（３９５±７８）岁。
缺失组及无缺失组在年龄、性别、血脂、血糖、文化程度、入院时

临床资料等方面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本文研究人员合格通
过医院研究内容培训考核。纳入标准［４－６］：（１）纳入研究患者
均符合精子密度＜１５×１０６／ｍＬ，ａ级精子（快速向前运动）＋ｂ
级精子（慢速向前运动）＞３２％或ａ级精子 ＞２５％。（２）排除短
期内并发急慢性感染、患有严重心肺基础性疾病的患者。（３）
排除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生殖道有炎症肿瘤情况的患者。（４）
排除近期使用过激素治疗的患者。（５）排除长期吸烟饮酒的患
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特发性少精症患者均进行Ｙ染色体检测以便确诊，具体方

法［５］：采用Ｇ显带染色法，检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核
型，选择Ｙ染色体微缺失 ＤＡＺ、ＹＲＲＭ１、ＤＹＳ２４０基因进行多重
ＯＣＲ扩增检测诊断。若重复三次均无扩增信号且对照组均可
扩增，则诊断为Ｙ染色体微缺失。对所有缺失组患者进行遗传
咨询，告知患者选择卵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治疗孕育后代

后，男性后代同样会存在 Ｙ染色体微缺失的不育问题，得到患
者同意后进行辅助生殖治疗。采取射精、附睾穿刺或睾丸穿刺

等方式取得患者精液。比较接受治疗的两组患者在女方年龄、

精液参数、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早晚期流产率等指标数值

上差异，其中受精率＝受精卵数／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ｉｎｔｒａｃｙ
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卵裂率＝卵裂数／受精卵数。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定量资料由不同数据类型选取对应的 ｔ检验，表格数据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定性资料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按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以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缺失组及无缺失组基本情况对比

缺失组患者在女性配偶年龄，不育年限，精子量，获卵数上

与无缺失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
正常形态精子数量、精子浓度、子宫内膜厚度上与无缺失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缺失组及无缺失组基本情况对比

项目
女性年龄

（岁）

不育年限

（年）

精液量

（ｍＬ）
正常形态

精子数量

精子浓度

（万／ｍＬ）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获卵数

缺失组 ３１５６±０５９ ４５５±０３９ ３２０±０１６ １８８±０１９ ４７３５４±３７４１ １０３８±０３３ １０６２±０７８

无缺失组 ３１５１±０４８ ４５２±０２７ ３３８±０２１ ６８９±１７１ ３６８２７±２１５９ １１７３±０２３ １０４２±０７１

ｔ ０６５ ０６３ １１３ ２９１１ ４１３７ １２７９ １０８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缺失组及无缺失组治疗过结果指标对比
缺失组患者在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上与无缺失组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受精率，优质胚胎

率均低于无缺失组，且早期流产率，晚期流产率显著高于无缺

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缺失组及无缺失组治疗结果指标对比

项目 受精率 卵裂率 优质胚胎率 可移植胚胎率 早期流产率 晚期流产率

缺失组 ｎ／Ｎ ３３４／５０５ ３２１／３３４ １５７／３２１ ２３／９８ ６／２１ ８／２１

％ ６６１４ ９６１１ ４８９１ ２３４７ ２８５７ ３８１

无缺失组 ｎ／Ｎ ６９９／９６３ ６５３／６９９ ３９１／６５３ ４３／１４５ ２／３４ ３／３４

％ ７２１４ ９３４２ ５５９６ ２９６６ ５８８ ８８２

χ２ ６０６ ３０３ ４３６ １１３ ５３７ ６９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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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的人群数量逐年增长，其中男性不

育人群尤其增长，主要原因是成年男性精子质量的大幅度下

降，环境饮食及免疫等多种因素导致男性特发性少弱精症发病

风险显著增高［６，７］。特发性少弱精症表现为精子数量、精液量

及各级精子比例均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在男性生殖道中，过量

活性氧导致精子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缩短精子正常生存周期，

导致精子活力下降，运动性损伤［８，９］。此外，活性氧可以破坏精

子细胞膜上多聚不饱和脂肪酸，使其过度降解，破坏精子细胞

膜的稳定性，导致精子数目减少［１０］。在基因学层面来说，少精

症遗传学病因在于畸变及染色体基因丢失或基因突变，其中以

Ｙ染色体微缺失最为常见，在严重特发性少精症患者中染色体
微缺失比例约为１７％ ～２１％［１１，１２］。Ｙ染色体微缺失主要由于
Ｙ染色体上大量回文序列非等位基因重组导致的，同源重组也
可能导致为微缺失的发生［１３］。有研究［１４］指出，Ｙ染色体微缺
失与该染色体的不稳定性有关。ＡＺＦ区最易发生缺失，引起精
子生成障碍，导致男性不育问题。故本文选取Ｙ染色体微缺失
ＤＡＺ、ＹＲＲＭ１、ＤＹＳ２４０基因进行多重ＯＣＲ扩增检测诊断来筛查
少精症患者，临床针对少精症患者生育问题采取卵细胞胞浆内

单精子注射辅助治疗，取得了不错的疗效，是解决男性不育问

题的共识方法。关于存在 Ｙ染色体微缺失的少精症患者是否
会影响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结局的文献报道目前尚

为少数。ｖａｎＧｏｌｄｅ等［１５］研究发现，Ｙ染色体微缺失患者治疗的
受精率及优质胚胎数量少于染色体正常的少精子症患者，但胚

胎存活率及流产率并无差异，提示Ｙ染色微缺失可能会影响少
精子症精子质量及胚胎质量。Ｋｉｈａｉｌｅ［１６］及Ｃｈｏｉ等［１７］研究则发

现Ｙ染色体微缺失患者的常规精子质量参数、患者年龄、受精
率、卵裂率等指标与染色体正常的患者对比无显著差异。本文

结果显示，缺失组患者在正常形态精子数量、精子浓度、子宫内

膜厚度上与无缺失组具有差异（Ｐ＜００５）。缺失组患者在受精
率、优质胚胎率均低于无缺失组，且早期流产率、晚期流产率显

著高于无缺失组（Ｐ＜００５）。本文选取治疗时间严格匹配的患
者对比，尽量排除其他操作，培养条件可能导致的误差，表示 Ｙ
染色体微缺失会影响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的结局。但本

文选取样本数仍不够，还需大样本结果深入证实结果的可

靠性。

综上所述，Ｙ染色体微缺失的少精子症患者在单精子卵细
胞胞浆内注射治疗结局中，受精率、胚胎质量明显降低，流产率

略微提高，故Ｙ染色体微缺失会影响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
治疗结果。男性患者面临不育问题时选择胚胎植入治疗时是

否选择遗传学诊断，应在遗传咨询后尊重患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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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ＳｔａｈｌＰＪ，ＭａｓｓｏｎＰ，ＭｉｅｌｎｉｋＡ，ｅｔａｌ．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Ｙ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ｎ

ｗｉｔｈ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１，９４

（５）：１７５３－１７５６．

［１０］　史轶超，魏莉，崔英霞，等．性染色体与男性不育．中华男科学

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５）：４６０－４６７．

［１１］　杨欢利，毛英姿，诸溢扬．无精症及严重少精症患者Ｙ染色体微

缺失及细胞遗传学研究．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１２，４１（１２）：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２］　杨会林，董晶．严重少精子症及无精子症的遗传学分析．中国实

验诊断学，２０１４（４）：５６１－５６４．

［１３］　张秋芳，常亮，赵楠．Ｙ染色体微缺失－５精子发生的相关性分

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２）：５－７．

［１４］　谭建强，蔡军，郑敏．生殖激素水平在男性不育患者Ｙ染色体微

缺失中的研究．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１２）：６６－６９．

［１５］　ｖａｎＧｏｌｄｅＲＪ，ＷｅｔｚｅｌｓＡＭ，ｄｅＧｒａａｆＲ，ｅｔａ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ＩＣＳＩｉｎ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ｃｍｅｎ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ａｃｔｏｒｃ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ｃｈｒｏｍｏ

ｓｏｍｅ．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１１，１６（２）：２８９－２９２．

［１６］　ＫｉｈａｉｌｅＰＥ，ＫｉｓａｎｇａＲＥ，ＡｏｋｉＫ，ｅｔ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Ｙ－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ｅ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ＣＳＩ．ＭｏｌＲｅｐｒｏｄ，

２０１２，６８（２）：１７６－１８１．

［１７］　ＣｈｏｉＪＭ，ＣｈｕｎｇＰ，ＶｅｅｃｋＬ，ｅｔａｌ．ＡＺＦ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Ｙ－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３，８１

（２）：３３７－３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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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简介】熊臣（１９８８—），男，医师、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泌
尿外科学及男科学。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６

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Ｔ１基因多态性与亚洲男性特发性不育症
易感性相关性 Ｍｅｔａ分析
熊臣１　周游１　王慧２　佘锡鸾１　高兴成１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广州 ５１０１５０
２蚌埠医学院研究生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人群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基因多态性与亚洲男性特发性不育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ＢＭ）、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从
建库到２０１６年５月的文献，对所纳入的病例－对照研究，运用ＲｅｖＭａｎ４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共纳
入１４篇病例对照研究，关于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关系的研究总共纳入病例组３４０４人、对照组２３０８
人，关于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关系的研究总共纳入病例组３１４３人、对照组２０１７人。Ｍｅｔａ分析显示：
（１）亚洲人群中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３０，９５％ＣＩ＝
１０１～１６６，Ｐ＜００５）；亚组分析，东亚人群（ＯＲ＝１０８，９５％ＣＩ＝０９４～１２３，Ｐ＝０２６＞００５）、南亚人群
（ＯＲ＝１０６，９５％ＣＩ＝０５２～２１８，Ｐ＝０８７＞００５）的 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均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
关性无统计学意义；而西亚人群（ＯＲ＝２０１，９５％ＣＩ＝１６４～２６７，Ｐ＝００００１＜００５）的 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
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２、亚洲人群中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
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２０，９５％ＣＩ＝０９３～１５４，Ｐ＞００５）。亚分组分析：东亚人群（ＯＲ＝
１１３，９５％ＣＩ＝０８９～１４４，Ｐ＝０３３＞００５）和西亚人群（ＯＲ＝１６５，９５％ＣＩ＝０９８～２７７，Ｐ＝００６＞
００５）中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均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Ｍ１
缺失基因型可能增加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男性不育症未见相
关性。

【关键词】　谷胱甘肽Ｓ－转移酶；基因多态性；男性不育症；Ｍｅｔａ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ＧＳＴＭ１ａｎｄＧＳＴＴ１）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ｍａｌｅ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ＸＩＯＮＧＣｈｅｎ１，ＺＨＯＵＹｏｕ１，ＷＡＮＧＨｕｉ２，ＳＨＥＸｉｌｕａｎ１，ＧＡＯ
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１５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ＧＳＴＭ１ａｎｄＧＳＴＴ１）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ｍａｌｅ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
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ＢＭ），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Ｗｅｉｐｕ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ｕｐ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ｆｏ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ＲｅｖＭａｎ４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４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４０４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２３０８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ＧＳＴＭ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
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１４３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ＧＳＴＴ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ＳＴＭ１ｎｕｌｌ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Ａｓｉａ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ｍａｌｅ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Ｒ
＝１３０，９５％ ＣＩ＝１０１～１６６，Ｐ＝００４＜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ＯＲ＝
１０８，９５％ ＣＩ＝０９４～１２３，Ｐ＝０２６＞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１０６，９５％ ＣＩ＝０５２～
２１８，Ｐ＝０８７＞００５）ｌａｃｋｏｆＧＳＴＭ１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ｏ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ｂｕｔ
ｔｈｅｗｅ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ＯＲ＝２０１，９５％ ＣＩ＝１６４～２６７，Ｐ＝００００１＜００５）．２ＧＳＴＴ１
ｎｕｌｌ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Ａｓｉａｎｗａｓ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ｍａｌｅ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Ｒ＝
１２０，９５％ ＣＩ＝０９３～１５４，Ｐ＝０１６＞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Ａ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
ｌａｃｋｏｆＧＳＴＭ１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ｏ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Ｒ＝１１３，９５％ ＣＩ＝０８９
～１４４，Ｐ＝０３３＞００５；ＯＲ＝１６５，９５％ ＣＩ＝０９８～２７７，Ｐ＝００６＞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ＳＴＭ１ｎｕ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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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男性不育症是很多疾病或因素造成的一种疾病，据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调查，１５％的育龄夫妇存在着不育的问题，男性
因素占所有不育夫妇的５０％［１］。据２０００年ＷＨＯ规定，夫妇同
居１年以上，未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因素造成女方不孕
者，称为男性不育［２］。男性不育症是由某一种或很多疾病与因

素造成的结果，例如炎症、梗阻、环境、内分泌、行为、基因等，随

着近年科学技术的进步，遗传性和环境因素能揭开多数病因，

尤其是基因技术方面，但是仍有高达３０％的患者找不到原因，
临床称为特发性男性不育［３］。机体内产生过度的活性氧（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是特发性男性不育症重要诱因之一，
因为过多的ＲＯＳ可导致精子 ＤＮＡ损伤［４，５］。但在正常的人类

精液里广泛存在着谷胱甘肽过氧化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ＰＸ）、过氧化氢酶（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ＣＡＴ）、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等抗氧化物酶。抗氧化酶的主要
生理功能是对抗ＲＯＳ对细胞的损害，在保护男性生殖方面是必
不可少的［６］。过去１０年间，许多学者研究了特发性男性不育
与抗氧化酶的基因多态性之间的关系，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ＧＳＴ）就是其中之一。谷胱甘肽 Ｓ－
转移酶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着机体对抗ＲＯＳ的能力，从而导致
男性不育的发生［７］。ＧＳＴｓ分为α、κ、μ、ω、π、σ、θ、ε八类，相对
应的编码基因为 ＧＳＴＡ、ＧＳＴＭ、ＧＳＴＫ、ＧＳＴＯ、ＧＳＴＰ、ＧＳＴＳ、ＧＳＴＴ
和ＧＳＴＺ［８］，其中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Ｔ１和ＧＳＴＰ１三个基因被研究发现
在人群中存在着确切的基因多态性［９］。ＧＳＴＭ１定位于人类染
色体１ｐ１３３［１０］，它的缺失认为与男性不育易感性相关［１１－１３］，

ＧＳＴＴ１定位于人类染色体２２ｑ１１，它的缺失也会引起酶的活性
的丧失［１４］，进而影响男性不育的研究已经陆续报道［１５－２８］。由

于人种、地域等差别，国内外文献报道关于特发性男性不育分

别与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Ｔ１基因型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差别较大，
为了全面、准确揭示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Ｔ１无效基因型分
别与特发性男性不育的内在关系。本文检索既往一些有关两

者关联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ＣＢＭ），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以“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或“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或“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或“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及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或“ＧＳＴ”或“ＧＳＴＭ”或“ＧＳＴＴ”为
英文检索关键词；以“男性不育”或“无精症”或“少精症”及“谷

胱甘肽Ｓ－转移酶”或“基因多态性”为中文检索关键词；检索
时间为建库到２０１５年５月。另外人工检索相关会议论文、学位
论文、学术交流资料。

１２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国内外杂志公开报道的关于 ＧＳＴ基因

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关联性的病例 －对照研究，研究对象内
容包含有基本构成资料，文种限中英文；（２）病例组为按２０００
年ＷＨＯ发布的男性不育诊断标准入组的患者，对照组为年龄
配对、无影响生育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具有可比性的健康适

龄人群，文献给出病例组及对照组各多态性基因型频率；（３）病
例组与对照组人群基线资料具有一致性；（４）研究对象所在区
域为亚洲地区。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重复发表的文献，中英文同时发表的同
一作者或单位；（２）病例组同时患有其它明确影响生育的疾病，
对照组人群种族、区域来源不清，生育状况不明；（３）文献研究
内容无法认定为临床病例 －对照研究；（４）原始研究对象不是
亚洲区域的人群。

１３　数据提取与质量评价
由２名评价员按上述纳入及排除标准独立进行筛选，并交

叉核对，如有分歧，则商定解决或请第三位评价员协助解决。

从纳入的每篇研究文献中提取以下数据：第一作者、出版日期、

人群居住地、是否为临床病例 －对照研究，、病例组和对照组基
因型频率。对纳入的文献参考以下质量评价参照标准进行研

究质量评价：（１）特发性男性不育症诊断标准是否清晰；（２）研
究对象样本量是否足够可行；（３）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基本资
料是否具有可比性、一致性；（４）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是否恰当、
科学、准确；（５）基因检测方法是否合理、规范、精确。以上每项
为１分，≥３分为质量可靠。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ＲｅｖＭａｎ４２分别对ＧＳＴＭ１和ＧＳＴＴ１基因型与原
发性男性不育症关系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首先对各纳入研究综合
采用Ｑ检验和 Ｉ２值进行异质性检验分析。如果 Ｑ检验的 Ｐ＞
０１或Ｉ２＜５０％，则说明各研究结果之间无显著统计学异质性，
所以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如果 Ｑ检验的 Ｐ＜０１
或Ｉ２＞５０％，则说明各结果间有着统计学意义异质性，则应该用
随机效应模型法进行数据合并后分析。然后计算出各研究合

并后总体优势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及９５％可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绘制ＯＲ值分布森林图，本报道中采用Ｐ＜００５为
有统计学意义。最后通过 ＲｅｖＭａｎ４２软件绘制倒漏斗图评价
发表性偏倚。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根据文献检索条件和纳入及排出标准，共有１４篇文献，共
计１４篇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其中中文３篇，英文１１篇，在这
些研究中，研究对象为东亚人群为６篇（中国５篇、日本１篇），
南亚（印度）人群３篇，西亚人群５篇（包括伊朗２篇和土耳其３
篇），所使用基因检测方法均为 ＰＣＲ技术；关于 ＧＳＴＭ１基因缺
失型与不育症关系的研究总共纳入病例组 ３４０４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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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８人，关于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关系的研究总共纳入
病例组３１４３人、对照组２０１７人。纳入文献基本资料特征详见

表１。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年份 国家

病例组

ＧＳＴＭ１
缺失性

ＧＳＴＭ１
野生型

对照组

ＧＳＴＭ１
缺失性

ＧＳＴＭ１
野生型

病例组

ＧＳＴＭ１
缺失性

ＧＳＴＭ１
野生型

对照组

ＧＳＴＭ１
缺失性

ＧＳＴＭ１
野生型

Ａｙｄｅｍｉｒ［１２］

吴齐飞［１６］

ＳＤｈｉｌｌｏｎ［１７］

Ｏｎａｒａｎ［１８］

Ａｙｄｏｓ［１９］

Ｉｃｈｉｏｋａ［２０］

Ｖａｎｉ［２１］

Ｓ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１１］

Ｔａｎｇ［２３］

Ｓａｌｅｈｉ［２４］

Ｊａｉｓｗａｌ［２５］

李创［２６］

卢晶［２７］

Ｘｉｏｎｇ［２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土耳其

中国

印度

土耳其

土耳其

日本

印度

伊朗

中国

伊朗

印度

中国

中国

中国

２７

—

５９

３４

５９

１５９

１９

７３

３１

９２

２９

１２８

５８３

２４７

２５

—

１２０

２８

５１

１１５

２３

９３

３４

５８

８４

１０８

８９３

２３２

２８

—

７６

１８

４２

５３

９

４６

１３

６６

３１

８８

３２６

１１９

３２

—

１２４

２３

６３

４８

３４

１２０

１７

１３４

６０

５４

５６９

１１５

—

５５

—

—

２０

１２６

—

４７

２９

５１

６

１０３

６７１

２４９

—

１９

—

—

９０

１４８

—

１１９

３６

９９

１０７

１３３

８０５

２３０

—

２７

—

—

２０

５１

—

３２

１５

３４

１２

６８

３５９

１１０

—

２６

—

—

１０５

５０

—

１３４

１５

１６６

７９

７４

５３６

１２４

２２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２１　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

总体及各亚组关于 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
系见于图１。从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看出，纳入的１３篇文献有明显异
质性，各纳入组间（Ｑ＝４４２２，Ｐ＝００００１＜０１，Ｉ２＝７２９％）、
南亚亚组（Ｑ＝７７５，Ｐ＝００２＜０１，Ｉ２＝７４２％）有明显异质
性，东亚亚组（Ｑ＝４２５，Ｐ＝０３７＞０１，Ｉ２＝５８％）和西亚亚
组（Ｑ＝６６１，Ｐ＝０１６＞０１，Ｉ２＝３９５％）未见明显异质性。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为各独立研究赋予权重再进行合并，随机

效应模型显示，总体上，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
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３０，９５％ＣＩ
＝１０１～１６６，Ｐ＝００４＜００５）；同样原理进一步对各亚组采
用随机或者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东亚人群（ＯＲ＝１０８，９５％ＣＩ
＝０９４～１２３，Ｐ＝０２６＞００５）、南亚人群（ＯＲ＝１０６，９５％ＣＩ
＝０５２～２１８，Ｐ＝０８７＞００５）的 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均与原
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而西亚人群（ＯＲ
＝２０１，９５％ＣＩ＝１６４～２６７，Ｐ＝００００１＜００５）的 ＧＳＴＭ１缺
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

２２２　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
总体各亚组关于 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系

见于图２。从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看出，纳入的１０篇文献有明显异质
性，各亚组间（Ｑ＝２６４４，Ｐ＝０００２＜０１，Ｉ２＝６６０％）故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为各独立研究赋予权重再进行合并，随机效应模

型显示，总体上，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
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２０，９５％ＣＩ＝０９３
～１５４，Ｐ＝０１６＞００５）。同理进一步对各亚组分析：东亚亚
组：Ｑ＝１０９２，Ｐ＝００５＜０１，Ｉ２＝５４２％，可见明显异质性，故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结果显示东亚人群中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
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ＯＲ＝
１１３，９５％ＣＩ＝０８９～１４４，Ｐ＝０３３＞００５）；西亚人群：Ｑ＝
５１６，Ｐ＝００８＜０１，Ｉ２＝２４％，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结
果显示西亚人群的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
感性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ＯＲ＝１６５，９５％ＣＩ＝０９８～２７７，Ｐ
＝００６＞００５）；南亚组只有一篇文献，从原文献看ＧＳＴＭ１缺失
基因型能降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ＯＲ＝０３，９５％ＣＩ＝
０１４～０９９，Ｐ＝００４８）［１９］。
２３　发表偏倚评估及敏感性分析

发表偏倚分析利用绘制倒漏斗图发现，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
（图３）纳入的１３篇文献及ＧＳＴＴ１（图４）纳入的１０篇文献完整
地出现在各自图上，并且以合并效应量ＯＲ值为中心散开分布，
基本对称，呈倒置漏斗形，提示无明显发表性偏倚。分别逐一

剔除其中某组研究并重新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后的结果与未剔除前
比较，统计结果无明显改变，说明 ＧＳＴＭ１、ＧＳＴＴ１基因多态性与
亚洲男性特发性不育症易感性相关性 Ｍｅｔａ分析分析结果较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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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

图２　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与不育症易感性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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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ＳＴＭ１基因缺失型纳入文献发表偏倚评估漏斗图

图４　ＧＳＴＴ１基因缺失型纳入文献发表偏倚评估漏斗图

#

　讨论
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

致的结果，遗传因素方面主要是基因突变和基因调节，环境因

素主要为机体氧化应激反应产生过多的活性氧，二者只要有一

方面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机体氧化与抗氧化系统失衡出现疾

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体系是一个参与机体代谢、解毒的重

要抗氧化体系［２７］，很多病因学研究表明 ＧＳＴＴ１、ＧＳＴＭ１的缺失
导致相关具有抗氧化能力的酶的缺失，使机体对抗活性氧的能

力下降，进而导致增加患一些疾病的危险性［７］。生精过程旺盛

的氧化反应可以产生大量的活性氧［３０］，虽然低浓度的活性氧对

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有着重要作用，但过量活性氧能引起细胞

膜表面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进而导致精细胞损伤和凋

亡［２９，３１］，因此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维护正常精液质量具有重

大意义，它的缺失可以导致男性原发性不育。

为了提供一个全面的、可信的关于ＧＳＴＴ１、ＧＳＴＭ１基因多态
性与亚洲男性特发性不育症易感性的关系结论，我们通过检索文

献、制定纳入及排除标准、合并分析创作了这篇荟萃分析文章，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体而言，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可
能增加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亚洲人群中 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
型与原发男性不育症未见相关性；根据不同区域而言，人群中

ＧＳＴＭ１和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关系
又会有所不同，其中西亚人群中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发现能显著
增加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风险，东亚和南亚人群中ＧＳＴＭ１缺失
基因型与男性不育症易感性无相关性；东亚及西亚人群 ＧＳＴＴ１
缺失基因型均与原发性男性不育症易感性无相关性，这种关系明

显看出与地理位置或人种相关。既往已有学者通过纳入１２篇文
献［３１］研究发现人群中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能增加男性不育症易
感性的风险，人群中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未发现能增加男性不育
症易感性的风险；还有学者通过１１篇文献［３２］研究发现 ＧＳＴＭ１
和 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能增加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风险；Ｌｉ等［３３］

发现人群中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能增加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风
险，分亚组分析白种人ＧＳＴＭ１缺失基因型能增加男性不育症易
感性的风险而黄种人没有；人群中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未能增加
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风险，分亚组分析白种人和黄种人 ＧＳＴ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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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基因型均未能增加男性不育症易感性的风险。由于不同区

域、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生活习惯及环境的不同，各项研究合并

分析存在较大异质性，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按区域、国家分亚

组分析可能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目前在亚洲人群中，ＧＳＴＭ１
和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男性不育易感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仍较
少，本研究试图通过全面搜集、定量化合并分析相关研究，揭露

ＧＳＴＭ１和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男性不育易感性之间关系，为男
性不育易感性标志物的研究提供线索。本研究纳入１４篇文献，
质量较高，总共样本量较大，通过分亚组分析，得出的结果较为准

确、可靠，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Ｍｅｔａ分析本身也是观察性研
究，检索过程中只检索中英文文献，存在选择偏倚；由于研究者

往往倾向发表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各研究存在发表偏倚；单个

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少或样本数量分散，导致检验效能减低；各

个国家由于生活习惯和环境不同，导致可比性减低。总之，要

得出亚洲人群中ＧＳＴＭ１和ＧＳＴＴ１缺失基因型与男性不育易感
性之间相关性的结论，要考虑到以上各种问题，更确切的结论

有待进一步研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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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缪勒氏管激素在男科及辅助生殖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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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缪勒氏激素（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是由睾丸间质细胞或卵巢颗粒细胞分泌的
一种与两性生殖腺发育密切相关的激素，被认为能够直接反应睾丸和卵巢功能状况，并可以作为评价精子

生成及卵泡发育的重要指标。本文总结ＡＭＨ在两性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并结合现有资料就其在男科及辅
助生殖领域的应用做一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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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近年来，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惠及了大量不育夫妇。特别
是男科显微手术技术的出现及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技术的成

熟，使得非梗阻性无精症患者除了采取供精外依旧有机会使用

自体精子生育后代。然而相对于梗阻性无精症患者绝大多数

（＞９０％）均能获得精子的情况相比，目前非梗阻性无精症患者
总体精子获取率仍波动于５０％上下［１－３］，由于男方取精过程常

伴随女方取卵，因此取精失败无疑会为患者夫妻双方带来不可

忽视的心理影响与经济负担。以此为出发点，学界长期以来一

直致力于寻找一种无创的、可靠度较高的取精成功率的预测模

型。此前包括ＦＳＨ、血清抑制素Ｂ、睾丸体积和诊断性睾丸穿刺
等在内的众多临床、生化及组织病理学指标均曾被评估作为预

测指标的可能性。有研究证实 ＦＳＨ和睾丸体积均无法作为独
立预测指标存在［４，５］。同时，虽然诊断性睾丸病理确实有助于

预测睾丸穿刺（ＴＥＳＥ）的成功率，但由于其本身往往与 ＴＥＳＥ同
时进行，因此难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预测指标［６］。

近年来抑制素Ｂ（ｉｎｈｉｂｉｎＢ）和ＡＭＨ在评估男性生精功能、
预测取精结局方面的应用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虽然

有研究认为抑制素 Ｂ在预测取精成功率方面的敏感度要高于

ＦＳＨ，但其在 ＮＯＡ患者群体中的确切预测效果尚存争议［７］。

１９９９年Ｆéｎｉｃｈｅｌ等［８］第一次提出精液ＡＭＨ水平与７０％病例的
持续性生精作用有关，其后的众多研究也证实了 ＡＭＨ能够作
为生精功能的重要评价指标。然而目前关于 ＡＭＨ是否适用于
取精成功率的预测仍缺乏定论。本文回顾文献，复习了 ＡＭＨ
在两性生殖发育不同阶段中的作用，简要总结了近年来 ＡＭＨ
在男科及辅助生殖领域内的应用，旨在为今后进一步明确ＡＭＨ
在男科及辅助生殖领域的应用价值提供初步证据。

!

　什么是
)*+

ＡＭＨ是一种１４０ｋＤａ的二聚体糖蛋白激素，属于转化生长
因子β家族（ＴＧＦ－β）。经过糖基化和二聚化，ＡＭＨ前体在分
泌前形成１４４ｋＤａ的二聚体化合物，由两个７２ｋＤａ的单体构成。
每个单体含一个Ｎ端结构域和一个 Ｃ端结构域。其中 Ｎ端结
构域对Ｃ端结构域有激活作用［９］。在胞内运输期间，约５％ ～
２０％的 ＡＭＨ的两个单体被从特定位置切开，形成两个５８ｋＤａ
和两个１２ｋＤａ的多肽，切割开的两部分仍以共价键连接。人编
码ＡＭＨ的基因位于１９号染色体短臂上，目前已成功分离该基
因并获得了其详细的碱基序列信息［１０］。

"

　
)*+

信号通路

ＡＭＨ在男性体内的靶器官包括缪勒氏管和性腺组织，目前
ＡＭＨ受体的结构特征已明被阐明［１１］。作为 ＴＧＦβ家族的一
员，ＡＭＨ与同家族的其他生长因子（如 ＴＧＦβ、激活素和骨形成
蛋白）共用一套信号通路。苏氨酸－丝氨酸激酶受体复合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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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腺体特异的Ⅱ型受体及特异性稍弱的Ⅰ型受体（激活素受体
样蛋白激酶，ＡＬＫｓ），ＴＧＦβ家族因子通过上述两型受体组成的
手提复合物传递信号，激活的受体复合物磷酸化，继而激活胞

浆内的Ｓｍａｄ蛋白，转运进入胞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调控基
因表达。编码ＡＭＨ受体的基因位于１２号染色体长臂上［１２］，

ＡＭＨ２型受体（ＡＭＨＲ２）在性腺和缪勒氏管周围临近的间质细
胞内特异性表达。目前认为 ＡＭＨ１型受体（ＡＭＨＲ１）的３种亚
型与ＡＭＨ介导的缪勒氏管退化过程有关［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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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性发育

产前阶段，ＡＭＨ对于性别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孕７周前男
性及女性胎儿的性腺尚未分化，有两套外生殖器及两套管道系

统（缪勒氏管和沃尔夫管）。在男性胚胎，Ｙ染色体性别决定基
因（ＳＲＹ）的表达启动了睾丸分化［１４］。孕８周开始，发育中的睾
丸实质细胞、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能够分泌三种激素，它们共

同作用促使个体向正常的男性化方向发展。它们是间质细胞

分泌的睾酮，刺激男性性征形成（沃尔夫管向附睾、输精管和精

囊腺分化）［１４］；同样由间质细胞分泌、属于松弛素－胰岛素家族
的胰岛素样因子３是睾丸下降的关键信号因子；由支持细胞分
泌的ＡＭＨ，则能够促使具有分化成输卵管、子宫和阴道上段潜
能的缪勒氏管退化［１５，１６］。在女性个体中 ＡＭＨ表达较晚，通常
在孕３６周时才能在卵巢颗粒细胞中被检测到［１７］。

３．１　青春期前阶段
青春期前男性睾酮合成水平很低，支持细胞仍不成熟，精

子生成仍停留在减数分裂前期，ＡＭＨ水平在青春期开始前仍保
持在较高水平。因此男性胚胎血浆ＡＭＨ水平能够很好的反映
睾丸功能，在隐睾患者能够作为判断睾丸存在的实验室

指标［１６］。

在女性新生儿，卵巢的原始卵泡池含有１００～２００万停留在
第一次减数分裂双线期的卵泡，这些卵泡被前颗粒细胞包

围［１８］。原始卵泡停留在分裂阻滞状态直到青春期开始。ＡＭＨ
由发育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在育龄期间持续存在［１３］。在女

性，出生时的 ＡＭＨ水平很低，几乎不可测，出生后 １年略有
上升。

３．２　青春期及成年阶段
在男性，随着青春期的开始，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ｎＲＨ）、垂体促性腺激素、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水平均升高。睾丸间质细胞进一步分化，睾酮合成增加，
促进支持细胞成熟。生殖细胞开始减数分裂，并形成精子。睾

酮对ＡＭＨ的抑制作用超过了ＦＳＨ的刺激作用，导致ＡＭＨ合成
量的降低和血液循环内水平的迅速降低。在男子成年后 ＡＭＨ
达到稳定水平并维持终生［１６］。

在女性，青春期标志着卵巢开始、雌二醇合成及下丘脑 －
垂体－卵巢轴的激活。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的卵母细胞部分
处于闭锁状态，部分在促排卵ＬＨ峰作用下恢复减数分裂，最终
形成单倍体配子［１８］。ＡＭＨ由卵巢分泌入血，最初由活化卵泡
周围的颗粒细胞分泌，后持续在生长中的卵泡表达，直到后者

直径达４～６ｍｍ［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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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的生理及病理生理

ＡＭＨ是男性体内最早分泌的支持细胞来源激素，连同抑制
素Ｂ和ＦＳＨ一道作为支持细胞功能的重要评价指标［２０］。支持

细胞在男性出生后的增值状况与精子生成密切相关。男性新

生儿出生后第一周的ＧｎＲＨ峰诱使促性腺激素（ＬＨ和 ＦＳＨ）显
著增高，继而间质细胞分泌的睾酮随之增高，支持细胞分泌的

ＡＭＨ和抑制素 Ｂ水平也升高［１６］。出生后 １个月出现的高
ＡＭＨ和雄激素水平可能与这一阶段支持细胞未表达足够雄激
素受体而出现的雄激素不敏感有关［１６］。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小

青春期”，是检测低促性性腺功能减退（ＨＨ）的第一个窗口
期［２１］。此时血清ＡＭＨ水平降低可以作为先天性性腺功能减退
的标志。ＡＭＨ水平在整个青春期前维持在高水平，青春期睾酮
水平升高导致ＡＭＨ水平下调，青春期后成年阶段 ＡＭＨ的血清
水平维持在极低水平［２２，２３］。依据Ｒｏｄｌｆｏ等的数据，正常男性各
年龄段ＡＭＨ水平变化趋势如表１［２４］。

表１　正常男性各年龄段ＡＭＨ水平

年龄
入组

例数

血清ＡＭＨ
（ｐｍｏｌ／Ｌ，
珋ｘ±ｓ）

９５％可信区间
（ｐｍｏｌ／Ｌ）

＜１５ｄ ６ ２２９±５９ ７６～３８１

１５ｄ～１岁 ２２ ４６５±９３ ２５１～６７９

２～４岁 １７ ４９９±６６ ３６０～６３８

５～７岁 １６ ４３８±６１ ３０９～５６６

８～９岁 １４ ３３６±４７ ２３４～４３８

＞９岁，一阶段青春期 ２２ ２４９±２６ １９４～３０４

＞９岁，二阶段青春期 ２５ １５９±２５ １０７～２１１

＞９岁，三阶段青春期 ８ ７９±２８ １２～１４５

＞９岁，四～五阶段青春期 ８ ４８±１４ １４～８１

成年 ２１ ３０±４ ２２～３８

　　：依据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人的青春期阶段划分标准［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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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水平的临床意义

目前认为生育力异常男性精浆ＡＭＨ与正常人群相比显著
降低［２６，２７］或基本持平［８，２８，２９］。类似的，ＡＭＨ的血清水平在生育
力异常男性群体中也更低［３０－３４］或持平［３５］。为明确 ＡＭＨ在生
育力异常男性群体中的作用，Ｇｏｕｌｉｓ等进行的一项前瞻性对照
研究评估了不同原因生育力损害男性的血清 ＡＭＨ差异，研究
纳入８２例男性不育患者和３１例正常对照。研究发现依据疾病
对睾丸组织的损伤程度，可以发现在生育力损害程度不同者

（如睾丸损伤较为严重的特发性 ＮＯＡ同睾丸损伤相对较轻的
精索静脉曲张相比），同样作为评价男性生精功能的指标，抑制

素Ｂ的水平在组间存在较为显著差异，而血清 ＡＭＨ水平在各
组间则没有明显差异，但当整体比较生育力损伤患者和正常对

照时则发现ＡＭＨ的变化整体较为明显。提示在判断睾丸生精
功能方面，ＡＭＨ的“全或无”模式在睾丸组织损伤程度较轻（如
精索静脉区长）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Ｇｏｕｌｉｓ等认为尤其当血
清ＦＳＨ水平升高不明显时可以将ＡＭＨ或抑制素Ｂ作为判断睾
丸功能损伤存在的指标进行使用［３４］。

当ＡＭＨ维持在青春期前的高水平，对ＡＭＨ和抑制素Ｂ的
检测有助于鉴别体质性生长迟缓；青春期的低 ＡＭＨ／抑制素 Ｂ
水平则提示先天性性腺功能减退［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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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征是引起ＨＨ的最常见先天性原因。主要临床特征有
男性乳房发育、小睾丸、无精症、间质细胞功能正常或低下以及

ＦＳＨ水平升高等。当患者长到青春期年龄，实验室检查会发现
血清ＦＳＨ、ＬＨ、ＡＭＨ和抑制素Ｂ水平明显升高，睾酮降低［３５］。

检测ＡＭＨ／抑制素Ｂ水平有助于判断其他原因引起的男性
性腺功能减退。如获得性ＨＨ可能由影响睾丸组织正常功能的
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的放／化疗引起［３６］。血清ＡＨＭ水平有
助于判断不可及睾丸（隐睾）婴儿是否存在未下降睾丸。如果

有必要可行ｈＣＧ刺激实验评价有功能的睾丸组织是否存在，同
时可以评价间质细胞的睾酮合成功能及间质细胞活性［３６］。

支持细胞表达ＡＭＨ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睾酮、ＦＳＨ水平和
精母细胞进入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其中睾酮水平最为重要，

当缺乏睾酮或由于雄激素受体突变导致雄激素不敏感时，血清

ＡＭＨ浓度会维持在异常高水平，青春期到来之后还会进一步升
高。ＦＳＨ对ＡＭＨ的分泌有刺激作用，但由于雄激素的存在表
现得并不明显。生殖细胞的成熟同样能够上调 ＡＭＨ表达，生
精过程的启动能够使得支持细胞分泌更多的 ＡＭＨ。支持细胞
能够双向分泌ＡＭＨ：向顶端分泌进入曲细精管、向基底方向分
泌进入间质组织或进入血液循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青春期

后ＡＭＨ优先向顶端分泌，使得其精浆浓度明显高于外周血浓
度［３０］。精浆内更高的ＡＭＨ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精子生
成和获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ＡＭＨ由支持细胞特异性分泌且在精浆和血清内均能
够检测到，因此可以作为评价生精功能损害的标志。研究就证

实相比正常男性和 ＯＡ患者，ＮＯＡ患者的血清 ＡＭＨ水平显著
降低［３７］。

如果支持细胞由于基因突变不能产生ＡＭＨ，或由于靶器官
的ＡＭＨＲＩＩ基因突变导致其对ＡＭＨ无反应，缪勒氏管将在男性
发育过程中被保留下来，这种情况被称作缪勒氏管保留综合征

（ＰＭＤＳ）。在ＡＭＨ基因突变的患者，即使在青春期前，其外周
血ＡＭＨ水平也极低。在 ＡＭＨＲＩＩ基因突变的患者 ＡＭＨ水平
则相对较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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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生殖中的预测作用

ＡＭＨ水平在同一女性连续周期中的可重复性使其区别于
ＦＳＨ、雌二醇和抑制素Ｂ，临床医生可以将其作为评价辅助生殖
周期中卵巢反应性的指标使用。众多研究证实 ＡＭＨ的基础水
平与卵巢刺激后取卵数量正相关［３９］。血清基础ＡＭＨ水平与窦
状卵泡数量（ＡＦＣ）在预测取卵数量方面的效果类似［３９，４０］。另

一项涉及３０项研究的 Ｍｅｔａ分析也支持上述观点［４１］。发育卵

泡数量和取卵数量是判断女性对促排卵反应性的两个重要

指标［３９］。

Ｂａｒａｄ及其团队发现３５ｐｍｏｌ／Ｌ（０５ｎｇ／ｍＬ）可以作为预测
取卵数量小于４个的边界值（特异度８４％，敏感度８７％）［４１］。
使用这一临界值的阳性和阴性预测率分别为７９４％和９０％。
与之相比，如将ＦＳＨ＞１２ＩＵ／Ｌ作同样标准的特异度敏感度分别
为８２２％和 ６４５％，阳性和阴性预测率分别为 ７１４％和
７７％［４０］，据此推测以ＡＭＨ作为预测取卵数量的参考标准时，准
确度与可靠程度可能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仍不能确认ＡＭＨ是否能预测ＩＶＦ
周期的怀孕率和活产率，已有研究表明，在卵巢功能减退的女

性，预测活产率高低的 ＡＭＨ边界值约为 ＜７５ｐｍｏｌ／Ｌ（１０５ｎｇ／

ｍＬ）。同样的，临床妊娠率也可以通过 ＡＭＨ相应水平进行
预测［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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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子获取成功率的预测作用

辅助生殖技术，尤其是单精子卵泡浆内注射技术（ＩＣＳＩ）的
产生使得ＮＯＡ患者生育后代成为可能，男科医生通过睾丸穿刺
或切开活检的方式为ＮＯＡ患者寻获精子更增加了这部分患者
养育携带自己遗传信息后代的希望，然而考虑到取精操作的不

确定性，目前仍缺乏一种较为可靠的预测精子获得率的模型。

以此为出发点，包括 ＦＳＨ、抑制素 Ｂ在内的激素水平、睾丸体
积、ＢＭＩ和曲细精管直径等指标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
ＡＭＨ同睾丸生精功能相关，因此也是潜在的研究对象。目前关
于其能否单独或作为已有预测模型的补充指标对取精成功率

进行预测尚无定论，现就已有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Ｆｅｎｉｃｈｅｌ等［４３］分析了ＮＯＡ人群中ＡＭＨ水平与组织学检查
检获精子的关系，发现在ＡＭＨ水平不可测的１４人中，仅有３人
寻获精子，而在ＡＭＨ水平较高的９人中有７人查见精子，故认
为相对高的ＡＭＨ水平可能代表着更佳的睾丸生精能力。

Ｌｅｅ等［１５］的研究比对了２３例生育力正常男性、１３例组织
学检查证实有精子的ＮＯＡ男性和１１例组织学检查未发现精子
的ＮＯＡ男性的血清ＡＭＨ水平，发现三组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因此认为ＡＭＨ不能作为预测 ＮＯＡ男性睾丸组织活检成功寻
获精子的预测指标。

Ｉｓｉｋｏｇｌｕ等［２７］比较了生育力正常和少弱畸精症患者精液指

标和精浆 ＡＭＨ水平，发现精浆 ＡＭＨ水平同睾丸体积、精子数
量、精子活率呈正相关，与畸形精子数呈负相关。同期研究还

分析了４０例ＮＯＡ患者的精浆ＡＭＨ水平和检获精子情况，发现
穿刺活检（ＴＥＳＥ）取精成功者占ＡＭＨ水平可测者的５７５％，而
穿刺失败者占 ＡＭＨ水平不可测者的 ５８２％。据此认为精浆
ＡＭＨ水平同精液常规检查指标相关，但并不能作为 ＴＥＳＥ的预
测指标。

Ｇｌｅｉｃｈｅｒ等［４３］分析了生育力正常、少精症和无精症人群的

精浆抑制素Ｂ和ＡＭＨ水平，认为作为独立指标使用时上述两
者均无法准确预测ＴＥＳＴ结果，但经过与血清 ＦＳＨ水平耦合后
能够构建预测效果较为满意的模型。

Ｇｏｕｌｉｓ等［３３］的研究使用抑制素 Ｂ和 ＡＭＨ作为预测指标，
比较其与传统的ＦＳＨ和睾丸体积模型预测ＮＯＡ患者细针抽吸
活检（ＦＮＡ）取精成功率的效果。研究预测并比对了５１例 ＮＯＡ
患者，发现抑制素 Ｂ、ＡＭＨ、ＦＳＨ水平和睾丸体积四项指标在独
立预测ＦＮＡ取精成功率的效果不存在差异，同时耦合了全部四
项指标的模型其预测效果与ＦＳＨ／睾丸体积模型也无显著差异。

一项涉及１３９名ＮＯＡ患者的研究亦证实，不论抑制素Ｂ还
是ＡＭＨ，都不能作为预测ＮＯＡ患者ＴＥＳＥ取精成功率的可靠指
标［４４］。

综上所述，目前ＡＭＨ在女性卵巢功能评估、ＩＶＦ周期中取
卵成功率和临床妊娠率预测中的应用已部分得到证实，同时其

在男性睾丸功能评估及新生儿隐睾的鉴别诊断方面具有一定

意义，但单独作为预测男性ＮＯＡ患者取精成功率的指标所具有
的临床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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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王晓明（１９９０—），女，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
医结合生殖医学。

△【通讯作者】孙振高，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ｚｈｅｎｇａｏ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８

不良生活习惯对男性精液质量影响的研究进展
王晓明１　孙振高２△　 杨毅１　徐凯月１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近年来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精液质量下降是导致不育的重要因素之一，精液
质量下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睾丸发育异常、泌尿生殖道感染、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从事特殊工作以

及年龄、季节、禁欲时间等，其中不良生活习惯对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不良生活习惯对男性精

液质量影响的研究成为生殖医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不良生活习惯对男性精

液质量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

【关键词】　不良生活习惯；男性；精液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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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液质量是评价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人类生存繁
衍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男性

不育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每年到医院就诊的 ７００万不孕不育夫妇中，男性因素高达
５０％［１］，其中精液质量的下降是导致不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对

精液质量的影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吸烟、

饮酒、熬夜、久坐４个方面综述其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

　吸烟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香烟中含有尼古丁、可尼丁、苯并 α－芘、一氧化碳、镉、铅

等大量有害物质，不仅是多种疾病和肿瘤的危险因素之一，而

且会严重影响男性精液质量。洪菲等［２］通过对１９７例男性不
育患者精液质量分析得知，吸烟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

形态精子百分率均低于非吸烟组，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高于非吸
烟组。Ａｓａｒｅ－Ａｎａｎｅ等［３］在９５名吸烟者与４５名非吸烟者的对
比试验中发现，吸烟者在精液量、浓度、精子活力、总精子数、游

离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和促卵泡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
ｍｏｎｅ，ＦＳＨ）水平方面均显著低于非吸烟者，且吸烟者患少弱畸
形精子症的风险高于非吸烟者。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等［４］已经证实存在

于香烟烟雾中的多环芳烃和尼古丁会导致输精管和睾丸萎缩，

并能抑制精子形成。香烟烟雾中的有害物质还可阻碍睾丸及

附睾循环和内环境的物质交换，从而对睾丸生精过程产生影

响，改变精子成熟所需要的生化条件，最终导致精子浓度降低、

活力下降，畸形精子率升高［５］。烟雾中的重金属镉可抑制含锌

和巯基的与生殖有关的酶，还可使睾丸间质细胞合成 Ｔ的能力
降低，导致生精细胞凋亡，精子数量减少［６］。此外，烟可增强精

子对酸性诱变剂的敏感性，精子链断裂增加，从而导致正常形

态精子或ａ级精子比例减少［７］。有研究表明，适量低浓度的活

性氧在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中有重要作用，但过量会导致细胞

氧化应激损伤，长期大量吸烟则会增加精浆活性氧含量，从而

使精子活力下降，死亡率增加，并影响精子顶体反应及受精能

力［８］。Ｍａｅｓｔｒａ等［９］还认为过量活性氧可导致 ＤＮＡ损伤，而
ＤＮＡ完整性异常可能是导致精液质量下降的危险因素之一。
此外，吸烟能引起精子染色体畸变，降低精子直线运动能力，从

而精液质量下降［１０］。

"

　饮酒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酒的主要成分为水和乙醇，大量饮酒不仅可损害全身各个

器官的功能，而且对男性生殖系统有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对

精液质量的影响。侯翠等［１１］对１０５０例不育患者的精液分析
示，饮酒组的精子头部异常百分率、畸形精子指数均高于非饮

酒组。王琛［１２］研究显示饮酒者精子密度、活率及ａ级精子百分
率明显降低，精子ＤＮＡ断裂指数明显增高。另有学者认为精液
量、精子活力及活率与饮酒量和酒龄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１３］。

首先，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可作用于生精细胞，使曲细精管变性

退化［１１］，还可通过损伤睾丸间质细胞，降低血清Ｔ水平，从而导
致睾丸萎缩，精子生成、分化、发育及数量、形态、功能异常［１４］。

其次，乙醇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下丘脑及（或）垂体，引起黄体

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ＦＳＨ、Ｔ的合成和分泌紊乱，进
一步影响睾丸的生精功能［１５］。Ｍｕｔｈｕｓａｍｉ［１６］认为酒精可使睾
丸内维生素Ａ的活性降低，从而引起生精上皮细胞发育不良，
睾丸萎缩，导致少精甚至无精。另有研究者认为，酒精可通过

使精子ＤＮＡ高甲基化印迹区域去甲基化的方式阻碍精子 ＤＮＡ
合成，使精子质量下降［１７］。乙醇及其代谢物亦可通过与细胞膜

某些成分结合造成精子染色体畸变［１５］，从而影响精子质量。

#

　熬夜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熬夜的现状越来

越频繁。睡眠状况不仅可影响机体内分泌、心血管、免疫和神

经系统功能，同时可影响男性生殖能力［１８］。有研究认为，睡眠

行为可能与男性生殖健康有某种内在联系，尤其是睡眠行为与

内在生理节律不匹配的状态可能与生殖健康损害有关［１９］。李

彦红等［２０］研究发现，熬夜男性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数、正常

形态精子数均低于正常。刘梅梅等［２１］则认为０时后入睡可能
使精子密度和活动率下降。熬夜可通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继而影响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导致生殖器官功能异常。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２２］发现，男性在经历２４～９６ｈ不等的睡眠剥夺后，
血浆中Ｔ水平显著降低，这是因为生育期男性 Ｔ分泌于入睡时
开始增加，并在第一个快速动眼期达到高峰，持续至醒来［２３］，睡

眠剥夺导致睡眠不足，从而抑制 Ｔ的分泌，最终影响精液质量。
此外，熬夜导致男性精神持续亢奋，这种状态可影响性激素分

泌，造成性激素水平紊乱，势必会降低精液质量［２４］。

&

　久坐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电脑办公已成为

人们工作的常态，同时汽车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车出

行，久坐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久坐不仅影响人体肌

肉与关节的功能，还会从不同方面影响男性精液质量。邸建永

等［２５］通过对１５０例不育男性患者的精液质量分析示，不育久坐
组与不育非久坐组比较，精子活率、密度、活力、前向运动精子

数均显著降低。刘福鼎等［２６］对２００例ＩＴ男性不育患者精液质
量分析示，每天久坐４ｈ以上的患者，其精子密度、活率及ａ级精
子率明显降低，液化不完全或不液化情况加重。研究表明，久

坐会导致睾丸局部散热不良，睾丸温度升高，一方面引起睾丸

内微循环改变，造成生精上皮损害和生精细胞脱落，使睾丸生

精能力下降，精子在睾丸内大量死亡，同时使精子形态异常，畸

形率增高［２７］，另一方面可造成附睾内精子出现胞浆小滴，这会

造成精子通过附睾管的速度过快，降低精子成熟度［２５］。袁

芳［２８］认为久坐会阻碍会阴部及阴囊静脉回流，导致精索静脉曲

张，局部代谢缓慢，缺氧及温度升高，从而影响睾丸生精功能，

以致精子数量减少。久坐还会使前列腺受压，导致前列腺液排

泄不畅，形成郁积，另外，憋尿使尿道压力增高，尿液易反流入

前列腺，以上均可导致前列腺炎，使前列腺液中酶的活性下降，

精液粘稠度增加，液化时间延长，同时炎症可使精液 ｐＨ值降
低，产生抗精子抗体，降低睾丸生精功能，甚至导致精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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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２９］。坐姿不同对睾丸温度的影响不同，Ｒｏｇｅｒ等［３０］研究发

现，坐时两腿交叉的睾丸温度比两腿并拢及分开时的温度高，

这是因为两腿交叉时对阴囊和睾丸的挤压力更大，因此两腿交

叉的坐姿对精液质量的影响更为严重。生育年龄男性在工作

和学习时应尽量采取两腿分开的坐姿，以减少对阴囊和睾丸的

挤压。

'

　结语
综上所述，吸烟、饮酒、熬夜、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不仅会

对人体其他器官造成危害，而且会严重影响男性精液质量，导

致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尤其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

作压力越来越大，不良生活习惯对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越来越

突出，因此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预防和积极治疗生殖感染及其

他疾病成为重中之重。要加强男性生殖健康宣传，倡导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加强锻炼，以提高精液质

量，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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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酮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
不孕症的助孕效果及卵巢功能分析
张娟娟　张春莲　王超云　张志军
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湖北 十堰，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黄体酮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症的助孕效果及对卵巢
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
者７８例。两组患者均于月经第５ｄ开始服用克罗米芬，１片／ｄ，连续使用５ｄ。对照组在促排卵治疗基础上同
时服用黄体酮胶囊，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两组患者重复上述方案３个月经周期或至
妊娠。比较两组患者妊娠率、排卵周期及性激素变化。结果：观察组３９例患者中共有２０例患者妊娠，未妊
娠为１９例，妊娠率为５１２５％；对照组３９例患者中共有１３例患者妊娠，未妊娠为２６例，妊娠率为３３３３％。
观察组总例数３９例，共７５个月经周期，其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的月经周期分别为３０个、１９个、１８个、８
个，总有效率为８９３３％；其中治愈、显效、有效、无效的月经周期分别为２３个、１０个、２４个、１９个，总有效率
７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ＬＨ、Ｔ、ＬＨ／ＦＳＨ均有所下降，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结论：黄体酮联合复方玄驹胶
囊可以有效改善多囊卵巢综合症所致不孕症患者卵巢功能，提高妊娠率，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　黄体酮胶囊；复方玄驹胶囊；多囊卵巢综合征；妊娠；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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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育龄
期妇女最常见的代谢异常性疾病，无排卵是本病的基本特征之

一，严重影响妇女生殖功能［１，２］。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改善 ＰＣＯＳ
患者代谢及内分泌失调有助于卵巢功能恢复及提高妊娠

率［３，４］。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以调整月经周期、促排卵、降低雄激

素等为主要手段［５］。近年，在西药调整周期、促排卵基础上联

合中药治疗ＰＣＯＳ的相关临床研究为治疗此类不孕症患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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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思路。本研究旨在探讨黄体酮联合治疗ＰＣＯＳ所致不孕
症的助孕效果及卵巢功能，现报道如下。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我院妇产科门诊
就诊的 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７８例，诊断标准：根据鹿特丹由欧洲
人类生殖协会和美国生殖医学协会联合发起的 ＰＣＯＳ诊断标
准。所有资料志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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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或肢体残疾；（４）
排除输卵管、免疫等原因的不孕症患者；（５）排除男方因素。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３９例，观察组平均年
龄（２６３±１４）岁，病程（２３±０７）年，对照组平均年龄（２５９
±１３）岁，病程（２４±０８）年，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两组患者均于月经第５ｄ开始口服克罗米芬
（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１９７０），１片／ｄ，连续
使用５ｄ。在经期第１１ｄ左右行Ｂ超检查，了解患者卵泡和子宫
内膜情况，当卵成熟时，予１００００ＩＵ注射用绒促性素（ＨＣＧ）肌
注促进排卵并指导同房。对照组在促排卵治疗基础上同时服

用黄体酮胶囊（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１９０２）１００ｍｇｂｉｄｐｏ，由排卵后连续服用２周。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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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随访３个月或至妊娠后结束。（１）两组患者均

在同房后１４ｄ查血ＨＣＧ以确定是否怀孕，确认怀孕者登记为妊
娠，未确认怀孕者继续监测血ＨＣＧ，共监测３个月经周期，仍未
怀孕者为未妊娠。统计两组患者妊娠率。（２）卵泡及排卵标
准：卵泡发育正常，直径达１８～２５ｍｍ，有排卵征象为治愈；卵泡
直径达１４～１８ｍｍ，接近排卵征象为显效；卵泡直径较治疗前体
积增大，但生长缓慢为有效；卵泡无明显变化为无效。（３）测定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泡雌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ＬＨ／
ＦＳＨ、睾酮（Ｔ）。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运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
卡方比较，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妊娠情况比较

观察组３９例患者中共有２０例患者妊娠，未妊娠为１９例，
妊娠率为５１２５％；对照组３９例患者中共有１３例患者妊娠，未
妊娠为 ２６例，妊娠率为 ３３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ＰＣＯＳ患者排卵周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例数３９例，共７５个月经周期，其中治愈、显效、有
效、无效的月经周期分别为３０个、１９个、１８个、８个，总有效率
为８９３３％；对照组３９例患者共７６个月经周期治愈、显效、有
效、无效的月经周期分别为２３个、１０个、２４个、１９个，总有效
率７５％。
２３　两组ＰＣＯＳ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ＬＨ、Ｔ、ＬＨ／ＦＳＨ均有所下降，且观察组优
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ＰＣＯＳ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ＦＳＨ Ｔ（ｐｇ／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７ ６２４±１３２ １７３１±３２４ ３１４±０５６ １３５±０３２

治疗后 １７ ５２８±０３０＃ ４１３±１２６＃ １０３±０２４＃ ０４６±０１３＃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７ ６１６±０３６ １６２７±２８９ ２８９±０７４ １２９±０３７

治疗后 １７ ５５６±０２３ ９４２±１２６ １３５±０２３ ０８３±０１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ＰＣＯＳ是一种以月经失调、排卵障碍及不孕为主要表现的

生殖功能障碍的慢性内分泌紊乱综合征［６－８］。ＰＣＯＳ患者多表
现为原发性不孕，部分为继发性不孕。卵巢可以周期性产生雌

激素、孕激素等性激素，并促进卵泡生长发育，定期排卵［９，１０］。

ＰＣＯＳ因下丘脑－垂体 －卵巢轴内分泌功能失调，而最终导致
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失调，进而引起卵泡发育障碍，难以排

卵［１１］。ＰＣＯＳ患者体内激素异常表现为高 ＬＨ和无周期性变化
的ＦＳＨ、ＬＨ／ＦＳＨ及Ｅ２水平升高。

目前针对ＰＣＯＳ不孕患者的主要治疗目的是通过调整机体

状态，逐渐建立有排卵的月经周期，恢复生育能力。临床多采

用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但胃痛、肿胀、下腹部疼痛或盆腔疼痛

等副作用较为明显［１２］。

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精血同源，肾精参与经血生成，

与月经关系甚为密切，因此，有关生殖与月经方面的治疗，多从

肾入手，补肾为 ＰＣＯＳ的治疗大法。先天禀赋不足，房事不节，
邪气损伤，造成肾之阴阳失调，冲任失养或不畅，以致出现月经

不调和不孕。脾阳根于肾阳，肾阳不足，阳虚火衰，则无以温煦

脾阳，脾肾阳虚，运化功能失调，聚湿为痰，故脾肾阳虚为本，痰

湿内阻为标，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为ＰＣＯＳ的主要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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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克罗米芬促排卵基础上，对照组联合使用黄体酮

胶囊，观察组联合使用黄体酮胶囊及复方玄驹胶囊。观察组患

者妊娠率较对照组高，且排卵周期，ＦＳＨ、ＬＨ、二者比值等优于
对照组。克罗米芬通过其较强的抗雌激素作用诱发排卵。有

临床研究证实外源性补充孕激素可以升高局部子宫内膜孕激

素受体水平，进而达到治疗不孕和流产的效果［１３，１４］。黄体酮胶

囊作为孕激素之一，不仅可以使子宫内膜由增生期转化为分泌

期，逐渐促进子宫内膜成熟，定期剥脱形成周期性月经；而且在

妊娠早期稳定子宫内膜发挥保胎作用，是保证妊娠所必需的条

件之一［１５－１７］。复方玄驹胶囊内含枸杞子、蛇床子、淫羊藿、大

黑蚂蚁等药物，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以上药物具有调节性激素、

促进排卵及排卵功能［１８］，这可能是观察组患者排卵周期、性激

素水平及妊娠率优于对照组的原因。观察组患者克罗米芬与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使用可以提高 ＰＣＯＳ体内雌激素含量，促进
卵泡发育及排卵，减少克罗米芬单独使用所致妊娠率低及子宫

内膜变薄的风险，进而改善症状，提高受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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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在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
引产中的应用价值评价
何丽娜　李慧△

西安长安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１６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引产临床价值，以期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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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８２例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照组４１
例，予羊膜腔穿刺引产；观察组４１例，予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后在相关指标和并发症指
标变化。结果：观察组引产成功率，产程、诱发临产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失血量、住院天数、恶露时间、月

经复潮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下腹疼痛、腰部不适、月经改变、潮
热盗汗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发热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症状、活
动能力、社交心理评分上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以上评分均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引产临床效果显著，出血少、引产成功率高，
恢复快。

【关键词】　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中期妊娠；胎盘前置；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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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盘前置属于异位妊娠类疾病，而中期妊娠（即孕周≥２８
周）出现胎盘异常附着在子宫下段，严重者会出现在胎盘下缘

或宫颈内口覆盖，胎盘附着位置较胎先露部位更低。目前受受

孕年龄推迟、人工流产率高和剖宫产率高等因素的影响，前置

胎盘发生率逐渐升高。对胎盘前置状态出血不能控制必须终

止妊娠，经阴道分娩容易出现大出血、羊水栓塞等；剖宫产对产

妇损伤大，术中更可能因不能控制出血而切除子宫［１］。故选择

一种合适方法治疗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至关重要。我院就

采用子宫动脉栓塞术介入治疗在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引产

取得很好效果，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病例来源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８２例
中期妊娠胎盘前置状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两组患

者在年龄、孕周、产妇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组间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孕周

（周）

产妇类型

初产妇 经产妇

对照组 ４１ ３１．８±２．４ ２１．６±１．１ ８ ３３

观察组 ４１ ３１．５±２．３ ２１．５±１．３ ９ ３２

１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经 Ｂ超证实中期妊娠且胎盘前
置状态。

１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２０～４５岁之间，符合中期妊娠胎盘前
置状态诊断标准；遵循自愿、保密、公平、有易无害原则签署知

情同意书；因阴道流血不止、死胎、胎儿畸形、计划外妊娠等需

进行引产术。

１１４　排除标准　年龄２０～４５岁之外；不符合以上诊断者；其
他原因行引产术者；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予羊膜腔穿刺引产。患者入手术室，排空膀胱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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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卧位，穿刺点取羊水最多处，用７号腰椎穿刺针垂直刺入羊膜
腔后拔出枕芯，有羊水溢出后用装有 １００ｍｇ依沙吖啶注射液
（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４５０２０６０６，生产批号：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０３）的注射器和腰椎穿刺针连接，回抽有絮状
物后注入５０％药物再次回抽，见仍有羊水流出则继续推药物，
将药物推注完毕后拔出针芯，无菌纱布按压针眼后用胶布固

定，转回病房观察分娩后则常规清宫治疗。

观察组予子宫动脉栓塞术。患者取仰卧位。局麻成功后

采用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取右侧股动脉为穿刺点，成功后将导管送入
腹主动脉分叉上２～３ｃｍ处进行血管造影，观察子宫动脉走行，
然后将导管插入左侧子宫动脉，再次确认无误后在透视下将明

胶海绵颗粒（杭州艾力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国食药监械（准）

字２０１０第３７７１２０５号，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２０１５０９１６）在３０ｍｉｎ
内缓慢均匀栓塞子宫动脉，成功后动脉造影确认无血流通过则

栓塞成功，同样操作对对侧进行子宫动脉栓塞，成功后对穿刺

点加压包扎２４ｈ，下肢制动２４ｈ，密切注意下肢是否有渗血，足背
动脉搏动是否存在等。常规应用抗菌药物，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观察指标　观察引产成功数，产程、诱发临产时间、失血
量、Ｈｂ水平、住院天数、恶露时间、月经复潮时间变化情况，观察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是否有下腹疼痛、腰部不适、发热、月经

改变、潮热盗汗等现象。参照圣乔治呼吸问卷调查表，从症状、

活动能力、社会心理３个方面进行生活质量评分，满分为 １００
分，分数越高，则质量越差［２］。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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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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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引产成功率等指标比较

观察组引产成功率 １０００％（４１例），对照组引产成功率
８５４％（３５例），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产
程、诱发临产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失血量、住院天数、恶露

时间、月经复潮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在Ｈｂ水平则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两组并发症比较

两组在下腹疼痛、腰部不适、发热、月经改变、潮热盗汗发

生率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治疗后症状、活动能力、社交心理评分上较治疗前均

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以上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２　两组引产成功率等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产程（ｍｉｎ） 诱发临产时间（ｈ） 住院天数（ｄ） 失血量（ｍＬ） Ｈｂ水平（ｇ／Ｌ） 恶露时间（ｄ） 月经复潮时间（ｄ）

对照组 ４１ ３４４５３±４２１３ １９４１±２６７ ９５６±３２４ １２４６４±１０５６ １１０４５±７８４ ２１４５±４６７ ４６１３±４５７

观察组 ４１ ５１５２７±５７４６ ２３７４±３６８ ５４２±２４５ ９５２２±６２３ １２１４４±９５６ １４５３±２５８ ３６８１±３１４

ｔ／χ２ ８９２５ ９０４１ ７８９４ ８９０５ １０４６ ８９７５ ８９７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下腹疼痛 腰部不适 发热 月经改变 潮热盗汗

对照组 ４１ ６（１４６３） ６（１４６３） ３（７３２） ５（１２１９） ５（１２１９）

观察组 ４１ ２（４８８） ２（４８８） ９（２９５） １（２４４） １（２４４）

χ２ ６７８３ ７０２４ ６７８３ ６７２４ ５８９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例数
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活动能力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社交心理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１ ６８．２４±６．７３ ５６．１３±５．１５ ６５．７１±４．５７ ５７．９７±５．１２ ６１．３４±３．７８ ５２．１１±２．７９

观察组 ４１ ６８．３１±６．７５ ４８．９２±４．５１＃ ６５．７４±４．５４ ４９．８７±４．１５＃ ６１．４１±３．７３ ４４．５１±２．３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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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中期妊娠胎盘占宫腔面积１／２左右，随着妊娠继续，子宫下

段完全前于宫颈内口，会出现阴道大出血，保守治疗效果不佳

需及时终止妊娠。虽然剖宫产是终止妊娠良好选择，但剖宫产

损伤大，２年内不宜再次妊娠，甚至因大出血而需切除子宫，无
子女的产妇往往不易接受［４，５］。

子宫动脉栓塞术凭借微创、安全、快捷、高效等特点，近些

年来广泛运用在各类疾病中。在本次研究疾病中，动脉栓塞术

后胎盘能阻断胎儿死亡，子宫平滑肌细胞因缺血、缺氧而引起

反射性、阵发性收缩，诱发和促进引产，从而达到引产目的［６］。

加上妊娠期妇女盆腔血管网丰富，双侧子宫动脉广泛侧支吻

合，卵巢动脉末梢在宫角附近和子宫动脉上行卵巢支吻合，而

栓塞子宫动脉后能暂时性阻断子宫血流供应，加上侧支循环快

速建立不会引起子宫肌组织缺血坏死。但子宫栓塞经过１～２ｄ
后血栓能自行溶解，恢复子宫血供，故子宫动脉栓塞术后要尽

快行引产术［７，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下腹疼痛、腰部不适、发热、月经改变、

潮热盗汗上两组比较差异显著，子宫动脉栓塞术后发热比率较

多，可能是发热多由于栓塞剂反应，坏死组织吸收热等引起［９］，

但对症处理后效果均满意。而羊膜腔穿刺引产组腰部不适较

为明显可能和穿刺后局部疼痛有关，加上组织充血水肿等引起

细胞内钾离子能外流，刺激痛觉而引起疼痛。月经改变、潮热

盗汗则和引产药物有关［１０，１１］。

结果显示，在引产成功率、产程、诱发临产时间、失血量、住

院天数、恶露时间、月经复潮时间等方面两组有显著差异，这可

能是由于子宫动脉栓塞术是用体积较大的明胶海绵颗粒，仅仅

是栓塞子宫动脉主干和较大血管分支，对子宫侧支循环供血影

响性不大，故不会造成子宫或其他盆腔脏器缺血坏死［１２，１３］。且

子宫动脉栓塞术微创，在造影剂下能仔细辨别子宫动脉，损伤

其他动脉可能性低，故创伤性小，在失血量上也低，这也缩短了

恶露时间、月经复潮时间［１４］。同时微创手术对产程影响不明

显，故在产程、诱发临产时间上也无明显变化。结合在住院时

间上明显缩短，可见子宫动脉栓塞术有恢复快、损伤小、止血彻

底确切、并发症少等优势。这也就是在症状、活动能力、社交心

理评分等生存质量评分上显著改善的原因所在［１５，１６］。

总之，子宫动脉栓塞术应用在中期妊娠前置胎盘状态引产

下不仅能促进引产，阻断胎盘血流，且能预防大出血，直接栓塞

子宫动脉，阻断子宫血流，减少各种并发症，从而达到止血目

的，也能保留生育功能。栓塞血管在２周内即可恢复，对子宫生
育功能影响性低［１７，１８］，且该方法微创，避免切除子宫、羊水栓塞

等可能，并发症少，即使出现并发症也是暂时的，对症处理后会

很快消失，影响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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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梅毒感染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临床调查
研究
胡雪媚１　吕叶露１　胡晓薇１△　蒋建平２

１丽水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３２３０００
２浙江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摘　要】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为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孕
妇临床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期间收治的３２４例妊
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统计孕妇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情况，比较不良妊娠结局和正常妊娠结局两组患者临

床资料的差异，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发生妊娠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结果：３２４例
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中有２４例（７４１％）出现不良妊娠结局，对正常组３００例患者和不良结局组２４例患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结果显示，产次、年龄、就诊时梅毒分期、其它传染病、驱梅疗程、随访执行情况是影响妊

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就诊时梅毒为中晚期期、有其它传染
病、完成驱梅疗程≤１、未严格执行随访计划是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不良的危险因素。结论：妊
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病率较高，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感染不良妊娠结局的因素较多，在加

强对孕妇进行梅毒筛查的同时，应加强梅毒感染孕妇的后续治疗和管理，确保梅毒感染得到有效控制，降低

梅毒感染对妊娠结局的不良影响，提高孕妇的妊娠预后。

【关键词】　妊娠合并梅毒感染；不良妊娠结局；危险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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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合并梅毒感染近年来呈上升之势，临床对妊娠梅毒感
染的妊娠结局调查较多，众多资料显示［１，２］，妊娠梅毒患者的不

良妊娠结局明显高于正常妊娠者。妊娠合并梅毒者不良妊娠

结局较为常见的有流产、早产、死胎、死产、宫内窘迫、早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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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儿、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等［３，４］。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属高危

妊娠，是母婴安全的不利因素。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我院近年来

收治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３２４例，通过比较不良妊娠结局和正
常妊娠结局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发生

不良妊娠结局的因素，探讨改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妊娠结局的

措施，提高此类孕妇的母婴安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共收治妊娠合并梅毒感
染患者３２４例，对这些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纳入标准：（１）符合梅毒感染诊断标准；（２）在我院建立孕
妇保健卡；（３）按照我院孕妇保健规定定期就诊；（４）在我院生
产新生儿；（５）资料保存完整。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梅毒感染诊断标准；（２）未在我院生
产；（３）临床资料均保存不完整。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实施。根据孕妇妊娠结局分为正常妊娠组和不良结

局组。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统计孕妇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情况，比较不
良妊娠结局和正常妊娠结局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分析的

临床资料项目为：年龄、孕次、梅毒感染分期、其它传染病、驱梅

方案执行情况、干预时机、驱梅方案后的随访执行情况等。分

析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发生妊娠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将对不良

妊娠结局有影响的因素再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分析妊
娠合并梅毒感染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针对危险因

素探讨预防妊娠合并梅毒感染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措施。

１２２　妊娠合并梅毒感染诊断方法　所有孕妇均经梅毒螺旋
体血清试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和毒螺旋体明胶凝

集试验），两项检查均为阳性者诊断为妊娠合并梅毒感染。

１２３　妊娠合并梅毒患者治疗方法　早期患者：肌注苄星青霉
素（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生产批号：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２４０万ＩＵ，１次／周，连续３周为１
个疗程。晚期梅毒患者：在妊娠期头尾３周各进行１个疗程的
驱梅治疗，方法同早期患者。病期不确定者按晚期梅毒治疗。

１２４　新生儿梅毒诊断方法　新生儿做血清学检测，在新生儿
体内查到螺旋体或抗原或检测抗病毒的 ＩｇＭ阳性，脐带血或血
中ＲＰＲ滴度高于母血的４倍，确诊为先天梅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妊娠结局的危险
因素，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良妊娠结局情况

３２４例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中有２４例出现不良妊娠结
局，不良结局发生率为７４１％。
２２　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因素分析

对正常组３００例患者和不良结局组２４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分析，结果显示，产次、年龄、就诊时梅毒分期、其它传染病、驱

梅疗程、随访执行情况是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

的相关因素。见表１。

表１　妊娠合并梅毒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因素分析

临床因素
不良结局组

（２４）
正常妊娠组

（３００）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６ １４（５８３３） １７５（５８３３）

　＞２６ １０（４１６７） １２５（４１６７） １０６８ ＞００５

产次（次）

　≤２ １８（７５００） ２２８（７６００）

　＞２ ６（２５００） ７２（３４００） ０８９３ ＞００５

就诊时梅毒分期

　早期 ８（３３３３） ２５６（８５３３）

　中期 ９（３７５０） ２９（９６７）

　晚期 ７（２９１７） １５（５００） ９４８２ ＜００５

其它传染病

　有 １６（６６６７） １０５（３５００）

　无 ８（３３３３） １９５（６５００） １１５８３ ＜００５

完成驱梅疗程

　≤１ １２（５０００） ２８４（９４６７）

　＞１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６（５３３） ２１６８４ ＜００５

随访执行

　完整执行 １１（４５８３） ２６８（８９３３）

　执行不完整 １３（５４１７） ３２（１０６７） ２５７８３ ＞００５

２２　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就诊时梅毒为中晚期、有其它
传染病、完成驱梅疗程≤１、未严格执行随访计划是妊娠合并梅
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不良的危险因素。见表２。

表２　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相关因素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梅毒分期 １２３７ １０１２～４８９３ ＜００５

其它传染病 １４９８ １０９２～４５６３ ＜００５

完成驱梅疗程 ２７８３ １３２３～５８８２ ＜００５

随访计划执行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８～１６２７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以及性观念的改变，性病的发病率呈上

升之势，尤其在性生活频繁的育龄人群中性病发病率升高较

快。梅毒感染是临床较为常见的性病之一。感染梅毒患者的

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妊娠妇女感染梅毒，不仅影响

孕妇自身的生命安全，还可导致异位妊娠，梅毒还可通过胎盘

经血液垂直传播给胎儿，导致胎儿在母体内发育不良，或胎儿

感染梅毒，严重者甚至导致流产、死胎，使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

几率大大提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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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梅毒感染在妊娠妇女中的感染率为２％～５％［７］，

根据我国的育龄人口情况，２％ ～５％的孕妇是一个庞大的群
体，因此，对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的临床研究显得尤其重要。近

年来，临床对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调查增

多，但对其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原因分析的临床文献相对较

少［８，９］。只有充分认识影响妊娠梅毒感染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

影响因素，才能在临床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改善妊娠合并梅毒

感染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提高人口素质［１０－１２］。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我院近年来收治的妊娠合并梅毒感染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３２４例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
中有２４例（７４１％）出现不良妊娠结局，对妊娠正常的患者和
不良妊娠结局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就诊时梅毒为中晚期、有其它传染病、完成驱梅疗程

≤１、未严格执行随访计划是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
不良的危险因素。根据调查结果，临床应加强如下工作，提升

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妊娠结局质量。（１）加强育龄女性的健
康宣教，提升女性孕前防梅毒感染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妊娠

合并梅毒感染患者中，梅毒感染中晚期患者共有１７例，说明妊
娠者对梅毒感染的防范意识较差，妊娠前未进行相关筛查，妊

娠后也未及时进行筛查。临床研究资料［１３，１４］显示，早期梅毒通

过可靠的梅毒治疗方案可有效控制梅毒发展，降低对患者的危

害。在妊娠者中可有效降低对胎儿的危害。（２）加强孕妇的梅
毒筛查。国家有孕妇建档保健的基本制度，孕妇一旦建档，不

仅要对其进行胎儿的检查，更应加强对孕妇身体状况的检

查［１５，１６］，尤其是感染类疾病的筛查，确保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

者得到及早治疗，降低对胎儿的危害。（３）加强妊娠合并梅毒
感染患者的治疗督促。梅毒感染患者严格执行梅毒治疗方案

和疗程，是可以得到痊愈的，但临床仍有部分患者对遵医治疗

缺乏足够重视，不按照既定方案执行治疗，使梅毒反复感染，增

大了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１７，１８］。（４）加强妊娠合并梅毒感染
患者的随访。梅毒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切实可靠，是确保妊娠

合并梅毒感染患者获得正常妊娠结局的基础。而治疗方案的

疗效需要通过随访来进行确认，由于患者的耐药、药物过敏或

其它原因，相同的梅毒治疗方案，在不同的个体中所能获得的

临床疗效并不完全一致，这就需要通过随访，来确认患者的治

疗效果，以保证复发者或者疗效不佳者调整治疗方案，获得确

切的疗效。

综上所述，妊娠合并梅毒感染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病率

较高，影响妊娠合并梅毒感染不良妊娠结局的因素较多，在加

强对孕妇进行梅毒筛查的同时，应加强梅毒感染孕妇的后续治

疗和管理，确保梅毒感染得到有效控制，降低梅毒感染对妊娠

结局的不良影响，提高孕妇的妊娠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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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梅毒患者发生围产儿死亡２０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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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２南京江北人民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２０例感染梅毒的孕妇发生围产儿死亡的临床特点及探讨防治措施。方法：对
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发生围产儿死亡的２０例梅毒孕妇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生围产儿死亡的梅毒孕产妇２０例，１２例（６０％）孕产妇孕期未建卡，８例建卡的孕
妇中仅５例（２０％）正常产检，且均行驱梅治疗。２０例孕妇中１６例（８０％）无业，仅２例为大专以上学历。分
娩前梅毒血清学高滴度（ＲＰＲ≥１∶８）的孕妇有１５例，其中１１例（７３３％）死婴为梅毒儿；低滴度（＜１∶８）的
孕妇有５例，仅有１例（２０％）为梅毒儿。２０例中有１４例为死胎，其中有９例（６４３％）考虑胎传梅毒；６例新
生儿死亡中３例（３３３％）具有梅毒儿的特征。结论：开展围产期产检非常重要，应加强人群健康教育和孕
前孕期梅毒血清筛检管理，及时行驱梅治疗，努力将梅毒对妊娠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围产儿死亡；预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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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为梅毒螺旋体引发的侵犯多系统的慢性传
染性疾病［１］，临床表现比较复杂，全身各个器官都有可能被侵

犯，导致多器官脏器造成损害，可产生各种症状及体征，并可以

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导致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梅毒，危害

极大［２，３］。本研究回顾性总结２０例发生围产儿死亡的妊娠期
梅毒孕妇的临床资料，分析梅毒孕妇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以期提高对妊娠合并梅毒的重视，并探索防治措施。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妇产科确诊住院的２０例妊娠合并梅毒发生围产儿死亡患者的
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特点、孕期的治疗、围

产儿情况等。排除风疹、弓形虫、巨细胞病毒感染，排除心、肝、

肾、子宫等重要器官病变及高血压 、糖尿病，排除放射线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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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遗传性疾病等。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诊断标准
孕妇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查，检查包括两类梅毒螺旋体血清

试验（用于梅毒筛查和疗效追踪）：（１）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
片试验（ＲＰＲ）；（２）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双阳性
者确诊为梅毒。

围产儿死亡：采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围产儿死亡率
的统计标准［４］，即妊娠满 ２８周（胎儿体重≥１０００ｇ或身长≥
３５ｃｍ）至产后１周所发生的死胎、死产、新生儿死亡。
１３　治疗方法

妊娠期梅毒的治疗方式：（１）孕早、中期发现者，予苄星青
霉素（石家庄中诺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２９１，生产批
号０９０２７４３１２）２４０万Ｕ双臀肌肉注射，每周１次，３次为１个疗
程，孕晚期再治疗１个疗程；（２）孕晚期初次发现梅毒抗体阳性
孕妇予头孢曲松钠（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３０３８，生产批号０９０５１６２３３）２０ｇ每日１次静脉滴注，１０
～１５ｄ为１个疗程。新生儿出生后予苄星青霉素５万 Ｕ／ｋｇ肌
肉注射进行预防性治疗

１４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历资料，分析发生围产儿死亡的妊娠期梅毒

孕妇的一般情况、临床特点、孕期的治疗情况、效果及妊娠结局

等，了解梅毒孕妇的高危因素，以期使梅毒孕妇获得更科学的

围产期管理。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２０例梅毒孕产妇年龄在 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为
２６５岁。此次孕期发现梅毒感染者１７例，仅３例为孕前发现
梅毒感染（２例为经产妇，１例为初产妇）。２０例梅毒孕妇中初
产妇有１５例，经产妇５例（均是二胎）。２０例孕妇中城乡比例
为１∶１，流动人口１５例。仅２例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余１８例为
小学至初中学历。无业或待业者１６人。

本组２０例围产儿死亡中，死胎１４例，其中９例有梅毒儿的
外部特征；１例孕妇合并子痫前期重度；１例为脐带扭转；２例死
胎原因不详；１例已在外院行引产术后转入我院，娩出死胎外观
正常。６例新生儿死亡中３例具有梅毒儿的特征；１例为双胎中

一胎畸形；１例未足月胎膜早破、宫内感染、早产（孕３２周）；１
例产程中出现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死亡。

２２　建卡及产检情况
本研究中２０例梅毒孕产妇中１２例未建卡，８例建卡者，早

孕建卡５例，均正常产检，其中１例建卡时ＰＲＰ（－），孕中期发
现ＲＰＲ高滴度，苄星青霉素治疗１次后早产，新生儿有梅毒儿
外观，后死亡。１例建卡时ＲＰＲ阳性，未予重视治疗，孕２８周左
右予苄星青霉素肌注１次后发现胎死宫内，其余３例正规治疗，
均行２疗程治疗；中孕建卡１例，予苄星青霉素治疗１疗程后
ＲＰＲ转阴，后因早产儿、感染放弃新生儿；晚孕建卡２例，均产
检１次并予苄星青霉素治疗１次后发现胎死宫内。
２３　梅毒抗体滴度及治疗情况（药物、疗程）

２０例孕妇中高滴度１６例（ＲＰＲ≥１∶８，其中２例１∶８，２例
１∶１６，７例１∶３２，４例１∶６４，１例１∶１２８），４例低滴度（ＲＰＲ＜１∶８）。
２０例中有８例行抗梅治疗，其中４例在苄星青霉素肌注１次后
发现胎死宫内，此４例均在妊娠晚期才发现梅毒感染（孕周在
２９～３１周）。完成 １个疗程治疗的有 １例，其治疗效果显著
ＲＰＲ转为阴性，但后因胎膜早破、早产、宫内感染等原因放弃了
新生儿抢救。３例完成２个疗程治疗，其围产儿均无梅毒儿特
征，１例苄星青霉素治疗效果较差，足月分娩时 ＲＰＲ仍为高滴
度１∶３２，胎儿娩出后尸检证实胎盘感染梅毒；１例因胎膜早破、
双胎剖宫产后发现一围产儿伴尿道下裂、膈疝，家属放弃抢救，

治疗期间梅毒血清血固定为１∶２；１例因胎动消失发现胎儿死
亡，分娩后发现脐带扭转、羊水近无。

２４　分娩方式及分娩前梅毒滴度分析
２０例围产儿死亡病例中，９例利凡诺羊膜腔内注药引产；１

例催产素引产；７例阴道自然分娩；３例剖宫取胎，其中１例因前
置胎盘、臀位、胎膜早破，１例为双胎，１例因胎儿宫内窘迫。

分娩前１５例孕妇为高滴度（ＲＰＲ≥１∶８，其中２例１∶８，２例
１∶１６，７例１∶３２，３例１∶６４，１例１∶１２８），４例低滴度（ＲＰＲ≤１∶２，
另１例高滴度（１∶３２）治疗后转阴，但因胎膜早破、早产、感染等
原因放弃了新生儿。４例ＲＰＲ低滴度孕妇中有１例胎儿四肢蜕
皮严重，考虑胎传梅毒可能。１例为双胎中一胎畸形，１例因脐
带扭转、羊水近无发生胎死宫内，１例分娩后胎儿外观未见明显
异常。见表１。

表１　围产儿死亡发生的情况

例数
死胎

梅毒儿 非梅毒儿
死产

新生儿死亡

梅毒儿 畸形 早产儿 胎窘

ＲＰＲ≥１∶８ １５ ８ ３ ０ ３ ０ ０ １

ＲＰＲ＜１∶８ ５ １ ２ ０ ０ １ １ ０

２５　围产儿死亡临床特征及表现
分娩出男死婴女死婴各半。其中羊水正常８例，１例分娩

后发现羊水近无，５例羊水Ⅲ度污染，３例Ⅱ度污染，１例Ⅰ度污
染，２例羊水血色，考虑围产儿死亡多日。本组研究中只有１例
进行尸检，其提示胎盘感染梅毒，新生儿外观未见异常。２０例

围产儿死亡中８例外观无异常，１２例外观均存在各种异常，如：
皮肤蜕皮、水泡、腹部膨隆、阴囊水肿、脑水肿、胎儿全身水肿苍

白、心脏畸形、脐带苍白。皮肤苍白水肿可能与死胎发生时间

久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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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育龄妇女的梅毒发病率逐年上升，在国内多数地

区，妊娠合并梅毒发病率为２‰～５‰［５－７］。妊娠期梅毒的发病

率与孕妇的文化程度年龄职业等因素有关，好发于文化程度

低、无正式工作、２０～３９岁性活跃的孕妇［８，９］。

２０１０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梅毒治疗指南中明确建议每
位孕妇均应在第１次产前检查时实施梅毒血清学筛查，对梅毒
高发区孕妇或梅毒高危孕妇２８～３２周及临产前再次筛查［１０］，

并且根据孕妇梅毒分期来采取相应治疗。国外控制梅毒的项

目显示，产前梅毒检测和及时治疗ＲＰＲ反应阳性的母亲可有效
改善妊娠结局［１１，１２］。

本组研究的２０例围产儿死亡病例中孕产妇均处于性活跃
期，城乡比１∶１，１６人（８０％）为无业或待业者，总体文化程度较
低。１２人（７０％）孕期未正常产检，其中１人孕前已知感染梅毒
仍未建卡产检，孕产妇对孕产检缺乏重视，未积极治疗干预导

致围产儿死亡。正常建卡产检的５人中有１例孕早期 ＲＰＲ阴
性，孕３０＋周发现ＲＰＲ１∶３２，予苄星青霉素治疗１疗程后 ＲＰＲ
仍为１∶３２，考虑其为孕中晚期感染，虽展开积极治疗但预后仍
较差。其中有１例孕早期产检时即发现 ＲＰＲ阳性，未予重视、
治疗处理，虽晚期予苄星青霉素治疗１次，但治疗后发现胎死宫
内。此说明不仅仅需加强孕产妇管理，也需加大医护人员对梅

毒感染孕妇的重视，需及时发现及时正规治疗，积极改善围产

儿预后。

吉－海反应为驱梅治疗后梅毒螺旋体被杀死后释放出大
量异种蛋白和内毒素，引起机体产生强烈的变态反应［１３，１４］。孕

妇与胎儿梅毒感染严重者治疗后吉 －海反应、早产、死胎发生
率高［１５］。对妊娠晚期非螺旋体试验抗体高滴度（如 ＲＰＲ≥１∶
３２）患者治疗前口服强的松５ｍｇ，４次／ｄ，共４ｄ，可减轻吉 －海
反应［１６］。本研究８例驱梅治疗的孕产妇中有４例苄星青霉素
肌注１次后发现胎死宫内，因此发现ＲＰＲ阳性后需及时评估胎
儿宫内情况，告知孕产妇梅毒感染及治疗过程中的相关风险，

如胎传梅毒、畸形、早产、胎死宫内等等情况，降低医患矛盾，构

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本院在此方面较为重视，未出现此方面的

医患纠纷。

有研究表明，梅毒螺旋体侵入胎盘以后引起小动脉内膜炎

而导致管腔狭小甚至表现梗死，引起胎盘功能严重障碍，同时

可通过胎盘传染胎儿，导致围产期大量发病和死亡［１７，１８］。本组

研究中虽绝大部分未进行尸检，但就外观而言，有１２例（７０％）
存在各种异常，如皮肤蜕皮、腹部膨隆等等，考虑其胎传梅毒可

能性较大。２０例围产儿死亡中只有２例产检 Ｂ超发现胎死宫
内，２例Ｂ超发现畸形入院引产，绝大部分（８０％）因腹痛、阴道
流水、胎动消失或减少这些自觉症状入院，充分说明开展围产

期产检的重要性，加强孕妇管理，使孕妇充分了解孕期保健及

自我监护的重要性。应加强人群健康教育和孕前孕期梅毒血

清筛检管理，及时行驱梅治疗，努力将梅毒对妊娠的危害降至

最低限度，适时终止妊娠，减少围产儿死亡的发生，提高产科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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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自拟中药祛疣方外洗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医院治疗并分娩的合并妊娠期尖锐湿疣孕妇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每组６０例，两组患者均给予ＣＯ２激光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中药外洗，观察治疗效果及妊
娠结局。结果：观察组治愈３７例，有效１９例，无效４例，复发６例，治疗有效率为９３３％，复发率为１００％。
对照组治愈２６例，有效２０例，无效１４例，复发１７例，治疗有效率为７６７％，复发率为２８３％。观察组治疗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妊娠结局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自拟中药祛疣方外洗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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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
疾病，中医学将尖锐湿疣化为“千日疮”范畴，认为其发病机理

与气血失和、房事不洁、腠理不密等相关［１］。妊娠期孕产妇因

身体免疫能力及激素水平等生理变化，更易罹患尖锐湿疣，且

生长更为迅速、病灶脆弱［２］。选择何种治疗方式以减小其对孕

产妇及胎儿的损害、降低孕产妇的不适对妊娠期尖锐湿疣尤为

重要［３］。本次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医
院治疗并分娩的合并妊娠期尖锐湿疣孕妇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
分析并探讨自拟中药祛疣方外洗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床

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医院治疗并分娩
的合并妊娠期尖锐湿疣孕妇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１～３９
岁，平均年龄（２７９３±３３４）岁。纳入标准［４］：（１）有非婚性接
触史或间接感染史或配偶感染；（２）有典型的临床症状；（３）醋
酸白试验结果阳性。排除标准：（１）妊娠期高血压患者；（２）妊
娠期其他严重内外科合并症患者；（３）治疗禁忌者；（４）未签署
知情同意书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符合伦理规范，

同意研究。现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０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孕周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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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孕妇临床资料对比

组别 平均年龄（岁） 平均孕周（周） 平均病程（周）

观察组（ｎ＝６０） ２８０４±３３５ ２０４２±２４２ ６２５±２６１

对照组（ｎ＝６０） ２７８２±３３２ ２０５２±２４８ ６３１±２５３

ｔ 　０３６ 　０２２ 　０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实验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ＣＯ２激光治疗，。采用广州市激光技术研

究所生产的 Ｍｏｄｅｌ９０１Ｃ型仪器，输出功率 ０～３０Ｗ，波长
１０６μｍ。将聚焦光束对准患者疣体进行凝固、炭化以及切割，
强度逐渐变小直至疣体消除。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中药外

洗，中药配方：蒲公英３０ｇ、大青叶３０ｇ、萝卜茎叶３０ｇ、黄芩１５ｇ、
土茯苓１５ｇ、黄柏１５ｇ、苍耳草 １０ｇ、艾叶 １０ｇ、白矾 ３ｇ。加水至
２５Ｌ，煮沸，降温至皮肤耐受，患处熏洗１０ｍｉｎ，后用浸药纱布热
敷外阴及肛周３０ｍｉｎ。每日早晚各１次，连续治疗２周。观察
治疗效果及妊娠结局。

１３　评价标准
治愈［５］：疣体脱落，皮肤黏膜恢复正常；有效：疣体脱落在

５０％以上；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或病情加重。有效率 ＝（治愈
＋有效）／总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治愈３７例，有效１９例，无效４例，复发６例，治疗有
效率为９３３％，复发率为１００％。对照组治愈２６例，有效２０
例，无效 １４例，复发 １７例，治疗有效率为 ７６７％，复发率为
２８３％。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妊娠结局

两组妊娠结局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妊娠结局对比

组别 胎膜早破 宫内窘迫 早产 新生儿窒息 剖宫产

观察组（ｎ＝６０） １０（１６７） ２（３３） １２（２００） ７（１１７） ３８（６３３）

对照组（ｎ＝６０） １１（１８３） ３（５０） １２（２００） ９（１５０） ４１（６８３）

χ２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３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的好发部位为肛门及外生殖器部位，性接触传播

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目前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

一［６－８］。中医理论认为房事不洁、接触外邪、正虚邪恋是主要的

病因病机，内外相搏、内兼湿热，蕴伏至肌肤下而阴，最终表现

于皮肤黏膜［９］。目前中医辨证将该病主要分为三型，分别为肝

经湿热证、气滞血瘀证和脾虚湿盛证［１０－１２］。上述分型主要通

过外在疣体颜色、状态及患者其他临床表现加以区分。目前针

对尖锐湿疣，中医治疗存在以下主要几种治疗方式，包括外治

法、针灸及内服中药方［１３］。其中外治法包括软膏／糊剂或中药
方外洗。

由于本次的研究对象为妊娠期尖锐湿疣，因此选择对孕产

妇及胎儿全身伤害较小的治疗方式，如中药方外洗。钟江等［１４］

研究发现，运用激光气化的同时加以土龙祛疣洗剂对肉眼可见

疣体进行局部外洗，治疗８周后可发现治疗有效率明显提高，且
随访３个月发现其复发率低于对照组。该方中主要采用桃仁、
红花、乳香、没药、木贼、香附、生薏苡仁、马齿苋、土龙根、生牡

蛎及枯矾等，通过上述药材以达到清热解毒燥湿、活血化瘀、散

结消疣的作用。王华等［１５］在研究中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尖锐

湿疣，在微波及光动力治疗的前提下应用自制消疣洗剂，连续

治疗４周，结果发现其效果明显且副作用少。该方中包括马齿
苋、薄荷、板蓝根、黄柏、枯矾、露蜂房、山慈菇、大青叶、乌梅等，

其中马齿苋、板蓝根及大青叶是典型的清热解毒药物，薄荷具

有杀菌镇痛作用，黄柏、枯矾等则为解毒燥湿作用。除上述研

究外还有诸多针对尖锐湿疣的自拟药方研究［１６－１８］。

本次研究对所有患者予以 ＣＯ２激光治疗，在此基础上对观
察组加以自拟中药方外洗，旨在达到清热解毒、祛湿通络的效

果。该方主要通过结合大量文献及临床经验得来。结果发现，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３３３％，复发率为１０００％。对照组治疗
有效率为７６６７％，复发率为２８３３％。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除了探究该药物对尖锐湿疣的

作用外，还需观察该药方是否对妊娠结局有明显影响。结果发

现，两组妊娠结局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自拟中药祛疣方外洗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

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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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二胎妊娠妇女优生健康检查高风险人群筛查结
果分析
陈新慧１　沈会１　李芳芳２　付会兰２

１天门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室，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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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计划二胎妊娠妇女体格、内外科疾病（如甲状腺亢进、糖尿病、高血压等）筛
查结果，为二胎备孕提供重要依据。方法：以本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门诊咨询、孕前检查的５０００名
计划二胎妇女为研究对象，均接受体格（如身高、体重、病史、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糖、血压等检查，统计

甲状腺亢进、糖尿病及高血压发生率，并分析上述疾病与妇女年龄、体重、流产史、首胎不良妊娠结局等关

系。结果：５０００名妇女中ＢＭＩ值２５ｋｇ／ｍ２以上者１０５０名（２１００％），甲状腺疾病家族史占１０００％，首胎妊
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分别４１３名、７５０名，流产史１８６８％，吸烟史１２１６％。筛查出甲亢６４８名，占
１２９６％，糖尿病１００６名，占２０１２％，高血压７８３名，占１５６６％。年龄≥３０岁、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多次流产史
妇女甲亢、糖尿病、高血压发生比例显著高于对应因素（Ｐ＜００５）；甲状腺疾病家族史妇女检出甲亢１００名，
首胎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分别检出糖尿病１０２名、１８７名，高血压８９名、１４０名，吸烟妇女中检
出高血压１３７名。结论：计划二胎妊娠妇女年龄以３０岁及以上为主，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筛查率较高，这与
计划二胎妊娠妇女年龄（≥３０岁）、多次流产史、肥胖等有关。

【关键词】　二胎；体格检查；内外科疾病筛查；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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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越来越多家庭有二胎计划，但
受过去“晚婚晚育”政策影响，较多有二胎意愿妇女年龄较大，

增加分娩风险，其中部分妇女在妊娠前或妊娠期间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或患有阴道炎、宫颈疾病、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妇

科疾病，这都导致再次妊娠时危险系数大［１］。同时甲状腺功能

亢进（简称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等内外科疾病本身为妊娠高

危因素，会造成妊娠高血压、胎儿生长受限等不良妊娠结局出

现，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伤害，而且不利于社会新生人口质量

提升。为此对计划二胎妊娠妇女需进行孕前咨询及检查［２］，筛

查出妊娠高危人群，以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帮助妇女备孕，

改善其妊娠结局。本研究对本院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门
诊咨询、检查计划二胎妇女相关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

筛查出高危因素，为计划二胎妇女备孕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专人负责收集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于我院进行门诊
咨询、有计划生产二胎的妇女为研究对象，共收集５０００名患者
的资料，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３０６±２４）岁；其中２２～２９岁
１９００名（３８０％），３０～３４岁２２１５名（３４３％），３５～４５岁 ８８５
名（１７７％）。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１４９７名（２９９％），高中、
中专２６６５名（５３３％），初中６２０名（１２４％），小学及以下２１８
名（４４％）。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妊娠次数、文化程度等情况
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过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后正式实施，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究

目的、检查方法知情同意，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

（１）能主动配合调查，服从医嘱的患者；（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的患者。排除标准：（１）心、肝、肾功能严重损、精神异常的患
者；（２）严重妊娠高危疾病的患者；（３）不愿参加本研究者。
１２　方法

５０００名计划二胎妊娠妇女均接受身高、体重、疾病史询问、

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糖、血压等相关检查。计算体重指数

（ＢＭＩ）＝体重／身高２（ｋｇ／ｍ２），其中甲状腺功能评价以血清促
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游离 Ｔ４（ＦＴ４）、游离 Ｔ３（ＦＴ３）等指标为依
据，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按照相关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甲亢判断标准：临床甲亢：血清ＴＳＨ＜０２７ｍＩＵ／Ｌ，血清ＦＴ３
＞４４ｐｇ／ｍＬ，ＦＴ４ ＞１７ｎｇ／ｄＬ；亚临床甲亢：血清 ＴＳＨ ＜
０２７ｍＩＵ／Ｌ，血清ＦＴ３在２３～４２ｐｇ／ｍＬ、ＦＴ４在０８９～１７６ｎｇ／
ｄＬ。血糖、血压通过血压仪、血糖仪测定，糖尿病判定标准：空
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和（或）餐后２ｈ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高血
压判断标准：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另
外对所有妇女年龄、病史（流产史、不良妊娠结局史）、家族史、

吸烟、饮酒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其中不良妊娠结局史包

括早产、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儿畸形等；并分析上

述因素与甲亢、糖尿病及高血压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１３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表示，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体格检查情况

ＢＭＩ值在１８５～２５ｋｇ／ｍ２者３９５０名（７９０％），ＢＭＩ值２５～
２８ｋｇ／ｍ２者９１２名（１８２％），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者１３８例（２８％）。
疾病史：甲状腺疾病家族史５００名（１００％），有慢性疾病史（心
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１２５２名
（２５０％）。首次妊娠不良结局史：妊娠期高血压 ４１３名
（８３％），妊娠期糖尿病 ７５０名（１５０％），胎儿畸形 ２１６名
（４３％）。多次（３次及以上）流产史９３４名（１８７％）。有吸烟
者６０８名（１２２％）。
２２　内外科疾病筛查结果

５０００名妇女进行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筛查，结果显示甲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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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８名（１３０％），其中临床甲亢３００名，亚临床甲亢３４８名；糖
尿病１００６名（２０１％）；高血压７８３名（１５７％）。
２３　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相关影响因素

≥３０岁的妇女中患有甲亢者占１４４５％，较年龄２２～２９岁
妇女所占比例明显高（Ｐ＜００５）；不同 ＢＭＩ值患者甲亢比例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甲状腺疾病家族史、多次流产
史为甲亢发生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１。年龄≥３０岁、ＢＭＩ
值＞２８ｋｇ／ｍ２、首胎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多次流产史
妇女甲亢比例显著高于对应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２。年龄≥
３０岁、ＢＭＩ值＞２８ｋｇ／ｍ２、首胎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多
次流产史、吸烟为高血压发生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甲亢相关影响因素

相关因素 例数 甲亢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２～２９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１０５３）

　≥３０ ３１００ ４４８（１４４５） １６０９０ ＜０００１

ＢＭＩ值（ｋｇ／ｍ２）

　１８５～２５ ３９５０ ４１５（１０５１）

　２５～２８ ９１２ １９０（２０８３）

　＞２８ １３８ ４３（３１１６） １１７１９ ＜０００１

甲状腺疾病家族史 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２４４０９ ＜０００１

妊娠期高血压 ４１３ ６０（１４５３） ０９８１ ０３２２

妊娠期糖尿病 ７５０ １１２（１４９３） ３０４６ ００８１

胎儿畸形 ２１６ １３（６０２） ０１８６ ０６６６

多次流产史 ９３４ １８０（１９２７） ４０５６５ ＜０００１

吸烟 ６０８ ８５（１３．９８） ０６３９ ０４２４

表２　糖尿病相关因素

相关因素 例数 糖尿病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２～２９ １９００ ３３３（１７５３）

　≥３０ ３１００ ６７３（２１７１） １２８２７ ＜０００１

ＢＭＩ值（ｋｇ／ｍ２）

　１８５～２５ ３９５０ ６４２（１６２５）

　２５～２８ ９１２ ３０８（３３７７）

　＞２８ １３８ ５６（４０５８） １７８４５０ ＜０００１

妊娠期高血压 ４１３ １０２（２４７０） ５８６９ ００１５

妊娠期糖尿病 ７５０ １８７（２４９３） １２７１９ ００００

胎儿畸形 ２１６ ４９（２２６９） ０９２４ ０３３６

多次流产史 ９３４ ２１８（２３３４） ７４１２ ０００６

吸烟 ６０８ １３７（２２５３） ２５０７ ０１１３

表３　高血压相关因素

相关因素 例数 高血压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２～２９ １９００ ２５３（１３３２）

　≥３０ ３１００ ５３０（１７１０） １２７５１ ＜０００１

ＢＭＩ值（ｋｇ／ｍ２）
　１８５～２５ ３９５０ ５００（１２６６）

　２５～２８ ９１２ ２４０（２６３２）

　＞２８ １３８ ４３（３１１６） １３０４５３ ＜０００１

妊娠期高血压 ４１３ ８９（２１５５） １１８２３ ＜０００１

妊娠期糖尿病 ７５０ １４０（１８６７） ６０３９ ００１４

胎儿畸形 ２１６ ４０（１８５２） １３９７ ０２３７

多次流产史 ９３４ １８６（１９９１） １５７４０ ＜０００１

吸烟 ６０８ １２４（２０３９） １１７４８ ００００

#

　讨论
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居高不下，这就导致多数有二胎计划

妊娠妇女面临瘢痕子宫再次怀孕问题，增加子宫破裂等相关并

发症发生几率，严重时甚至威胁母婴安全［３］。另外受既往晚婚

晚育政策影响，致使部分有二胎计划妇女年龄偏大，增加妊娠

期高血压等并发症风险，也增加新生儿畸形发生率，影响我国

新出生人口质量［４］。为此重视并引导有二胎计划妇女孕前咨

询、检查对及时发现高危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备孕，避免或

减少妊娠并发症、不良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糖尿病、高血压为妊娠期并发症高危因素，而妊

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相比正常孕妇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几率高达数倍［５，６］。另外甲状腺疾病好发于育龄妇女，而怀孕

期间为育龄女性特殊生理时期，此时女性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疾

病会对其妊娠结局、新生儿发育直接产生不良影响。为此本研

究重点加强有二胎计划妇女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筛查，结果显

示甲亢检出率为１２９６％，比相关文献［７］报道的９０％高，这可
能与本研究均为经产妇、饮食差异等有关。本研究筛查出高血

压、糖尿病比例分别为１５６６％、２０１２％，对此类妇女二胎妊娠
前需将血压、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如血压控制到 １２０／
８０ｍｍＨｇ以下，待血压稳定后再考虑二胎；对糖尿病妇女来说，
孕前需把糖化血红蛋白下降到约６％且至少稳定６周，随后考
虑再次妊娠。另外，本研究还对有二胎计划妇女甲亢、糖尿病、

高血压发生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体重指数过大、

多次流产史为其共同危险因素。（１）年龄：≥３０岁妇女筛查出
甲亢、糖尿病 、高血压发生率显著比２２～２９岁妇女高，表明年
龄大为上述疾病发生危险因素。相关调查显示，＜２０岁人群糖
尿病发生率不到００５％，而３０～４０岁人群糖尿病发生率升高２
～４４４倍，这可能与机体生理变化、工作压力大等有关。≥３０
岁妇女高血压风险大可能与年龄越大、机体血管内皮损伤越严

重有关，加上首胎对妇女身体造成损伤，可能导致外周血管痉

挛而发病。相关指南［８］称年龄＞３０岁、甲状腺疾病家族史为妊
娠期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２）肥胖：肥胖被认为是糖尿病、高
血压及其他心血管发生高危因素之一，肥胖导致人群胰岛素清

除率降低，儿茶酚增多并对游离脂肪酸降解及释放，影响胰岛

素代谢，最终导致糖尿病发生。同时肥胖本身能让肝脏、肌肉

内游离脂肪酸被氧化，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释放促动脉粥样

硬化等相关炎性递质，并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导致糖脂代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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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功能异常。（３）多次流产史：一般妇女妊娠期间机体雌激
素水平上升，除了破坏胰岛β细胞外，还会抵抗胰岛素，为此多
次流产会诱发糖尿病。此外糖尿病、高血压发生还可能与首胎

出现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有关。

针对上述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１）妇女二胎妊娠前需
提前到医院咨询、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压、血糖等相关

检查；询问妇女是否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疾病史，若有需

将相关指标控制到正常范围或稳定后再妊娠。（２）合理计划二
胎，通常阴道分娩妇女产后恢复１年及以上，剖宫产则需恢复２
年以上；尽可能避开高龄妊娠（３５岁以上），避免新生儿畸形等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若为高龄孕妇则需加强监护［９］。（３）孕前
需严格控制饮食，适当运动，保持 ＢＭＩ在 １８５～２５ｋｇ／ｍ２［１０］。
（４）通过咨询交流了解孕妇首胎是否出现妊娠并发症、分娩方
式等情况，评估有二胎需求妇女孕前高危因素。（５）孕前检查、
定期产检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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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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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移植术后５、７、１０天血清Ｅ２、Ｐ、β－ＨＣＧ检测对妊
娠结局的预测价值研究
张君探１　赵淑芹１△　刘萍１　孙振高２

１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０００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后不同天数血清雌二醇（Ｅ２）、孕酮（Ｐ）或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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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水平对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行 ＩＶＦ
－ＥＴ的１６７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ｔ检验或工作曲线（ＲＯＣ）法进行回顾性分析妊娠结局与 ＥＴ后５ｄ、７ｄ
血清Ｅ２、Ｐ及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的关系。结果：（１）采用ｔ检验比较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ＥＴ后
５ｄ、７ｄ血清Ｅ２、Ｐ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水平均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２）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ＥＴ后１０ｄ血清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间比较，流产组
与继续妊娠组间比较曲线下面积均大于０５，血清β－ＨＣＧ均大于血清Ｅ２、Ｐ，且均大于０８，具有诊断意义，
临界值分别为１６０５０ｐｇ／ｍＬ、２２２９ｎｇ／ｍＬ、１７６９ｍＩＵ／ｍＬ、３９４０ｐｇ／ｍＬ、２６６８５ｎｇ／ｍＬ、９７１０ｍＩＵ／ｍＬ，单胎妊
娠与多胎妊娠组间比较曲线下面积均小于０５，无诊断意义。结论：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水平可作
为预测妊娠结局的指标之一，且血清β－ＨＣＧ具有更明显的诊断价值。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激素；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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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不孕症是一种严重影响育龄夫妇身心健康的疾病，我国
不孕症发病率为７％ ～１０％［１，２］，近年来甚至有不断上升的趋

势。相关研究表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是治疗不
孕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研究发现精神紧张可导致不孕及流

产，然而ＩＶＦ周期患者，因为多年不孕及手术等原因多伴有精
神紧张甚至焦虑［３］，尽早确定妊娠，预测妊娠结局，可有效的

缓解患者紧张情绪，同时利于决定下一步诊疗方案，节省费

用。目前临床上主要是检测移植后１４ｄ单项血清 β－ＨＣＧ水
平来预测临床妊娠结局［４，５］，为了能更早更全面的对妊娠结局

能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本研究通过早期检测血清 Ｅ２、Ｐ、β－
ＨＣＧ来预测妊娠结局的研究。应用ＲＯＣ曲线分析法和ｔ检验
回顾性分析ＩＶＦ－ＥＴ术后５ｄ、７ｄ血清Ｅ２、Ｐ及ＥＴ后１０ｄ血清

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关系，探讨其对妊娠结局的

预测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于本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
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患者１６７例。其中，原发不孕７１例，继发
不孕９６例。患者年龄２２～４６岁，平均（３２０５±５８８６）岁，不孕
年限１～１７年，平均（３６９±２８１２）年。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案

长方案：超促排卵治疗前一周期的黄体中期给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降调，降调后１４～１８ｄ根据血激素
及Ｂ超情况，酌情用促性腺激素（Ｇｎ）启动，起始剂量为１５０～
３００ＩＵ／ｄ。超长方案：月经第 ｌ～３ｄ皮下注醋酸曲普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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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ｍｇ，２８ｄ１次，连用２～３次，末次应用ＧｎＲＨ－ａ第２８～３５ｄ
开始超排卵。短方案：月经第２ｄ用 ＧｎＲＨ－ａ（达必佳，德国辉
凌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００３６５）０１ｍｇ至ＨＣＧ日，第３ｄ
用Ｇｎ启动。阴道Ｂ超监测卵泡发育，双侧卵巢中至少有３个
卵泡平均直径＞１８ｍｍ时注射 ＨＣ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注射后３４～
３６ｈ取卵，按常规行 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取卵后 ３ｄ移植胚胎 １～３
枚，移植后予支持黄体，予肌注黄体酮或口服地屈孕酮共６０～
８０ｍｇ／ｄ，至孕１０周减量。
１２２　冻融胚胎移植方案

自然周期方案：于月经周期第 １０ｄ开始 Ｂ超监测卵泡发
育，至卵泡直径达１５ｍｍ时测尿ＬＨ，当尿 ＬＨ达到峰值，卵泡直
径达１８ｍｍ，子宫内膜厚度≥８ｍｍ，予 ＨＣＧ６０００ｍＩＵ，明日肌注
黄体酮４０ｍｇ／ｄ。激素替代周期方案：于月经周期第２ｄ开始戊
酸雌二醇（补佳乐，德国先灵制药，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３０００９），根据
子宫内膜厚度增加补佳乐剂量，当 Ｅ２水平 ＞２００ｐｍｏｌ／Ｌ及子宫
内膜厚度≥８ｍｍ时肌注黄体酮或口服地屈孕酮（达芙通，荷兰
Ａｂｂｏｔ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ＢＶ，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３０１１０）共６０～８０ｍｇ／ｄ，
均于第２ｄ下午解冻胚胎，第３ｄ移植，自然周期，移植后予 ＨＣＧ
２０００ｍＩＵ，ｑ３ｄ×３次。
１２３　样品收集及激素测定

患者胚胎移植后５ｄ、７ｄ、１０ｄ空腹抽取肘正中静脉血测定
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静脉血均通过ＢＥＣＭＡＮ化学发光仪检测。
１２４　早期妊娠确定

ＥＴ后５周 Ｂ超宫内见妊娠囊或胎心搏动为临床妊娠。若
宫内未见孕囊，同时在宫旁探及混合性包块，甚至可以探及妊

娠囊及胎心搏动为异位妊娠。追访所获妊娠结局，包括生化妊

娠、临床妊娠、妊娠流产、单胎、多胎妊娠、异位妊娠、宫内宫外

同时妊娠。近年来众多专家一致认为生化妊娠不属于妊娠，无

临床研究意义，本研究暂未单独统计分析生化妊娠，将其与未

孕组合并为未临床妊娠组，本研究的患者中暂未有异位妊娠及

宫内合并宫外妊娠患者。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两组间用两独立样本均数比较的ｔ检验，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临界值计算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ＲＯＣ）曲线法，ＡＵＣ＞０５具有诊断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ＥＴ后５ｄ、７ｄ血清Ｅ２、Ｐ水平分析

采用ｔ检验比较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 ＥＴ后５ｄ、７ｄ血清
Ｅ２、Ｐ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ＥＴ后 １０ｄ血清 β－
ＨＣＧ、Ｐ、Ｅ２水平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值的ＲＯＣ曲线分析

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值对临

床妊娠的预测，ＲＯＣ曲线分析 ＥＴ后１０ｄ血清 Ｅ２、Ｐ、β－ＨＣＧ
水平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间比较，流产组与继续妊娠组间

比较曲线下面积均大于０５，血清 β－ＨＣＧ均大于血清 Ｅ２、Ｐ，
且均大于０８，更具有诊断意义，临界值分别为１６０５０ｐｇ／ｍＬ、
２２２９ｎｇ／ｍＬ、 １７６９ｍＩＵ／ｍＬ、 ３９４０ｐｇ／ｍＬ、 ２６６８５ｎｇ／ｍＬ、
９７１０ｍＩＵ／ｍＬ，然而单胎妊娠与多胎妊娠组间比较曲线下面
积均小于０５，无诊断意义。结果见表２、表３、表４和图１、图
２、图３。

表１　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移植后５ｄ、７ｄＥ２、Ｐ及移植后１０ｄ血β－ＨＣＧ、Ｐ、Ｅ２的比较结果

组别 例数
移植后５ｄ

Ｐ Ｅ２

移植后７ｄ

Ｐ Ｅ２

移植后１０ｄ

Ｐ Ｅ２ ＨＣＧ

临床妊娠组 ６７ ２６７０±９３８ ５１５９５±６８２０４２６２４±９７７ ３８１７３±５２６７９３２４４±８６３ ８０４２±１００３９２ １１０８２±８０３４

临床未妊娠组 １００ ４３３２±１２６１６ ４６１８１±６３８８８２６４０±１１６８１ ３７３７６±７９０６２２３６０±９２１ １７８７±２６３８ １２１６±４７６５

ｔ １００９ ０４８４ ０８６ ００６６ ５８７２ ４７８８ ９０４２

Ｐ ０３１５ ０６２９ ０９３１ ０９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 ＥＴ后１０ｄ血清 β－ＨＣＧ、Ｐ、Ｅ２值对临床

妊娠的预测

Ａｒｅａ 临界值 敏感性（％） 特异性（％）

Ｅ２ ０８０５ １６０５０ｐｇ／ｍＬ ７５８ ７５６

Ｐ ０７５３ ２２２９ｎｇ／ｍＬ ８５２ ５４１

β－ＨＣＧ ０９５５ １７００ｍＩＵ／ｍＬ ９４４ ８９１

表３　临床继续妊娠组与流产组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值对临床

流产结局的预测

Ａｒｅａ 临界值 敏感性（％） 特异性（％）

Ｅ２ ０６８８ ３９４００ｐｇ／ｍＬ ６１２ ７６９

Ｐ ０６８６ ２６６８５ｎｇ／ｍＬ ７７６ ５３８

β－ＨＣＧ ０８０８ ９７１０ｍＩＵ／ｍＬ ５９３ 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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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胎妊娠与多胎妊娠组 ＥＴ后１０ｄ天血清 β－ＨＣＧ、Ｐ、Ｅ２值对多
胎妊娠结局的预测

Ａｒｅａ 临界值 敏感性（％） 特异性（％）

Ｅ２ ０３０２ ４３７５０ｐｇ／ｍＬ ４２９ ２６３

Ｐ ０３９５ ２６６８５ｎｇ／ｍＬ ７３８ ２１１

β－ＨＣＧ ０２４９ ９７１ｍＩＵ／ｍＬ ４３５ ３０１

图１　移植后１０ｄ血β－ＨＣＧ、Ｐ、Ｅ２对临床妊娠预测的ＲＯＣ曲线

图２　移植后１０ｄ血β－ＨＣＧ、Ｐ、Ｅ２对临床继续妊娠组与流产

组预测的ＲＯＣ曲线

图３　移植后１０ｄ血β－ＨＣＧ、Ｐ、Ｅ２对单胎妊娠与多胎妊娠组

预测的ＲＯＣ曲线

#

　讨论
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表明胚胎移植后血清 Ｅ２、Ｐ、β－

ＨＣＧ对于妊娠结局的预测均有重要价值［６－８］，但各报道阈值及

时间不一。研究表明血清 β－ＨＣＧ、Ｐ联合测定预测价值较单
项指标高，血清β－ＨＣＧ、Ｐ联合测定来预测妊娠结局的研究相
对较多，而在ＡＲＴ周期中胚胎移植早期 Ｅ２联合 β－ＨＣＧ或 Ｐ

测定预测妊娠结局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俞凤［９］对１８０例孕５
～７周妇女研究发现：以１３０５ｎｇ／ｍＬ为孕酮临界值，预测先兆
流产预后不良的特异性、敏感性、准确性分别为 ７６０％、
７９４％、８０２％，以１３３９６５ＩＵ／Ｌ为 β－ＨＣＧ临界值，预测先兆
流产预后不良的特异性、敏感性、准确性分别为 ７９５％、
７０１％、７５４％。蒋洲梅等［１０］对先兆流产及停经约５０ｄ左右的
孕女的血清性激素研究认为对先兆流产预后不良的诊断 Ｅ２相
对于 β－ＨＣＧ、Ｐ具有更好的诊断意义。以 Ｅ２２０５ｎｍｏｌ／Ｌ、Ｐ
３０ｎｍｏｌ／Ｌ、β－ＨＣＧ１８０ＩＵ／Ｌ为阈值，敏感性分别为 １００％、
８０％、８０％。然而更多的研究认为β－ＨＣＧ可能更为敏感，ＨＣＧ
是一种糖蛋白激素［１１］。有学者研究认为［１２，１３］检测ＥＴ后第１４ｄ
血清β－ＨＣＧ平均水平以有效的预测妊娠结局，吴庚香［１４］和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等［１５］研究认为胚胎移植后１２ｄ血Ｂ－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对妊娠结局也有预测价值

ＩＶＦ－ＥＴ周期中于取卵前３６ｈ肌注外源性 ＨＣＧ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Ｕ，其在体内完全清除需要７ｄ或７ｄ以上，所以与自然受孕
不同，在此期间测出的 β－ＨＣＧ通常不能确定是否为内源性
（胚胎来源）的β－ＨＣＧ。ＩＶＦ－ＥＴ周期中胚胎移植术后１０ｄ，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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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植入接近完成时期，外源性 β－ＨＣＧ多已清除，故此时血中
测出的β－ＨＣＧ即为胚胎来源，提示胚胎着床成功，但现在临
床仍然普遍检测移植后１４ｄ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预测妊娠结局。

黄仲英等［１６］研究发现宫内继续妊娠患者在移植后 ８或
１０ｄ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明显高于未孕组，差异有显著性，
未孕患者在多数在移植后１０ｄ降至０。胚胎移植术后早期血 β
－ｈＣＧ值对是否妊娠及患者生化妊娠、流产、异位妊娠、多胎妊
娠等妊娠结局均有良好的预测作用［１７，１８］。目前移植后１０ｄ即
可通过测定血清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对不同ＩＶＦ治疗移植周期
结局的判断和妊娠结局的预测尚无研究。因此，鉴于以上报

道，本文采用化学发光法对３７８例于本中心行胚胎移植术的患
者在移植后５ｄ、７ｄ、１０ｄ检测其血清Ｅ２、Ｐ、β－ＨＣＧ值对妊娠结
局进行了早期诊断。

采用ＲＯＣ曲线方法分析具有很好的临床准确性。曲线下
的面积（ＡＵＣ）越大，诊断价值越高。ＡＵＣ越接近于１，说明诊断
效果越好，ＡＵＣ在０５～０７时有较低准确性，ＡＵＣ在０７～０９
时有一定准确性，ＡＵＣ在０９以上时有较高准确性。采用 ＲＯＣ
曲线分析分析移植后不同天数血清不同激素水平对妊娠结局

的预测，较目前大多采用的ｔ检验求均值和Ｐ值的方法，应是更
为严谨和合适的统计方法。

本研究应用ｔ检验和 ＲＯＣ曲线法回顾性分析 ＩＶＦ－ＥＴ后
５ｄ、７ｄ血清Ｅ２、Ｐ及ＥＴ后１０ｄ血清 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与妊娠
结局的关系，研究发现，胚胎移植后５ｄ、７ｄ临床妊娠组血清 Ｐ、
Ｅ２水平与未妊娠组比较差异联显均无统计学意义，移植后１０ｄ
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水平显著高于未妊娠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即移植后１０ｄ即可通过测定血清 β－ＨＣＧ、Ｐ、Ｅ２水
平预测妊娠与否，这显然早于临床上现在普遍研究和应用的移

植后１４ｄ预测妊娠结局。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法（ＲＯＣ曲线）
分析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值对临床妊娠的预测，ＲＯＣ
曲线分析 ＥＴ后１０ｄ血清 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临床妊娠组与未
妊娠组间比较，流产组与继续妊娠组间比较曲线下面积均大于

０５，血清β－ＨＣＧ大于血清Ｅ２、Ｐ，且均大于０８，临界值分别为
１６０５０ｐｇ／ｍＬ、 ２２２９ｎｇ／ｍＬ、 １７６９ｍＩＵ／ｍＬ、 ３９４０ｐｇ／ｍＬ、
２６６８５ｎｇ／ｍＬ、９７１０ｍＩＵ／ｍＬ，然而单胎妊娠与多胎妊娠组间比
较曲线下面积均小于０５，说明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值
对临床妊娠组与未妊娠组及继续妊娠组与流产组的预测中β－
ＨＣＧ、Ｐ、Ｅ２三者均有诊断价值，但β－ＨＣＧ较 Ｅ２、Ｐ更具有诊断
意义。但对于多胎妊娠的预测无诊断意义，可能与单胎、多胎

妊娠早期β－ＨＣＧ波动范围较大有关。
本研究发现胚胎移植后１０ｄ血清 β－ＨＣＧ、Ｐ、Ｅ２对妊娠早

期结局有一定预测意义。ＥＴ后１０ｄ血清β－ＨＣＧ、Ｐ、Ｅ２水平值
可作为预测妊娠结局的指标之一，ＩＶＦ－ＥＴ后妊娠的早期诊断，
至少可由通常的ＥＴ后１４ｄ提早到１０ｄ，这明显的提前妊娠结局
预测的时间，有效的缓解患者的压力与焦虑心理，有利于进一

步的保胎与治疗。但对于妊娠早期检测出的不良妊娠结果的

近一步的保胎治疗意义还有待于进步一的大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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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ＷｕＧ，ＹａｎｇＪ，ＸｕＷ，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ｂｅｔａ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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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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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ＪＭ８０６７）。
【第一作者简介】李向红（１９７５—），女，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生殖医学。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７．０８．０４６

不同促排卵方案对宫腔内人工授精妊娠结局及生育
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李向红１　薛翔１　哈灵侠２　刘春莲２　陈庆１　卢小宁１

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银川 ７５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不同促排卵方案对宫腔内人工授精妊娠结局及生育后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收治的接受人工授精助孕的２９２例不孕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１４６例，对照组给予尿促激素促排卵方案，观察组
给予来曲唑促排卵方案，对比两组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情况、妊娠结局以及生育后的随访１年的性生活质
量。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优势卵泡个数多、ｈＣＧ日内膜厚度厚、ｈＣＧ日雌二醇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妊娠数多，流产数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与治疗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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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相

比上述指标改善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来曲唑促排卵方案相比于尿促激素排卵方
案可取得更高的妊娠率，更加安全有效，同时可促进提高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促排卵方案；人工授精；妊娠结局；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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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腔内人工授精凭借其操作简单、易于操作、治疗费用
较低、无潜在并发症等优点在临床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已成为了辅助生殖的首选方法之一［１］。有调查研究资料显示，

接受人工授精成功的妊娠率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不孕年限、ＢＭＩ、年龄、女性病因、精液质量等，但具体的影响程
度尚未得到证实［２］。目前，针对人工授精的同时是否还需要进

行促排卵治疗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专家学者认为适当的

给予促排卵方案进行治疗可在一定程度增加人工授精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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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常用的药物包括氯米芬、来曲唑、尿促激素等，现我院对此

展开研究，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自２０１４年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接受人工授精助孕的２９２例不孕症患者共
４５６个人工授精周期的临床资料，排除了合并卵泡发育不良、卵
巢功能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者，排除丈夫精

液处理后前向运动精子 ＜５×１０６，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１４６例。对照组（２１８个周期）年龄在２６～
３０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３±３２）岁，不孕年限在２～７年，平均不
孕年限为（５２±０８）年。观察组（２３８个周期）年龄在２７～３２
岁，平均年龄为（３０４±２４）岁，不孕年限在３～８年，平均不孕
年限为（５８±０６）年。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
性。全部患者均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尿促激素促排卵方案，方法为：于月经第５ｄ注

射尿促激素（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３０１３５），３７５０～１５０Ｕ／ｄ，连续使用５ｄ，用药期间根据卵泡
发育情况对用药方案及计量进行调整，直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ｈＣＧ）日。观察组给予来曲唑（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４５９７）促排卵方案，方法：于月经第５ｄ或撤
药性出血第５ｄ口服来曲唑，连续使用５ｄ，用药期间根据卵泡发
育情况对用药方案及计量进行调整，直至 ｈＣＧ日。两组均采用

阴道Ｂ超对卵泡生长发育进行监测，结合黄体生成素试纸等对
人工授精妊娠的时机给予判断，对精液处理后常规实施人工

授精［３］。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情况、妊娠结局以及生育后

的随访１年的性生活质量。（１）评价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情况
的指标包括ＢＭＩ、卵巢生长时间、ｈＣＧ日卵泡直径、优势卵泡个
数、ｈＣＧ日内膜厚度、ｈＣＧ日雌二醇水平。（２）妊娠结局包括妊
娠数、流产数、宫外孕数、双胎数［４］。（３）性生活质量采用我院
自制的调查量表进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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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患者按照自身情况进行

填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情况对比

两组ＢＭＩ、卵巢生长时间、ｈＣＧ日卵泡直径相比均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优势卵泡个数多、ｈＣＧ日
内膜厚度厚、ｈＣＧ日雌二醇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后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周期）

ＢＭＩ

（ｋｇ／ｍ２）

卵泡生长

时间（ｄ）

ｈＣＧ日卵泡直径

（ｍｍ）

优势卵泡个数

（个）

ｈＣＧ日内膜厚度

（ｍｍ）

ｈＣＧ日雌二醇水平

（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１４６（２１８） ２２３６±２６９ １４２９±１２３ １９６２±１８８ １１２±２０２ ８３６±１９０ ５６２３６±１５６９８

观察组 １４６（２３８） ２３０１±２８５ １４９６±１５５ １９７４±２０６ １８９±１９５ １０３９±２１２ ４３２８８±１２５６９

ｔ 　０６９ 　０７４ 　０８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后妊娠结局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妊娠数多，流产数少，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宫外孕数及双胎数相比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后妊娠结局对比

组别 例数（周期） 妊娠数 流产数 宫外孕数 双胎数

对照组 １４６（２１８） ３８（２６０３）１２（８２２） ５（３４２） ４（２７４）

观察组 １４６（２３８） ５２（３５６２） ７（４７９） ６（４１１） ５（３４２）

ｔ 　４５６ 　３２２ 　０８５ 　０６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后随访１年性生活质量对比
两组治疗前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

时间相比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
每周性生活频率增加，性唤起时间缩短，获得高潮时间延长，观

察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上述指标改善更加显著，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随访１年术后性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例数（周期）时间段
每周性生活

频率（次）

性唤起时间

（ｍｉｎ）

获得高潮

时间（ｓ）

对照组 １４６（２１８） 治疗前 １５６±０３６２０３６±４２５ ２６３±０７５

治疗后 ２１１±０９７１５５７±３３９ ３３１±１３０

观察组 １４６（２３８） 治疗前 １５７±０４２１９５８±４１１ ２６０±０７１

治疗后 ２９９±０６７ ９６７±３３０ ５５６±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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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人工授精作为目前临床上一类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之一，

据调查资料显示，因人工授精获得的临床妊娠率可达２０％以
上，在此期间适当的给予促排卵可帮助获得更高的妊娠率［５］。

因此，选择一种积极有效的促排卵方案至关重要，不仅需要增

加排卵数同时也可促进提高临床人工授精的临床妊娠率［６］。

克罗米芬作为临床上最早用于促排卵的药物，其作用机制为克

罗米芬与内源性的雌激素的受体产生竞争性结合的作用，迅速

激发了雌激素对下丘脑的负反馈作用，从而有效的促进卵泡发

育并进一步诱发排卵［７］。但有研究报道指出，在使用克罗米芬

时可因其外周抗雌激素的作用，导致宫颈粘液的质量降低，对

子宫内膜的正常发育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妊娠率降低，现已经

为其他促排卵方案所取代［８］。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针对来曲唑与尿促激素排卵方案展开

研究，尿促激素作为目前一类应用较为广泛的促性腺激素，该

药物中包括ＦＳＨ及ＬＨ各７５Ｕ，有效的促进了激素的生成，同时
对卵泡的生长与成熟产生了刺激作用，并增加了子宫内膜的生

成，同时可有效维持黄体功能的平衡［９］。但大量资料显示，此

种药物的效果一般，未能达到令患者满意的目的。现我院将来

曲唑排卵方案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发现在提高妊娠率方面更具

优势［１０］。来曲唑作为一类第３代芳香化酶抑制剂，通过对雌激
素的合成产生抑制作用，促进了睾酮等向雌激素发生转化，而

雌激素产生的负反馈作用则会促进增加垂体 ＦＳＨ的分泌与释
放，同时对卵泡的生长发育产生刺激作用，获得更高的妊

娠率［１１，１２］。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优势卵泡个数多、ｈＣＧ
日内膜厚度厚、ｈＣＧ日雌二醇水平高，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妊
娠数多，流产数少（Ｐ＜００５）。结果提示，来曲唑促排卵方案相
比于尿促激素排卵方案的效果更高，且对子宫内膜的不良影响

较少，在提高妊娠率方面更具优势［１３－１５］。另外，除了妊娠问

题，当多次受孕失败后，产生的生理以及心理负担可对夫妻间

正常性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相

比术后随访１年每周性生活频率增加，性唤起时间缩短，获得高
潮时间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当患者接受
更好的促排卵方案治疗后，对于提高性生活质量方面也产生健

康促进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尚未研究清楚［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来曲唑促排卵方案相比于尿促激素排卵方案可

取得更高的妊娠率，更加安全有效，同时可促进提高性生活质

量。由于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少，随访时间有限，在收集数据方

面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获得精确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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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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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２湖北省妇女儿童医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青春期性心理健
康问卷对１５１名农村留守青少年进行调查，并对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做相应的统计学分析。结果：农村留
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总体均分（１０８０１±１３６８）分。年级、性别、自觉相关性知识是否有用、是否接受过相
关性知识、不同性知识内容以及民族等都会对其性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表明其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心理障碍；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

心理健康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推进农村留守青少年性教育的工作中，应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帮助其

树立正确的性态度和性观念，促进其健康成长。

【关键词】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现状；影响因素；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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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青少年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因工作或生活需要流动
到其他地区，但是孩子却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１］。农村留守青少年是我国社会发

展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体是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留守在户籍

所在地１８岁以下的青少年［２］，其直接原因是父母因各种原因

而外出务工半年以上，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

伐加快，农村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

向城市转移，从而出现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现象，但是由于

自身经济条件有限，再加上我国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大部

分农民工子女不得不留在农村，被迫成为留守青少年［３］。近几

年来，我国留守青少年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不断提升，２０１３年全

国妇联发布的最新报告［４］指出我国现在约有留守青少年６０００
万，占全国青少年总人数的 ２１８８％，占全国农村青少年的
３７７％。如今，留守青少年作为社会转型中的特殊群体，已经成
为我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人群［５］。留守状态对青

少年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学习问题、生活问题、心理

问题、思想品德问题及安全问题等［６］。但是在性教育问题中，

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问题却鲜有人涉足。本研究旨在了解农

村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能在推进

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中，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和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我国贵州省金沙县、湖北省恩

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省大冶市共３所中小学的１５１名
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１８岁以下的青少年；在我
国农村地区居住时间≥２年；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时间在半年以
上；智力发育正常；能说普通话；自愿参加本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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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即一般资料问

卷和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一般资料问卷主要以查阅的相

关文献为基础，再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而成，包括

性
&

、年级、民族、是否讲过相关性知识、讲过哪些性知识以及

自觉是否有用等。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由骆一等［７］编制，主

要用来测量青春期性心理健康程度，包含三个分问卷，即性认

识、性价值观和性适应；７个维度，其中性认识分问卷包含生理
知识和性知识２个维度；性价值观分问卷包含性观点和性态度
两个维度；性适应分问卷包括社会适应、性控制力和自身适应３
个维度；一共４６个条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法，即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完全符合五个程度，分别赋值１
分、２分、３分、４分、５分，得分越高表明性心理健康程度越高。
该量表各分问卷及具体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０６２以上，
说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重测信度在０６７～０８３之间，
说明问卷的重测信效度也较好［８］。共发放 １６０份问卷，回收
１５１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３８％。
１３　质量控制

问卷由研究者统一发放和回收；为提高研究对象的配合

度，在问卷发放之前向其讲明研究目的和意义；采用统一指导

语；问卷采用双人录入，以避免录入错误。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ｔ检验用于

两均数之间的比较，方差分析用于多个样本均数之间的比较，

对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建立

回归模型。设定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１５１名调查对象，其平均年龄（１３８８±０６６）岁，
最小１１岁，最大１７岁，对象的一般情况见表１。
２２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现状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总体平均分为（１０８０１±
１３６８）分；在 ３个维度中，性适应平均分较高，为（６０７３±
１０１３）；性价值观和性认知两个维度平均得分较低，分别为
（２２２７±４９６）分和（１６０７±２６０）。见表２。
２３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的农村留守青少年在性态度和自身适应上有差

异（Ｐ＜００５），其中男生较女生更积极；不同年级的农村留守青
少年在生理知识、性知识、性观念、性态度、社会适应、性控制

力、自身适应以及总体青春期性心理上有差异（Ｐ＜００５），其主
要特征是随着年级增高各个维度得分越高；不同民族的农村留

守青少年在性知识上有差异（Ｐ＜００５），得分上汉族高于少数
民族；接受过相关性知识的农村留守青少年在性态度、性控制

力和自身适应上与未接受过者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接
受过相关性知识者平均得分高于非接受过者；接受不同性知识

内容的农村留守青少年在性态度、性控制力、自身适应和总体

青春期性心理上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性心理平均得分
＞性生理＞性法律；在自觉相关性知识有用时，农村留守青少
年在生理知识、性态度、自身适应和总体青春期性心理上平均

得分高于自觉无用者，且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７１ ４７０２

　女 ８０ ５２９８

年级

　六年级 ５ ３３１

　七年级 ５４ ３５７６

　八年级 ５０ ３３１１

　九年级 ４２ ２７８１

民族

　汉族 １１４ ７５５０

　彝族 ３０ １９８７

　苗族 ７ ４６４

父母都在外工作时间

　０５～２年以下 ８４ ６４１２

　２～４年 ３０ １９８７

　５～７年 １１ ７２８

　８～１１年 １４ ９２７

　１１年以上 １２ ７９５

是否接受过性知识

　接受过 ５４ ３５７６

　未接受过 ９７ ６４２４

接受过性知识内容

　性生理知识 ４１ ２７１５

　性心理知识 １０ ６６２

　性法律知识 ３ １９９

自觉所接受性知识是否有用

　有用 ５１ ３３７７

　无用 ３ １９９

跟谁一起生活

　自己一人在家 ４１ ２７１５

　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７２ ４７６８

　跟叔叔舅舅等一起生活 ２１ １３９１

　跟哥哥姐姐一起生活 ８ ５３０

　跟其他亲戚一起生活 ９ ５９６

表２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总体情况

维度 因素 项目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大值 极小值

性认知 ９ １６０７ ２６０ ２３００ ９００

生理知识 ５ １４４１ ３７８ ２５００ ５００

性知识 ４ １０６０ ３２９ ２０００ ４００

性价值观 ９ ２２２７ ４９６ ３４００ １１００

性观念 ５ １０８０１ １３６８ １４６００ ７５００

性态度 ４ ６０７３ １０１３ ８４００ ３６００

性适应 ２０ ６０７３ １０１３ ８４００ ３６００

社会适应 ９ １０８０１ １３６８ １４６００ ７５００

性控制力 ６ １６０７ ２６０ ２３００ ９００

自身适应 ５ １７１４ ４３５ ２５００ ５００

青春期性心理 ３８ １０８０１ １３６８ １４６００ 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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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单因素分析

维度

影响因素

性认知

生理知识 性知识

性价值观

性观念 性态度

性适应

社会适应 性控制力 自身适应
青春期性心理

性别

　男 １４５６±３５２ １０９７±３２８ １０９８６±１２８０ ６３２７±９８３ １０９８６±１２８０ １６２０±２５１ １８５４±４３５ １０９８６±１２８０

　女 １４２８±４００ １０２８±３２８ １０６３８±１４３０ ５８４８±９９２ １０６３８±１４３０ １５９５±２６９ １５９０±４００ １０６３８±１４３０

ｔ ０４６７ １３０４ １５７３ ２９８２ １５６９ ０５７６ ３８８２ １５６６

Ｐ ０６４１ ０２０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９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１

年级

　六年级 １２６０±１８２ １０２０±２４９ １０２００±１１１４５６００±１２１９１０２００±１１１４ １６００±２１２ １６００±３３９ １０２００±１１１４

　七年级 １３１９±３７４ ９７６±３１４ １０１９３±１２１１ ５６８１±９９１ １０１９３±１２１１ １５３１±２６０ １５６５±４２３ １０１９３±１２１１

　八年级 １４３２±３９９ １０３４±３１５ １０７９４±１１８８ ６１０８±９１４ １０７９４±１１８８ １６３２±２６８ １７６８±４５９ １０７９４±１１８８

　九年级 １６３１±２９６ １２０５±３３４ １１６６４±１３６０ ６５９０±９１５ １１６７５±１３５８ １６７４±２４０ １８５５±３８１ １１８７３±１２８２

Ｆ ６４５３ ４２８２ １１４２４ ７６０８ １１１２２ ２６８２ ４１９９ １１４２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民族

　汉族 １４７０±３７２ １３１４±４１４ １０８５３±１４６８６０８３±１０６４１０８５３±１４６８ １５９５±２７４ １７２２±４６０ １０８５３±１４６８

　彝族 １３２０±３７６ ９３３±２７７ １０５１０±９６８ ５９１３±８２１ １０５１０±９６８ １６４０±２３０ １６６７±３５２ １０５１０±９６８

　苗族 １４８６±４２６ １０７８±３２６ １１２１４±９９９ ６５８６±８１７ １１２１４±９９９ １６５７±１２７ １７８６±３７２ １１２１４±９９９

Ｆ １９５１ ４７１１ １０８０ １２７６ １０８４ ０４８８ ０２８８ １０８２

Ｐ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１ ０３４２ ０２８３ ０３３５ ０６１２ ０７５０ ０３４２

是否接受过相关性知识

　是 １４３１±３８５ １０３８±２９２ １０５６６±１５７１６３３７±１１０９１０５６６±１５７１ １６６８±２７３ １９１２±４２２ １０５６６±１５７１

　否 １４４６±３７５ １０７２±３４８ １０９３１±１２３０ ６２０４±９３６ １０９３１±１２３０ １５７２±２４７ １８２５±４０２ １０９３１±１２３０

ｔ －０２３２ －０５９４ －１５７９ －２１６０ －１５８０ ２２０１ －４４９４ －１５８３

Ｐ 　０８１４ 　０５５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１

不同性知识内容

　性生理 １４３４±４０８ １０２９±２９１ １０４８０±１６２５５７４３±１１１５１０４８０±１６２５ １６４６±２６８ １４５８±４３１ １０４８０±１６２５

　性心理 １５００±３１２ １１２０±３０１ １１３７０±１１２９ ６５７０±７７３ １１３７０±１１２９ １８３０±２６２ １８１０±２９６ １１３７０±１１２９

　性法律 １１６６±１５２ ９００±３００ ９０６６±３２１ ４６６６±３５１ ９０６６±３２１ １４３３±０５７ １２６６±１５２ ９０６６±３２１

Ｆ ０８５５ ０７２９ ２９３３ ４５１９ ２９３４ ３２３９ ３６５４ ２９３２

Ｐ ０４１７ ０４８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儿童自觉所讲性知识是否有用

　有用 １４５６±３６６ １０４９±２９４ １０６６０±１５２１５９１１±１０６６１０６６０±１５２０ １６７２±２７５ １５４７±３９２ １０９６１±１４２２

　无用 １０００±５１９ ８６６±２３０ ８９６６±１８９１ ４５６６±１２６６ ８９６６±１８９０ １６００±２６４ ９３３±５８５ ８６６５±１３２１

ｔ ２０４７ １０５１ １８５４ ２１０４ １８４５ ０６４８ ２５７１ ２８２２

Ｐ ００３５ ０２８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１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２４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回归分析
以性

&

、年级、民族、是否接受过相关性知识、接受过哪些

性知识以及自觉是否有用等为自变量，性心理健康及其各维度

为因变量作多元线性回归，最后纳入性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

回归方程的自变量都为年级；纳入生理知识和性态度的回归方

程的自变量为性别；纳入性观念的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自觉是

否有用；纳入自身适应的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有年级和自觉是否

有用。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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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ｂ Ｓｂ ｂ’ ｔ Ｐ

青春期性心理健康 常量 ３８８９７ １６４０８ －－ ２３７１ ００２１

年级 ８５８５ ２０９６ ０４９４ ４０９６ ００００

生理知识 常量 ９６８３ ２０７１ －－ ４６７６ ００００

性别 ２４５６ ０９７３ ０３０４ ２５２５ ００１５

性观念 常量 ４０２０ ２６６４ －－ １５０９ ０１３７

自觉是否有用 ６１５７ ２４６６ ０３２７ ２４９７ ００１６

性态度 常量 ６４７２ １２７５ －－ ５０７６ ００００

性别 ３３６１ ０７３６ ０５３５ ４５６６ ００００

社会适应 常量 －５１５４ ７３４１ －－ －０７０２ ０４８６

年级 ４０７７ ０９３８ ０５１６ ４３４８ ００００

自身适应 常量 ７８２６ ５０７２ －－ １５４３ ０１２９

年级 １７４４ ０５６６ ０３７３ ３０８１ ０００３

自觉是否有用 ５９３２ ２２１４ ０３２５ ２６７９ ００１０

#

　讨论
３１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现状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总体平均分为（１０８０１±
１３６８）分，整体水平较低。性心理是指个体因为性特征、性欲
望及性行为等而产生的一切心理活动，包括性知识、性态度、性

观念、性意识、性适应、性情感、性角色、性取向、性经验、性价值

等各个方面［９］。有研究［１０］指出，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

康整体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父母长期外出，得不到来自父

母的关爱和教育，导致性教育缺失。

在三个维度中，性适应平均分较高，性价值观和性认知两个

维度平均得分较低。性适应是指个体能坦然接纳自身的性征变

化，能自觉地按社会文化规范来要求、约束和调整自己的性欲望

及性行为。性适应得分较高，说明农村留守青少年能较好地调控

自己的性冲动，与外界形成一种和谐关系。性价值观指个体对有

关性行为持有的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态度评价，性认知是指个体对

有关性问题的所有看法和观点，包括性知识和生理知识两部分。

这两个维度得分偏低，说明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问题值

得关注和重视。早在２０１３年，就有学者［１１］提出我国青少年的性

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性别意识障碍、异性交往障碍、性意识发展

困扰等各个方面，且各种影响因素不断增多。

３２　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及其各个维度受性别差异、性唤起、人

格特质、父母教养方式、年龄、家庭和学校教育等多种因素影

响。本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之后，发现年

级、性别、是否接受过相关性知识、接受了哪些性知识、自觉性

知识是否有用以及民族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年级和年龄是性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有研

究［１２］指出，性认知和性适应与年龄和年级呈正相关，因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年级的升高，青少年的性发育日趋成熟，第一性征

和第二性征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两性差异日渐明显，性心理会

不断变化，性认知会不断完善，性适应也会不断增强，青少年与

异性的交往愿望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强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表现。

性别对性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性唤起的自我

认同度上，男性明显高于女性。２０１０年，有学者［１３］通过回顾性

研究，采用元分析法来探讨性心理健康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发

现男性在性唤起的认同度上更高，在性态度上也更积极。

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是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

因素［１４］，其主要影响方式是亲子关系质量、家长监控、亲子性交

流和家长性榜样作用［１５］。良好的亲子关系质量和家长监控能

有效减少非安全性行为的发生，恰当的亲子性交流可以提供充

足的事实信息，进而有效减少外界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完善

的家长性榜样作用可以通过现实生活的角色扮演来帮助青少

年形成正确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从而树立科学的性价值观［１６］。

但是大部分留守青少年由于家庭功能不完善，父母角色缺失，

导致其无法接收到有效的健康的性知识，更不能很好地接受和

理解相关性知识，无法认识到性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出现了

本研究中接受过相关性知识、性知识内容较全面且自觉这些知

识有用的留守青少年，在性心理健康状态上表现得更好的现象。

本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的农村留守青少年，在性心理健康

及其各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汉族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得分较高，这说明汉族青少年的性心理状况较少数民族更好。

我国庞大的农村留守青少年主要聚集在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多见，因此与其说是民族成分倒不如说是地

区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性教育是人格教育中的重要部分［１７］，应包括性心理、

性生理、性法律、性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恰当的性教育可以帮

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掌握正确的性知识，树立科学的性观念和性

态度，培养良好的性道德和性卫生习惯，在特殊情况下能够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而不是“谈性色

变”［１８］。完善的性教育应该是在关注性心理健康的基础上，根

据青少年的年级、性别、民族等特殊性，因材施教；同时，所授知

识不仅应该全面，还应该具有实用性和趣味性，只有让他们容

易接受、感兴趣和自觉有用才能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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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农村地区小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调查
陈晶琦１　金怡晨１　姜颖颖１　马爽１　邱辰２

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市第六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了解某农村地区小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水平。方法：研究对象来自东北某农
村地区学校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有１７１名小学生完成并返回了有效调查问卷。通过计算正确率及得分情
况，了解小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水平。结果：被调查儿童对１４个知识条目回答的正确率为３３３％ ～
７６０％，有２９％的儿童对１４个条目全部回答正确。在４种假设性侵犯危险情景中，有４５０％的儿童能表
示出拒绝和离开；当报告的性侵犯事件不被相信时，有６４３％表示能继续告诉直到有人相信。总的看来，三
年级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得分高于二年级学生，女生技能得分高于男生。结论：被调查儿童具备一定的预防

性侵犯知识和技能，但仍然不足，应通过教育提高小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水平。

【关键词】　农村儿童；性侵犯；预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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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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犯问题存在

于世界范围内。目前我国尚没有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样本的这

一问题发生情况的调查报告，但既往相关回顾性调查显示，我国

儿童性侵犯问题并非少见。一项大学生回顾性调查显示有

２１５％受试者在１６岁前曾有过１种或以上非情愿的非身体接触
或身体接触的性经历［２］。湖南农村地区对６８３名８～１８岁儿童
的调查结果显示，有２１５％的男孩和１４２％的女孩在１６岁前经
历过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的性侵犯［３］。国外有研究显示，童

年期有性侵犯受害经历者，出现企图自杀的风险是没有童年期性

侵犯受害经历者的２倍多［４］。Ｗｉｌｓｏｎ等就有关儿童期性侵犯受
害经历与成年后健康问题的综述显示，童年期有性侵犯受害经历

者更容易出现抑郁、肥胖、饮食异常，以及成瘾等问题［５］。帮助儿

童了解性侵犯的概念，提高应对性侵犯的技能，是预防儿童性侵

犯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解小学生应对性侵犯知识和技能情况，

我们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在东北某农村地区某学校二、三年级小学生
中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来自某农村地区同意参加这项研究的某

学校二、三年级的学生。总计有１７１名小学生参与并返回了有
效问卷。在被调查的１７１名小学生中，男生８４人（４９１％），女
生 ８７人（５０９％）；二年级 ９４人（５５０％），三年级 ７７人
（４５０％）。年龄范围９～１２岁，平均年龄（１０２±０６）岁。
１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在参考相关文献［６－９］和以往研究［１０－１２］基

础上设计而成。主要分为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两大部分，题

目主要为单项选择题。知识部分共１４个条目，主要包括：判定
性侵犯（３个条目），如：在公园里，有成年人故意向儿童露出他
的隐私部位是否为对儿童的性侵犯；辨别安全和不安全的接触

（４个条目），如隐私部位受伤时，医生是否可以看或接触儿童的
隐私部位；判断正确应对性侵犯及其他相关知识（７个条目），如
有大人私下给儿童看露着隐私部位的人体图片，儿童是否应该

拒绝。每个知识题目，回答正确计１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或没
有回答计０分，得分范围０～１４分。知识部分题目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０５７８。

预防性侵犯技能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存在性侵犯危险的

情景下，儿童是否能够拒绝（拒绝和离开），二是儿童是否能将

性侵犯事件报告给信任的大人，并至少列出一位可报告的人。

该部分列出４种假设的性侵犯危险场景，考察受试儿童是否能
应用以上技能，每个场景下每项技能１分，即拒绝技能４分，告
诉技能４分。另外还有一个情景，如果受到性侵犯，告诉的人不
相信，是否还能告诉其他的人，直到有人相信。正向回答计 １
分，其他情况计０分。这样告诉技能总计为５分，预防性侵犯技
能总分为９分。拒绝技能、告诉技能和总的技能（拒绝 ＋告诉）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６９４、０７１９和０７４５。

调查问卷为匿名自填问卷。问卷填写中逐次读题，并适当

解释语义。

１３　统计方法
给每个知识和技能题目赋分，计算知识和技能总得分。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描述小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用ｔ检验，
比较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儿童知识和技能的差异。

"

　结果
２１　预防性侵犯知识

本研究１４个知识条目，各题目回答正确率为 ３３３％ ～
７６０％。有４个题目的回答正确率低于６０％，分别为被要求保
密时儿童仍应该报告受性侵犯的事实（３３３％），大人要求儿童
触摸他的隐私部位是性侵犯（４５６％），儿童可以拒绝不情愿的
身体接触（５４４％），以及在无医疗／清洁需要时，有人触摸儿童
的隐私部位是性侵犯（５７３％）。

预防性侵犯知识题目满分为１４分，在被调查的小学生中，
有２９％对１４个知识题目回答正确，有５５０％能正确回答其中
的９～１３个题目。总体平均得分（８８５±２５８）分，三年级儿童
平均得分高于二年级儿童得分（ｔ＝２５８４，Ｐ＝００１１），主要差异
表现在对性侵犯正确应对的判断部分。男生女生知识总得分

没有显著差异（ｔ＝００７３，Ｐ＝０９４２）。见表１。判定性侵犯、辨
别安全与不安全的接触、判断正确应对性侵犯，以及知识总分

的得分分布见表２。
２２　预防性侵犯自我保护技能

预防性侵犯自我保护技能 ９个条目，满分为 ９分。有
３３３％的被调查学生得了满分；４５％的学生对４个假设情景能
拒绝（拒绝和离开）；有５７３％的学生在５种假设情景下，能运
用告诉技能。被调查学生预防性侵犯总技能平均得分为（７１５
±２０２）分，当儿童报告性侵犯而不被相信时，回答继续告诉直
到有人相信的有６４３％。三年级的拒绝技能、告诉技能和总技
能得分均显著高于二年级，女生的告诉技能得分和总技能得分

显著高于男生。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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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小学二、三年级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得分

知识／技能

年级

二年级

（ｎ＝９４）
三年级

（ｎ＝７７）

性别

男生

（ｎ＝８４）
女生

（ｎ＝８７）

合计

（ｎ＝１７１）

知识（０～１４） ８３９±２５１ ９４０±２５８ ８８３±２３８ ８８６±２７８ ８８５±２５８

判定性侵犯（０～３） １６５±１１１ １９２±１０６ １８０±１０７ １７５±１１２ １７７±１１０

辨别安全与不安全的接触（０～４） ２６９±０９６ ２７９±１１３ ２８１±１０５ ２６７±１０３ ２７４±１０４

判断正确应对性侵犯（０～７） ４０５±１６２ ４６９±１６５ ４２３±１４０ ４４５±１８８ ４３４±１６６

总技能（０～９） ６６１±２１４ ７８１±１６４ ６８２±２２２ ７４６±１７５ ７１５±２０２

拒绝技能（０～４） ２５６±１３２ ３３０±１１１ ２８２±１２９ ２９７±１２８ ２８９±１２８

告诉技能（０～５） ４０４±１３２ ４５１±０９１ ４００±１４０ ４４９±０８５ ４２５±１１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２　小学二、三年级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得分分布

知识／技能 得分（分） 比例（％）

总知识 ０～３ １２

４～８ ４０９

９～１３ ５５０

１４ ２９

判定性侵犯 ０ １６４

１ ２４６

２ ２４６

３ ３４５

辨别安全与不安全的接触 ０ ０６

１ １４６

２～３ ５７３

４ ２７５

判断正确应对性侵犯 ０ １２

１～３ ２９８

４～６ ５９１

７ ９９

技能 ０～２ ５３

３～５ １３５

６～８ ４８０

９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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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技能 ０ ２３

１～２ ７０

３～４ ３３３

５ ５７３

#

　讨论

我们曾于 ２００４年在 ２个城市 ５００名二年级小学生［１０］、

２００９年在河南省某农村地区的 ３８８名四年级小学生［１１］以及

２０１５年在北京市某小学５５９名一至五年级小学生中［１３］开展过

应对性侵犯知识和技能调查，由于调查所用问卷内容的不同，

得分无法直接比较；另外，又由于不同的调查，学生所在年级也

不尽相同，只能在相同或相近题目上以及学生所在年级比较相

近的各个调查之间，进行粗略的比较。例如，若受到性侵犯，告

诉妈妈不相信时，儿童还应该告诉其他信任的大人，本研究中

有６７３％的受试儿童回答正确，而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两项研究
中，这一比例分别为５０６％和２２９％；还有，调查条目隐私部位
受伤时，医生检查时可以看或接触隐私部位，本研究中６４３％
的儿童回答正确，而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两项研究中，这一比例分
别为５１６％和２４２％。总的看来，２个知识条目的正确率，本
次调查中受试儿童知识水平明显高于２００９年在河南某农村地
区的调查结果，也高于２００４年２个城市５００名小学儿童的调查
结果，这可能是因为近几年媒体更加重视对儿童性侵犯案件的

报导，学校及家庭对预防儿童性侵犯的关注度增加，家长加强

了对儿童这方面的教育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中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存在一定的组间差

异。既往研究中，确实显示高年级儿童对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和

技能掌握情况更好［１３］，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增

强，能够更好地对潜在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本研究中

虽然年龄跨度并不大，但三年级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得

分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这提示我们应该尽早开始对儿童进

行预防性侵犯教育，而小学二年级或之前可能会是较为恰当的

时机。男女生虽然在预防性侵犯知识方面没有表现出较大的

差异，但在技能方面尤其是告诉技能方面，女生表现明显优于

男生。这可能与有些家长缺少有关男孩也有可能受到性侵犯

的认识，家长更乐于与女孩沟通相关预防性侵犯知识有关。如

２００４年在２个城市对４５０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
有约四分之一的家长认识不到男孩也可能受到性侵犯，家长与

女孩交流相关预防性侵犯知识（如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被人看或

摸，应对性侵犯的技能拒绝、离开和告诉）的比例明显多于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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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交流的比例［１４］。２０１３年在某城市调查的１１６１名小学生家长
中，有约４０％的家长尚没有认识到男孩也有可能受到性侵犯，
与男孩相比，母亲与女孩交流相关预防性侵犯知识的比例更

多［１５］。研究显示男孩也可能会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１６，１７］，而

且在我国，有的研究还显示，男孩报告受到性侵犯的比例多于

女孩［３，１８］。提示我们，在女孩和男孩中开展预防性侵犯教育同

等重要。

儿童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提高

的。有关预防儿童性侵犯策略，其中一项比较重要的措施是在

学校开展预防性侵犯教育。国内外有研究显示通过教育，儿童

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和技能可得到提高［１９，２０］。以学校为基础的

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由经过培训的教师授课，知识传授较为

系统全面，并可通过开展课堂活动帮助儿童强化记忆和运用技

能。此外由于家长对性侵犯问题的认识不足，同儿童就性侵犯

问题交流较少，也有研究开展以家庭为基础的预防儿童性侵犯

教育，主要通过向家长发放教育材料，由家长将知识教给儿

童［２１］。从本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还缺少足够的应对性侵

犯的知识技能，需要在农村地区学校开展预防儿童性侵犯教

育，以提高儿童应对性侵犯知识技能水平。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所采用的评价问卷仍不够

完善，对儿童应对性侵犯的知识和技能的测量不够全面，需要

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改进研究工具，并推广使用，以增加不同

研究间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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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健康运动与分娩的去医学化
吴苗　唐文佩△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医学化论题”（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以来，已成为西方医学文化批
判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伴随着７０年代妇女健康运动的兴起，女性的生命周期如怀孕、分娩、月
经、更年期等成为医学化研究的新焦点。本文梳理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美国先后爆发的自然分娩运
动、家庭分娩运动和替代分娩运动，作为分娩医学化的逆过程———去医学化的尝试，在考察这些运动的发生

源起、基本主张和社会响应的基础上，比较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认为分娩的去医学化努力最终未能实现

的原因在于：概念层面上，将分娩重新定义为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无法与主流医学界将分娩定义为疾病相

抗衡；建制层面上，没有或仅有极小的建制化贡献，无法摆脱对医疗系统的依赖；医患互动层面上，只有少数

中产阶级女性接受了分娩的新定义并付诸实践，大部分女性依然希望在分娩的医学化中获得福利。

【关键词】　分娩；医学化；去医学化；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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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医学社会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生活经验

和生命过程被定义为医学问题并给予治疗，他们把这类实践贴

上“医学化”（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标签以研究与之相关的问题。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妇女健康运动（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兴起，
女性主义研究者迅速关注到医学化中的性属差异，如罗斯曼

（ＲｉｓｓｍａｎＣＫ）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医学化，也更容易接
受医学治疗，这是由生理、政治、社会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所造

成的”［１］。女性生命过程的医学化研究异军突起，其中以分娩

医学化研究最为成熟，人们不仅探讨分娩如何被成功地医学化

了，也关注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美国先后爆发的三场反

抗住院分娩的社会运动，即自然分娩运动（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０世纪 ４０～６０年代）、家庭分娩运动（ＨｏｍｅＢｉ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和替代分娩运动（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按照该领域的主
要研究者康纳德（ＣｏｎｒａｄＰ）所言，“医学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当一个问题不再用医学术语定义，医学处置也不再被认为

是合适的解决方案时，去医学化（ｄ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便发生
了”［２］。分娩领域的这三场运动尽管具体主张不同，其核心理

念均认为分娩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要求减少或彻底取消医

学干预，鉴于它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应该被恰当地定位为“去

医学化尝试”。本文在考察这些运动的发生源起、基本主张和

社会响应的基础上，旨在比较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探讨分

娩未能实现去医学化的社会文化根源。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进展，产科开始建制化，
产科医生通过把分娩定义为疾病和风险事件，使得干预技术的

使用正当化，住院分娩率随之提高，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的
住院分娩率已达到６０％ ～７５％［３］，然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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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带来母婴死亡率的下降。１９３３年，纽约医学会（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调查了１９３０至１９３２年间２０４１例产妇的
死亡原因，结果显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由于医生的粗心大意和

缺乏判断力［３］。同年，白宫儿童健康保护会议（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发表了一份报告，讨论
了住院分娩率提高母婴死亡率却未下降的原因，建议制定更为

严格的医院管理制度和医师培训标准［４］。报告发布后，美国劳

工部儿童署（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Ｂｕ
ｒｅａｕ）敦促加强医师培训和标准化产科实践，以促进母婴健
康［５］。作为回应，医院开始常规使用催产药物、会阴侧切、产钳

和剖宫产等干预措施预防分娩中不良后果的发生，至１９３６年，
母婴死亡率有所下降［３］。但干预技术的使用也导致分娩的去

人性化：住院分娩通常要求女性独自面对分娩，其间不允许家

人陪伴；对女性进行灌肠、剃毛、麻醉等处置，要求分娩时保持

截石位①；分娩后，立即将婴儿与母亲隔离开，放入护理室观

察［６］。这些去人性化遭遇让女性开始反思，分娩为何不再是愉

悦地迎接新生命的过程，萌发了追求更好的分娩体验的意识。

"

　自然分娩运动
自然分娩运动兴起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主张分娩是一个正

常的生理过程，疼痛是分娩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尽量避

免对产妇进行麻醉和止痛，让她们以“自然的”方式完成这一

“英雄主义”行为。

１９４３年，英国产科医生迪克·瑞德（Ｄｉｃｋ－ＲｅａｄＧ）在美国
出版了《不畏分娩》（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ｅａｒ）一书，认为分娩中的
疼痛原本没有达到需要干预的地步，是女性的恐惧激活了神经

系统导致子宫收缩失调，进而引起了更多的疼痛，并最终陷入

恶性循环，因此，相较于技术干预，分娩教育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充分了解和适当训练的情况下，女性完全可以不借助任何干

预措施“自然地”分娩［３］。迪克·瑞德的分娩理念迎合了女性

对于技术干预的担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１９４７年，美国产科
中心协会（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邀请迪克·瑞德在年会
上发言并进行全国巡讲，部分妇女受此影响要求在医院中体验

自然分娩，但当时的产科医生和护士尚不能提供此类分娩教

育，鉴于此，耶鲁大学开始对医生和护士进行自然分娩教育

培训［５］。

１９５１年，法国产科医生拉玛泽（ＬａｍａｚｅＦ）随医学代表团访
问苏联，他对苏联的心理助产法（ｐｓｙｃｈｏ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随后推出拉玛泽分娩法（ＬａｍａｚｅＭｅｔｈｏｄ）［７］。拉玛泽也
认为分娩时保持清醒有利于母婴之间建立亲密感，强调对产妇

及其丈夫进行分娩教育，一方面通过身体放松和呼吸训练缓解

疼痛，另一方面由产妇的丈夫或经过专门培训的护士为其提供

情感支持［８］。１９５８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杂志《妇女家庭
杂志》（Ｌａｄｉｅｓ’Ｈｏ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上刊登了一封名为“产房中的酷
刑”（Ｃｒｕｅｌｔｙ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Ｗａｒｄｓ）的护士来信，信中描述了她所亲
历的女性在分娩中的非人性化对待。信件引起的反响出人意

料，大量讲述分娩故事的来信涌入杂志社，控诉住院分娩中遭

遇的情感忽略［９］。１９５９年，卡梅尔（ＫａｒｍｅｌＭ）的畅销书《向拉
玛泽医生致谢》（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ＤｒＬａｍａｚｅ）出版，书中记录了她本
人旅居巴黎时在拉玛泽的协助下进行自然分娩的经历，这本书

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印了七次，自然分娩的理念受到美国女性尤

其是中上阶层女性的追捧［３］。

１９６０年，分娩教育家卡梅尔·宾（ＢｉｎｇＥ）连同几位支持自
然分娩的产科医生一起创立了美国产科心理预防协会（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现称国际拉玛泽协
会），以撰写文章、演讲和参加电视、广播节目等方式宣传自然

分娩并培训分娩教育人员。１９６７年，宾的《实用分娩课程六讲》
（Ｓｉｘ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Ｅａｓｉｅｒ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一书出版，被誉为
分娩教育领域的“红宝书”（ｒｅｄｍａｎｕａｌ），直到 ２０００年仍在发
行［１０］。根据沃兹（ＷｅｒｔｚＲ）和沃兹（ＷｅｒｔｚＤ）的研究，７０年代美
国的产科医生基本上都接受或至少是口头上赞同自然分娩的

理念，在此影响下，麻醉的使用量下降，除了极少数医生贪图省

事而坚持使用麻醉，大部分医生愿意让妇女在分娩中保持至少

部分的清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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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分娩运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家庭分娩运动开始萌芽，它延续了自然分

娩运动的核心理念，即认为分娩不是医学事件而是正常的生理

过程，但具体主张上已不满足于限制医院中干预技术的使用，

而是倡导女性在业余助产士（ｌａｙｍｉｄｗｉｆｅ）②的帮助下，在家庭中
自然分娩［１１］。

家庭分娩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大多是业余助产士，她们通过

撰写指导手册，宣传女性有自然分娩的能力，鼓励其在家中分

娩。如朗（ＬａｎｇＲ）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分娩全书》（ＢｉｒｔｈＢｏｏｋ）和加
斯金（ＧａｓｋｉｎＩＭ）１９７５年出版的《精神助产学》（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Ｍｉｄ
ｗｉｆｅｒｙ）均宣扬家庭环境有助于消除产妇的紧张与恐惧，并有助
于建立亲密的母婴关系。女性主义者阿姆斯（ＡｒｍｓＳ）是家庭
分娩的激进倡导者，认为女性只有在家中分娩才能重新夺回分

娩的控制权［５］。１９７５年，她的《完美的骗局：重审美国的女性与
分娩》（Ｉ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ｅ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Ｌｏｏｋａｔ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
ｂｉｒｔｈ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非虚构类图书，书
中认为分娩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医院将分娩视为疾病并对

之加以干预是一场针对女性的骗局；医院既不是分娩的理想之

地，也不是安全之地；住院分娩背后的哲学基础是视女性身体

为机器的机械观，产科医生使用技术维持女性身体机器的正常

运转，确保分娩按照预期向前推进，其间女性的情感体验并不

在考虑范围之内［１２］。

在这些倡导的影响下，美国的家庭分娩比例开始上升。以

俄亥冈州为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该州的家庭分娩约占所有
分娩的０５％～０６％；１９７６年，这一比例为１９９％；１９７７年，进
一步上升到２３４％［１３］。根据沙利文（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Ｄ）和比曼（Ｂｅｅ
ｍａｎＲ）的研究，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间，美国亚利桑那州有１２４３例业
余助产士协助下的家庭分娩，占该州所有分娩（１９１３７８例）的
１％［１４］。麦克莱恩（ＭｃＣｌａｉｎＣ）的研究也表明，７０年代后期，全
美家庭分娩比例约占全部分娩的１％［１５］。

家庭分娩的安全性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其支持者如

沙利文和比曼，在对亚利桑那州家庭分娩的调查中发现，由业

①

②

截石位，分娩中常见的术式。特点是病人仰卧，双腿放置于腿架

上，将臀部移到床边，能最大限度的暴露会阴。

ｌａｙｍｉｄｗｉｆｅ，或称ｕ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ｄｍｉｄｗｉｆｅ，文中译为业余助产士，指通
过培训机构获得技能的助产士，具备基本的卫生知识和接生技

巧，但一般没有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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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助产士负责接生的孩子出生时阿氏评分①（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正常
的占９７％［１４］；刘易斯（ＬｅｗｉｓＥ）等人的随机对照研究也表明对
于低风险案例，家庭分娩和住院分娩一样安全［１６］；另有研究指

出，在家庭分娩比较盛行的日本、丹麦、瑞士以及荷兰，其母婴

死亡率都要低于以住院分娩为主导的美国［１７］。而以美国妇产

科协会（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ｏａｒｄ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以下简
称ＡＢＯＧ）为代表的反对者则指出，院外分娩对胎儿造成的风险
比住院分娩高５倍，家庭分娩中死亡的案例原本都是可以避免
的［１８］。１９６７年，ＡＢＯＧ的主席皮尔斯（ＰｅａｒｓｅＷ）直接把家庭分
娩运动定义为分娩领域的一场危机，是对胎儿的虐待和对母亲

的伤害［１９］；１９７３年，美国护士助产士②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ＮｕｒｓｅＭｉｄｗｉｖｅｓ，简称ＡＣＮＭ）写信给ＡＢＯＧ的执行董事会，报告
家庭分娩的流行情况，表达了反对家庭分娩的立场；１９７５年，
ＡＢＯＧ发表了一个关于家庭分娩的声明称：“尽管分娩是一个生
理过程，但对每一个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有潜在风险，只有医院

可以为分娩提供安全保障，家庭分娩不能确保母婴健康”［２０］；

１９７８年，ＡＢＯＧ针对过去一年加利福尼亚州家庭分娩中发生的
７９例胎儿死亡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家庭分娩不安全，会
给母婴带来更大的风险［２１］；１９８２年，ＡＢＯＧ发布了一个政策性
声明，公开反对家庭分娩［２２］。

除了医学团体的公开反对，医疗系统也设置了一系列制度

障碍，限制家庭分娩的实施。１９７８年，美国卫生服务部（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在亚利桑那州业余助产士资格考试中设
置了更为严苛的准入标准，如要求她们旁观过１０例分娩，提供
在医生监督下完成过１５例接生的证明，并要求通过由医生和护
士助产士设定的一系列考试，包括口试、笔试和实际操作。另

据沙利文和比曼的研究，部分医院的医生拒绝给有家庭分娩计

划的妇女提供产前检查，或在检查和治疗时粗暴地对待她们，

并威胁当紧急状况出现时不予提供转诊服务；即便转诊，也把

发生的任何不良后果归咎于业余助产士或产妇自身，甚至以免

除费用的方式鼓励产妇状告自己的业余助产士［１４］。

尽管家庭分娩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医学团体反对家庭分娩

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利益、职业声望和产科地位的考虑，并不是

为母婴安全着想。但宏观政策上的限制和具体实践中的掣肘

让业余助产士不得不妥协，对任何有潜在风险的女性都进行转

诊。此时的医学话语不仅认为分娩有风险，而且将家庭分娩本

身定义为一种风险行为，不听医生劝告而选择家庭分娩的女性

必须为她们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在强大的风险话语下，家庭

分娩最终以失败告终。

&

　替代分娩运动
替代分娩运动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其主要理念是分娩

是正常的、低风险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女性和亲属有权参与决

策以获得她们想要的分娩经验［１７］。所谓“替代”是指为女性提

供住院分娩以外的更人性化的分娩选择，同时又要避免家庭分

娩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可以看作是护士助产士推动下的，对家

庭分娩运动的改良与修正。替代分娩运动的建制化贡献在于

成立了独立分娩中心（ｆｒｅ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ｉｒｔｈｃｅｎｔｅｒ），即独立于医
院，有急救设备，可以转诊到医院产科，提供新生儿护理，又与

家庭类似的一种分娩环境。它们通常设置在医院附近，内部装

饰与家庭环境相仿，有急救设备但是隐藏在橱柜里，既方便取

用又避免给产妇带来恐慌感［２３］。

这种既能降低风险又能改善女性分娩体验的分娩方式得

到医学界的认可。１９７８年，ＡＢＯＧ、ＡＣＮＭ、美国儿科学会（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美国妇产科学会护理协会（Ｎｕｒｓ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
ｇｉｓｔｓ）以及美国护士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ｕｒｓ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联合组成
母婴保健跨学科任务组（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支持替代分娩运动，认为独立分娩
中心是一种理想的替代分娩方式。１９７９年，ＡＣＮＭ出台了设立
独立分娩中心的指南。同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ＡＰＨＡ）也表示支持替代分娩
项目［１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的独立分娩中心数量开始增加，从
１９７５年的３所，增加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２０余所，再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６０
余所［１７］。由护士助产士在独立分娩中心负责的分娩从１９７５年
的１９６８５例（占所有４１４４１９８例分娩的０４％），上升到１９８９年
的１２２８９２例（占所有４０４０９５８例分娩的３％）［９］。随着替代分
娩运动的影响力增加，更多的女性选择在独立分娩中心分娩，

家庭分娩比例相对降低。以美国俄勒冈州的统计数据为例，

１９７６年，家庭分娩占院外分娩的７４％，１９７７年下降到６０％；而
替代分娩占院外分娩的比例从１９７６年的２６％，上升到１９７７年
的３９％。鉴于此，１９８３年，ＡＰＨＡ颁布了独立分娩中心管理制
度，声明健康的母亲可以在院外分娩，同时为保障安全强调了

以下内容：只有在产前检查显示没有并发症的产妇才可以在独

立分娩中心分娩；只能由护士助产士和医生进行接生；独立分

娩中心必须有急救设备和药物，如心肺复苏、正压面罩，输液设

备、婴儿恒温箱、扩容药物等；在独立分娩中心手术操作只局限

于会阴侧切和缝合，不能进行全身麻醉和剖宫产；必须告知顾

客独立分娩中心的风险和好处，并签订知情同意书［２４］。

１９８３年，由于替代分娩运动的挑战、女性生育率下降以及
医疗诉讼增加等原因，医院盈利下降，ＡＣＯＧ改变了对替代分娩
运动的支持态度，认为分娩中心１６％的转诊率表明住院分娩优
于替代分娩，发布指南反对在独立分娩中心分娩，只允许在偏

远地区设立独立分娩中心［２５］。１９８８年，ＡＣＯＧ又重申了这一立
场，强调医院才是最安全的分娩之地［２６］。与此同时，医院将产

前教育和独立分娩中心的模式整合到住院分娩中，给女性提供

能更好的配合医疗程序的产前教育以及院内产房（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ｉｒｔｈ－ｒｏｏｍ）③。例如，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浸礼会医院
（Ｂａｐｔｉ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医院（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分别在 １９８１年和 １９８３年设立了院内产房［９］。到 １９８９
年，美国８０％的医院都提供院内产房。而独立分娩中心则由于
医院不予提供转诊服务、没有保险覆盖、医疗诉讼增加等原因

走向衰落，如沃兹对亚利桑那州的研究指出，保险公司提高了

①

②

③

在孩子出生后，根据皮肤颜色、心搏速率、呼吸、肌张力及运动、

反射五项体征进行评分。７分以上者为正常新生儿，评分７分以
下的新生儿考虑患有轻度窒息，评分在４分以下考虑患有重度
窒息。大部分新生儿的评分多在７－１０分之间
ｎｕｒｓｅｍｉｄｗｉｖｅｓ，译为护士助产士，是指经历过正规助产教育、有
执照，一般在医院工作的一类助产士。

即集待产（ｌａｂｏｒ）、分娩（ｄｅｌｉｖｅｒｙ）和康复（ｒｅｃｏｖｅｒｙ）为一体的院
内分娩环境（简称ＬＤ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８月　第２６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８ ·１５７　　·

护士助产士获得医疗诉讼赔付的保险费率，致使１００多所独立
分娩中心因无法承担高昂的保费而最终关闭［１８］。

康拉德和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Ｗ）认为，一项人类经验被医
学化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上；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医患互动

层面。“概念层面上，当小部分精英人士用一个新的医学词汇

或医学模型解释这一经验时，医学化便发生了；制度层面上，当

医学专家充当这一经验的‘守门人’或‘监管人’，进行有组织的

医疗实践时，医学化便发生了；医患互动层面上，当普通医生把

病人就这类问题的抱怨定义为医学问题并给予治疗，而患者也

接受其医学定义并接受甚至寻求治疗时，医学化便发生了。”［２７］

借助医学化的层面理论，我们可以试着探讨这三场前后相继的

分娩去医学化尝试失败的原因。

在概念层面上，这三场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将分娩重新定义

为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并且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为

千百年来，女性一直在家分娩、不止痛、没有技术干预。可这一

定义与主流医学关于分娩是一种病理状态的界定相比，说服力

薄弱；在建制层面上，自然分娩运动完全依托于医院，家庭分娩

排斥医院又不得不依靠它的转诊系统，只有替代分娩运动有独

立建制的尝试，但护士助产士终究无法与产科医生的力量相抗

衡，再加上其采取的折衷策略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最终导致其

被医院所收编；在医患互动层面上，这三场运动的支持者仅限

于少数中产阶级女性，大部分女性依然接受分娩是一种需要医

学帮助的状态，并且希望从中获得免于疼痛和带薪产假等

福利。

此外，随着医学中风险话语的引入，分娩作为一项风险事

件比病理事件更加具有规训的力量。女性作为自己和胎儿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拒绝医学帮助，将会承担随之而来的道

德审判，即胎儿如有任何不测，女性都难辞其咎。风险话语中

的道德审判会让女性自觉地将医学规训内化，并且生育年龄延

后、生育数量下降等因素也进一步放大了分娩中的风险话语，

致使女性对自己和胎儿的健康状况更加担忧，更加愿意借助技

术以策安全。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分娩无论在概念层面、制

度层面抑或是医患互动层面都无法真正地实现去医学化。并

且，随着产前诊断与治疗技术的新进展，分娩医学化的进程还

将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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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媒体报道了多起 ＳＭ性虐致死案件，当事人中既有
普通民众，也有高校学生与社会公众人物。这些案件引起了社

会的持续关注和大众的广泛讨论，舆论普遍认为，ＳＭ是一种因
心理变态而导致的异常性行为，对 ＳＭ的实践者和社会都具有
高度的危害性。那么，ＳＭ到底是什么？当代研究是否证实了
大众对 ＳＭ的认识？ＳＭ的实践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本文将通过理论对比与建模来探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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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关术语的历史

德奥精神病学家埃宾（ｖｏｎＫｒａｆｆｔ－Ｅｂｉｎｇ）在他１８８６年出版
的《性心理疾病》中，首次将施虐（ｓａｄｉｓｍ）与受虐（ｍａｓｏｃｈｉｓｍ）这
两个术语引进到学术界［１］，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将这两个术语

合在一起，写作性施虐与受虐症（ｓａｄｏｍａｓｏｃｈｉｓｍ，ＳＭ），用以描
述从施加与接收疼痛的行为中获得性愉悦的病理性性行为。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于１９４１年译注英国医生霭理士（Ｈａｖｅｌｏｃｋ
Ｅｌｌｉｓ）的经典著作《性心理学》时，将原书中的 Ａｌｇｏｌａｇｎｉａ是一种
将疼痛和性愉悦联系在一起的性行为术语，翻译为“虐恋”［２］，

随后，中国的研究者们沿用了这一译法，虐恋也逐渐成为了中

国大众所熟知的词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美国掀起了同志运动与第二次女权主

义浪潮，伴随着这些性解放运动，ＳＭ与皮革爱好者们于９０年代
初期将绑缚与调教（ｂｏｎｄａｇ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Ｂ／Ｄ）、统治与屈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Ｓ）、施虐与受虐（ｓａｄｉｓｍ＆ｍａｓｏｃｈ
ｉｓｍ，Ｓ／Ｍ）这三组词汇组合成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一ＢＤＳＭ，来
描述他们区别于病理性性施虐与受虐的行为。随后的实践者

们又将恋物癖、同志皮革、制服角色扮演和其他一些不能归类

的另类行为也纳入到了 ＢＤＳＭ的范畴之中，从而拓展了 ＢＤＳＭ
的词面涵义。

由此可见，ＳＭ、虐恋和 ＢＤＳＭ这三个术语虽然有一定程度
上的同质意义，但它们有不同的词源史，产生于不同的时间和

历史文化背景下。实际上，相比于 ＳＭ和虐恋，ＢＤＳＭ是描述一
类而非一种行为的涵盖性术语（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ｔｅｒｍ），具有更广阔的
行为内涵并且代表着新的行为价值取向，这也是本文之所以使

用ＢＤＳＭ这一术语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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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发展

２１　ＢＤＳＭ行为的去疾病化
１９９５年，丹麦成为北欧第一个将ＢＤＳＭ行为从该国疾病分

类中移除的国家。随后，瑞典、挪威、芬兰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１年进行了同样的疾病分类改革。２０１３年美国颁布的
第５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ＤＳＭ－Ｖ）中，有关性施虐
与受虐的性欲倒错障碍（ｐａｒａｐｈｉｌ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被定义为造成实践
者痛苦或者有显著性致伤致死风险的非自愿行为［３］，第１１版
《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１）的草案中，也做了相似的描述［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年８月　第２６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８ ·１５９　　·

这种对性欲倒错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基于安全（ｓａｆｅ）、理智
（ｓａｎｅ）和知情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或者叫ＳＳＣ原则下的ＢＤＳＭ行
为已不再属于性欲倒错的范畴。

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中，
对性施虐与受虐症的诊断描述为：以向性爱对象施加虐待或接

受对方虐待，作为性兴奋主要手段的行为［５］。需要指出的是，

知情同意下的性施虐与受虐行为并非性虐待，前者是双向的自

愿行为，而后者是单向的侵犯行为。因此，对我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中性欲倒错行为的病理性解释应该更加慎重。

２２　ＢＤＳＭ的当代价值取向
除了对 ＢＤＳＭ行为的去疾病化解释以外，当代的研究者们

认为ＢＤＳＭ仅仅是一种性兴趣的偏好［６］，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拓

展。它的出现是基于特定的社会一历史文化因素的，因此

ＢＤＳ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行为［７，８］。对于这种社会建

构行为，大众普遍认为，施加与接受疼痛是ＢＤＳＭ广为流传和显
而易见的内容，因此疼痛应该是ＢＤＳＭ行为的核心要素。但是，
诸多研究结果却否定了这一揣测，真正引起实践者性愉悦的并

非是疼痛，而是权力。因此，实践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才是 ＢＤＳＭ
行为的核心要素［９－１１］，而疼痛只是构建、维持和强化这种权力

关系的一种工具［９，１２］。

至此，对于ＢＤＳＭ行为更加准确的描述性定义应该为：基于
ＳＳＣ原则下，创造和模拟实践者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从而引起
实践双方性唤醒和性愉悦的行为。由此可见，本文引言中提及

的性虐致死行为并不符合 ＳＳＣ的安全原则，因而并非属于
ＢＤＳＭ的行为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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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权力交换

３１　权力的动态交互
ＢＤＳＭ中的实践双方一统治者，即施虐者与屈从者，即受虐

者的权力是一种象征性权力。屈从者在 ＢＤＳＭ场景中，通过一
系列臣服于统治者的象征性行为（如充当统治者的“小狗”），将

自我决定权交予统治者手上以满足自我被客体统治、羞辱或惩

罚的欲望，从中获得性愉悦。而统治者则通过一系列对屈从者

的象征性统治行为（如充当屈从者的“主人”），来满足自我对客

体统治、羞辱或惩罚的欲望，从中获得性愉悦。显然，“小狗”与

“主人”都是一种非真实的象征性身份，这种身份带来的权力，

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实践双方为了获得性愉悦而“设计”出来

的虚拟权力。需要指出的是，虚拟是相对于现实中的社会权力

而言，对于在ＢＤＳＭ场景中的实践者来说，为了获得更加强烈的
性唤醒和更加深刻的性愉悦，尽可能模拟出现实权力以提高场

景的真实感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ＢＤＳＭ行为中的实践双方各
自从获得和放弃这种象征性权力中获得性愉悦［１３］，实质上，获

得和放弃权力就是实践者之间权力的归属问题。

早期的性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在权力归属上的观点是，统

治者比屈从者拥有更大的权力。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认为施虐是性本能中攻击性成分的独立和强
化，并通过转移作用而变成了主导性的行为［１４］，这一论断无疑

将统治者看作了性施虐与受虐行为中的权力中心。而后来的

一些社会学家们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由

屈从者赋予的，一旦屈从者退出 ＢＤＳＭ场景或者在场景中不再
臣服于统治者，则统治者的权力将不复存在。因此，屈从者才

是ＢＤＳＭ行为中的权力中心［１５］。不同于这两种把权力看作是

单向非连续性结果的论断，法国哲学家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认为，权力是各种不平等和变动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１６］。随后

的研究者们引用福柯关于权力概念的精彩论述，证实了 ＢＤＳＭ
行为中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连续性动态交互过

程［１７－１９］。权力关系随着实践双方性愉悦程度的不断变化而变

化，其权力中心也随之向实践双方中的某一方偏移，这种权力

中心的偏移叫做ＢＤＳＭ行为中的权力交换。
３２　权力交换理论模型

ＢＤＳＭ实践者的权力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方面，指向主体的
欲望和指向客体的控制，欲望与控制实现的程度一起构成了实

践者的权力大小，权力中心随着实践双方权力大小的动态变化

而偏向于权力更大的一方，从而发生了权力交换。在对权力来

源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ＢＤＳＭ权力交换的理论模型，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ＢＤＳＭ权力交换理论模型

　　统治者与屈从者的性愉悦分别来自于对客体的统治与屈
从。当屈从者实现了对统治者的绝对臣服时，也就意味着其不

再能影响统治者的行为，屈从者表现出最高的欲望度和最低的

控制度。此时，统治者因屈从者控制度的丧失而表现出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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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度，而最高的控制度又给统治者带来了最高的欲望度。这

个统治者与屈从者都获得最高的欲望度，即各自实现了主体性

愉悦的极性化结果叫做ＢＤＳＭ权力交换的正向极化。与之相反
的情况中，屈从者完全不臣服于统治者，意味着其能最大化的

影响统治者的行为，屈从者表现出最低的欲望度和最高的控制

度。此时，统治者则因为丧失对屈从者的控制而表现出最低的

控制度，而最低的控制度给统治者带来的是最低的欲望度。这

种统治者与屈从者的欲望度都最低，即都不能实现主体性愉悦

的极性化结果叫做ＢＤＳＭ权力交换的负向极化。
从权力交换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得出三项结论：（１）正向极

化中，统治者为权力中心，负向极化中，屈从者为权力中心；（２）
实践者之间的欲望度具有一致性；（３）实践者之间的控制度具
有博弈性。

&

　讨论
在过去关于 ＢＤＳＭ行为的诸多研究中，虽然对权力交换现

象都有所论述，但却很少对其具体作用机制做出论证。究其原

因，其一在于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和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

其二在于动态变化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交互过程。本研究通过

对权力来源的剖析，建立了ＢＤＳＭ行为中的权力交换理论模型，
初步探讨了权力交换的基本作用机制和极性化结果，对进一步

深入研究ＢＤＳＭ行为中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同时也应该指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是基于逻辑推理得出，

因此，还需要实证研究来作为支撑。此外，本研究从ＢＤＳＭ中权
力概念的二维内涵着手考虑，没有将可能对权力交换造成影响

的实践者特质如性别、性倾向、社会经济地位等纳入研究范围，

这些都将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与解决的问题。

实践者在 ＢＤＳＭ行为中借助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角
色或主体地位来体验一种全新的性游戏，这种对现实的重构与

颠覆不仅是实践者对ＢＤＳＭ行为着迷的原因，也是研究者们坚
持使用社会学而不是病理学视角来审视这种行为的原因。权

力渗透在当今社会的各领域各方面，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

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交换理论揭示了获得社会权

力的三种策略：（１）增加对客体的控制，比如企业中有否决权的
领导，学校中有评分权的教师，他们都通过对客体的控制来实

现主体的欲望，从而占据权力制高点，这是“事在四方，要在中

央”的权力策略。（２）降低对客体的控制，比如在两性关系中被
动的一方，他们通过放弃对客体的控制来实现自我的决定权欲

望，从而成为两性关系中主导性的一方，这是“不在其位，未必

无权”的权力策略。（３）降低主体的欲望，比如在经济活动的收
益分配中，精明的商人通过让合作伙伴获得略高于自己回报率

的手段来增加自己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决策

权力，这是“帮人是德，吃亏是福”的权力策略。权力交换理论

对理解这些社会行为中暗藏的权力博弈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

路径，并指引我们对ＢＤＳＭ亚群体和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更为深
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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