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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Ｍ－ＩＶ到 ＤＳＭ－５早泄诊断标准演变意义的研究

陶　林　刘　捷　王春华　席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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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一篇有关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系统中早泄诊断标准演变的综述，重点谈论ＤＳＭ－ＩＶ到ＤＳＭ－５的演
变过程和临床意义，以及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用来指导对早泄的研究和治疗。ＤＳＭ－ＩＶ早泄诊断标准引进我国之后，对
男科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而ＤＳＭ－５的颁布也一定会掀起又一轮研究早泄的热潮。本文在ＤＳＭ－５早泄诊断标准最后征
求意见稿的发表过程中捷足先登，与同道进行交流，为今后引进早泄诊断标准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对早泄的进一步研

究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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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２年 ＬａｕｍａｎＥ牵头完成的全美健康和社会生
活调查（使用问卷当面访问３４３２个美国市民），结果
有２９％的男性报告患有早泄（ＰＥ）。自从美国的《精
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ＤＳＭ－ＩＶ）发表以
来，几乎全世界都使用这个诊断分类和标准，但依据这

个诊断标准做出的 ＰＥ诊断也引发了一些诸如诊断范
围扩大化、就诊率低以及分类过于简单不利于指导临

床研究和治疗等问题。２０００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又出
版了《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教科书修改

版（ＤＳＭ－ＩＶ－Ｔ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ｔｅｘｔ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对于ＰＥ的诊断标准做

了较大的修改，该版本将２０１２年问世的《美国精神疾
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ＤＳＭ－５）的前身或者基
础，但今年美国精神疾病学会在网站发布的最后一版

征求意见稿中却做出很大的调整，ＤＳＭ－５早泄的诊
断标准将对于世界范围内 ＰＥ的诊断和治疗趋势将产
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结合有关文章献就 ＰＥ诊
断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１　ＤＳＭ－ＩＶＰＥ诊断标准的历史功绩与存在问题

１．１　ＤＳＭ－ＩＶ的ＰＥ诊断标准的问世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对 ＰＥ的

诊断标准是：Ａ、长期或反复出现，在受到轻微的性刺
激后、或在阴茎插入之前、刚插入时或插入后很短的时

间内即发生射精，比本人的意愿明显提前。医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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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考虑影响性兴奋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如年龄、新

的性伴侣、新的环境和近期性交的频率。Ｂ、这种功能
紊乱明显引起了本人痛苦或人际关系紧张。Ｃ、这种
ＰＥ不是由于某种物质（例如鸦片）的直接作用引起。
亚型又可以分为：终生型（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ｔｙｐｅ），从有性功能
开始就发生 ＰＥ；获得型（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ｔｙｐｅ），ＰＥ发生在有
一段正常的性功能即非ＰＥ状态之后；广泛型，ＰＥ的发
生不局限于某种特殊刺激、环境或伴侣；境遇型，ＰＥ只
局限于某种特殊的刺激、环境或性伴侣。

１．２　ＤＳＭ－ＩＶ的ＰＥ诊断对世界的广泛影响
在ＤＳＭ－ＩＶ的 ＰＥ诊断标准问世以前，虽然已经

有一些ＰＥ的诊断标准在临床上使用，但没有达成较
为一致的共识，所以影响不大。而 ＤＳＭ－ＩＶ的 ＰＥ诊
断标准问世后，由于对于 ＰＥ诊断的概念发生巨大变
化，所以对世界范围内的医学界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

影响。该诊断标准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男性为中心到男性与女性并重：自从马斯特斯
和约翰逊提出他们的 ＰＥ诊断标准之后，这种以能够
满足女性或考虑到女性性生活满意度的 ＰＥ诊断标准
就大行其道。美国ＤＳＭ－ＩＶ中的ＰＥ诊断显然受到明
显影响，反映出对于性生活双方感受的同等重视程度。

这一点由人际关系紧张的诊断条目得到证实。（２）从
生殖为中心向享乐为中心转变：以往性行为的主要功

能集中在生育功能方面，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避孕节

育技术的广泛应用，性行为的主要任务是享乐而不再

是生育，所以 ＰＥ诊断标准的放宽自然考虑到享乐因
素所占的比重，而生育因素则是从属地位，在发达国家

这个问题更为突出。（３）生物、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
转变：按照ＤＳＭ－ＩＶ的 ＰＥ诊断标准，有２９％的男性
是罹患 ＰＥ的，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发病率如此之高，
除了传染病之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 ＤＳＭ－ＩＶ是
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显然是应用了生物、心理和社会

医学模式作为制定诊断的依据，故意淡化时间概念而

强调人际关系困难或主观感受，是心理社会因素主宰

了诊断标准。（４）从单纯男性问题到男女共同问题：
在诊断标准中提出人际关系，就是将男性独自的性功

能障碍转变为男女双方共同的性问题，不但诊断需要

考虑双方的感受，而且治疗也需要参考双方的感受，从

而将男性 ＰＥ这种性功能障的治疗引向了夫妻共同参
与的心理或药物治疗。ＰＥ是唯一一种诊断标准需要
考虑女性性感受的男性性功能障碍。

１．３　为什么要对ＤＳＭ－ＩＶ的ＰＥ诊断标准进行修订
ＤＳＭ－ＩＶ的ＰＥ诊断标准已经使用了近１５年，对

世界各国的医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但经过多年的应用

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项：（１）发病率高：
由于ＰＥ的诊断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只要配偶双方
中有一方对射精时间不满意或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就可

以诊断为ＰＥ，这样符合ＰＥ的人数就剧增，研究 ＰＥ的
发病率就几乎高达男性的三分之一。这样高的 ＰＥ发
病率能够真正反应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问题的实质吗？

这么高的发病率还是不是一种疾病或障碍呢？发病率

过高对于问题男性的压力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２）
就诊率低：虽然诊断 ＰＥ的标准放宽了，符合 ＰＥ诊断
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前来就诊的男性并

没有显著增加，就诊率低与发病率高之间的矛盾非常

突出，诊断范围过宽并没有促进 ＰＥ问题的解决，这样
的诊断标准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这似乎有一些法

不责众的味道，当然也与目前并没有最为有效的 ＰＥ
治疗方法有关，只能诊断不能治疗也没有实际意义。

（３）分型粗略：ＤＳＭ－ＩＶ的ＰＥ诊断标准只有终生型和
获得型，以及广泛型和境遇型的简单分类，虽然诊断和

使用方便，但是，由于过分宽松的诊断和过于简单的分

类，该诊断系统对于治疗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罗兰德

的ＰＥ分类就非常细致，例如：生理型 ＰＥ（生物学因素
致病的）：神经素质型ＰＥ、躯体疾病型ＰＥ、躯体损伤型
ＰＥ、药物副作用型 ＰＥ；心理型 ＰＥ（心理因素致病的）：
心理素质型ＰＥ、心理应激型 ＰＥ、伴侣关系紧张型 ＰＥ、
性心理技巧缺乏型 ＰＥ以及共病型 ＰＥ。（４）不利研
究：由于ＤＳＭ－ＩＶ发表之前，对于信度和效度没有做
过深入的、适当的验证，所以诊断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ＩＣＤ－１０中有６个月的期限，而 ＤＳＭ－ＩＶ没有。
该诊断标准也不是操作性的诊断标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
ｔｅｒｉａ），有些概念比较模糊，如，插入后很短时间内
（ｓｈｏｒ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到底是多么短的时间，应该
有具体的时间概念。比自己的意愿提前，自己的意愿

是多长时间，如果自己的意愿是６０ｍｉｎ呢？由于该诊
断标准过于宽泛，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主要依靠当事

人的主观感受，分型也相对简单，所以不利于对 ＰＥ进
行深入研究。

２　ＤＳＭ－ＩＶ－ＴＲ提出的ＰＥ分型和诊疗特点

２０００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又出版了《精神疾病诊断
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教科书修改版（ＤＳＭ－ＩＶ－ＴＲ）。
其中对ＰＥ诊断标准做了比较大的修订，提出终生型
ＰＥ、获得型ＰＥ、自然变异型ＰＥ和 ＰＥ样射精功能障碍
四种类型。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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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终生型ＰＥ
终生型ＰＥ是以下列一组核心症状为特点的综合

征：（１）几乎每次交媾都射精过早；（２）几乎与每个女
性都是如此；（３）从第一次交媾开始就发生；（４）大多
数情况下（８０％）射精在３０～６０ｓ，或者在１～２ｍｉｎ之
间（２０％）；（５）一生都将处于快速射精（７０％）或随着
衰老加剧（３０％）；（６）控制射精的能力减弱或缺失，对
于诊断并非必要。

这是一类最难以治疗和最严重的 ＰＥ，应该说是典
型的ＰＥ，或者唯一必须治疗的ＰＥ。这类ＰＥ一定影响
伴侣之间的感情，不能让配偶达到性高潮，而自身也一

定感受到精神压力，由于射精太快虽然有性高潮，但不

够典型和强烈。尤其是缺乏性生活中的愉快心理感

受，他们挫折感明显，有些人否认 ＰＥ或者忽视配偶的
感受，但内心是苦不堪言。诊断标准的第一条和第二

条说明他们无论与什么人性交，无论什么时间性交都

出现ＰＥ，这表明ＰＥ的稳定性。第三条第一次性交就
发生ＰＥ和第五条一生都将处于快速射精（７０％）或随
着衰老加剧（３０％）表明了ＰＥ的持续性。第四条在大
多数情况下（８０％）３０～６０ｓｅｃ射精，或者在１～２ｍｉｎ之
间（２０％），引进了时间和比率概念，表明了 ＰＥ的严重
性。该类型的ＰＥ是ＰＥ治疗和研究的重点。
２．２　获得型ＰＥ
获得型 ＰＥ的主诉与潜在的身心或心理问题不

同，有以下特征：（１）、ＰＥ发生在男性生活中的一些不
同的时期；（２）开始有ＰＥ主诉之前通常有正常射精体
验；（３）这种ＰＥ如果不是突然出现就是缓慢起病；（４）
ＰＥ可能源于泌尿科的功能障碍（如勃起功能障碍或前列
腺炎）、甲状腺功能障碍、心理或人际关系问题。

与终生型ＰＥ不同，获得型ＰＥ可以通过治疗潜在
的病因而得到治愈。

该类型的ＰＥ没有很大的变化，获得型 ＰＥ就是继

发性ＰＥ。在以往有正常的射精潜伏期之后由于躯体
疾病而产生 ＰＥ。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泌尿系的炎症。
治疗原发病为主要治疗方法。

２．３　自然变异型ＰＥ
在自然变异型 ＰＥ中，男性只是巧合的或境遇性

的发生ＰＥ。这种ＰＥ的类型不能看成是真正病理性的
症状或现象，而只是性活动的正常变异。这种综合征

以下列症状为特点：（１）ＰＥ不是持续发生或者是不规
律发生；（２）控制射精的能力（感受到快要射精时自己
主动控制射精）减弱或缺失，对于诊断并非必要；（３）
控制射精能力减弱的体验与射精时间短或正常同时存

在（小于或大于１５ｍｉｎ）。
这种类型的ＰＥ以往称为境遇型ＰＥ，主要是在特殊

的环境和心理因素作用之下发生ＰＥ。比如与新的性伴
侣发生性行为就ＰＥ，性兴奋程度过高，熟悉之后不再发
生ＰＥ。新婚时期发生 ＰＥ而以后并不 ＰＥ也属于这一
类，原因包括受到手淫导致ＰＥ误解的暗示作用和性兴
奋程度较高。适应之后可以恢复正常，及时的咨询或指

导更为重要。精神紧张或焦虑是重要因素，由于ＰＥ的
发生具有非常明显的心理原因，诊断并不困难。

２．４　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
有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的男性体验或主诉ＰＥ是在

射精时间正常（３～６ｍｉｎ）或超长（５～２５ｍｉｎ）情况之下。
这种类型的ＰＥ不能真正看成是病理性的症状或现象。
心理抑郁或伴侣关系问题可能是主诉的原因。这种综合

征以下列症状为特点：（１）交媾中持续或非持续快速射精
的主观感知；（２）想象的ＰＥ或射精控制能力缺失的先占
观念；（３）实际的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正常或超长（５～
２５ｍｉｎ）；（４）控制射精的能力减弱或缺失，并非诊断所必
须；（５）这种先占观念不能用其他精神障碍合理解释。

ＤＳＭ－ＩＶ－ＴＲ提出的上述ＰＥ分型和诊疗特点见
表１。

表１　ＰＥ分型病诊疗特点

终生型ＰＥ 获得型ＰＥ 自然变异型早泄 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

ＩＥＬＴ很短 ＩＥＬＴ短 ＩＥＬＴ正常 ＩＥＬＴ正常／长

有神经生理或遗传基础 医学和心理学基础 正常变化 心理原因

药物治疗 药物和心理治疗 保证承诺 心理治疗

发病率低 发病率低 发病率高 发病率高

　　２．６　与ＤＳＭ－ＩＶ相比，ＤＳＭ－ＩＶ－ＴＲ成功之处
与存在问题

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与其它器质性疾病的诊断标

准不同，由于功能性疾病没有病理改变或实验室检查

作为辅助诊断依据，多数是根据临床表现做出诊断，所

以诊断的准确性就难以把握。但与 ＤＳＭ－Ｉ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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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Ｍ－ＩＶ－ＴＲ有其成功之处，当然也存在问题。
成功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有 ＰＥ的详

细分类和相对明确的时间概念：由于ＤＳＭ－ＩＶ没有时
间概念，也就是取消了射精潜伏期的概念，难于进行操

作性诊断，ＤＳＭ－ＩＶ－ＴＲ分类更加详细，又从新引入
时间概念，而且突出不同类型的 ＰＥ时间的差异。发
病比例也有所反映。②取消描述性诊断，引入综合征
更加科学：ＤＳＭ－ＩＶ采用的是描述性定义，具体概念
比较模糊，主观性强，而 ＤＳＭ－ＩＶ－ＴＲ采用临床综合
征作为诊断依据，更加具有科学性。③减少“高”发病
率和解释治疗成功率的差异：ＤＳＭ－ＩＶ－ＴＲ的 ＰＥ诊
断标准更为严格，所以一定会使 ＰＥ的发病率适当地
减少，避免许多男性误诊为 ＰＥ从而避免了精神压力。
以往有学者报道采用性感集中训练法治疗 ＰＥ取得骄
人的成效，但后人却难以获得同样的效果。问题在于

没有亚型的诊断，不同类型的 ＰＥ对于同样的方法疗
效是完全不同的。终生型 ＰＥ是难于治疗的，而自然
变异性ＰＥ是容易治疗的，所以不分组的和诊断不明
确的研究没有实际价值。④ＰＥ亚型分类为进一步研
究拓展了空间：由于能够引起ＰＥ的原因很多，ＰＥ不是
同质性的性功能障碍，对 Ｐ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利于
对ＰＥ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遗传学等，实验室研究以
及药物治疗研究。ＰＥ是一大类综合征而不是一种障
碍。每一亚型的 ＰＥ都有特定的临床表现，无论是对
于诊断还是治疗都有必要深入研究。⑤将射精潜伏期
（ＩＥＬＴ）正常或超常患者单独归类：一些 ＩＥＬＴ正常或
超常的“ＰＥ者”也纳入了 ＰＥ诊断标准，这样就解决了
主观愿望与客观指标不一致时的问题。这主要是指

ＰＥ样ＰＥ的患者，他们的射精潜伏期可能是３～６ｍｉｎ，
甚至是５～２５ｍｉｎ，只要他们认为是 ＰＥ，就以 ＰＥ就诊，
寻求诊疗，主观的感受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具

体的时间概念。这样的单独归类更能够体现该亚型的

心理疾病特点。

ＤＳＭ－ＩＶ－ＴＲ仍然存在的问题。尽管 ＤＳＭ－ＩＶ
－ＴＲ在原有的ＤＳＭ－ＩＶ基础上做了很多幅度的修订
和改进，但是作为 ＰＥ的诊断标准仍然不能说是取得
重大突破，或者尚未达到金标准水平。仍然存在很多

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①仍然有特殊类型难于归类：
虽然该诊断标准有了四种类型的 ＰＥ亚型，但是不能
包括一些常见的亚型，比如，共病型ＰＥ，或者自己不认
为是ＰＥ，虽然有足够长的 ＩＥＬＴ，但不能让配偶达到性
高潮。生理与心理因素混合类型广泛存在，生理因素

导致的ＰＥ也对于心理因素有明显影响，而心理因素

引起的ＰＥ也会对生理因素有明显影响，两者互相影
响，最后难于彻底区分，对于一个 ＰＥ病人而言，不能
完全彻底地分别出心理型和生理型的 ＰＥ。②没有考
虑性伴侣错配问题：一些 ＰＥ由错配所导致。比如，男
性的ＩＥＬＴ是６ｍｉｎ，他的配偶的性高潮潜伏期是４ｍｉｎ，
他们的性生活是和谐的，男性不是 ＰＥ。如果同样是这
位男性，他的性伴侣的性高潮潜伏期是１５ｍｉｎ，那么这
位男士就由原来的２ｍｉｎ优势变成了９ｍｉｎ的欠缺，由
于女性不能达到性高潮，他就是 ＰＥ了。这就是 ＰＥ的
错配理论。所以，ＰＥ不但是要考虑性伴侣（女性）的感
受，还要考虑她们的性高潮潜伏期与男性的匹配情况。

治疗男性的ＰＥ同时应该治疗女方性高潮延迟。③诊
断ＰＥ的指标仍然不足：影响 ＰＥ的因素很多，但分类
之中并没有采用更多的诊断条目或指标。该诊断仍然

没有解决抽动数量和时间关系的概念，比如，一个男性

说ＩＥＬＴ是２ｍｉｎ，但是没有抽动动作，另一个男性也说
ＩＥＬＴ是２ｍｉｎ，他连续抽动６０次，这样的性生活的实质
性差异不能单纯用时间判断，而应该加入抽动次数的

概念，如果要全面反应性生活的实质，甚至还应该考虑

到有无女性的躯体摆动、性生活体位、女性主动的阴道

套入滑动以及性高潮期间的收缩等情况。该诊断没有

纳入性生活频率的指标，但是性生活频率对于 ＰＥ有
明显的影响。④ＰＥ样射精功能障碍意义不大：男性
ＩＥＬＴ的问题比较复杂，很多人认为 ＩＥＬＴ越长越好，这
样的先占观念与阳具越大越好如出一辙，是男性对自

身性能力的一种炫耀性的期盼，也是受到社会文化习

俗传统的影响。ＰＥ样射精功能障碍的实际ＩＥＬＴ并不
短，可能还比较长，按照该诊断标准，该类型的发病率

还比较高，但实际的意义并不大，主要不是男性的主观

感受，而是男性考虑或者担心女性的感受。男性会因

为不能让女性达到性高潮而感到自卑或挫折感。这样

的诊断不宜作为一个独特的早泄类型。

３　ＤＳＭ－５（最后一版征求意见稿）
早泄诊断标准及其解读

　　３．１　ＤＳＭ－５早泄诊断标准
ＤＳＭ－５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是文字游戏是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改为ｅａｒｌｙ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这个变化汉
语翻译可以不变，但前者突出的是早熟的早，多数是指

成熟的早，如性早熟，而后者是指时间的早，例如早晨

的早，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涵义还是很深的，后者更为

客观，明确地指时间的提前的概念。

ＤＳＭ－５早泄的具体诊断标准如下：Ａ下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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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持续６个月并且在性活动中一直如此或几乎都是
如此（大约７５％）：在性伴侣的性活动中，射精模式持
续或反复地发生在１ｍｉｎ之内且早于性伴侣期望的时
间。Ｂ从临床角度看该问题引发了明显的痛苦或伤
害。Ｃ该项性功能障碍不能用轴Ⅰ的另外一种精神
障碍更好地解释（除了有另外一种性功能障碍之外）

而且不是由一种物质的作用（例如，一种药物滥用，使

用药物）或一般的医疗问题所致。

早期发作（终生型）ＶＳ晚期发作（获得型）（Ｅａｒｌｙ
－ｏｎｓｅｔ（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ＶＳ 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亚型：需要特殊标定的亚型包括：①广泛型 ＶＳ境

遇型；②伴随有性欲或性唤起问题；③性伴侣因素（伴
侣的性问题，伴侣的健康状态）；④情感关系因素（例
如，不良交流、情感关系扭曲、性活动欲望有分歧）；⑤
个体易受伤害因素（例如，相貌丑陋、有受虐待的经

历）或精神病学的复合因素（例如，抑郁或焦虑）；⑥文
化／宗教因素（例如，与禁止性活动有关的禁忌）；⑦与
预后、病程和治疗有关的医学因素。

在下列行为之中需标注：①阴道性交；②肛交；③
口交；④手淫。
３．２　ＤＳＭ－５中早泄的诊断标准的解读
ＤＳＭ－５早泄诊断标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提

出６个月的病程，这是在以往的早泄诊断标准中没有
的，在ＤＳＭ－ＩＶ中是采用长期或反复出现，现在又回
到使用具体的时间概念了，首先在病程中使用了６个
月。ＤＳＭ－Ｉ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ＤＳＭ－ＩＶ－Ｒ就使
用了时间概念，如大多数情况下（８０％）射精在３０～６０
秒，或者在１～２ｍｉｎ之间（２０％）；而ＤＳＭ－５则明确使
用大约７５％的几率，射精潜伏期定为１ｍｉｎ。其中诊断
标准Ｃ项中该项性功能障碍不能用轴Ⅰ的另外一种
精神障碍更好地解释（除了有另外一种性功能障碍之

外），而且不是由一种物质的作用（例如，一种药物滥

用，使用药物）或一般的医疗问题所致。这句话是一种

典型的排除性诊断，因为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

册》在设计的时候制定一个五轴诊断和评价系统，如果

不了解五轴系统就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涵义。这五

轴系统包括轴Ｉ：临床障碍、其他可以引起临床注意的情
况；轴ＩＩ：人格障碍，精神发育迟滞；轴ＩＩＩ：一般医学情
况；轴 ＩＶ：心理社会与环境问题；轴 Ｖ：总体功能评价。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位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

自己是女性，要求做手术改变性别，假如泌尿或整形科

医师没有在术前让精神科医生进行精神检查，该病人

在做了变性手术之后，一旦精神症状缓解，他会奇怪为

什么自己变成了女性呢？这就是医疗事故了。该患者

轴Ｉ就有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所以不能诊断易性症。
如果轴Ｉ诊断为海洛因依赖，目前处于阶段状态，那么
现在的早泄也不能诊断，因为目前的早泄可能是海洛

因戒断引起的反跳性的早泄，因为海洛因能够引起射

精延迟或射精困难，停止海洛因滥用之后，射精会反跳

性的加快。ＤＳＭ－５没有采用 ＤＳＭ－ＩＶ－Ｒ中的综合
征概念和终生型ＰＥ、获得型ＰＥ、自然变异型 ＰＥ和 ＰＥ
样射精功能障碍的四种类型早泄的分类方法。但自然

变异型ＰＥ和ＰＥ样射精功能障碍确是是存在的，这样
的案例值得在临床上深入研究和进行治疗。ＤＳＭ－５
实际上是将 ＤＳＭ－ＩＶ与 ＤＳＭ－ＩＶ－ＴＲ整合，形成另
一个个新的早泄诊断标准。除了病程诊断标准和一分

钟的射精潜伏期之外，早于性伴侣期望、有伴侣情感伤

害、不属于毒品滥用都与 ＤＳＭ－ＩＶ非常类似，但在亚
型标定和记录方面有所创新。ＤＳＭ－５使用早期发作
实际上就是终生型），而 晚期发作就是获得型。早泄

以这两种类型为主。我国经常说的原发性和继发性早

泄实际还更为实用。ＤＳＭ－５提出需要特殊标定的亚
型包括以往存在的广泛型与境遇型。但广泛型与境遇

型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但境遇型可以存在于一个人身

上，而境遇型也难于使用病程概念。伴随有性欲或性

唤起问题、性伴侣因素（伴侣的性问题，伴侣的健康状

态）、情感关系因素（例如，不良交流、情感关系扭曲、

性活动欲望有分歧）、个体易受伤害因素（例如，相貌

丑陋、有受虐待的经历）或精神病学的复合因素（例

如，抑郁或焦虑）、文化／宗教因素（例如，与禁止性活
动有关的禁忌）与预后、病程和治疗有关的医学因素等

都成为需要特殊标定的类型，实际上就是做出诊断的

病例需要详细了解和记录早泄的相关原因，而且为治

疗早泄提出了方向。这样的早泄诊断是将早泄与性心

理治疗紧密的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心理与社会文化因

素对早泄的形成和治疗作用。

ＤＳＭ－５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要求对阴道性
交、肛交、口交和手淫进行标注，也就是说要说明早泄

是在什么样的性行为中发生的，也许有人在阴茎插入

阴道的性交中没有早泄而在口交中有早泄，有人在性

交中射精困难，而在口交中射精容易，因为接近手淫的

感受。肛交提示同性恋或异性恋都可能在肛交的时候

发生早泄，所以也需要给予记录。其实在同性恋中早

泄也是常见的，如同在异性恋中发生早泄一样。

ＤＳＭ－５早泄诊断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从新使用具体的时间概念，６个月的病程和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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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射精潜伏期，对于与早泄有关的因素更加重视。

这样的诊断恰恰与ＤＳＭ－ＩＶ的诊断理念完全相反，将
早泄的发病率明显减少了，但那些射精潜伏期大于１
分钟的男士，他们的性生活仍然是不和谐的，实际的性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无论早泄的标准如何改

变，早泄的实质是性伴侣之间性生活的不和谐，性生活

质量不高，不但男性自己难以满意，而且性伴侣更加难

以获得性高潮。所以在临床上诊断标准要灵活使用，

也不能完全生搬硬套。对于ＤＳＭ－５的临床使用效果
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３．３　早泄的辅助诊断工具
（１）ＰＥ诊断工具的开发以及有效性的研究。Ｔａｒａ

Ｓｙｍｏｎｄ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Ｐｅｒｅｌｍ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ｌｔｈｏｆ等认为
大多数ＰＥ的诊断都是依赖 ＩＥＬＴ，但单纯的时间维度
（因素）不能涵盖所有ＰＥ诊断，应该包含多个维度（因
素），所以，他们力图开发一个简便的、多维度的、心理

测量有效的ＰＥ诊断工具。研究人员将研究对象分为
三组：一组研究对象的ＩＥＬＴ小于或等于２ｍｉｎ（人数是
２９２人），按照ＤＳＭ－ＩＶ－ＴＲ的临床诊断，临床医生确
诊他们为ＰＥ病人；第二组是自我报告是 ＰＥ的人（３０９
人）；第三组是自我报告没有 ＰＥ的人（７０１人）。按照
标准的心理测量分析结果，用５个项目囊括了 ＤＳＭ－
ＩＶ－ＴＲ的核心内容，即射精控制力（ｃｏｎｔｒｏｌ）；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较小的刺激（ｍｉｎｉｍ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痛苦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人际关系困难（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最
终开发出 ＰＥ的诊断问卷。该 ＰＥ评估问卷的优点是
简便和实用。完全可以用于任何 ＰＥ研究或治疗的筛
查。由于是在参考了 ＤＳＭ－ＩＶ－ＴＲ诊断标准之后编
写和修订的版本，可以广泛应用，也可能和今后即将问

世的ＤＳＭ－Ｖ接轨或者作为先期研究的资料。
ＰＥ评估问卷。这是一个帮助男性确认在性生活中

有无射精过快问题的问卷，即使你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也请你完成问卷。请注意以下填写问卷的要求：①请将
每个问题下最能代表你现状的答案涂黑；②每个问题你
只能涂黑一个答案；③请注意这里的问题没有正确或错
误的区别；④如果你在不同的时候这些感受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你总体上的主要感受。

射精的定义：这里指的射精是当你的阴茎已经进

入你性伴侣阴道之后的精液射出。

问卷题目：① 延长射精时间对你来说困难
吗？———根本不困难（０）　有些困难（１）　中等困难
（２）　很困难（３）　极度困难（４）；②你射精的时间早
于你自己的意愿吗？———没有或几乎没有（０）　少于
一半时间（１）　大约一半时间（２）　多于一半时间（３）

　总是或几乎总是（４）；③在很小的刺激下你就能射
精吗？———没有或几乎没有（０）　少于一半时间（１）
　大约一半时间（２）　多于一半时间（３）　总是或几
乎总是（４）；④因为射精时间早于你的愿望，你会有挫
败感吗？———根本没有（０）　有点（１）　中等（２）　严
重（３）　极度严重（４）；⑤你过早的射精时间让你的性
伴侣感到意犹未尽，你感到担忧吗？———根本没有

（０）　有点（１）　中等（２）　严重（３）　极度严重（４）。
评分方法：总共有５个问题，每个问题得分是从０

分到４分，所有问题回答后分数最少是０分，最多是２０
分。按照信度和效度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小于或等于

８分可以排除ＰＥ，９或１０分可能是ＰＥ，等于或大于１１
分可以诊断ＰＥ。

在ＤＳＭ－５早泄问卷。ＤＳＭ－５最后一版定稿之
后，也提出了一个 ＤＳＭ－５快速射精的测量工具（问
卷），这个问卷极其简单，严格按照时间填写，以１ｍｉｎ
为标准，每隔１５ｓｅｃ作为一个时限，实际上就是表明早
泄的严重程度。问卷如下：在过去６个月之中，在性活
动开始之后，你通常是多长时间射精？（０）在６０ｓｅｃ或
略长些；（１）在 ４５～６０ｓｅｃ之间；（２）在 ３０～４５ｓｅｃ之
间；（３）在１５～３０ｓｅｃ之间；（４）性活动一开始就射精；
（５）性活动开始之前射精。

参考文献

［１］　ＬａｕｍａｎｎＥＯ，ＧａｇｎｏｎＪＨ，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３６８－３７５．

［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４ｔｈ）．（ＤＳＭ－Ｉ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

［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ＳＭ－ＩＶ－Ｔ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５５４．

［４］　陶林，王春华．ＰＥ的诊断和分裂．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２
（２）：１４２－１４３．

［５］　ＳｕｍｏｎｄｓＴ，ＰｅｒｅｌｍａｎＭＡ，ＡｌｔｈｏｆＳ，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２）：５６５－５７３．

［６］　ＡＰ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ＤＳＭ－５Ｄｒａｆ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Ｔｈｅｙ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ｗｗ．ｄｓｍ５．ｏｒｇＷｅｂｓｉｔｅ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ｓ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ＳＭ－５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ｒｏｍ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 ９　　　　·

【第一作者简介】郭　军（１９６５－），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男科学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２

·性医学·

《ＥＡＵ男性性腺功能低下指南（２０１２年版）》解读

郭　军　张　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Ｕ）２０１２年发表了新的《ＥＡＵ男性性腺功能低
下指南（２０１２年版）》（以下简称《指南》）。在男性性腺功能低下（Ｍａｌｅ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的流行病学、病因、诊断、临床结
局、治疗等方面做了论述。本文通过对《指南》解读，旨在帮助全科医生和不熟悉本病治疗的医生正确诊断和治疗该病。

【关键词】欧洲；男性性腺功能低下；诊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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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是由雄激素缺乏引起的一种
临床综合征，雄激素在男性生殖健康和性功能的发育、

维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激素缺乏可能对多

器官功能和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ＥＡＵ男性性腺
功能减退症的诊疗指南》旨在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包

括如何处理原发性低睾酮，处理因衰老引起的男性患

者的睾酮下降，以及如何治疗由其他疾病引起的睾丸

激素的不足。制定《指南》的专家组由泌尿科、不孕不

育、内分泌和男科多学科专家组成，他们以循证医学资

料为依据，编写了本《指南》。本文就《指南》的主要内

容略作解读。

１　流行病学

雄激素缺乏随着年龄而加重，每年激素会下降

０４％～２０％。中年男子发病率可达６％［１］。本病在

下列人群中发病更为普遍：老年男性、肥胖者、患合并

疾病较多的男性、身体素质较弱的男性。

２　睾酮的生理功能

睾酮由睾丸和肾上腺产生，《指南》详细阐述了睾

酮的生理作用，认为睾酮是男性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其

对男性的正常发育和生殖健康至关重要。

男性性发育始于妊娠的第 ７周和第 １２周之间。
未分化的性腺发育成胎儿性别取决于 ＳＲＹ（ｓｅｘ－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Ｙｇｅｎｅ）基因上 Ｙ染色体短臂上的复
杂基因表达［２］。胎儿睾丸产生两种激素：睾酮和抗苗

勒管激素（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睾酮是沃
尔夫管道的发育及附睾、输精管、精囊的形成所必需

的。

此外，睾丸激素也是前列腺、阴茎和阴囊发育所必

需的，在这些器官的睾酮通过５α－还原酶转化为更有
力的代谢产物双氢睾酮（ｄｉｈｙｄｒ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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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酶不存在于睾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５α－还原酶
抑制剂对精子的产生没有明显影响。睾丸激素和

ＤＨＴ对阴茎增长、雄激素受体的激活是必需的。青春
期后阴茎中雄激素受体（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Ｒ）消失，
从而防止阴茎的进一步增长。

睾丸内睾酮水平正常对于维持生精过程和抑制生

精细胞凋亡是必要的，睾酮似乎并不直接作用于生殖

细胞，但能通过睾丸细胞中的 ＡＲ表达来影响曲细精
管微环境。睾酮可以通过芳香酶代谢成雌二醇，雌激

素是骨矿化必不可少的，男性也如此。

睾酮通过位于靶细胞的雄激素受体（ＡＲ）结合发
挥其作用。在胎儿时期，睾丸激素的提高，通过增加携

有雄激素受体的细胞数量，而且还通过增加单个该细

胞的受体数量。ＡＲ基因位于 Ｘ染色体（Ｘｑ１１－１２），
ＡＲ基因的缺陷和突变可以导致男性性发育不良，这可
能会导致女性化或低男性化。不太严重的 ＡＲ基因突
变，可能会导致轻度雄激素抵抗和男性不育症。

３　病　　因

性腺功能减退症是睾丸功能不全的结果，或者由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单一或多个环节功能障碍导
致。根据导致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环节不同，可将

病因分为：下丘脑和垂体（继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

睾丸（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下丘脑／垂体和性腺
（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雄激素的靶器官（雄激素

不敏感／抵抗性）。
《指南》指出：性腺机能减退的分类对于治疗有指

导意义。对于继发性性腺机能减退，在多数情况下，通

过促性腺激素和促卵泡激素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刺

激可以恢复生育能力。然而，男性原发性性腺功能减

退症患者的生育选择是有限的。详细的评估，可能会

检测出垂体瘤、全身性疾病、睾丸肿瘤。中老年男性常

并发原发性和继发性性腺功能低下，可以观察到与年

龄相关的睾丸及下丘脑－垂体功能缺陷导致睾酮水平
下降。小于６０岁青壮年男性血清睾酮水平参考值较
低，这占较大比例。

４　诊　　断

《指南》指出：性腺机能减退的诊断依据是雄激素

缺乏的症状和体征，并且同一检测方法，至少两次结果

显示血清睾酮水平持续偏低［４］。

４．１　临床症状和体征
雄激素缺乏的症状和体征与发病年龄、发病持续

时间、雄激素缺乏的程度有关。中老年男性患者的最

常见的症状：性欲降低和性活动减少，勃起功能障碍，

潮热［５］。见表１。

表１　列举了雄激素缺乏的症状和体征

青春期延迟

小睾丸

男性不育症

体毛减少

男性乳房发育

体重和肌力降低

内脏型肥胖

骨质疏松

性欲降低和性生活减少

勃起功能障碍

夜间勃起减少

潮热

情绪变化，疲劳和愤怒

睡眠障碍

代谢综合征

胰岛素抵抗和ＩＩ型糖尿病

认知功能降低

４．２　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的项目包括：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

ｄｅｘ，ＢＭＩ）、腰臀比（或腹部矢状径）、体毛、男性型脱
发、男性乳房发育、睾丸大小（睾丸测量计或超声波测

定）、阴茎和前列腺检查。

５　临床结局

性腺功能减退症的临床结局取决于发病年龄和性

腺功能减退症的严重程度：（１）胎儿雄激素缺乏症：１４
周妊娠期间，睾酮的存在是正常的男性生殖器外部男

性化的关键，此阶段由于雄激素缺乏、激素抵抗或缺乏

雄激素受体可能会导致生殖器发育异常。（２）青春期
前发病的雄激素缺乏症：青春期延迟不一定患有该疾

病。在严重雄激素缺乏的情况下，在青春期发病的性

腺功能减退症临床表现是明显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简

单。（３）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根据性腺功能减退
症的根本原因，性腺功能减退可能是渐进的和局部的，

造成的临床表现可能是可变的，生理表型变异可掩盖

症状和体征。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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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列举临床结局的指南

推荐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患有迟发型性腺功能低下症状和体征的成

年男性推荐进行雄激素缺乏筛查。
３ Ｃ

已确诊重度性腺功能低下的成年男性患者

需筛查骨质疏松症。
２ Ｂ

６　治　　疗

睾酮治疗的目的是恢复睾丸激素的生理水平，改

善患者的低血清睾酮和雄激素缺乏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幸福感、性功能、肌力和骨密度。

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表３列举了睾丸激素治
疗的适应症；表４列举了睾丸激素治疗的禁忌症。

表３　睾丸激素治疗的适应症

青春期延迟（特发性，Ｋａｌｌｍａｎｎ综合征）

克氏综合征与性腺功能减退症

性功能障碍和低睾丸激素水平

性腺功能减退症的低骨密度

成年男性患有多种性腺功能低下的症状和体征

垂体功能减退

睾丸发育不全及性腺功能减退症

表４　睾丸激素治疗的禁忌症

前列腺癌

ＰＳＡ＞４ｎｇ／ｍＬ的患者

男性乳腺癌

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

男性不育症

血球容积计＞５０％

严重下尿路症状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治疗的优点：雄激素替代疗法（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Ｔ）对身体结构、新陈代谢、心理素
质、性功能均有益处。研究表明应用十一酸睾酮能够

显著降低体重，尤其是腰围［６］。并且十一酸睾酮显著

改善抑郁症状［７］。

治疗的选择：ＴＲＴ的宗旨是恢复生理性腺机能减
退男性睾丸激素水平。ＴＲＴ期间，建议定期观察激素
及其代谢物的血药浓度，以减轻副作用［８］。一些准备

是必要的，对于不同的管理和药代动力学路线，选择应

该由病人和医生共同决定。治疗早期可首选短效制

剂，观察和治疗期间根据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决定停

止治疗。ＴＲＴ是安全和有效的，可采用口服制剂、肌内
注射、透皮凝胶或贴剂［９］。

治疗的风险因素：由于该治疗的潜在风险，医生往

往不愿采用 ＴＲＴ，尤其是治疗中老年男性患者［１］。最

常见的疑虑是可能对一些器官或组织产生不良后果，

例如：前列腺和乳腺组织、心血管系统和睡眠呼吸暂

停。尽管有报道指出 ＴＲＴ和乳腺癌的发病之间可能
存在关联，但目前还缺乏这种关系的有力证据［１０］。随

机对照试验支持ＴＲＴ不会导致前列腺组织学变化，也
不会增加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７　患者的监测

因为ＴＲＴ导致雄激素依赖症状和疾病，所以要定
期随访接受 ＴＲＴ的患者，ＴＲＴ的副作用是有限的，但
其发病率和临床意义尚不清楚。ＴＲＴ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减轻睾酮缺乏的临床症状。仔细监测睾酮缺乏症临

床表现的变化，是随访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睾酮水平：ＴＲＴ期间，还没有足够的数据确定最佳
血清睾酮水平。《指南》建议，ＴＲＴ期间，患者的血清
睾酮水平应该恢复到特定年龄组的正常水平或中等正

常水平，以减轻激素缺乏的各种临床症状。

骨密度：骨密度异常的男性，接受 ＴＲＴ之前，应检
测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ＴＲＴ之后６个
月，患者腰椎骨密度增加，甚至可以持续３年［１１］。

血球容积计：血细胞比容升高是的 ＴＲＴ最常见的
副作用。目前还不清楚高比容水平的临床意义，但它

可能与高粘血症和血栓形成有关联。

前列腺安全：ＴＲＴ导致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和
前列腺体积显著增加［１１］，曾担心（ＴＲＴ）可能会增加前
列腺癌的风险，最近的荟萃分析发现不会增加前列腺

癌的风险。然而，缺乏足够的长期数据证明前列腺癌

患者接受ＴＲＴ是安全的。
心血管系统：ＴＲＴ与任何心血管事件的进展无关，

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监测［１２］。研究显示在患

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男性中应用 ＴＲＴ，可能会导致
更高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这些患者可能需要个

性化的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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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良性前列腺增生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宋春生１　赵家有２

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慢性进展性疾病，近年来对于ＢＰＨ动物模型的研究
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医药治疗ＢＰＨ的动物实验研究要选择恰当的动物模型，由此所得到的实验结果才科学可靠。本文
主要介绍ＢＰＨ动物模型的各种制备方法，并对前列腺炎导致前列腺增生做了简短叙述，期望能够研发出新的比较公认
的合并前列腺炎的ＢＰＨ动物模型。

【关键词】前列腺增生；动物模型：前列腺炎合并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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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ＢＰＨ）是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１］，目前认为

上皮和间质细胞增生导致前列腺增生、下尿路症状、膀

胱出口梗阻［２］。尽管ＢＰＨ严重威胁公共健康，但是其
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近年来相关模型的研究取得

了一定进展，现综述如下，以期在现有前列腺增生模型

的基础上，优选一种重现性好、简便、科学的前列腺增

生动物模型。

１　实验动物的选择

实验动物的选择，直接影响实验的成败、实验结果

的科学性。ＢＰＨ的动物实验研究所选用的动物主要
有犬、大鼠、小鼠、猩猩。Ｗ Ｍａｈａｐｏｋａｉ等［３］认为选择

动物时需要注意不同物种的区别。犬和猩猩的 ＢＰＨ
均为自发性，随年龄增加而发生发展［４］。鼠类的前列

腺背外侧叶组织学上与人类类似，因此鼠、犬和猩猩

ＢＰＨ均可用于实验动物。但是，因为猩猩非常稀有、
伦理、造模时间较长、资金等原因，实际研究工作中应

用猩猩作为实验动物受到限制。司瑜等［５］认为不同生

长期的小鼠对雄激素反应敏感程度不同，幼龄小鼠前

列腺对外源性雄激素最为敏感，并且死亡率低，是建立

小鼠ＢＰＨ模型的最佳日龄。我们认为 ＢＰＨ是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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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常见病，所以幼龄小鼠用于ＢＰＨ动物模型不太恰
当，实验结果应用人类ＢＰＨ受到质疑。根据中医药动
物实验选择实验动物的原则：相似性原则、经济性原

则、标准化原则、特殊性原则、模型化原则和重复性原

则，我们认为大鼠和犬有很大的研究及应用价值。根

据造模方法、实验干预措施、实验设计和目的、人力物

力等，可在大鼠和犬中进行选择用于造模。值得注意

的是，大鼠的品种基因型对诱导ＢＰＨ模型的构建有影
响。Ｓｃｏｌｎｉｋ等［６］研究发现采用外源性雄激素干预正

常或去势雄性大鼠，Ｗｉｓｔａｒ和 ＳＤ是最易建立 ＢＰＨ模
型的品系，而Ｆ３４４和ＡＣＩ／Ｚｔｍ则不易建立ＢＰＨ模型。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Ｐｅｌｔｏｎ等［７］认为Ｂｉｏ８７．２０仓鼠适合于临床前
试验中造模，故主要介绍大鼠和犬的造模方法及各种

方法的特点。

２　造模方法

建立科学且符合人类ＢＰＨ病理过程的动物模型，
有助于更好地开展 ＢＰＨ机制及药物疗效的研究。近
年来，研究者以不同动物、不同方法构建了 ＢＰＨ动物
模型，主要有诱导模型和自发性模型。

２．１　诱导模型
目前主要用激素诱导和胚胎组织诱导 ＢＰＨ动物

模型。

用于诱导的性激素包括雄激素或雌、雄、孕激素联

用等不同。雄激素诱导的大鼠模型是临床前试验中较

为常用的一种模型［８］，Ｍｅｅ－ＹｏｕｎｇＬｅｅ等［９］采用雄激

素诱导的大鼠模型（去势大鼠，皮下注射丙酸睾酮，

３ｍｇ／ｋｇ）观察坚硬女娄菜提取物（Ｍｅｌａｎｄｒｉｕｍｆｉｒｍｕｍ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ＭＦＭＥ）对 ＢＰＨ的改善。Ｉｎ－Ｓｉｋ
Ｓｈｉｎ等［１０］采用雄激素诱导的大鼠模型观察熊果酸对

ＢＰＨ的影响。Ｙｏｋｏｔａ等［１１］采用激素诱导雄性比格犬，

建立犬ＢＰＨ模型，结果发现模型犬与自发性 ＢＰＨ犬
发生类似的膀胱压力增大和尿流率下降等膀胱梗阻现

象［１７］，这样可以利用诱导模型克服自发性 ＢＰＨ模型
造模周期长的弊端。并且，Ｗ Ｍａｈａｐｏｋａｉ等［３］认为与

自发性犬模型相比，激素诱导犬模型易获得且成本低，

所以我们认为激素诱导犬 ＢＰＨ模型和激素诱导大鼠
ＢＰＨ模型是目前研究 ＢＰＨ的最佳模型由于大鼠的可
操作性及成本均优于犬，所以可以优先选用激素诱导

大鼠ＢＰＨ模型。由于大鼠广泛应用于前列腺炎模型
制备，所以若建立前列腺增生合并前列腺炎动物模型，

则大鼠更为合适。

据报道，尿道周围的成纤维细胞胚胎似的增长潜

能再度表达也许导致前列腺增生［１２］。众所周知，小鼠

胚胎泌尿生殖窦组织（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ｉｎｕｓ，ＵＧＳ）及其间质
在成熟前列腺内能获得增长。ＦｕｍｉｔａｋａＭｏｒｉ等［１３］将

胚胎ＵＧＳ植入鼠前列腺内成功建立了间质增生模型，
考虑前列腺间质层和功能层，该模型与临床前列腺增

生一致，可能成为未来评价临床疗效的科学可靠模型。

但是，我们认为由于该模型需要胚胎泌尿生殖膈，必须

制备怀孕大鼠，实验过程不易控制，故该造模方法有待

完善。

２．２　自发性模型
除人类外，自发性 ＢＰＨ也可发生于犬和猩猩，这

些动物的ＢＰＨ也与年龄相关。ＢＰＨ高发于老年犬，我
们认为由于很难购买到老年犬，加之受到实验周期限

制，自发性犬 ＢＰＨ模型实际应用非常困难。但是，自
发性犬ＢＰＨ模型在研究 ＢＰＨ的发病机制方面有一定
的价值［３］。

２．３　其他造模方法
Ｍａｔｉｔｙａｈｏｕ等［１４］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与正常血压

大鼠进行比较，发现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前列腺上皮细

胞快速增生致前列腺腺体增生。ＪａｙｏｕｎｇＫｉｍ等［１５］用

苯肾上腺素（血管收缩剂）建立大鼠 ＢＰＨ模型以研究
ＢＰＨ发展的分子机制。

３　前列腺炎导致前列腺增生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和 ＢＰＨ是
泌尿男科常见病，二者临床表现类似，临床中前列腺增

生常常合并前列腺炎。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ｌｕｔｈ等［１６］研究发现前

列腺切除术的标本中，９５％的外周带标本切片和
８７５％的移行带标本切片均有多灶性慢性炎症区域。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Ｌ等［１８］认为与未患前列腺炎的男性相比，患有

前列腺炎的男性更易于发展为前列腺增生，有学者认

为前列腺炎可能是ＢＰＨ致病因素之一。目前，我们承
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前列化浊方

对大鼠前列腺炎模型中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蛋白调

控的研究”。该实验参照周晓辉方法［１９］制备免疫性慢

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造模结束后，取６只大
鼠前列腺做病理检查，病理结果显示６只大鼠的前列
腺均有炎症且伴有增生，也证明了前列腺炎是前列腺

增生的可能致病因素。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 ＲＴ－
ＰＣＲ技术检测模型组中非中药干预组与正常对照组大
鼠前列腺组织中Ｂｃｌ－２、ＣＯＸ－２、ＩＬ－１的表达，结果
显示ＣＯＸ－２、ＩＬ－１、Ｂｃｌ－２在模型组中非干预组（合
并前列腺炎的ＢＰＨ大鼠）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健康大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１５　　　·

鼠）要高，我们推测炎症可能是 ＢＰＨ发生过程中除了
雄激素及年龄之外的重要因素。

４　小　　结

目前，激素诱导犬 ＢＰＨ模型和大鼠 ＢＰＨ模型适
合于研究该病的发病机制和药物疗效。由于大鼠广泛

应用于前列腺炎模型的制备，所以实验研究前列腺增

生合并前列腺炎时，制作模型的动物以大鼠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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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　敏（１９７１－），男，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主要从事皮肤病性病与皮肤美容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４

·性医学·

综合治疗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６０例疗效观察

张　敏　李艳玲

柳州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１

【摘　要】目的：探讨综合措施治疗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６０例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患者，
采用冷湿敷、口服抗组胺药、多种维生素及外用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等综合治疗，４周后进行疗效评价。结果：综合治疗
４周有效率１００００％，痊愈率９３３３％。结论：综合治疗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疗效显著，无严重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关键词】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冷湿敷；抗组胺药；维生素；他克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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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期滥用或误用皮质内固醇激素类外用制剂
现象仍十分普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发病率正逐年上

升。该病治疗比较棘手，目前多主张选择中效或弱效

类激素外用制剂，逐步减少皮肤对激素的依赖性并辅

以对症治疗为主，但大都存在疗程长，疗效不肯定的缺

点。笔者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对６０例来自
于门诊的阴囊激素依赖性皮炎患者，采用冷湿敷、口服

抗组胺药、多种维生素及外用 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
（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等进行综合治疗，取得了满

意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０例患者均符合激素依赖性皮炎的诊断标准［１］，

平均年龄２７４岁（２～７０岁），使用激素制剂最长 ５
年，最短１个月。其中表现为阴囊皮肤萎缩、变薄、潮
红、水肿、毛细血管扩张者３６例，表现为阴囊皮肤干
燥、脱屑、色素沉着者２４例；曾外用激素制剂有恩肤
霜、皮康霜、皮康王、皮炎平、派瑞松、醋酸去炎松尿素

软膏、尤卓尔等，使用激素制剂量最少２０ｇ，最多２５０ｇ，
以４０～１２０ｇ为多。原发病为股癣、阴囊湿疹、外阴瘙
痒症、神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脂溢性皮炎、药物性皮

炎等。

１２　治疗方法
嘱患者立即停用激素外用制剂，忌食辛辣、刺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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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饮酒，避免各种冷、热刺激，沐浴时尽量将水温调

整到３０℃左右，避免使用香皂、沐浴露等皮肤清洁剂，
以防止酸、碱、防腐剂、香料等对皮肤的不良刺激。向

患者介绍本病的常识，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并予以积

极的心里辅导，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自信。同时给予

３％硼酸溶液冷湿敷患处，对阴囊皮肤红肿、灼热比较
明显者，湿敷时间控制在每次３０～６０ｍｉｎ，３次／ｄ，对阴
囊皮肤干燥、脱屑者湿敷时间以５～１０ｍｉｎ为宜，待临
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后渐调整为２次／ｄ，乃至１次／ｄ。
口服抗组胺药盐酸左西替利嗪５ｍｇ／ｄ及治疗剂量的
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Ｂ２、维生素 Ｅ；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
每晚１次外涂患处，轻轻擦匀，症状体征明显改善后改
为１次／隔日，酌情给予抗生素软膏治疗同时并发的细
菌或真菌感染，经以上治疗４周后进行疗效和不良反
应评估。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为皮损消退≥９０％，自觉症状完全消失；显效

为皮损消退６０％ ～８９％，自觉症状明显减轻；好转为
皮损消退２０％ ～５９％，自觉症状减轻；无效为皮损消
退＜２０％，自觉症状未改善。有效率以痊愈加显效计。

２　结　　果

治疗 ４周后痊愈 ５６例，显效 ４例，治疗有效率
１００００％，痊愈率 ９３３３％。外用他克莫司软膏治疗
后，有２７例（４５００％）局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灼热、瘙痒
感，持续２～５ｄ后自行缓解，未中断治疗。

３　讨　　论

激素依赖性皮炎是由激素外用制剂使用不当或滥

用所导致的皮肤炎性反应。近几年该病在皮肤科门诊

逐步被认识并得到重视，但多见于面部皮质类固醇激

素依赖性皮炎的报道［２，３］。考虑到阴囊特殊的解剖结

构以及对激素有较高的吸收率［４］，笔者认为外用皮质

类固醇激素制剂不当或滥用更容易导致激素依赖性皮

炎发生［５］。由于阴囊部位特殊，涉及到患者隐私，很多

患者就诊前都有自购并长期使用多种外用激素类制剂

的病史，激素在发挥抗炎作用的同时可导致阴囊皮肤

屏障功能的破坏，出现皮肤萎缩、变薄、毛细血管扩张、

色素紊乱等多种病理改变。其本身也可诱导某些炎症

介质的释放，尤其是停用激素后１～２周内皮肤炎症更

易出现反复、加重，从而形成对外用激素类制剂的依赖

性［６］。

患者就诊时通常主观和客观症状均十分明显，已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３％硼酸溶液冷湿敷具有收缩毛细
血管致皮温下降、减轻皮肤红肿、灼热、刺痛等不适反

应的作用。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具有抗过敏、抗炎、缓

解阴囊瘙痒等作用，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Ｂ
和维生素Ｅ，能够改善皮肤代谢，减轻血管通透性，减
少炎性渗出，抗氧自由基并减少色斑形成。

他克莫司作为一种新型高效非激素类免疫抑制剂

具有抑制Ｔ细胞活性；抑制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释
放组胺；抑制５－羟色胺及白三烯等炎症介质生成；降
低角质形成细胞的ＩＬ－８及其受体水平等多方面抗炎
活性［７］，因而在临床治疗上以明显优势逐渐成为外用

激素类制剂的替代产品而得到广泛应用。本项研究显

示，对于发生于阴囊部位的激素依赖性皮炎采用冷湿

敷、口服抗组胺药、多种维生素及外用００３％他克莫
司软膏等综合治疗，疗效显著，使用安全，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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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盆底肌肉与慢性盆腔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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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较高的盆底肌肉功能水平意味着个体具备较强的性能力发展潜力，科学的训练可以提高相关盆底肌肉功
能从而使个体的性能力得到增强，那些可以使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的训练方法都可以用来提高个体的盆底肌肉功能水

平。个体的性行为频率过多将会使相关的盆底肌肉发生损伤。出口梗阻性便秘、盆底松弛综合征、耻骨直肠肌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慢性盆腔炎、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等疾病的发生可能与盆底肌肉慢性损伤有关。

【关键词】盆底肌肉锻炼；性行为频率；性欲降低；性功能障碍；产后；孕期；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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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性行为与盆底肌肉

１．１ 性行为与盆底肌肉

肌肉是人体内唯一的能主动收缩产生力的组织，

个体所做出的任何一项身体活动都可以认为是由许多

相关的肌肉块（或肌肉群）按照特定的方式产生的收

缩活动。在进行性行为过程中，个体会承受不同程度

的身体活动负荷，与性行为相关的肌肉群也会按照特

定的方式参与收缩。

因为性器官主要集中在盆腔底部，所以与性行为相

关的肌肉群主要是指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肌肉。在性

行为过程中，尿道、肛门、阴道或阴茎、子宫或前列腺等

附近的盆底肌肉都参与收缩。因此，与性行为相关的盆

底肌肉功能水平和个体的性能力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

１．２ 性能力与盆底肌肉训练

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肌肉按照特定的方式参与收

缩从而使个体具备了进行性行为的动力学基础。较高

的盆底肌肉功能水平意味着个体具备较强的性能力发

展潜力，科学的训练可以提高相关盆底肌肉功能水平，

从而使个体的性能力得到增强。

科学的训练可以增加相关肌肉的体积（横截面积）

和提高肌肉的最大力量或最大收缩速度。引起骨骼肌

体积增大或功能增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机体原有的

骨骼肌纤维受到适宜刺激后增粗；二是激活骨骼肌卫星

细胞，并使其生长、发育为新的成熟的肌纤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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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训练刺激可以使骨骼肌因主动收缩或被动

拉长而发生微细损伤，并由此激活了位于成熟肌细胞

或肌纤维肌膜表面的卫星细胞，而且这种微细损伤是

一种无菌性炎症。卫星细胞从接受刺激开始，到生长、

发育为成熟的肌纤维需要持续约６个月的时间。新生
的肌纤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断获得张力，从而使相

关肌肉的整体功能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可见，骨骼肌

再生的生物学机制是个体增强性能力的动力学基础。

运动成绩提高是肌肉功能增强的外在表现，那些可

以使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的训练方法都可以用来提高

个体的盆底肌肉功能水平，并最终表现为个体的性能力

增强。从接受刺激开始到发育为成熟的肌纤维过程中，

卫星细胞获得张力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

此，运动成绩提高和性能力增强也表现为相应的阶段性

特征。

１．３ 盆底肌肉训练原理与常用训练手段

１．３．１　盆底肌肉训练原理
根据运动训练理论，要想获得明显的训练效果，需

要满足以下４个条件：（１）施加的训练负荷应该保持
在合适的范围内。训练实践表明，既能激活卫星细胞

又不会造成骨骼肌真正损伤的训练负荷都是有效的。

训练负荷太小，骨骼肌将会产生废用性萎缩，致使肌肉

功能下降；训练负荷太大，超出了骨骼肌的承受范围，

将会产生真正的损伤，骨骼肌功能下降或完全丧失功

能。而如果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则施加的训练负荷

越多，骨骼肌功能水平提高越大。（２）采取有针对性
的专项训练方法，施加的训练负荷应该与想要提高的

相关肌肉的收缩方式保持一致。想要提高某个体育项

目的运动成绩，就必须对与此项目相关的肌肉群施加

专项训练负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训练效果。如果想

要增强个体的性能力，就应该对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

肌肉施加足够的训练负荷。例如，通过练习俯卧撑来

提高一个人的立定跳远成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两

个项目所使用的肌肉完全不同。（３）应该使上一次训
练后所产生的疲劳完全恢复后，才能进行下一次的负

荷训练。机体在承受了一次有效的训练负荷以后，都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疲劳，如果长时间在疲劳没有完全

恢复的情况下就进行下一次训练，则个体的相关肌肉

功能会逐渐下降，直至完全丧失。研究表明，一次大负

荷训练后需经过４８～７２ｈ的休息，运动员的体能才能
完全恢复到原有水平，从而可以达到进行下一次大负

荷训练的要求。（４）应该进行足够长时间的不间断训
练。因为卫星细胞从接受刺激开始，到生长、发育为成

熟的肌纤维需要持续约６个月的时间。如果训练过程
不能坚持下去，则已经激活的卫星细胞将停止发育，并

逐渐返回至初始状态。从接受刺激开始，卫星细胞在

前６周内基本上没有获得张力，在第７周获得的张力
有一个大幅度提高，在第８～２０周获得的张力逐渐增
长，在第２１～２６周获得的张力基本保持不变，在第２６
周卫星细胞已经完全发育为成熟的肌纤维。也就是

说，在对相关盆底肌肉进行科学的训练后，在第１～６
周，个体的性能力基本保持不变；在第７周，个体的性
能力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强过程；在第８～２０周，个体
的性能力继续稳步增强；在第２１～２６周，个体的性能
力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不变［２－４］。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没有进行性行为或者平时的性

行为频率较低，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突然在短时间内

（如几个小时）进行了多次性行为并获得了多次性高

潮，也就是说，相关的盆底肌肉承受了一次不习惯的大

负荷训练刺激，那么在性行为结束后８～２４ｈ将开始出
现盆底肌肉酸痛（即盆腔疼痛）的感觉，然后酸痛感觉

逐渐加剧，并在４８～７２ｈ内酸痛感觉达到高峰，随后酸
痛感觉逐渐减弱，５～７ｄ后不适症状基本消失。另外
还伴随着大便、小便出现轻微不适的感觉。这种现象

是正常的，是骨骼肌在承受不习惯的负荷突然增加的

刺激时所表现出的延迟性肌肉酸痛（ｄｅｌａｙｅｄ－ｏｎｓｅｔ
ｍｕｓｃｌｅｓｏｒｅｎｅｓｓ，ＤＯＭＳ）［５］。

由于不了解骨骼肌的这一性质，部分医生往往会

把此种现象诊断为急性盆腔炎（或急性前列腺炎）、盆

底肌肉急性损伤等，并使用一些不必要的医学手段来

治疗。由于盆底肌肉酸痛是在性行为结束后８～２４ｈ
开始出现，并在４８～７２ｈ内疼痛感觉才达到高峰的，个
体通常只会关注性行为渴望得到满足时的美好感觉，

往往会把随后出现的盆腔疼痛、大小便不适等疲劳症

状忽略，或者找出一些其它的理由来解释，一般不会把

进行性行为和随后出现的延迟性肌肉酸痛联系在一

起。

如果针对性能力增强的盆底肌肉训练持续进行下

去，那么盆底肌肉酸痛感觉也会表现出相应的阶段性

特征。在训练开始后的第１～３周，盆腔疼痛很剧烈；
在第４～６周，疼痛感觉稍有缓解；在第７周疼痛感觉
明显减轻，从第８周开始，由于骨骼肌在适应过程中瘢
痕组织的收缩和重组作用，盆腔疼痛感觉逐渐增强，并

在第９周疼痛感觉达到高峰；在第１０周，疼痛感觉大
幅度减轻，个体会感到很少的不适感觉，在第１０～２０
周，疼痛感觉继续逐渐减轻；在第２１～２６周，疼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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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失，骨骼肌对新的训练负荷完全适应［２－４］。另

外，在此过程中，大便、小便也会出现阶段性的刺激性

症状，随着盆底肌肉功能的增强，刺激性症状也随之减

轻并最终消失。

为了获得较好的运动成绩，高水平运动员通常会

承受极限负荷的身体训练，身体反应和运动成绩的变

化非常明显，而且相似的现象和感觉会在训练过程中

不断地重复，因此运动成绩和身体疼痛现象所表现出

的规律性特征很容易被关注总结出来，并引起相关领

域研究人员的重视。而对于进行性行为这项特殊的身

体活动，目前还没有从盆底肌肉训练的角度进行系统

的研究与大量的训练实践，更不可能像训练高水平运

动员一样将一个人的性能力提高到本人的极限水平。

１．３．２　盆底肌肉的训练手段与性文化
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在进行由阴道、阴茎共同参与

的性行为过程中，大多数女性体验不到性高潮；但是以

可接受的方式有效刺激阴蒂则女性很容易获得性高

潮。个体在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时，与性行为相

关的盆底肌肉按照特定的方式参与收缩，而且部分盆

底肌肉还进行了大强度的节律性收缩，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相关的盆底肌肉进行了一次大负荷训练。研究表

明，一次大负荷训练后需经过４８～７２ｈ的休息，运动员
的体能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水平，从而可以达到进行

下一次大负荷训练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系

统、科学训练的人而言，进行一次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

的身体活动相当于相关盆底肌肉承受了一次大负荷训

练，训练后应至少休息３ｄ（即７２ｈ），身体所产生的疲
劳才能完全恢复。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最短

每隔３ｄ进行一次性行为是安全的，是不会造成盆底肌
肉损伤的。如果间隔时间少于３ｄ，那么发生盆底肌肉
损伤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要想获得好的训练效果，就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

专项训练手段，施加的训练负荷应该与想要提高的相

关肌肉的收缩方式保持一致。正如１００米跑运动员需
要经常练习３０～１５０米范围内的加速跑一样，增强个
体性能力的常用训练手段还是进行不同形式的性行为

练习。只有这样，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肌肉才能被充

分调动起来。由于不同个体的肌肉类型和身体素质存

在很大差异，根据个体现有的身体条件确定合适的训

练负荷就是一件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就目前而言，

关于如何系统、科学地增强个体性能力的理论研究和

训练实践成果几乎没有，绝大多数个体都只是根据自

己对性行为的理解进行重复的、简单的实践尝试。

我们知道，经过系统、科学地训练以后，运动员的

运动能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运动员的身体所能承受

的训练负荷也相应增大，这时要想继续提高运动成绩，

就必须适当增加训练负荷，直至达到身体所能承受的

极限水平。那些适合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负荷普通人

往往不可能完成，而且很容易发生肌肉损伤；而适合普

通人的训练负荷对高水平运动员而言又显得太小，小

负荷训练将会引起相关肌肉的废用性萎缩，从而使运

动能力下降。同理，对普通人而言，进行一次性行为相

当于对盆底肌肉实施了一次大负荷训练，而对经过训

练的人来说，一次盆底肌肉的大负荷训练也许需要进

行两次性行为；一次性行为以后，普通人需要休息至少

３ｄ才能进行下一次性行为，而对经过训练的人来说，
由于进行一次性行为属于小负荷训练，个体也许只需

要休息２ｄ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由于受到遗传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人天生

就具有从事某项体育运动的巨大潜力，经过科学的训

练后，很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很容易接受这

种不同个体之间身体运动能力的差异。例如，极少数

人１００米跑成绩可以在１０ｓｅｃ以内完成，而绝大多数
人即使使用了最科学的训练方法，也不可能达到这种

运动成绩。然而，我们却不切实际地希望拥有超出自

身潜力的性能力，不愿意接受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性能

力的差异这一事实。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虽然性行

为也是一项身体活动，个体却很难像参加体育比赛一

样公开展示自己的性能力。事实上，不管个体之间性

能力的差异有多大，当产生性行为渴望并获得性满足

后，当事者具有基本一致的身体心理满足状态。如果

一个人在某运动项目上具有遗传天赋，但是却因没有

受到科学的训练而错过了表现出来的机会，我们也不

该对此表示惋惜。因为没有训练就意味着此人不会对

此运动项目产生运动需要，即没有产生运动依赖（或肌

肉依赖）。而个体接受的身体训练负荷越大，产生运动

需要的程度也越强。另外，由于人体内共有６００多块
骨骼肌，不同的骨骼肌相互组合几乎可以形成无数种

身体活动，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骨骼肌的潜力

通过训练都表现出来，个体只能从数量众多的身体活

动项目中选择出有限的几种进行实践体验，如果我们

总是对那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身体活动项目感到惋

惜，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包含

着许多个体还不知道的身体活动，或者到目前为止人

类还没有发现或创造出来的身体活动。然而，在传统

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当面对性行为这种盆底肌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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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活动时，我们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对其产生不理

智的认识。即使一个人的性能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但是因为此人从来没有进行过性行为，所以就不会

对性行为产生依赖（或需要），而没有产生性行为依赖

（或需要）意味着此人在性方面一直处于满足状态。

没有产生需要就意味着不需要或一直处于满足状态。

因此，不同个体之间性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性能力强的个体比性能力弱的更具

有优势，或者有性行为经历的个体比没有性行为经历

的个体更有优越感。

１．４　盆底肌肉的辅助训练手段
除了进行性行为这种方式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锻炼局部的盆底肌肉来增强一个人的性能力。因为在

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的过程中，尿道、阴道或阴

茎、肛门附近的盆底肌肉也参与收缩，因此通过单独训

练这些部位的相关肌肉也会部分地增强性能力。而且

多项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些方法的

有效性与可行性。

在进行盆底肌肉训练时，根据个体的现有身体条

件确定合适的训练负荷非常重要，因为不同个体的有

效训练负荷是不同的。施加的训练负荷既能激活与收

缩尿道或肛门相关盆底肌肉附近的卫星细胞，又不会

造成相关肌肉的真正损伤。施加训练负荷的主要途径

就是个体主动地收缩尿道或肛门，通过不断地重复当

个体正在进行小便或大便时突然主动中止排便动作的

方式，就可以达到训练相关盆底肌肉的目标。收缩速

度、重复次数或训练时间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两个因素。

总体来说，训练时主动收缩尿道或肛门的速度，应该与

个体在获得性高潮时的肌肉收缩速度保持一致。当个

体对盆底肌肉进行了一次大负荷训练后，应该主动地

休息４８～７２ｈ，等到训练产生的疲劳完全恢复后，才可
以进行下一次的大负荷训练，在持续训练的第７周内，
盆底肌肉的功能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随后会继续

缓慢提高。另外，对女性而言，还可以通过主动收缩阴

道的方式来提高相关盆底肌肉的功能。

在尿道或肛门内放入电极，模拟神经系统发放的

动作电位信号对相关盆底肌肉施加电刺激，也可以达

到提高相关盆底肌肉功能的效果。但是，由于在性行

为过程中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肌肉有许多种，而且其

收缩方式与收缩顺序等特征很复杂，目前所掌握的医

学技术还达不到可以模拟所有神经系统发放的动作电

位信号这种精确度。目前的电刺激技术只局限于提高

一些非常具体的盆底肌肉功能，而且相关盆底肌肉功

能提高后，一旦停止对其实施电刺激，还存在如何保持

已经形成的肌肉功能等问题。也许，个体可以通过继

续主动收缩尿道或肛门的方式来保持已经形成的肌肉

功能，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治疗干

预手段，在某些医学领域，电刺激技术已经获得了广泛

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主动收缩阴道、尿道或肛门、在阴道或肛门内

实施电刺激都可以提高相关盆底肌肉的功能。到目前

为止，要想在某个运动项目上取得个人最好成绩，就必

须根据个体的身体条件施加接近身体承受极限的、科

学的训练负荷，还没有一项世界最好运动成绩是通过

对相关部位的肌肉实施电刺激获得的，电刺激只是一

种辅助训练手段。然而，部分医学对比实验研究结果

显示：被动接受电刺激比主动收缩相关盆底肌肉具有

更好的训练效果。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主

要是因为施加的训练负荷不科学，达不到激活卫星细

胞所需要的训练负荷，或者制定的训练计划有问题，比

如没有合理安排训练量、训练强度、疲劳恢复时间、训

练持续时间达不到７周及以上等。

２　性行为频率与盆底肌肉损伤后的治疗

２．１　性行为频率与盆底肌肉损伤
盆底肌肉的适应能力是有限度的，当施加的训练

负荷或者训练负荷的变化幅度等因素超出了其适应范

围时，或者当个体长期在上一次性行为结束后相关盆

底肌肉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进行下一次性行为时，

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盆底肌肉的真正损伤———过度使用

性损伤或急性损伤，从而盆底肌肉功能会逐渐（或急

剧）丧失，直至完全丧失。由于肌肉与肌腱结合部位所

能承受的力量负荷相对薄弱，因此发生过度使用性损

伤时，在肌肉的起止点常常会出现明显的触痛点。在

进行体检时，触痛点可被触及并且按压后可引起局部

的牵涉痛。在患有慢性盆腔疼痛（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
ＣＰＰ）的患者的腹肌、臀部肌肉和梨状肌等与盆底相关
的肌肉中经常可以找到触痛点［６］。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最短每隔３ｄ进行一次性行
为是安全的，如果间隔时少于３ｄ，那么发生盆底肌肉
损伤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也就是说当个体的性行为频

率过多超出了其相关盆底肌肉的适应范围时，就会发

生盆底肌肉损伤。而且，这种由运动导致的骨骼肌损

伤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当然，性行为频率过多并不是

造成盆底肌肉损伤的唯一因素，保持坐姿时间过长或

者骑自行车时间过长等因素，也会对相关盆底肌肉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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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训练负荷，从而造成盆底肌肉损伤。

盆底肌肉损伤后的典型表现症状就是盆腔疼痛。

当个体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以后，盆腔疼痛程度

明显增加，停止性行为７ｄ以后，盆腔疼痛程度明显缓
解。由于在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的过程中，尿道、

肛门、阴道或阴茎、子宫或前列腺等附近的盆底肌肉都

不同程度地参与收缩，因此，以上几个部位都有发生肌

肉损伤的可能性，并在相应部位发生肌肉疼痛或功能

障碍等症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尿道和肛门附近的

肌肉功能分别与小便和大便密切相关，当出现损伤时，

就会表现出小便和大便的不正常，如小便次数明显增

多且尿量少（尿频、尿不净、尿道灼热）、大便时间明显

延长且次数增多（便秘、便频）等。另外，饮酒和吃葱、

姜、蒜、辣椒等辛辣食物也会使盆腔疼痛程度明显增

加，当这些进入身体的食物被完全消化以后（约 ２～
３ｄ），疼痛程度会明显缓解［７］。这些食物就像放大镜

一样放大身体对疼痛信号的感知。在骨骼肌发生损伤

时常常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哪个部位疼痛就说明那

个部位的肌肉可能发生了损伤。

当骨骼肌承受的训练负荷超出了其本身的适应范

围时，就会发生肌肉损伤，其中训练负荷主要由训练强

度和训练量两部分组成。我们可以把训练量小训练强

度过大造成的损伤称为骨骼肌急性损伤，训练强度小

而训练量过大造成的损伤称为骨骼肌慢性损伤。在现

实生活中，性行为的发生非常普遍，而且对绝大多数人

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实践好多年，但是我们却几乎

从没听说过盆底肌肉慢性损伤的存在，而对颈肌劳损

或腰肌劳损等骨骼肌慢性损伤的发生却并不陌生。这

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出现疼痛或功能障碍的部

位集中在某个具体的组织或器官附近，当患者感到身

体不适而去医院看病时，常常会选择泌尿外科、消化内

科、肛肠科、皮肤性病科、男科、女科（妇科）、产科（妇

产科）等科室就诊。由于上述科室的医生对骨骼肌的

性质及其损伤后修复再生的生物学过程不太了解，而

且因为骨骼肌损伤后所产生的炎症属于一种无菌性炎

症，因此，各种化验结果常常找不出明确的原因，只是

根据发病的部位或现象创造出一种疾病名称，如尿频、

便秘、慢性盆腔炎、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等。由于没有办

法对症治疗，因此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常常效果不好，而

一些用来治疗骨骼肌损伤的医学辅助手段（如物理治

疗）常常会使身体不适症状有所缓解。

２．２ 可能与盆底肌肉慢性损伤相关的几种疾病

以下可能就是由于性行为频率过多、保持坐姿时

间过长或骑自行车时间过长等因素引起的盆底肌肉慢

性损伤的临床症状，但是却被医生分别命名为完全不

同的几种疾病。这些疾病所产生的疼痛大都具有持续

或反复的周期性发作等临床特征，没有发现感染或其

它明显的病原学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研究疼痛发作

周期与进行性行为周期之间关系的医学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试图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

理解导致慢性盆腔疼痛这种临床症状的原因，并不表

示以下几种疾病就是由于盆底肌肉慢性损伤造成的。

只是想说明由慢性盆底肌肉损伤造成的慢性盆腔疼痛

有可能会被错误地当作以下的某个疾病来治疗。

２．２．１ 出口梗阻性便秘与盆底松弛综合征

出口梗阻性便秘（ｏｕｔｌｅ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ＯＣ）大致可分为肠源性（直肠壁异常）和盆源性（
盆底肌异常）两类，前者常继发与后者，是临床常见的

一种非器质性疾病。出口梗阻型便秘多与肛门括约肌

功能失调或直肠对排便反射感阈值异常有关，病因主

要有耻骨直肠肌综合征、盆底痉挛综合征、直肠前膨

出、盆底下降、直肠内脱垂等。患者常伴随如下临床症

状：腹痛、腹胀，排便时间长，排便困难（包括排便费力、

排便不尽感，需要用物协助等），肛门坠胀或疼痛，肛门

有阻塞感或排出困难［８－１０］。

盆底松弛综合征（ｒｅｌａｘ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ＲＰＳ）包括会阴下降综合征（ＤＰＳ）和肛提肌功能障碍
综合征（ＬＤＳ）等，表现为患者盆底肌张力下降，收缩
无力，在静息状态下盆底位置较低。盆底肌的张力随

腹内压的升高而递增，由正常排便而导致的腹压增高

不会对盆底肌造成伤害，如果长期慢性腹压增高（如分

娩、经常排便过度用力等）超过肛提肌负荷的生理极限

时，可导致肛提肌张力下降，萎缩下陷，致使原包被于

肛提肌隧道内的肛管大部分暴露在高腹压的打击之

下，排便时盆底下降程度超过正常范围以下，腹压压

闭肛管，临床上表现为出口梗阻性便秘［９］。

２．２．２　耻骨直肠肌综合征
耻骨直肠肌综合征（Ｐｕｂｏｒｅｃｔａｉｌ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又称

肛提肌综合征（１ｅｖａｔｏｒａｎ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ＬＶＡＳ），是引起便
秘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由于在排

便时耻骨直肠肌不能松弛而导致的排便困难，是一种

功能性疾病，是不伴有肛门直肠的器质性病变的疾病，

发生在肛门直肠部发作频繁的钝痛。

主要临床症状：排便次数增多，排便不尽感导致重

复排便，便条变细、变形等症状，排便疼痛伴会阴部坠

胀，排便时梗阻感；肛门指检肛管紧缩及肛管延长，有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２３　　　·

时可触及较肥大的耻骨直肠肌，有锐利边缘、常伴有触

痛；患者有长期不良坐姿史，疼痛常常被描述成模糊的

钝痛或直肠的压榨感，保持坐姿时疼痛加重；此外，典

型的疼痛还表现出周期性：夜间消失，早上轻微，下午

最严重［１１，１２］。

２．２．３　肠易激综合症
肠易激综合征（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ｂｏｗｅ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ＢＳ）是一

种慢性反复发作但预后良好的疾病，是胃肠道最常见

的功能性消化系统疾病之一，以腹痛、腹胀、腹泻、腹部

不适、排便习惯及排便性状改变为特征，症状的发生与

正常的排便次数改变有关，并在排便后缓解。其患病

率高，治疗困难，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经检查无特

异的生物化学或形态学异常［１３－１５］。

２．２．４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慢性盆腔炎
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疼痛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最主要临床症状，其发生机制目前还不清楚。盆腔纤

维化及纤维粘连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特征性病变，据

临床统计，７０％以上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存在不同
程度的盆腔纤维化及纤维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疼痛

的特点包括：①表现形式多样，如痛经、慢性盆腔痛
（ＣＰＰ）、性交痛和大便痛等；②定位不清，常常放射到
腰部、大腿内侧等部位；③可伴有泌尿道和肠道刺激症
状，如排尿不适、尿频、尿急、大便次数多、便秘和排便

不尽感；④可伴有精神心理问题，如抑郁、烦躁、焦虑、
易怒、失眠等［６，１６－１８］。

慢性盆腔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ＰＩＤ）是指女性生殖器官周围结缔组织及盆腔腹膜所
发生的慢性炎症，是慢性盆腔疼痛的主要原因。临床

症状有反复下腹坠胀、疼痛及腰骶部痛；疼痛程度在劳

累、经期、性交后加重，白带增多，全身症状不明显，可

有不孕或月经异常。体征：子宫常呈后位，活动度受限

或固定，有压痛或触痛，一侧或双侧附件区增厚或饱

满，子宫一侧或两侧有片状增粗变硬，有压痛，有时似

乎触及包块但不具体。慢性盆腔炎病理改变主要为盆

腔结缔组织和盆腔腹膜由于慢性炎症的长期浸润引起

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局部增厚甚至粘连，导致输卵管积

水与慢性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炎及输卵管卵巢囊肿、

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６，１６，１９，２０］。

２．２．５ Ⅲ型前列腺炎
Ⅲ型前列腺炎，又称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ＮＰ），是前列腺炎中
最常见的类型，约占慢性前列腺炎的９０％以上，其病
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没有可证明的感染来解释其

临床表现，。

主要临床症状：排尿异常：可表现为尿频、尿急、

排尿不尽、尿痛、夜尿增多、尿道烧灼或刺痛等；骨盆区

域疼痛：可见于会阴、阴囊、阴茎、睾丸、肛门部、尿道、

耻骨部、腰骶部等部位疼痛；部分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

性功能障碍（如射精疼痛）。前列腺按摩液（ＥＰＳ）／
精液／前列腺按摩后尿液（ＶＢ３）的细菌培养结果均
呈阴性［７，２１，２２］。

２．２．６ 其它

其它的可能与盆底肌肉损伤慢性损伤相关的疾病

包括：慢性盆腔疼痛（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ＣＰＰ）、盆腔
疼痛综合症（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膀胱疼痛综合症
（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ＰＳ）、尿道疼痛综合症（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阴茎疼痛综合症（Ｐｅｎｉｌｅｐａｉ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前列腺疼痛综合症（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ＰＳ）、阴囊疼痛综合症（Ｓｃｒｏｔ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睾丸疼
痛综合症（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附睾疼痛综合症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
综合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阴
道疼痛综合症（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外阴疼痛综合
症（Ｖｕｌｖ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广义的外阴疼痛综合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ｖｕｌｖ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狭义的外阴疼痛综
合症（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ｖｕｌｖ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前庭疼痛综合症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阴蒂疼痛综合症（Ｃｌｉｔｏｒａｌ
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肛肠疼痛综合症（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阴部疼痛综合症（Ｐｕｄｅｎｄ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肛
周疼痛综合症（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盆底肌肉疼痛
综合症（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２０］。
２．３　盆底肌肉损伤后的康复治疗
由于性行为频率过多、保持坐姿时间过长或骑自

行车时间过长等因素引起的盆底肌肉慢性损伤一般不

会达到肌肉撕裂的严重程度，从而也不需要做外科手

术进行缝合。骨骼肌损伤后，在损伤处周围会产生一

种无菌性炎症，卫星细胞受到损伤处释放的一些特定

信号或生长因子的影响被激活，并最终生长发育为成

熟的肌纤维，从而使受伤的骨骼肌获得修复。骨骼肌

发生微细损伤后的生物学再生过程与骨骼肌发生真正

损伤后的生物学修复过程都需要卫星细胞的参与，要

想使卫星细胞生长发育为成熟的肌纤维，从而使再生

或修复的过程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必须根据卫星细胞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获得张力的阶段性特征对骨骼肌施

加合适的训练负荷。骨骼肌在修复或再生过程中所产

生疼痛感觉的阶段性特点也是一样的。经过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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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措施与康复手段，损伤修复后的骨骼肌功能可

以恢复至接近或达到受伤前的水平。因此，盆底肌肉

损伤后所采取的治疗康复措施，应该与骨骼肌损伤后

的治疗措施一样［２３］。

在受伤肌肉的安全范围内尽早进行康复训练是现

代康复医学的一项重要原则。无论何种程度的损伤，

必须在受伤肌肉的安全范围内循序渐进地进行功能锻

炼。施加在受伤肌肉上的外在阻力应该进行精确地调

控，其大小要始终小于使愈合中的肌肉再次撕裂时的

力。当处于愈合过程中的肌肉获得的张力增加时，施

加的外在阻力也应该随之增大。由于我们很难精确地

调控施加在盆底肌肉上的外在阻力，而且在日常的大

便、小便或保持坐姿等行为中也会部分地对相应的盆

底肌肉进行康复训练，一般不会产生由于休息或制动

时间过长等因素而造成盆底肌肉功能恢复不完全的现

象［２３］。

当个体因性行为频率过多（其它因素依此类推）

而发生盆底肌肉慢性损伤时，只需要完全停止性行为

６个月时间，并适当减少保持坐姿或骑自行车等容易
造成盆腔疼痛程度增加的活动时间，损伤的盆底肌肉

即可完全修复，其功能可以恢复至接近或达到受伤前

的水平。对疼痛部位进行冷敷或热敷也可以暂时减轻

盆腔疼痛程度。在停止性行为１周后，盆腔疼痛程度
明显减轻，６周后盆腔疼痛程度再次明显减轻，在第８
周由于瘢痕组织的收缩改建作用，盆腔疼痛程度开始

逐渐增加，并在第９周达到高峰，在第１０周盆腔疼痛
程度快速下降，在１１～２０周，盆腔疼痛程度只维持在
一个很低的水平，并逐渐下降，２１～２６周，盆腔疼痛基
本消失。在第７周，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卫星细胞
（即未成熟的肌纤维）获得的张力大幅度增加，在第８
～２０周，获得的张力逐渐增加，从第２１周开始，新生
的肌纤维已经基本达到成熟的肌纤维所具有的各项功

能，肌纤维的收缩能力和伸展性基本达到或接近受伤

前的水平，直至在第２６周后完全发育成熟［２３］。另外，

尽量减少饮酒，少吃葱、姜、蒜和辣椒等辛辣食物。

当按照某种规律性模式进行了足够长时间的性行

为以后，个体往往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性行为依赖。当

产生性行为依赖后，如果个体在下一个性行为周期到

来时没有进行性行为，或者当个体在产生高度性唤起

时突然中断性行为，个体的身体心理就会产生想要进

行性行为的不适症状与想法，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性

行为渴望。既然是由于性行为频率过多而造成的盆底

肌肉慢性损伤，所以个体必然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

性行为依赖。这时如果完全停止性行为６个月时间，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个体必然会体验到较强的性行

为渴望。如果个体在这种性行为渴望的驱使下进行了

一次性行为，那么盆底肌肉慢性损伤的恢复时间就应

该从个体最后一次进行性行为的时间开始重新往后推

迟６个月时间。因为进行性行为意味着损伤的盆底肌
肉承受了一次大负荷训练，从而把已经部分修复的肌

肉重新撕裂，使骨骼肌损伤后的生物学修复程序重新

开始。特别是当个体停止性行为３～４个月后，随着处
于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卫星细胞获得的张力不断增加，

盆腔疼痛程度也大幅度减轻，大便、小便的不适症状明

显缓解，个体的自信心也逐步提高。这时由于处于修

复过程中的盆底肌肉功能还没有恢复到可以承受个体

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的训练负荷水平，如果个体

再次冒险尝试性行为，那么盆底肌肉的生物学修复程

序将再次重新开始，从而需要另外的６个月时间才能
完全恢复。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存在，所以由性行为

频率过多引起的慢性盆腔疼痛、大便或小便不适等症

状才会形成反复发作且很难治愈的认识，使个体的身

体心理遭受巨大的压力［２３－２５］。随着停止性行为时间

的逐渐延长，个体对性行为的渴望程度也会分阶段减

少，直至完全消失。

当完全停止性行为６个月以后，损伤的盆底肌肉
功能也会获得完全恢复，这时个体就可以尝试着进行

性行为而不用担心盆底肌肉会再次损伤了。由于在生

物学修复过程中，当新生的肌纤维穿越结缔组织时，结

缔组织也会把各个肌纤维也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肌

肉粘连。因此，在恢复尝试性行为的最初几次（约１～
３次），个体会感到肌肉粘连得到松解时的盆腔疼痛，
这种疼痛是正常的、暂时的。个体在进行性行为以后

所发生的盆腔疼痛现象一般在休息几天后会基本消

失，如果此时个体再次进行同样的性行为时不再产生

盆腔疼痛现象或者盆腔疼痛程度大幅度减轻，那就说

明所出现的盆腔疼痛是由肌肉粘连得到松解时产生

的，是正常的。另外，从完全停止性行为以后的第２１
周开始，由于新生的肌纤维已经基本达到成熟的肌纤

维所具有的各项功能了，肌纤维的收缩能力和伸展性

也基本达到或接近受伤前的水平。从理论上来说，个

体的盆底肌肉应该已经具备了承受由进行性行为引起

的训练负荷而不会再次损伤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

的理论或实践研究来证明它。或者是否还可以把进行

性行为的时间再提前几周（如从第１６～２０周中的某一
天开始尝试）［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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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３．１ 与性行为相关的盆底肌肉功能水平和个体

的性能力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较高的盆底肌肉功能

水平意味着个体具备较强的性能力发展潜力，科学的

训练可以提高相关盆底肌肉功能水平从而使个体的性

能力得到增强。运动成绩提高是肌肉功能增强的外在

表现，那些可以使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的训练方法都

可以用来提高个体的盆底肌肉功能水平，并最终表现

为个体的性能力增强。

３．２　由于受到遗传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人
天生就具有从事某项体育运动的巨大潜力，经过科学

的训练后，很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很容易接

受这种不同个体之间身体运动能力的差异。然而，我

们却不切实际地希望拥有超出自身潜力的性能力，不

愿意接受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性能力的差异这一事实。

不管个体之间性能力的差异有多大，当产生性行为渴

望并获得性满足后，当事者具有基本一致的身体心理

满足状态；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性能力强的个体比

性能力弱的更具有优势，或者有性行为经历的个体比

没有性行为经历的个体更有优越感。

３．３　盆底肌肉的适应能力是有限度的，当施加的
训练负荷或者训练负荷的变化幅度等因素超出了其适

应范围时，或者当个体长期在上一次性行为结束后相

关盆底肌肉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进行下一次性行为

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盆底肌肉的真正损伤———过度

使用性损伤或急性损伤，从而盆底肌肉功能会逐渐（或

急剧）丧失，直至完全丧失。盆底肌肉损伤后的典型表

现症状就是盆腔疼痛，由于尿道和肛门附近的肌肉功

能分别与小便和大便密切相关，当出现盆底肌肉损伤

时，就会表现出小便和大便的不正常，如小便次数明显

增多且尿量少（尿频、尿不净、尿道灼热）、大便时间明

显延长且次数增多（便秘、便频）等。

３．４　当个体因性行为频率过多（其它因素依此类
推）而发生盆底肌肉慢性损伤时，只需要完全停止性行

为６个月时间，并适当减少保持坐姿或骑自行车等容易
造成盆腔疼痛程度增加的活动时间，损伤的盆底肌肉即

可完全修复，其功能可以恢复至接近或达到受伤前的水

平。从完全停止性行为以后的第２１周开始，由于新生
的肌纤维已经基本达到成熟的肌纤维所具有的各项功

能了，肌纤维的收缩能力和伸展性也基本达到或接近受

伤前的水平，从理论上来说，个体的盆底肌肉应该已经

具备了承受由进行性行为引起的训练负荷而不会再次

损伤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理论或实践研究来证明

它，或者是否还可以把进行性行为的时间再提前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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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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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分析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应用中国女性性功能障碍调
查问卷（ＢＩＳＦ－Ｗ）对新疆地区４５９例维吾尔族女性进行性功能调查。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多元相
关性分析。结果：抽样调查的４５９人，性高潮障碍者占５５１％，性欲望障碍者占３６１７％，性唤起障碍者占５３３８％，性交
疼痛者占３６１％。多元相关回归分析显示，新疆维吾尔族女性的性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显著下降，尤其在绝经以后（Ｐ
＜００１）。结论：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较高，而且受年龄、绝经、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引起重视，制定相应的
策略以降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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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３６．１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ｉｇｕｒｓｄｅ
ｃｌ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ｕｉｇｕ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ｇ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ｕｉｇｕ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Ｕｉｇｕｒｓ；Ｓｕｒｖｅｙ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比男
性性功能障碍者高，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影响，对女性性

功能障碍的研究及认识远远落后于男性性功能障碍。

为了解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及

影响因素，问卷调查（ＢＩＳＦ－Ｗ）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
性４５９名，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接受调查者４５９人，被调查者的年龄２０～６６岁，
平均年龄（３５４７±８６１）岁，已绝经女性 ６７名
（１４６０％）。问卷调查表共２５项问题，内容包括年龄、
性伴侣年龄、已婚时间、文化程度、子女数、绝经前期、

绝经后期等。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医生鉴定。

按照美国泌尿疾病基金会性功能健康委员会（ＡＦＵＤ）
提出的分类方法，将女性性功能障碍分为心因性或器

质性的性欲望障碍、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和性交疼

痛。调查新疆维吾尔族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分

析女性性功能与年龄、文化程度、绝经期前后、伴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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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等问题与性功能障碍的关系。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多元相
关分析。

２　结　　果

接受问卷调查 ４５９人，平均年龄（３５４７±８６１）
岁，已绝经女性６７名（１４６０％）。所有接受调查者均
已婚，均否认婚前性生活史。在实际经历的各种性行

为中满足性交者８７１２％，性行为频度是１～８次
!

月

者占９７５１％。性行为中１９２１％者是彼此共同启动
性行为，而５９１６％是伴侣开始。没有满意的享受过
任何性行为者占 ３６８６％。性行为开始前没有性思
念、性幻想或性梦幻者占３６７０％，并且发生程度与年
龄呈现负相关。在性行为过程中发生心里不安或压抑

者占５３５０％，没有性伴侣者占６５４％。性高潮障碍
者占５５１％，发生性交疼痛的比率为３１５９％，但绝经
后女性性交疼痛发生率明显升高达７９１０％。见表１。

表１ 各年龄段女性人数及不同类型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年龄

（岁）
人数

性欲望障碍

发生人数 发生率

性唤起障碍

发生人数 发生率

性高潮障碍

发生人数 发生率

性交疼痛

发生人数 发生率

２０～３０ １３５ ５０ ３７．０４％ ６８ ５０．３７％ ６４ ４７．４１％ ３４ ２５．１９％

３０～４０ １３９ ４８ ３４．５３％ ７２ ５１．７９％ ７２ ５１．８０％ ３０ ２１．５８％

４０～５０ １１８ ２９ ２４．５８％ ６０ ５０．８５％ ６２ ５２．５４％ ２８ ２３．７３％

５０以上 ６７ ３９ ５８．２１％ ４５ ６７．１６％ ５５ ８２．０１％ ５３ ７９．１０％

合计 ４５９ １６６ ３６．１７％ ２４５ ５３．３８％ ２５３ ５５．１２％ １４５ ３１．５９％

　　多元相关回归分析显示，新疆维吾尔族女性性功
能随年龄增加显著下降，尤其是绝经期后（Ｐ＜００１）。

性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中：女性对性伴侣的性生活

表示满足的占８５９６％，女性对其性伴侣性行为能力
表示满足的占８５８１％，；对于性生活和在日常生活中
客栈的比重的评价，表示重要的７７０６％，其中表示很
重要的占４４３２％。对性伴侣的性行为建议表示不愿
意者占３６８５％，表示拒绝者占 １８０５％，与年龄、绝
经、疾病等相关性分析影响其行为的因素占２３３２％。
受试者自认为自身健康问题 １８０８％是伴侣健康问
题，１７０３是感情不协调。

３　讨　　论

女性性功能障碍患病率约２５％～６３％［１，２］，主要表

现有性唤起障碍、阴道干涩、性交疼痛或不适及性高潮

障碍［３］。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分类为：（１）性要求障碍：性
欲低落、性厌恶。（２）性唤起障碍：如阴道的润滑作用减
退，阴蒂、阴唇的感觉及阴道平滑肌舒张性减退。（３）性
高潮障碍发生持续或反复的高潮困难、延迟或缺如。

（４）性交疼痛：性交困难、反复发作或持续性的性交疼
痛，阴道外１／３平滑肌不自主的痉挛。国内辛忠诚等［４］

通过对５４０名２３～５５岁的健康女性进行女性性功能简
明指数（ｂｒｉｅｆ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ＢＩＳＦ
－Ｗ）评定，发现性生活不满意者、达高潮困难者、性欲

每月少于２次者分别为５５５％、３９６８％和３１７５％。
本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人群中性

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女性性欲减退约占三分之一

（３６７０％）。性行为过程中发生心理性不安或压抑（即
性唤起障碍）者占５３５０％，阴道性交高潮障碍者占二分
之一（５５１％）。据美国统计［５］年龄在１８～５９岁的女
性，３３４％在一年中至少有几个月有性欲低下的经历。
奥地利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性高潮障碍的发生率为

３９％［６］，绝经后性高潮障碍的发生率更高。

ＦＳＤ的发生受年龄、绝经、健康状态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本组调查发现女性性功能随年龄增加显著下

降，尤其是绝经期后（Ｐ＜００１），２３３２％是自身健康
状况问题；１８０８％是伴侣健康状况等因素与性功能障
碍有关。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女性伙伴５６％出现性欲
低落，６３％出现性高潮障碍［７］。慢性盆腔痛的女性有

５３８％出现性欲低落，２１７％出现性高潮障碍［８］。

ＦＳＤ的发生与种族、社会经济状态、教育程度、宗教背
景无明确的相关［９］。伊朗［１０］的研究显示女性性高潮

障碍３７％，教育程度越低其发生率越高。而均信仰伊
斯兰教的本组被调查女性性高潮障碍发生率为

５５１％，绝经后的发生率更高。说明雌激素对女性性
功能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雌激素不足时，阴道壁变

薄，易受损伤且不易愈合，同时阴道 ｐＨ值上升，较干
燥而易感染，这最终导致阴道干涩、性交痛等［１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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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障碍可能的原因为心理压力、对婚姻的不满、性欲

冲动低落、阴道疼痛、阴道干燥、阴道感觉缺少等。雌

激素可以调节阴道内 ＮＯ合酶的活性，阻止衰老和外
科去势导致阴道壁的 ＮＯ水平降低和纤维化水平增
加，雌激素替代治疗还可以促使阴道黏膜恢复原状，降

低阴道黏膜细胞的凋亡［１２］。

女性性功能障碍是常见疾病之一，给女性造成极大

的的心理压力，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应正确认识性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达到夫妻双方通过性行为加强情

感交流，分享乐趣。要普及与提高有关性医学方面的知

识，保障妇女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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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丽申宝与果纳芬在 ＩＶＦ－ＥＴ长方案的临床比较

蒋元华　段金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比较高纯度尿促性素（丽申宝，ｕＦＳＨ）和重组人促卵泡素（果纳芬，ｒＦＳＨ）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
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助孕中长方案患者控制性超排卵（ＣＯＨ）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对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我中心行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助孕长方案患者，共３６７周期，ＣＯＨ随机分组，选择丽申宝组２６１周
期，果纳芬组１０６周期，比较两组患者年龄、基础ＦＳＨ、ＬＨ、Ｇｎ用量、Ｇｎ天数、平均卵泡数、平均获卵数、平均胚胎数、平
均优质胚胎数、平均移植胚胎数、妊娠率、着床率、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及分娩率。结果：两组患者年龄、基础 ＦＳＨ、ＬＨ、
Ｇｎ天数、平均卵泡数、平均获卵数、平均胚胎数、平均优质胚胎数、平均移植胚胎数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丽申宝组患
者Ｇｎ用量（２８７７±７８１）略大于果纳芬组（２５８０±７０７）（Ｐ＜００５），丽申宝组患者平均胚胎数（７２１±３９５）略低于果
纳芬组（８３７±４３８）（Ｐ＜００５），妊娠率、着床率、分娩率均低于果纳芬组，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均高于果纳芬组，但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丽申宝组在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助孕长方案患者中控制性超排卵临床效果略逊于果纳芬组，
其用药量稍大，平均胚胎数、妊娠率、着床率及分娩率均低于果纳芬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关键词】丽申宝；果纳芬；控制性超排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ＦＳＨａｎｄｒＦＳ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ｆＩＶＦ－ＥＴ

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ｈｕａ，ＤＵ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１８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ｌｙ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ｕＦＳＨａｎｄｒＦＳＨｆｏｒＣＯ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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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Ｉ－ＥＴｗｉｔｈａｔｏｔａｌ３６０ｃｙｃｌｅｓｉｎｏｕ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ｎａｍｅｌｙ，ｇｒｏｕｐｕＦＳＨ
ｗｉｔｈ２６１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ｒＦＳＨｗｉｔｈ１０６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ｓ，ｂａｓｉｃ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ＬＨｌｅｖｅｌ，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Ｇｎ，ｄａｙｓｏｆＧ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ｓ，ｂａｓｉｃＦＳＨ，ＬＨ，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Ｇｎ，ｄａｙｓｏｆＧｎ，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ｓ．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
Ｇ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ｕＦＳＨ（２８．７７±７．８１）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ｒ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２５．８０±７．０７）（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ｍｂｒｙｏｓ（７．２１±３．９５）ｉｎｇｒｏｕｐｕＦＳＨ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ｒ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８．３７±４．３８）（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ｒａｔ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ｕＦＳＨ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ｒ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ｕＦＳ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ｆ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ｒ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ｕＦＳ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ａｎｄ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ｉｎｕ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ｒＦＳＨ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ＦＳＨ；ｒＦＳＨ；ＣＯＨ；ＩＶＦ－ＥＴ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ＶＦ
－ＥＴ／ＩＣＳＩ－ＥＴ）在不孕不育治疗中为最有效手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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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众认识及接受。而控制性超排卵（ＣＯＨ）在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
－ＥＴ）治疗中占主导地位，目的是用药物治疗，在可控
制范围内诱发多个卵泡生成和成熟，期望获得高质量

卵母细胞以提高临床妊娠率。高纯度尿促性素（丽申

宝）在国内各大生殖中心被广泛使用，本文旨在对高纯

度尿促性素（丽申宝）在我中心使用情况与果纳芬进

行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１　资料来源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我中心进行

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的不育不孕患者共３６７周期，原发
不孕７６周期，继发不孕１９１周期，年龄２３～４２岁，不
孕年限年１～１５年。不孕因素：输卵管因素２８６周期，
排卵障碍２５周期，子宫内膜异位症１５周期，男方少弱
精２８周期，梗阻性无精５周期，免疫性不孕６周期，不
明原因不孕２周期。Ｂ超示双侧卵巢基础卵泡不少于
６个及基础ＦＳＨ，ＬＨ不增高，提示卵巢储备功能好，拟
行ＧｎＲＨ－ａ长方案降调节，降调药物（醋酸曲普瑞林，
成都天台山制药厂），患者随机分成高纯度尿促性素组

（ｕＦＳＨ，丽申宝，丽珠制药厂）２６１周期及重组人促卵
泡素组（ｒＦＳＨ，果纳芬，默克雪兰诺，瑞士）１０６周期。
１．２　方　法
患者均选择长方案降调节，于上月经周期第１９～

２５ｄ肌注短效醋酸曲普瑞林０１ｍｇ，每日，连用１４～２０ｄ，
至少降调１４ｄ后测血至少 ＦＳＨ＜５ｍｉｕ／ｍｌ，ＬＨ＜５ｍｉｕ／
ｍｌ，Ｅ２＜５０ｐｇ／ｍｌ。Ｂ超提示双侧卵巢共募集不少于６
个小卵泡，直径小于８ｍｍ，子宫内膜小于５ｍｍ，达到降调
节水平，于周期５～１２ｄ开始使用丽申宝或果纳芬超促
排卵，启动剂量１５０Ｕ～３００Ｕ，促排时间７～１４ｄ，在ＣＯＨ
过程中动态监测血ＬＨ、Ｅ２、Ｐ及卵泡生长发育情况，根
据卵泡生长发育情况酌情调整促排药物剂量。曲普瑞

林改成０１ｍｇ隔日肌注至当卵泡直径≥１８ｍｍ２个或≥
１６ｍｍ４个，结合血激素情况于当晚２１ｐｍ肌注绒促性素
６０００Ｕ～１００００Ｕ诱导卵泡成熟，３４～３６ｈ后在阴道Ｂ超
引导下取卵，卵母细胞常规培养，加精，据不孕情况行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１８ｈ观察受
精，于取卵后第２～５ｄ在腹部 Ｂ超引导下行胚胎移植
术，移植后常规黄体支持，移植１３～１５ｄ测血ＨＣＧ，阳性
者于移植２５～３０ｄＢ超检查明确孕囊部位，黄体支持至
孕７０～８０ｄ。孕期随访４次直至分娩。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用药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基础 ＦＳＨ、ＬＨ、平均 Ｇｎ天数无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 ｕＦＳＨ组平均 Ｇｎ用量略大于
ｒＦＳＨ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两组年龄、基础ＦＳＨ、ＬＨ、平均Ｇｎ用量及天数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基础内分泌值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平均Ｇｎ量 平均Ｇｎ天数

ｕＦＳＨ ２６１ ３２２８±４０１ ５８１±２２２ ４２８±４２６ ２８７７±７８２ ９７２±１７６

ｒＦＳＨ １０６ ３１９４±４５４ ６３５±３９７ ５０５±６０１ ２５８０±７０７ ９５１±１５９

　　２．２　两组超促排卵情况及胚胎情况
两组平均卵泡数及获卵数、平均优质胚胎数、平均

移植胚胎数、ＨＣＧ日 Ｅ２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但 ｕＦＳＨ组平均胚胎数略低于 ｒＦＳＨ组（Ｐ＜
００５），有统计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两组获卵、胚胎、Ｅ２水平及移植情况

组别 ≥１１ｍｍ卵泡 平均获卵数 平均胚胎数 平均优胚数 平均ＥＴ胚胎数 ＨＣＧ日Ｅ２

ｕＦＳＨ １１０５±５１９ １００±４８０ ７２１±３９５ ４５６±２７９ ２３０±０５７ １８５２７３±１０６４４８

ｒＦＳＨ １２１３±５８１ １１１０±５１５ ８３７±４３８ ５２３±３５６ ２２５±０５３１ ２１２６０１±１２７４６４

　　２．３　两组患者移植日内膜、时间及妊娠分娩情况比较
ｕＦＳＨ组的临床妊娠率、胚胎着床率略低于 ｒＦＳＨ

组，异位妊娠率及流产率略高于 ｒＦＳＨ组，但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单双胎妊娠比例、分娩男女比
例、体重无差异（Ｐ＞００５）。但ｕＦＳＨ组出现两例胎儿
畸形，因其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并不认为用 ｕＦ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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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超促排卵出现胎儿畸形率高。见表４。

表３ 两组移植日内膜、时间及妊娠情况

组别
Ｅｍ

（ｍｍ）

移植时间

Ｄ３ Ｄ５

周期次数

１ ２ ≥３
临床妊娠率 着床率 流产率 异位妊娠率

ｕＦＳＨ １１５６±２４０ ２３４ ２７ ２０４ ４３ １４ １２６（４８２８％） １７２（３０７７％） １６（１２７０％） ６（４７６％）

ｒＦＳＨ １１４４±２４５ ８６ ２０ ８７ １０ ９ ５８（５４７２％） ８２（３４４５％） ６（１０３４％） ２（３４５％）

表４ 两组分娩情况

组别 单胎妊娠 多胎胎妊娠 分娩率
分娩

男 女
平均体重

畸形胎儿类型

脑积水 双手畸形

ｕＦＳＨ ８４（６６６７％） ４２（３３３３％） ３９８５％ ６３ ４６ ２６７±０３５ ０ ０

ｒＦＳＨ ３７（６３７３％） ２１（３６２１％） ４６２３％ ３６ ２７ ２７８±０４７ １ １

３　讨　　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尿促性素广泛用于治疗不孕
不育症患者，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高纯度尿促卵泡素

（丽申宝）诞生，其为高度纯化 ＦＳＨ，内 ＬＨ活性小于
０１ＩＵ和含有少于５％尿蛋白杂质，产品批间差异小。
重组人促卵泡素（果纳芬）是利用重组技术生产的纯

化ＦＳＨ，其纯度高、活性强，不含有 ＬＨ及尿蛋白杂质，
无产品批间差异，并能保证不同批间产品间的剂量稳

定。上述药物均广泛用于临床。对于非原发性卵巢功

能衰竭的妇女，均能刺激卵巢卵泡发育。在卵泡发育

过程中，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是重要的调控激素，它在卵
泡早中期给予超窦卵泡所需求的促性腺激素阈值，募

集更多的卵泡生长发育［１］，并刺激颗粒细胞的细胞色

素Ｐ４５０和芳香化酶的表达，增加雌激素水平、促进子
宫内膜增殖，明显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成功率。

有文献报道，ｒＦＳＨ及ｕＦＳＨ相比，在超促排卵中Ｇｎ
用量少，临床妊娠率更高或两组相当［２］。本研究表明两

组患者年龄、基础ＦＳＨ、ＬＨ、平均Ｇｎ天数、平均卵泡数、
获卵数、平均优质胚胎数、平均移植胚胎数、ＨＣＧ日Ｅ２
水平、移植日内膜无显著性差异，但ｕＦＳＨ组平均Ｇｎ用
量略大于 ｒＦＳＨ组，ｕＦＳＨ组平均胚胎数略低于 ｒＦＳＨ
组，有统计学意义，ｕＦＳＨ组临床妊娠率略低于ｒＦＳＨ组，
但无统计学差异，与该文献结局相似。提示 ｕＦＳＨ在
ＣＯＳ中能取得相对好的临床结局，但略逊于ｒＦＳＨ。

在超促排卵中，大剂量促排卵药物的使用，使卵子

长时间处于高水平的雌激素环境中，胚胎的形态评估

和染色体检查均证实超排卵药物影响卵子和胚胎的质

量以及内膜的容受性［３］，并影响子代健康，因助孕后双

胎妊娠比例较自然妊娠明显增高，早产及低体重儿相

对增加，相应增加胎儿畸形率。ｕＦＳＨ组患者出现２例

胎儿畸形，果纳芬组无畸形胎儿出生，因样本量少，且

缺乏长期随访资料，并不认为用 ｕＦＳＨ药物超促排卵
出现胎儿畸形率高，有待以后研究。

国内多家生殖中心研究表明［４－６］，虽 ｕＦＳＨ组用
药剂量多于 ｒＦＳＨ，但总的 Ｇｎ费用仍明显少于 ｒＦＳＨ
组，ｕＦＳＨ组明显存在价格上的优势，在妊娠率无明显
差异的前提下，ｕＦＳＨ仍是 ＩＶＦ－ＥＴ治疗中较为理想
的超促排卵药物，能减轻患者经济压力，继而相对减轻

患者精神负担，有助于提高助孕成功率。对处于经济

相对落后的广西患者来说，不乏是治疗不孕症的首选

药物，有条件者可考虑ｒＦＳ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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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淋巴细胞注射治疗原因不明复发性自然流产

６０例疗效观察

张占华　安新涛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不孕不育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原因不明性复发性早期自然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的疗
效。方法：对６０例封闭抗体阴性的ＲＳＡ患者进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结果：接受治疗的６０例患者中再次妊娠３０例，已
分娩正常婴儿１５例，２８～３６周妊娠９例（失访１例），１６～２７周妊娠３例（失访１例），失败３例，治疗成功率为８９２８％
（２５／２８）。结论：淋巴细胞免疫治疗ＲＳＡ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流产，自然，复发性；淋巴细胞；免疫疗法，主动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ｈｕａ，ＡＮＸｉｎｔａｏ
Ｎｏ．２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Ｃｉｔｙ，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０５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６０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ｃａｍ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ａｇａｉｎ，１５ｇａｖｅｂｉｒｔｈ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ｂａｂｉｅｓ，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ｌ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ｍ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３ｆａｉ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ｇａｎｃｙ．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ｉｓ８９．２８％（２５／２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复发性自然流产是指连续２次以上（包括２次）怀
孕（同一性伴侣）在同一妊娠周发生自然流产的现象。

当一对夫妇患有复发性早期自然流产，且排除解剖学、

遗传学、内分泌和感染等诸多因素时，常称其为原因不

明性复发性流产，其中大约有４０％ ～７０％是由于免疫
学因素造成［１］。我院采用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原因不明

复发性流产患者６０例，效果较满意。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我院收治复发性自然

流产患者６０例，均为早期（＜１２周）流产或 Ｂ型超声
只见空孕囊，无死胎、死产史。妇科检查、盆腔 Ｂ型超
声、子宫输卵管造影或宫腔镜、妇科内分泌激素；排除

弓形虫、风疹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感染；凝血功能正

常；甲状腺功能等正常。男方精液常规检查正常；夫妇

外周血染色体、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血抗精子抗体
（ＡＳＡ）、ＨＬＡ－ＤＲ抗体（封闭抗体）、抗卵巢抗体、抗
子宫内膜抗体、抗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抗体等
自身免疫抗体阴性；男方进行梅毒及艾滋病、肝炎系列

等检查，不正常者选取无感染性疾病的无关第三方作

为供血者［２］。患者年龄 ２０～４４岁，中位数 ２８２岁。
流产２～６次，流产时孕周５～１１周，中位数８周。
１２ 治疗方法

专人对夫妻双方进行免疫治疗知识宣教后，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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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方法为采用丈夫（或无关第三个体）的

淋巴细胞，早空腹时抽取丈夫（或无关第三个体）前臂

肘静脉抗凝外周血１２ｍｌ，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天津，中
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提供）提取淋巴细胞，生理

盐水洗涤３～４次，用１ｍｌ生理盐水稀释到活淋巴细胞
数为（２０～４０）×１０７个，于妻子前臂内侧分６点作皮
内注射［３］。孕前注射４次，每次间隔２～３周。孕前治
疗２次后，指导性生活，争取３～４个月内受孕。如治疗
后３个月未孕，加强１次；孕后再增强治疗１～２次或２
次以上，治疗的开始时间是，只要妊娠试验阳性即开始，

争取在孕６０ｄ内完成；同时进行黄体支持保胎治疗。
１３ 观察内容

１３１　妊娠成功指标　妊娠＞２８周、Ｂ型超声未
见异常或分娩活婴视为妊娠成功。

１３２　细胞因子变化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查血清白细胞介素（ＩＬ）－１０、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Ｍ－ＣＳＦ）、白血病抑制因子（ＬＩＦ）的水平。测定过程
严格按试剂盒（Ｅｎｄｏｇｅｎ，美国）说明书操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治疗前后比

较采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妊娠分娩情况
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６０例，其中再次妊娠３０

例（将妊娠超过３个月、Ｂ型超声未见异常或分娩活婴
视为妊娠成功），分娩正常婴儿１５例（其中足月分娩
１２例），早产３例，２８～３６周妊娠９例（失访１例），１６
～２７周妊娠３例（失访１例），失败３例。治疗成功率
为８９２８％（２５／２８）。

接受免疫疗法患者分娩的１５例婴幼儿随访（１５个
月）结果：３例早产儿体质量１９６～２２０ｋｇ，出生后转儿
科，０５～１个月健康出院；其余１２例体质量均在２５５～
３５ｋｇ，出生时表型正常，随诊生长发育及智力均正常。

２２　细胞因子变化
６０例患者治疗后 ＩＬ－１０、Ｍ－ＣＳＦ水平较治疗前

明显升高（Ｐ＜００１），ＬＩＦ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ＩＬ－１０、Ｍ－ＣＳＦ、ＬＩＦ水平变化（ｘ±ｓ，ｎｇ／Ｌ）

时 间 例 数 ＩＬ－１０ Ｍ－ＣＳＦ ＬＩＦ

治疗前 ６０ ０．０２±０．０４ １０１．２４±７．８９ １０８．８７±７．８９

治疗后 ５８ 　０．２４±０．０３　１１２．４５±７．８５ １１０．８６±７．８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０１

３　讨　　论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占已婚育龄妇女的１０％，病因
复杂，多数与免疫因素有关，并且涉及医学的多个学科，

给患者造成巨大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探讨其临床

机制及治疗方法，提高妊娠成功率和婴儿活产率，对提

高人口素质、促进家庭、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免疫因素造成自然流产的原因是：胎儿是一个既

带有母系遗传基因同时带有父系遗传基因的新个体，

在母体子宫内生长发育直至分娩，胎儿与母体之间存

在着免疫对抗和平衡。一旦母、胎双方发生免疫不协

调，即可引起母体对胎儿的排斥而导致流产。

目前，随着生殖免疫学研究的发展，对不明原因复

发性自然流产，多家医院临床采用主动免疫治疗，但治

疗对象、治疗方案等仍不统一。为解决患者身心痛苦，

我们将连续２次自然流产者也列入了治疗对象。近年
的研究证实，导致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原因主要是患者对

胚胎、半同种抗原反应低下，免疫紊乱与失衡，不能产生

足够数量的封闭抗体，导致母体对胚胎保护作用低于对

胚胎的免疫损伤作用，而使胚胎遭受免疫攻击，早期即

被母体免疫排斥，胚胎着床及其后短时间内停止发育。

封闭抗体是针对胚胎人类白细胞Ⅱ类抗原和滋养细胞交
叉抗原而产生的，可防止胚胎父系抗原被母体免疫系统

识别和杀伤，从而帮助维持正常妊娠。封闭抗体在妊娠

早期即可检出，高峰出现在妊娠中期。应用淋巴细胞主

动免疫治疗（ＬＩＴ）封闭抗体缺乏的复发性自然流产患
者，目的是淋巴细胞能够免疫诱导、刺激母体产生同种

免疫反应，产生的封闭抗体，对胚胎产生良好的保护作

用，母体对胚胎不再排斥，从而保证了再次妊娠得以成

功［４］。ＬＩＴ不仅增加患者体内封闭抗体的浓度，改善患
者免疫状态，产生封闭作用，有利于胚胎继续发育，同时

降低自然杀伤（ＮＫ）细胞毒性，降低母体对胚胎的攻击
能力，产生免疫保护，提高成功妊娠率。我中心对６０例
复发性流产患者应用丈夫（或无关第三个体）淋巴细胞

进行主动免疫治疗后，使患者外周血中封闭抗体升高 ，

成功接受治疗的６０例患者中３０例再次妊娠，其中有１５
例已分娩正常婴儿，２８～３６周妊娠９例（失访１例），１６
～２７周妊娠３例（失访１例），失败３例，治疗成功率为
８９２８％（２５／２８）。并未发现对母、儿的副反应。

正常妊娠时，各期胎盘的细胞滋养层细胞均可分

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１０，而母体免疫以辅助性 Ｔ细
胞（Ｔｈ）２型免疫应答的体液免疫为主，巨噬细胞集落

（下转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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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术前阴道放置米索前列醇对负压吸引术并发症的影响

赵　伟　王　茜　高德红　袁晓洁　赵　丽

大庆龙南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妇产科，黑龙江 大庆 １６３４５３

【摘　要】目的：阴道后穹隆放置米索前列醇，用作负压吸引术的宫颈准备，对孕早期 的并发症风险降低有影响。
方法：研究接受早期妊娠行负压吸引术的门诊患者４００例，将其随机分组，米索前列醇组和安慰剂组各有２００名。术前
３ｈ给予４００ｕｇ米索前列醇片或安慰剂。比较两组术前腹痛、恶心症状、阴道流血情况，术中是否需要机械宫颈扩张，手术
时间，不全流产发生率。结果：两组人员经过术前、术中、术后２周的调查研究，米索前列醇组的平均术前宫颈扩张程度
显著大于安慰剂组，负压吸引术平均所需时间、不全流产发生率则显著短于安慰剂组。结论：用负压吸引术行人工 之前

给予米索前列醇作为宫颈准备，有利于宫颈扩张和减少总体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负压吸引术；米索前列醇；并发症；术前准备；阴道后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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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术是避孕失败的补救方法。是指妊娠
１４周以内，因意外妊娠、优生或疾病等原因而采用手
术方法终止妊娠，包括负压吸引和钳刮术［１］。负压吸

引术的适应症是妊娠１０周内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
症的。并发症是出血、子宫穿孔、人工流产综合反应、

漏吸或空吸、吸宫不全、感染、羊水栓塞。远期并发症

有宫颈粘连、宫腔粘连、慢性盆腔炎、月经失调、继发性

不孕等。羊水栓塞及远期并发症很少见。宫颈扩张不

足可引起负压吸引术的并发症，而米索前列醇具有促

进宫颈扩张的作用。然而，此前并无研究以米索前列

醇作为宫颈准备的负压吸引术，是否对孕早期 的并发

症风险降低有关，故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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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选择大庆龙南医院门诊
自愿选择负压吸引流产的患者４００例，所有病例均妊娠
１０周以内，无发热及明显阴道炎症或宫内感染等疾病，平
均（８５±１５）周；年龄平均（２７±０５）岁；患者均为单胎；
既往均无心、肝、肾及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及出血性疾病

病史，无其他合并症；孕周、年龄、孕产次差异均无显著性。

１２ 方　法
研究接受早期妊娠行负压吸引术的门诊患者４００

例，将其随机分组，米索前列醇组和安慰剂组各有２００名。
术前３ｈ给予４００ｕｇ米索前列醇片或安慰剂。了解两组人
员术前、术中、术后２周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术前
宫颈扩展程度、恶心、阴道流血、腹痛情况，术中有无宫颈

裂伤、子宫穿孔、是否需要额外宫颈扩张、负压吸引术所需

要的时间、不全流产发生率，术后有无发生盆腔炎症，术后

阴道流血大于７天的患者人数统计。
１３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医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并进行ｔ检验。

２　结　　果

在从给药到手术之间的３ｈ内发生的副作用包括
腹痛（６０％ ｖｓ２２％）、阴道流血（４０％ ｖｓ７％）和恶心
（８％ ｖｓ４％），均更多见于米索前列醇组。不需要额外
的机械宫颈扩张米索前列醇组患者约４５％，安慰剂组为
２２％，米索前列醇组的负压吸引术平均所需时间、不全
流产发生率则显著短于安慰剂组。米索前列醇组无人

发生子宫穿孔。而安慰剂组有２人发生子宫穿孔。两
组在盆腔炎症性疾病方面没有明显差异。米索前列醇

组不全流产发生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１％ ｖｓ３％）。
发生不全 的女性多数接受了额外的再次清宫术。

表１ 监测结果的比较

术前（例）

腹痛 阴道出血 恶心

术中、术后（例）

机械扩张 手术时间（ｍｉｎ）子宫穿孔 不全流产 盆腔炎 流血大于７天

米索组：２００例 １２０ ８０ １６ ９０ ２．７５±１．１３ ０ ２ ２ １５

安慰组：２００例 ４４ １４ ８ ４０ ３．８５±０．８７ ２ ６ ３ ２０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米索前列醇为前列腺素Ｅ的类似物，促进宫颈结缔
组织释放多种蛋白酶，促使胶原纤维降解，并排列疏松，

使宫颈伸展性增加，宫颈变短，软化宫颈，促进妊娠子宫

收缩，宫内压增高，增加了内源性前列腺素的分泌扩张

宫颈的作用，具有子宫兴奋和宫颈软化作用。对于妊娠

大于１０周小于１４周需行钳刮术的患者，用米索前列醇
也很安全［２］。对于很多早期妊娠的患者，多为第一次妊

娠，其宫颈多较坚韧，有些甚至宫颈过长，术前给予米索

前列醇可以软化宫颈，减少宫颈裂伤，加速流产进程［３］。

本次研究了解米索前列醇组无患者发生宫颈裂伤及子

宫穿孔，且不需要额外的机械宫颈扩张达到４５％，米索
前列醇组的负压吸引术平均所需时间、不全流产发生率

则显著短于安慰剂组。两组在盆腔炎症性疾病方面没

有明显差异。米索前列醇组不全流产发生率明显低于

安慰剂组。在从给药到手术之间的３ｈ内发生的副作
用包括腹痛（５５％ ｖｓ２２％）、阴道出血（３７％ ｖｓ７％）
和恶心（７％ ｖｓ４％），均更多见于米索前列醇组，与以
前的研究相符合［４］。然而，研究人员指出，该药可减少

并发症。因为事先不能预测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但是

我们可以经阴道后穹隆给予米索前列醇，能使孕早期流

产术更加顺利，阴道给药经阴道黏膜吸收，直接作用于

靶器官，作用时间长，生物利用度比口服用药高３倍［５］，

而且还能显著降低不全流产的风险。但是米索前列醇

有副作用（最常见的是腹痛和阴道出血），如何在这两者

之间求得平衡，需要进一步研究，当然可以遵从患者的

意见，使之作为所有女性手术 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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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综合医院ＨＩＶ、梅毒感染状况，探讨应对措施。方法：对我院及国内部分综合医院ＨＩＶ抗体和
梅毒抗体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ＨＩＶ／ＡＩＤＳ、梅毒患者在医院绝大多数科室均有发现。结论：建议综合性医
院应把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抗体检验作为住院病人的一项常规必查项目。同时应积极对医务人员开展 ＨＩＶ、梅毒相关知识
培训，树立标准预防观念，在诊疗过程中采取必要且充分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少乃至避免职业暴露和医源性传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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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ＩＶ；ＡＩＤ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当前艾滋病（ＡＩＤ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已经
成为全球卫生问题；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发的一种

复杂的系统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其发病率也正在上

升，也是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１］。预防和控制艾滋

病和梅毒，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

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近年来，作为诊治病人

的主要场所———综合医院，其ＨＩＶ、梅毒感染人数也逐
年增多。综合医院越来越多的梅毒和 ＨＩＶ感染者，特
别是无症状病原携带者极大增加了职业暴露及院内感

染的危险性。艾滋病、梅毒疫情在医院呈现怎样的特

点？面对严峻的“防艾”形势，医院又将采取哪些措施

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本文就医

院艾滋病和梅毒的感染情况的国内研究综述如下。

１　我院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抗体
检测结果分析

　　我院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５３１９０例门诊及住院患者
ＨＩＶ和梅毒感染情况进行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检测ＨＩＶ抗体，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再次复检，同时为
阳性者送确认试验；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和梅毒

特异抗体颗粒凝集试验检测梅毒抗体。结果梅毒感染

率科室分布由高到低排列是性病科、普外科、妇产科、

新生儿科、心内科、呼吸科、神经内科、泌尿外科、肿瘤

科、骨科、心胸外科等；ＨＩＶ感染率科室由高到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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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病科、妇产科、新生儿科、肿瘤科等。性病科检出

率最高，但梅毒检出数不如其他科室检出数总和的二

分之一，梅毒、ＨＩＶ感染在其他多个科室均有发现。
５３１９０例患者ＨＩＶ阳性患者３２例（００６％），梅毒阳性
患者４５８例（０８６％）。ＨＩＶ、梅毒感染在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年检出率最低，２０１１年检出率最高。结论：在综
合性医院，ＨＩＶ和梅毒的检出率逐年上升，近２年上升
幅度较大，感染者分布科室广。梅毒、ＨＩＶ感染由高危
人群向普通人群转变明显。建议综合性医院对所有住

院病人均进行 ＨＩＶ抗体筛查。结论是近年来 ＨＩＶ和
梅毒感染者在我区逐渐增多，应加强就医患者的 ＨＩＶ
和梅毒抗体检测，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提供诊治服

务及关怀，同时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见表１、表２。

表１　４５８例梅毒血清抗体阳性病人的科室分布

科室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例数

构成比

（％）

普外科 １ ３ ４ ３４ ２５ ６７ １４．６３

心内科 ２ ０ ４ １６ １５ ３７ ８．０８

泌尿外科 １ ０ ２ ９ １１ ２３ ５．０２

神经内科 ０ ３ ２ １２ ８ ２５ ５．４６

妇产科 １ ２ ２ ２３ １３ ４１ ８．９５

骨科 ０ ０ ０ ６ ７ １３ ２．８４

呼吸科 ０ ０ ０ ３ ５ ８ ７．３３

性病科 ２６ １６ ２２ ３６ ７８ １７８ ３８．８６

血液科 １ １ ０ ３ ２ ７ １．５３

消化内科 ０ １ ０ ２ ４ ７ １．５３

心胸外科 ０ ０ ４ ４ ４ １２ ２．６２

神经外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２２

肾内科 １ ０ １ ４ １ ７ １．５３

五官科 １ ０ ０ ３ ６ １０ ２．１８

新生儿科 ０ ０ １ ２ １ ４ ８．７３

肿瘤科 １ １ ２ １０ ２ １６ ３．４９

烧伤科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０．４４

合计 ３５ ２７ ４４ １６７ １８５ 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　国内其它部分综合医院ＨＩＶ抗体
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２１　新疆某三甲医院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ＨＩＶ抗体阳
性结果分析

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１７４７８４例门诊及住院患者 ＨＩＶ
感染情况进行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ＨＩＶ
抗体，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再次复检，同时为阳性者送确认
试验。结果 １７４７８４例患者，ＨＩＶ阳性患者 １５１０例
（０８６％），２００６年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每年的 ＨＩＶ阳性

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是近年
来ＨＩＶ感染者在我区逐渐增多，应加强就医患者的
ＨＩＶ抗体检测，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咨询服务
及关怀，同时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２］。

表２　３２例ＨＩＶ阳性病人的科室分布

科室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例数

构成比

（％）

普外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心内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泌尿外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神经内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妇产科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６．２５

骨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呼吸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性病科 ０ ０ ５ ５ ９ １９ ５９．３８

血液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消化内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３．１２５

心胸外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神经外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肾内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五官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１２５

新生儿科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６．２５

肿瘤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３．１２５

合计 ０ ０ ５ ９ １８ 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重庆某综合医院住院病人 ＨＩＶ抗体血清学
检测结果分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期间
部分住院病人，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和蛋白印迹
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血清ＨＩＶ抗体，并对其人口学
特征、科室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１４３７１９人中共
检出ＨＩＶ抗体阳性２３２例，阳性率为０１６％。其中男性
１６９例，女性６３例，男女比例２６８∶１；以中青年为主，２１
～５０岁占７７１６％；已婚者为主，占８２３３％。２３２例感
染者分布于医院的２７个临床科室，内科占５６０４％％，
外科占４２２４％，其他科室占１７２％。２００３年检出率最
低，为００２５％；２００９年检出率最高，为０２４４％。结论：
在综合性医院ＨＩＶ的检出率逐年上升，近２年上升幅度
较大，感染者分布科室广。建议综合性医院对所有住院

病人均进行ＨＩＶ抗体筛查［３］。

２３　内蒙古某综合医院皮肤性病门诊梅毒病例
分析

内蒙古医院皮肤性病门诊分析 ２００５年 １月 ～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期间诊断为梅毒患者的相关信息。结果
确诊为梅毒患者总共１３９７例，主要是Ⅰ期和Ⅱ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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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９６６３％。男女性别比１１７∶１；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１
～４０岁，占６７５０％；梅毒患者前３位分别是性服务人
员、农民工和司机，占６８２９％。结论是内蒙古医院皮
肤性病科门诊梅毒确诊病例逐年上升，并有年轻化趋

势，梅毒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４］。

２４　四川省某综合医院 ＨＩＶ抗体阳性患者监测
情况分析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对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来
门诊和住院患者进行抗 －ＨＩＶ抗体检测，男性１６２１２
例，占６０４％；女性１０６１７例，占３９６％。平均年龄３４
岁（１５～７８岁）。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初筛，对抗－ＨＩＶ抗体
初筛阳性者的血清送四川省内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确诊。结果是对２６８２９例进行抗 －ＨＩＶ筛查，确诊阳
性者９３例，其中男性４９例，占５２７％；女性４４例，占
４７３％。抗－ＨＩＶ阳性的检出率在手术前艾滋病检
查、输血前艾滋病检查、产前检查、普通体检中分别为

０２９％、０２７％、０２８％、０２８％，均低于高危人群
（１４％）。从ＨＩＶ阳性科室分布分析，普通科门诊１１／
１５４２（０３６％）低于性病门诊１３／３５７８（０７１％），内科
住院患者１８／６３６４（０２８％）、外科住院患者３７／１３３３０
（０２８％）低于感染科住院患者１４／２，０１５（０６９％），但
抗－ＨＩＶ阳性检出的总人数相近。结论是艾滋病的发
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转变明显，对普通人群常规

进行抗－ＨＩＶ检测很有必要［５］。

２５　广西某综合医院ＨＩＶ抗体初筛结果分析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回顾性分析该院２００５年１

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间门诊就诊和住院的５１４８９例患者
ＨＩＶ抗体筛查检测资料。结果 ５１４８９例患者中，ＨＩＶ
抗体初筛阳性 ３１０例（２００５年 ４３例，２００６年 ６４例，
２００７年７８例，２００８年１２５例），阳性率０６０％。男性
２０３例，女性１０７例。年龄１～９０岁，男性主要集中于
２５～４４岁及 ５５岁以上年龄段，分别占 ４８７７％和
２７５９％；女性主要分布于 ２５～３４岁年龄段，占
３１７７％。科室分布：内科１８３例（５９０３％），手术科室
８３例（２６７８％），其他科室４４例（１４１９％）。结论是
ＨＩＶ感染形势严峻，常规检测住院患者 ＨＩＶ抗体成为
必要，对预防医源性感染、减少医疗纠纷、防止医务人

员职业暴露有重要意义［６］。

２６　佛山市某综合医院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住院患者
ＨＩＶ抗体检测情况分析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各科住院
患者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合计检测１９５４３３例患者，检
出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１３１例，阳性检出率为０６７‰，男

性检出率为０９７‰，女性检出率为０４０‰。１３１例感
染者中，男性占６８７０％，女性占３１３０％；２０～５９岁占
８５４９％；无业或自由职业者占５６２５％。ＨＩＶ抗体阳
性检出率，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分别为 ０５５‰、０６３‰、
０６８‰、０８０‰（Ｐ００５）。全院２６个临床科室，除产科
外其他各科均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呼吸内科、消化
内科、感染科分别检出１９、１８、２３例。结论是有必要对
住院患者进行ＨＩＶ抗体筛查，是发现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
人的途径之一［７］。

２７　深圳市某医院 ＡＩＤＳ／ＨＩＶ感染住院患者流
行特征分析

深圳市人民医院收集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在确诊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ＨＩＶ／
ＡＩＤＳ）病历资料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２００７
年ＡＩＤＳ发病率为０９３８／１０万，比最低年份（１９９９年）增
加１１９倍，平均增幅２７８９％，经Ｃｏｘ－ｓｔｕａｒｒｔ检验，发
病呈上升趋势（ｚ＝－３５３２，ｎ＝５，Ｐ＜００１）。６０例
（８３３％）为ＡＩＤＳ现患者（其中２例是住院前通过接受
免费抗ＨＩＶ检测发现），１２例（１８１％）ＨＩＶ感染者中妇
产科７例和外科２例ＨＩＶ常规初筛（７５％）及内科３例
（２５％）查因发现。曾在私立医院诊治有 ３４例
（６２５％），３５例（６４８％）发病至住院多见于１～３月，尚
有１０例是第２次及以上住院确诊。２００８年入院当天初
筛率为８８９％，比２００８年之前增加４３３％（Ｐ＜００５）。
结论是对高危险人群通过社区参与，确实地开展宣传教

育及ＡＩＤＳ免费咨询及检测。继续提高诊断率［８］。

３　讨　　论

综上所述，在综合性医院，ＨＩＶ和梅毒的检出率近
几年上升幅度较大，感染者分布科室较广，感染形势严

峻。医院患者梅毒、ＨＩＶ检出率高于一般人群的检出
率，表明医院是梅毒患者和 ＨＩＶ感染者会聚地，给医
院有效防治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ＨＩＶ、梅毒感
染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转变明显，对普通人群常规

进行检测很有必要。随着我国 ＨＩＶ、梅毒感染进入高
发期，医院病人 ＨＩＶ感染者及梅毒患者将会越来越
多，医源性传播机会也会越来越多。由于梅毒、ＨＩＶ抗
体检测的“窗口期”存在着传播疾病的危险，所以仍可

能引起医源性传染疾病和医疗纠纷［９］。据报道［１０］，医

务人员的职业感染机会是普通人群的３～６倍。因此，
医疗机构应重视艾滋病、梅毒相关知识的培训，增强医

务人员的医院感染与职业防护意识。在临床工作中，

医务人员应对 ＨＩＶ、梅毒保持高度警惕。遵循标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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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原则，将所有患者的血液、体液标本及被血液、体液

污染的物品按感染性医疗废弃物处理。建议综合性医

院把梅毒和 ＨＩＶ抗体初筛作为所有住院病人的一项
常规检查项目，加强就医患者的梅毒、ＨＩＶ抗体检测，
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同时应积极对医务人员开展

艾滋病、梅毒相关知识培训，树立标准预防观念，在诊

疗过程中采取充分和必要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少乃至

避免职业暴露和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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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３页）
刺激因子（Ｍ－ＣＳＦ）可诱导胚胎细胞向滋养外胚层细胞
分化，并通过增加滋养层细胞的数目而增加整个胚胎的

细胞数。子宫内膜产生的Ｍ－ＣＳＦ与滋养层相应受体结
合，促进胚泡粘附，有利于妊娠的维持。ＬＩＦ可调节滋养
层细胞功能和胎盘血管形成，也是胚泡着床不可缺少的

因素。人类早孕时蜕膜组织中有大量ＬＩＦ基因表达。本
研究发现，孕早期血清ＩＬ－１０、Ｍ－ＣＳＦ、ＬＩＦ水平均明显
升高，提示ＩＬ－１０、Ｍ－ＣＳＦ、ＬＩＦ有利于维持妊娠。

现代生殖免疫学研究认为：妊娠是半同种异体移

植过程，人类白细胞抗原之间相互排斥，胚胎所带的父

系抗原能刺激母体免疫系统，产生一类 ＩｇＧ型抗体即
封闭抗体（因子）。此因子既可与母体淋巴细胞表面

抗原结合，又可与滋养细胞本身结合，从而阻断母儿之

间的免疫识别和免疫反应［５］。应用丈夫（或无关第三

个体）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体液免疫功

能，产生足量封闭抗体，并且有助于子宫内膜辅助性 Ｔ
细胞（Ｔｈ）１向（Ｔｈ）２偏移，平衡 Ｔｈ１／Ｔｈ２构成，增强
（Ｔｈ）２型细胞因子的免疫应答；促使 ＣＤ４＋、ＣＤ２５＋等
调节性Ｔ细胞升高，母体免疫耐受形成，有利于胚胎种
植，胎儿易于存活。而且技术简单、采集容易、交叉感

染的风险较小，成功率较高，并对再次妊娠结局有一定

的预示价值，更经济，更易被患者及家属接受。我们尽

量采用患者丈夫的血液提取淋巴细胞为其进行免疫治

疗，６０例患者中仅有一例采用无关第三个体的血源。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复发自然流产的夫妇同诊同治，丈

夫的血液经处理注射进妻子体内，融洽了夫妻关系，减

轻了不育夫妇的焦虑与烦躁心态，良好的精神与心理

状态对妊娠的维持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复发性流产有效、安

全，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广大基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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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对梅毒螺旋体

特异性抗体的检测价值探究

夏雁南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３０

【摘　要】目的：研究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ＣＭＩＡ）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检测，评价其检测效果，探讨
其临床适用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在我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２６０例患者，分别使用梅毒螺旋体胶凝
试验（ＴＰＰＡ）法与ＣＭＩＡ法病人血清，观察两种方法测定的阳性率，并以ＴＰＰＡ法为标准，评价ＣＭＩＡ法的敏感性、特异性、
阴性预测值及阳性预测值。结果：ＣＭＩＡ法检出率为１６２％，而ＴＰＰＡ法检出率为１４６％，两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ＭＩＡ法敏感性１００％，特异性９８２％，阳性预测值９０５％，阴性预测值１００％，ＣＭＩＡ法与
ＴＰＰＡ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符合率为９８７％。结论：ＣＭＩＡ具有自动化、检测周期短等特点，可以为梅毒抗体进行实
验室批量检测。其与梅毒螺旋体胶凝试验的检出率相当，特异性也较高，可以结合ＴＰＰＡ及临床资料用于梅毒的确诊，在
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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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１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ｒｕｍ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ｅｌｌｉｎｇｔｅｓｔ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ＰＡ）ａｎｄＣ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ＰＰＡｗａｓｓｅｔａｓ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Ｒｅ
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１６．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１４．６％．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１０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９８．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９０．５％，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１００％．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ＭＩＡａｎｄ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ｗａｓ９８．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ＭＩＡ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ａｔｃ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ＭＩＡｈ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ｇｅｌ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ｗｈｉｌｅ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ＰＰＡ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ｍｉｃｒ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梅毒是一种经典的性传播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有升
高趋势。由于其具有传染性且危害性大，因此对梅毒的

早期诊断非常重要［１］。目前最常用的是有三种［２］。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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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是兴起的一种新型检测方

法，我院研究了其检测效果，现将研究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选择本院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２０１２年 ５月同时使用

ＴＰＰＡ法与 ＣＭＩＡ法检测梅毒抗体的门诊或住院部病
人２６０例，其中男１２８例，女１３２例；年龄为０～８２岁，
平均年龄（４５±１９）岁。
１２　主要仪器和试剂
日本富士瑞必欧株氏会社提供的 ＴＰＰＡ试验试剂

盒；美国雅培Ｉ２０００及配套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ＰＣＭＩＡ诊断试剂。
１３　方　法
患者空腹８ｈ以上，常规皮肤消毒，取静脉血３ｍｌ，

３７℃温育３０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严格按照 ＴＰ
ＰＡ、美国雅培Ｉ２０００及Ｓｙｐｈｉｌｉｓ试剂盒说明书检测梅毒
和判断结果。ＣＭＩＡ结果＞１００Ｓ／ＣＯ为阳性。

Ｓ／ＣＯ＝标本化学发光反应物的相对光单位
（ＲＬＵ）／ｃｕｔｏｆｆＲＬＵ。ＣＭＩＡ从测试到结果判读均为仪
器全自动完成，仪器内置的判断标准抗 －ＴＰ的 Ｓ／ＣＯ
≥１０，提示有反应性。ＴＰＰＡ按试剂说明书肉眼判读
结果，反应孔４中细胞沉积在孔中央呈光滑纽扣状为
阴性，反应孔４出现凝集呈不规则沉积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两种方法率的比较

采用χ２检验。用以 ＴＰＰＡ法为标准对照试验，评价
ＣＭＩＡ法计算阳性率、敏感性、特异性、准确度、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及两方法的符合率。

２　结　　果

２１　采用ＣＭＩＡ法与ＴＰＰＡ法检测２６０例病人的
梅毒阳性检出率

在２６０例病人中，ＣＭＩＡ法检测出４２例阳性，检出
率为１６２％，而ＴＰＰＡ法检测出３８例阳性，阳性率检
出率为１４６％，两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ＣＭＩＡ法与ＴＰＰＡ法梅毒检测结果

方法 例数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ＣＭＩＡ ２６０ ４２ ２１８ １６．２％

ＴＰＰＡ ２６０ ３８ ２２２ １４．６％

２２　以ＴＰＰＡ为标准对照方法
检测ＣＭＩＡ法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

性预测值：ＣＭＩＡ（ａ／ａ＋ｃ）法敏感性１００％，特异性（ｄ／
ｂ＋ｄ）９８２％，阳性预测值（ａ／ａ＋ｂ）９０５％，阴性预测
值（ｄ／ｃ＋ｄ）１００％。见表２。

表２　ＣＭＩＡ法的几项预测值

ＴＰＰＡ法

＋ －

ＣＭＩＡ法
＋ ３８（ａ） ４（ｂ）

－ ０（ｃ） ２１８（ｄ）

２３　以ＴＰＰＡ为对比方法，评价ＣＭＩＡ法
ＣＭＩＡ法与 ＴＰＰＡ法对梅毒检测的符合率为

９８７％（ａ＋ｄ／ａ＋ｂ＋ｃ＋ｄ）。

３　讨　　论

梅毒是由感染梅毒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

性性传播疾病。早期主要是皮肤黏膜受累，晚期可累

及重要器官。梅毒的主要传染源是人，大部分通过性

接触传播，也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极少数人可经输血

感染。人感染梅毒螺旋体后，可产生多种抗体，主要有

特异性抗螺旋体抗体和非特异性抗体。有相关研究表

明，近年来我国梅毒的感染率呈上升趋势，且很容易漏

诊和误诊，因此对梅毒早期进行有效的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３］。当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大约经过３周的
潜伏期，在感染部位发生硬下疳，之后５～１５ｄ在血清
中可检出梅毒特异性抗体。

目前有研究报道临床上常用于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

的方法有：梅毒密螺旋体血凝试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

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梅毒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胶体

金法、梅毒抗体蛋白印记法等［４］。各种方法各有优劣，有

过许多相关研究来探讨不同检测方法的优良［５，６］。近年

来许多研究已将其所介绍的梅毒诊断方法列为“金标

准”，但其结果仍存在质疑，且许多方法不易保存，无法进

行相关验证性措施及批量筛选。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顺

应医学的发展，在大批量筛选试验中脱颖而出，已经应用

于临床的许多疾病的检测中，其中包括梅毒等疾病［７］。

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梅毒螺旋体

特异性抗体检测的应用评价，认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敏感性优于临床常用的ＴＰＰＡ，且具有结果客观、易分析、
重复性好等优点，但也存在个别假阳性和钩状效应，因此

应结合ＴＰＰＡ及临床资料来确诊［８］。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用于梅毒螺旋体特异

性抗体也在逐步走近临床上，已有相关研究报道了其

（下转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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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黄俊青（１９７８－），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
肤病与性病学方面的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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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５％咪喹莫特乳膏对激光术后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影响

黄俊青１ 陈长丽２ 张丽珠２

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皮肤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２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ＣＯ２激光术后局部外用涂抹５％咪喹莫特乳膏对女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０
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进行ＣＯ２激光术后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甲组、乙组和丙组，其中甲组
９１例，采用５％咪喹莫特乳膏涂抹病灶区，隔天一次；乙组８２例，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每天使用４次，甲乙两组
疗程均为４周；丙组８６例，单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治疗后三组均随访１２周。结果：经过治疗后甲组、乙组、丙组治愈率分别
是９２３２％、７６８３％、６３９４％，复发率分别是７６８％、２３１７％、３６０６％，甲组治愈率明显高于乙组和丙组，复发率明显低
于乙组和丙组，甲组与乙组和丙组治愈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乙组和丙组治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甲乙两组均有轻度的不良反应，对治疗无不良影响。结论：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在施行 ＣＯ２激光术后给予局
部皮损处及其周围涂抹５％咪喹莫特乳膏，可有效的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且不良反应少，并可耐受。

【关键词】女性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术；咪喹莫特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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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ｂｕｔ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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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
致的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对于治疗目前尚无有效

的根治ＨＰＶ的方法，主要的治疗原则是去除疣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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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减少复发。临床上治疗方法较多，为了寻找一种

有效的减少ＨＰＶ复发的治疗方法，本研究对比研究三
种治疗方法，比较其复发率和治愈率，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５９例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门
诊就诊的尖锐湿疣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醋

酸白实验阳性，经过病理检查确诊，病程均在７周 ～６
个月内，病灶位于女生殖器部位，呈现乳头状或菜花

状，米粒至黄豆大，数量多者达１０个以上。孕妇及哺
乳期妇女排除在外，另外近期使用过其它药物治疗的

患者也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的患者经过 ＣＯ２激光
术烧灼治疗去除疣体后，随机分为甲组、乙组和丙组，

三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病灶数量及病灶平均直径大小

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首先采用ＣＯ２激光（由上海晟昶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烧灼去除所有可见到的疣体，烧灼深

度约２ｍｍ，范围波及疣体周围２ｍｍ，术后局部外用聚
维酮碘预防感染，待伤口愈合后甲组在病灶部位及其

周围５ｍｍ内局部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均匀涂抹一薄，
隔日１次；乙组采用同样的方法局部均匀涂抹重组人
干扰素α－２ｂ凝胶于病灶及其周围５ｍｍ以内，每日４
次，疗程均为４周；丙组只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治疗后随
访１２周，记录治愈及复发情况。

　　１３ 疗效判定

治愈：在随访期间原发病灶部位及周围未发现新

的病疣；复发：若出现新的病疣说明复发。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根据资料的具体情况，
采用ｔ／Ｘ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

（岁）

病程

（天）
病灶数量

病灶大小

＜５ｍｍ ≥５ｍｍ

甲组 ２７．６±９．８ ５５±１９ ６７６ ２８０ ９６

乙组 ２８．４±１０．１ ５３±１７ ６３７ ２５９ ７８

丙组 ２６．９±９．５ ４９±１８ ６４９ ２６０ ８９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经过治疗后甲组、乙组、丙组治

愈率分别是９２３２％、７６８３％、６３９４％，复发率，分别是
７６８％、２３１７％、３６０６％，甲组治愈率明显高于乙组和
丙组，复发率明显低于乙组和丙组，甲组与乙组和丙组

治愈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０９２１，Ｐ＝０００４４；
χ２＝２１０８３８，Ｐ＝０），乙组和丙组治愈率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３２９０，Ｐ＝００６８１）。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４个周内 ８个周内 １２个周内 治愈 复发总数

甲组 ９１ ４（４．３９） ２（２．２０） １（１．０９） ８４（９２．３２） ７（７．６８）

乙组 ８２ １４（１７．０７） ３（３．６６） ２（２．４４） ６３（７６．８３） １９（２３．１７）

丙组 ８６ ２４（２７．９１） ５（５．８１） ２（２．３２） ５５（６３．９４） ３１（３６．０６）

　　２３　不良反应
甲组９１例患者中，在外用０５％咪喹莫特乳膏后，

有个别患者出现局部药物不良反应，其中３例出现瘙
痒，５例出现烧灼感，５例皮肤表面出现溃疡糜烂面。
这些症状均为轻度不良反应，给予对症处理后，症状在

１０ｄ内逐渐消失，患者能够耐受并且愿意接受此种治
疗。乙组患者应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后，６例
患者创面愈合后出现色素沉着。三组患者无严重不良

反应的发生，治疗顺利进行。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发病率较高，目前发病率居性传播疾病

发病率的第二位。ＣＯ２激光术是通过ＣＯ２激光去除疣

体，效果已经得到了广大医务人员的肯定，但较易复

发［１］。有研究表明尖锐湿疣复发率高可能与机体免疫

力低下有关［２］。手术虽然去除了疣体，但是皮损处及

其周围仍然存在较多的病毒，人体依靠细胞免疫清除

机体内的病毒，而尖锐湿疣患者因机体抵抗力下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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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着细胞免疫障碍进而导致复发率较高［３］。本研

究对于尖锐湿疣患者采取 ＣＯ２激光术去除疣体后，在
病损处涂抹０５％咪喹莫特乳膏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
果，研究表明经过治疗后甲组、乙组、丙组，治愈率分别

是９２３２％、７６８３％、６３９４％，复发率分别是７６８％、
２３１７％、３６０６％，甲组治愈率明显高于乙组和丙组，
复发率明显低于乙组和丙组，甲组与乙组和丙组治愈

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乙组和丙组治
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咪喹莫特乳膏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非核苷类异环胺

类药物，具有抗病毒、调节免疫及增强皮肤免疫反应的

作用，吉玺等［４］通过５％咪喹莫特乳膏对小鼠皮肤３
种细胞因子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该药具有效
果较好的抗病毒及抗肿瘤作用。有研究认为５％咪喹
莫特乳膏是通过局部诱导白介素等细胞因子产生，增

强机体的免疫反应，从而达到抗病毒的目的［５］。另有

研究表明［６］咪喹莫特乳膏通过活化Ｔ细胞因子刺激Ｔ
细胞增殖，增强细胞免疫功能，激活ＮＫ细胞进而达到
抗病毒，清除病毒的目的。

本研究ＣＯ２激光术后皮损处涂抹５％咪喹莫特乳
膏与重组α－２ｂ干扰素软膏相比更能有效的降低尖
锐湿疣的复发率。倪文琼等［７］研究认为咪喹莫特乳膏

除了通过局部产生干扰素干扰病毒复制达到治疗的目

的外，还可刺激其它多种细胞因子产生发挥治疗作用，

另外还可能减少皮肤组织中 ＨＰＶ－ＤＮＡ和 ｍＲＮＡ的
浓度，可能这是咪喹莫特乳膏对治疗 ＣＯ２激光术后女

性尖锐湿疣比干扰素凝胶效果好的原因。而涂抹干扰

素组从复发率上来看低于未行任何治疗组，而两组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总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在施行 ＣＯ２激光术后给
予局部皮损处及其周围涂抹５％咪喹莫特乳膏可有效
地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且不良反应少，并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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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评价［８］，我院也进行了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

法用于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探讨研究，评价其临

床可实用性，结果在２６０例病人中，ＣＭＩＡ法检测出４２
例阳性，检出率为１６２％，而 ＴＰＰＡ法检测出３８例阳
性，阳性率检出率为１４６％，两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ＰＰＡ为标准对
照方法，检测 ＣＭＩＡ法敏感性１００％，特异性９８２％，
阳性预测值 ９０５％，阴性预测值 １００％，ＣＭＩＡ法与
ＴＰＰＡ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符合率为９８７％。

综上所述，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与梅毒螺旋

体胶凝试验的检出率相当，特异性也较高，可以结合ＴＰ
ＰＡ及临床资料用于梅毒的确诊，在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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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ＥＶＥＲ１基因甲基化在尖锐湿疣发病中的作用

梁　思１　刘跃华２　王宝玺３　左亚刚２

１中日友好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协和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７３０

３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南京 ２５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研究ＥＶＥＲ１基因在尖锐湿疣发病中的作用。方法：通过对５１例尖锐湿疣患者及４７例正常对照进
行研究，观察ＥＶＥＲ１基因甲基化的阳性率。结果：尖锐湿疣组中甲基化阳性率为 １３７３％（７／５１），部分甲基化率为
１７６５％（９／５１），非甲基化率为６８６２％（３５／５１），总甲基化阳性率为３１３８％。正常对照组的甲基化阳性率 ８５１％（４／
４７），部分甲基化率为２１３％（１／４７），非甲基化率为８９３６％（４２／４７），总甲基化阳性率为１０６４％。结论：尖锐湿疣患者
甲基化发生率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尖锐湿疣的发生可能和ＥＶＥＲ１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相关。

【关键词】ＥＶＥＲ１基因；尖锐湿疣；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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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
ｕｓ，ＨＰＶ）导致的性传播性疾病，ＨＰＶ的多种型别均可
引起尖锐湿疣，临床表现为好发于生殖器部位的疣状

损害。疣状表皮发育不良（Ｅｐｉｄｅｒｍｏ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ｖｅｒｒｕｃｉ
ｆｏｒｍｉｓ，ＥＶ）也是由ＨＰＶ感染引起的遗传性疾病，易感

的ＨＰＶ为３，５，８型［１］。

ＤＮＡ的甲基化是由于 ＤＮＡ甲基化转移酶（ＤＮ
ＭＴｓ）的作用，导致 ＣｐＧ二核苷酸５’端的胞嘧啶变为
５’甲基胞嘧啶。此种ＤＮＡ修饰方式没有改变基因序列，
而是调控了基因的表达［２］。研究表明ＥＶＥＲ１和ＥＶＥＲ２
基因与ＥＶ发病密切相关的［３］。而在ＨＰＶ感染中也有关
于对基因甲基化的研究，认为是ＨＰＶ基因的甲基化导致
了尖锐湿疣的发病。我们因此假设是否尖锐湿疣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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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Ｒ１基因出现了甲基化而导致了其易感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中包含５１例尖锐湿疣患者和４７例正常对
照者，均来自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
就诊的患者。

１２ 方法

试验抽取尖锐湿疣病例组和对照组静脉血各２ｍｌ，
将其置于抗凝管内，在 －２０℃冰箱中保存。提取 ＤＮＡ
后，进行ＤＮＡ去甲基化，并行甲基化特异ＰＣＲ反应。
１３ 结果分析

尖锐湿疣组甲基化阳性率 １３７３％（７／５１），部分
甲基化 １７６５％（９／５１），非甲基化 ６８６２％（３５／５１），
总甲基化阳性率为３１３８％。

在试验的对照组中其阳性率为８５１％（４／４７），部
分甲基化阳性率为２１３％（１／４７），非甲基化８９３６％
（４２／４７），总甲基化阳性率为１０６４％。见表１。

表１　两组甲基化阳性率比较

甲基化率 部分甲基化率 非甲基化率 总甲基化率

尖锐湿疣组
１３．７３％

（７／５１）

１７．６５％

（９／５１）

６８．６２％

（３５／５１）
３１．３８％

正常对照组
８．５１％

（４／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７）

８９．３６％

（４２／４７）
１０．６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结果，用卡方检验比较。自
由度＝１，卡方值＝６２５，Ｐ＜００５，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２　讨　　论

现在对病毒甲基化的研究很多，对 ＨＰＶ甲基化的
研究，ＨＰＶ－１８基因组的 ＤＮＡ甲基化，可以下调转录
活性［４］。在无症状的 ＨＰＶ感染中还存在着 ＨＰＶ－１６
的ＤＮＡ甲基化［５］。

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和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ＨＢＶ）
的感染中也发现了基因甲基化的现象。在初次感染

ＨＢＶ的人中，只有 ５％ ～１０％会成为慢性 ＨＢＶ携带
者［６］。研究发现ＨＢＶ存在ＣｐＧ岛并被甲基化［７］，ＨＩＶ
的ＤＮＡ甲基化也可以影响ＨＩＶ的复制［８］。

以上说明在病毒感染人体时，病毒ＤＮＡ的甲基化
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甲基化也和自身免疫反应相关。遗传易感性

和环境因素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红斑狼疮、类风湿性

关节炎和硬皮病中的作用同样可以见到［９］。有学者研

究狼疮的动物模型和人类疾病，发现从狼疮病人中提

取的Ｔ细胞的ＤＮＡ是低甲基化的，可以引起甲基化调
节基因的过度表达，表观遗传的缺陷特别是ＤＮＡ甲基
化，在狼疮中的发病机制中是很重要的［１０］。

图１　ＭＳ－ＰＣＲ检测尖锐湿疣中ＥＶＥＲ１基因甲基化
状态电泳图

１为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００－７００ｂｐ）；２－３为甲基化引物阳
性结果 －１６４ｂｐ大小；４－５为非甲基化引物阳性结果
－１６３ｂｐ大小；６－７为甲基化和非甲基化引物均为阳
性的结果

Ｔ细胞的低甲基化可能引起自身抗体的产生，其机制
为Ｔ细胞ＤＮＡ的低甲基化引起粘附分子如ＬＦＡ－１的过
度表达，引起自身反应性。这种自身反应性细胞杀伤了

巨噬细胞并提供了Ｂ细胞的辅助，巨噬细胞被杀伤后所
积聚的核小体物质引起了向核小体易感性Ｔ细胞的呈
递，从而导致了自身抗体反应［１１］。同样Ｂ淋巴细胞的甲
基化在自身免疫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２］，说明ＤＮＡ
甲基化在机体免疫缺陷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ＥＶＥＲ１基因在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病人中的
突变时有报道，但有关ＥＶＥＲ１基因的甲基化现在还无
相关报道。

本试验结果显示尖锐湿疣患者中 ＥＶＥＲ１基因的
甲基化率为３１３８％，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尖锐湿疣患者中ＥＶＥＲ１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和尖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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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阳痿确切有效的诊疗方法及诊疗规范。方法：应用循证医学方法。通过文献检索采集证据，依
据Ｄｅｌｐｈｉ分级方法确定推荐级别及推荐强度，从定义、诊断、辨证、治疗、调摄及预防六方面进行证据比较及选择。结果：
将阳痿分成肝气郁结证、湿热下注证、瘀血阻络证、心脾两虚证、心肾惊恐证、肾阳不足证、阴虚精亏证、脾胃虚弱证，分别

应用逍遥散、龙胆泻肝汤、少腹逐瘀汤、归脾汤、安神定志丸合六味地黄丸、右归丸、二地鳖甲煎、加味保和丸治之，并配以

中成药、外用药、针灸等疗法，嘱以调摄及预防方法，形成了诊疗规范。

【关键词】阳痿；循证医学；诊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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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阳痿，现代医学称之为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是临床
常见病。阳痿可分心因性和器质性，心因性阳痿在

ＩＣＤ－１０中被分类在精神和行为障碍之中，即：精神和
行为障碍—非器质性障碍疾病引起的性功能障碍—生

殖器反应丧失—勃起障碍（心因性阳痿）（Ｆ５２．２）之
中，为精神疾病［１］。关于阳痿的诊断和治疗，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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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临床疗法很多。临证实践表明，很多疗法效果肯

定，但也有些疗法效果不佳。为了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总结出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规范阳痿的辨证论

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组

织实施了《阳痿中医临床指南》的编写工作，通过循证

医学方法，总结出确切有效的辨证论治方法。本文是

从文献中搜寻有效疗法的证据，是《阳痿中医临床指

南》编写的文献部分。

１　循证原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利用检索工具，采取人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网络

检索相结合的方法查询相关文献。其中古代文献资料

主要通过《中华医典》（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收

集了７０３部古医籍）、《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以及
大学、医院图书馆检索查找。现代期刊文献主要在“万

方数据库”、“同方数据库”检索查找。为保证查全率，

以阳痿、阳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阴痿、阴茎不举、筋

痿、阳事不用作为检索词，从多种途径查找。现代其他

文献主要参考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８日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

诊断疗效标准》、各版中医全国教材，以及现代医学的

相关指南、标准、主要教材等。

１．２ 证据选择

证据的采集主要为随机临床试验，还包括同期对

照研究、历史对照研究、病例报道、非对照研究。

１．３ 证据及推荐建议级别

本指南采用２００１年国际感染论坛（ＩＳＦ）提出的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标准，确定推荐建议的级别，见表１。

（１）推荐级别或推荐强度：分为 Ａ，Ｂ，Ｃ，Ｄ，Ｅ５
级。强度以Ａ级为最高，并依次递减。所谓推荐级别

或推荐强度只是指文献的支持程度，并不代表特别建

议。（２）样本：大样本为≥１００例的高质量的单篇随机
对照试验报道或系统综述报告，小样本为 ＜１００例的
高质量的单篇随机对照试验报道。（３）随机分组序列
的产生方法：依据Ｊａｄａｄ量表评分，通过计算机产生的
随机序列或随机数表产生的序列为２分。试验提到随
机分配，但产生随机序列的方法未予交代为１分。半
随机或准随机试验，指采用交替分配病例的方法如入

院顺序、出生日期单双数为０分。（４）双盲法：描述了
实施双盲的具体方法并且被认为是恰当的，如采用完

全一致的安慰剂等为２分。试验仅提及采用双盲法为
１分。试验提及采用双盲，但方法不恰当，如比较片剂
与注射剂而未提及使用双伪法为０分。（５）退出与失
访：对退出与失访的病例数和退出理由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为１分。没有提到退出与失访为０分。（６）辨证
部分也可不依据“Ｄｅｌｐｈｉ分级标准”标注证据分级和推
荐意见级别。若有高质量的诊断性试验或中医证候辨

证分型研究的文献，可直接作为参考文献标注在相关

的内容处。

表１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表

推荐级别 研究课题分级

Ａ至少有 ２项Ⅰ级研究结果

支持

Ｂ仅有１项Ⅰ级研究结果支持

Ｃ仅有Ⅱ级研究结果支持

Ｄ至少有 １项Ⅲ级研究结果

支持

Ｅ仅有Ⅳ级或Ⅴ研究结果支持

Ⅰ 大样本，随机研究，结果清晰，假

阳性或假阴性的错误很低

Ⅱ 小样本，随机研究，结果不确定，

假阳性和／或假阴性的错误较高

Ⅲ 非随机，同期对照研究

Ⅳ 非随机，历史对照和专家意见

Ⅴ 病例报道，非对照研究和专家意见

１．４ 检索结果

阳痿文献及Ｄｅｌｐｈｉ分级见表２。

表２　阳痿文献及Ｄｅｌｐｈｉ分级

关键词 文献总数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Ⅰ－Ⅲ级文献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Ⅰ 级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Ⅱ 级 Ｄｅｌｐｈｉ分级Ⅲ 级

阳痿 １２３篇 ４２篇 １４篇 ２４ ４篇

阳萎 ９篇 ３篇 ０篇 １ ２篇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２７篇 ５篇 ２篇 ２ １篇

阴痿 １２篇 ０ ０ ０ ０

阴茎不举 ４ ０ ０ ０ ０

筋痿 １８ ０ ０ ０ ０

阳事不用 ５ ０ ０ ０ ０

　　对检索的１９８篇文献进行再筛选，选出高质量的 支持文献 １６篇，并对其进行 ｊａｄａｄ评分，其中 ５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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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２分１篇，１分３篇。

２　循证结果

２．１ 定义［２－５］

成年男子行房时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而不坚，或坚

而不久不射而痿，持续６个月。
２．２ 诊断与鉴别诊断［２－１０］

２．２．１ 诊断要点 主要临床表现是性成熟男性

虽然有性要求，但性生活时阴茎不能勃起，或虽然能够

勃起但不够坚硬，或虽然勃起坚硬但不够持久，阴茎不

能在阴道中射精以完成性交。

２．２．２ 实验室及其他辅助检查 必要时可以做

夜间阴茎涨大试验、阴茎肱动脉血压指数、阴茎海绵体

注射血管活性药物试验、阴茎海绵体测压、阴茎海绵体

造影、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神经检测、性激素水平测

定、阴茎血管彩色超声检查等。

２．２．３ 鉴别诊断　①与早泄鉴别。早泄的患者
性生活持续时间很短，阴茎很快萎软，当与阳痿鉴别。

阳痿有一种表现是坚而不久，即性生活开始时阴茎勃

起坚硬但中途萎软，阳痿的阴茎萎软特点是没有射精，

是勃起障碍，而早泄的患者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正常，只

是射精过早，是射精后勃起阴茎的自然消退而已，非勃

起障碍，因为男性射精后阴茎都会出现萎软，性学上称

之为不应期，而阳痿的坚而不久则不是不应期所致。

②与假性阳痿鉴别。男性在疲劳或心情压抑时可能偶
尔出现阴茎不能勃起，容易被误认为阳痿，实乃男性生

理波动，而阴茎不能勃起只有持续一段时间，一般在６
个月以上才可诊断为阳痿。

２．３ 辨证［２－１０］

阳痿的辨证，要在辨清病性、病位及病因。病性当

分虚实，病位当明脏腑，病因当知寒热。本指南中的证

型为临床中常见的基本证型，还有其他兼证，多由这些

基本证型相兼而成，本指南虽未列入，但临床中应灵活

辨证方可。

２．３．１ 肝气郁结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勃
而不坚，或坚而不久，情志抑郁，善长太息，胸胁胀满或

窜痛，食少纳差，舌淡红，苔薄，脉弦细。

２．３．２ 湿热下注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勃
而不坚，或坚而不久，阴部潮湿臊臭，胸胁胀满，肢体困

重，目涩口苦，小便短赤或滴白混浊，大便粘腻不爽，舌

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２．３．３ 瘀血阻络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经久
不愈，少腹、睾丸刺痛，会阴胀感，肌肤粗糙失润，舌质

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沉涩。

２．３．４ 心脾两虚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勃
而不坚，劳累后加重，精神不振，抑郁消沉，心悸乏力，

少寐多梦，面色无华，食欲不振，少气懒言，周身倦怠，

腹胀便溏，舌质淡，苔白腻，脉细无力。

２．３．５　心肾惊恐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因
惊恐所致，或房事时心悸怔忡，胆怯多疑，精神苦闷，失

眠多梦易惊，腰膝酸软无力，舌质淡，苔薄，脉弦细。

２．３．６　肾阳不足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而
不坚，形寒肢冷，腰膝酸软，性欲淡漠，面色

#

白，精神

萎靡，头晕耳鸣，滑精早泄，小便清长，舌质淡润，舌体

胖，苔薄白，脉沉细无力。

２．３．７　阴虚精亏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腰膝
酸痛，遗精盗汗，眩晕耳鸣，失眠健忘，形体消瘦，尿赤

便干，舌质红少津，脉细数，或阴茎细小，或无胡须，或

无睾，他症可如常人。

２．３．８　脾胃虚弱证　症见：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而
不坚，身体倦怠，四肢沉重，性欲低下，食少纳差，脘腹

饱闷，舌质淡，苔白腻，脉沉弱。

２．４ 治　疗
２．４．１ 治疗原则（推荐级别 Ｅ）［４，１１，１２］　阳痿的

治疗，应明确病因，辨证论治，同时还应重视体质的强

弱，年龄的长幼。单纯肾阳亏虚者不多见，而世风重温

补，过用温肾壮阳之品可导致复杂的变证，尤其要引起

注意。

２．４．２ 分证论治

２．４．２．１　肝气郁结证（推荐级别：Ｅ）［１３，１４］　治
法：疏肝解郁，行气振痿。主方：逍遥散加减。常用药：

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炙甘草、煨姜、薄荷。加

减：胸胁灼痛，口干口苦，肝郁化火者加丹皮、栀子；两

目干涩，小便黄赤，化火伤阴者加黄精、天门冬、麦门

冬。

２．４．２．２　湿热下注证（推荐级别：Ｅ）［１５，１６］　治
法：清肝利胆，化湿振痿。主方：龙胆泻肝汤加减。常

用药：龙胆草、生地黄、当归、柴胡、泽泻、车前子、木通、

黄芩、栀子、甘草。加减：小便短赤重，偏于热者加淡竹

叶、滑石、黄柏、苦参；阴部湿痒重，偏于湿者加茯苓、

蓄；精液有血者加大蓟、小蓟；后期湿热已除，苦寒之品

当减，少加沙苑蒺藜、菟丝子。

２．４．２．３　瘀血阻络证（推荐级别：Ｃ）［１７－１８］　治
法：活血化瘀，通络振痿。主方：少腹逐瘀汤加减。常

用药：小茴香、干姜、延胡索、没药、川芎、官桂、赤芍、五

灵脂、蒲黄、当归。加减：疼痛重者加金铃子、蜈蚣；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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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易怒者，瘀久化热，加知母、黄柏。

２．４．２．４　心脾两虚证（推荐级别：Ｅ）［１９］　治法：
养心健脾，益气振痿。主方：归脾汤加减。常用药：白

术、茯苓、黄芪、龙眼、酸枣仁、人参、木香、炙甘草、生

姜、大枣。加减：伴心悸不宁者加生龙骨、生牡蛎；纳差

者加神曲、麦芽、山楂。

２．４．２．５　心肾惊恐证（推荐级别：Ｅ）［２０－２１］　治
法：镇心益肾，宁神振痿。主方：安神定志丸合六味地

黄丸加减。常用药：茯苓、茯神、人参、远志、石菖蒲、龙

齿、熟地、山药、山萸肉、泽泻、丹皮。加减：心悸怔忡，

失眠多梦易惊重，偏于心神被扰者加琥珀、朱砂、合欢；

腰膝酸软重，偏于肾虚者加杜仲、肉苁蓉、海马、锁阳。

２．４．２．６　肾阳不足证（推荐级别：Ｃ）［２２］　治法：
温肾补命，壮阳振痿。主方：右归丸加减。常用药：熟

地、山药、枸杞子、鹿角胶、菟丝子、杜仲、山萸肉、当归、

肉桂、制附子。加减：阳虚重者，加淫羊藿、阳起石；气

虚重者加人参、黄芪。

２．４．２．７　阴虚精亏证（推荐级别：Ｃ）［２３］　治法：
填精补肾，滋阴振痿。主方：二地鳖甲煎加减。常用

药：生地、熟地、菟丝子、茯苓、枸杞子、五味子、金樱子、

生鳖甲、牡蛎、牡丹皮、丹参、天花粉、川续断、桑寄生。

加减：心烦不寐，夜卧不安、梦遗、小便短黄之阴虚火旺

者加知母、黄柏；健忘、耳鸣重者加黄精、龟板以填精补

髓。

２．４．２．８　脾胃虚弱证（推荐级别：Ｅ）［２４］　治法：
健脾益胃，益气振痿。主方：加味保和丸。常用药：神

曲、山楂、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党参、白术、

甘草、山药。加减：纳差者加麦芽；大便溏者加肉豆蔻。

２．４．３ 中成药

２．４．３．１　疏肝益阳胶囊　每次４粒，每日３次，
用于肝气郁结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Ｃ）［２１］

２．４．３．２　龙胆泻肝丸　每次６ｇ，每日２次，用于
湿热下注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３．３　血府逐瘀丸　每次９ｇ，每日２次，用于
瘀血阻络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２２］

２．４．３．４　归脾丸　每次９ｇ，每日２次，用于心脾
两虚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３．５　朱砂安神丸　每次６ｇ，每日２次，用于
心肾惊恐所致的阳痿。

２．４．３．６　赞育丹　每次９ｇ，每日２次，用于肾阳
虚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２３］

２．４．３．７　六味地黄丸　每次９ｇ，每日２次，用于
肾阴虚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３．８　参苓白术散　每次６ｇ，每日２次，用于
脾虚胃弱所致的阳痿。（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４ 外用药

２．４．４．１　肾虚者　用蛇床子、韭菜子、淫羊藿、蜂
房等量，煎水候温浸泡阴茎，每晚 １次，每次 １５～
２０ｍｉｎ。（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４．２　湿热者　用蛇床子、千里光、土茯苓、苦
参、马鞭草适量，煎水候温浸泡阴茎，每晚１次，每次
１５～２０ｍｉｎ。（推荐级别：Ｅ）［４］

２．４．５　针灸
选关元、气海、中极、足三里、肾腧、肝腧、命门、三

阴交等，每次选３～５穴针刺，留针２０～３０ｍｉｎ，或加灸。
（推荐级别：Ｃ）［２４］

２．５ 调摄与预防（推荐级别：Ｅ）［１１－１２］

２．５．１　调情志　心情开朗，少怒少思，清心寡欲。
在心情抑郁或疲劳时，偶有阴茎勃起困难，勿惊慌紧

张，尤其是妻子应关心体贴，切勿冷言讥讽。

２．５．２　调饮食起居　勿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勿
过食肥甘厚味，应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加强锻炼，保持

身体健康，精力旺盛。

２．５．３　节房劳　勿恣情纵欲、好色无度，勿服食
壮阳催情之剂，勿在疲劳时行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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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湿疣的发生相关。出现部分甲基化可能由于等位基

因中一个甲基化而另一个未甲基化形成半甲基化状

态，部分甲基化也是甲基化的一种状态，提示甲基化过

程可能是病毒作用于机体的量的积累过程。所以研究

结果中尖锐湿疣患者甲基化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ＥＶＥＲ１基因的甲基化可能和发病有关。
ＥＶＥＲ１基因的突变可以引起对 ＨＰＶ的易感，导

致疣类皮损的发生，通过本研究推测其可能发生甲基

化而调控了基因的表达，从而引起对 ＨＰＶ的易感，导
致尖锐湿疣的发生。本研究为尖锐湿疣发生机制的深

入研究搭建了平台，为其治疗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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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的临床研究

郑文通 卢穗万 邓平荟 彭明建

龙岩市第二医院男科，福建 龙岩 ３６４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汤剂、酒剂、酒水剂）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１０５例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汤剂组（甲组）、酒剂组（乙组）、酒水剂组（丙组），分别按设计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其中甲组３５
例，采用盛水汤汤剂治疗；乙组３２例，采用盛水汤酒剂治疗；丙组３８例，采用盛水汤酒水剂治疗，疗程３个月，分别于治疗
前后观察病人的精子活力。结果：三组均可显著提高特发性弱精症患者的精子活力（Ｐ＜００５），而三组之间疗效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疗效明显，酒剂、酒水剂与汤剂疗效接近。

【关键词】特发性弱精症；盛水汤；汤剂、酒剂、酒水剂、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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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Ｃ）．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ｍｏ
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
Ｓ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Ｓ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ｅ；ＴＣ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
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特发性弱精症是中医男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临床
研究表明中药盛水汤治疗特发性弱精症有明显疗

效［１］。传统中药主要是汤剂煎服，而药酒是中医最古

老的剂型之一，通过酒剂中药，避免了汤剂中药需煎

煮、服用不便的缺点。笔者于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开展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汤剂、酒剂、酒水剂）
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的临床研究，以期明确酒剂、酒水剂

的临床可行性，探寻一种简便、有效的剂型，现报告如

下。

１　资料收集

１１ 病例的选择及其分组

１０５例病例均为男科门诊患者，研究对象按照数
字表法随机编入盛水汤汤剂组（甲组）、酒剂组（乙

组）、酒水剂组（丙组）。入选三组研究对象在病程、年

龄等基本情况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中汤剂组
３５例，年龄２５～４１岁，平均（２８４０±３３５）岁；病程１２
～５０个月，平均（２２３３１±０２２）月。酒剂组３２例，年
龄２３～４２岁，平均（２９２４±３４３）岁；病程１２～４２月，
平均（２０３４±９５５）月。酒水剂组３８例，年龄２２～４５
岁，平均（２７４５±４１２）岁；病程 １２～４８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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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１±８２５）月。研究对象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关于特发性弱精症的诊断标准［２］结合目

前的社会实际：男女未避孕同居时间大于一年，期间正

常、规律性生活，女方未受孕，女方妇检正常。病患连

续查两次精液提示精子的密度大于２０×１０６／ｍｌ，ａ级
小于２５％或者（ａ＋ｂ）级小于５０％，且无其他严重的疾
患，并愿意配合研究、观察。如患者第二性征、染色体

异常，或有重度的精索静脉曲张，或有隐睾及治疗史，

或有严重的各心肺系统等疾病，或有附睾炎、前列腺

炎、尿道炎等情况，或于就诊前２个月曾因本病用药，
包括对酒精过敏者，还有无法配合完善研究的病患不

予采用。

２　方　　法

２１　精液分析
所有研究病例在治疗前后的７～１０ｄ，用伟力公司

的ＷＬＪＹ－９０００精子运动分析系统对精液质量进行分
析，取治疗前后２次ａ、ｂ级的平均值。
２２　治疗方案
盛水汤药物组成：淮牛膝１０ｇ、枸杞２０ｇ、黄芪１５

ｇ、熟地１０ｇ、金樱子２０ｇ、枳实１０ｇ、麦冬１０ｇ、黄精１０
ｇ、人参３ｇ、茯苓１０ｇ、菟丝子１５ｇ、山萸肉１５ｇ、芡实
２０ｇ、五味子１０ｇ、山药２０ｇ、知母１０ｇ。肾虚兼有气滞
血瘀者加红花５ｇ、桃仁１０ｇ、青皮１０ｇ；肾虚兼有湿热
者加公英２０ｇ、败酱草２０ｇ。以上为１剂药量。

服用方法：甲组每日１剂，水煎服。乙组用８剂中
药装在玻璃瓶中，用５０度白酒４０００ｍｌ浸泡１５ｄ后，每
餐服用药酒２０ｍＬ。此８剂中药药酒为 １个月药量。
丙组用８剂中药装在玻璃瓶中，用５０度白酒４０００ｍｌ
浸泡１５ｄ后，每天取出药酒６０ｍｌ加水６０ｍｌ一同煮至
没有酒味，约剩６０ｍｌ药水，每餐服用药水２０ｍＬ。此８
剂中药药酒为１个月药量。三组均连续治疗３个月，

计１疗程。上述制剂由医院统一代煎及浸泡。
治疗期间患者夫妻正常不避孕性生活。若女方在

３个月内受孕，则立即终止治疗，仅行精液分析。
２３　疗效分析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２］中有关弱

精症标准：无效：治疗１疗程后，精子活力无改善，甚至
患者精液检查精子活力反下降者；有效：治疗１疗程后
精子活力明显改善＞２０％者；显效：服药期间患者妻子
怀孕者，或治疗１疗程后精子活力恢复正常者。
２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全部

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甲组总显效率４２８６％，总有效率为８５７１％；乙

组总显效率３７５％，总有效率为８１２５％；丙组总显效
率４４７４％，总有效率为８６８４％。三组疗效差异无显
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甲组 ３５ １５ １５ ５

乙组 ３２ １２ １４ ６

丙组 ３８ １７ １６ ５

　　χ２＝０４５７，Ｐ＞００５

３２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精子活力比较

治疗后三组的精子成活率、ａ级精子、ａ＋ｂ级精子
均较治疗前好转，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三
组之间的精子成活率、ａ级精子、ａ＋ｂ级精子质量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三组精子成活率、ａ级精子、ａ＋ｂ级精子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活率（％ ） ａ级精子活力（％） （ａ＋ｂ）级精子活力（％）

甲组 ３５ 治疗前 ３２．３２±７．８１ １２．２２±６．４３ ３２．７５±６．１３

治疗后 ６１．１１±１３．６＊▲ ２６．６４±７．５５＊▲ ５２．３７±７．２２＊▲

乙组 ３２ 治疗前 ３３．５４±９．２５ １３．０５±６．５２ ３３．６５±５．７３

治疗后 ５８．８５±１０．１２＊▲ ２５．６８±９．７＊▲ ５０．０７±７．５３＊▲

丙组 ３８ 治疗前 ３５．２４±１０．３１ １５．６３±７．２６ ３１．６３±５．８５

治疗后 ６５．１２±６．０３＊▲ ２４．０９±８．１７＊▲ ５１．５３±６．２１＊▲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三组之间差值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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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不良反应

治疗后病人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４ 体　　会

特发性弱精症引起的男性不育症是目前男科的常

见病、多发病。根据中医理论，特发性弱精症属肾阳虚

精亏证，其病之根在肾［１］。治疗上根据阴阳互根理论，

采用补阴配阳法，自拟盛水汤方中以淫羊霍、肉苁蓉、

菟丝子、巴戟为君药，起温肾助阳之功；山萸肉、熟地

黄、枸杞子、淮山药、黄精起益肾培精之用；五味子、芡

实、金樱子固肾涩精共为臣药；黄芪、人参、茯苓补气健

脾，补脾而养肾；知母清热坚阴以监制相火内动为佐

药；枳实行气、牛膝引药下行共为使药，以上诸药共奏

补肾壮阳、填精之功效。

因特发性弱精症治疗疗程较长，一个疗程需３个
月，中药煎煮不便，煎煮不得法常影响疗效，因此发掘

新的简便、有效的中药剂型有着现实意义。对男性不

育症有报道使用丸剂、胶囊剂等中成药治疗，如五子衍

宗丸、生精胶囊、复方玄驹胶囊［３－５］等，中成药的应用

除去了煎药麻烦，相对减少了药效的不稳定性，且服用

方便，利于长期服用。但由于中成药完全成为了成药，

而脱离了中医随症施治、因人制宜的治疗之理。本研

究在经验方基础上，随症加减、灵活配伍，达到了因人

制宜的治疗目的。药酒是中医最古老的剂型之一，《本

草纲目》中有一段考证，说：“本草（注：指《神农本草

经》一书）已著酒方，《素问》已有酒浆，则酒自黄帝

始。”中医现存最早的典籍《素问》中也已有许多与酒

有关的论述。而现代研究揭示酒能提高中药有效成分

溶出量，增强原药生理活性及消除分解酶，保持或提高

原药性。如生地黄用酒蒸制成熟地黄后，酒溶解其有

效成分单糖，其溶出量熟地黄比生地黄高出２倍多，从
而增强补益精血作用。同时因酒制剂中含有乙醇，乙

醇具有促进血液循环、亲脂性强、易于穿透细胞膜、扩

散力大等生物学效应。酒制剂口服后如果在消化、吸

收以及在肝脏中同化与异化不变的条件下，进入血液

循环的相应化学物质也就随之而增，故可使血药浓度

上升，同时乙醇可加速水对细胞膜的通透性，从而使溶

于水或乙醇的药物成分更易进入细胞内，从而较快地

产生药理效应［６］。药理研究表明补肾填精中药如枸祀

子、金樱子、黄精等用酒为溶剂，对其有效成分黄酮的

提取高于水提法［７－９］。这可能也是酒剂、酒水剂临床

有效率高但用中药量较汤剂少的原理。

通过对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的

临床疗效比较，提示酒剂和酒水剂与中药汤剂疗效相

近，均有明显疗效；酒水剂的使用对不适宜服用药酒者

提供了很好的变通方法，通过加水煎煮使酒精挥发，但

保留了药性；本研究表明采用酒剂和酒水剂中药治疗

特发性弱精症是可行的，可以避免汤剂中药煎煮、服用

不便，疗效稳定性差的缺点，发挥中医根据病人不同体

质、因人制宜的优势，同时制作简单、服用方便、节省药

材，利于弱精症等慢性病病人的长期治疗，特别是酒水

剂，对不适宜饮酒者仍可使用，是一种值得临床推广的

用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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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使用安全套态度的深度访谈

孙　霄　朱广荣△　季成叶　王真真　包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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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深度了解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以期为相关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依
据合理行为理论对５１名在校大学生使用安全套的态度进行深入访谈。结果：使用安全套排列前５位的好处包括：可以
避病、避孕、增进感情、减轻心理负担、促进性行为的发生；使用安全套排列前５位的坏处包括：影响性交时的感受、引发
信任危机、劣质产品影响健康、费钱、使用麻烦；调查对象态度平均得分为５７９０±３２７０，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结论：大学
生对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和坏处认识明确，态度积极，但具有性别差异，在相关健康教育时，应根据不同性别有所侧重。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套；态度；合理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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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法则是ＡＢＣ原则。Ａ
代表不发生性行为，Ｂ代表体检后彼此忠诚，Ｃ代表使用
安全套。安全套使用行为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关系

到所有人的生殖健康和疾病预防。研究显示，艾滋病、

安全套相关知识水平与使用安全套行为没有显著性关

联，仅强调知识水平的提高对行为改变的作用并不明

显［１－３］。安全套使用问题是一个隐私的敏感问题，在行

为理论指导下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利于发现其真实现象

及原因，从而更好地制定相应的对策，保护人群健康。

行为学理论认为，行为的改变有两个关键的步骤：

确立信念和改变态度［４］；合理行为理论（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５］认为，态度是人们对某一行
为的内在的倾向性，人们通常会在内心对某一行为的

执行所产生的正负结果，及其可能性和重要性进行综

合衡量，然后产生出一个综合之后的倾向性，即态度。

研究显示，青少年对安全套的态度比其他变量更能预

测使用安全套行为的意向［６］。目前，虽然针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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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的研究很多，但大多使用比较简

单直观的问题测量态度，无法清晰解释大学生对于安

全套使用的内在深层次的思考和衡量［７］。因此，本研

究试图基于合理行为理论中的态度测量方法［８］，对大

学生使用安全套的态度进行深入访谈，旨在揭示大学

生对于安全套的深层次思考，并为相关态度测量提供

参考，为相关健康教育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访谈对象
在北京市某医科院校大二、大三在校大学生中，方

便抽样，深度访谈，样本量大小以达到信息饱和为止，

共完成访谈５１人，其中大二４３人，大三８人；男生３０
人，女生２１人。
１２　访谈内容和方法
本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了解访谈对象关于使

用安全套的真实态度，主要包括３个方面：（１）使用安
全套可以对访谈对象产生哪些正向的结果即好处

（＋），和哪些负向的结果即坏处（－）；（２）这些结果产
生的可能性，以１～５分评价，分数越高可能性越大；
（３）这些结果对访谈对象的重要程度，以 １～５分评
价，分数越高越重要。

访谈时，首先向访谈对象介绍本次访谈的内容和要

求，要求访谈对象说出使用安全套可能带来的结果，至少

说出１０个，并对这些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和这些结果的重
要性进行评价。为了使访谈对象能够理解访谈要求，正

确回答问题，研究者首先说出正反各一个可能的结果，进

行举例说明。然后，请访谈对象自己进行回答和打分。

每次访谈研究者做书面记录。整个过程大约１５分钟。
１４　资料整理和分析
在整理资料时，正向结果得分记为正分（＋），负

向结果得分记录为负分（－）；可能性为 Ａ，Ａ得分为１
～５分；重要性为 Ｂ，Ｂ得分为１～５分；态度得分为 Ｔ
＝∑（＋／－）ＡＢ，Ｔ得分大于０，则态度为正向，得分
越大，则正向态度越强；Ｔ得分小于０，则态度为负向，
得分越大，则负向态度越强。

用ＥＸＣＥＬＬ对书面记录进行整理，对访谈对象关于
使用安全套所带来的各种结果的不同观点进行编码、归

类，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使用安全套可能带来的结果
调查对象关于使用安全套可能带来的结果众说纷

纭，进行分类归纳整理之后，列表如下（表１）。通过表１
可以发现，访谈对象普遍认可，使用安全套可以带来安

全的没有意外怀孕的性生活并避免感染某些疾病，但

是，也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结果，比如降低性快感，产生

信任危机等。

表１　使用安全套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Ｎ＝５１人）

内容 人数（％） 具体说法

好处

　１．可以避病 １７（３３．３％）
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艾滋病；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一般接触性性病；使用安全套可以

避免皮肤接触的过敏

　　可以避免感染艾滋病 １４（２７．５％）

　　可以避免感染性病 １７（３３．３％）

　　可以避免其他疾病 ７（１３．７％）

　２．避孕 ５０（９８．０％） 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怀孕

　３．安全 ３１（６０．８％） 使用安全套感觉很安全

　４．增进感情 ２０（３９．２％）
体现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关心；她会觉得我注意对她健康的保护；使用安全套是对对方有责

任感的表现

　５．减轻心理负担 １７（３３．３％）
用了安全套就不用担心怀孕；心情轻松，不担心怀孕、感染艾滋病，就不会焦虑；用了会觉

得安心；我不用过早承担责任

　６．促进性行为顺利发生 １１（２１．６％）
安全套都含有润滑剂，对性行为有辅助作用；现在安全套做的有各种颜色、味道，不同类型

的会增加情趣

　７．延长性行为的时间 １０（１９．６％） 戴着安全套会延迟射精；带着套不容易早泄

　８．卫生 ６（１１．８％） 使用安全套不会污染周围环境，对自己也很卫生

　９．不影响健康的避孕方法 ５（９．８％） 不像避孕药和人工流产那么伤害女性身体

　１０．自我保护 ３（５．９％） 使用安全套是一种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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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内容 人数（％） 具体说法

　１１．良好的性行为习惯 ３（５．９％） 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是良好习惯的表现

坏处

　１．影响性交时的感受 ５０（９８．０％） 我们会觉得不舒服；达不到兴奋点；降低对性的满意程度；会降低性欲；没有占有感和触感

　２．引发信任危机 ４２（８２．４％） 他觉得我不信任他；令女方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３．健康影响 ３９（７６．５％）
买到润滑液好像会刺激皮肤；长期使用润滑剂可能会伤害身体；对润滑剂过敏；安全套破

裂，就达不到应有的目的了

　４．费钱 ３８（７４．５％） 杜蕾斯的安全套很贵；浪费金钱

　５．使用麻烦 ２４（４７．１％） 使用麻烦，等我戴好可能激情已经过去了

　６．引起双方误解 １９（３７．３％）
他会觉得我嫌他脏；他觉得我不够爱他；他会怀疑我的忠诚度；他会觉得我太注重对自己

的保护；双方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令对方感到自己太精于此道，不够纯洁

　７．携带问题 １２（２３．５％）
别人看到你随身戴着安全套肯定对你有看法；带着安全套肯定说明你跟女朋友上过床，会

暴露隐私的

　８．购买尴尬 １０（１９．６％） 买安全套的时候紧张，怕遭人议论；买的时候感觉很尴尬，不好意思

　９．引发不良性行为 ６（１１．８％） 使用安全套就不用承担责任，可能会找多个性伴；会让我纵欲，对身心有害

　１０．无法避免某些皮肤接触性疾病 ２（３．９％） 使用安全套无法避免阴虱

　１１．使用后废物不好处理 ２（３．９％） 要是在家里，使用完了都不知道扔哪，不小心就会被父母发现

　　２２　使用安全套各种结果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得
分

表２显示了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好处和坏处可能
性与重要性得分，并按性别分布进行秩和检验（ｎ＞
１０），可以看出访谈对象使用安全套的好处的可能性和

重要性得分普遍较高，而坏处得分较低；“促进性行为

顺利发生”、“延长性行为时间”、“影响性交感受”、“花

费问题”、“购买尴尬”条目女生得分低于男生，其余条

目男生得分低于女生，除“购买尴尬”的可能性得分有

差异外，其余条目得分无统计学差异。

表２　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好处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得分

结果
可能性

男生 女生 Ｚ 合计

重要性

男生 女生 Ｚ 合计

好处

　１．可以避病 ４．６７±０．５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１ ４．８１±０．４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避免艾滋病 ３．８０±１．３０ ４．７８±０．４４ －１．６４１ ４．４３±０．９４ ４．８０±０．４５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２ ４．９３±０．２７

　 避免性病 ４．２２±１．５６ ４．８８±０．３５ －０．６５１ ４．５３±１．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避免其他疾病 ３．５０±２．１２ ４．２０±１．１０ － ４．００±１．２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１．３４ － ４．２９±１．１２

　２．可以避孕 ４．８０±０．４８ ４．８５±０．３７ －０．２０２ ４．８２±０．４４ ４．９７±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６ ４．９８±０．１４

　３．安全 ４．９４±０．２４ ４．８５±０．３８ ０．８９６ ４．９０±０．３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增进感情 ３．６０±１．０６ ３．８０±１．３０ －０．３６４ ３．６５±１．０９ ３．６０±１．３４ ４．０７±１．１６ －０．７０７ ３．９５±１．１９

　５．减轻心理负担 ４．６７±０．７１ ４．６３±０．７４ ０．１３０ ４．６５±０．７０ ４．２２±１．３０ ４．８８±０．３５ －１．１０１ ４．５３±１．０１

　６．促进性顺利发生 ３．５０±１．０５ ２．８０±１．１０ ０．９６７ ３．１８±１．０８ ４．１７±１．３３ ３．４０±１．１４ １．０６７ ３．８２±１．２５

　７．延长性行为时间 ２．７１±１．７０ ３．００±１．００ －０．２３４ ２．８０±１．４８ ２．４３±１．６２ ３．３３±１．１５ －０．９３８ ２．７０±１．４９

坏处

　１．影响性交感受 ３．４３±１．３０ ３．２５±１．０２ ０．６０１ ３．３６±１．１９ ３．３３±１．３７ ３．００±１．２１ ０．９７３ ３．２０±１．３１

　２．引发信任危机 ２．１３±０．７６ ２．１６±０．７６ －０．０９９ ２．１４±０．７５ ３．８３±１．５０ ３．８９±１．３３ －０．０９６ ３．８６±１．４１

　３．健康影响 １．８６±０．８９ ２．２７±１．１９ －０．９８９ １．９７±０．９９ ３．８９±１．２６ ４．３６±１．２９ －１．３３６ ４．０３±１．２７

　４．花费问题 ３．１０±１．６８ ２．７８±１．５９ ０．５４７ ２．９５±１．６３ ２．１５±１．２３ １．７２±１．０２ １．２６４ １．９５±１．１４

　５．使用麻烦 ３．２１±１．５８ ２．４０±１．２６ －１．２６２ ２．８８±１．４８ １．８６±０．９５ ２．３０±１．３４ －１．００８ ２．０４±１．１１

　６．引起双方误解 ２．４２±１．０８ ２．５７±０．５３ －０．６３３ ２．４７±０．９１ ３．６７±１．３０ ４．５７±０．７９ －１．６２４ ４．００±１．２０

　７．携带问题 ２．４０±１．１４ ２．５７±０．５３ －０．４３８ ２．５０±０．８０ ２．８０±１．１０ ３．４３±１．１３ －０．９２８ ３．１７±１．１２

　８．购买尴尬 ２．２０±０．４５ １．６０±０．５５ １．９２１ ２．８０±１．０３ ３．４０±１．１４ ２．２０±１．６４ ０．３４６ １．９０±１．２０

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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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安全套态度得分
根据态度计算公式：态度得分 Ｔ＝∑（＋／－）Ａ

Ｂ（Ａ＝可能性，Ｂ＝重要性），计算访谈对象态度得分，
理论得分范围为 －２５０～２５０分，访谈对象实际得分为
－６～１３０分，平均分５７９０±３２７０分。９６１％（４９／
５１）的人得分 ＞０，３９％（２／５１）的人得分 ＜０。按照理
论得分的三等分法对访谈对象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

持正向的态度的访谈对象均为中低强度的正向态度，

持负向态度的访谈对象很少，且均为较低强度的负向

态度，具体见表３。由于持负向态度的人较少，为男女
各１名，故不作统计分析，对不同性别的正向态度得分
进行秩和检验，结果见表４，可以发现，女生的态度得
分普遍高于男生，差异显著，即女生使用安全套的态度

明显强于男生。

表３　访谈对象态度分布情况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正向态度（得分＞０） ４９ ９６．１

　高（１６８～２５０分） ０ ０．０

　中（８４～１６７分） １１ ２１．６

　低（１～８３分） ３８ ７３．５

负向态度（得分＜０） ２ ３．９

　高（－１６８～－２５０分） ０ ０．０

　中（－８４～－１６７分） ０ ０．０

　低（－１～－８３分） ２ ３．９

表４　访谈对象性别与态度得分的关系

总分 男生 女生 Ｚ Ｐ

正向态度 ６０．４３±３０．７８４ ５３．５９±２７．４９９ ７０．３５±３３．２３５ －１．９１３ ０．０５６

总体态度 ５７．９０±３２．７０２ ５１．７３±２８．８６３ ６６．７１±３６．４２７ －１．７０４ ０．０８８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和坏处认识明确
通过一对一的定性访谈方式，比定量调查能够更

真实、可靠地了解不同访谈对象对目标行为的认知情

况。本研究中，９８％以上的访谈对象都知道安全套能
够“避病”和“避孕”，且“避病”、“避孕”、“安全”、“减

轻心理负担”、“卫生”、“不影响健康的避孕”和“自我

保护”七个条目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得分的乘积均大于

１６分，说明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及其重要性认
识明确。但是，通过访谈也发现大学生对安全套也有

一定的误解，有８２４％的人认为使用安全套会引发信
任危机，３７３％的人认为使用安全套会引起对方误解，
提示健康教育中应消除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错误看

法，培养性关系中沟通安全套等相关敏感问题的能力。

另外，还有７６５％的人担心安全套（如润滑剂）对健康
的影响，说明一方面要保证安全套的质量以消除顾虑，

另一方面要加强安全套无害的宣传。

３２　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存在性别差异
态度的形成是研究对象权衡了好处和坏处后对某

种行为的倾向性。本研究访谈对象态度平均得分

５７９０±３２７０，说明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持支持态度。
按照性别分组，女生的态度得分明显高于男生，按照态

度得分正负划分，持正向态度的人中，女生得分也明显

高于男生，说明在性行为中，女生更倾向于使用安全

套，考虑是男女性生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差异所致，这

与杨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９］，说明 ＴＲＡ中的态度分析
方法适用于使用安全套的态度研究。

可能由于定性调查样本量过小，以致在逐条分析

得分时，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和坏处各条目的得分并无

性别差异，但从男女生得分的高低可以看出不同性别

对使用安全套的侧重点不同。除安全套的“避孕、避

病、安全”等是男女生均为比较重视的方面，女生较为

注重“不担心怀孕”的心理状态和“使用安全套产生误

解”的两性关系方面；而男生注重性行为的质量即“性

交的感受”和“性行为顺利进行”。另外，男生在花费

问题和购买尴尬条目上得分高于女生，考虑是由于安

全套一般可能由男生购买。

当然，本研究仅是定性调查，每个人提出的是自己

对使用安全套好处和坏处的看法，所以，每个人总体态

度得分的可比性还有待考察，但是通过本研究提出了

安全套态度的测量方法，即：以本次定性调查结果为依

据，提取出访谈对象认可较多的前几项观点设计成定

量的问卷调查，通过可能性和重要性的得分来测量目

标人群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

总之，合理行为理论中对态度的分析方法可以更

真实、具体地反映调查对象对目标行为的态度，通过本

（下转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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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性审美及异性交往现状调查及教育对策

陈文凤　田秀红　孙　晨

北京市丰台区第七中学，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本研究应用自编《初中生性审美及异性交往调查问卷》，以本校３０８名学生为被试，探讨了中学生性审美
发展特点及异性交往状况。研究结果表明：（１）我校学生有基本正确的性审美观，但是在对言语美、行为美和性别美的
审美能力上需要提高。性审美总分的年级和性别主效应、交互效应均显著，异性交往总分的年级性别主效应显著，交互

作用不显著。（２）在言语美和外表美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偶像美和性别美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年级差
异。（３）在“恋爱”原因、态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年级差异较为显著。

【关键词】初中生；性审美；异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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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ｇｒａ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ｉｄｏｌ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ａｎｄ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ｐｕｐｐｙｌｏｖｅ，ｂｕｔ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ｅｘ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　问题提出

中学阶段性教育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性

道德、性审美等多个方面。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当前

的性教育方式及内容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探索

切实可行的性教育模式势在必行。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性审美能力。陀斯妥耶夫斯基

甚至说过：“美可以拯救世界”，所以“正确的性审美可

以拯救迷失的灵魂”。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性审美呈

多元化趋势发展，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性审美标准，在

对待和处理性审美问题上也就表现出了多样性。当前

有不少学生在一些社会不良性审美观的误导下，出现

了性审美的盲目和偏差，所以从青春期教育角度来探

讨初中生性审美非常必要。

关于性审美的研究文献多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

几乎没有。史红在《性美学》一书中提出了性审美的

本质、规律、评价标准及性审美的影响因素等，性审美

（ｓｅｘｕａｌｔａｓｔｅ）是以男人或女人作为审美的主体或客体
相互作用的过程，它将自己的审美对象直接指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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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青春期后，初中生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以对初中生的性审美教育重点应该侧重在性审美的

价值观教育，即审美情趣、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教育。

主要包括审美价值观，主体美的内涵和塑造如心灵美、

体态美、语言美、气质美和性别美。于海燕在《浅谈中

学生青春期性审美与性美育》中提到青春期性审美体

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追求自身性角色的美；
②迫求异性美；③追求偶像的美。

综上，我们认为性审美的界定可以包括两个大方

面：自身性角色的美和异性美，而美的内涵又包括外形

美、心灵美、语言美、礼仪美、气质美、性别美、偶像美

等。

性审美与心理活动息息相关，性审美过程需要借

助感知觉、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心理过程，也与个

体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情绪、气质、兴趣等有很大关系。

针对初中生性审美相对比较外在、肤浅和非理性的特

点，我们旨在研究初中生性审美过程中的现状及原因，

发现初中生性审美的发展特点与内在规律，以初中生

异性交往特点和现状作为研究切入点，利用初中生爱

美的契机，探索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措施，帮助初中

生克服不恰当的性审美心理，指导初中生进行健康正

常的性审美实践，激发初中生高雅、成熟、理智的性审

美观。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　试
本研究以本校初一、初二年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

调查问卷３２５份，回收３２０份，有效问卷３０２份，有效
率达９４３％。其中，男生 １４９人，女生 １５３人；初一
１５７人，初二１４５人。

２２ 工　具
选用自编《初中生性审美及异性交往问卷》，根据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具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该量表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性审

美分量表，包括６个因子，分别为性别美、服饰美、体态
美、语言美、偶像美及总体形象，总体信度 α系数为
０８７５；第二部分是异性交往分量表，包括２个因子，分
别为“恋爱”态度，“恋爱”原因，总体信度 α系数为
０９２３。客观题共４６道题，主观题为２道题。

２３ 程　序
在心理老师指导下，由班主任协助，以班为单位进

行一次性集体施测，统一发放并当场回收问卷；数据采

用ＳＰＳＳ１５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统计软件包进行整理和统计

分析。

３ 统计分析和结果

３１　性审美总体差异分析
以性审美总分为因变量，年级、性别为自变量进行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级、性别主效应显著，

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分数，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年级与性别交互作用显著，年级与性别交互作用主要

表现为初一男生的分数显著高于女生，初二则相反。

见表１。

表１　性审美总体差异分析

变异来源 ＭＳ ｄｆ Ｆ

性别 ０．７４ １ ３．３３

年级 ３．２８ １ １４．６８

性别×年级 １．８４ １ ８．２３

３２ 异性交往总体分析

以异性交往总分为因变量，年级、性别为自变量进

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级、性别主效应显

著，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分数，女生显著高于男

生。年级与性别交互作用不显著。见表２。

表２　异性交往总体差异分析

变异来源 ＭＳ ｄｆ Ｆ

性别 ０．６３ １ ４．１２３

年级 ２．１９ １ １０．２１

性别×年级 ０．７５ １ ６．３４

３３　初中生性审美具体情况
总体状况为我校初一、初二学生对自己形象的重

视程度较高，８４５％的学生比较看重个人形象。但是
对个体形象的满意程度不是太高，只有５３％的学生比
较满意。下面从行为美、健康美、气质美、服饰美、偶像

美等方面进行逐一阐释。

３３．１．外表美　大部分学生认为女生短发，显得
干净利落，而男生的平头为少数学生不能接受。８５％
的学生认为发型应该接受学校的管理，而２５％的同学
不同意学校过多的干预。而对于校服大部分学生认为

宽松得体的衣服更适合学生，而１０％的学生觉得校服
应该体现本校特色，并与时代吻合。学生认为外貌在

引起异性注意方面占到３０％。
３３．２　体态美　关于上课回答问题的姿势，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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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认为两手下垂，立正回答最好，另外的学生认为

回答问题的站姿无所谓。７５％的学生能够意识到上课
坐姿正既有利于身体发育，又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

３３．３　性别美　男生女生均认为有魅力的异性
应该是：学习好、乐于助人、性格开朗、善良、言语文明

等。男女生的认识差别在于，男生还认为文静、漂亮、

尊敬师长、体贴的女生更有魅力；女生认为幽默、诚实、

体贴、有理想、稳重的男生更有魅力。在引起异性好感

方面，调查结果如表３所示。
在优秀和顺其自然上有显著的年级差异，初一学

生比初二学生认为优秀更重要，初一学生认为怎么做

引起异性好感上认为幽默开朗最重要，初二学生认为

顺其自然最重要，其次是幽默开朗。在好好学习和顺

其自然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生认为学习好更能引

起女生的注意，女生则倾向于顺其自然，再次是乐于助

人，然后是学习好。女生认为引起男生好感的第一个

因素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幽默开朗，再次是乐于助人。

从表４可以得知，在认为自己吸引异性的地方的选择
中，在各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女生均

认为吸引异性的地方首先会是心灵美，其次是气质美。

初一初二在语言美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初一初二

学生都认为吸引异性的首先会是心灵美，初二学生更

认为语言美能够吸引异性，其次是气质美；初一认为其

次是气质美，再次是相貌。

表３ 性别美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Ｍ

男 女

ＳＤ

男 女

ｔ

性别

Ｍ

初一 初二

ＳＤ

初一 初二

ｔ

年级

学习好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３９ ０．３１ １．９７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４８

乐于助人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４３ ０．４０ ０．６８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４４ ０．３８ １．６５

幽默开朗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４９ ０．４７ １．４９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７８

服饰好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４４

优秀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３３ －１．５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３４ ０．２２ ２．３２

顺其自然 ０．２７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５０ －３．１２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４９ －２．０

表４ 性别美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Ｍ

男 女

ＳＤ

男 女

ｔ

性别

Ｍ

初一 初二

ＳＤ

初一 初二

ｔ

年级

心灵美 ０．４９ ０．５９ ０．５０ ０．４９ －１．８６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００

体态美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３９ ０．４３ －２．３５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３８ ０．４３ －１．４０

语言美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４６ －１．５２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８ －２．５９

气质美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４６ ０．４８ －２．１４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７５

体形美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４０ ０．３９ １．３２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３７ ０．４２ －１．２６

身高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３８ １．４２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４４ －１．０７

相貌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４５ －１．２７ ０．２６ ０．３１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７５

学习 ０．２２ ０．１４ ０．４１ ０．３５ ２．６３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３５ １．６３

　　３．３．４　偶像美　男生女生崇拜的首先是歌星，其
次是影星。在对歌星和历史名人的崇拜上有显著的性

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崇拜歌星，男生比女生更崇拜历

史名人。在对企业家的崇拜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初

二学生比初一学生更崇拜企业家，初一和初二学生都

是最崇拜歌星，其次是影星，但是在歌星上初二学生比

例高于初一，在影星上初一学生比例高于初二。初一

初二都认为崇拜明星具备的特点排序是：有才

（５６１％），奋斗精神（５０２％），外表（４１９％），女生比
男生更看重明星的外表。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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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偶像美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Ｍ

男 女

ＳＤ

男 女

ｔ

性别

Ｍ

初一 初二

ＳＤ

初一 初二

ｔ

年级

歌星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４６ ０．５０ －３．５６ ０．３６ ０．４１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７６

影星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９４

历史名人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３９ ０．２５ ２．６８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９８

企业家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２９ －２．４９

其他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４６ ０．４７ －１．３６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９３

　　３４ 初中生异性交往现状

３．４．１　“恋爱”原因　学生认为“恋爱”原因主要
是喜欢对方，其次是当不适合向父母说时可以找到倾

诉对象，另外还受到各种影视作品、网络书籍的影响。

初二学生选择“恋爱”更多是从众，而初一学生从众现

象较少。在自己“恋爱”可能的原因上，调查结果如看

６所示。在打发时间和不好意思拒绝上存在显著的年
级差异，初二更容易选择打发时间和不好意思拒绝；在

感到孤单，心灵空虚和不好意思拒绝上存在显著性别

差异，女生更倾向选择这几个选项。

表６ “恋爱”原因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Ｍ

男 女

ＳＤ

男 女

ｔ

性别

Ｍ

初一 初二

ＳＤ

初一 初二

ｔ

年级

孤单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４１ ０．８７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３８ ０．４７ －２．９０

好玩儿 ０．１ ０．１３ ０．３０ ０．３４ －０．７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９

追求爱情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９８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３８ －１．４５

了解异性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８１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６４

模仿他人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９８

对抗父母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１．１９

打发时间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３２ －２．２５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４２

满足虚荣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７０

心灵空虚 ０．０５ ０．１ ０．２１ ０．３０ －１．５６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３２ －２．２６

真心喜欢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５０ －１．８１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４９ ０．４７ １．１１

不好拒绝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２６ －２．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２７ －２．９１

　　３．４．２　“恋爱”态度　对自己有没有可能“恋爱”
的调查结果显示：４０％的学生表示遇到有好感的人，一
定会；而３３％的学生则表示即使有好感，也努力克制
自己。对正在“恋爱”的同学，９％的学生表现出羡慕
和嫉妒，接近一半的学生愿意表达自己的祝福，１０％的
学生认为他们应该以学习为重，而其余的同学认为不

关自己的事情，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只有４％的学生
认为这种现象影响周围人，表示反感。对于“恋爱”的

影响，不到一半的学生认为特别分散学习精力，会影响

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其他的学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初中生恋爱的结果，５１％的学生认为根本不可能
在一起，１８％的学生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交到更多
的知心朋友。

对于“恋爱”同学之间身体亲密接触的程度：绝大

多数学生可以接受牵手，２９％的学生可以接受拥抱，
１０％的同学可以接受接吻，１７％的学生认为只要两个
人愿意可以更进一步。而对于性行为的伤害，只有少

数学生略有所知，但不是很清楚；３０％的学生几乎没有
了解；１１％的学生通过网络基本了解，但表示并不在
意。６３％的学生特别希望老师给予相关的知识及恰当
的引导。

４ 讨　　论

４１ 初中生性审美

４．１．１　初中生性审美总体特征　大部分同学比
较重视自己的形象，符合初中生心理特点，初中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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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逐渐增强，初中生会在心目中有一个假象的我，

感觉自己像舞台上的演员受到很多同学的重视和关

注。一半多的同学对自己的形象比较满意，接近一半

的同学对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满意。大部分同学的自

我接纳程度比较高，而少部分同学不能够接纳自己，主

要表现为不能接纳自己的相貌（主要是体型），有３２％
的同学认为言语需要改进，２０％的同学认为行为、修养
需要改进。言语不良主要表现为在校园中容易出现骂

人现象，看来部分初中生能够清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并认为需要改进。这也是初中生自我意识提高的表

现。不能接纳自己直接影响了初中生的自信，大部分

本校初中生自信程度较低，很难发现自己的优点，对优

势和劣势也有不清晰的认识，大部分同学认为学习好、

能歌善舞等才能算得上是优势，而对于写字好、整洁、

礼貌等认为不能称得上是优点。另外，我校学生对偶

像的崇拜主要是影星和歌星，崇拜的表现只是喜欢看

他们的作品，喜欢听他们的歌曲，或者收集相关资料或

课下经常谈论，只有少数学生会选择去演唱会，对偶像

的崇拜属于正常范围，没有到疯狂追星的程度。这可

能与我校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情况及接受的媒体信

息较少有关，我校地处城乡交界，６０％的学生为外地学
生，经济情况一般，加上借读的压力，更多的学生更看

重学习方面。所以他们更看重偶像的才华和内在品

质。

４．１．２　初中生性审美性别特征　男生比女生更
认为自己需要在言语上做改进，这与平时的表现有

关，男生骂人现象较为严重，而且多受到家长的影

响。女生比男生更认为自己的发型需要改进，这与

学校规定有关，我校规定男生必须是短发，女生不能

留盖过眼睛的刘海儿，而实际上，很多女生喜欢留盖

过眼睛的刘海儿，这一点经常受到学校相关部门的

批评。所以女生能意识到自己发型的问题，但出于

从众心理和反抗心理，她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发型。

女生比男生更重视自己的形象，这与男女生发育有

关，女生较之男生生理发育较早，心理成熟较早，所

以女生比男生更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在异性和同性心

目中的重要。关于有魅力的男生女生，男女生均认

为学习好、心灵美和性格方面最为重要。文静和开

朗的女生都能受到男生的欢迎，漂亮的女生也容易

赢得男生的喜欢；女生更看重男生的幽默开朗和体

贴，对于外貌不是特别看重。女生比男生更崇拜歌

星，男生比女生更崇拜历史名人。日常表现为女生

比男生更关注超女快男的比赛，知道更多关于比赛

的信息和歌星的信息；男生更喜欢读历史故事，知道

更多的历史知识。这也符合男女性别差异，男性更

倾向于征服和力量，女性更倾向于闲适和柔情。

４．１．３　初中生性审美年级特征　初二年级比初
一年级更重视自己形象，日常表现为初二年级的服装

要比初一年级服装更为整洁，初二年级比初一年级携

带更多装束品（镜子和梳子）。这与初中生发育特点

有关。初一学生认为怎么做引起异性好感上认为幽默

开朗最重要，初二学生认为顺其自然最重要。这与学

生的经历有关，初一年级学生更看重性格，而初二年级

学生可能更容易凭感觉。初二学生比初一学生更崇拜

企业家，这说明初二学生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这与学

生一定的自主意识和更加侧重思考有关。

４２ 初中生异性交往

４．２．１　初中生异性交往总体状况　我校初中生
经常主动谈论“恋爱”这个词，但是对于“恋爱”的界定

并不明确，在他们的观念中，喜欢异性的某个方面或被

喜欢，并愿意在一起就是恋爱。对于正在“恋爱”的同

学，他们愿意祝福，甚至自己也试图去尝试。同时他们

也认可“恋爱”双方可以有一定的身体接触，比如亲吻，

边缘性性行为，而对于实际性行为的伤害知之甚少。

４．２．２　初中生异性交往性别特征　“恋爱”原因
和态度上都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他们认为是如果谈恋

爱是因为真心喜欢对方。而女生多是因为感到孤单，

心灵空虚和不好意思拒绝才选择接受男生，经过访谈

发现，容易被男生喜欢的女生一般具有这样的特征：学

习一般，相貌良好，经常在教室外活动，性格比较活泼

甚至泼辣，她们自己评价比较“疯”。男生具有阳刚、

大气、有正义感，即使偶尔打架也被女生看好。

４．２．３　初中生异性交往年级特征　由于生理发
育原因，初二比初一学生更加关注异性，并且在“恋爱”

上存在盲从现象。初二学生比初一学生更能接受身边

的同学“谈恋爱”及一些身体接触。这与他们的身体发

育程度和受大众传媒及校园环境影响有很大关系。

５　教育对策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学校要综合采取各种干

预措施。

第一做好学校宣传工作，通过广播、手抄报、板报

等让性审美的恰当理念深入到每个学生。同时通过讲

座和课程对激发学生认知冲突，引发学生思索，促进学

生思想转变和行为改变。

（下转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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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两所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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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有关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方面的需求，为学校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干
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某两所高校在校生１３１２人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
查。结果：学生对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性交、血液、母婴）认知较清楚（９２９％、９３９％、９６８％），认为与艾滋病人共桌
吃饭、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的分别为８５９％、８４６％、４７４％；被调查的学生对艾滋病的基础知识表现
为男生多个选项明显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大二学生多个选项明显高于大一学生和大三学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该两所高校学生对艾滋病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对传播途径的知晓率高于非
传播途径和基础知识。不同年级、性别的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和与之相处的态度仍存在着明显偏差和歧视。

【关键词】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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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流行趋势来看，青少年是艾滋病的主要受
害群体之一。据统计，全世界２５岁以下的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超过总感染者的５０％。而在我国 ＨＩＶ感染者
中，有近５７％的人为２０～２９岁的年轻人［１］，大学生便

处于此年龄段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具有

较大的社会活动范围，且又正处于性欲旺盛时期，再加

上具有思想不成熟，缺少对新生事物的识别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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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极易受到艾滋病的威胁［２］。值得注意的是，到

目前为止，对于 ＡＩＤＳ／ＨＩＶ尚无有效的治疗药物和免
疫疫苗，因此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是当前

最好的“疫苗”［３］。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就

有必要了解在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知识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鉴于上述艾滋病流行趋势，本文通过对在校大学

生艾滋病知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有关艾

滋病知识、态度、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方面的需求，为学

校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以便高校

开展对学生更为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某两所高校在校

生１～３年级１３１２人。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采用李迎［４］在对

乌鲁木齐市非医学类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关艾滋病ＫＡＰ
调查中使用的《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

卷》。问卷内容包括大学生艾滋病知识（Ｋ）２０个条
目、态度（Ａ）１０个条目、行为（Ｐ）４个条目及学生基本
情况、知识来源、喜欢教育方式６个条目，共计４０个条
目。问卷不计分，对于各条目答对人数或类别用百分

数表示。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在取得学校管理部门及校医
院领导同意后，选取１～３年级在校生，讲解研究目的
及填写注意事项，学生自愿填表，匿名调查，限时填写，

填完后现场收回。对收集上来的问卷按年级归类，不

合格的给予剔除。剔除标准：①问卷有漏项未回答的；
②不能辨认字迹，模糊不清的。总计发放问卷 １３１４
份，有效问卷１３１２份。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对合格问卷进行编码，统

一格式，输入ＥＸＣＥＬ程序，利用 ＳＰＳＳｌ８０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的统计描述和 χ２检验。对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百分比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某两所高校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某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的掌握不

够全面。例如：仅５７％的学生认为艾滋病由男传给
女的可能性大于女传给男；仅２７７％的学生认为与艾
滋病人性交后１周，不能诊断出艾滋病；在回答“增强

机体抵抗力能预防感染艾滋病吗？”这一问题上，只有

１４１％的学生认为不能预防感染艾滋病。对艾滋病传
播途径的理论知识普遍掌握较好，特别是艾滋病的三

条主要传播途径学生知晓率较高，均在９０％以上，但
对非传播途径知识掌握不够全面，仅有４７４％的同学
认为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

２２　某两所高校不同性别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
掌握情况（见表１）

被调查的学生对艾滋病的基础知识表现为男生多

个选项明显高于女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某两所高校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情况

项目
回答正确

（ｎ＝１３１２）

回答正确率

（％）

看似健康的人会携带艾滋病毒吗 １０８５ ８２．７

性病患者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吗 ８６０ ６５．６

艾滋病目前可治愈吗 １００９ ７６．９

多性伴会增加ＨＩＶ感染机会吗 １０９３ ８３．３

与艾滋病人性交后１周是否可诊断出 ３６３ ２７．７

一旦感染ＨＩＶ会立刻成为艾滋病人吗 １０１８ ７７．６

药物治疗能推迟发展为艾滋病人吗 ７５７ ５７．７

艾滋病由男传女大于女传男吗 ７５ ５．７

男性同性恋中易发生艾滋病吗 ８３７ ６３．８

保持一个性伴会降低ＨＩＶ传播危险吗 １１６９ ８９．１

目前已有疫苗能预防ＨＩＶ吗 ９８７ ７５．２

医疗机构用血需艾滋病抗体检测吗 ９９６ ７５．９

增强抵抗力能预防感染艾滋病吗 １８５ １４．１

输入艾滋病人的血会传播艾滋病吗 １２３２ ９３．９

和艾滋病人共用针具会传播艾滋病吗 １１９８ ９１．３

艾滋病能通过母婴传播吗 １２７０ ９６．８

性交用安全套会降低ＨＩＶ传播危险吗 １２１９ ９２．９

和艾滋病人共桌吃饭会传染吗 １１２７ ８５．９

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 ６２２ ４７．４

咳嗽、打喷嚏会传播艾滋病吗 １１１０ ８４．６

２３　某两所高校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渠
道及最喜欢的方式

２３１　某两所高校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
渠道　学生获得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
报纸、书刊、宣传材料、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电视

（７５３％）、报 刊 书 籍 （６８３％）、免 费 宣 传 材 料
（６１２％）是学生学习艾滋病知识的３个主要来源，而
在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中应居主导地位

的专家讲授则排在倒数第三位，仅占２６９％。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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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某两所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获得来源

来源 人数 合计（％）

电视 ９８８ ７５．３

报刊书籍 ８９６ ６８．３

免费宣传材料 ８０３ ６１．２

网络 ７０６ ５３．８

宣传栏、广告栏 ６６０ ５０．３

广播 ４３７ ３３．３

朋友 ４１２ ３１．４

专家讲授 ３５３ ２６．９

医生 １７７ １３．５

咨询服务 ５９ ４．５

２３２　某两所高校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最喜欢
的方式　调查显示，学生获得艾滋病知识最喜欢的方
式以专业老师讲授为第一位，占４４９％，其次为电视、
广播，占４０４％。见表３。

表３　某两所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最喜欢的方式

方式 人数（ｎ＝１３１２） 合计（％）

专业老师讲授 ５８９ ４４．９

电视、广播 ５３０ ４０．４

同伴教育 １９３ １４．７

２４　某两所高校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及
行为结果

对“不必担心通过拥抱握手传染 ＨＩＶ”，９１３％的
学生持同意态度。男生持赞成态度的８４５％少于女
生持赞成态度的 ９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年级之间对此项持同意态度的以三年级最
高（１００％），其次为一年级 （９２９％）和二年级
（８１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对“不会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仅１９６％的学生
持同意态度。１８１％的男生持赞成态度少于１９９％
的女生持赞成态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
同年级之间对此项持同意态度的以一年级最高

（２７７％），其 次 为 二 年 级 （１８２％）和 三 年 级
（１１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９０４％的学生认为“不正当的性行为可感染艾滋

病”。不同性别、年级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５８２％的学生认为“ＨⅣ阳性者的检查结果应保

密”。不同性别来说，３６６％的男生对此项持同意态

度，明显低于６４６％持同意态度的女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年级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只有少部分的学生（１０９％）认为同性恋是不正
常的，是病态的。男生（１５３％）多于女生（９６％），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年级之间二年级
（１８２％）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对“ＨＩＶ感染者公共场所工作”，７４４％的学生持

同意态度。男生（７９２％）多于女生（７２９％），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年级来说，三年级学生
持同意态度的为（８８９％），明显高于一年级和二年
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对“我会和艾滋病患者约会”，仅有１４７％的学生
持同意态度。男生（８３％）低于女生（１６７％），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年级之间一年级
（２３２％）高于二年级和三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对“与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课”，５４５％的学生持同

意态度。男生（５５６％）高于女生（５４２％），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年级之间三年级（７７８％）
高于一年级和二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９６１％的学生对艾滋病患者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男生（８４５％）明显低于女生（９９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年级对艾滋病患者持同情、理解
态度的的二年级（１００％）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６９２％的学生认为学校或幼儿园应收纳艾滋病儿童。

不同性别、年级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某两所高校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回答结果（％）

项目
回答“同意”

人数（ｎ＝１３１２）

所占比率

（％）

不必担心通过拥抱握手传染ＨＩＶ １１９８ ９１．３

不必担心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 ２５７ １９．６

非正当的性行为可感染艾滋病 １１８６ ９０．４

ＨＩＶ阳性结果应保密 ７６４ ５８．２

因ＨＩＶ的传播而指责同性恋群体 １４３ １０．９

不应禁止ＨＩＶ感染者在公共场所工作 ９７６ ７４．４

我会和艾滋病患者约会 １９３ １４．７

与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课 ７１５ ５４．５

人们不应歧视艾滋病患者 １２６１ ９６．１

学校不应拒收艾滋病患儿 ９０８ ６９．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６７　　　·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调查的学生对艾滋病基础知识的掌

握欠准确和全面，这与李迎［４］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虽然健康教育使更多大学生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但

教育中涵盖的知识过于理论化，实用性不强，深度与广

度有待提高。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理论知识普遍掌握

较好，调查结果比焦淑丽［５］及李敏杰［６］等的研究结果

稍高，相近于张玉亚等［７］的调查结果，说明近年来大学

生有更多机会从学校和社会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从

而提高了对艾滋病的认识。而对于非传播途径知识掌

握不够全面，说明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方面宣传力度

不足，很多学生把非传播途径误认为传播途径，谈艾色

变，增加了其恐惧感。因此通过健康教育课在大学生

中进行全面系统的艾滋病安全性教育，以帮助其正确

了解和掌握艾滋病知识，弥补认识不足，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艾滋病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方面男生多个选

项明显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大二
学生多个选项明显高于大一学生和大三学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示二年级是大学学习阶段
中受到有关艾滋病知识教育最多的年级阶段。男生整

体认知水平高于女生，可能由于男生对有关艾滋病方

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通过朋友同学交流、上网等途径

获得的艾滋病知识多于女生。但是由于生理方面的原

因，女性更易感染 ＨＩＶ，因此在抗击艾滋病的过程中，
女性的有效自我防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宣传教

育中应更加关注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生理、心理趋于成熟，在

今后的艾滋病健康宣传教育中，学校应兼顾不同性别、

年级大学生的特点，要有针对性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

从而提高其知晓效果。针对对艾滋病知识掌握的片面

性，开展全面系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

了解和掌握艾滋病知识，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这也有

助于大学生成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主力军［８］。

３２　大学生艾滋病有关信息的获取渠道及最喜
欢的方式

学生艾滋病知识最多来源于电视、报刊书籍等大

众媒体，由于大众传媒其教育形式简单，受教育面广，

经济实用，不失为一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好手段，应予

以充分重视。而在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

中应居主导地位的专家讲授则排在倒数第三位。这说

明我们高校中对于大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还远

远不够，许多学校领导对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没有足

够的重视。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就

必须充分发挥专业老师的作用。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

有利条件，定期开办预防艾滋病知识专题讲座，并根据

教育部有关精神，动员学校各有关部门及团组织、红十

字会等广泛参与，通过同伴教育、主题班会、绘画、读书

活动、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展开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掌

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相关生活技能，建立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增强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

３３　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
调查表明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和与之相处的态度

仍存在着明显偏差和歧视，学生虽知艾滋病病人应当

被关爱，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关爱的含义，他们反对“鄙

夷、歧视艾滋病病人”，但对歧视持反对态度者中很多

是迫于来自外部的是非观念与良知的压力，而非内心

真实意愿［９］。这表明要逐步消除这种偏见与歧视，需

要对ＡＩＤＳ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结合心理卫生教育、伦
理道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等，在增强防病知识和意

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建立对

待ＡＩＤＳ病人或感染者的正确、理性态度，消除偏见和
歧视。另外由于受西方性解放的影响，部分学生认为

同性恋是很时髦、很前卫的事情，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取

向。在艾滋病传播扩散当前，同性恋已成为我国防艾

工作不可回避的现实。

３４　性行为方面
多数大学生既初步懂得 ＨＩＶ的传播同性接触密

切相关，但同时却采取危险行为，即存在性病艾滋病知

识与对待危险行为的态度不一致的现象。当今大学生

的性观念正日趋开放，而与之对应的是预防意识的淡

薄和预防技能的缺乏，这种性行为与防病相分离的现

象已置大学生于感染 ＨＩＶ的高危境地。这也提示我
们，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艾滋病知识健康教育已

刻不容缓。在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时，应针对这些薄

弱环节强化干预，对大学生性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同

时注重宣传安全套在预防艾滋病中的重要作用，从而

达到健康教育的目的。

４　小　　结

与大学生日趋开放的性观念和活跃的性行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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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对艾滋病的预防意识和预防技能并没有相

应提高，这些都使得近些年来大学生成为 ＨＩＶ的高
危易感群体。因此，亟需采用大学生容易接受的多

种健康教育方式，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艾滋

病知识健康教育，对其艾滋病知识薄弱部分进行强

化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其性行为，遏制艾滋病在校园

中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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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３页）
　　第二利用心理课加强对学生的性审美教育，可以
分年级开设一些心理课程，如最酷的口头禅、青春的魅

力、花季面对面等，这样可以使学生言语更加文明，特

别是口头禅的使用应更加符合学生身份，也能改善学

生性别美方面更看重外在的现象，从而引导学生从外

在美的关注向内在美方面转变。初二学生因为生理发

育问题，在异性交往方面显得比较茫然，学校应该加强

初二学生的异性交往心理疏导。

第三也可以在不同学科教学过程中进行性审美的

渗透教育，如生物课、历史课、美术课、政治课都可以从

不同角度让学生学会审美，学会自尊自重。语文课可

以通过诗歌赏析或文学鉴赏角度让学生从性别审美和

对友情、爱情的看法对美进行重新思考；美术课让学生

从生理和美学角度对美有新的认识；政治课让学生从

语言、礼仪角度让学生认识到真正的性别魅力来自于

自身素养的修炼和气质的培养。

第四可以通过心理社团方式进行朋辈辅导，让学

生自编性审美期刊，自编青春魅力心理剧，在真正动手

动脑做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真正认识怎

样的美是高雅的、深刻的和理性的。

第五可以通过主题班会活动和一系列的文娱活动

（Ｔ台秀、辩论赛）让学生在活动中有更多的接触，在活
动中对影响有更多的了解，破除异性之间彼此的神秘

感和距离感，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审美观点，让学生

通过自己的视角去感悟性的真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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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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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泸州市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调查

王　点　叶运莉△　熊　伟

泸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泸州市大学生有关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现状，为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和研究预防措施提供理

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２０１２年抽取泸州市四川警察学院、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泸州医学院三所

大学在校的２８０３名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但对“蚊虫是否会传

播艾滋病病毒”的知晓率不高，知晓率仅只有５０％左右；医学生的知晓情况好于非医学生；男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

情况好于女生；城镇学生的平均正确率也高于农村学生；高年级学生对知识的知晓情况比低年级学生要好。结论：大学

生对艾滋病知识总体认知水平较高，但是掌握不全面，个别知识点存在误区。高校应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做好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

【关键词】艾滋病；大学生；知识；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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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简称ＨＩＶ）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目前尚无治
愈的药物，但可以预防。目前，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已进

入快速增长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每年

以３０％的速度上升［１］。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估计我国存
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７８万，艾滋病已成为我国严重



·７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的公共卫生问题。在目前仍无有效疫苗，也无治愈方

法的情况下，健康教育被公认为是预防和控制性传播

疾病和艾滋病最有效的手段［２］。在世界范围内，新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约占一
半［３］。青年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间力量，具有较大

的影响力，同时他们正处于性行为、生活习惯和价值

观的形成期，又缺乏生活经验，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

侵害［４］。为了解泸州市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

况，为制订适合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干预策略提供基

本参考依据，于２０１２年４～５月开展了本次调查。现
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泸州市四川警察学院、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泸

州医学院三所大学的在校生，共调查２９５１名学生，排
除不合格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２８０３份，问卷有效率
为９５０％。
１２　调查方法与内容
参照国内同类研究资料，结合大学生的特点，自

行设计调查表。按年级和专业分层后，以班级为单

位，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调

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特征，艾滋病

的病原体、感染及传播途径、预防治疗等相关知识，知

识来源及需求情况。由于问卷涉及敏感问题，调查采

用匿名方式填写，以保证问卷的真实性。

１３　资料整理与分析
问卷收集整理后，用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率和构成比
等指标，用χ２检验进行正确率的比较。正确率 ＝（正
确人数／总人数）×１００％。年级的分类：低年级是指大
一、大二的学生，高年级是指大三及以上的学生。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在调查的２８０３名学生中，有医学专业学生１５５９

人（５５６％），非医学专业学生１２４４人（４４４％）；男生
１０７３人（３８３％），女生 １７３０人（６１７％）；年龄 １７～
２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１岁；来自农村１７６０人（６２８％），
城镇 １０４３人 （３７２％）；低 年 级 学 生 １７８２人
（６３６％），高年级学生１０２１人（３６４％）。

２２ 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总体认知情况

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从总体上

来看比较好，绝大部分题目的认知水平达到了８０％
以上，有很大一部分题目的认知水平还达到了９０％
以上。但对于“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

饭会不会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正确率为８４４％，表
明还有少部分的人认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

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对“目前有没有预防艾滋

病感染的有效疫苗”、“目前有没有检测艾滋病病毒

感染的可靠方法”和“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

毒”这三个题的正确率较低，分别为７７０％、６１１％
和４４６％。见表１。
２３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

比较

医学生对每一个问题回答的正确率都高于非医学

生。但是，医学生对“目前有没有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

的可靠方法”和“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两

个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分别为６７２％和５１６％，提示有
一半的医学生回答错误或者持不确定态度。见表１。
２４　不同性别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情

况比较

男生和女生对艾滋病其他相关知识的回答的正确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题目有：第４、８、９题男生高于
女生，第５、６、７题的正确率是女生高于男生。其中第
８题“每次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不能降低艾滋
病感染的危险”差异较大，男生（８７０％）远远高于女
生（７６１％）。见表１。
２５　农村与城镇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比

较

农村与城镇学生比较，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题

目当中，第８和１２题城镇的正确率高于农村，第１０题
农村的正确率高于城镇。见表１。
２６　不同年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的比

较

除了第５、６、７题正确率均高于９４％的题目外，其
他题目高年级的学生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要比低年级的学生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目

前有没有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靠方法”和“蚊虫

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正确率高年级的正确

率明显高于低年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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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条目
专 业

医学 非医学

性 别

男 女

来 源

城镇 农村

年 级

低年级 高年级
合计

１艾滋病是由哪种病原体引起 ９５６％ ８００％ ８８６％ ８８７％ ８８６％ ８８７％ ８４２％ ９６４％ ８８７％

２目前有没有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靠方法 ６７２％ ５３５％ ６２９％ ６００％ ６２６％ ６０２％ ５３６％ ７４２％ ６１１％

３艾滋病目前能不能根治 ９５２％ ８６６％ ９１４％ ９１３％ ９１６％ ９１３％ ８９４％ ９４８％ ９１４％

４目前有没有预防艾滋病感染的有效疫苗 ８５６％ ６６２％ ７９７％ ７５３％ ７８２％ ７６３％ ７１７％ ８６３％ ７７０％

５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有没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９６９％ ９２２％ ９３７％ ９５５％ ９４０％ ９５３％ ９４２％ ９５９％ ９４８％

６输入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９７９％ ９４５％ ９４７％ ９７５％ ９６３％ ９６５％ ９６１％ ９７０％ ９６４％

７与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用针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９６０％ ９３２％ ９２７％ ９６０％ ９４７％ ９４７％ ９４２％ ９５６％ ９４７％

８每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能否降低艾滋病感染的危险 ８３５％ ７６３％ ８７０％ ７６１％ ８３５％ ７８４％ ７７３％ ８５５％ ８０３％

９保持一个未感染艾滋病的性伴能否降低艾滋病感染危险 ９０４％ ７８９％ ８７２％ ８４０％ ８５１％ ８５３％ ８２９％ ８９４％ ８５３％

１０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是否可能将病毒传给她的孩子 ９６２％ ９２０％ ９２４％ ９５５％ ９３０％ ９５１％ ９３２％ ９６４％ ９４３％

１１与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８９２％ ７８５％ ８２８％ ８５４％ ８４６％ ８４３％ ８１０％ ９０３％ ８４４％

１２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５１６％ ３５８％ ４５３％ ４４１％ ５２３％ ３９９％ ３７３％ ５７３％ ４４６％

３　讨　　论

目前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总体上

较好，但部分知识点依然存在误区。学生的绝大部分

题目的正确率均达到了８０％以上，有很大一部分题目
还达到了９０％以上，这一结果与有关调查结果［５］相

似。学生对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较清楚，其回答

正确率都在９０％左右，但有８４４％的学生回答与艾滋
病病人一同进餐不会传播艾滋病，提示还有部分学生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实质不是很清楚，必然对艾滋病

感染者有歧视心理。对“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

病毒”回答的正确率仅只有４４６％，另外，“目前有没
有预防艾滋病感染的有效疫苗”和“目前有没有检测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靠方法”回答的正确率分别为

７７０％和 ６１１％，掌握情况也不是很理想，这与继
鑫［６］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说明部分学生这几方面的

知识还存在误区，在今后的健康教育中应着重加强这

几方面的内容。

各专业学生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均应进一步加强。

医学生对于每一个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均高于非医学

生，表明医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高于非

医学生，这与丁郭平［７］的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但

是，医学生对“目前有没有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靠

方法”的回答正确率只有６７２％，“蚊虫叮咬会不会传
播艾滋病病毒”的正确率仅仅５１６％。作为具有医学
专业背景的医学生，理应在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认知方

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却并没有体现出来。表明医学

生对艾滋病这方面的认知程度仍然有所欠缺，该校的

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还有待加强。

大学生尤其是低年级、来自农村的学生艾滋病相

关知识有待于加强。男生和女生在对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认识程度上，对“每次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不

能降低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差异较大，男生（８７０％）
远远高于女生（７６１％），这与宋玉梅等［８］的调查结果

是一致。提示男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要比女生

好，这可能与不同性别学生的生理心理因素有一定差

异有关系，也可能与女生对艾滋病传播、防控等方面的

忽视有关。城镇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平均回答正

确率高于农村，这与宋玉梅等［８］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可能是因为城镇学生从小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有

关，间接反映出来的是目前农村人口在这方面知识的

匮乏。高年级的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要

好于低年级的学生，这与宋玉梅等［８］的调查结果一致，

可能是由于大多数高校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年级越高，

参加相关知识的讲座越多，自然了解的程度也就越深，

掌握情况就更好，说明现在大多数高校都比较重视艾

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今后应加强在低年级学生中艾

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以便在低年级时就能够对艾滋

病传播进行很好的预防和控制。但是高年级学生对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的正确率只有

“５７３％”。提示各年级学生这方面的认知均有待于
加强。

综上，该地区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程度总体较高，

但是必要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还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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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

对低年级、来自农村的女生的健康教育，通过多种渠

道，多媒体的宣传方式对提高预防干预的效果，培养对

待艾滋病患者的正确社会意识和大学生自我保护意

识，降低大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率。有关部门根据调

查结果，有针对性的开展这方面的专题讲座，并利用

广播、展板、板报等形式全面系统的开展艾滋病防治知

识的健康教育活动，以提高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知晓率，改变大学生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鼓励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最大限度地减少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控

制艾滋病在大学生中发生和蔓延。只有将宣传、干预

活动全面、有效、持久地开展下去，才能最终达到消灭

艾滋病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　陈英，丁贤彬，蒋雪飞，等．重庆市某高校学生艾滋病防
治知识态度、行为和需求调查．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０６，７（４）：２７７－２７９．

［２］　李松柏，左小明，黄耀明，等．不同学科的高校学生艾滋
病知识比较分析．实用临床医学，２００２，３（５）：１２４２－
１２５１．

［３］　易英，陈晶琦，王粉燕，等．大学新生预防艾滋病认知调
查与教育需求分析．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０６，９（３）：４０６－
４０８．

［４］　李恬，李莉，毛晓英，等．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
行为现况调查．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７，３４（１３）：２４０７２－
２４０９１．

［５］　仇玉兰，施榕，毛达娟，等．大学生艾滋病／性病和安全性
行为的同伴教育．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１，２２（５）：４３７２－
４３８１．

［６］　继鑫．辽阳市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分析．
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０７，１４（３）：７２７－７２８．

［７］　丁郭平．医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及态度调查．全科护理，
２００８，６（１０）：２７３４－２７３６．

［８］　宋玉梅，徐刚，黄芬，等．医科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
态度、行为调查．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３）：３７４－
３７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上接第５８页）
研究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和坏处均

有较清晰的认识，其态度积极，并具有性别差异。在

相关健康教育时，要针对不同性别而有所侧重，男生

主要提供技能方面的教育，比如如何正确使用安全

套，何处购买安全套；而女生侧重性心理的教育，比

如应该正确看待安全套的使用等。另外，还要培养

男女生在性关系中沟通安全套等相关敏感问题的能

力，这样才能树立大学生良好的健康信念，坚定持续

使用安全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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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任丽平（１９６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
性心理障碍、抑郁障碍等方面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２０

·性心理学·

严重性心理问题１例研究

任丽平　赵宝然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心理科，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摘　要】求助者张某，因头脑中反复出现女性生殖器的特写等性困惑而烦闷痛苦一月余，来院咨询。咨询中发现
其人格特征追求完美及对“处女”存在不合理信念是导致其严重性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用认知疗法咨询十次使其对自

己的不合理信念有所认识和觉察，继而用合理信念取而代之，遂改善情绪困扰，降低心理痛苦水平，取得了明显的咨询效

果。

【关键词】认知疗法；严重性心理问题；个案研究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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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ｆａｌｓｅｌｙ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ｒｇｉ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ｆｏｒ１０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ｇｏｔｒｉｄ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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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１　一般资料

张某，男，２８岁，未婚，大学本科，银行职员。
１．１　主诉及个人自述
主诉：头脑中反复出现女性生殖器的特写等性困

惑而烦闷痛苦一月余。

个人自述：半年前，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２５岁，１６８米，身材窈窕容貌姣好，家庭条件优越，
性格热情开朗，穿着时尚前卫。我对她一见倾心，深有

相见恨晚之感。以前也交过几个女朋友，但都没感觉

也就草草分手了。这次大不相同，每当看到她或接听

她的电话时，我的心都狂跳不止欣喜不已，否则便心神

不宁寝食难安。她对我也比较满意。相识不久我们便

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恋爱过程中彼此吸引着、思念着、

相爱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迅速升温，四个多月

的时间就达到了热恋程度。一天傍晚，我们又一次约

会见面，她一边热吻着我的脸颊轻抚着我的肌肤，一边

柔声细语地提出性交的要求。面对如此美丽可爱的女

孩，我的情欲之火被点燃了，禁不住诱惑地答应顺从了

她，配合着她完成了性交。虽然我是被动的，但这毕竟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探寻女孩最深藏、最隐私、最神秘的

部位，当时的感觉美妙极了……就在我俩相拥而卧享

受性爱甜蜜的时候，女友坦白地对我说：自己与前男友

也有过性交……闻听此言，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情

绪一落千丈，兴致全无草草收场，悻悻回到了家里。当



·７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晚我开始失眠了，想了很多很多……我无法忍受最心

爱的人最隐私的部位被别人占有过。我感到灵魂受到

了玷污、感情受到了欺骗，还感到女友将其前男友的

“污物”带给了我。更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头脑中反复

出现女性生殖器的特写，挥不去，抹不掉；感到恶心、肮

脏、烦闷痛苦。而且，越是努力不去想，结果越是适得

其反。现在虽然已和女友分手，但“病感”丝毫未减。

以前的我对“性”充满好奇心和神秘感，也充满了渴望

和兴趣，而今对它却是索然无味，甚至感到紧张害怕。

我仍喜欢可爱的女孩，但心中的“阴影”却使我与她们

之间有了一道屏障。女性最应令人向往的领域变成了

我的困苦所在。我害怕谈论婚恋问题。

１．２　个人史
独子。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家教严格，懂

事规矩，追求完美。学习努力，成绩优异，高考考入一

所重点大学，学习金融专业，毕业后成为银行职员，工

作出色，成长顺利。

１．３　咨询师观察、了解到的情况
意识清晰，衣饰整洁，定向力完整，文质彬彬，表情

忧虑，被动接触可，对答切题。谈起自己的问题时，思

路清晰，条理清楚。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自知

力完整。智能正常。人格相对稳定。对“性”感到困

惑，头脑中反复出现女性生殖器的特写，挥不去、抹不

掉，感到恶心、肮脏、烦闷和痛苦。迫切希望摆脱痛苦。

１．４　心理测量［１］

ＳＣＬ－９０：总分 ２２１，因子分中躯体化 １４１，强迫
３２９，人际关系 ３００，抑郁 ３３９，焦虑 ３５３，敌对
２５０，恐怖 １５７，偏执 ２００，精神病性 ２２９，其他
２２８。ＥＰＱ：Ｅ４８５７，Ｐ３９５７，Ｎ７２８５，Ｌ４１１１。

１．５　原因分析
存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女朋友发生性关系后，得知

女朋友不是“处女”，内心矛盾冲突，苦恼；对“处女”存

在不合理信念；人格特征内向，追求完美；家教严格，传

统保守。求助者属于严重性心理问题。

１．６　咨询目标
近期目标是改变其对“处女”的不合理信念，减少

内心矛盾与冲突，舒缓情绪，降低心理痛苦水平，摆脱

“性”困惑。远期目标是帮助其心理成长，促进其人格

成熟，使其健康幸福的生活。

１．７　咨询方案
依据求助者的症状及认知水平，拟用认知疗法。

向其介绍合理情绪疗法的 ＡＢＣ理论，指出情绪困扰

（Ｃ）并非由外部诱发事件（Ａ）本身所引起，而是由于
个体对这些事件的认识、看法、态度、评价和解释（Ｂ）
造成的。个体的认知系统对事件产生的不合理信念是

导致其严重性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之道是改变

认知，进而改善情绪［２］。每周咨询一次，每次一小时，

咨询十次左右。

２　咨询过程［３］

为简略起见，在以下咨询师与求助者对话中，咨询

师简称“咨”，求助者简称“求”。

２．１　建立咨询关系与评估诊断阶段
第一次会谈。

求：（进到咨询室，坐下，眉头紧锁，表情忧虑，沉默

不语……）

咨：（等待片刻）看到你眉头紧锁、表情忧虑的样

子，想必你的心里很不轻松。有什么困惑和烦恼，不妨

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助你。

求：（感到咨询师能够理解自己，对咨询师产生了

基本的信任）我现在确实需要您的帮助。自从得“病”

以后，我就一直在“病”的苦海中挣扎。我曾读过一些

这方面的书，试着摆脱烦恼痛苦，但无济于事。所以我

才下决心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咨：你所说的“病”指的是什么？

求：（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但说的过

程中半遮半掩，支支吾吾）我对“性”感到困惑，头脑

中……反复出现……女性生殖器的特写，挥不去，抹不

掉。感到恶心、肮脏、烦恼和痛苦。

咨：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求：一个多月。

咨：能具体说说吗？

求：半年前，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女性

最令人向往的领域变成了我的困苦所在。害怕谈论婚

恋问题。（详见求助者个人自述）

咨：你能把自己的内心感受体验倾诉表达出来，心

理压力也能减轻一些，情绪也能舒缓一些。通过进一

步的咨询，效果会更好。回去以后认真回忆童年经历

以及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并写出书面材料交给我。

２．２　心理帮助阶段
第二次至第八次会谈。

求助者交给咨询师２００多字的书面材料。内容如
下：小学放假的时候，父母都上班去了，曾和邻家的小

女孩玩过“互相看病打针”的游戏。我很喜欢玩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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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也很希望能在女孩更深藏的区域进行探寻。后

来，这个女孩给我写过“情书”，塞在我家的门缝里。

父母首先看到，便去找女孩的父母。为此，母亲特别叮

嘱我不要和女孩过分亲妮，只知谈情说爱的男人没出

息，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从那时起，我在心里就与女

孩保持一定距离。上大学时，我曾感到自己的阴茎比

别人小，觉得这是一个生理缺陷，不免有些自卑。

咨：你是如何看待评价你和女友、女友和她的前男

友的性关系的？

求：如果我和女友都是第一次发生性关系，那么我

就无所谓了，可问题是我把纯洁的爱（初次性交）给了

女友，而女友却把“第一次”给了她的前男友。这让我

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要是她没有与别的男人发生性

关系就好了。

咨：女友在认识你之前与前男友分手了吗？

求：分手了。

咨：那么，与前男友发生性关系也是认识你之前的

事，对吗？

求：对。

咨：不知你想过没有，她在认识你之前也有恋爱的

权利和自由。当热恋中的男女在情意绵绵难舍难分之

际，遇到适宜的场合会有此类行为，也属可理解的事

情。你只许她与你发生性关系，不许她与别人发生性

关系（认识你之前）那么岂不是想剥夺她恋爱的权利

和自由？这是占有欲扩大、过强的表现。你不但想占

有她的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过去？这样的要求是否合

理？

求：她与前男友发生性关系也就罢了，那她也不必

跟我说出事情的真相，我宁愿不知道这件事。

咨：可事实她对你说了这些，她认为既往恋爱期间

的性行为是一件需要向现在男友坦白交代的事情。而

你为什么认为坦白是伤害，而欺骗却是有利的？

求：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我是那么的爱她，她像

我等了许久的梦中情人，终于出现了却美中不足，她的

“第一次”给了别人。

咨：在恋爱中，你要求女友十全十美，连她的过去

都不放过，依你的知识水平能认识到这样的要求是不

合理的。

求：哦，我似乎明白了。女友在认识我之前与她的

前男友发生性关系，说与不说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希

望她不说是掩耳盗铃自欺表现。虽然如此，但我仍感

到烦闷、委屈。有一种灵魂受到了玷污、感情受到了欺

骗的感觉。

咨：在对待感情的流露上，你的女友表现得比较外

显和热烈，在表达方式上也显得比较直接和主动；在性

爱方面，她有性经历，性态度比较“随便”，与你形成了

强大的反差，这可能与她的观念及个性特点有关。在

你们的恋爱过程中，她主动，你被动，她掌控着你们恋

爱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你是被她引领着走到今天这个

地步的。但这也毕竟是你向往追求心甘情愿的。只是

令你始料不及的是后来才知道女友不是“处女”，曾跟

前男友有过性行为。而你与女友的恋爱对你来说是初

恋，你又爱得很投入执着。所以，你感到不对等，似乎

受了委屈。

求：在这次恋爱中，女友处于主动一方，自己也感

觉符合心意，于是便将压抑多年的性渴望释放出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投入的恋爱。既舍不得她

这个人，又不接受她的过去，这种强烈对立的感受使我

痛苦。她使我从顶峰跌入了低谷。

咨：这源于你的过分追求完美。没有缺点和瑕疵

的人是找不到的。作为完美主义者，事事苛求挑剔，在

对待伴侣问题上也是如此。再有，你只想接受她的“感

情”，而不接受她的“历史”；不接受她的“历史”，也就

意味着失去深爱着的钟情的美丽的女孩。你面临选择

的艰难和痛苦。但她的“感情”和“历史”是融为一体

无法分开的。你选择接受她的“感情”，就必须接受她

的“历史”；你介意她的“历史”，也就意味着必须承受

忍痛割爱。在前者和后者之间，看你内心更在乎什么，

更想要的是什么。

求：我内心更在乎她的“历史”，她不是“处女”。

所以我选择了分手。现在虽然已和女友分手，但恶心

肮脏的感觉依然存在。

咨：其实，性行为本身不存在肮脏的问题，是你赋

予了它肮脏的含义。

求：我感觉到身体上的肮脏通过洗涤的方式可以

洗掉，而心理上的肮脏却是无法洗掉的，这让我感到困

惑苦恼。

咨：你的女友的前男友是怎样的一个人？

求：听女友说，他很有钱，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生活

在花天酒地里。

咨：有钱代表有身份有地位，意即他很强大。你在

潜意识中把他当作了强有力的对手与之抗衡。在相互

比较中感到不如他，于是自惭形秽。你认为女友将其

前男友的“污物”带给了你，令你感到恶心肮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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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你内心对他的排斥、否定和厌恶。你还将他

出入娱乐场所及生活的花天酒地 ＝性的不检点、性的
不洁＝阴茎不干净、精液不干净 ＝女友的阴道不干净
＝自己受污染等同起来，这其中包含有你对女友的前
男友的一系列错误的主观推演（不合理的认知），使你

在“病”的苦海中挣扎。同时，面对女友的前男友的身

份和地位，又表现出强烈的自卑。一是金钱的劣势，二

是性自卑（曾经感受到阴茎小于其他人，觉得这方面不

强）。使你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中。你感到女友的阴

道内永远残留着前男友的污渍，只是一个表面场景，实

质上是你与女友的前男友的较量和对抗无法完结，你

还没有走出他的阴影。

求：让我感到最苦恼的是脑子里反复出现女性生

殖器的特写，挥不去，抹不掉。

咨：这是一种强迫和反强迫，当你拼命想压制它

时，正是它作用最强时。由于你将所怕的东西（害怕最

爱女人最隐私的部位被别人占有）放大了，又当作唯一

的，且念念不忘，所以脑子里便反复出现女性生殖器的

特写，挥不去，抹不掉。如果你将所怕的东西还原成本

真的样子，你就会感到它其实只是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原来害怕的东西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强迫症状也会随

之减轻或消失。

求：通过您的分析，我明白了女友与前男友、女友

与我发生性关系本身并不存在肮脏的问题，是我人为

赋予了它肮脏的含义，进行荒谬的推理，却又认为自己

是对的，我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启发引导求助者积极思考自我探索，找出其存在

的不合理信念，不失时机地对其不合理信念进行质疑

和挑战，以合理信念取而代之，进而减少内心矛盾与冲

突，舒缓情绪，降低心理痛苦水平。

２．３　结束巩固阶段
第九次至第十次会谈。

通过之前的会谈，求助者的情绪舒缓了许多，“病

感”也减轻了许多。其在反馈材料中写到：自己从小到

大成长顺利，没想到感情的大起大落，爱与愁的交织，

使“病魔”缠身，身陷苦海难以摆脱。事事追求完美，

在伴侣问题上亦是如此。要求女友在外表、相貌、贞

洁、工作、家庭等方面都很完美，当发现她的不完美时

（与前男友有性行为），内心无法承受。自己是一个长

期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人，要求对方亦是如此，于是把她

在假设中放到了平等或相同的经历上，当得知她的“历

史”后，心中便有不平等不平衡的感受，因为自己没有

“历史”。自己缺乏竞争的气魄和勇气。当遭遇竞争

对手时，表现出退缩和自卑。不敢靠实力能力征服女

友，而是靠苛求其贞洁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是胆

怯竞争懦弱自卑的表现。通过治疗，我的烦恼痛苦淡

化，脑海里的情景渐渐褪去，恶心肮脏的感觉基本消

失。

咨：其实人与人的较量就是自我的较量，如果你的

自我成长、成熟、强大了，就能平静、坦然、自如地应对

生活中发生的事，也能合理有效恰当地解决所面临的

困境和难题。同时你还需要调整自己的个性，接受现

实中的不完美。这样，你才能远离烦恼痛苦，拥有健康

幸福。

求：感谢您医治好了我的心灵创伤，帮助我获得了

心灵上的新生。

巩固前几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使合理信念得以

强化，以便在咨询结束后能利用学到的心理学知识及

方法应对今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更好地适应现实生

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３　咨询效果评价

３．１　求助者评估
性困惑基本能释然了，脑海里的情景渐渐褪去，恶

心肮脏的感觉基本消失。心情比之前轻松了许多。给

自己的心灵一段时间休整。尝试着考虑恋爱问题。

３．２　咨询师的评估
近期目标基本实现，正朝远期目标努力。

３．３　心理测量ＳＣＬ－９０
总分１４９。与咨询前相比趋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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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阿立哌唑治疗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周怀忠　王　朔△　李　毅　龚传鹏　严　峻　黄卓玮　李轶琛　谢　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２２

【摘　要】目的：研究阿立哌唑治疗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将７９例已婚男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给予阿立哌唑（４０例）和奥氮平（４５例）治疗，于治疗前及８周末检测各组患者血清泌乳素
（ＰＲＬ）水平，同时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ＰＡＮＳＳ）评价临床疗效，简明男性性功能量表评价性功能。结果：治疗８周
末，阿立哌唑组有效率８５０％，奥氮平组有效率８４４％，两组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两组间ＰＡＮＳＳ评分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奥氮平组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及性功能总分均显著低于基线值（Ｐ＜００１），阿立哌唑组性功能各
因子无明显下降；治疗第８周末，奥氮平组的泌乳素（ＰＲＬ）水平明显高于基线时水平，高于阿立哌唑组（Ｐ＜００１）。
结论：阿立哌唑治疗男性精神分裂症疗效与奥氮平相当，对性功能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阿立哌唑；奥氮平；疗效；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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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性 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国外相关研究显

示性功能障碍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一种常见现象，

绝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物会降低患者性功能，但阿立哌

唑对性功能无明显影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现对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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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阿立哌唑治疗，与使用奥氮平

治疗的患者对照观察，了解其临床疗效及对性功能的

影响，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来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入组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
四版（ＤＳＭ—Ⅳ）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阳性与阴性
症状量表（ＰＡＮＳＳ）的总分≥６０分；③年龄２５～４５岁
的已婚男性；④患者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抗精神病药物过敏；②入组前１个
月前规律使用氯氮平治疗，或电痉挛治疗；③夫妻关系
不和谐者。符合标准并完成全程研究者共７８例，根据
用药情况分为阿立哌唑组和奥氮平组。阿立哌唑组

４０例，平均年龄（３５８±７６）岁，病程（１０３±８９）年；
奥氮平组４５例，平均年龄（３５５±７８）岁，病程（１０１
±９０）年。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分组　入组患者分为阿立哌唑组和奥氮
平组。两组患者分别接受阿立哌唑（商品名安律凡，日

本大冢公司生产，口腔崩解片）５～２０ｍｇ
!

ｄ或奥氮平
（商品名再普乐，英国利来公司生产，薄膜衣片）５～
２０ｍｇ／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不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
病药物、心境稳定剂、抗抑郁剂，可酌情短期合并使用

小剂量苯二氮卓类药物。

１２２ 疗效评价　分别于基线及治疗８周末评
定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ＰＡＮＳＳ）评定临床疗效。以
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分率为主要疗效指标：＜３０％为无效，
３０％～４０％为有效，５０％ ～６９％为显效，≥７０％为痊
愈。以有效以上为治疗有效。研究开始前对研究人员

进行量表一致性培训。

１２３ 性功能评价　分别于基线及治疗８周末
采用简明男性性功能量表［１］评定性功能，简明男性性

功能量表分为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及性满意度４个因
子，性功能总分为４个因子分总和。分值越高表示性
功能水平越好。

１２４ 血清泌乳素（ＰＲＬ）水平检测　在基线时
和治疗８周末测定血清泌乳素（ＰＲＬ）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ｅ３１数据库，病例记录表采用双份录
入，数据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非正
态计量资料采用ｕ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双侧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总体疗效比较

治疗８周末时阿立哌唑组与奥氮平组的有效率
（痊愈＋显效＋有效）分别为８５０％和８４４％，两组比
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两组疗效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有效率

阿立哌唑组（ｎ＝４０） ６ １０ １１ １３ ８５．０％

奥氮平组（ｎ＝４５） ７ ９ １４ １５ ８４．４％

　　Ｐ＞００５

２２　ＰＡＮＳＳ量表各项评分比较
基线时ＰＡＮＳＳ总分、ＰＡＮＳＳ阳性量表分、ＰＡＮＳＳ阴

性性量表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８周末两组
ＰＡＮＳＳ总分及各因子分逐渐下降，治疗８周末与治疗前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一时点两组间ＰＡＮＳＳ
总分及因子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ＰＡＮＳＳ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ＰＡＮＳＳ 治疗前 治疗８周末

阿立哌唑组

（ｎ＝４０）

阳性症状 ２７．２±６．３ １１．３±５．１

阴性症状 ２４．８±５．３ １０．８±４．７

一般精神病理 ５５．７±５．４ ２１．９±６．９

总分 １０３．５±１６．３ ４５．１±１５．３

奥氮平组

（ｎ＝４５）

阳性症状 ２６．８±６．１ １０．７±４．５

阴性症状 ２６．０±４．９ １１．０±５．１

一般精神病理 ５４．９±５．２ ２０．２±７．２

总分 １０４．９±１５．８ ４５．４±１４．９

　　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性功能量表评分的比较
基线时两组间各因子分及总分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第８周末两组间各因子分及总分均有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与基线时比较，奥氮平组各
因子分及总分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阿立哌唑
组各因子分及总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血清泌乳素水平（ＰＲＬ）比较
基线时两组药物组间的泌乳素（ＰＲＬ）水平相似

（Ｐ＞００５）；８周末，奥氮平组的泌乳素水平明显高于
阿立哌唑组（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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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量表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因子 基线时 第８周末

阿立哌唑组

性欲 ７．６±０．５ ７．５±０．４

性唤起 ２２．６±１．５ ２２．８±１．４

性高潮 ２４．５±１．４ ２４．８±１．７

性满意 ４．０±０．４ ４．１±０．５

总分 ５７．９±４．０ ５７．５±３．９

奥氮平组

性欲 ７．６±０．７ ６．５±０．８

性唤起 ２２．９±１．５ １７．８±１．６

性高潮 ２４．６±１．８ １８．６±１．３

性满意 ４．１±０．５ ２．９±０．７

总分 ５８．５±３．９ ５０．２±４．５

　　治疗８周末与基线时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两组泌乳素水平比较（珋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基线时 治疗８周末

阿立哌唑组 １１．２±４．２ １０．５±４．５

奥氮平组 １０．８±３．９ ２７．２±５．５

　　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多在青春期至３０岁之间，终生
患病率约为３８‰～８４‰，而其中大部分患者存在社会
功能受损和性功能下降［２］。本研究显示，两组ＰＡＮＳＳ总
分及各因子分治疗８周后均显著改善，两组间比较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说明阿立哌唑与奥氮平均能改善阳性症
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症状，与国外相关研究一

致［３－５］。阿立哌唑是多巴胺系统稳定剂［６］，当多巴胺能传

导低下时，增加其神经传递，改善了其阴性症状、认知障碍

和抑郁症状；而当多巴胺能传导亢进时，降低其神经传递，

改善了阳性症状［７］。其作用特点有Ｄ２受体阻断效应，这
在中脑边缘多巴胺能通路较明显，可发挥抗精神病阳性

症状作用［８］；阻断中脑－皮质多巴胺能通路突触前膜上
的５－ＨＴ２Ａ受体，引起多巴胺能抑制性释放，激动前额皮
质背外侧部突触后膜上的多巴胺Ｄ１受体，加上阿立哌唑
本身也是Ｄ１受体激动剂，故可改善患者阴性症状；阿立哌
唑激动前额皮质背内侧部和眶部突触后膜上的多巴胺Ｄ１
受体，可改善患者的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本研究提示，阿立哌唑组治疗前后的血清泌乳素

水平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同时阿立哌唑对性功能
各因子的影响较小，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９，１０］。

原因可能在于阿立哌唑作为多巴胺系统稳定剂，治疗

精神分裂症时在下调亢进的ＤＡ神经元的同时维持正
常的ＤＡ生理功能，不影响催乳素水平。而泌乳素对
性欲有重要影响，有研究报道泌乳素通过抑制下丘脑

一垂体一性腺轴或抑制睾酮５α还原酶的活性而降低

性欲［１１］。阿立哌唑对泌乳素水平影响较小，所以在有

效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的同时对性功能基本没有

影响。对患者泌乳素水平影响小是阿立哌唑在抗精神

病药物中的独特优越性之一，因此可用做年轻的、有性

需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的一线用药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能有效缓解精神分裂症的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及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对性功能无明

显影响。但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较短且没有设

置正常对照组，阿立哌唑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切的

疗效和对性功能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及长

期随访观察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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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老年人性健康研究

王大光 徐佳丽 郭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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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在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性医学工作者应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技术支持。方法：通过对老年
人的性生理及性心理分析，找出老年人的性症结所在，正确引导、辩证施治。结果：通过临床实践证明疗效是显著的。

结论：老年人有正常的、规律的、适度的性生活对老年人的健康乃至延年益寿都是有益的。

【关键词】老年人的性生理；性心理；老年人的性生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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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人口的医
疗保健问题日渐突出，其中老年人的性问题也受到医

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同时社会在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在不断提高，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老年群体自身的

重视。但由于性医学知识的缺乏，使许多老年人在性

问题方面存在着许多误区，这就要求我们医学工作者

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技术支持。

１　老年人的性生理

１．１　老年女性性生理
女性进入更年期，排卵和月经逐渐停止，体内性激

素水平下降，卵巢功能也随之减退，性欲一般不如年轻

时旺盛，但仍有性生活的生理需求。绝经的老年妇女，

雌激素分泌衰减，以致阴道分泌物减少，阴道黏膜变

薄，皱襞消失，弹性差；入口变小，干涩，阴茎插入困难，

性交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性交痛。

１．２　老年男性性生理
男性进入更年期后，睾丸逐渐发生退行性萎缩，生

精小管的固有膜和基底膜增厚，生精上皮变薄，生精小

管直径变小，管腔闭塞，睾丸萎缩常伴有血液供应减

少。男性附属性器官也发生一系列退行性萎缩，致使

老年男子射精量、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活动率减

少，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的睾酮减少。另外，阴茎海绵体

小梁发生纤维性变并萎缩，动、静脉逐渐硬化，阴茎勃

起速度减慢，性高潮期缩短，不应期延长，加之年老体

衰，活力下降，阴茎及盆底肌肉收缩无力，这些都是造

成老年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

性能力的终止和丧失，据相关资料报道：６０～６９岁的
老年男子中，有性要求者占７３６３％，都不同程度地保
持着性生活的活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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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老年人的性心理

２．１　老年女性性心理
中国女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把性看成是见不得人

的事，极力回避性话题，更不会主动谈论和学习性知识，

把自己禁锢起来。夫妻性生活中，女方往往处于被动地

位，平日里只是履行作妻子的义务，很少关心自己的感

受。如今年龄大了，更是视性生活为不正经的事，久而

久之，长时期的性压抑，很少得到性满足和性快感。到

了更年期后，这种恶性循环会更加严重，最后从压抑发

展到厌烦，甚至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另外夫妻感情不

和、爱情不专、性欲和性配合不协调或自身有基础疾病

等也是使她们放弃性权利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中国人

有一半以上在五十多岁便完全中止了夫妻生活。

２．２　老年男性性心理
男性进入老年期后，脏腑功能明显衰退，多对生活

信心不足，情绪低落，常有“万事皆休”的感慨，对任何

事都提不起兴趣，性能力也随之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多表现为性功能减退。生理衰退是原因之一，心理障

碍也占较大比例，还有错误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一滴

精，十滴血”、“纵欲伤身”等，认为精液十分宝贵，不能

随便外泄。更有甚者，同房时强忍不射精，时间长了，

盆腔由于长时间充血，引发了生殖道的炎症及腰痛等

并发症。另外禁欲保精的错误做法，时间久了，性紧张

度很快会消失，甚至丧失性反应，不利于老年夫妇的恩

爱和谐和身体健康。

３　老年性生活指导

３．１　关于性心理疏导
针对老年人的性生理状况及心理问题进行详细的

体检和问询，针对病因进行正确的治疗和疏导，体检和

咨询在单间进行，咨询中医务人员要耐心细致，禁忌说

教的方式，要以朋友谈心的方式开始，诱导其畅所欲

言，谈过去、谈现在、谈儿女、谈夫妻感情，最后转到过

去和现在的房事，从中找到心理症结所在。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老人明白生理问题一般好

克服，比如补充性激素、外用润滑剂等方法。所以对于

老年性生理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心理障碍才

是问题的关键，首先要肯定老年性生活对身心健康是

有益的，适当的性生活可以刺激性激素的分泌，使妇女

的皮肤柔嫩润滑，男性精神焕发。性爱还可以使体内

β－内啡肽的分泌增加，巨噬细胞和抗干扰素的活力
增强，能防止和减少男性前列腺癌、女性乳腺癌的发

生，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自信心和生命活力。总之适

当的性生活能起到稳定情绪、增进夫妻感情、减少疾

病、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对有陈旧观念的老人，应告知人皆有性，从小到

老，从生到死，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性生活是伴随

夫妻一生一世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只要性功能具

备性活动的能力，这种本能就会持续终生，所以老年人

的性要求是正常的，是不足为耻的。

欲不可纵，但节欲不等于禁欲。据专家统计，身体

健康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平均每月需要性生活的次

数为：５０～５４岁，４次；５５～６４岁，３次；６５～７４岁，２
次；７５～７９岁，１次。在此平均值范围内的性生活次
数，都是正常的。

３．２　老年人在性问题上应注意的问题
端正性生活的态度，不强求，不压抑，不有意中断，

老年夫妻不宜长期分床，经常保持身体接触，如亲吻、

拥抱、爱抚等，这是性爱中很重要的部分。性生活只有

建立在夫妻相亲相爱的基础上，让它在相互爱抚中自

然地发生，性生活就有可能以各种形式保持下去。老

年夫妻的性乐趣较少依赖于强烈的性高潮，更多地来

自拥抱、接吻、抚摸等接触欲和类性交活动来满足性

欲，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欢乐和生理上的满足。

老年人的性生活有它的特点：男女的性兴奋的唤

起过程中，一般是女性迟于男性，但到了老年，男性勃

起反应速度比较慢，因此事前的准备时间长，其性兴奋

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妻子在性生活中采取主动。要有

耐心，慢慢来，不成功也不要气馁，必要时求助于医生，

老年女性阴道干燥的可使用些润滑剂。频次因人而

异，以事后无不适为宜，一个月一次或数月一次均可，

但要保持，不要中断。

适合老年人性交体位：女上男下位、侧卧位、女平

卧男站位等，这几种体位避免了老年男性的体力不支，

同时也使老妻免受来自丈夫身体的沉重压力，既省力

又容易，深受老年夫妻的推崇。

其他疾病的影响：有些老年人患有许多基础疾病，

比如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老人们担心性生活中

会发生意外。老人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鼓励老年人

积极治疗基础疾病，急性期应禁止性生活，稳定后，可

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恢复性生活，性生活时要避免激

动，动作轻缓，以免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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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性健康行为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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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性健康状况（性观念、性知识、性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流行
病学定量和社会学定性调查，为改善未婚青少年性健康服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小组访谈和个人深入访

谈的方法，了解未婚流动人口对性与生殖健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结果：显示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的性道德观向更加开

放和宽容转变，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和多元特征，较城市居民更容易产生一些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结论：加强对未婚青少年

流动人口的性道德观的教育，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性和生殖健康信息及服务，能够有效地改善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状况。

【关键词】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性和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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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ｔｈｅ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我国流动人口总数为１４４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１１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吸引了
３０００多万流动人口在粤务工经商，成为全国第一流动
人口大省。流动人口中未婚青少年（１０～２４岁）占相
当比例，其中１５～２４岁者约占４９５％［１］。在城市新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受

到冲击，其婚恋观、性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较城市居民

更容易产生一些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

省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性健康状况（性观念、性知识、

性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流行病学定量和社会学定性

调查，得到了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为改善未婚青少年

性健康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访谈对象１８～２４岁男女青少年各１０００名，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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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 ３０％，农村人口占 ７０％。未婚男士平均年龄
２０９岁，未婚女性平均年龄 ２１０岁。职业有人力资
源部领导、部门经理、领班、工厂工人、建筑工地工人、

装修工人、家政服务人员、个体户、招待所服务员、发廊

工作人员等。其中再抽取１８～２４岁男女青少年各２０
名进行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就一些涉及到隐私的性健

康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进行深入询问。共组织

２０个小组访谈，涉及对象１００人。
１２　研究内容和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小组访谈和个人深入访谈的方法。

在调查点抽取１８～２４岁男女青少年各１０００名，采用
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总共发出２０００份问卷，回收有
效表格１８９０份。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了未婚流动人
口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情况、性行为状况、性满意度

情况、性生活频率，以及使用避孕药具、生殖健康等方

面的内容。

１３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完全随机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将问卷

统一编码，用 ＦｏｘＰｒｏ６０建立数据库输入数据，再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定量调查一般人口学资料
有效问卷１８９０份，其中未婚男性问卷９３０份，未

婚女性９６０份。城镇人口占３０％，农村人口占７０％。
未婚男士平均年龄２０９岁，未婚女性平均年龄２１０
岁。各组流动人口文化程度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９０名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百分比（％）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以上

未婚男 ０ ４．９９ １０．１０ ４８．３２ ３６．５９

未婚女 １．３３ １．３３ ２２．４７ ３３．６７ ４１．２５

２２　未婚流动人口性观念
２．２．１　对开始性生活的年龄的看法　６０％以上的

未婚青少年认为２０岁以后才可以开始性生活，其中女
性持此观点的比例高于男性，达到８６％。有３８０９％的
男性认为１５～２０岁可以开始性生活。见表２。

表２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性生活开始年龄的看法（％）

小于１５岁 １５～２０岁 ２０～２５岁 ２５岁以上

未婚男 ０ ３８．０９ ５２．３８ ９．５０

未婚女 ３．９０ ９．０９ ６７．５３ １９．４８

　　２．２．２　对“一夜情”的态度　男性对“一夜情”的
态度，３３３３％赞成，３３３３％持无所谓的态度。女性绝
大多数不赞成“一夜情”，占 ８４６２％，“赞成”的比例
（７６９％）明显低于男生。见表３。

表３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一夜情”的态度（％）

无所谓 赞成 不赞成

未婚男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未婚女 ７．６９ ７．６９ ８４．６２

２．２．３　对社会上存在“性服务”和“性消费”的看
法　男性中约４５２４％的调查对象对社会上存在的性
服务与性消费现象持“无所谓”态度，认为合理的占

２１４３％，是进步的表现占１１９０％，只有２１４３％认为
这种现象丑陋。女生中认为“丑陋”的比例（７２３１％）
明显高于男生（２１４３％）。见表４。

表４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性服务”和“性消费”的看法（％）

无所谓 进步的表现 合理 丑陋

未婚男 ４５．２４ １１．９０ ２１．４３ ２１．４３

未婚女 １２．０ １０．７７ １８．４６ ７２．３１

２３　流动青少年性行为观
２．３．１　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条件　当被问及男

女之间在何种情况下可发生性行为时，男性中４０４８％
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相爱，不管以后婚否”，３３３３％回
答“如果自愿，不管是否相爱”，只有１６６７％认为“只能
在结婚后发生”。女性中３４１８％的调查对象认为“如
果相爱，不管以后婚否”，１１３９％回答“如果自愿，不管
是否相爱”，超过一半的女性认为“只要以后可以结婚”

或“只能在结婚后发生”。见表５。

表５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何种情况下可发生性行为”的看法

如果相爱不

管以后婚否

如果自愿不

管是否相爱

只要以后

可以结婚

只能在

结婚后发生

未婚男 ４０．４８ ３３．３３ ９．５２ １６．６７

未婚女 ３４．１８ １１．３９ ２７．８５ ２５．８２

２．３．２　婚前性行为情况　三分之二以上的未婚
青年都有婚前性行为，其中未婚女性５１％有婚前性行
为，８％有多性伴侣，未婚男性的７２％有婚前性行为，
１３６％有多性伴侣。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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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流动人口婚前性行为情况（％）

人群 有婚前性行为 有多性伴侣

未婚女性 ５１．００ ８．００

未婚男性 ７２．０ １３．６４

其中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男性最早是１５岁，女
性最早是１６岁，小于２０岁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比例在
男性是３６％，在女性是２８％。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
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增加。

２４　对避孕、人工流产和性传播疾病的知识、态
度和行为

２．４．１　对性行为的后果的调查　大多数调查对
象（超过６０％）知道性交的后果导致怀孕，但只有很少
数（１０％左右）的调查对象知道性交还可能带来性病，
还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回答不知道。可见，未婚流

动人口对经性传播疾病的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未婚

流动人口是经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人群。见表７。

表７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性行为后果的看法

导致怀孕 导致性病 不知道 导致怀孕，性病

未婚男 ７５．６１ ４．８８ １２．２ ７．３２

未婚女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７ １２．０ １７．３３

２．４．２　对性病患病原因的认识　在未婚女性中，
４５５％的认为性病患病原因是滥交，３１２％的认为是
由于防护不当。对于未婚男性，３８％的男性认为性病
患病原因是因为滥交，３０９％认为是由于防护不当。
在两组中，认为性病患病原因是由于防护不当的比例

均较认为是由于滥交的比例要低。见表８。

表８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性病患病原因的看法，

人群 滥交 防护不当

未婚女性 ４５．５ ３１．２

未婚男性 ３８．１ ３０．９

２．４．３　对于紧急避孕　男女性都只有不到５０％
的调查对象了解紧急避孕，不太清楚的比例占３０％左
右，约２０％左右病人表示不了解紧急避孕。见表９。

表９ 未婚流动青少年对紧急避孕的看法

了解 不了解 不太清楚

未婚男 ４８．８ １９．９ ３１．７

未婚女 ４９．３ ２１．９ ２８．８

　　２．４．４　使用避孕套情况　未婚女性使用过避孕
套的占５３２％，３６４％从未使用过避孕套；未婚男性
使用过避孕套的占７３８％，有２３８％的男性从未使用
过避孕套。见表１０。

表１０ 未婚流动青少年避孕套的使用

人群 使用避孕套 从未使用避孕套

未婚女性 ５３．２ ３６．４

未婚男性 ７３．８ ２３．８

３　讨　　论

３１　广东省是一个流动人口大省，三千万的流动
人口给我们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既往计划生育部门的

工作重点放在已婚育龄妇女，未婚流动人口的管理成了

盲区，造成未婚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状况堪忧，部分地

区梅毒与艾滋病抬头，向政府和管理部门提起警告。有

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流动未婚女青年面临许多与性有

关的健康问题，如无防护性行为、意外妊娠、生殖道感

染、艾滋病感染等［２－６］。而流动人口被认为是 ＡＩＤＳ／
ＳＴＩＳ发生的脆弱人群。此外，相当多的流动人口把人工
流产作为终止非意愿妊娠的主要措施［７］。未婚青少年

流动人口作为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特殊人群，其性健康

服务需求问题往往被社会忽视或回避，但是国外大量研

究和实践表明，给青少年提供有效的性和生殖健康信息

及服务，能够有效改善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状况［８］。

３２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未婚青少年

流动人口的性道德观向更加开放和宽容转变，例如，男

性中４０４８％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相爱，不管以后婚
否”，３３３３％回答“如果自愿，不管是否相爱”，女性中
３４１８％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相爱，不管以后婚否”，
１１３９％回答“如果自愿，不管是否相爱”，等等。这说明
他们在对待非婚内性行为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和多

元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学生没有受到系统的性道

德教育和指导。调查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了加强未婚流

动人口性道德教育的重大社会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对

未婚流动人口，引导他们健康的性道德观念非常重要。

３３ 干预措施的建议：（１）加强对未婚流动人口
的关注，提供避节育服务。目前，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完

善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但是服务对象主要为育龄妇

女，对未婚流动人口的服务基本没有。因此，建议加强

对未婚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关注，利用计生服务网络

（下转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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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认知和归因初探

吴婕瑜 纪文芳 郑丽霞 江剑平△

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目的：包养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认知，探
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便为包养现象研究工作提供依据，为在大学中开展相关教育提供参考。方法：本课题通过无

记名方式问卷调查了不同性别、专业、地区（城市和农村）的４４０名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认知，并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结果：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待包养现象的态度是自己不放纵，并对他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宽容。对于包养

现象，有３０．７％的大学生持谴责和排斥的态度，但大部分学生对此持比较宽容态度；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被包养的超过
７６％，女生明显多于男生。对于包养现象的归因结构分析表明，大学生认为包养现象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等三个方面的
综合因素造成的，其中个人为主要因素。结论：鉴于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故应通过适当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正确引导大

学生对包养问题的态度及看法，并通过加强性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情观，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包养现象；大学生；认知；归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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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ｌ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ｏ４４０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ａｒｅａ（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ｇｒｏｕｐ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ｄｕｌｇ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ｂｕｔ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ｈａｖｅａｓｕｇａｒｄａｄｄｙｏｒｓｕｇａｒｍｕｍｍｙ．Ｏｎｌｙ３０．７％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ａｎｄ
ｒｅｐｅｌｌ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ａ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ｕｌｄｈｏｌｄａ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ｉ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７６％ ｏ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ｄｅｉｔ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ｃｕｒｅａｓｕｇａｒｄａｄｄｙｏｒｓｕｇａｒｍｕｍｍ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ｍａｒｋ
ａｂ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ｏｒ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ｂｏｔｈｂｙ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ａ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ｓｕｇａｒｄａｄ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ｍｕｍｍｉ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ｅｄｔｏｆｏ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ｖａｌｕ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ｎｄｌｏｖ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ｇａｒｄａｄｄｙ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ｍｕｍｍ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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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当前大学生性道德观念日趋自
由和开放，但性责任感和义务感相对淡薄，性道德对性

行为的规范作用逐渐减弱。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被包养

的新闻屡屡曝光，这个敏感且能折射出许多社会阴暗

面的问题引起我们的重视。于惠淑从经济角度分析了

包养现象，认为包养实质上是一种交易，尤其是包养网

的出现，使这个交易堂而皇之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中［１］。不久前，某位院士候选人，被发妻揭出用科研经

费包情妇、养私生女的丑闻［２］。这些现象对个人和社

会均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仅不利于家庭幸福和婚姻和

谐，而且严重冲击着社会基本的道德底线。

大学生处于性生理发育的青春后期和性心理发展

的恋爱期，他们的性生理和性心理发育趋于成熟，但社

会性成熟仍在发展之中。因而，大学生面临着恋爱、婚

姻和家庭带来的挑战［３］。与此同时，大学生是国家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具有较高知识文化素养，对包

养现象的认知及归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当今以及

以后一段时间对待包养现象的态度。虽然我国对包养

现象的关注不断升温，但研究大学生包养问题的却较

少。本课题通过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调查在校大学

生，对包养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针对产生的原因提出

相应的对策，以期减少这种丑恶现象的出现，为大学生

的健康发展与成才尽一分力。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在全校范围内随机问卷调查了４５３名大学生，有

效问卷４４０份，有效率为９７１％。其中男生１４９人，女
生２９１；文科２０２人，理工科２１３人，其他２５人；大一
２４７人，大二９１人，大三８７人，大四 １３人，研究生 ２
人；城市１８５人，农村２５３人，港澳台以及海外２人。
１２　方　法
进行无记名调查，当场填写，当场交卷，并保证对

调查者信息绝对保密，力求问卷真实可靠。调查结束，

有效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进
行统计分析，采用ｚ检验进行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了解情况
有一半的大学生关注过关于包养话题。５４４％的

大学生听说过学校有出现大学生被包养现象，但是

８３５％的大学生认为这种现象不多，其中女生持这种
观点的比例明显多于男生。

表１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预期 ｎ（％）

　　　项目 合计 男生 女生 Ｐ１ 农村 城市 Ｐ２ 文科 理工科 Ｐ３

将会逐渐消失 ４９（１１．１） ２０（１３．４） ２９（１０．０） ２８（１１．１） ２１（１１．４） ２２（１０．９） ２７（１２．７）

将会越演越烈 ２８５（６４．８） ９８（６５．８） １８７（６４．３） １７３（６８．４） １０９（５８．９）  １２７（６２．９） １４１（６６．２）

将维持现状不变 １８（４．１） １１（７．４） ７（２．４）  ４（１．６） １４（７．６）  ４（２．０） １４（６．６） 

包养变得无所谓 ７２（１６．４） １８（１２．１） ５４（１８．６）  ４０（１５．８） ３２（１７．３） ３９（１９．３） ２４（１１．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Ｐ１：男生与女生的比较；Ｐ２：城市与农村的比较；Ｐ３：文科与理工科的比较。下同。

　　表１显示，在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预期中，６４８％
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被包养现象将越演越烈。值得注

意的是，１６４％的大学生认为社会逐渐开放包养变得
无所谓，女生持此观点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Ｐ＜
０００１），文科生高于理工科生（Ｐ＜００１）。

２２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态度

表２显示，７６４％的大学生表示绝对不会被包
养，７５５％的大学生表示绝对不会包养别人。由此
可见，大学生在自己涉及包养与被包养的问题上，态

度比较坚决，严守道德底线。对于被包养现象，有

３０７％的大学生对这种现象持谴责并排斥的态度，
３５５％的大学生对这种现象持中立态度，２７０％的
大学生表示可以接受但自己不会被包养，持此观点

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Ｐ＜００１）。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被包养现象的态度是：自己绝

对不会被包养，至于其他人是否被包养，自己不会反

对或干涉。对于被包养大学生，大学生可以接受的

比例略高于不能接受的比例，有５３９％的大学生认
为不应干涉他们的人生自由，女生持此观点的比例

明显高于男生（Ｐ＜０００１），表明女生对他人的选择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８７　　　·

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宽容；有４０５％的大学生认
为价值观、人生观已扭曲，其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持此

观点的比例高于城市学生（Ｐ＜００１），由此看出农村
学生相对比较保守。

表２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态度 ｎ（％）

项目 合计 男生 女生 Ｐ１ 农村 城市 Ｐ２ 文科 理工科 Ｐ３

Ａ可以接受，可能被包养 １３（３．０） ７（４．７） ６（２．１）  ７（２．８） ６（３．２） ４（２．０） ８（３．８）

　可以接受，不会被包养 １１９（２７．０） ３４（２２．８） ８（２９．２）  ６４（２５．３） ５３（２８．６） ５７（２８．２） ５５（２５．８）

　不接受也不反对 １５６（３５．５） ６０（４０．３） ９６（３３．０）  ８７（３４．４） ６９（３７．３） ６６（３２．７） ７９（３７．１）

　谴责并排斥 １３５（３０．７） ４１（２７．５） ９３（３２．０） ８４（３３．２） ５１（２７．６） ７２（３５．６） ５７（２６．８） 

　其他 １２（２．７） ４（２．７） ８（２．７） ７（２．８） ５（２．７） ３（１．５） ８（３．８） 

Ｂ独立自主有个性 １（０．２） １（０．７） 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５）

　一种“创业就业”方式 ２４（５．５） １６（１０．７） ８（２．７）  ９（３．６） １４（７．６）  １２（５．９） １１（５．２）

　不应干涉人生自由 ２３７（５３．９） ６８（４５．６） １６９（５８．１） １３０（５１．４） １０７（５７．８） １０５（５２．０） １１８（５５．４）

　人生观、价值观被扭曲 １７８（４０．５） ６４（４３．０） １１４（３９．２） １１３（４４．７） ６４（３４．６）  ８５（４２．１） ８３（３９．０）

Ｃ会，挺好 ７（１．６） ６（４．０） １（０．３）  ４（１．６） ３（１．６） １（０．５） ５（２．３） 

　可能会，视情况而定 ５１（１１．６） ２０（１３．４） ３１（１０．７） ２０（７．９） ３０（１６．２） ２０（１０．０） ３０（１４．１） 

　绝对不会 ３３６（７６．４） １０２（６８．５） ２３４（８０．４） １９７（７７．９） １３８（７４．６） １６０（７９．２） １５５（７２．８）

Ｄ会 １２（２．７） ７（４．７） ５（１．７）  ４（１．６） ７（３．８）  １（０．５） １０（４．７） 

　可能会 ９０（２０．５） ５１（３４．２） ３９（１３．４）  ４７（１８．６） ４３（２３．２） ３（１．５） ５２（２４．４） 

　绝对不会 ３３２（７５．５） ８８（５９．１） ２４４（８３．８） １９５（７７．１） １３５（７３．０） １６４（８１．２） １４６（６８．５） 

　　注：Ａ：如何看待包养现象；Ｂ：如何看待被包养大学生；Ｃ：有机会会选择被包养吗；Ｄ：假如有能力是否包养他人

　　大学生认为包养现象对个人、学校和社会的负面
影响见表３。从表３可见，大学生认为包养现象对个
人、学校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在性别、专业上存在显著

差异。在包养现象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中，女生持

“不利于个人声誉和发展前途”、“不利于以后的家庭

生活婚姻幸福”、“不利于现在的生活和家庭关系”和

“对自己的心理和思想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观点的比

例明显高于男生（Ｐ＜０００１），文科生持“不利于个
人声誉和发展前途”观点的比例明显高于理科生（Ｐ
＜０００１），持“不利于以后的家庭婚姻幸福”观点的
比例高于理科生（Ｐ＜００１）。在包养现象对学校、社
会的负面影响中，女生持“有损学校良好风气和学校

形象”和“人际关系凌乱及社会道德水平降低”的观

点高于男生（Ｐ＜００１），文科生认为影响夫妻和谐增
加离婚率的比例明显高于理科生（Ｐ＜０００１），文科
生持“有损学校良好风气和学校形象”、“严重影响社

会风气”观点的比例高于理科生（Ｐ＜００１）。以上说
明了女生和文科生受传统道德影响较深，看重个人

声誉及以后的婚姻及家庭生活，这可能与他们的性

别特征、所接受的学科教育和平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有关。

２３ 大学生被包养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大学生被包养现象的归因分析见表４。大学生被
包养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个人原因是大学生被

包养的最主要原因，占４７７％；其后是社会原因和家
庭原因，二者比重相差不大。认为社会原因造成的女

生比例低于男生（Ｐ＜００１），认为家庭原因造成的女
生比例则明显高于男生（Ｐ＜０００１），说明男生较容易
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而女生更容易受家庭因素制约；

另外持家庭原因的文科生比例高于理科生（Ｐ＜
００１）。个人原因中，大学生认为主要有为求摆脱贫困
追求物质生活、个人贪慕虚荣攀比从众心理；社会原因

中，大学生认为主要有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抵制不了诱

惑、社会被包养现象普遍严重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家庭

原因中，大学生认为主要有家庭难以支付大学费用被

迫被包养、父母缺乏对孩子的关爱沟通和教育。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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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归因中可以看出，现代大学生缺乏来自家庭、学校和

社会对其“思想道德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偏重物质

利益，价值目标趋向短期化。此外，高昂的学费与不完

善的助学体系也是该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学校原因

不是大学生认为的主要原因，但学校原因中的“缺乏思

想道德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容小觑［４］。

表３ 包养现象的负面影响 ｎ（％）

项目 合计 男生 女生 Ｐ１ 农村 城市 Ｐ２ 文科 理工科 Ｐ３

Ａ不利于个人声誉和发展 ３３８（７６．８）１００（６７．１）２３８（８１．８）１９５（７７．１）１４１（７６．２） １６９（８３．７）１４６（６８．５）

　不利于以后的家庭婚姻幸福 ３２７（７４．３）９９（６６．４）２２８（７８．４）１８１（７１．５）１４５（７８．４） １６１（７９．７）１４４（６７．６） 

　降低大学生奋斗动力 ３０６（６９．５）９６（６４．４）２１０（７２．２）  １７９（７０．８）１２５（６７．６） １４４（７１．３）１３８（６４．８）

　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 ３５２（８０．０）１１０（７３．８）２４２（８３．２）  ２０８（８２．２）１４２（７６．８） １６９（８３．７）１６４（７７．０）

　不利于现在的生活和家庭关系 ２２２（５０．５）６４（４３．０）１５８（５４．３）１２９（５１．０）９２（４９．７） １０１（５０．０）１０２（４７．９）

　对自己的心理和思想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２９８（６７．７）８７（５８．４）２１１（７２．５）１７５（６９．２）１２２（６５．９） １４１（６９．８）１４６（６８．５）

　其他 ５（１．１） ２（１．３） ３（１．０） ３（１．２） ２（１．１） ２（１．０） ２（０．９）

Ｂ有损学校良好风气和学校形象 ３１０（７０．５）９６（６４．４）２１４（７３．５）  １８９（７４．７）１２０（６４．９）  １５５（７６．７）１３４（６２．９） 

　对其他学生的价值 观、人生观产生影响 ３２０（７２．７）１０２（６８．５）２１８（７４．９） １９５（７７．１）１２３（６６．５）  １５７（７７．７）１４９（７０．０）

　严重影响社会风气 ３１６（７１．８）１０１（６７．８）２１５（７３．９） １８８（７４．３）１２６（６８．１） １５７（７７．７）１４０（６５．７） 

　影响夫妻和谐，增加离婚率 ２４５（５５．７）７９（５３．０）１６６（５７．０） １３９（５４．９）１０５（５６．８） １２７（６２．９）９９（４６．５）

　人际关系混乱，社会道德水平降低 ３０３（６８．９）９２（６１．７）２１１（７２．５）  １７２（６８．０）１３０（７０．３） １４４（７１．３）１４１（６６．２）

　其他 １２（２．７） ５（３．４） ７（２．４） ６（２．４） ６（３．２） ５（２．５） ５（２．３）

　　注：Ａ：对大学生个人的负面影响；Ｂ：对学校、社会的负面影响。

表４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归因 ｎ（％）

　项目 合计 男生 女生 Ｐ１ 农村 城市 Ｐ２ 文科 理工科 Ｐ３

个人原因 ２１０（４７．７） ６７（４５．０） １４３（４９．１） １１８（４６．６） ９２（４９．７） １０５（５２．０） ９６（４５．１）

家庭原因 １４１（３２．０） ３７（２４．８） １０４（３５．７）  ７２（２８．５） ６８（３６．８）  ７５（３７．１） ５７（２６．８） 

学校原因 １８（４．１） ５（３．４） １３（４．５） ９（３．６） ９（４．９） ９（４．５） ８（３．８）

社会原因 １７４（３９．５） ６９（４６．３） １０５（３６．１）  １０３（４０．７） ６９（３７．３） ７８（３８．６） ８３（３９．０）

其他 ７（１．６） ４（２．７） ３（１．０） ３（１．２） ４（２．２） １（０．５） ６（２．８） 

　　２４ 应对大学生被包养现象的措施

大学生对被包养现象应对措施的认知见表 ５。

８００％的大学生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现象。

７９１％的大学生认为要利用家庭教育，其中女生持这

种观点的明显高于男生（Ｐ＜０００１）；７０９％的大学生

认为学校要加强教育，女生比例更高，而认为加强立法

的只占４成，说明大家认为以引导教育为主，强制立法

不是解决的有效办法；４２５％的大学生认为可以通过

身边朋友的劝阻，女生持此观点的明显高于男生（Ｐ＜

０００１），文科生持此观点的明显高于理科生（Ｐ＜

０００１）。５３４％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应该插手学生私生

活。以上说明了对于包养现象，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

采取措施来遏制，其中家庭和学校为主要途径，以引导

教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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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大学生对应对措施的认知　ｎ（％）

项目 合计 男生 女生 Ｐ１ 农村 城市 Ｐ２ 文科 理工科 Ｐ３

Ａ应该 ３５（８０．０） １１５（７７．２） ２３７（８１．４） ２１１（８３．４） １３８（７４．６） １６７（８２．７） １６５（７７．５）

无所谓 ７５（１７．０） ２７（１８．１） ４８（１６．５） ３３（１３．０） ４１（２２．２）  ３３（１６．３） ３６（１６．９）

不需要 ９（２．０） ５（３．４） ４（１．４） ５（２．０） ４（２．２） １（０．５） ７（３．３） 

Ｂ加强立法 １８（４１．１） ６１（４０．９） １２０（４１．２） １０９（４３．１） ７１（３８．４） ９６（４７．５） ７５（３５．２） 

学校加强教育 ３１（７０．９） ９８（６５．８） ２１４（７３．５）  １７７（７０．０） １３３（７１．９） １５２（７５．２） １４３（６７．１）

身边朋友的劝阻 １８（４２．５） ５１（３４．２） １３６（４６．７）  １０５（４１．５） ８１（４３．８） １０２（５０．５） ７３（３４．３） 

家庭的教育 ３４（７９．１） １０５（７０．５） ２４３（８３．５）  １９６（７７．５） １５０（８１．１） １７２（８５．１） １５６（７３．２） 

其他 ２２（５．０） ５（３．４） １７（５．８）  １０（４．０） １２（６．５） ８（４．０） １２（５．６）

Ｃ不应该 １０６（２４．１） ４０（２６．８） ６６（２２．７） ６０（２３．７） ４６（２４．９） ４９（２４．３） ５２（２４．４）

应该 ２３５（５３．４） ７８（５２．３） １５７（５４．０） １４４（５６．９） ９０（４８．６） １１２（５５．４） １０９（５１．２）

无所谓 ８７（１９．８） ２５（１６．８） ６２（２１．３）  ４０（１５．８） ４５（２４．３）  ４０（１９．８） ４６（２１．６）

　　注：Ａ：采取措施来防止；Ｂ：采取的措施是；Ｃ学校插手学生的私生活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对被包养现象的态度
总的来说，大学生在自己涉及包养与被包养的问

题上，态度比较坚决，严守道德底线，但对于他人被包

养问题上则较宽容并给予理解。另外，在对包养现象

的预期上，大部分大学生都认为包养现象将越演越烈。

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

更多意味的是现代人对于个人私密性的尊重，人们认

可‘性’是个人的事情，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在包养现象对个人、学校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中，存

在着性别和专业差异，无城乡差异，说明当前大学生的

思维模式和情感态度受性别和专业影响，女大学生和

文科生倾向于向个人声誉和前途，以及家庭夫妻关系

方向考虑影响［５］。

３２　大学生对被包养现象归因的认识
在大学生被包养现象的归因倾向上，大学生都表

现出比较全面的认识，能够从个人、家庭、社会、学校等

多方面分析包养现象的成因。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

生认为包养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个人原因、社会原

因和家庭原因，三者比重相差不大，即表明包养现象的

产生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的。同时在调查过程中存

在着明显的性别、城乡和专业差异，说明大学生对包养

现象的归因与其性别和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联系。

３３　大学生对被包养现象应对措施的认识
大部分学生认为应采取措施阻止大学生被包养这

种现象。在他们认同的措施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这充分体现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尽管

在归因倾向上他们认为学校并不是主要原因。家庭教

育成为教育人的起点与基点，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

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

在母亲的手中。”家庭教育具有其他教育所没有的优

势。而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要关心学生的

知识和智力的增长，也要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还

要照顾学生的身体健康成长。

４　对　　策

由上述结果可知，不同性别、地区和专业的大学生

对大学生被包养问题的认识和归因存在着差异，尤其

是性别。在包养现象的认知上，大学生普遍在自己涉

及包养与被包养问题上严守道德底线，对他人被包养

问题上则较宽容并给予理解。这表明，大学生对待自

己传统不放纵的态度，及对他人的给予一定的理解和

宽容。更进一步表明大学生对待包养的态度，主流上

是健康的、积极的。对包养问题的归因中，包养问题由

多种因素影响着，因此应对措施也应该多管齐下，主要

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为主。ＲｏｂｅｒｔＫｉｗａｎｕｋａ
等人对于发展中国家年轻人中存在的性强迫和性交易

现象，提出政府和社会应该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６］。

目前，性教育仍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大任务，尤

其是性道德教育。家庭和高校课程涉及这部分内容的

不多，或者大多以性生理知识为主。高校应该是主阵

地，家庭教育为其补充和强化，基于大学生生理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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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特点，特色活动与科学教育相结合，开展性道德

教育，促进校园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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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提供避孕节育服务，如在娱乐场所、招待所等

免费提供避孕套等。（２）加强对未婚流动人口生殖
健康教育，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未婚流动人口在

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多数是青春期的

冲动和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造成的，因此，相关部门

或机构应通过外来工子弟学校、大型企业工会等，加

强对未婚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教育，普及性和生殖

健康科学知识。同时，在他们遇到问题时，及时做好

指导和心理辅导。（３）加强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鼓
励未婚流动人口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流动人口社会

交往圈子主要局限于同类人群之中，难以融入当地

的主流文化，因此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受重视的程度

偏低。我们应加强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同时鼓励

未婚流动人口融入当地主流文化，使社区生殖健康

服务，例如健康讲座、健康咨询等惠及到辖区流动人

口。（４）加强社会各部门和机构的合作，提高对流动
人口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水平。做好流动人口生殖

健康教育工作不能仅靠计生或卫生部门，需要各个

职能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参与。建议建立由政府牵

头，多部门和多个机构参与协作的机制共同干预，为

未婚流动人口提供生殖健康宣传教育和咨询指导

等，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加强对生殖健康的

认识，做好自我保护和预防措施，只有这样，未婚青

少年流动人口的性健康才能得到根本保障，生殖健

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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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伦理与法律思考

方德静

乐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摘　要】人工辅助生育子女涉及到的伦理与法律问题颇多，并且存在争议。本文从人工辅助生育子女所涉及的法
律、伦理问题出发，探讨在中国特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应该为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确立一个怎样的伦理原则，

才能使这项技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而探讨如何从法律上规范其子女的权利义务，以期保

障其子女的合法地位。期望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够引起社会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关键词】人工辅助生育子女；伦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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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是指通过人工方式将精液注入
女性体内以取代性交途径使其妊娠；或从女性体内取

出卵子在器皿内培养后加入经技术处理的精子，待卵

子受精后继续培养，到形成早期胚胎时再转移到子宫

内着床、发育成胎儿分娩出的子女。后者由于早期内

是在试管中进行的，因此也被称为试管婴儿。试管婴

儿的诞生，国际国内都面临诸多伦理及法律问题，本文

将通过媒体报道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论述，展开研究，

以期能够就此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１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伦理问题研究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技术是利用现代医学手段代

替人类自然生殖过程中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尽管

目前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在国际国内已经得到大多数社

会公众的认可，但是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并未停歇，主

要面临以下几个伦理难题。

案 例 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０／０３１８／１７／
６２２ＳＥ６１１０００１４６ＢＤ．ｈｔｍｌ）２４岁的未婚女青年杜某，
到一私立医院进行人工授精并选择胎儿性别手术，两

次均以失败告终。事后，杜某以医院不具备该手术资

质，属欺诈为由，将该医院告上法院，双倍索赔手术费

共计１２万元等。
案例１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两个伦理难题：
１．１　生育与婚姻分离
我国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对单身妇女实施辅

助生殖技术。但从案例１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有些
没有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和资质的医疗机构无视国家的

相关规定，违规实施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给人类发展和

社会稳定造成困扰。如果，单身女性可以通过人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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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生育成为单身母亲，单身男士可以通过找人代孕生

子成为单身父亲；另外，男同性恋者可以通过雇佣代孕

母亲摆脱不能生育的遗憾，女同性恋者可以通过人工

授精生育，那么这样的孩子出生后只有爸爸或者妈妈，

他们在社会上势必会受到歧视；并且生育与婚姻的分

离不仅会使正常的家庭“非正常化”，还可能造成维系

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家庭中父亲或

母亲角色的缺失，会导致孩子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知

产生错位，从而影响这些“非正常”生育出生孩子的未

来生活和身心健康。

１．２　性别选择导致的社会问题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可以用

来筛选胎儿性别。人类经过长期的进化使性别比例基

本保持平衡，而医学技术的介入和利益的驱动使得个

人可以按照自我喜好进行胎儿性别选择，人为造成人

口性别比例失调。而社会性别比例一旦失调，必然会

导致更多的剩男、剩女，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案例１中，杜某本人尚未结婚，其在明知或应知自
己并不符合进行人工授精的条件，以及国家存在禁止非

医学必要选择胎儿性别规定的情况下，仍先后两次想要

借助科学手段来实现个人不正常的生育目的。法院认

为，杜某的行为属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０／０３１８／１７／６２２ＳＥ６１１０００１４６ＢＤ．ｈｔｍｌ）

案例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
－１２／１９／ｃ＿１１１２５４２４２．ｈｔｍ）据目前的医学统计表明，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只有３０％左右。广州一对富商久
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一次孕育的８个胚
胎竟然全部成功，富商夫妇商议后决定生下所有的孩

子，为此通过中介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再加上自身共３
个子宫采取“２、３、３”的方式，在去年九、十月份前后一
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诞下４男４女八胞胎。

八胞胎的出生使人类社会面临下述两个伦理问

题：

１．３　培植成熟胚胎的去留问题
“试管婴儿”的专业术语叫做“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术”。这种受精过程是在医生的人工操作下进行

的，为了保证受精卵的质量，一般选多个卵子受精，在

它们发育到一定程度时，选择最好的２～４个植入母体
子宫腔内，最后保持一个最好的胚胎，让其在子宫内着

床发育，直至胎儿诞生。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已经培

育成熟的胚胎在进行最优选择后，剩余的将留在医院

以备意外。现在大多数夫妻在成功生育后就遗忘掉冻

存在医院里的其他“孩子”，这些“生命”的去留该由谁

做主？医院的存储资源是有限的，多年以后这些“孩

子”的父母已经遗忘掉他们，没有做出任何保留或放弃

的意思表示，医院也无所适从，这样导致有人工辅助生

殖技术资质的医院“人”满为患，却又不能随意的扼杀

“生命”。其实据国外的医学研究报道，这样的胚胎是

可以用做医学研究的，特别是对当今帕金森病的治疗。

１．４　正常家庭模式破裂、人伦关系复杂
案例２中，一次性成功培植的八个胚胎要想孕育

成生命就需要代孕母亲。代孕母亲的出现瓦解了人类

正常的人伦秩序，出现令人担忧的家庭模式的多元化

现象：（１）出现多个父母亲。通过体外受精诞生的婴
儿，可能面临３个甚至５个父母亲。如遗传学上的父
亲、母亲，孕育胚胎的代孕母亲和抚养孩子成人的养

父、养母。案例２中的八个孩子就面临着一个父亲，三
个母亲的问题。（２）孩子的归属问题。多个父母亲中
即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父母，

那么在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生物学父母亲和社会学父母

亲究竟哪一方该对孩子尽抚养和教育的责任，以及孩

子长大后该对哪个父母尽赡养义务呢？这正是现在社

会争论的焦点之一。（３）人伦关系复杂。在代孕生育
的实施中，如果因为中国传统血缘关系的原因，代孕母

亲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或姐姐，已婚儿女采用的是夫妻

一方亲生父亲捐的精子，如此这般，家庭人伦关系变得

复杂化，社会家庭秩序受到严重挑战。

为了保护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安全，卫生部２００１年
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规定：“合法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妇女，在植

入多个胚胎怀孕成功后一定要实施减胎技术。”“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所

以，八胞胎虽然成功诞生，但他们的身份认定还有待法

律给出答案。

案 例 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０７／０９２０／１２／
３ＯＲ７２ＧＧＯ０００１１２４Ｊ．ｈｔｍｌ）全国政协委员卢光２００７
年在人大提案中提到：“某医疗机构曾经在长达一年多

的时间里，反复使用十几名供精者的精子使多达近

２００名的妇女怀孕，由于多数的当事妇女失去联系或
无资料可查，无法确定最后的生育情况。”

精子的丢失及管理不善可能引发以下问题：

１．５　精子管理混乱、血亲通婚成隐患
据卢光委员介绍，卫生部曾按照有关规定组织

专家组对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７０多家医疗机构
进行技术评审，其中发现，某省计划生育研究所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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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库，有约３０００份精子不明下落。
由于精子库管理不善，造成精子“身份证”丢失，

一个供精者的精子可能使多达几十名妇女受孕，那就

有可能存在这些分娩的后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按照国际惯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实施操作过程中

实行严格保密原则，即：供精者、受精者及后代均互不

知情。这些“同父异母兄妹”在长大成年以后，因为血

缘原因，很容易在地缘允许的情况下形成现今社会普

遍担忧的血亲通婚现象。血亲婚配会导致出生低能

儿、畸形儿的可能性，加重家庭和社会负担，并且违背

社会伦理道德。随着ＡＲＴ应用的不断扩展，血亲通婚
的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要采取积极措施，

减少此类情况发生。

２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出现的法律问题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

来一系列的社会、伦理、心理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

展问题。为了保证人类的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有效和健

康发展，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和管理，保障人

民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了一部规范人工受

精和试管婴儿医疗技术的使用与发展的法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是这一部法规也有鞭长莫及的

地方，而问题总是随着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同出现的，希

望能够就此问题引起社会重视，并出台相关成文法律法

规加以约束。下面就以下典型案例分析说明：

案例 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ｂｈｙｌａｗ．ｃｏｍ／ｊｃｘｚ／３４３２．ｈｔ
ｍｌ）甲男与乙女系夫妻关系，夫妻婚后长期未生育，２００４
年男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女方背着男方接受了人工授

精手术并怀孕，后丈夫知道了，急切要求女方堕胎，未

果。２００５年女方生下小孩，男方母亲知晓后，发生激烈
的家庭矛盾，丈夫在争吵中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男方母

亲坚持：女方所生小孩不享有继承权，女方认为享有。

现女方为原告告到法院：请求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到底

女方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能否继承遗产呢？

案例４涉及以下面几个法律问题：
２．１　夫妻双方是否都有生育权问题
生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的

生育权先于国家和法律的产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项

基本权利，优先于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所以不管是

男方还是女方都有主张自己生育权的权利。随着社会

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生育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并且提

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公民应该自由且负责的行使生

育权。即强调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从这个

意义上讲，生育权利在赋予公民自由行使的同时，也要

求对家庭、子女和社会负责。在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如

果不能通过自然交配方式生育子女，可以在自愿原则

下采取某种人工辅助方式来生儿育女，但必须是夫妻

双方协商同意认可才可实施，任何一方的单方决定都

侵犯了另一方的生育权，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

在案例４中，由于女方是在男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接
受了人工授精手术并怀孕，依最人民高法院《关于夫妻

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

第３款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妻子未经丈
夫同意，采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与

生育妇女丈夫无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可认定案例４中
的妻子由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丈夫同意，单方

采用第三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其丈夫也一直不接

受，故认定女方所生小孩与男方无法律上之父子关系。

２．２　继承权问题
继承权是指继承人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

利。继承人是否取得遗产继承权在法律上是有严格规

定的。正常情况下，子女享有对父母遗产继承的权利，

但“子女”身份的认定却有诸多变数。随着现代人工

授精技术的发展，子女的身份认定变得复杂多样，从而

导致其继承权的认定产生争议。

通常情况下，女方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其法律

地位不是当然的、确定的。按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久

婚未孕的夫妻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丈夫

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通过体外授精方式培植胚胎，并

植入妻子子宫孕育生命，这样生育的孩子因为与夫妻

均有血缘关系，在法律上视为婚生子女，享有法律所赋

予的所有权力，包括继承权。但生活中久婚不孕的夫

妻，往往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具有生育能力，即没有有

活力的精子或卵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丈夫没有

生育能力，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或丈夫在妻子进行人

工授精生育子女后没表示异议的，虽然妻子所生子女

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也应视为婚生子女，享有法律所

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如

果没有征得丈夫的同意，妻子单方采用人工授精方式生

育子女，事后丈夫始终不认可孩子的身份，则妻子所生

子女与丈夫不能形成父子关系，不享有对丈夫财产的继

承权。如果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丈夫通过第三方代孕所

生子女，应视为违法，不具有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

故对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是否享有继承权，甚至

是否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应依具体情况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确定人工授精所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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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法律地位。

本案中，女方所生孩子未经男方同意，孩子出生后

男方也未认可，所以根据相关法律不具有对男方财产

的继承权。

３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问题所引发的思考

为了保障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健康发展，维护人工

辅助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在伦理学界和法律界都必

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

问题以供学术界思考。

３．１　知情权保护问题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实施的前提是遵循同意原则。

本人认为同意原则应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夫妻双方同意采取人工辅助生育方式怀孕并生育

子女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的重要性在于丈夫的同意是

确定父权的依据，特别是采取异质授精所生子女将来

所面临的抚养权、继承权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基

于配偶的身份对家庭重大事务拥有决定权。如果夫妻

在久婚不孕的情况下，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擅自进行

ＡＩＤ，或丈夫在妻子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迫施行 ＡＩＤ，都
属违法行为，也构成对对方生育权的侵犯。本文所述

的同意是指夫妻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能判断自己所做行为的法律责任、义务和后果，并且是

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

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我国 ２００１年卫生部 １４３
号文件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提出实施辅助生育的夫

妻应履行告知义务。包括夫妇双方在自愿同意的基础

上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医务人员应对符合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要求的夫妇，告知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的必要

实施程序和可能存在的风险，为降低风险医疗机构所

采取的措施；以及医疗机构实施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后

的成功率等信息，以便不育夫妇作出合理选择。医疗

机构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接受人工辅助生育夫妻双方

的同意，为合理、合法实施该技术及一旦产生医疗纠纷

提供了有力依据。

孩子的知情权问题。目前在我国，凡是利用捐赠

精子的辅助生殖技术，捐赠者与接受方以及接收方所

生后代互相不知情；实施该技术的医务人员与精子捐

赠者也互相不知情；这源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职

业道德要求，以保证捐赠者和接受者的隐私权，避免不

必要的矛盾和纠纷。但这也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

题：供精者的精子可能提供给多对夫妻受孕，这些孩子

长大后是否有权知道谁是自己的遗传学父亲？如果知

道自己或所恋的对象也是 ＡＩＤ，他们会不会产生恐婚
症，害怕将来自己所生的孩子可能是近亲所生而产生

畸形儿？为避免近亲结婚，是否允许查询遗传学父亲？

而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是不可能透露供精者的真实

姓名的。但这显然对 ＡＩＤ生育的孩子是不公平的，也
是不尊重的。如何恰当地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一个

全社会非常关心的重要课题。

３．２　ＡＩＤ子女合法权益保护问题
人工辅助生育将性与生育相分离。目前人类所掌

握的技术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５位父母的可能：精子
捐赠者、卵子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婚

姻法》就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都作了明确

的规定，但人工辅助生育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我

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仅见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人工授精所生子女

的法律地位》复函中。该复函仅就夫妻双方一致同意

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作出了有权威的解

释答复，而对那些夫妻双方未一致同意，一方就采用人

工辅助生育手段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没有涉及；对现

今同性恋者通过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的规定

更是空白。

因此保护人工辅助生育的子女的合法权益势在必

行，既要考虑不同人群的通过人工辅助生育所生子女

的合法权益，也要考虑采用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父母

的权益保护问题。

３．３　建立统一、有效、合法的ＡＩＤ信息系统
建立统一、有效、合法的 ＡＩＤ信息系统是符合当

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同一人在不

同省份的精子库重复捐精而导致同一人精子在使多名

妇女怀孕所生子女之间在成年后的血亲婚配问题；另

一方面可以防止因各省独立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实施人工生育子女的身份识别难

以查询问题。那么如何建立统一、有效、合法的信息系

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批准了上海、湖南、江

苏、广东、浙江、北京、山东、山西等９家精子库。其中
广东、湖南、浙江已经在尝试采用指纹识别系统进行信

息库建立，指纹鉴别可以防止重复捐精。这是对信息

库建设的一项有益尝试。如果已经批准建立精子库的

各省都建立起指纹、身份识别系统，将为实现全国精子

库管理系统联网提供可能，全国精子库信息系统的建

立，可以避免血亲婚配，同时艾滋病、肿瘤、肝炎等传染

病、遗传病也可得到遏制；进而逐步取消不规范的辅助

生殖医疗机构，提高国民素质，造福人类社会。

（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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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性爱之路：心静———性———静心

甄宏丽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

　　很多人会对这个题目不解，因为性总让人产生激
情、冲动、热辣、诱惑、忘我的联觉，貌似和“心”、“静”

这两个字眼并无关联。但是，这恰恰是人们抱怨性爱

乏味的根源。两腿之间的性固然重要，那是性行为的

载体；然而，两耳之间的性更重要，因为它是人类性生

长的土壤、性愉悦的载体、性冲动的基地，更是揭示个

体内心的秘密通路，让本我得以释放的渠道。

性生活中，男性往往抱怨女性“进入状态太慢”，

女性往往埋怨男性“一想就要，一要就射，一射就完”。

从表面上看，男性是下半身的动物，女性在完全被动的

接受男性对自己下半身的进攻。这样的性岂不是很惨

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糟糕性爱，原因就在于人们把

性固着在两腿之间了。阴茎勃起就是性爱的预备口

令，阴道润滑就是发令枪，长跑还是短跑已经没有意义

了，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体力活了，终点撞线，也不知

道把女人落在什么地方了。这样的性只能证明你下半

身的存在，根本谈不上你在做爱。因为性愉悦感在两

耳之间，这是爱诞生的地方，经大脑的性才能滋生爱，

性爱中彼此有内心交流的感觉，才能称其为“做爱”。

丈夫经常有这样的困惑：性生活时妻子的下面往

往是润滑的，可是她为什么总说疼或者不舒服，没有高

潮，总找借口拒绝性生活。这种情况的女性往往存在

主观性唤起障碍。也就是说，虽然她们的生殖器官有

性兴奋的生理反应，但是她们的大脑没有产生性兴奋，

她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性兴奋状态中了；她们可以

摸到自己的阴道润滑了，但是这些证据不能让她们认

同自己已经性兴奋了，因此她们只能勉强配合丈夫，或

者拒绝性生活。其实，男性也存在主观性唤起障碍的

问题，但是因为人们往往只关注男性的外在表现，忽略

男性的内心需要，所以只要能勃起就不会引起重视。

如果男人在性爱中，不能和伴侣有内心的交流，性愉悦

感很差，不能感觉到自己被伴侣需要，慢慢的自己对伴

侣的需要就会减少，面对同一个伴侣，就会出现心因性

阳痿或早泄。

上述临床疾病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性爱中的内心交

流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了。再让我们看看经历过和谐性

爱的人的正面体会：在你情我愿的前戏中，取悦对方就

是取悦自己；在享受彼此身体的过程中，自己的感觉就

是对方的感觉；在同时达到高潮的那一刻，双方已经合

二为一；在相拥柔软的后戏中，感觉真的再也不想和对

方分开。是和谐的性爱使彼此通过对方实现了自我的

完整，在剧烈的性能量转化中，双方实现了真爱，找到

如此珠联璧合的伴侣，谁还会舍得放弃呢？从此两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才会产生亲密感和依恋。

如此美妙的事情，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既然性

是人类具备的本能，为什么不能在每个人身上自然发

生美好的性呢？答案很简单：第一、性爱中你自己的内

心没有敞开，不可能与伴侣有心灵的交流；第二、伴侣

不是适合你的那个人。对于第二个答案，人们早就知

晓，俗话说“爱情是讲缘分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

第一个答案，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我们没

有做好自身的准备，即使遇到了另一半也是悲剧。

那么在性爱中，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打开，让性在两

耳之间充分舞蹈呢？答案也只有两个：第一、认为性是

自然、美好、积极的，这样性才会不受心理防御的困扰，

自如的从你内心深处走出来；第二、精神放松、心静如

水，这样才能避免一切意识层面的干扰，敏感的捕捉自

身和对方的性信息，让一丝一毫的性都能激起阵阵涟

漪，充分放大性兴奋的感觉。任何的心存杂念，比如自

傲、自卑、敏感多疑、紧张、焦虑、工作压力、担心怀孕、

感情不和、猜忌、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等等，都会破

坏这种心静状态，所谓心欲静而风不止，这种状态下的

性走不出自己的内心，更达不到对方的内心，不可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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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心愉悦，反而是一种负担和痛苦，因为它很可能成

为下次性爱时的条件反射，如此恶性循环，性必将一片

惨淡。

刚才是从和谐性爱的感受入手，加之性功能障碍

的临床例证，推导到性爱的美好在于双方通过性达到

的主观意识层面的交流，也就是说，在性爱中，人们是

在意识层面逐步走向高潮，感觉到自身能量的被激发

和转化，由此酝酿出真爱。然后讲述了如何在性爱中

达到内心沟通，也就是让美好的性在风平浪静的内心

中绽放。由此可见，心静———性———静心（奥修所述的

真爱的状态）就是通往美好性爱之路。如此简单又如

此玄妙的性爱之路，包含了个体自己的身、心、灵的统

一，也包含了亲密关系中的身、心、灵的相通。性是最

接近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东西（本我）了，在性中你的内

心多平静一分，性就多释放一分，你享受到的性愉悦就

增加一分，你的性多自然真实的表达出一分，你和伴侣

的亲密感就增强一分。你对自身的性的把控是你性愉

悦的基础，这包括你的性器官生理健康、性知识、性观

念、性态度、性感体验、性技巧等；你在性关系中表达出

来的性是伴侣间互动的结果，让你越能自然真实的表

达性的伴侣关系对你的吸引力越大，因为本我得以一

点点的表达都是让人痛快淋漓的事情，性的魅力正在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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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４页）
３．４　尽快调研立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不孕妇女占生育年龄妇女人

数的８％左右，而且还有上升趋势；又据研究表明，男
性的精子数量近年来也有明显下降趋势；再加上优生

优育问题，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

们观念的成熟，选择人工辅助生育的人将越来越多。

仅中山医科大学今年就可望突破１０００例。如果在社
会需求快速发展，人工辅助生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完

善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制建设不够健全，不能为权益人

提供保护，不能满足现阶段人们对合法权利的诉求；再

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性取向多元化等现象，社

会问题会日益突出，如代孕现象的出现；同性恋者对家

庭完整性的渴求，人工辅助生育子女成年后的婚恋问

题等矛盾会日渐显现出来。在此，我呼吁国家有关部

门能够尽快制定有关法规，将辅助人工授精技术的应

用和管理纳入人大立法，防止出现因为“精子丢失”、

“同精多孕”而导致的近亲婚配的风险，并确立婴儿权

益。同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着手成立一个伦理委

员会，负责对从事人工辅助生育的医疗机构和申请人

工辅助生育的人群进行定期鉴定审查，以保护各方利

益，减少家庭、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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