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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应用睾酮补充疗法联合间断剂量他达拉非治疗糖尿病型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为糖尿病
型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有效途径。方法：本组患者４３例，平均年龄４６３岁（３２～５７）岁，糖尿病史５年以
上，勃起功能障碍病史２年以上，血糖控制良好，有改善性生活的要求。所有患者均进行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表 －５（ＩＩＥＦ
－５）评分及睾酮缺乏症状（Ｐａｄａｍ）问卷评分，并测定血睾酮水平，本组患者睾酮水平均＜３ｎｇ／ｍｌ。按在性生活中阴茎勃
起后能否插入阴道将患者分为两组，可插入者（Ｉ组）２６例，插入困难者（ＩＩ组）１７例。治疗方法为：睾酮补充治疗均为口
服十一酸睾酮制剂１２０ｍｇ／ｄ，Ｉ组患者给予他达拉非１０ｍｇ口服，２次／周；ＩＩ组患者给予他达拉非２０ｍｇ口服，２次／周，疗
程为３个月。治疗期间规律性生活，治疗结束后再次填写上述问卷并复查血睾酮水平。结果：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
为（１８２５±７３８）分，与治疗前平均（１２３６±５７３）分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Ｐａｄａｍ评分分值由治疗前的平
均（３１７３±４３６）分下降至治疗后的平均（１８４１±２７５）分，二者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睾酮水平治疗
前平均（２８７±０５４）ｎｇ／ｍｌ［正常对照组为（５２３±２４２）ｎｇ／ｍｌ，参考范围２～１０ｎｇ／ｍｌ］。治疗后复查血睾酮水平平均为
（３２６±０６２）ｎｇ／ｍｌ，与治疗前相比有所上升，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３８例患者性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
Ｉ组２６例可插入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明显增加，ＩＩ组１７例插入困难者有１２例可完成插入，性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其
余５例仍不能插入，需要进一步治疗。结论：睾酮补充疗法联合间断剂量他达拉非是治疗糖尿病型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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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并发症可累及全身多种重要

器官。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男性
糖尿病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发生率高达 ３５％ ～
７５％。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应用睾酮补充疗法联合
间断剂量他达拉非治疗糖尿病型 ＥＤ的临床疗效，为
糖尿病型ＥＤ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本组４３例糖尿病型 ＥＤ患者来源于我院男科门

诊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间就诊的 ＥＤ患者，年
龄３２～５７岁，平均年龄４６３岁；糖尿病史５年以上，
ＥＤ病史２年以上，就诊时病情稳定，血糖控制良好，有
改善性生活的要求，配偶支持并配合就诊及治疗。排

除合并其他急慢性疾病，尿道狭窄，前列腺增生，前列

腺肿瘤，慢性腹泻，严重心、肝、肾等器官的器质性疾

病，既往无神经精神疾病史。所有患者均进行简化国

际勃起功能问卷表 －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评分［１］及睾酮缺乏症状（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ｅ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ｉｎｇｍａｌｅ，Ｐａｄａｍ）问卷评
分［２］，并测定血睾酮水平。ＩＩＥＦ－５评分表总分为２５
分，大于２２分为勃起功能正常。ＥＤ的严重程度可分
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 ＥＤ１２～２１分，中度 ８～１１
分，重度 ０～７分。本组患者分值均在 ２１分以下。
Ｐａｄａｍ评分≥１７（性方面的症状≥８，或精神心理症状
≥４，或体能症状和血管舒缩症状≥５；本组应用此三项
之和作为评分分值）即可能是睾酮缺乏之表现，本组

患者的分值均在２５分以上。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测
定血清总睾酮水平，本组患者均＜３ｎｇ／ｍｌ。
１２　治疗方法
按在治疗前的性生活中阴茎勃起后能否插入阴道

将患者分为两组，可插入者（Ｉ组）２６例，插入困难者
（ＩＩ组）１７例。治疗方法为：Ｉ组他达拉非１０ｍｇ，２次／

周；ＩＩ组他达拉非２０ｍｇ，２次／周；睾酮补充均为口服十
一酸睾酮制剂１２０ｍｇ／ｄ，治疗期限为３个月，治疗期间
规律性生活，每个月随访１次，治疗结束后再次填写上
述问卷并复查血睾酮水平。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
（１２３６±５７３）分，Ｐａｄａｍ评分平均（３１７３±４３６）
分，睾酮水平治疗前平均为（２８７±０５４）ｎｇ／ｍｌ［正常
对照组为（５２３±２４２）ｎｇ／ｍｌ，参考范围 ２～１０ｎｇ／
ｍｌ］。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由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进行性显著性分析，组间

比较使用ｔ检验，统计结果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　　果

本组４３例患者均接受并完成上述治疗，全部患者
总体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为（１８２５±７３８）分，与
治疗前平均（１２３６±５７３）分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１）。Ｐａｄａｍ评分分值由治疗前的平均（３１７３
±４３６）分下降至治疗后的平均（１８４１±２７５）分，二
者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治疗后复查
血睾酮水平平均为（３２６±０６２）ｎｇ／ｍｌ，与治疗前相比
有所上升，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按治疗前插入情况所分组别分析，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
－５评分、Ｐａｄａｍ评分及睾酮水平见表 １。治疗后 ３８
例患者性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Ｉ组２６例可插入的患
者性生活满意度明显增加，ＩＩ组１７例插入困难者有１２
例可完成插入，性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其余５例仍
不能插入，需要进一步治疗。

３　讨　　论

糖尿病型 ＥＤ在临床上一直被认为是难治性
ＥＤ［３］，早在我国医学教材内科学糖尿病章节中，就有
其慢性病变导致“阳痿”的描述［４］。但受我国当时的

生活水平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加之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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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患者日趋增加，并有低龄化的趋

势，关于其并发症之一的 ＥＤ治疗也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

表１　不同组别患者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珔ｘ±ｓ）

组别 ｎ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ａｄａｍ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睾酮水平

治疗前 治疗后

可插入 ２６ １３６２±７８３ ２０２１±９６７ ２６８７±５９７ １６５４±３６５ ２９６±０８５ ３７８±１０２

插入困难 １７ １０２３±４８７ １７６５±５９８ ３２３４±６７８ ２１５２±４６７ ２０２±０２３ ２７６±０３５

Ｐ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有关糖尿病 ＥＤ的形成机制十分复杂，至今尚未
完全阐明。国际上已有相对公认的研究结果，一般认

为与神经、血管及内分泌等因素密切相关。虽然糖尿

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性ＥＤ的病因，然而造成ＥＤ的原
因并不完全伴随性激素的改变，糖尿病导致 ＥＤ是血
管及神经病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高血糖使神经

纤维上多元醇沉积，引起神经纤维节段性脱髓鞘和髓

脂质合成障碍。糖尿病也可使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

微循环障碍及大血管硬化而影响勃起功能［５］。随着研

究的深入，近１０年来的观点认为，患有糖尿病和勃起
功能障碍的中老年男性被认为是特异性诊断／治疗实
体。研究发现与高血压及糖尿病紧密相关的代谢综合

症与勃起功能障碍和成年男性的睾酮水平是相互联系

的，代谢综合症的主要特征如腹部肥胖、胰岛素抵抗、

高血压、血脂异常都是 ＥＤ的重要发病因素。代谢综
合症与睾酮水平低相关联，关于睾酮在男性生理学上

的作用的新观点指出，睾酮在改善和维持骨质和肌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脂代谢和血糖稳态的

决定因素。睾酮不仅仅影响性欲，同时在阴茎勃起的

解剖学和生理学层面有着实质性的影响［６］。所以糖尿

病ＥＤ的产生无一例外地与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以及
内分泌系统的损害紧密相关，一些神经递质的改变也

与其形成有关，如一氧化氮、内皮素及血管活性肠肽

等［７］。而且ＥＤ发生的严重程度以及患病率与患糖尿
病时的年龄、患病病程长短、糖尿病类型、血糖控制情

况、是否合并糖尿病性肾病以及高血压等因素明显相

关［８］。糖尿病型 ＥＤ通常被诊断为器质性病变，但多
数患者有精神心理因素的存在，如自卑、回避、焦虑及

抑郁等，而精神心理因素与 ＥＤ的器质性因素互为因
果，进一步加重ＥＤ的程度［９］。

糖尿病型ＥＤ的治疗一直是医生所关注的问题，
因其病因复杂，治疗方法有限且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以往的治疗方法包括 α－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多

巴胺能受体激动剂、真空负压勃起装置与缩窄环及阴

茎海绵体内药物注射治疗等［６，１０］，但由于治疗效果及

副作用等原因使这些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受到限制。

磷酸二酯酶 ５型（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ＰＤＥ５Ｉ）抑制剂的问世使这类药物成为了对ＥＤ有效的
药物，ＰＤＥ５Ｉ是临床治疗糖尿病型 ＥＤ的一线药物，
ＰＤＥ５主要存在于人体的阴茎组织中，ＰＤＥ５抑制剂通
过抑制ＰＤＥ５的活性，恢复平滑肌舒张功能，从而改善
勃起功能。其优点是使用方便、安全、有效、易被多数

患者接受［１１］。已有很多学者报道了 ＰＤＥ５Ｉ治疗糖尿
病型ＥＤ的有效性观察［１２，１３］，同时糖尿病型 ＥＤ患者
给予睾酮补充治疗对勃起功能的改善有明显作用［１４］，

基础研究亦有相关报道［１５］。

本组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他达拉非及睾酮补充治

疗联合进行，疗程为 ３个月，４３例患者均完成治疗。
全部患者总体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Ｐａｄａｍ评分分值
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治疗后复查血睾

酮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有所上升，但无统计学差异。治

疗后３８例患者性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２６例可插入
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明显增加，１７例插入困难者有１２
例可完成插入，性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文献也有类似

治疗效果的报道［１６］，且糖尿病型 ＥＤ的治疗效果与
ＰＤＥ５Ｉ的剂量有相关性［１７］。本组患者 ３８例效果良
好，但其余５例患者未见明显效果，需要进一步治疗。
本组患者治疗结果说明睾酮补充疗法联合他达拉非是

治疗糖尿病型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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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出血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关联

聂小玲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摘　要】目的：讨论性交出血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关系。方法：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院妇科门诊在自
愿接受宫颈癌筛查的患者中选取有性交出血史的６３１例患者均进行液基细胞学检查、电子阴道镜下宫颈四象限多点活
检＋宫颈管搔刮术（ＥＣＣ），然后病理诊断，对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ＴＣＴ阳性率５５４７％，其中ＬＳＩＬ１９４例，占
３０７５％，ＡＳＣ－ＵＳ７６例（１２０４％），ＡＳＣ－Ｈ３１例（４９１％），ＨＳＩＬ４８例（７６１％），ＡＧＣ１例（０１６％）。阴道镜下活检
病理结果，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１７６例（２７８９％），其中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１０１例（５７３９％）；宫颈癌 １９例（３０１％）。
结论：性交出血是宫颈病变的警示，我们要重视有性交出血的患者，重点随访。为了降低其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漏诊率及

误诊率，要采用积极的检查手段。

【关键词】性交出血；宫颈癌；癌前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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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

　　子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疾病，早期诊断
和治疗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对于保障妇女健康有深远的

影响。人们越来越重视并接受宫颈癌早期筛查。２０１１
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院对６３１例曾性交出血的就
诊者进行ＴＣＴ、电子阴道镜检查、宫颈四象限多点活检

＋宫颈管搔刮术（ＥＣＣ），结合病理结果，分析如下。

１　一般资料

在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期间，我院妇科门
诊共有８８８７人次接受薄层液基细胞学（ＴＣＴ）检查，其
中６３１例曾有性交出血史，无论ＴＣＴ结果是否正常，均
转宫颈专科门诊，进行电子阴道镜检查。年龄１８～７４
岁，平均年龄３６岁。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 ７　　　　·

２　方　　法

２１　ＴＣＴ检查
所有参与宫颈癌筛查检查者，首先排除妊娠、生殖

道急性炎症、子宫内膜病变、既往无宫颈上皮内瘤变、

宫颈癌等病史；然后选择在月经干净３～７ｄ，７２ｈ内无
阴道灌洗、上药及性交等情况，进行 ＴＣＴ检查。对曾
有性交出血者，进行 ＴＣＴ检查后，如果无出血，直接电
子阴道镜检查；如果明显出血，待２４ｈ后再电子阴道镜
检查。

２２　电子阴道镜检查
由妇科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具有丰富的阴道镜检

查经验的专科医师进行操作。采用深圳金科威公司的

ＳＬＣ－２０００阴道镜数字成像系统。对镜下图像异常
者，进行宫颈四象限多点活检，即异常象限活检（直接

活检）＋正常象限转化区活检（随机活检）＋宫颈管搔
刮术（ＥＣＣ）；对镜下图像不典型或不满意阴道镜者，常
规３、６、９、１２点活检＋ＥＣＣ。所取组织均分装标记，送
病理科检查，由本院专业病理医师阅片，作出病理

诊断。

２３　细胞学诊断采用ＴＢＳ（Ｔｈｅ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Ｓｙｓｔｅｍ）
分类标准

即：正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

（ＡＳＣ－ＵＳ）；不除外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不典型鳞
状细胞（ＡＳＣ－Ｈ）；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高度
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鳞状细胞癌（ＳＣＣ）；腺上皮
改变包括意义不明的不典型腺上皮细胞（ＡＧＣ）和腺
癌（ＡＣ）。

２４　结果分析
以组织病理结果为标准，与细胞学进行对照分析。

２５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　　果

３１　ＴＣＴ结果
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者为 ４４５３％；上皮内

细胞异常者占 ５５４７％。在上皮内细胞异常的病例
中，发病率最高的为 ＬＳＩＬ１９４例，占３０７５％，ＡＳＣ－
ＵＳ７６例（１２０４％），ＡＳＣ－Ｈ３１例（４９１％），ＨＳＩＬ４８
例（７６１％），ＡＧＣ１例（０１６％）。
３２　组织学结果
宫颈黏膜炎３０４例（４８１８％）；扁平湿疣或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ＨＰＶＩ）１３２例（２０９２％）；ＣＩＮⅠ７５例
（１１８９％），其中累及腺体 １例；ＣＩＮⅡ 例 ６０例
（９５１％），其中１１例累及腺体；ＣＩＮⅢ４１例（６５０％），
其中１７例累及腺体；宫颈鳞状细胞癌１６例（２５４％）；
宫颈腺癌１例（０１６％）；腺鳞癌２例（０３２％）。本组
病例，ＴＣＴ敏感性 ８０００％，漏诊率 ２０００％，特异性
５５５０％，误诊率４４５０％，阳性预测值 ４４５７％，阴性
预测值８６１２％。
３３　阴道镜下活检组织病理结果与ＴＣＴ结果对比
ＴＣＴ与阴道镜下病理活检总符合率达 ６８６２％，

其中ＬＳＩＬ及 ＨＳＩＬ符合率分别是４５８８％（８９／１９４）、
８１２５（３９／４８）。见表１。

表１ 阴道镜下活检组织病理结果与ＴＣＴ结果对比

ＴＣＴ
阴道镜下活检组织病理结果

黏膜炎（％） 湿疣／ＨＰＶＩ（％）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鳞癌（％） 腺癌（％） 鳞腺癌（％） 合计

正常 １７４（６１．９２） ６８（２４．２０） １５（５．３４） １６（５．６９） ５（５．６９） ２（０．７１）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６） ２８１

ＡＳＣＵＳ ４１（５３．９５） １７（２２．３７） １０（１３．１６） ５（６．５８） ３（３．９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７６

ＡＳＣ－Ｈ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４（１２．９０） １３（４１．９４） １０（３２．２６） ０（０） ０（０） ３１

ＬＳＩＬ ８４（４３．３０） ４５（２３．２０） ４４（２２．６８） １７（８．７６） ３（１．５５） １（０．５２） ０（０） ０（０） １９４

ＨＳＩＬ ３（６．２５） １（２．０８） ５（１０．４２） １８（３７．５０） １７（３５．４２） ３（６．２５） ０（０） １（２．０８） ４８

ＡＧＣ １（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

合计 ３０４（４８．１８） １３２（２０．９２） ７５（１１．８９） ６０（９．５１） ４１（６．５０） １６（２．５４） １（０．１６） ２（０．３２）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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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子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渐变到

突变的过程，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是与宫颈浸
润癌密切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它反映宫颈癌发生发

展中的连续过程。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浸润癌与人

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尤其是高危型别的持续感染密切
相关。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使 ＨＰＶＤＮＡ整合入
受染细胞基因组，导致局部细胞周期失控而永生化为

癌变细胞，肿瘤细胞可释放血管生成因子刺激血管内

皮细胞的生长，也就是说，在宫颈局部的细胞异常增殖

的同时，局部毛细血管也发生异常增生，形态、性状也

发生相应改变，使得宫颈易发生出血，早期多为接触性

出血，如性交出血或妇科检查后；后期则为不规则出

血，出血量多少根据病灶大小、侵及间质内血管而定，

晚期因侵蚀大血管可引起大出血［１－３］。

正是因为从高危型 ＨＰＶ的感染到宫颈癌历经一
段相对很长的时间，为阻断其发展进程创造了条件。

细胞学的检查一直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的主要手

段［４－６］。几十年来，细胞学技术的取材方法和制片过

程在不断改进，目前的薄层液基细胞学（ＴＣＴ）提高了
标本的满意度和异常细胞的检出率。章文华在文献中

报道［５］，ＴＣＴ对鳞状细胞异常的检出率是 １３５５％
（ＡＳＣＵＳ１００８％，ＡＳＣ－Ｈ４９１％，ＬＳＩＬ２８６％，ＨＳＩＬ
０５７％）；腺细胞异常的检出率０５６％（ＡＧＣ０５４％，
腺癌００２％）。本研究对象６３１例，鳞状细胞异常的
检出率是 ５５３１％，其中 ＡＳＣＵＳ１２０４％，ＡＳＣ－Ｈ
４９１％，ＬＳＩＬ３０７４％，ＨＳＩＬ７６１％；腺细胞异常的检
出率０１６％。本研究中，ＴＣＴ对异常细胞检出率较
高，可能与研究对象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病变有关。ＴＣＴ
虽然提高了异常细胞检出率，其敏感性、阴性预测值都

较高，但它存在局限性，即使是世界最好的细胞学实验

室假阴性率也至少５％～１０％［５］。本组资料ＴＣＴ敏感
性８０００％，漏诊率２０００％，特异性５５５０％，误诊率
４４５０％，阳性预测值４４５７％，阴性预测值 ８６１２％。
虽然样本量还是偏少，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部分

细胞学实验室在诊断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加强技术

培训。

为了弥补ＴＣＴ不足，尤其是有临床症状如性交出
血的患者，要做到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最大

限度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临床医生不能仅仅依靠细

胞学。阴道镜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重要的临床诊断方

法。临床医生在强光照射下通过阴道镜将宫颈放大

１０～４０倍，观察宫颈表面细微的病灶，并选择准确的
部位进行活检，在宫颈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是肯定的。

电子阴道镜对宫颈疾病诊断的敏感性为９７９％，特异
性７１２％［７］。本组病例在 ＴＣＴ２８１例正常者中有４０
例被阴道镜活检病理证实漏诊，ＣＩＮⅠ１５例，ＣＩＮⅡ１６
例，ＣＩＮⅢ５例，鳞癌２例，腺癌１例，鳞腺癌１例。在
ＴＣＴ诊断为 ＨＳＩＬ４８例中，经阴道镜活检病理诊断为
ＣＩＮⅠ５例（１０４２％），ＣＩＮⅡ１８例（３７５０％），ＣＩＮⅢ１７
例（３５４２％），鳞癌 ３例 （６２５％），鳞腺癌 １例
（２０８％）；在ＴＣＴ诊断为 ＬＳＩＬ１９４例中，经阴道镜活
检病理诊断为 ＣＩＮⅠ４４例 （２２６８％），ＣＩＮⅡ１７例
（８７６％），ＣＩＮⅢ３例（１５５％），鳞癌 １例（０５２％）。
ＴＣＴ诊断为ＨＳＩＬ９例，阴道镜活检病理诊断＜ＣＩＮⅡ，
进行诊断性锥切，最后的病理结果：６例 ＣＩＮⅠ，３例
ＨＰＶ感染或湿疣，与阴道镜活检结果基本相同。本研
究，ＴＣＴ与阴道镜下病理活检总符合率达６８６２％，其
中 ＬＳＩＬ及 ＨＳＩＬ符合率分别是 ４５８８％（８９／１９４）、
８１２５％（３９／４８），与文献报道相似［８，９］。张建海［１０］认

为，ＴＣＴ虽然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但对宫
颈高级别病变有很高的预示性。Ｌｏｎｇａｔｔｏ等［１１］认为

ＴＣＴ对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的检测具有１００％特异性和
阳性预测值。

本组病例均有性交后阴道流血。虽然性交出血症

状不具备特异性，如宫颈炎、宫颈息肉、宫颈上皮内瘤

变、宫颈癌等均有此症状，说明有血管增生，且脆性增

加，但在阴道镜下存在明显差异。宫颈炎是宫颈柱状

上皮外移合并感染；宫颈息肉是宫颈管黏膜柱状上皮

炎性增生过长所致，在阴道镜下观察，其血管是正常形

态，接触性出血一般较少，且为自限性。宫颈上皮内瘤

变尤其是 ＣＩＮⅡ、ＣＩＮⅢ，阴道镜下血管增粗、形态异
常，与异常增生的上皮构成大小不等的镶嵌状图形，接

触性出血较多，仍为自限性。而宫颈癌阴道镜下呈现

非典型血管，形态异常多样，甚至产生不规则纵向血

管，接触性出血多，需压迫止血［７，８，１２，１３］。

针对本组病例有性交出血症状，为了减少阴道镜

活检漏诊，文献报道阴道镜直视下宫颈活检宫颈浸润

癌的漏诊率从０～８９％，平均为２％［１４］，我们采用了

阴道镜下四象限多点活检（直接活检 ＋随机活检）＋
宫颈管内膜刮术（ＥＣＣ）［１５］。病理活检结果：炎症４３６
例（６９１０％）；宫颈上皮内瘤变 １７６例（２７８９％），其
中ＣＩＮⅡ＋ＣＩＮⅢ １０１例，占 ＣＩＮ的５７３９％；宫颈癌
１９例（３０１％）。笔者认为，虽然本资料提示性交出血
大部分（２／３）与炎症有关，但近１／３为宫颈癌前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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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宫颈癌，说明性交出血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应重视曾有性交出血者，将其列为宫颈癌

筛查的高危人群，采取积极的随访和检查。

参考文献

［１］　丰有吉、沈铿主编．妇产科学．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１２：３２５－３３１．

［２］　曹泽毅主编．中华妇产科学．临床版．１版．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１１：５７７－５８６．

［３］　曾益新主编．肿瘤学．供研究生．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３：２５４－２５５．

［４］　连利娟主编．林巧稚妇科肿瘤学．３版．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５３－２５７．

［５］　徐铁兵，邢春英，王维琴．３５２４５例宫颈癌筛查结果分
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４）：１１－１４，１８．

［６］　江淑萍，孔友明，陈冰．１８３５６例宫颈液基细胞学与活检
病理学结果分析．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４）：９－１１．

［７］　章文华主编．子宫颈病变的诊治要点．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０：４８－４９．

［８］　黄燕，李春梅，等．２６０例电子阴道镜下图像特点与宫颈
活检病理诊断的关系．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５）：
３８７－３８９．

［９］　罗莉．液基细胞学联合阴道镜检查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
用．中国肿瘤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３（６）：３６０－３６１．

［１０］　张建海，张艳丽．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组织病理
学诊断结果对比研究．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３，１０（３）：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１］　Ｌｏｎｇａｔｔｏ－ＦｉｌｈｏＡｄｈｅｍａｒ，ＭａｅｄａＭａｒｉｎａＹｏｓｈｉêＳａｋａｍｏ
ｔｏ，ＥｒｚｅｎＭｏｊｃ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
－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ｏｏｌｓｉｎｌｏｗ－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ｔ
ｔｉｎｇ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Ａｃｔａ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０５，４９（５）：５００
－５０６．

［１２］　章文华主译．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阴道镜检查和治疗：初
学者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１－６８．

［１３］　彭国庆，何春花，田淼．异常阴道镜图像对宫颈癌前病变
的价值分析．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９）：９９２－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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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宋春生（１９６３－），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男科学方向的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３

·性医学·

《ＥＡＵ男性性功能障碍指南（２０１３）》ＰＤＥ５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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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Ｕ）２０１３年发表了新的《ＥＡＵ男性性功能障碍

指南（２０１３年版）》（以下简称《指南》）。在 ＥＤ和 ＰＥ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做了论述。本文通过对《指南》中

ＰＤＥ５ｉ解读 ，旨在帮助全科医生更加合理应用ＰＤＥ５ｉ。

【关键词】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ＰＤＥ５ｉ；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Ｕ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ＤＥ５ｉ

ＳＯＮＧ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１，ＺＨＡＯＪｉａｙｏｕ２

１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Ｘｉｙｕ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Ｕ）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ｎｅ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Ｉｎ

ｔｈｉ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ＥＡＵ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ｉｍｓｔｏｈｅｌ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ｔｏａｐｐｌｙＰＤＥ５ｉｍｏ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ｓｂ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ＥＡ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Ｕ；ＰＤＥ５ｉ；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于２０００年首次发布《男性勃
起功能障碍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随后 ＥＡＵ分别于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９年对《指南》进行了更新。特别是
２００９年 ＥＡＵ将早泄写入《指南》，并且将标题改为
《男性性功能障碍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此次修订主要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
专家以“勃起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射精”、

“早泄”检索了 Ｍｅｄｌｉｎｅ２００９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１月

份的相关文献。

《指南》推荐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 一 线 治 疗：口 服 药 物 治 疗
（ＰＤＥ５ｉ）、真空装置疗法、冲击波疗法。其中 ＰＤＥ５ｉ
因起效迅速，服用方便，深受医患欢迎，临床广泛应

用。但是，其安全性也为医患所关注，故对《指南》关

于 ＰＤＥ５ｉ进行解读，旨在帮助全科医生更加合理应
用 ＰＤＥ５ｉ。

１　口服药物治疗

欧盟药品管理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ｇｅｎｃｙ，
ＥＭＡ）推荐三种高效的磷酸二酯酶５型抑制剂（Ｐｈ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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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ＰＤＥ５ｉ）：西地那非、他
达拉非、伐地那非。５型磷酸二酯酶水解海绵体组织
中的环磷酸鸟苷，ＰＤＥ５ｉ通过松弛平滑肌、增加动脉
血流及降低静脉血流发挥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

作用［１］。

１．１　西地那非
患者服用西地那非３０～６０ｍｉｎ后，该药可发挥治

疗作用，疗效可维持 １２ｈ［２］。处方剂量分别为 ２５、５０
和１００ｍｇ，《指南》推荐起始剂量为５０ｍｇ，据患者疗效
和副作用调整剂量。一项西地那非与安慰剂对照治疗

轻度ＥＤ研究，服用药物１２ｗ后安慰剂组勃起改善率
为２５％，西地那非２５、５０和１００ｍｇ组勃起改善率分别
为５６％、７７％和８４％［３］。研究报道伴有糖尿病的患者

服用西地那非后勃起改善率为６６６％［４］。患者长期

食用高脂肪饮食可降低该药的疗效。

１．２　他达拉非
患者服用他达拉非３０ｍｉｎ后，该药可以发挥治疗

作用，服用大约２ｈ后药物达到最佳疗效，疗效可维持
３６ｈ［５］。处方是１０ｍｇ和２０ｍｇ按需服用。《指南》推荐
起始剂量为１０ｍｇ，据患者疗效和副作用调整剂量。一
项他达拉非与安慰剂对照治疗轻度 ＥＤ研究，服用药
物１２ｗ后安慰剂组勃起改善率为 ３５％，他达拉非 １０
和２０ｍｇ组勃起改善率分别为６７％和８１％［６］。研究报

道伴有糖尿病的患者服用他达拉非后勃起改善率为

６４％［７］，虽然按需服用他达拉非治疗伴有糖尿病 ＥＤ
的疗效欠佳，但是一项他达拉非与安慰剂对照治疗伴

有糖尿病的 ＥＤ研究表明安慰剂组成功性生活率为
２１８％，按需服用他达拉非１０和２０ｍｇ组成功性生活
率分别为４５４％和４９９％［８］。该药的疗效不受饮食

影响。

１．３　伐地那非
患者服用伐地那非３０ｍｉｎ后，该药可以发挥治疗

作用，处方是５、１０和２０ｍｇ按需服用。《指南》推荐起
始剂量为１０ｍｇ，据患者疗效和副作用调整剂量。一项
伐地那非与安慰剂对照治疗轻度 ＥＤ研究，服用药物
１２ｗ后安慰剂组勃起改善率为３０％，伐地那非５、１０和
２０ｍｇ组勃起改善率分别为６６％、７６％和８０％［９］。虽

然按需服用伐地那非治疗伴有糖尿病 ＥＤ的疗效欠
佳，但是一项伐地那非与安慰剂对照治疗伴有糖尿病

的ＥＤ研究表明安慰剂组成功性生活率为２３％，按需
服用他达拉非 １０和 ２０ｍｇ组成功性生活率分别为

４９％和５４％［１０］。当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大于５７％时，
饮食可以降低该药的疗效。

１．４　选择药物
迄今为止，尚未有采用多中心双盲或三盲的方法

对三种药的疗效及患者偏好进行研究的数据。患者需

要了解各药的特点（短效或长效）和可能的副作用，以

患者性生活频率和患者经验来决定使用何种ＰＤＥ５ｉ。
１．５　按需服用或长期服用
年龄、糖尿病和手术损伤可导致海绵窦内结构改

变，动物研究表明长期服用 ＰＤＥ５ｉ可以改善和预防上
述改变，但尚缺乏人体研究数据。

多项研究表明长期服用他达拉非具有很好的耐受

性和显著改善勃起功能［１１，１２］，但是这些研究均缺乏按

需服用对照组。ＲｏｓａｎｏＧＭ等［１５］研究表明长期服用

他达拉非可以改善内皮功能，因此，停药后具有持续疗

效［１３，１４］。一项对２型糖尿病ＥＤ患者的研究也证实了
ＲｏｓａｎｏＧＭ等的研究结论。

研究显示：与按需服用相比，每日１次１０ｍｇ伐地
那非治疗轻中度ＥＤ，停药后患者没有获得较长的持续
疗效［１７］。

２　对ＰＤＥ５ｉ无效患者的措施

患者服用 ＰＤＥ５ｉ没有反应的最主要两个原因是：
药物的不正确使用和药物没有发挥作用。需要鉴别以

下原因：（１）检查患者服用的药物是否正规，黑市中
ＰＤＥ５ｉ质量不合格；（２）检查药物是否被正确使用。包
括：①缺乏充足的性刺激；②未服用足够的剂量；③服
用药物与进行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太长；④饮食影响了
药物的吸收。

医师应根据三种 ＰＤＥ５ｉ抑制剂的半衰期，指导患
者尝试性生活的时间。如：西地那非与伐地那非的半

衰期大约是４ｈ，服药后６～８ｈ是疗效的时间窗；他达
拉非的半衰期是１７５ｈ，服药后３６ｈ是疗效的时间窗。

ＥＤ是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典型症状，治
疗基础疾病可以提高 ＰＤＥ５ｉ治疗 ＥＤ的疗效。调整
ＥＤ的危险因素（肥胖、吸烟和缺乏锻炼等）可以使
ＰＤＥ５ｉ无效患者获益。

患者对西地那非、他达拉非和伐地那非的反应不

同，所以当某一药物对患者无效时，医师可以选择其他

药物。如果药物治疗失败，医师可以选择真空压缩装

置疗法或者阴茎海绵体内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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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ＰＤＥ５ｉ的安全性

长期服用 ＰＤＥ５ｉ会有轻微的不良反应，但是并不
影响患者的依从性。研究表明：ＰＤＥ５ｉ治疗组因不良
反应所致受试者的脱落率与安慰剂类似［１８］。

３．１　心血管安全性
临床研究结果和ＰＤＥ５ｉ上市后的数据均表明接受

ＰＤＥ５ｉ治疗的患者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未增加。据已知
数据，西地那非没有影响心肌收缩力、心输出量和心肌

耗氧量。稳定性心绞痛患者接受运动检测期间，

ＰＤＥ５ｉ没有对患者的运动时间和心肌缺血产生不利影
响［１９］。患者长期服用或按需服用均有类似的安全性，

耐受性良好。

３．２ 严禁ＰＤＥ５ｉ与硝酸盐类药物同时服用
严禁硝酸甘油、单硝酸异山梨酯和硝酸异山梨酯

等有机硝酸盐类药物与 ＰＤＥ５ｉ同时应用。它们会导
致环磷酸鸟苷蓄积、血压下降和低血压症状。服用

ＰＤＥ５ｉ的患者出现胸痛时，在服用西地那非或西地那
非２４ｈ内和服用他达拉非４８ｈ内，不可服用硝酸甘油。
若ＥＤ患者服用 ＰＤＥ５ｉ时发生心绞痛，要如上所述在
适当的间隔时间和密切的观察下，患者才可接受硝酸

甘油治疗。

３．３ 降压药

高血压和ＥＤ常常为并发病，服用降压药的ＥＤ患
者接受ＰＤＥ５ｉ治疗时，ＰＤＥ５ｉ的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
《指南》强调：ＰＤＥ５ｉ与降压药具有轻微的协同作用。
即使患者服用多种降压药不会使 ＰＤＥ５ｉ的不良反应
更加严重。

３．４ α受体阻滞剂
ＰＤＥ５ｉ与α受体阻滞剂具有相互作用。在某些情

况下，两者会导致体位性低血压。

３．４．１ 服用α受体阻滞剂（尤其是多沙唑嗪）的
患者应谨慎服用５０ｍｇ或１００ｍｇ他达拉非，否则，服用
α受体阻滞剂４ｈ内很有可能发生低血压。推荐应用
他达拉非２５ｍｇ。
３．４．２ 服用α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待服用剂量稳

定后，则可以开始伐地那非与 α受体阻滞剂同时
服用。

３．４．３ 伐地那非与坦索罗辛联合应用不会导致

血压显著下降［２０］。

３．４．４ 不推荐多沙唑嗪与他达拉非联合应用，

但是坦索罗辛可以与他达拉非联用［２１］。

上述的相互作用均来自未服用过α受体阻滞剂的
健康志愿者。长期服用α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待服用剂
量稳定后，可以谨慎地从最小剂量开始合用 ＰＤＥ５ｉ。
其他类型的 ＰＤＥ５ｉ与 α受体阻滞剂的相互作用有待
深入研究。

临床常见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和 ＥＤ均为中老年男
性常见病，《指南》中关于 ＰＤＥ５ｉ联合α受体阻滞剂使
用的相关论述，对于临床医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合并ＥＤ的患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３．５ 调整剂量

能够抑制细胞色素 Ｐ３４Ａ通路的药物可以抑制磷
酸二酯酶５抑制剂的代谢，进而增加血中磷酸二酯酶
５抑制剂的浓度，以致患者仅需较小剂量ＰＤＥ５ｉ。这些
药物有：酮康唑、伊曲康唑、红霉素、克拉霉素及 ＨＩＶ
蛋白酶抑制剂（利托那韦和沙奎那韦）。ＧｕｒＳ等［２２］

２０１３年２月研究结果认为ＰＤＥ５ｉ与细胞色素Ｐ３４Ａ抑
制剂联用会增加 ＰＤＥ５ｉ的血药浓度，故需调整 ＰＤＥ５ｉ
的剂量。

然而，一些药物可以激活细胞色素 Ｐ３Ａ４，加快
ＰＤＥ５ｉ的代谢，以致患者需要较大剂量 ＰＤＥ５ｉ。这些
药物有：利福平、苯巴比妥、苯妥英钠和卡马西平。Ｇｕｒ
Ｓ等［２２］认为他达拉非与博沙坦联用降低他达拉非的

血药浓度，故需调整该药剂量。

性功能障碍在慢性肾炎患者中非常常见。《指

南》强调：患者伴有严重肾功能和肝功能损害时需调

整ＰＤＥ５ｉ剂量。
ＥＭＡ总结该三种ＰＤＥ５ｉ的常见不良反应，见表１。

表１ 三种ＰＤＥ５ｉ常见的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 西地那非（％） 他达拉非（％） 伐地那非（％）

头痛 １２．８ １４．５ １６

面部潮红 １０．４ ４．１ １２

消化不良 ４．６ １２．３ ４

鼻塞 １．１ ４．３ １０

头晕 １．２ ２．３ ２

视力异常 １．６ ＜２

背痛 ６．５

肌痛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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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后行快速康复护理路径的效果评价

荣爱琴　郝　静　燕群峰△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评价对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后患者行快速康复护理路径的效果。方法：将８６例行前列腺气化电切术

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各４３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采用快速康复护理路径。术后４８ｈ对患者焦虑

状态、疼痛程度进行评价，术后１周对患者排尿功能进行评分。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术后４８ｈ焦虑评分及疼痛评

分显著下降，术后１周对患者排尿功能评分显著增加。结论：前列腺气化电切术患者行快速康复护理路径无论是提高患

者近期疗效，还是改善远期疗效，均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快速康复护理路径；前列腺气化电切术；焦虑；疼痛；排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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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ａｐｉ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ａ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Ｐａｉｎ；Ｕｒｉ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临床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Ｐ）［１］是由医生、护士
及其他专业人员组成多专业小组，针对特定疾病的诊

断或手术制订的具有顺序性和时间性的，最适当的临

床服务计划，以减少延迟康复和浪费资源，使患者获得

最佳质量的服务［２］。与传统模式相比，临床路径作为

一种先进的单病种医疗护理质量管理的现代模式，逐

步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认同和接受。最近临床上出现

的“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及“多学科康复团队”对相关

临床路径的制订产生着深远影响［３］。快速康复外科理

论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其实质是利用现有手段将围手

术期各种常规治疗措施进行优化、组合，使患者达到快

速康复的目的［４］。作者以本院现行临床路径为蓝本，

融入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及多学科康复团队模式理

念［５］，强调护理人员在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后快速康复

中的作用，制订了本院前列腺气化电切术的快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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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路径，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我院泌尿外

科行前列腺气化电切术患者８６例，年龄 ６５～８２岁。
病例入选标准：患者意识清醒，能配合完成护理路径及

膀胱功能康复训练内容。排除标准：患者合并严重心

肺疾病；意识不清、精神障碍等不能配合完成康复训练

者；预计住院时间过长者。８６例患者被随机分为对照
组及实验组各４３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对照组采用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后常规护理。实验

组采用快速康复护理路径，其核心在于尽早引入康复

治疗，使其全程参与手术患者查房、治疗、出院指导及

出院后评估［６］。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术后４８ｈ对两组患者焦虑状态、疼痛程度进

行 评 价。 焦 虑 状 态 运 用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进行评价。ＳＡＳ共 ２０＋

项目，每个项目根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四

级：１分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２分表示少部分时间；
３分表示相当多时间；４分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疼痛程度评价运用疼痛数字分级法（ＮＲＳ）。０～１０的
数字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０为无痛，１０为最剧烈疼
痛，让患者自己圈出一个最能代表其疼痛程度的数字。

（２）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排便时间、平均住院时间、住
院费用。（３）患者术后１周测量残余尿（ＲＵＶ）和最大
尿流率（Ｑｍａｘ），结果：ＲＵＶ和 Ｑｍａｘ分别为（１０５±
１０３）ｍｌ和（１７０±３３）ｍｌ／ｓ，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

值均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４８ｈ焦虑疾病等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术后４８ｈ焦虑及疼痛评分

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

术后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后ＩＰＳＳ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４８ｈ焦虑评分及疼痛评分，术后１周ＲＵＶ和Ｑｍａｘ评分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评分 ＮＲＳ评分 ＲＵＶ（ｍｌ） Ｑｍａｘ（ｍｌ／ｓ）

对照组 ４３ ３５．６±４．３ ６．５±１．６ １３．６±１０．８ １５．６±３．６

实验组 ４３ ３１．２±３．５ ５．９±１．７ １０．５±１０．３ １７．０±３．３

Ｔ值 ６．１５ ４．７３ ３．１１ ２．９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各时间段等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术后活动时间、术后进食时间、住院时

间较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缩短，平均住院费用与对照

组比较有明显减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进食排便时间、平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珔ｘ±ｓ）

组别 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天） 术后排便时间（天） 平均住院时间（天） 平均住院费用（元）

对照组 ２．８６±０．６９ １．８９±１．０１ ８．２０±０．７５ １３４９３．７２±５６．６９

实验组 ２．１３±０．２３ １．０５±０．８８ ７．０９±０．６９ １２６９５．１１±４９．６９

Ｔ值 １．１５ １．５４ ２．１６ ３．９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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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近年来，临床路径已经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２０多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其病种从外
科向内科，从急性病向慢性病，从医院内向社区医疗服

务，从单纯临床管理向医院管理扩展［７］。实践证明，临

床路径的实施，对于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限制医疗费

用增长［８］、规范诊疗护理手段、加强医护合作、提高患

者满意度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快速康复理论就是通过

多模式控制围手术期的病理生理变化，很好地改善病

人的预后，以减少手术应激及并发症，加速病人术后的

康复，它是一系列有效措施的组合而产生的协同结果，

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过程，不仅包括外科医生、麻醉

师、康复治疗师、护士，也包括病人及家属的积极参与。

其实质内容包括：术前病人教育；更好的麻醉、止痛及

外科技术以减少手术应激反应、疼痛及不适反应；强化

术后康复治疗包括早期下床活动及早期肠内营养［９］。

它的出现对相关临床路径的制订产生着深远影响，该

理念颠覆了近百年来形成的围手术期护理的思维原

则［１０］。对那些入院患者中意识清醒，能配合完成护理

路径及膀胱功能康复训练内容、无严重心肺疾病及精

神障碍者可选入此临床路径。确定临床路径后，其入

院后的１～３ｄ，责任护士对其实施标准化护理，给患者
发放临床路径告知单［１１］，告诉其快速康复流程护理计

划，进行心理疏导以取得病人理解和配合，其间还包括

入院宣教使病人尽快适应环境。术前饮食指导，进食

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的食物，以增强机体的免疫

力和提高对手术的耐受性，术前１２ｈ禁食，６ｈ禁饮，术
前晚使用缓泻药或清洁灌肠以清洁肠道；手术后转出

手术室至出院前１ｄ，护士根据路径表的每日进程程度
执行各项护理活动，完成术后一系列工作包括：保持尿

管引流通畅，防止牵拉、扭曲、受压及阻塞，观察引流物

颜色，做好膀胱冲洗，４８ｈ后冲洗物清亮时可停止冲洗
或行拔管，拔管后注意观察排尿情况，嘱其多饮水，并

保持外尿道口清洁，同时进行膀胱功能锻炼，早期下床

活动、进食、用药、护理、检测及出院指导工作，指导病

人回家后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注意休息，勿参与过重

的活动，注意预防便秘，对病人进行自我监测的指导，

并根据病情进展填写拟定表格［１２］。整个过程中，小组

人员随机检查、评价、讨论分析，提出整改，以便进一步

优化路径内容提高医疗护理质量。转变观念，增强服

务意识，明确护理人员的角色与职责，制定相应快速康

复外科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的康复进度进行评估，根

据患者病情调整护理流程。总之，快速康复理念和临

床护理路径相结合，并在临床路径的实施过程中体现

出来，是对快速康复理念的最好的诠释［１３］。

随着高龄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前列

腺气化电切术来解除疼痛，改善排尿功能，提高生活质

量。我院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起实施前列腺气化电切术的
临床路径并取得初步经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传统医学以患者被动接受治疗为主，临床医护

人员由于缺乏正规系统的康复专业教育培训，对康复

知识缺乏，不能掌握康复的时机，更无法引导和提高患

者的康复意识［１４］。同时，医生往往在简单查房后急于

关注当天的手术，因此无法有更多时间对患者进行详

尽的康复功能训练指导，而临床护士对康复理论及技

能掌握薄弱，以执行医嘱为主，不能也不敢正规系统介

人康复训练，以上现象造成患者失去早期康复的黄金

时间，而康复医学强调患者家属主动参与康复训练。

如何制订更为完善及规范的临床路径，以发挥康复训

练在前列腺增生患者恢复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必须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借鉴国内外

近年来对临床路径研究及运用所取得的经验，以我院

现行临床路径为蓝本，融入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及多学

科康复团队模式理念，强调康复医师及护理人员在前

列腺气化电切术后快速康复中的作用。康复医师对本

科护理人员进行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康复理论及技能的

培训，使医护人员直接全程参与手术患者查房、治疗、

康复功能训练、出院指导及出院后跟踪指导评估，制订

了本院前列腺气化电切术的快速康复护理路径。在本

课题中，实验组术后４８ｈ评分及疼痛评分显著下降。
说明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快速康复护理路径无论是提高

患者近期疗效，还是改善远期疗效，均有显著效果。因

此，将快速康复护理路径引入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可以

使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临床一线工作实现有效融合，使

护理路径具备较强的针对性［１５－１７］。我们有理由相信

快速康复护理路径将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及较广阔的

应用前景，可在其它外科、内科等临床护理路径中应

用，甚至在社区康复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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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富隆与二甲双胍联合使用在多囊卵巢

综合征不孕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马凤清 宋丽杰 郑嘉敏

深圳市人民医院计划生育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０

【摘　要】目的：探讨妈富隆联合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伴不孕的治疗效果。方法：ＰＣＯＳ伴不孕者９５例随机
分为实验组（口服妈富隆与二甲双胍）４６例，对照组（单用妈富隆）４９例；并于治疗前检测性激素水平，测量 ＷＨＲ、ＢＭＩ。
３个周期复查后，予克罗米芬促排卵３疗程，并检测排卵、妊娠情况。结果：两组性激素水平改善明显，实验组 ＩＲ、ＷＨＲ、
ＢＭＩ下降显著（Ｐ＜００５），排卵率和妊娠率较对照组提高（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结论：ＰＣＯＳ伴不孕者促排卵前予妈富
隆和二甲双胍治疗３个周期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多囊卵巢综合征；妈富隆；二甲双胍；克罗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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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
ＣＯＳ）是一种以长期不排卵，高 ＬＨ，增大的多囊性卵
巢，不同程度的高雄激素水平，闭经或月经稀发、不孕、

肥胖、多毛和卵巢多囊性增大为临床特点的综合症候

群，是育龄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也是不孕症常见的

原因之一［１］。有时甚至从青春期就开始发生发展，并

持续影响妇女一生［２］。近年来研究表明ＰＣＯＳ存在胰

岛素抵抗（ＩＲ），且逐渐成为研究、治疗的热点［３］。本

文对我院ＰＣＯＳ患者进行临床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来我院就诊的 ＰＣＯＳ
伴不孕患者９５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４６例，平均年龄（３１４±５７）岁；对照组４９例，平均年
龄（３２６±４５）岁。所有患者均符合２００３年鹿特丹多
囊卵巢综合征诊断标准［４］，同时排除迟发型先天性肾

上腺皮质增生、柯兴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异常、高催乳

素血症等疾病。患者输卵管至少一侧通畅，子宫大小

正常，抗精子、内膜抗体阴性，近３个月未用激素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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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男方精液正常。

１２ 方　法
在治疗前自然月经第 ３～５ｄ测定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Ｔ）、空腹血糖
（ＦＢＳ）、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水平，同时测量体重指数
（ＢＭＩ）、腰／臀比值（ＷＨＲ）、多毛（按 Ｆ－Ｇ评分），并
记录月经情况。对照组在月经来潮第１ｄ使用妈富隆
（欧加农制药），１片／ｄ，连续服用２１ｄ，停药后至下次
月经第１ｄ重复，共３个疗程。实验组再加二甲双胍片
（格华止，百时美施贵宝）５００ｍｇ／次，ｔｉｄ，连服３月。撤
药后首次月经第３～５ｄ复查以上指标，同时用克罗米
芬（高特制药）促排卵，剂量５０ｍｇ／ｄ，连用５ｄ后行阴道
超声，同样行３个疗程。当Ｂ超监测优势卵泡达１８～
２２ｍｍ、子宫内膜厚度８～１２ｍｍ时，注射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默克雪兰诺）２５０ｇ，３６ｈ后再次监测排卵情况。
若有排卵，则定期予黄体支持，并于排卵１４～１６ｄ后检
测尿ＨＣＧ，４周后超声检测子宫内是否有孕囊。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

两组用药后血清中 ＬＨ、Ｔ均有明显下降（Ｐ＜
００１），ＬＨ／ＦＳＨ降低（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空腹血糖两组均无明显改变。实验组治疗前体重指

数为（２４２７±３１２），治疗后为（２０３８±２８７），明显
降低（Ｐ＝００３８＜００５）；而对照组 ＢＭＩ无明显变化。
空腹胰岛素、ＩＲ、ＷＨＲ水平实验组治疗后明显下降，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对照组则无显著改变。见表１。
２２ 痤疮、多毛、月经恢复情况比较

经治疗后两组痤疮、月经稀发或闭经情况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多毛症状两组改善均不明

显。见表２。
２３ 促排卵结果比较

促排卵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排卵率（Ｐ＜
００５）、妊娠率（Ｐ＜００１）均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而流产率则两组无显著差异。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指标对比（珔ｘ±ｓ）

指标
实验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ＬＨ（ＩＵ／Ｌ） １４．８６±３．４７ ７．４８±１．７５ ０．００７ １５．０６±３．２６ ６．９８±１．９２ ０．００５

ＬＨ／ＦＳＨ 　２．６４±１．１２ １．３１±０．５８ ０．０３３ 　２．７１±１．０６ １．５８±０．６４ ０．０４６

Ｔ（ｍｇ／ｍｌ） １２５．３１±３０．５７ ７０．１３±２０．８９ ０．００８ １２０．８５±３２．０４ ６３．５０±１９．４２ ０．００５

ＦＢＳ（ｍｍｏｌ／ｍｌ） 　５．１７±０．７９ ４．９２±０．６８ ０．２５２ 　４．９２±０．７１ ４．５１±０．５７ ０．１８４

ＦＩＮＳ（ｍＩＵ／ｍｌ） １４．５３±５．３１ ８．７９±３．５３ ０．０３７ １３．７２±４．６９ １３．３１±４．７５ ０．４５８

ＩＲ 　３．０２±０．１７ １．４２±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２．８４±０．２１ ２．５８±０．３０ ０．３９４

ＢＭＩ ２４．２７±３．１２ ２０．３８±２．８７ ０．０３８ ２３．８９±３．３６ ２４．０５±３．７４ ０．２６８

ＷＨＲ 　０．９２±０．０４ ０．８４±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９０±０．０５ ０．８８±０．０６ ０．１３６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对比（例）

症状
治疗前

实验组 对照组 合计

治疗后

实验组 对照组 合计
Ｐ值

痤疮 １２ １４ ２６ ５ ６ １１ 　０．００６

多毛 ２３ ２７ ５０ ２１ ２６ ４７ 　０．６６３

月经稀发或闭经 ４４ ４８ ９２ １ ５ ６ ＜０．００１

表３　两组促排卵治疗结果比较 （例）

例数
排卵

有 无 Ｐ

妊娠

有 无 Ｐ

流产

有 无 Ｐ

实验组 ４６ ４３ ３ ０．０２９ ２８ １８ ０．００６ ５ ２３ ０．９４１

对照组 ４９ ３８ １１ １６ ３３ ３ １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１９　　　·

３　讨　　论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胰岛素抵抗已逐渐成为Ｐ
ＣＯＳ患者生殖障碍与糖代谢异常的病理生理基础［５］。

胰岛素抵抗后促使血中胰岛素含量增高，形成高胰岛素

血症，高浓度的胰岛素或直接刺激卵巢受体，促进雄激

素的分泌；或作用于垂体，促进ＬＨ的分泌，从而使卵泡
膜上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１７α的活性增强，也导致雄性激素的
合成增多。两者共同作用，引起排卵障碍［６］。与此同

时，高胰岛素血症还导致脂肪组织的外周堆积，尤其是

在腹部和内脏形成肥胖。肥胖又使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ＳＨＧＢ）在肝脏的合成减少，进而血清中游离Ｔ含量升
高，雄激素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加重不排卵，引起月经不

规律及不孕［７］。此外，ＰＣＯＳ患者以后发生内膜癌的概
率是正常同龄妇女的４倍［８］。

二甲双胍是胰岛素增敏剂类降糖药，能改善外周组

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对葡萄糖的摄取利用，抑制

肝糖原异生和糖原分解［９］。继而降低卵巢和肾上腺中

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１７α的活性，促进ＳＨＧＢ的合成，最终降低
雄激素的合成与游离活性［１０］。此外，二甲双胍还能提

高妊娠率和减少流产率，但对月经改善不理想［１１］。

妈富隆是炔雌醇（ＥＥ）和地索高诺酮（ＤＳＧ）的复方
制剂，为新型口服避孕药［１２］。作为第３代孕激素，ＤＳＧ
对孕激素受体的亲和力较强，而雄激素及雌激素样作用

很弱［１３］。其药理机制主要如下：（１）ＤＳＧ高效对抗雌激
素，并对垂体分泌ＬＨ产生负反馈，减少ＬＨ对卵泡膜细
胞作用后产生的雄激素；（２）ＥＥ能抑制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１７α的活性，促进 ＳＨＢＧ合成，从而使游离睾酮含量减
少；（３）可能直接减少ＡＣＴＨ的释放，或减少孕烯醇酮的
生成，从而抑制雄激素在肾上腺中的合成。使用妈富隆

之后，雄激素水平下降，且打破了ＬＨ与高雄激素之间的
恶性循环，故能使ＰＣＯＳ的内分泌环境在短期内得到改
善，使患者的痤疮、毛发减少或消失，同时也提升了促排

卵药物敏感性和卵母细胞质量［１４］。

本临床试验结果与有关报道基本一致［１５］，妈富隆

治疗后患者的痤疮明显减少，血清中的 Ｔ、ＬＨ水平及
ＬＨ／ＦＳＨ比值下降，月经恢复。联合二甲双胍后患者体
重指数也明显降低，空腹胰岛素水平下降、ＩＲ降低。但
两组患者的多毛症状均未见明显改善，可能是因为用药

时间较短，尚需进一步验证。在此基础上再使用促排卵

药物，不仅使实验组的排卵率和妊娠率升高［１６，１７］，还使

流产率较对照组低，最终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总的来说，妈富隆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后，两者不仅

协同降低雄激素和黄体生成素的激素水平，还减少胰

岛素抵抗，加强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重指数，较好的

改善了患者的激素与代谢水平。因此，ＰＣＯＳ伴不孕者
促排卵前予妈富隆和二甲双胍治疗３个周期，是较为
理想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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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任长安．耐克罗米芬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治疗研究进展．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７（１１）：３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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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术后

ＧｎＲＨ联合反添加治疗分析

吴　芸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妇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目的：探讨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行腹腔镜手术后服用促性腺激素激动剂联合反添加治疗的临床治疗效
果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１６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行
腹腔镜手术治疗，术后对照组给予亮丙瑞林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使用反向添加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性激素

水平、疼痛程度评分变化及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在改善性激素水平和疼痛状况评分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

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行腹腔镜手术后服用促性腺激素激动剂联合反添加治疗安全有效，降低复发率，减轻患者疼

痛症状评分，对内分泌代谢影响较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关键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ＧｎＲＨ；反向添加治疗

Ｇｏｎａｄ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ｄｄｂａ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ＷＵＹ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Ｕｒｕｍｑｉ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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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ｇｈｔｇｏｎａｄｏｒｅｌｉ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ａｄｄ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ｐ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ｐｓ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ｃｙ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ｊｏｉｎｔａｄｄ
－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ｓ，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Ｇｏｎａｄ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ｄｄｂａ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ｙ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属于妇科常见疾病和多发疾
病，严重的影响了女性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往腹腔镜手

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临床首选治疗方案，但是

并非所有的手术都可以清除所有病灶，而且手术后的

复发相对较高，因此临床上如何减少女性患者手术后

的复发并提高生活质量是医学界的热点问题［１，２］。促

性腺激素释放的激素激动剂可以治疗子宫内膜异位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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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但是容易造成血管舒缩的症状并导致骨丢失，因此

限制了临床上长期应用［３，４］。我院对子宫内膜异位囊

肿患者行腹腔镜手术后给予促性腺激素激动剂联合反

添加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腹腔镜手术治
疗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１６例，均经病理证实盆腔子
宫内膜异位囊肿。将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５８例，其中观察组年龄３０～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８７６
±４２３）岁；体重质量４８～７６ｋｇ，平均体重质量（５２６８±
８３６）ｋｇ；其中ＩＩＩ期患者３２例，ＩＶ期患者２６例。对照组
年龄３１～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８２９±４３１）岁；体重质量４５
～７４ｋｇ，平均体重质量（５３１１±８２９）ｋｇ；其中ＩＩＩ期患者
３５例，ＩＶ期患者２３例。两组患者年龄、体重质量、疾病情
况等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在月经周期后第２ｄ给予患者亮丙瑞林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９３８５２）３７５ｍｇ，每隔２８ｄ皮下注射１次，用药

时间为４～６月。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反向添加

治疗，药物为补佳乐（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药品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３００８９），在注射第２针亮丙瑞
林时给予反向添加治疗，补佳乐１ｍｇ／ｄ，１次／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血清雌二醇、卵泡雌

激素）、ＣＡ１２５浓度变化情况；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方法
对盆腔的疼痛、痛经及性交痛的疼痛程度进行评分，用

０－１０刻度标尺，其中０表示无痛，１０表示剧痛；观察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５］。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 χ２校验，Ｐ＞００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差异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清性激素和ＣＡ１２５浓度变化情况
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和ＣＡ１２５浓度变化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和ＣＡ１２５浓度变化情况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卵泡雌激素（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血清雌二醇（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Ａ１２５（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８ １０．２３±５．２３ ２．９６±１．３１＊ ４３０．９８±３１７．６４ １３４．２８±４６．７１＊● ５４．１８±３９．６３ １５．３８±１１．２７＊

对照组 ５８ １０．６３±５．４１ ３．８７±１．５４＊ ４３６．７８±３０８．２６ １１０．１８±３０．２７＊ ５３．４８±４０．０１ １６．７２±１０．０３＊

　　注：两组治疗后血清激素水平和ＣＡ１２５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经统计学分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血清卵泡雌激素和

ＣＡ１２５下降程度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雌二醇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经统计学分析，ｔ＝３２９７５，●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评分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８ ６．８２±２．６５ ２．０１±１．４５＊●

对照组 ５８ ６．７８±２．６３ ２．９８±１．９３＊

　　注：两组治疗后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经统计学分析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疼痛评分降低较对照组明显，经

统计学分析，ｔ＝３０６０２，●Ｐ＝０００２２＜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复发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５８ ７（１２．０７） ５１（８７．９３） １２．０７＊

对照组 ５８ １６（２７．５９） ４２（７２．４１） ２７．５９

　　注：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比较，χ２＝

４３９２７，＊Ｐ＝００３６１＜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属于临床上常见的妇科疾病，常会

累及育龄女性，卵巢发生的子宫内膜的异位囊肿如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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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不及时常会影响患者的卵巢和输卵管的功能，严重的

会造成不孕。治疗不及时，还会引发破裂，而破口部位愈

合会和周围的组织发生粘连，破口较大的则难以愈合，囊

液流入到腹腔后会造成弥漫性的腹膜炎，危及女性患者

的生命安全［６，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临床症状主要

以痛经、盆腔疼痛和性交痛为主，而且会造成患者不孕，有

报道显示大约２５％～４０％左右的不孕女性均有不同程度
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８］。目前临床上治疗的首选方

法是腹腔镜治疗，但是本病属于容易复发雌激素依赖性

的基本，手术治疗只能去掉肉眼所见的可以辨认的病灶，

而对于在镜下的一些微小病灶或者非典型性的病灶则不

容易发现，而且由于侵袭的位置深度、手术中粘连情况、分

离时是否出现破裂、手术是否可以完全清除病灶及激素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导致复发［９，１０］。

目前已经证实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药物可

以抑制卵巢分泌性激素，让患者出现暂时性的绝经，导

致残留内膜的异位病灶发生萎缩退化，促进了内膜细胞

的凋亡，抑制其增殖并可以抑制ＴＮＦ－α所引发的ＩＬ－
８的分泌［１１，１２］。亮丙瑞林属于视丘下部产生黄体生成

激素释放激素的高活性的类似物，属于合成的两端均封

闭水溶性九肽，同垂体的ＧｎＨＲ受体的亲和力较强，对
于肽酶的分解感应性较低，短期使用可以刺激垂体分泌

促性腺激素，让卵泡激素及黄体生成素和雌二醇水平一

过性增加，长期使用会让ＧｎＨＲ受体消耗，激素水平降
低，造成患者体内低雌激素水平，引起子宫内膜蜕化与

萎缩，有效地缓解临床症状［１３］。然而使用促性腺激素

常见的副反应就是围绝经期的症状和骨质丢失及骨密

度降低，因此为了减轻这些副作用，临床上提出了使用

反向添加治疗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增加雌二醇的阈

值，既不会刺激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的增长，又不会产生

低雌激素的副作用的Ｅ２［１４，１５］。我们在使用亮丙瑞林治
疗的基础上应用补佳乐，其属于天然的雌激素，每片含

有戊酸雌二醇１ｍｇ，可刺激子宫内膜的增生，每天服用
１ｍｇ达到生理的剂量，口服后可以迅速经过胃肠道吸
收，而且对于肝脏的代谢影响小，符合生理的特点［１６］。

戊酸雌二醇进入到体内后，在肝脏与血浆中脂酶的作用

下迅速降解成为雌二醇与戊酸，后者降解成二氧化碳与

水，雌二醇则发挥生理作用，属于人体主要的活性激素，

同雌激素的受体亲和力最高，促进子宫内膜细胞的分

裂［８］。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在改善性激素水平和疼痛状

况评分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经
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行腹腔镜手术

后服用促性腺激素激动剂联合反添加治疗安全有效，

降低复发率，减轻患者疼痛症状评分，对内分泌代谢影

响较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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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摘除术后所致膀胱痉挛与膀胱冲洗液温度的临床研究

黄孟燕　王永丹

乐清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６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温度的膀胱冲洗液对前列腺摘除术后膀胱痉挛的影响。方法：将１３８例患者随机分为 Ａ、
Ｂ、Ｃ、Ｄ、Ｅ和Ｆ组，每组２３例，冲洗液的温度为１１～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５℃、２６～３１℃、３２～３７℃、３８～４０℃，观察各组
膀胱痉挛发生率和平均痉挛次数。结果：Ｅ组采用等体温（３２～３７℃）冲洗液温度，患者膀胱痉挛发生率和平均痉挛次数
均低于其他组（Ｐ＜００５）。结论：选择３２～３７℃的膀胱冲洗液温度持续性进行膀胱冲洗，能够有效的减少前列腺摘除术
后的膀胱痉挛发生率和平均痉挛次数。

【关键词】前列腺摘除术；膀胱痉挛；冲洗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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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ｙｓｔｏｓｐａ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ｐａｓｍ；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现象也越
来越严重，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
ｓｉｓ，ＢＰＨ）已经逐步成为老年男性常见的疾病。前列
腺切除术是众多治疗方法中最常见、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３］，膀胱痉挛是前列

腺切除术后常见的早期并发症之一。膀胱痉挛是因术

后膀胱逼尿肌痉挛性收缩使得膀胱区产生阵发性或持

续性胀痛，并伴有继发性出血、尿管周围溢尿、泌尿系

统感染的症状［４］。膀胱痉挛导致伤口康复缓慢，使得

患者非常痛苦，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增加患者的医

疗费用。膀胱痉挛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膀胱冲洗液温

度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膀胱痉挛可导致患者的

手术创面出血，并形成血凝块堵塞导尿管，刺激膀胱平

滑肌，加重膀胱痉挛，此时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做为膀胱

冲洗液持续性的冲洗膀胱可以防止血凝块堵塞导尿

管［４－７］。但是膀胱冲洗液温度也是诱发膀胱痉挛的重

要因素，冲洗液温度过高使得毛细血管扩张，加快血液

循环，膀胱活动增加，使得膀胱出血增多；冲洗液温度

过低容易刺激膀胱平滑肌，加重膀胱痉挛，导致继发性

出血，延长患者的康复时间［４］。因此，选择适宜的膀胱

冲洗液温度对患者的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科室选

取自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来我院行前列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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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术后的１３８例患者给予温度不同的膀胱冲洗液进行
持续性的冲洗，观察术后对膀胱痉挛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科

行前列腺切除术患者 １３８例，年龄 ６１～７８岁，平均
（６９６±３８）岁，患者年龄、性别、体重均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实验方法
术后患者留置膀胱造瘘管、气囊尿管以及耻骨后

引流管，并马上开始采用密闭持续性膀胱冲洗，膀胱冲

洗液均为无菌生理盐水。将１３８例患者按照不同的冲
洗温度分为六组：Ａ组 ２３例，冲洗液的温度为 １１～
１６℃；Ｂ组２３例，冲洗液的温度为１７～２０℃；Ｃ组２３
例，冲洗液的温度为２１～２５℃；Ｄ组２３例，冲洗液的温
度为 ２６～３１℃；Ｅ组 ２３例，冲洗液的温度为 ３２～
３７℃；Ｆ组２３例，冲洗液的温度为３８～４０℃。在术后
的当天冲洗液的滴速为１００滴／ｍｉｎ，术后第１、２天冲
洗液的滴速为８０滴／ｍｉｎ，以后冲洗液的滴速均为６０
滴／ｍｉｎ。为了保证冲洗液的温度，在冲洗过程中，采用
恒温器控制冲洗液的温度。

１３　评价方法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间接对膀胱痉挛进行评

定，观察，记录各组患者在术后５ｄ持续冲洗期间的膀
胱痉挛情况。将不发生膀胱痉挛记为０分，出现以下
症状记１分：在术后患者出现便意急迫感、尿意急迫
感、膀胱区疼痛、膀胱内压升高导致冲洗不畅；出现以

下症状记２分：出现逆流、疼痛难忍。累计４分及以上
则认为膀胱痉挛，膀胱痉挛症状全部出现则记为

１０分［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处理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 珋ｘ

±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ｔ检验，而组间比较则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通过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在冲洗液温度升高至

接近体温时，术后当天、术后第１天与第２天膀胱痉挛
的平均次数和发生率均减少，随着持续性冲洗时间的

延长，膀胱痉挛的平均次数和发生率也在不断的减少，

当冲洗液温度为３２～３７℃是最佳的冲洗液温度；但是
当冲洗液温度高于正常体温（３８～４０℃）时，术后当
天、术后第１天与第２天膀胱痉挛的平均次数和发生
率均较冲洗液温度为３２～３７℃增加。各组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六组患者术后当天、术后第１天与第２天膀胱痉挛情况出现的比较（珔ｘ±ｓ）

组别 温度（℃） ｎ
术后当天

平均痉挛次数 发生率（％）

术后第１天

平均痉挛次数 发生率（％）

术后第２天

平均痉挛次数 发生率（％）

Ａ １１～１６ ２３ ２０．７ ８２．６（１９／２３） ２０．２ ７８．３（１８／２３） １９．４ ６５．２（１５／２３）

Ｂ １７～２０ ２３ １９．１ ６９．７（１６／２３） １８．７ ６０．９（１４／２３） １７．９ ５２．２（１２／２３）

Ｃ ２１～２５ ２３ １８．８ ６０．９（１４／２３） １７．５ ５６．５（１３／２３） １７．１ ４３．５（１０／２３）

Ｄ ２６～３１ ２３ １４．２ ５２．２（１２／２３） １３．８ ４３．５（１０／２３） １３．３ ３９．１（９／２３）

Ｅ ３２～３７ ２３ １０．５ １７．４（４／２３） １０．１ ８．７（２／２３） ９．５ ４．３（１／２３）

Ｆ ３８～４０ ２３ １８．３ ５６．５（１３／２３） １８．２ ４７．８（１１／２３） １７．４ ５４．５（１０／２３）

表２　六组患者术后当天、术后第１天与第２天膀胱痉挛情况之间的水平比较（珔ｘ±ｓ）

组别
术后当天

Ａ／Ｂ Ｂ／Ｃ Ｃ／Ｄ Ｄ／Ｅ Ｅ／Ｆ

术后第１天

Ａ／Ｂ Ｂ／Ｃ Ｃ／Ｄ Ｄ／Ｅ Ｅ／Ｆ

术后第２天

Ａ／Ｂ Ｂ／Ｃ Ｃ／Ｄ Ｄ／Ｅ Ｅ／Ｆ

χ２ ６．５３６ ５．８６４ ５．２３６ ４．６３２ ５．１７９ ６．１２７ ５．３５７ ５．１８５ ４．４３７ ４．９８２ ５．２４６ ４．８６３ ４．７６２ ４．３２５ ４．６７４

Ｐ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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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之一，前列腺切

除术是治疗该病的首选方法，在术后为了防止血凝块

的形成，需要用生理盐水来持续膀胱冲洗，而在持续性

冲洗的这段时间内患者较容易发生膀胱痉挛［９－１３］。

膀胱痉挛使得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容易造成患者精

神上的压力，影响患者的快速康复，所以研究前列腺切

除术后膀胱痉挛的诱因以及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膀胱

痉挛的发生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当前列腺

切除术后膀胱持续处于痉挛状态，容易造成后尿道狭

窄，而后尿道狭窄能极大地影响患者阴茎勃起功能。

国内外学者分析认为，阴茎勃起神经在后尿道部分形

成分支，进入阴茎海绵体；当膀胱持续痉挛时易造成后

尿道阴茎勃起神经的抑制，阴茎勃起的疼痛及性高潮

降低是常见临床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术后发生膀胱痉挛是由多因素造成，如患者的精

神状态、引流的刺激、膀胱冲洗液的速度与温度，但是

有研究表明冲洗液的温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度

适宜的冲洗液能够有效的减少膀胱痉挛的发生率［１４］。

从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冲洗液的温度为３２～３７℃时，即
接近体温时，在术后能有效的降低膀胱痉挛的发生率，

而当冲洗液的温度低于或高于此温度时均能增加膀胱

痉挛的发生率及平均发生次数。这是因为一方面，当

冲洗液的温度较低时，持续性的冲洗将会带走患者的

热量，使得患者的体温降低，机体的温度降低使得凝血

酶的活性减弱，从而造成功能障碍，使得术中、术后的

出血量增多，当出血过多时，容易形成血凝块，刺激膀

胱平滑肌，引起膀胱痉挛，而膀胱痉挛又能使得出血量

增多，故而形成恶性循环［１５］。另一方面，当温度高于

正常体温时，将会使得局部血管扩张，而创伤面的血液

循环也将会加快，从而使得伤口的渗血量增加，故而加

重了膀胱内的出血，膀胱内的出血增多，将引起膀胱痉

挛。当冲洗液的温度（３２～３７℃）接近人体体温时，冲
洗时不会带走患者体内的热量，使得凝血酶能够正常

的发挥作用［１４］，而且接近人体体温的冲洗液不会刺激

膀胱，从而减少了膀胱痉挛的发生率，也就减少了患者

的痉挛疼痛，使得膀胱内的血管保持正常的舒缩。膀

胱痉挛状态的减少，能保证患者阴茎勃起神经功能，从

而有效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１５］。

采用与患者体温接近的冲洗液温度能够有效的降

低患者膀胱痉挛的发生率和发生次数，并能够缩短患

者的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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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妊娠期糖尿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刘梅青 徐浩军

江山贝林医院妇产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情况和影响因素，为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选择我院产科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１１６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

收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找出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发生率为２０６９％（２４／１１６），以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细菌性阴道病为主（７０００％）。糖化血红蛋白异常（ＯＲ＝７５５８，Ｐ＝００００）、混用洗外阴的用具

（ＯＲ＝９４４８，Ｐ＝００００）和既往生殖道感染史（ＯＲ＝１７０３，Ｐ＝００００）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

素。结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高，以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细菌性阴道病为主，其发生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

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ＵＭｅｉｑｉｎｇ，ＸＵＨａｏ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Ｂｅｈｒ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ｕｚｈｏｕ３２４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１１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１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ｓｋｅｄｔｏｆ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ＷｅｕｓｅｄＳＰＳＳ１９．０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６９％ （２４／１１６）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７０００％）．Ｉｓ

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ｙｃ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ＯＲ＝

７５５８，Ｐ＝００００），ｍｉｘｅ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ｓｈｉｎｇｕｔｅｎｓｉｌｓ（ＯＲ＝９４４８，Ｐ＝００００）ａｎ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ＯＲ＝１７０３，Ｐ＝００００）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ｔｏｂ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ａｕｓｅ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妊娠期糖尿病是产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该病发
生率为１％～９％［１，２］。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往往无明显

的临床症状，但是该病患者内分泌及免疫状态的改变

易感染病原体而导致生殖道感染，不仅可能引起早产、

胎儿生长受限、胎膜早破、新生儿疾病等不良妊娠结

局，而且还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３，４］。为

此，学者们和临床医师一直致力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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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生殖道感染情况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是迄今为

止尚未见到类似报道。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收集我院

产科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１１６例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现将结果总结汇报如下。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产科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
１１６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
患者符合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２）患者均于孕
２４～２８周行５０ｇ葡萄糖负荷试验，阳性者测空腹血浆
葡萄糖水平，如果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５８ｍｍｏｌ／Ｌ
则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正常则

行７５ｇ葡萄糖耐量试验；（３）患者无言语和交流障碍，
能够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４）均自愿
参加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５）本研究经过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开展。排除标准：（１）患者有
心肝肾等重大疾病；（２）患者孕前已经确诊为糖尿病；
（３）患者与医务人员交流困难，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
和沟通；（４）患者合并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
执性精神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应激相关性精神

障碍等重型精神疾病，对自己的行为无完全刑事承担

能力；（５）患者不愿意参加本次研究。其中，孕妇年龄
范围为１８～３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３４±７４９）岁；孕周
范围为１５～２０周，平均孕周为（１６８４±３６６）周；体重
指数为 ２０～２９ｋｇ／ｍ２，平均体重指数（２４５５±４４３）
ｋｇ／ｍ２。根据患者有无合并生殖道感染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平均孕周和平均体

重指数方面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对符合本

研究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进行调

查。在问卷调查前，先对参加本次研究的调查员进行

集中培训。在培训结束后，参加本次研究的调查员必

须参加笔试和专家面试，两者均考核合格后才允许调

查员参与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采用统一指导语。

１２２ 自编问卷内容 包括：年龄、身高、体重、

职业、生源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压力、工作劳

动强度、营养状态、孕次、产次、流产次数、多胎妊娠、基

础体重指数、孕２０周体重指数、股围、腰围、腰髋比、每
日摄入水果、每日静坐行为时间、每天摄入新鲜蔬菜、

每日饮水量、每日食用水果量、每日食用奶制品量、每

日食用肉量、高油膳食、高盐膳食、摄入腌制食品、糖化

血红蛋白、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数、丈夫职业、丈夫

有过其他性伴侣、个人卫生习惯、混用洗外阴的用具、

既往生殖道感染史等。

１３ 相关定义

（１）妊娠糖尿病诊断标准［５］：①空腹血糖测定：两
次或两次以上空腹血糖≥５８ｍｍｏｌ／Ｌ者，可诊断为糖
尿病；②糖筛查实验：我国学者建议在妊娠２４～２８周
进行 ＧＤＭ筛查，５０ｇ葡萄糖粉溶于２００ｍｌ水中，５ｍｉｎ
内服完，其后１ｈ血糖值≥７８ｍｍｏｌ／Ｌ为糖筛查阳性，
应检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异常可诊断为糖尿病，空腹

血糖正常者再行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ｒ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ＧＴＴ）；③ＯＧＴＴ：我国多采用７５ｇ糖耐量试
验。指空腹１２ｈ后，口服葡萄糖７５ｇ，其正常上限为：
空腹 ５６ｍｍｏｌ／Ｌ，１ｈ１０３ｍｍｏｌ／Ｌ，２ｈ８６ｍｍｏｌ／Ｌ，３ｈ
６７ｍｍｏｌ／Ｌ。其中有两项或两项以上达到或超过正常
值，可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２）生殖道感染［６］：①利
迈观念有限公司生产的细菌性阴道病快速检测试剂盒

检测阴道后穹窿及宫颈分泌物标本示快速检测卡阳

性，结合镜检线索细胞≥２０％诊断为细菌性阴道病；②
英国立明公司生产的沙眼衣原体抗原快速金标诊断试

剂盒检测阴道后穹窿及宫颈分泌物标本示阳性诊断为

衣原体感染；③珠海黑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支
原体培养基培养阴道后穹窿及宫颈分泌物标本示阳性

诊断为支原体感染；④涂片镜检找到滴虫或（和）假丝
酵母菌诊断为糖尿病滴虫性阴道炎或外阴阴道假丝酵

母菌病。

１４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本研究收集到的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

以绝对值或者构成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影响
因素则采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２ 结　　果

２１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阴道清

洁度情况

在本研究调查的１１６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有
２４例患者术后出现生殖道感染，感染发生率为
２０６９％（２４／１１６）。阴道清洁度情况分布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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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类型

在送检的２４份合格标本中，检出３０株病原菌，存
在多重感染，其中以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细菌性

阴道病为主，分别占５０００％和２０００％。感染类型分
布见表２。

表１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生殖道感染阴道清洁度情况

部位 例数 构成比（％）

Ⅰ度 １ ４．１７

Ⅱ度 ６ ２５．００

Ⅲ度 ６ ２５．００

表２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生殖道感染病原菌分布构成比

类型 菌株数 检出率（％）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１５ ５０．００

细菌性阴道病 ６ ２０．００

支原体感染 ４ １３．３３

滴虫性阴道炎 ２ ６．６７

宫颈沙眼衣原体感染 １ ３．３３

淋病 １ ３．３３

尖锐湿疣 ４ １３．３３

　　２３ 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

以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术后有无出现生殖道感染

（无生殖道感染 ＝０，生殖道感染 ＝１）为因变量，以年
龄、身高、体重、职业、生源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经济压力、工作劳动强度、营养状态、孕次、产次、流

产次数、多胎妊娠、基础体重指数、孕 ２０周体重指
数、股围、腰围、腰髋比、每日摄入水果、每日静坐行

为时间、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每日饮水量、每日食用

水果量、每日食用奶制品量、每日食用肉量、高油膳

食、高盐膳食、摄入腌制食品、糖化血红蛋白、初次性

生活年龄、性伴侣数、丈夫职业、丈夫有过其他性伴

侣、个人卫生习惯、混用洗外阴的用具、既往生殖道

感染史等为自变量，赋值后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α入 ＝００５，α出 ＝０１０。结果发现：高中及
以上文化（ＯＲ＝６２２９，Ｐ＝００００）是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保护因素，糖化血红蛋白异

常（ＯＲ＝７５５８，Ｐ＝００００）、混用洗外阴的用具（ＯＲ
＝９４４８，Ｐ＝００００）和既往生殖道感染史（ＯＲ＝
１７０３，Ｐ＝００００）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
感染的危险因素。见表３。

表３　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赋值 偏回归系数β 标准误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比数比ＯＲ ９５％可信区间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０，高中级以上＝１ １．８２９ ０．３７７ ２３．５５７ ０．０００ ６．２２９ ２．９７６～１３．０３８

糖化血红蛋白 正常＝０，异常＝１ ２．０２３ ０．４９５ １６．６６６ ０．０００ ７．５５８ ２．８６２～１９．９６１

混用洗外阴的用具 否＝０，是＝１ ２．２４６ ０．３７１ ３６．５６８ ０．０００ ９．４４８ ４．５６３～１９．５６４

既往生殖道感染史 无＝０，是＝１ ０．５３２ ０．０７９ ４５．１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０３ １．４５８～１．９８８

３ 讨　　论

研究发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发

生率为２０６９％，以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细菌性
阴道病为主，分别占５０００％和２０００％。可见，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高，探寻妊娠

糖尿病患者出现生殖道感染的影响因素意义重大，能

够为采用针对性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改善母

婴结局。

笔者查阅大量参考文献［７－１５］，制定自编问卷收

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高中及以上文化（ＯＲ＝６２２９，Ｐ＝００００）是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保护因素。文化程度

高的患者能够对妊娠期糖尿病和生殖道感染有较为

深刻的认识，其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及卫生认知就

越高，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减少生殖道感染的发生。

而糖化血红蛋白异常（ＯＲ＝７５５８，Ｐ＝００００）、混用
洗外阴的用具（ＯＲ＝９４４８，Ｐ＝００００）和既往生殖
道感染史（ＯＲ＝１７０３，Ｐ＝００００）则是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１）糖化血红蛋
白异常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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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
控制欠佳容易导致患者体内白细胞糖代谢紊乱和糖

酵解能力降低，患者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游走、吞噬

与杀菌能力明显低于正常孕妇，增加患者生殖道感

染的发生；②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欠佳导致患
者机体合成蛋白质减少，分解蛋白质加快，使得患者

体内生成免疫球蛋白、补体、抗体等减少，降低患者

体内淋巴细胞转换率，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增加患者妊娠糖尿病患者生殖道感染的发生；③妊
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欠佳导致患者体内处于高血

糖环境，该环境有利于细菌生长繁殖，增加患者生殖

道感染的发生；④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欠佳时
其有血管神经病变而出现血流缓慢，周围组织供氧

减少，明显影响患者局部组织对感染的反应，也有利

于厌氧菌生长和降低白细胞依赖氧的杀菌作用，增

加患者生殖道感染的发生；（２）混用洗外阴的用具能
够增加交叉感染的几率，为此，加强对妊娠糖尿病孕

妇个人卫生和性卫生方面的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的

卫生行为习惯，减少患者生殖道感染的发生；（３）妇
女妊娠期机体抵抗力下降，患者黏膜充血水肿，患者

阴道上皮细胞内糖原积聚经阴道杆菌作用后变为乳

酸，明显降低患者阴道分泌物的 ｐＨ值，再加上妊娠
期妇女体内雌激素（Ｅ２）明显升高，加剧患者血糖异
常，明显增加阴道分泌物内细菌和霉菌等繁殖，进而

增加患者生殖道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合并生殖道感染发

生率较高，以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细菌性阴道病

为主，其发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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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的比较

曾祥生 秦家龙△ 曹崇光 吴景凤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医学科，重庆 ４０００６２

【摘　要】目的：探讨三种不同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的优缺点和不同造影剂对不孕患者子宫输卵管造影结果的

影响，选择相对安全及患者易于接受的造影剂。方法：随机选择３００例不孕患者，分别采用４０％的碘化油、７６％的复方泛

影葡胺和碘海醇各１００例行子宫输卵管造影并进行对比。结果：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需作碘过敏试验，风险较大，且需

２ｄ才能完成；７６％的复方泛影葡胺造影剂，虽时间短，但需静脉注射碘过敏试验剂，患者不易接受；碘海醇造影剂不需作

碘过敏试验，安全、痛苦少、用时少，患者易于接受。结论：用碘海醇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不会因输卵管痉挛而出现

输卵管不通的假性情况而造成误诊，是一种最安全的造影剂，患者最易接受。

【关键词】子宫输卵管造影术；碘化油；复方泛影葡胺；碘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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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ｏｄｉｚｅｄＯｉ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Ｄｉａｔｒｉｚｏａｔｅ；Ｉｏｈｅｘｏｌ

　　子宫输卵管碘剂造影是检查女性子宫有无畸
形、宫腔有无粘连、输卵管是否通畅及盆腔有无粘连

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女性不孕症，尤其是女性继发

不孕的一种首选检查方法，也是检查子宫输卵管有

无疾病的一种方法［１－７］。本研究各选１００例不孕患
者用三种不同造影剂做子宫输卵管碘剂造影术进行

比较，探讨不同造影剂对不孕患者子宫输卵管造影

结果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３００例不孕患者，年龄２０～４５岁，平均
３２６岁，不孕病程１５～１２年，平均５３年。所有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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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来自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医学科。

１２ 手术器械

阴道窥器、宫颈钳、卵圆钳、５ｍｌ注射器、２０ｍｌ注射
器、双腔气囊导尿管各一。

１３ 手术操作

１３１ 用双腔气囊导尿管行子宫输卵管造影，

绝大多数不用了解子宫位置，不需探宫腔，不需扩张宫

颈，患者排尿后取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常规消毒，铺

无菌孔巾，放入阴道窥器，暴露宫颈，再次消毒阴道各

壁及宫颈，以宫颈钳钳夹宫颈前唇，用卵圆钳钳夹双腔

气囊导尿管放入宫腔，用消毒液１～３ｍｌ充盈气囊，然
后稍用力往外牵拉双腔气囊导尿管，使气囊与宫颈内

口紧密相贴［８－１１］。

１３２ 用２０ｍｌ注射器抽取２０ｍｌ造影剂，缓慢推
入宫腔，边推边摄Ｘ片，并在显示屏下观察（本院用的
是东芝ＭＤＸ—８０００Ａ放射机）。
１３３ 术毕取出双腔气囊导尿管，再次消毒宫

颈及阴道各壁，取出阴道窥器。三种造影剂及摄片时

间的对照。见表１。
术后向患者详细交代术后注意事项。

表１ 三种造影剂及摄片时间的对照

碘剂名称 碘剂类型 碘剂粘度 是否作碘过敏试验 第一张摄片时间 第二张摄片时间 对患者刺激程度

４０％碘化油 离子碘 高 是 立即 ２４ｈ 高

７６％复方泛硬葡胺 离子碘 中 是 立即 ３０ｍｉｎ 中

碘海醇 非离子碘 低 否 立即 ３０ｍｉｎ 低

　　１．４　三种造影剂的用法与注意事项
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造时，需作碘过敏试验。

但厂家又未提供碘过敏试验剂，给造影带来了一定的

风险，若患者发生碘过敏反应，容易发生医疗纠纷，将

给医生和医院带来极大的影响和不利。用４０％的碘
化油造影剂造影时，需注射１０～２０ｍｌ，边推边摄Ｘ片，
但２４ｈ后还需再摄片１次，才能观察碘剂在盆腔内的
弥散情况，这样患者需要化两天时间来作子宫输卵管

碘油造影，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便［１２，１３］。

用７６％的复方泛影葡胺造影剂造影时，需作碘过
敏试验。该药的厂家提供碘过敏试验剂，但需静脉推

注，观察３０ｍｉｎ，看患者有无碘过敏反应，无过敏反应
方可进行子宫输卵管碘水造影。用７６％的复方泛影
葡胺造影剂造影时，需注射１０～２０ｍｌ，边推边摄Ｘ片，
并在显示屏下观察。３０ｍｉｎ再摄片１次，看碘剂在盆
腔内的弥散情况，患者半天就能作完子宫输卵管碘水

造影。用７６％的复方泛影葡胺造影剂造影虽然给患
者带来了时间上的方便，但造影前患者仍需静脉注射

试验剂，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和精神压力。

用碘海醇造影剂造影时，不需作碘过敏试验。碘

海醇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非离子碘造影剂，对患者刺激

小，医生用起来很方便，也很安全，但价格相对较高。

用碘海醇造影剂造影时，需注射１０～２０ｍｌ，边推边摄Ｘ
片，并在显示屏下观察。３０ｍｉｎ再摄片１次，观察碘剂
在盆腔内的弥散情况，患者半天就能作完子宫输卵管

碘水造影。用碘海醇造影剂造影不但给患者带来了时

间上的方便，也减少了患者静脉穿刺试验所带来的

痛苦。

１５ 三种造影剂对患者的影响

１００例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造影，这种造影剂
对患者的影响最大。患者出现疼痛５８％，痉挛４２％，
逆流３１％，呛咳１２％，疼痛需处理者２８％，无一例因药
物原因死亡。

１００例用７６％的复方泛影葡胺造影剂造影对患者
的影响，介于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造影和用碘海醇
造影剂造影对患者的影响之间。其患者出现疼痛

３０％，痉挛２４％，逆流１１％，呛咳２％，疼痛需处理者
１９％，无一例因药物原因死亡。

１００例用碘海醇造影剂造影对患者的影响最小。
其患者出现疼痛２％，痉挛１％，逆流２％，呛咳０％，疼
痛需处理者２％，无一例因药物原因死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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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种造影剂对患者的影响（各１００例）对照（％）

碘剂名称 疼痛 输卵管痉挛 逆流 呛咳 疼痛须处理 死亡

４０％碘化油 ５８ ４２ ３１ １２ ２８ ０

７６％复方泛影葡胺 ３０ ２４ １１ ２ １９ ０

碘海醇 ２ １ ２ ０ ２ ０

２ 结　　论

用碘海醇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是一种最安全

的造影剂。不会出现因输卵管痉挛而出现输卵管不通

的假性情况，造成误诊输卵管不通的错误诊断［１４－１６］。

也不会出现因逆流而出现呛咳，此造影剂的逆流仅出现

子宫－输卵管周围的盆腔里，不会出现远处逆流及肺
栓塞。

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安全
性最差。因其要作碘过敏试验，但该造影剂又无碘过

敏试验液，给临床医生带来了不便与不安全因素，同时

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也易出现
对患者子宫、输卵管及盆腔组织的刺激，患者会出现疼

痛、痉挛、假性输卵管不通等情况；用４０％的碘化油造
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还易出现逆流，造影剂进入盆

腔的血管及淋巴管，严重者出现远处逆流，导致造影剂

进入肺血管，引起患者呛咳，更严重者因造影剂在肺内

形成栓子，栓塞肺内血管，出现肺栓塞，而致呼吸衰竭，

导致患者死亡［１７，１８］。

用７６％的复方泛影葡胺造影剂造影对患者的影
响，介于用４０％的碘化油造影剂造影和用碘海醇造影
剂造影对患者的影响之间。

通过对３００例患者分别用４０％的碘化油、７６％的
复方泛影葡胺和碘海醇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碘剂造影

的比较，我们认为，碘海醇造影剂虽然相对价格较贵，

但它对患者最安全、最方便，患者痛苦最少，其效果最

好，医护人员最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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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神经病变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分析

葛华英１ 孙晓川２

１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风湿免疫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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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糖尿病患者神经病变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将５２例男性糖尿病患者和５４例男性健康体

检者分为两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５２例糖尿病

男性患者分为障碍组和非障碍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病程以及神经病变发生情况。结果：糖尿病组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

率显著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而糖尿病组中障碍组患者的病程和神经病变发生情况均多于非障碍组，Ｐ＜００５。结论：糖

尿病患者神经病变是影响男性性功能的重要因素，临床应采取积极治疗措施，以防治男性患者性功能障碍。

【关键词】糖尿病；神经病变；男性；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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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ｇｔｈ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随着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其对男性性功能
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显示糖尿病可严重

影响男性患者的性功能，其主要与糖尿病患者体内血

糖血脂代谢紊乱，导致血管和神经病变以及体内雄激

素的减少有关［１］。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主要

表现为性欲减退、阳痿、早泄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２］。本文通过调查５２例男性糖尿病患者
和５４例男性健康体检者的性功能障碍情况，并对比糖
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与非障碍患者的病程和神经病

变情况，探究糖尿病患者神经病变对男性性功能的影

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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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５２

例男性糖尿病患者作为糖尿病组，年龄２２～４６岁，平
均年龄（３４４２±６３７）岁。所有患者均经过我院专科
医师检查，根据１９９９年 ＷＴＯ制定的有关糖尿病的诊
断标准确诊为糖尿病［３］。另外同期选取５４例在我院
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男性，年龄２３～４６岁，平均年龄
（３４９３±６４８）岁。两组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自愿加入问卷调查，且具有固定的性伴侣和规律的

性生活。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情况组间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自制调查问卷对所有研究对象的性功

能障碍情况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参考国际勃起功

能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
－５）问卷进行制定［４］。对所有研究对象近半年来的

性生活经历通过问卷调查进行自我评估。问卷由专业

人员现场发放并指导填写，所有问卷当场回收。根据

调查问卷的结果将５２例糖尿病患者分为性功能障碍

组和非障碍组，并对两组患者的糖尿病病程及神经病

变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比较糖尿病组与健康组研究对象的性欲减退、勃

起功能障碍、性高潮消失、早泄等情况，另外比较糖尿

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患者的糖尿病病程及

神经病变发生情况［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糖尿病组与健康组研究对象的性欲减退、勃起功

能障碍、性高潮消失、早泄等发生情况见表１，得出糖
尿病组患者的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性高潮消失、

早泄等发生率均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从而得出糖尿病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糖尿病组与健康组研究对象的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性高潮消失、早泄等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性欲减退 勃起功能障碍 性高潮消失 早泄 性功能障碍

糖尿病组 ５２ ２７（５１．９２） ３５（６７．３１） ３１（５９．６２） ２２（４２．３１） ３８（７３．０８）

健康组 ５４ ２（３．７０） ６（１１．１１） ４（７．４１） ３（５．５６） １１（２０．３７）

χ２ ２８．６１３７ ３２．９４２１ ３０．３２９６ １７．８６６９ ２７．５２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糖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患者的年龄
比较见表２，得出两组患者的年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

表２ 糖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患者的年龄比较

组别 例数（ｎ） 年龄（岁）

障碍组 ３８ ３４．６２±４．２２

非障碍组 １４ ３２．３５±３．７５

ｔ １．８７０３

Ｐ ＞０．０５

糖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患者的糖尿

病病程及神经病变发生情况见表３，得出糖尿病组中
障碍组患者的病程和神经病变发生情况均多于非障碍

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糖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患者的糖尿病病

程及神经病变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ｎ） 糖尿病病程（年）糖尿病神经病变（％）

障碍组 ３８ ９．８３±５．３２ １６（４２．１１）

非障碍组 １４ ５．７２±２．２９ １（７．１４）

ｔ／χ２ ３．８８４７ ４．２０５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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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发病

率不断上升，且具有年轻化的趋势［６］。糖尿病主要是

由于饮食、遗传等多种因素导致患者出现胰岛素分泌

缺陷或胰岛素作用障碍，从而导致机体糖代谢发生紊

乱所引起的病症［７］。糖尿病本身的危害并不大，但是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多种慢性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生命质量。其中对于男性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８］。

糖尿病对于男性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很大，主要是

由于糖尿病患者体内血糖、血脂代谢紊乱，从而引发血

管神经病变，影响了患者的性功能。患者主要表现为

性欲减退、性高潮消失、勃起功能障碍、早泄等症状，严

重降低了患者性生活的质量［９，１０］。

目前对于男性糖尿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

尚未完全阐释清楚，其病因较为复杂，通常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１］。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由于机体

对于糖、脂的代谢较为紊乱，所以多数患者都有动脉粥

样硬化等血管病变，包括身体一些终末器官的血管和

微血管，从而影响到器官组织的血供和氧供，引起组织

器官发生缓慢的病理改变［１２］。阴茎是男性的生殖器

官，也是男性身体心血管系统的终末器官，其正常勃起

时是需要阴茎海绵窦以及白膜下静脉等充血受压，使

得静脉闭锁，从而导致阴茎肿胀勃起［１３］。这一正常的

生理过程需要健全的组织器官和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

来共同完成，而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病变导致阴茎海

绵体平滑肌数量减少，同时由于代谢紊乱导致机体的

舒血管递质减少而缩血管递质增加，从而进一步减少

了相关组织的血供，严重影响了末梢神经的营养供应，

导致一系列神经病变，进而影响了患者的性功能［１４］。

另外男性糖尿病患者机体长期代谢紊乱还会导致体内

雄激素分泌减少，使得患者性欲减退，性功能下降［１５］。

本文通过对比５２例男性糖尿病患者和５４例男性
健康体检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得出糖尿病组患者的性

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性高潮消失、早泄等发生率均

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得
出糖尿病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健康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性功能障碍是男
性糖尿病患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并且通过比较５２
例糖尿病患者中性功能障碍组和非障碍组患者的糖尿

病病程和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生情况，得出糖尿病组中

障碍组患者的病程和神经病变发生情况均多于非障碍

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糖尿病的病
程和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男性糖尿病患者并发性功能障

碍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糖尿病可严重影响男性患者的性功能，

且其病程和神经病变是主要危险因素，所以对于男性

糖尿病患者应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控制病情，延缓病

程，并对已发生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患者采取相应的治

疗，以改善患者血管和神经病变症状，从而防治男性患

者发生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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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危险因素探究

朱小林１　李玉艳２　赵俐梅２　罗艳梅２　阎　苹２　梁志清２

１义乌市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浙江 义乌 ３２２０００
２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探究中晚期宫颈鳞癌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危险因素，为改善治疗效果提出理论依据。方法：选取我
院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２７例行放化疗治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进行回顾分析，按照其是否出现复发
未控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并将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１２７例行放化疗治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中，２９例出现复发未控，复发未控率为２２８％；单因素分析发现，其肿瘤分化
程度、癌灶直径、转移情况、治疗前血红蛋白、化疗时间及放疗时间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肿瘤低分

化、癌灶直径≥４ｃｍ、肿瘤淋巴结转移、治疗前血红蛋白≤９０ｇ／Ｌ、化疗时间＜３疗程及放疗时间＞８周是影响中晚期宫颈
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肿瘤低分化、癌灶直径≥４ｃｍ、肿瘤淋巴结转移、治疗前血
红蛋白≤９０ｇ／Ｌ、化疗时间＜３疗程及放疗时间＞８周是影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独立危险因素，应按
照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个体化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疗效，降低复发未控发生率。

【关键词】宫颈鳞癌；中晚期；放化疗；复发未控；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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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ａｐｓ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疾病，发病率居女性生殖系
统肿瘤首位，其中绝大多数为宫颈鳞状细胞癌，约占

７５％，其余为腺癌［１］。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放、化

疗在宫颈鳞癌治疗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对早期筛查

确诊的患者有较好的疗效。但研究发现，中晚期宫

颈鳞癌患者放化疗后５年生存率不足 ７００％，其中
病情未得到控制或癌症复发（复发未控）是影响患者

生存质量的主要原因［２］。因此，探讨中晚期宫颈癌

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危险因素，是指导治疗方

案、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为此，笔者对我院 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２７例行放化疗治疗
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进行了回顾分析，现将研究

过程与结论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收治的

１２７例行放化疗治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其宫颈
鳞癌经病理学检查证实［３］，临床分期 ＩＩ－ＩＶ期，并采
取放化疗综合治疗。参照文献标准［４］，将放化疗３个
月后发现宫颈、盆腔或远处转移肿瘤记为复发，放化疗

３个月内癌灶未完全清除、继续进展记为未控，１２７例
患者中，复发未控２９例，占２２８％，纳入观察组，其余
９８例未出现复发未控，占７７２％，纳入对照组。

１２　研究方法
对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将单因素分

析发现存在统计学意义的项目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
归分析，以探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

的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
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对影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

危险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检验水准设
定为 ａ＝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认为其有统计学差
异性。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临床资料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对比可见，其肿瘤分化程

度、癌灶直径、转移情况、治疗前血红蛋白、化疗时间及

放疗时间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指标
观察组（ｎ＝２９）

例数 百分比

对照组（ｎ＝９８）

例数 百分比
ｔ／χ２ Ｐ

年龄 ≥３５岁 １８ ６２．０７ ５６ ５７．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７９１

＜３５岁 １１ ３７．９３ ４２ ４２．８６

临床分期 ＩＩ １３ ４４．８３ ３９ ３９．８０ ０．６０４ ０．５３８

ＩＩＩ １５ ５１．７２ ５５ ５６．１２

ＩＶ １ ３．４５ ４ ４．０８

分化程度 低分化 １１ ３７．９３ ６ ６．１２ １１．９７５ ０．００４

中分化 １６ ５５．１７ ８３ ８４．６９

高分化 ２ ６．９０ ９ ９．１８

癌灶直径 ≥４ｃｍ ２４ ８２．７６ ４１ ４１．８４ ８．０５７ ０．００２

＜４ｃｍ ５ １７．２４ ５７ ５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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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观察组（ｎ＝２９）

例数 百分比

对照组（ｎ＝９８）

例数 百分比
ｔ／χ２ Ｐ

转移情况 有淋巴结转移 ２５ ８６．２１ ４６ ４６．９４ １２．６２９ ０．０００

无淋巴结转移 ４ １３．７９ ５２ ５３．０６

治疗前血红蛋白 ＞９０ｇ／Ｌ ６ ２０．６９ ５１ ５２．０４ １５．６０３ ０．００３

６０～９０ｇ／Ｌ １８ ６２．０７ ４０ ４０．８２

＜６０ｇ／Ｌ ５ １７．２４ ７ ７．１４

放疗剂量 ＞８５ＧＹ ９ ３１．０３ ９ ９．１８ １．９８５ ０．０７９

７０～８５ＧＹ １８ ６２．０７ ８６ ８７．７６

＜７０ＧＹ ２ ６．９０ ３ ３．０６

化疗时间 ≥３疗程 ２３ ７９．３１ ９２ ９３．８８ １．１５１ ０．００１

＜３疗程 ６ ２０．６９ ６ ６．１２

放疗时间 ＞８周 ７ ２４．１４ ２ ２．０４ ９．５７０ ０．０００

６～８周 １７ ５８．６２ ７２ ７３．４７

＜６周 ５ １７．２４ ２４ ２４．４９

　　２２　危险因素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肿瘤低分化、癌灶直径≥４

ｃｍ、肿瘤淋巴结转移、治疗前血红蛋白≤９０ｇ／Ｌ、化疗

时间＜３疗程及放疗时间 ＞８周是影响中晚期宫颈癌
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影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后复发未控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β ＳＥ（β）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 ＲＲ
９５％ ＣＩ

下限 上限

肿瘤低分化 １．８６０ １．２０７ ５．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１３５ ３．６５８

癌灶直径≥４ｃｍ ２．２８４ ０．６３１ ７．４５３ ０．００１ ２．１２０ ０．２２５ １．５４４

肿瘤淋巴结转移 １．９３７ ０．８６１ ４．５８６ ０．００３ ３．５４８ １．７５３ ４．６５３

治疗前血红蛋白≤９０ｇ／Ｌ １．７４５ ２．１０８ ３．４５８ ０．００５ １．４５８ ０．１３７ ２．３８１

化疗时间＜３疗程 ２．０５９ １．６７１ ５．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１．２３０ ４．１７６

放疗时间＞８周 ２．８１６ ０．９５７ ６．１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６ １．２２７ ３．２５９

３　讨　　论

３１ 复发未控现状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目前宫颈鳞癌的预防及治

疗已形成一套完整体系，早期宫颈癌患者可取得较好

疗效，但经根治性治疗后，仍有多数中晚期宫颈鳞癌患

者出现癌细胞未得到控制或癌灶复发，严重影响其生

活质量。我院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共收治
１２７例行放化疗治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其中２９
例出现复发未控，复发未控率达到２２８％，因此，探讨
上述患者复发未控的危险因素是指导临床治疗方案、

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３２ 影响复发未控的因素

３２１ 肿瘤低分化 低分化癌对放化疗敏感性

较高，行化疗治疗后局部病灶可得到有效控制，但不成

熟的低分化细胞具有强生命力，浸润能力较高，易导致

复发未控；而中、高分化癌灶进一步分化能力降低，其

高度成熟状态易促进癌细胞的凋亡机制［５］，往往指示

较好的预后。

３２２ 癌灶直径≥４ｃｍ　ＦｕｊｉｓａｋｉＭ等［６］研究

发现，癌灶直径与宫颈鳞癌患者外周血和骨髓散在癌

细胞数量呈正相关，说明随着癌灶直径的增加，其远处

转移风险上升，而较大的癌灶入侵深肌层难度降低，使

放疗敏感性及化疗清除癌细胞能力均显著降低，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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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受到抑制。

３２３ 肿瘤淋巴结转移 淋巴结转移是宫颈鳞

癌的主要转移途径，多数患者在放化疗治疗后肿瘤淋

巴结转移情况未得到明显改善，是导致其复发未控的

重要危险因素。

３２４ 治疗前血红蛋白≤９０ｇ／Ｌ 宫颈鳞癌患

者可伴有慢性出血或急性大出血症状，多并发贫血症

状，肿瘤细胞氧供降低，而马绍康等［７］指出，肿瘤细胞

缺氧是导致放射治疗敏感性较差的原因之一，因此，治

疗前患者血红蛋白水平较低预示着较差的放疗效果，

即癌细胞无法得到有效抑制，提示复发未控风险上升。

３２５ 化疗时间＜３疗程 化疗疗程较短，说明

化疗剂量不足，癌细胞体积、数量无法得到有效降低，

且ＳｈｏｊｉＴ等［８］研究发现，化疗时间较短则无法带来放

疗增敏，从而降低了放疗疗效，与复发未控具有明显相

关性。

３２６ 放疗时间 ＞８周 放疗主要采取体外照

射与后装治疗结合，以消退癌肿。但杨炜敏等［９－１１］指

出，放射治疗超过５２ｄ时，患者癌细胞反而会出现加
速增殖现象，导致生存率迅速下降，因此，６～８周是放
射治疗的最佳治疗时长。

３３ 干预策略

针对相关影响因素，我们认为，应实施如下措施，

以降低患者复发未控率：（１）对肿瘤低分化、癌灶直径
≥４ｃｍ及出现肿瘤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建议在行宫颈
癌根治术后佐以放化疗治疗［１２－１４］，以最大限度清除原

位癌及转移癌细胞，降低复发未控风险；（２）对治疗前
出现贫血症状的患者，应在纠正其贫血体征后再进行

治疗，而在治疗后也应注意血管和内皮细胞的保护，保

证放疗效果；（３）严格控制放化疗剂量及时间，按照患
者实际情况选择最佳方案，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

尽量避免放化疗副反应的发生［１５］。

综上所述，肿瘤低分化、癌灶直径≥４ｃｍ、肿瘤淋
巴结转移、治疗前血红蛋白≤９０ｇ／Ｌ、化疗时间 ＜３疗
程及放疗时间＞８周是影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
后复发未控的独立危险因素，应按照患者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个体化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疗效，降低复发未

控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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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对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助孕结局影响的临床观察

姚　霞　李　蓉　黄士荷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３６

【摘　要】目的：探讨代谢综合征与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过程及结局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从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
年３月于我院行长方案ＩＶＦ或ＩＣＳＩ－ＥＴ辅助助孕患者共１４５个周期，所有患者在进入助孕周期前均未对代谢综合征
进行预处理，按照ＷＨＯ制定的亚洲成人ＢＭＩ标准［１］的不同分为三组：Ａ组（正常组，１８５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３ｋｇ／ｍ２）、Ｂ
组（超重组，２３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Ｃ组（肥胖组，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又根据２００５年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ＤＦ，２００５
年）［３］制定的代谢综合征标准降Ｂ、Ｃ各分为两组：Ｂ１组（超重非代谢综合征组），Ｂ２组（超重代谢综合征组），Ｃ１组
（肥胖非代谢综合征组），Ｃ２组（肥胖代谢综合征组）；比较各组患者一般情况、治疗情况及妊娠结局。结果：（１）基础
情况：ＢＭＩ值及腹围Ａ、Ｂ、Ｃ三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１）。（２）治疗情况：Ｇｎ用量 Ｃ２组均稍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５）；
ＨＣＧ日Ｅ２值及ＭＩＩ期卵细胞数：Ｂ２、Ｃ２组均显著低于Ａ组（Ｐ＜００１）；获卵数，胚胎数Ｂ２、Ｃ１、Ｃ２组均低于Ａ组（Ｐ＜
００５）；优质胚胎数Ｃ２组显著少于Ａ组（Ｐ＜００１）。（３）妊娠结局：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 Ａ、Ｂ１、Ｃ１组均显著高于
Ｂ２及Ｃ２组（Ｐ＜００１）；不良妊娠率Ｂ２、Ｃ２组显著高于 Ａ组（Ｐ＜００１），Ｂ２、Ｃ２组的不良妊娠率高于 Ｂ１、Ｃ１组，但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代谢综合征可能通过降低卵巢反应及内膜容受性来对患者产生不良影响。接受 ＡＲＴ
治疗的代谢综合征超重及肥胖患者妊娠结局明显差于正常体重患者，但超重及肥胖未伴代谢综合征的患者和正常体

重患者的妊娠结局并不明显。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体重指数；超重；肥胖；体外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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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１４５ＩＣＳＩ－Ｅ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ｌ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ｄｉｄｎｏｔｇｅｔａｎｙ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ＢＭ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ａｄｅｂｙＷＨＯ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ａｄｅｂｙＩＤ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３ｌａｒ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Ｂ，Ｃ）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Ｃ，２ｓｍａｌｌｇｒｏｕｐｓＢ１，Ｂ２ａｎｄＣ１，Ｃ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ＭＩ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ｅｎ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Ｇ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Ｃ２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ｌｉｋｅＨＣＧＥ２ｐｅｒｄａｙ，ＭＩＩｅｇｇｓ，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ｅｇｇｓ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３）Ｐｒｅｇ
ｎａ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ｒａｔｅｏｆＡ，Ｂ１，Ｃ１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２ａｎｄＣ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ｆＢ２ａｎｄＣ２ａ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ｗｉｔｈ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１ａｎｄＣ１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ｂ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ｖ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４１　　　·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ｂｅｓ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

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
食习惯均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以中心性肥胖、糖代谢紊

乱、血脂异常和高血压聚集为一体的代谢综合征（ｍｅｔ
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发病率急剧升高，ＭＳ已成为世界
性的一种新的慢性病和公共卫生问题［１－３］。对孕育期

妇女而言，患有代谢综合征的患者体内复杂的内分泌

和代谢环境的变化既影响卵泡细胞的成熟及排卵，也

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从而导致生育能力下

降并更易产生不良的妊娠结局。

ＢＭＩ异常对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结局的影响已经得
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代谢综合征在其中的作用

却鲜有人研究，是单纯的 ＢＭＩ异常就会影响到助孕结
局，还是因为 ＢＭＩ异常合并代谢紊乱才会对其有影
响？而不同的体重指数的代谢综合征患者在妊娠结局

方面是否又有差别？本研究通过观察异常 ＢＭＩ的代
谢综合征和非代谢综合征患者及正常 ＢＭＩ不孕患者
的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助孕过程及结局，以探讨其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于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生殖中心接受长方案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助孕
治疗，并有所有数据记录的１０９名不孕患者共１４５个
周期。年龄２２～３８岁，排除掉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
储备功能下降、男女双方染色体异常及严重慢性盆腔

炎患者，分组参考摘要描述。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体重质量指数测量 测量身高、体重并

计算体重指数（ＢＭＩ），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ｍ２）。
１２２ 血压的测量 静息 １０ｍｉｎ以上，用水银

柱血压计测量右上臂坐位或卧位血压，连续测量３次，
每次间隔２ｍｉｎ，取平均值。
１２３ 实验室检查 取隔夜禁食１２ｈ以上静脉

血，测空腹血糖（ＦＢＧ）、空腹胰岛素（ＩＮＳ）、血总胆固
醇（ＴＣ）、甘油三脂（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
－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
联合重组卵泡刺激素（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ＦＳＨ）及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ｍｅｎｏ
ｐａｕｓａｌ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ＨＭＧ）的长方案促排卵治疗。通
过ＩＶＦ或ＩＣＳＩ方式受精后，根据胚胎质量情况于受精
后２～５ｄ行移植术。
１４ 观察方法

开始治疗周期前的月经来潮３～５ｄ测定性激素６
项、血压、血脂４项、胰岛素、葡萄糖、身高、体重、腰围。
治疗完成后统计Ｇｎ用量及使用天数、内膜厚度及类型、
获卵数、可用胚胎数、受精率、优质胚胎率等，随访统计

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不良妊娠率等情况。

１５ 指标定义

受精率为受精数与获卵数比值，优质胚胎率为优

质胚胎数和卵裂胚胎数的比值。胚胎移植率为移植胚

胎数与可用胚胎数的比值，胚胎移植后４～５周经阴道
Ｂ超可见孕囊及心管搏动定义为临床妊娠，临床妊娠
率为临床妊娠周期数与总周期数的比值。胚胎种植率

为可见心管搏动的孕囊数与总移植胚胎数的比值。不

良妊娠包括生化妊娠、胚胎停育及流产。流产定义为

不满２０周妊娠终止。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计量数据组间均数的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如率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Ｐ＜００５为统计有差
异性，Ｐ＜００１为统计有显著差异性。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患者基础情况比较

正常组５３例，Ｂ１组２２例，Ｂ２组３０例，Ｃ１组２０
例，Ｃ２组 ２０例，各组间不孕年限、不孕原因、基础
ＦＳＨ、Ｔ、ＬＨ／ＦＳＨ值，窦卵数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其中年龄Ｂ２组比Ａ、Ｂ１组稍高（Ｐ＜００５），ＢＭＩ值、腹
围Ａ、Ｂ、Ｃ三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１），Ｂ１、Ｂ２组间无差
异（Ｐ＞００５），基础 ＬＨ值 Ｂ１组比 Ｃ２组稍高（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各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各组患者受精方式、Ｇｎ使用天数、ＨＣＧ日Ｐ值、取
卵后移植天数、优质胚胎率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Ｇｎ用量Ｃ２组均稍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５）；
ＨＣＧ日Ｅ２值及ＭＩＩ期卵细胞数：Ｂ２、Ｃ２组均显著低于
Ａ组（Ｐ＜００１），其中ＭＩＩ期卵细胞数率Ｃ２组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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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和Ｃ１组（Ｐ＜００１）；获卵数Ｂ２、Ｃ１组均低于Ａ组
（Ｐ＜００５），获卵数Ｃ２组显著低于Ａ组（Ｐ＜００１）；胚
胎数、受精数Ｂ、Ｃ组均低于Ａ组（Ｐ＜００５）；可用胚胎
数Ｂ２、Ｃ１、Ｃ２组均显著小于Ａ组（Ｐ＜００１）；优质胚胎

数Ｃ２组显著少于Ａ组（Ｐ＜００１）；移植胚胎数Ｂ２组稍
高于Ａ组、Ｂ１组（Ｐ＜００５），而胚胎移植率Ｂ、Ｃ两组均
显著高于 Ａ组（Ｐ＜００１），其中 Ｂ１组低于 Ｂ２、Ｃ２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各组患者基础情况比较

Ａ（正常） Ｂ１（超重非代综） Ｂ２（超重代综） Ｃ１（肥胖非代综） Ｃ２（肥胖代综）

周期数（ｎ） ５３ ２２ ３０ ２０ ２０

年龄（ｙ） ３０．６０±３．８４ｂ２ ３０．８６±２．９０ｂ２ ３３．６３±２．８０ ３２．８０±３．３２ ３１．５０±３．７２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１．２５±０．８８ ２３．９３±０．５３ａｃ１ｃ２ ２４．０２±０．７５ａｃ１ｃ２ ２６．８８±２．６１ａ ２７．３４±１．６３ａ

不孕年限（ｙ） ３．５３±２．４５ ４．３３±２．２９ ４．２０±２．９６ ３．４５±１．３１ ５．００±２．８７

腹围 ７８．４５±２．６６ ８３．８１±４．０８ａｃ１ｃ２ ８４．７７±２．８２ａｃ１ｃ２ ８９．１０±３．４３ａ ９０．３２±３．７１ａ

不孕原因

输卵管因素（％） ４１．８２ ４２．８８ ４４．４６ ４３．４５ ４２．４５

男方因素（％） ３０．６４ ２７．５２ ２６．９１ ２７．９３ ２５．３８

其他因素（％） ２７．５４ ２９．６０ ２８．６３ ２８．６２ ３２．１７

ＦＳＨ（Ｕ／Ｌ） ６．１４±１．４４ ６．７０±２．６４ ５．９６±２．２３ ５．７６±１．７５ ４．７１±１．６４

ＬＨ（Ｕ／Ｌ） ３．４８±１．６５ ５．６５±５．４７ｃ２ ４．９６±８．６０ ３．２２±０．９４ ２．７７±２．４０

ＬＨ／ＦＳＨ ０．５６±０．２０ ０．８５±０．８１ ０．５９±０．２０ ０．６６±０．６３ ０．７４±０．６８

Ｔ（ｎｇ／ｍｌ） ０．５１±０．３６ ０．５３±０．４１ ０．７３±０．５８ ０．７３±０．５８ ０．７３±０．５８

窦卵泡数 ８．１１±３．０９ １０．７４±４．３４ ９．６５±４．３１ １０．４５±５．６８ １０．０４±５．３１

　　注：与Ａ组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１组比较，ｂ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２组比较，ｂ２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１组比较，ｃ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２组比较，

ｃ２表示Ｐ＜００５

表２　各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Ａ（正常） Ｂ１（超重非代综） Ｂ２（超重代综） Ｃ１（肥胖非代综） Ｃ２（肥胖代综）

受精方式

ＩＶＦ（％） ６１．５ ６１．９ ８０ ７０ ６１．６

ＩＣＳＩ（％） ３２．７ ３３．３ １６．７ ２０ ２９．５

ＩＶＦ－ＩＣＳＩ（％） ５．８ ４．８ ３．３ １０ ５．９

Ｇｎ用量（ａｍｐｏｕｌｅ） ２４．７７±８．５０ｃ２ ２８．１９±１７．１６ｃ２ ２４．４８±４．９２ｃ２ ２５．６８±７．００ｃ２ ３１．００±１２．０９

Ｇｎ使用天数（ｄ） １１．２５±２．５６ １２．３３±３．４３ １０．１０±２．３４ １１．５±１．９１ １１．８８±２．５１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２８１１．７２±１２２４．５６ｂ２ｃ２ ２４１７．１７±１３３６．２２ １７４６．１６±１１５６．４４ ２２５２．２１±１３１３．５６ １５９８．１３±１２６４．８０

ＨＣＧ日Ｐ（ｐｇ／ｍｌ） ０．８３±０．７３ ０．５１±０．２９ ０．６５±０．４４ ０．６０±０．３０ ０．７５±０．７４

取卵后移植天数（ｄ） ２．９６±０．４１ ３±０．００ ３±０．４７ ３．０６±０．６４ ３．００±０．００

获卵数（ｎ） １６．０９±６．９９ １０．６７±５．７７ ９．５７±６．５５ａ １０．００±５．９４ａ ９．００±４．９８ａ

ＭⅡ期卵细胞数（ｎ） １４．６５±６．２３ ９．７１±５．１７ ９．００±５．６３ａ ９．４５±５．７２ ８．００±３．８７ａ

ＭＩＩ期卵细胞数率（％） ９１．０４ ９１．０４ ９０．９４ ９４．５０ｃ２ ８６．２４ａ

胚胎数（ｎ） １２．９７±５．６４ ８．００±４．３４ａ ７．９０±５．３８ａ ７．８０±５．３５ａ ６．３２±３．３３ａ

受精数（ｎ） １３．０６±５．６６ ８．００±４．３４ａ ７．９３±５．３４ａ ７．８０±５．３５ａ ６．５３±３．３４ａ

受精率（％） ８１．１７ ７５．００ ８０．１４ｃ２ ７７．２３ ７２．５４ａ

可用胚胎数 ８．７１±３．６９ ５．８６±３．５８ ５．１０±３．５４ａ ４．８５±３．６３ａ ４．２９±２．７５ａ

优质胚胎数（ｎ） ４．３６±３．１３ ２．８６±２．１７ ２．１７±２．３０ ２．４５±２．０６ １．６８±２．１８ａ

Ｄ３优质胚胎率 ３２．９５ ３７．０４ ２８．２５ ３１．８２ ２８．３６

移植胚胎数（ｎ） １．８８±０．６４ １．８１±０．７５ｂ２ ２．２４±０．６９ａ １．９０±０．７９ ２．１２±０．４８

胚胎移植率（％） ２１．６ ３０．９ａｂ２ ４３．９ａ ３９．２ａ ４７．９ａｂ１

　　注：与Ａ组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１组比较，ｂ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２组比较，ｂ２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１组比较，ｃ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２组比较，

ｃ２表示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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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各组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结局比较
胚胎种植率Ａ组比Ｂ１、Ｃ１组稍高，但是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Ａ组与Ｂ２及Ｃ２组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１），其中 Ｂ１、Ｃ１组均显著高于 Ｂ２、Ｃ２组（Ｐ＜
００１）；临床妊娠率 Ｂ１组稍高于 Ａ组，但是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Ａ组稍高于 Ｃ１组，也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Ａ、Ｂ１及Ｃ１组显著高于Ｂ２、Ｃ２组（Ｐ＜
００１）；不良妊娠率 Ｂ２、Ｃ２组显著高于 Ａ组（Ｐ＜
００１），Ｂ２、Ｃ２组的不良妊娠率高于 Ｂ１、Ｃ１组，但是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各组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结局比较

Ａ（正常） Ｂ１（超重非代综） Ｂ２（超重代综） Ｃ１（肥胖非代综） Ｃ２（肥胖代综）

胚胎种植率 ３２．８１ ２８．９５ｂ２ｃ２ ３．１７ａｃ１ ２１．０５ｃ２ ２．９４ａ

临床妊娠率 ４４．１２ ５４．８４ｂ２ｃ２ ３．３３ａｃ１ ３５．００ｃ２ ５．８８ａ

不良妊娠率 １６．７ ３６．４ ６６．６７ａ ３６．３６ ６６．６７ａ

　　注：与Ａ组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１组比较，ｂ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Ｂ２组比较，ｂ２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１组比较，ｃ１表示Ｐ＜００５；与Ｃ２组比较，

ｃ２表示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ＡＲＴ）经过三十余年的迅速发展，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 （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
ＥＴ）中的控制性促排卵、体外受精培养及胚胎移植的
技术日益成熟，子宫内膜容受性（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
ｔｙ，ＥＲ）成为制约临床成功率的一个瓶颈。在具备良
好的胚胎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胚胎移植成功率的关键

性因素是良好的子宫内膜质量以及胚胎与子宫内膜之

间良好的相互作用，子宫内膜容受性不足是导致大约

２／３植入失败的原因［４］。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５］以中心性
肥胖、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高血压、血脂异常以及胰

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为共同病理生理基
础，是多种代谢成分异常聚集的病理状态，其集簇发生

可能与胰岛素抵抗（ＩＲ）有关。胰岛素不仅调节糖代
谢，而且对于整合人体全身代谢及协调生殖功能，对于

子宫内膜的增殖、分化和蜕膜化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６］，女性肥胖时所发生的胰岛素抵抗，高胰岛

素血症是影响肥胖女性生殖健康的主要病因之一，其

中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大多合并严重的胰岛

素抵抗和生殖内分泌紊乱，并有５０％左右最终发展成
为糖尿病患者。女性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可使生育力

降低。肥胖能导致内分泌改变，影响血清性激素水平，

改变其分泌方式和代谢途径及其在靶器官的作用水

平，也是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高雄激素和代谢异常的

关键因素［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系统和生殖内

分泌系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白介素（ＩＬ）在调节卵巢
功能、激素分泌、黄体功能及胚胎发育种植方面有着重

要的作用［８］。

从治疗情况看，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等［９］分析总结了既往

文献，认为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超重人群 ＩＶＦ需要更多的
促性腺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Ｇｎ），且妊娠率更低，流产
率更高。超重患者大多存在的高雄激素、高胰岛素、高

瘦素状态可对 Ｇｎ作用产生抵抗，并且对外源性卵泡
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的吸收率降
低，从而表现为促排卵过程的延长及 Ｇｎ使用量的增
加［１０，１１］。本研究结果Ｇｎ使用天数无明显差异，但 Ｇｎ
用量ＢＭＩ异常组较正常组有升高趋势，其中Ｃ２组（肥
胖合并ＭＳ组）高于其他几组，说明了肥胖合并代谢综
合征的患者体内有明显的 Ｇｎ抵抗状态。Ｍａｔａｌｌｉｏｔａｋｉｓ
等［１２］发现ＢＭＩ＞２４ｋｇ／ｍ２与 ＢＭＩ≤２４ｋｇ／ｍ２的患者相
比，获卵数、Ｄ１、Ｄ２、Ｄ３的胚胎数均较少。本研究 Ｂ２、
Ｃ１、Ｃ２组的获卵数、胚胎数、受精数均低于 Ａ组，其中
Ｃ２组与Ａ组差异显著，提示 ＢＭＩ异常越明显、代谢紊
乱越明显，则卵子、胚胎情况越差。ＭＩＩ期卵细胞数及
优质胚胎数Ｂ２、Ｃ２组均显著低于 Ａ组，这些均与 Ｂ２、
Ｃ２组ＨＣＧ日Ｅ２水平相对较低是相对应的，且与代谢
紊乱程度呈正相关。

从助孕结局研究，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 Ａ、
Ｂ１、Ｃ１组无显著差异，Ｂ２、Ｃ２组间无显著差异，但 Ａ
组明显高于 Ｂ２、Ｃ２组，Ｂ１、Ｃ１组也明显高于 Ｂ２、Ｃ２
组，提示影响胚胎种植及妊娠情况的主要是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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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是否合并 ＭＳ），而非 ＢＭＩ异常程度，即 ＭＳ对
胚胎种植与妊娠的影响非常明显，需要进行必要的干

预。不良妊娠率Ｂ２、Ｃ２组显著高于Ａ组，而Ｂ２、Ｃ２组
高于Ｂ１、Ｃ１组，但无统计学意义，提示ＭＳ患者体内严
重的代谢紊乱状态对继续妊娠的影响大。妊娠结局主

要由卵子－胚胎质量和内膜容受性两大方面来决定
的。Ｂｅｌｌｖｅｒ等［１３］的研究显示，不同ＢＭＩ组别的患者胚
胎质量无差异，但肥胖患者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

率、活产率均低于非肥胖患者。Ｂｅｌｌｅｒ等［１４］的另一项

大规模研究（Ｎ＝２６５６）观察了不同ＢＭＩ接受赠卵治疗
的患者，肥胖组的妊娠结局明显差于非肥胖组。本研

究的结果发现超重及肥胖但是并非代谢综合征的患者

在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不良妊娠率方面和正常对

照组对比并无明显差异，而 ＢＭＩ异常合并代谢综合征
的患者却差异显著，提示代谢紊乱的程度（是否合并

ＭＳ）对患者助孕结局影响最主要，需要对合并 ＭＳ的
患者进行必要的预处理来改善体内代谢状态。目前常

见的预处理有口服二甲双胍改善胰岛素抵抗状态、口

服降脂药物改善脂类代谢情况、运动锻炼及饮食控制

来控制体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体重异常和 ＰＣＯＳ对 ＩＶＦ－ＥＴ
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多笼统地把 ＩＶＦ治疗过程
和结局直接和ＢＭＩ分组挂钩，忽略了其中代谢紊乱的
作用。本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但是没有代谢综合征的

患者在Ｇｎ使用量、ＨＣＧ日Ｅ２水平、ＭＩＩ期卵细胞数、
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异常妊娠率与

正常对照组对比并无差异，但是在获卵数、受精数、胚

胎数上均低于正常对照组。而超重和肥胖代谢综合征

组与其他几组相比Ｇｎ使用量增大、ＨＣＧ日Ｅ２水平降
低、ＭＩＩ期卵细胞数减少、优质胚胎率、胚胎种植率、临
床妊娠率均降低，而不良妊娠却显著增加。代谢综合

征患者除了可影响卵巢反应、卵子－胚胎质量外，还可
能对子宫内膜容受性造成影响。准备接受ＩＶＦ／ＩＣＳＩ－
ＥＴ助孕治疗的肥胖患者，均应该进行代谢相关检查，
如空腹血糖、胰岛素、血脂４项、血压等，如果有代谢异
常，尤其是达到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都应适当降体

重、服用药物以降低血压、血脂、血糖、胰岛素抵抗，改

变体内异常代谢环境，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以期达到

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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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３，９

（４）：３５９－３７２．

［１１］　ＳｔｅｉｎｋａｍｐｆＭＰ，ＨａｍｍｏｎｄＫＲ，ＮｉｃｈｏｌｓＪ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ｏｎ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ｒｓｕｓ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３，８０（１）：９９－１０２．

［１２］　ＭａｔａｌｌｉｏｔａｋｉｓＩ，ＣａｋｍａｋＨ，ＳａｋｋａｓＤ，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ｎＩＶＦａｎｄＩＣＳＩ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ｍ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８，１６（６）：７７８－７８３．

［１３］　ＷｉｎｔｅｒＥ，ＷａｎｇＪ，ＤａｖｉｅｓＭＪ，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ｌｏ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ｕｍ

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０２，１７（２）：３２２０－３２２３．

［１４］　ＯｎａｌａｎＲ，ＯｎａｌａｎＧ，ＴｏｎｇｕｃＥ，ｅｔａｌ．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ｉｓ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

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ｅｒ

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９，９１（４）：１０５６－１０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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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彭进强（１９８７－），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泌尿男科。

△【通讯作者】姜涛，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ｔ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３

·性医学·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价值的初步研究

彭进强　姜　涛△　郑　磊　孙冬晨　苏晓明　张志伟　李泉林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１１

【摘　要】目的：游离睾酮（ＦＴ）是有活性的睾酮，可以准确反应男性雄激素水平，是判定男性雄激素缺乏最可靠的
检验指标，但是检测方法复杂，所以目前常用计算游离睾酮（ｃＦＴ）替代。血清总睾酮（ＴＴ）、睾酮分泌指数（ＴＳＩ）、游离睾
酮指数（ＦＴＩ）是３种常用的判定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指标。通过研究上述指标与 ｃＦＴ的相关性，探讨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
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门诊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就诊的男科患者１６１
例，测定患者血清总睾酮（ＴＴ）、黄体生成素（ＬＨ）、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ＨＢＧ）和白蛋白（ＡＬＢ），通过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计算
ｃＦＴ、睾酮分泌指数（ＴＳＩ＝ＴＴ／ＬＨ）、游离睾酮指数（ＦＴＩ＝ＴＴ／ＳＨＢＧ）。以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ＦＴＩ≤
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为参考截点值，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标准，探讨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结果：以 ｃＦＴ为
评估标准，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符合率分别为：ＴＴ８４９％、ＴＳＩ７４０％、ＦＴＩ７１１％。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漏诊率分
别为ＴＴ３３３％、ＴＳＩ２４６％、ＦＴＩ６２３％，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误诊率分别为 ＴＴ２１％、ＴＳＩ２６９％、ＦＴＩ５２％。Ｋａｐｐａ
值分别为：ＴＴ０６７６、ＴＳＩ０４７２、ＦＴＩ０４１１。Ｐ值均小于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１）ＴＴ、ＴＳＩ、ＦＴＩ无法替代 ｃＦＴ，准
确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仍需检测ｃＦＴ。（２）ＴＴ、ＴＳＩ在初步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方面有参考价值：①ＴＴ评估男性雄激素
缺乏的准确性好；②ＴＳＩ可作为筛查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指标。（３）相对于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在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方面价值
较小。

【关键词】血清总睾酮；睾酮分泌指数；游离睾酮指数；计算游离睾酮；男性雄激素缺乏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Ｔ，ＴＳＩａｎｄＦＴＩｉ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

ＰＥＮＧＪｉｎ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Ｌｅｉ，ＳＵＮ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Ｓ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ＬＩＱｕａｎｌ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Ｆ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ｃｏｓｔｌｙ，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ｃＦ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ａｌｅ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ＴＳＩ），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ＦＴＩ）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ＦＴ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１６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ｏｍ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ａｎｄａｌｂｕ
ｍｉｎ（ＡＬＢ）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ＦＴ，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ＳＩ＝ＴＴ／Ｌ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ＦＴＩ＝
ＴＴ／ＳＨＢＧ）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ａｒｅｒｅ
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ａｓｔｈｅ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Ｔ，ＴＳＩ，ＦＴＩ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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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Ｔ，ＴＳＩａｎｄＦＴＩ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ｃＦＴａ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ｏｒｍ
ｒａｔ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ｅｒｅ８４９％，７４０％ ａｎｄ７１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ａｌｅ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ｗｅｒｅ
３３３％，２４６％ ａｎｄ６２３％；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２１％，２６９％，５２％．Ｋａｐｐａ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
ＴＴ０６７６，ＴＳＩ０４７２ａｎｄＦＴＩ０４１１．Ｐ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０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１．ｃＦＴｉ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ｙＴＴ，ＴＳＩ，ＦＴＩ．２．ＴＴａｎｄＴＳＩａｒｅ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ＴＴｉ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２）ＴＳＩｃａｎｂｅ
ｕｓｅｄａｓａ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３．ＦＴＩｉｓｌｅｓｓ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ｉ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ＴａｎｄＴＳ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ｓｉ）；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Ｆｔｉ）；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ｆｔ）；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　前　　言

人体血液循环中睾酮 ９８％是蛋白结合型，只有
２％为游离睾酮（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ＦＴ具有生物学
活性，可以直接被机体组织利用，所以检测 ＦＴ非常重
要。检测游离睾酮方法的金标准是平衡透析法，但是

这种方法检测的试剂盒价格昂贵、操作费时［１，２］。因

此，目前临床普遍通过测定血清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同时检测血清总睾
酮，再计算出游离睾酮（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ｃＦＴ）来替代，即通过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计算［２，３］。但是已

经成为金标准的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４］：ＦＴ＝（Ｔ－
２３４３ＦＴ）／［ＳＨＢＧ－（Ｔ－２３４３ＦＴ）］×１０^ －９ｍｏｌ／Ｌ
计算也很麻烦，临床迫切需要一种准确简便的指标来

替代ｃＦＴ。能否应用目前常用的３种判定男性雄激素
水平的指标：血清总睾酮（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
睾酮分泌指数（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ＳＩ）、游离睾
酮指数（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ＦＴＩ）来替代ｃＦＴ？本研究
拟通过上述指标与ｃＦＴ的相关性的研究，探讨ＴＴ、ＴＳＩ、
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中华男科学分会推荐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
ｎｍｏｌ，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男性雄激素缺乏标准［５］。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就诊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门诊的患者，入选条

件：（１）无急性、全身性疾病；（２）心脏、肝脏、肾脏功能
正常；（３）无糖尿病或其他内分泌疾病；（４）近期未服
用过影响激素分泌的药物；（５）患有男科疾病；（６）双
侧睾丸均大于１２ｍｌ。最终共有１６１名患者进入本研
究，平均年龄（３３５±７９）岁，其中 ＥＤ４２例（２６％），
精索静脉曲张４０例（２５％），精液异常３８例（２４％），

性欲差 １０例（６０％），不射精 １０例（６０％），早泄 ５
例（３０％），其他１６例（１０％）。
２２　标本采集及处理
研究中采集患者的基本病史，晨７：３０～９：３０空腹

抽取肘静脉血５ｍｌ，分离血清。血清睾酮（ＴＴ）、黄体生
成素（ＬＨ）、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ＨＢＧ）采用全自动电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ｅ４１１罗氏公司）测定，白蛋白
（ＡＬＢ）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７６００－１１０日立公司）
测定。通过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计算出游离睾酮（ｃＦＴ），计
算出睾酮分泌指数（ＴＳＩ＝Ｔ／ＬＨ）、游离睾酮指数（ＦＴＩ
＝ＴＴ／ＳＨＢＧ）。
２．３　判定标准
中华男科学分会推荐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ＴＳＩ≤

２８ｎｍｏｌ／ＩＵ，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
男性雄激素缺乏标准［５］。

２４　统计学分析
以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ＦＴＩ≤

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为参考截点值，以 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
诊断标准，评估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价
值。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包建库并进行统
计分析，计算ＴＴ、ＴＳＩ、ＦＴＩ的符合率、漏诊率、误诊率及
Ｋａｐｐａ值，统计方法采用 Ｋａｐｐａ值一致性 Ｕ检验，Ｐ＜
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　　果

ｃＦＴ、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不同结
果见表１。以 ｃＦＴ为评估标准，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
的符合率分别为：ＴＴ８４９％、ＴＳＩ７４０％、ＦＴＩ７１１％。
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漏诊率分别为 ＴＴ３３３％、ＴＳＩ
２４６％、ＦＴＩ６２３％；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误诊率分
别为ＴＴ２１％、ＴＳＩ２６９％、ＦＴＩ５２％。Ｋａｐｐａ值分别
为：ＴＴ０６７６、ＴＳＩ０４７２、ＦＴＩ０４１１。Ｐ值均小于
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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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ＦＴ、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不同结果

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

（异常）

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

（正常）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异常） ４５ ２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正常） ２２ ９２

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异常） ４８ ２６

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正常） １６ ７１

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异常） ２５ ５

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正常） ４２ ８９

表２　以ｃＦＴ为评估标准，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
的不同价值

指标 漏诊率（％） 误诊率（％）总符合率（％） Ｋａｐｐａ值 Ｐ值

ＴＴ ３３．３ ２．１ ８４．９ ０．６７６ ＜０．０１

ＴＳＩ ２４．６ ２６．９ ７４．０ ０．４７２ ＜０．０１

ＦＴＩ ６２．３ ５．２ ７１．１ ０．４１１ ＜０．０１

图１　以ｃＦＴ为评估标准，ＴＴ、ＴＳＩ、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
素水平的不同价值

４　讨　　论

４１　睾酮的合成、分泌及存在形式
睾酮是男性体内分泌量最多、生理作用最重要的

雄激素，主要是由睾丸间质细胞（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ｓ）合成与
分泌的，受脑垂体前叶促性腺激素细胞所分泌的黄体

生成素（ＬＨ）调控，而ＬＨ的分泌则受下丘脑所分泌的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ＬＨＲＨ或 ＧｎＲＨ）调控。睾酮既
能反馈性地抑制垂体 ＬＨ的分泌（短反馈），还可作用
于下丘脑，抑制ＬＨＲＨ或ＧｎＲＨ的分泌（长反馈）［６］。

血液循环中睾酮９８％是蛋白结合型，其中约６０％
是与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ＨＢＧ）结合（ＳＨＢＧ是一种由肝
脏产生的球蛋白，其与睾酮的亲和力较高，约为白蛋白

的２０倍），约３８％是与白蛋白结合，其与睾酮结合的
亲和力较弱，可迅速解离成游离睾酮（ＦＴ），发挥生理
作用，剩余约２％为ＦＴ［７］。后二者合称为Ｂｉｏ－Ｔ或非
ＳＨＢＧ结合型睾酮，具有生物学活性，是组织可利用的

睾酮，而与ＳＨＢＧ结合的睾酮，由于结合紧密，无法迅
速解离成游离睾酮，故难以被组织利用［８］。所以，直接

检测血清游离睾酮非常重要。检测游离睾酮方法的金

标准是平衡透析法，但是这种方法检测的试剂盒价格

昂贵、操作费时［１，２］。因此，目前临床普遍通过测定血

清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ＨＢＧ）、血清总睾酮（ＴＴ），再通过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计算出游离睾酮（ｃＦＴ）来替代。

但是已经成为金标准的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公式［４］：ＦＴ＝
（Ｔ－２３４３ＦＴ）／［ＳＨＢＧ－（Ｔ－２３４３ＦＴ）］×１０－９ｍｏｌ／
Ｌ计算也很麻烦，临床迫切需要一种准确简便的指标
来替代ｃＦＴ。能否应用目前常用的３种判定男性雄激
素缺乏的指标：血清总睾酮（ＴＴ）、睾酮分泌指数
（ＴＳＩ）、游离睾酮指数（ＦＴＩ）来替代 ｃＦＴ？本研究拟通
过上述指标与ｃＦＴ的相关性的研究，探讨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
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

４２　ＴＴ与ｃＦＴ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相关性
ＴＴ为血液循环中睾酮总量，是最常用于评估男性

雄激素水平的指标，但其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

尚存在争议。Ｃｈｒｉｓｔ－ＣｒａｉｎＭ等［９］通过一项基于老年

男性血清雄激素水平的横断面研究认为：ＴＴ与ｃＦＴ相
关性很好，在诊断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方面，ＴＴ更
有临床意义，建议重复测定 ＴＴ确诊男性性腺功能减
退。然而ＳｕｎＫ等［１０］通过对１０００名年龄４０～７０岁的
中老年男性血清雄激素水平进行横断面研究却发现随

着年龄的增长，ＴＴ值无明显变化，迟发型性腺功能减
退症的患病率却升高，说明ＴＴ不适合于诊断男性性腺
功能减退。因此ＴＴ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目前
还有争议。

本研究发现若以 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判定男性雄
激素缺乏的标准，在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为男性雄激素缺
乏参考截点值的情况下，ＴＴ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符
合率（准确度）为８４９％，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６７６，达到中高
度一致。以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作为男性雄激素缺乏的
参考截点值可筛查出６６６％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真患
者，即 灵 敏 度 为 ６６６％。但 是 有 ３３３％ 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真患者却因为其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而被
认为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即为漏诊的雄激素缺乏患

者，漏诊率为３３３％。提示将 ＴＴ作为筛查指标容易
漏诊，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１］。在 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认为
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者中筛查出 ９７９％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雄激素水平正常者，即特异度为９７９％。
在ＴＴ≤１１５ｎｍｏｌ／Ｌ认为男性雄激素缺乏者中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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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者被误
诊，即误诊率为２１％。提示ＴＴ特异度高，即当 ＴＴ评
估为雄激素水平正常时，该患者雄激素水平正常的可

能性高。本研究还发现当以ＴＴ≤１９４１ｎｍｏｌ／Ｌ为男性
雄激素缺乏参考截点值时，ＴＴ诊断的漏诊率为０，即当
ＴＴ值＞１９４１ｎｍｏｌ／Ｌ时，该患者雄激素水平正常，无需
其他检查。

４３　ＴＳＩ与ｃＦＴ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相关性
由于人体内睾酮的分泌受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支配，ＴＴ的浓度与 ＬＨ的分泌存在负反馈调节作用。
睾酮分泌指数（ＴＳＩ＝ＴＴ／ＬＨ）是根据 ＴＴ和 ＬＨ计算出
来的比值，代表睾丸合成和分泌睾酮的能力或效能，亦

能间接反映血清ＦＴ水平。
李江源等［５］通过对１０８０名健康男性血清雄激素

水平进行横断面研究显示：ＴＳＩ随着年龄老化而下降，
其变化规律与 ｃＦＴ一致，比 ＦＴＩ更接近 ｃＦＴ，可作为
ｃＦＴ的替代指标。薛建国等［１２］对１２０名ＥＤ患者及３０
名正常婚检者血清雄激素水平进行横断面研究显示：

ＴＳＩ在ＥＤ伴雄激素缺乏的诊断中优于 ＴＴ，可用于评
估ＥＤ严重程度。ＴＳ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研究较
少，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若以 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为判定男性雄
激素缺乏的标准，在 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为男性雄激素
缺乏参考截点值的情况下，ＴＳ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
的符合率（准确度）为７４０％，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４７２，达到
中高度一致。以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作为男性雄激素缺
乏的参考截点值可筛查出７５４％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
真患者，即灵敏度为 ７５４％。但是有 ２４６％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真患者因其 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而被认为
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即为漏诊的雄激素缺乏患者，漏

诊率为２４６％。在ＴＳＩ＞２８ｎｍｏｌ／ＩＵ认为男性雄激素
水平正常者中筛查出７３１％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雄激
素水平正常者，即特异度为 ７３１％。在 ＴＳＩ≤
２８ｎｍｏｌ／ＩＵ认为男性雄激素缺乏者中仍有２６９％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者被误诊，即误
诊率为２６９％。本研究还发现当以 ＴＳＩ≤５１２ｎｍｏｌ／
ＩＵ为男性雄激素缺乏参考截点值时，ＴＳＩ的漏诊率为
０。即当 ＴＳＩ值 ＞５１２ｎｍｏｌ／ＩＵ时，该患者雄激素水平
正常，无需其他检查。ＴＴ、ＬＨ为实验室常规检测项
目，ＴＳＩ计算简洁方便，使用 ＴＳＩ作为初步评估男性雄
激素水平的筛查指标，可以大大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方便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做出初步诊断。

４４　ＦＴＩ与ｃＦＴ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相关性
游离睾酮指数（ＦＴＩ＝ＴＴ／ＳＨＢＧ）最早是用于评价

多毛女性雄激素水平的指标。由于与白蛋白结合的睾

酮可解离成 ＦＴ，发挥生理作用，而与 ＳＨＢＧ结合的睾
酮不能解离成ＦＴ，因此在 ＴＴ一定的情况下，ＳＨＢＧ的
浓度差异会影响到 ＦＴ水平。ＦＴＩ是根据 ＴＴ和 ＳＨＢＧ
计算出来的比值，是一种对异常 ＳＨＢＧ较正后的睾酮
测量，间接反映了 ＦＴ水平［１３］。然而其评估男性雄激

素水平的价值存在争议。

ＨａｒｍａｎＳＭ等［１３］通过对８９０名巴尔的摩男性血
清雄激素水平进行纵向研究得出：ＦＴＩ与年龄的负相
关性明显，其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有效性优于ＴＴ。

ＭｏｒｌｅｙＪＥ等［１４］对５０名男性血清雄激素水平进行
横断面研究发现：部分男性 ＴＴ值和 Ｂｉｏ－Ｔ值是变化
的，最近几周在正常范围内，几周后又超出了正常范

围，如此循环，称之为“ｗｅｅｋ－ｔｏ－ｗｅｅｋ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现
象。因此 ＭｏｒｌｅｙＪＥ等认为 ＦＴＩ计算简便、准确，是评
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最佳指标。

但是也有相反的文献报告：ＨｏＣＫ等［３］通过对

１２６名年龄２０～４５岁的健康男性进行血清雄激素水
平横断面研究发现：ＦＴＩ与 ｃＦＴ相关性差，以其为诊断
标准诊断男性性腺功能减退，在 ＳＨＢＧ低的患者中会
产生漏诊。

ＬｙＬＰ等［１５］通过对４０００份连续的血液标本进行
血清雄激素水平研究认为：ＦＴＩ与 ｃＦＴ相关性差，其值
受到ＳＨＢＧ的影响，特别是当 ＳＨＢＧ值很小的时候。
只有当ＴＴ值很小或者 ＴＴ值相对于 ＳＨＢＧ值很小时，
ＦＴＩ值接近于 ｃＦＴ，即在妇女或者儿童中 ＦＴＩ可替换
ｃＦＴ。综上所述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价值目前
尚无定论。

本研究发现：在 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为男性雄激
素缺乏参考截点值的情况下，ＦＴＩ评估男性雄激素水
平的符合率（准确度）为７１１％，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４１１，达
到中高度一致。以 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作为男性雄
激素缺乏的参考截点值可筛查出 ３７７％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真患者，即灵敏度为 ３７７％。但是有
６２３％ ｃＦＴ≤ ０３ｎｍｏｌ／Ｌ的 真 患 者 因 其 ＦＴＩ＞
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而被认为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即为漏
诊的雄激素缺乏患者，漏诊率为 ６２３％。在 ＦＴＩ＞
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认为男性雄激素水平正常者中筛查出
９４８％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雄激素水平正常者，即特异
度为９４８％。在 ＦＴＩ≤０４２ｎｍｏｌ／ｎｍｏｌ认为男性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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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缺乏者中仍有５２％ｃＦＴ＞０３ｎｍｏｌ／Ｌ的男性雄激素
水平正常者被误诊，即误诊率为５２％。本研究还发
现，当以ＦＴＩ≤１２３ｎｍｏｌ／ｎｍｏｌ为男性雄激素缺乏参考
截点值时，ＦＴＩ的漏诊率为 ０。即当 ＦＴＩ值 ＞
５１２ｎｍｏｌ／ＩＵ时，该患者雄激素水平正常，无需其他
检查。

总而言之，在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３个指标中，ＴＴ与 ｃＦＴ
相关性最好，ＴＴ的符合率（准确度）为８４９％、Ｋａｐｐａ
值为０６７６，比 ＴＳＩ、ＦＴＩ的符合率、Ｋａｐｐａ值都高（表
２），可以根据ＴＴ初步判定男性雄激素缺乏。ＴＴ值实
验室检测方便快捷，是一个较好的初步评估指标，但截

点值有待提高，需要基于大样本的横断面研究。ＴＳＩ
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漏诊率为２４６％（表２），均较
ＴＴ（３３３％）、ＦＴＩ（６２３％）的漏诊率低，可作为初步评
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筛查指标。ＴＴ、ＬＨ为实验室常
规检测项目，ＴＳＩ计算简洁方便，使用 ＴＳＩ作为初步评
估男性雄激素水平的筛查指标，可以大大减轻患者的

经济负担，方便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做出初步诊断。

ＦＴＩ诊断男性雄激素缺乏的漏诊率为６２３％，均较 ＴＴ
（３３３％）、ＴＳＩ（２４６％）漏诊率高。误诊率为 ５２％，
较ＴＴ（２１％）高。ＦＴＩ评估符合率为７１１％，均较 ＴＴ
（８４９％）、ＴＳＩ（７４０％）低。Ｋａｐｐａ值为 ０４１１，均较
ＴＴ（０６７６）、ＴＳＩ（０４７２）低。可见 ＦＴＩ与 ｃＦＴ的相关
性较差。

综上所述，ＴＴ、ＴＳＩ、ＦＴＩ无法替代ｃＦＴ，准确评估男
性雄激素水平仍需检测 ｃＦＴ。虽然 ＴＴ、ＴＳＩ评估男性
雄激素水平的有效性可能不如 ｃＦＴ，但是其在初步评
估男性雄激素水平方面有参考价值：①ＴＴ评估男性雄
激素缺乏的准确性好。②ＴＳＩ可作为筛查男性雄激素
缺乏的指标。相对于 ＴＴ、ＴＳＩ，ＦＴＩ在替代 ｃＦＴ评估男
性雄激素水平方面价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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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显微外科曲张精索静脉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分析

陈良佑１　朱再生１　刘全启１　李玉艳２

１金华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２西南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显微外科曲张精索静脉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０

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收治的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１０６例，入院后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５３例为Ａ组行显微外

科精索静脉结扎术，剩余５３例为Ｂ组行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比较两组手术效果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Ａ组手术时间明显大于Ｂ组，而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不显著。两组术前精液各项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而术后３

个月精液分析各项指标均较术前得到改善，Ａ组精子数量和精子活率均显著高于 Ｂ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两组精子密度和（ａ＋ｂ）级精子数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术前精液各项指

标比较差异不显著，而术后３个月精液分析各项指标均较术前得到改善，Ａ组精子数量和精子活率均显著高于 Ｂ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两组精子密度和（ａ＋ｂ）级精子数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显微外科曲张静脉精索结扎术相比于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虽然手术时间长，但是对患者损伤小，

所以精子质量改善情况较好，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都较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显微外科；腹腔镜；精索静脉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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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ｓｓ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造成青年男性
不育的最常见原因之一［１］。精索静脉曲张在一般人群

中的发生率为 １５％，在原发性不育患者中约为３５％，
继发性不育者中可达 ７５％ ～８１％［２，３］。目前临床上

首选的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术式多样，临床疗效也各

不相同。就国内而言多采用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即腹腔后集
束结扎精索血管（开放或腹腔镜手术），近年来随着显

微外科的发展，精索静脉曲张显微结扎术（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Ｖ）也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临床疗效也
较好［４］。我院现对１０６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分别实施
ＭＶ和Ｐａｌｏｍｏ术式，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收治

的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１０６例，年龄２２～４５岁，
平均年龄（３０１±４７）岁，不育史均在１２个月以上。
入院后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５３例为Ａ组行显微
外科精索静脉结扎术，年龄２２～４３岁，平均２８６±５６
岁；单侧曲张２９例，双侧曲张２４例；精索静脉曲张分
度ＩＩ度３１例，ＩＩＩ度２２例。剩余５３例为 Ｂ组行腹腔
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年龄２３～４５岁，平均（３０６
±４５）岁；单侧曲张３０例，双侧曲张２３例；精索静脉
曲张分度 ＩＩ度３３例，ＩＩＩ度２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
临床分度、患病部位等方面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排除标准及临床分度
１２１　诊断标准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诊

断标准［５］：①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明确诊断；②婚后
１年以上不育史，精液质量差；③夫妇均排除生殖系统
疾病及感染、遗传、免疫因素所致不育。

１２２　排除标准［６］　①有泌尿生殖系统手术史，
创伤和严重的先天畸形者；②感染者，如有各种细菌、
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导致的泌尿生殖系感染者，慢性前

列腺炎病史者；③免疫性疾病患者，如精子抗体检测为
阳性者。

１２３　临床分度　①Ｉ度：站立时看不到曲张静

脉，仅可扪及精索周围曲张静脉，Ｖａｌｓａｌｖａ试验曲张程
度加重；②ＩＩ度：站立时可看到精索及附睾旁的曲张血
管，平卧后逐渐消失；③Ⅲ度：精索、附睾及阴囊均有明
显的曲张静脉，平卧后消失较慢，或者不能完全消失。

１３　手术方法
１３１　低位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患者采用局

部麻醉加精索阻滞麻醉。通过助手固定精索及睾丸，

在接近阴囊根部的耻骨结节外侧找到外环口，以食指

插入外环口，然后做标记于体表处，在外环口下 １ｃｍ
取１５～２５ｃｍ的横切口，上、下分离浅筋膜后游离精
索并提出切口外。钝性分离至精索内筋膜，分离并游

离一段精索，牵出精索以固定，确保输精管与牵出段精

索分离。打开精索内筋膜，在６倍放大镜下切除并结
扎可见的精索内静脉，关闭切口。不留置引流，术后卧

床休息２ｄ。
１３２　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　患者取

头低足高位卧位，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建立气腹

位置取脐下切口，接着置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注意维持气
腹压力在８～１３５ｍｍＨｇ，并在腹腔镜直视下分别于右
侧麦氏点和左侧对应位置插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然后将体
位向健侧稍倾斜，辨别内环口上方精索血管束内扩张

的精索内静脉、输精管、髂外血管的解剖关系。于内环

口上方约２ｃｍ或更高位置，以钛夹双重结扎并于两钛
夹之间剪断血管束。检查创面无出血后排空 ＣＯ２气
体，撤出各器械，缝合切口。手术时间约２５～４５ｍｉｎ，
术后１周以内均可出院。
１４　观察指标及标准
１４１　观察指标　彩色多普勒测量平静呼吸时

静脉内径≥２ｍｍ和（或）Ｖａｌｓａｌｖａ检查时内径≥３ｍｍ
为复发；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睾丸体积，计算公式为 Ｖ
＝π／６（上下径 ×左右径 ×前后径），体积较术前 ＜
３ｍＬ为萎缩。所有患者随访３个月～１年。

１４２　精子改善情况标准　精子数提高 ＞１０×
１０／ｍＬ，精子活率提高 ＞５，精子密度提高 ＞２０，ａ级和
ｂ级精子百分比升高＞５，认为精液质量提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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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同组手术前后比较应用配对ｔ检
验；两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 ａ
＝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Ａ组手术时间明显大于 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不显著。见
表１。
２２　两组术前术后精子质量比较
两组术前精液各项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而术后

３个月精液分析各项指标均较术前得到改善，Ａ组精
子数量和精子活率均显著高于 Ｂ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两组精子密度和（ａ＋

ｂ）级精子数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Ａ组阴囊水肿、睾丸萎缩、附睾炎、鞘膜积液发生

率和６个月后复发率均明显低于 Ｂ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Ａ组 ５３ ５０．１±９．７ ２．８±０．６

Ｂ组 ５３ ２４．５±６．８ ３．０±０．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３个月精液分析结果比较

分组 时间 精子数量（×１０６）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率（％） （ａ＋ｂ）级精子数（％）

Ａ组（ｎ＝５３） 术前 ２６．７８±３．７０ １５．２４±２．６５ ５１．２９±４．８６ ２３．１０±３．１６

术后３个月 ４２．５５±４．０７ａ ２３．２７±３．０１ｂ ６６．００±４．０５ａ ５１．０５±３．６０ｂ

Ｂ组（ｎ＝５３） 术前 ２５．００±３．５４ １６．７７±２．５０ ４８．１３±３．３８ ２１．２０±２．５７

术后３个月 ３７．２８±４．７２ ２３．３０±３．５６ ５４．４３±５．３７ ４９．００±４．０１

　　注：ａ表示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ｂ表示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阴囊水肿 睾丸萎缩 附睾炎 鞘膜积液 ６个月后复发

Ａ组（ｎ＝５３） ３（５．７） １（１．９） ２（３．８） ２（３．８） ０（０）

Ｂ组（ｎ＝５３） １１（２０．８） ５（９．４） ６（１１．３） ４（７．５） ２（３．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男性生殖系统常
见疾病，指精索静脉因回流不畅、血流淤积而造成的精

索静脉蔓状丛发生扩张、伸长、迂曲，呈蔓状如蚯蚓盘

曲在阴囊内，继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７］。其常见病

因是精索静脉垂直汇入左肾静脉，静脉瓣膜缺失、关闭

不全及人的直立姿势等有关［８，９］。而精索静脉曲张导

致不育是患者常见就诊原因，约占 ＶＣ的 ２１％ ～
４０％［１０］，但是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精索静

脉中ＮＯ和活性氧的含量升高有关［１１，１２］。

目前常见的治疗方法是手术治疗，目的在于有效

地阻止静脉反流现象，从而化解局部血液淤积以及ＮＯ
过度增多，阻止患者睾丸萎缩并获得重新生长，进一步

提高精子质量［１３］。临床上手术方法多样，有腹膜后高

位结扎（Ｐａｌｏｍｏ）和腹膜后保留动脉的高位结扎（改良
Ｐａｌｏｍｏ）、显微镜下精索静脉高位或低位结扎术等。我
院对两组患者分别采用低位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和腹

腔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从我院研究结果可以看

出，Ａ组手术时间明显大于Ｂ组，而两组住院时间比较
差异不显著，这与王延柱等［１４］专家的研究结果相符

合。说明腹腔镜手术相对于显微镜下手术操作较简

单，故手术时间缩短。而精子质量改善上，两组术前精

液各项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而术后３个月精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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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均较术前得到改善，Ａ组精子数量和精子活
率均显著高于 Ｂ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两组精子密度和（ａ＋ｂ）级精子数
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李阳
波等［１５］专家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其机制可能是精索

静脉曲张患者睾丸血流动力学改变，影响睾丸血供，导

致睾丸血管中血氧下降，影响睾丸生精功能。手术通

过改善曲张血管，恢复睾丸血供，减少睾丸损伤，从而

减少精子细胞 ＤＮＡ的损伤，恢复其活性［１６，１７］。在患

者术后情况下可以看出 Ａ组阴囊水肿、睾丸萎缩、附
睾炎、鞘膜积液发生率和６个月后复发率均明显低于
Ｂ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张炎等［１８］专家的

研究结果相符合。说明显微技术由于放大效果好，操

作精细可以有效保护输精管及其脉管系统的完整

性［１９］，减少对精索静脉的损伤，从而减少并发症及

复发。

综上所述，显微外科曲张精索静脉结扎术相比于

腹腔镜下精索血管集束结扎术虽然手术时间长，但是

对患者损伤小，精子质量改善情况较好，并发症发生率

及复发率都较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参考文献

［１］　叶永峰，夏维木，陈荣剑，等．手术治疗对精索静脉曲张

性不育患者精液质量影响的临床观察．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２２（２）：３２－３４．

［２］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Ｒ，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

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Ｕｒｏｌ，２００６，

６８（６）：１３２３－１３２６．

［３］　李新建，贤少忠，孙少鹏，等．精索静脉曲张诊疗研究进

展．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１７）：７－８．

［４］　夏维木，徐玉生，王满琴，等．两种不同精索静脉结扎术

疗效比较（附６２例报告）．解剖与临床，２００９，１４（５）：３６７

－３６８．

［５］　ＤｅｓｈａｐａｎｄｅＡ，ＣｏｈｅｎＲ，Ｔｓａｎｇ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ｃａｔｃｈ－ｕｐ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ｖａｒｉｃｏ

ｃｅ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ＵｒｏｌＡｎｎ，２０１１，３（１）：２９

－３２．

［６］　金鹏，杨罗艳，彭佑共．显微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疗效

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Ｃｈｉｎ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２００９，９

（６）：６７４－６８０．

［７］　庞保珍，庞清洋，庞慧卿．中医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不育

的研究进展．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６－２７．

［８］　金正民，田兵，赵积晔，等．肾下极水平精索静脉曲张结

扎术———附２３例报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３）：５

－７．

［９］　刘德一，Ｈ·Ｗ·ＧｏｒｄｏｎＢａｋｅｒ．精子功能检测与男性不

育诊治的新进展．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３（２）：１０２

－１０７．

［１０］　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４－１９５．

［１１］　Ａｌ－ＫａｎｄａｒｉＡＭ，ＳｈａｂａａｎＨ，ＩｂｒａｈｉｍＨ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６９（３）：４１７－４２０．

［１２］　Ａ１－ＳａｉｄＳ，Ａ１ＮａｉｍｉＡ，Ａ１－Ａｎｓ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

ｌ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ｐｅ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Ｕｒｏｌ，２００８，１８０

（１）：２６６－２７０．

［１３］　李璐璐，李智，海波，等．Ⅲ度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显微结

扎术后生精功能的变化．临床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０，２５

（６）：４５５－４５７．

［１４］　王延柱，杨波，王福利，等．两种术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

疗效的比较．现代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８（１）：３４－３６．

［１５］　李阳波，罗顺文，许亚宏，等．腹腔镜与显微外科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术后复发的疗效比较．四川医学，２０１１，１０

（３３）：１５５１－１５５３．

［１６］　ＥｎｃｉｓｏＭ，ＭｕｒｉｅｌＬ，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Ｌ，ｅｔ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ｅｎ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ｃｏｅｅｌｅｓｈｏｗａｈｉ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ｃｅ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ｓ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ａｍ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ｒｍ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７］　韩士广，鄂伟，郭廷超．不育患者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前后

精液质量变化的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０，１９（８）：９

－１１．

［１８］　张炎，黄文涛，杨补，等．传统经腹股沟、显微技术和腹腔

镜精索静脉结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对比研究．中华腔

镜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３４５－３４７．

［１９］　ＭａｋａｒｉＪＨ，ＡｔａｌｌａＭＡ，ＢｅｌｍａｎＡＢ，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ｉｃａｃｙｏｆ

ｉｎｔｒａｔｅｓｔｉｅ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ｔａｌｄｙｅｓｆｏｒ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ＪＵｒｏ１，２００７，１７８（３）：１０２６－１０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５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基金项目】衢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１０８０）。
【作者简介】杜云芳（１９７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超声医
学相关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５

·性医学·

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的诊断价值

杜云芳

衢州市中医医院超声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对２６４例早孕药物流产后仍有持续
阴道出血患者行超声检查，并进行声像图分析。结果：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患者的声像图特征：（１）宫腔妊娠囊无明
显变化；（２）子宫内膜粗糙、宫内小片状、团块样强回声；（３）宫腔内或宫颈处见不规则团块状回声、混合回声、斑点状高
回声。结论：经腹及经阴道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患者的诊断可以为临床处理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超声检查；药物流产；早孕；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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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流产（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是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一项高新技术。米非司酮
是一种具有终止早孕、抗着床、诱导月经及促进宫颈成

熟等作用的受体水平抗孕激素药，可竞争性的结合孕

酮受体而达到拮抗孕酮的作用［１］。相对而言，药物流

产用于终止早孕安全、方便、有效，但仍有１０％的流产
失败率，而且药物流产后患者出血时间较长，存在大

出血或感染的潜在危险［２］。药物流产最大的副作用是

出血量多、出血时间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并发

症如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等［３］。本研究收集我院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６４例药物流产后持续阴
道出血患者病例，行超声检查，对比分析宫内刮出物的

病理结果，探讨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患者

的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门诊经尿 ＨＣＧ

及超声检查证实为宫内早孕患者２６４例，年龄１９～４３
岁，停经时间３３～６５ｄ。患者按常规服用米非司酮配
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后，有下腹痛及下坠感，出血量

多少不一，持续阴道出血７～２８ｄ及以上疑为药流不
完全，行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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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检测仪器与方法
使用飞利浦ＨＤ１１ＸＥ彩色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

频率５～９ＭＨｚ。患者适度充盈膀胱，取仰卧位，探头
涂上耦合剂，置于耻骨联合上下进行扫查，或者将涂有

耦合剂的避孕套套在探头上置入阴道内扫查，确定为

宫内妊娠，测定胎囊大小［４］。同时监测其血流信号及

分布情况，并仔细观察两侧附件，行清宫术者的宫内刮

出物作病理检查。

２　结　　果

２１ 子宫超声表现

２６４例早孕药物流产后仍有持续阴道出血患者中，
１１８例患者行清宫术。根据患者临床处理情况及转归，对
比分析超声检查所见，药物流产后患者子宫声像图改变

（注：第２周清宫后复查为正常的例数未列入）。见表１。

表１　药物流产后患者子宫声像图改变（ｎ）

第１周 第２周 第３周 第４周

妊囊未排出 　８ － － －

团块状回声 ３２ ２２ ６ －

混合性回声 ４６ ２６ １４ －

斑点状高回声 １１４ ５８ ３６ ２４

积液 ２４ １２ ８ －

宫内未见异常回声 ４０ １１６ ４ －

合计 ２６４ ２３４ ７８ ２４

２２　超声检查与临床清宫结果对比
１１６例患者于超声检查后进行清宫手术，将病理

检查结果与超声检查做对比，超声检查符合率在第１
周为８５％、第２周为８５３７％、第３周为８８５７％，平均
符合率为８６２１％。见表２。

表２　超声检查与临床清宫结果对比

第１周 第２周 第３周 合计

超声检测异常者 ４０ ４１ ３５ １１６

与临床清宫符合数 ３４ ３５ ３１ １００

与临床清宫不符合数 ６ ６ ４ １６

符合率（％） ８５ ８５．３７ ８８．５７ ８６．２１

３　讨　　论

３１　要对阴道持续出血患者及时进行超声检查
当前药物流产主要采用３ｄ疗法，药流成功患者服

药３ｄ可见排出的妊娠绒毛团，阴道出血持续３～７ｄ，
一般不超过２周。为确保药物流产的安全性，减少药
流后的并发症，应及时对阴道持续出血超过１０ｄ以上
的患者进行超声检查，询问病史，通过彩色多普勒血流

显像仔细探查宫内情况，准确判断宫内有无残留物及

残留物的大小、结构和具体位置，并结合其它辅助检查

做出是否清宫或行保守治疗的综合判断，避免盲目清

宫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为临床诊断提供科学依据［５，６］。

３２　阴道超声检测的作用
阴道超声检测能清晰显示子宫腔子宫壁的血流信

号的变化和子宫腔内结构的改变，通过分析声像图特

点，能有效监测药流后子宫的情况，并提供早期、客观

的超声影像指标［７］。本研究表明，超声检查与临床清

宫结果对比，超声诊断平均符合率为 ８６２１％。子宫
收缩不良、内口紧缩等状况易使胚囊滞留在子宫峡部，

影响到胚囊的滞留和排出时间延长。子宫解剖位置异

常如过度前倾屈或后倾屈，以及炎症或手术疤痕等都

会对胚囊的排出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一些子宫慢性病

变则会直接影响阴道出血，造成时间延长［８］。药物流

产后阴道持续出血的患者子宫内残留组织及蜕膜逐渐

排出，超声检测声像图上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临床诊断

应结合时间及宫内回声动态观察。

３３　药物流产失败原因
药物流产失败原因主要有［９－１１］：（１）孕酮受体出

现遗传变异；（２）药物代谢存在个体差异，如较为肥胖
的孕妇成功率低；（３）米非司酮含量不足或效力维持
时间不足，未阻断孕酮受体；（４）前列腺素量不足或药
力不足，子宫对前列腺素敏感性弱，影响宫缩；（５）因
血清 α１中酸性糖蛋白水平增高，米非司酮量下降；
（６）大龄孕妇体内激素水平下降，药物反应性下降，宫
缩力减弱，加上宫口较紧，胎囊不易剥离与排出，或排

出后持续出血。

３４　经阴道超声检测的优点
药物流产术已成为临床早孕者终止妊娠的主要方

法之一，术前超声诊断必不可少，术后超声复查十分重

要［１２］。经阴道超声检查的优点：（１）安全、简便、快速、
无创伤、可重复；（２）患者不需充盈膀胱，免受充盈膀
胱之痛苦，易于急诊检查［１３］；（３）阴道探头具有高频
率、高分辨力特点，能准确判断较小的残留物具体部

位，清晰显示子宫内结构变化，对宫内少量残留物能

清晰显示其大小、形态及与子宫内膜的关系［１４］；（４）
适用于肥胖及肠气多的患者，能有效避开肠管积气或

粪块及腹壁脂肪衰减的干扰［１５］。因此，经阴道超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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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直观地诊断宫腔内是否有残留物和残留物的具

体位置、大小、形态以及血流动力学变化，给临床处理

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总之，药物流产后子宫内的残留物会导致患者持

续阴道出血、子宫收缩不良，继而引发感染，甚至出现

输卵管或宫腔粘连，引发继发性不孕症。经超声检查

能避免子宫内膜损伤，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是一种安

全、简便、快速、经济的诊断患者药物流产后宫内残留、

阴道持续出血的方法，为患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术后保

障，对临床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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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男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卢太坤，男，主任医师、教授。Ｅ－ｍａｉｌ：ｌｔｋ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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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４７，ＸＹＹ综合征伴隐匿精子症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志勇１ 韩玉芬１ 王　瑜１ 卢太坤２ 郭海彬３△

１濮阳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男科，河南 濮阳 ４５７０００
２厦门市中医院男科，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１
３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摘　要】目的：探讨４７，ＸＹＹ综合征合并隐匿精子症的治疗方法和子代遗传。方法：回顾分析１例４７，ＸＹＹ综合征
合并隐匿精子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国内外文献对其临床特征、合并不育的治疗、子代遗传等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结果：患者经过药物治疗后复查精液常规未见明显好转，对不育的治疗方案调整为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经过单精子卵泡

浆内注射获得８个胚胎，植入２个胚胎，着床１个。女方于孕１６周行羊水穿刺检查示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Ｙ，足月顺产１
男婴，婴儿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Ｙ，随访半年未见异常。结论：４７，ＸＹＹ综合征合并隐匿精子症临床极为罕见，对其不育的
治疗主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

【关键词】４７，ＸＹＹ综合征；男性不育症；隐匿精子症；辅助生殖技术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４７，ＸＹ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Ｗ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１，ＨＡＮＹｕｆｅｎ１，ＷＡＮＧＹｕ１，ＬＵＴａｉｋｕｎ２，ＧＵＯＨａｉｂｉｎ３△

１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ｕｙａｎｇ４５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ｍ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４７，ＸＹ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ｃａｓｅｏｆ４７，ＸＹ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ｙ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ｏｔｈ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ｆ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ｅｎｃ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ｗａ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ｉｇｈｔｅｍｂｒｙｏ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
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ｔｗｏ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ａｎｄｏｎ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ｎｏｒｍａｌ
ｗｉｔｈ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４６，ＸＹａｆｔｅｒｐｕｎ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１６ｗｅｅｋｓ．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ａｌｅｉｎｆａｎｔｗａｓｂｏｒ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ｒｏｍｏ
ｓｏｍａｌ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ｂｙｗａｓ４６，ＸＹ．Ｉｎａ６－ｍｏｎ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ｂａｂ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４７，ＸＹ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ｒ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４７，ＸＹ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

　　４７，ＸＹＹ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 体异常的遗传性疾病，由 Ｓａｎｄｂｕｒｇ在 １９６１年首次报
道。本病在男性中的发生率为１／１０００左右，在精神病
院和监狱中，发病率明显升高可达３％［１］。国内外已

有相关文献报道４７，ＸＹＹ综合征，但国内尚无对４７，
ＸＹＹ综合征合并隐匿精子症［２］（即精液常规检查未发

现精子，但离心后在精液沉淀中可发现少量精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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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笔者就诊治的１例患者现报道如下，以飨同仁。

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患者，杨某某，男，２４岁，以“婚后无避孕未育２年”
为主诉就诊。该患者系第１胎第１产，其妹２１岁已生
育一健康男婴，父母非近亲结婚。患者性欲可，勃起正

常，每周性生活２～３次，每次持续时间约４～６ｍｉｎ。体
格检查：身高１９０ｃｍ，体重８０ｋｇ，ＢＰ１３０／７５ｍｍＨｇ，发育
良好，反应一般，性格内向，孤僻寡语，智力正常，无暴

力行为，心肺正常，耳位及大小均正常，无漏斗胸，无翼

状肩，体态瘦长。男科专科检查：阴毛呈男性型分布，

阴茎长６ｃｍ，双侧睾丸大小１０ｍｌ，双侧精索静脉未触及
曲张。

１２ 辅助检查

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１４日精液常规检查示：精液量
２３ｍｌ，色透明，ＰＨ值７４，３０ｍｉｎ完全液化，经离心后
镜检未检测到精子。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精液常规检查
示：精液量 ３５ｍｌ，色淡黄，ＰＨ值 ７４，３０ｍｉｎ完全液
化，经离心镜检后可检测到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
（０－２个／ＨＰ），可检测到活动精子。性激素检测
ＦＳＨ：１３０３ｍＩＵ／ｍｌ（１５－１２４ｍＩＵ／ｍｌ）、ＬＨ：６２６
ｍＩＵ／ｍｌ（１７－８６ｍＩＵ／ｍｌ）、Ｔ：４０２ｎｇ／ｍｌ（２８－８０
ｎｇ／ｍｌ）、ＰＲＬ：９６８ｎｇ／ｍｌ（４０４－１５２ｎｇ／ｍｌ）、Ｅ２：
４０８１０ｐｇ／ｍｌ（７６３－４２６ｐｇ／ｍｌ）；染色体检查：取外
周血进行常规染色体 Ｇ带分析，染色体核型：４７，
ＸＹＹ；精浆锌：３７２μｍｏｌ／一次射精（≥１０μｍｏｌ／一次射
精），精浆果糖：一次射精 ３５８６ｕｍｏｌ（一次射精≥
１３μｍｏｌ），精浆中性ａ－葡萄糖苷酶：２６７３ｍＵ／一次射
精（≥２０ｍＵ／一次射精），精浆乳酸脱氢酶 Χ同工酶：
４９２０μ／Ｌ（２４８－１３７６μ／Ｌ）。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２２日精液
常规检查示：精液量２５ｍｌ，色淡黄，ＰＨ值７４，６０ｍｉｎ
不完全液化，经离心镜检后可检测到精子，偶见精子／
ＨＰ，罕见活动精子／ＨＰ。

２ 结　　果

患者隐匿精子症、血 ＦＳＨ升高、精浆锌和精浆乳
酸脱氢酶Χ同工酶低均说明睾丸本身生精功能低下，
经过中西医药物治疗后仍未见好转，遂经过单精子卵

泡浆内注射获得８个胚胎，植入２个胚胎，着床１个。
女方于孕１６周羊水穿刺检查示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Ｙ，
足月顺产１男婴，婴儿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Ｙ，随访半年
未见异常。

３ 讨　　论

４７，ＸＹＹ综合征在临床上比较少见，４７，ＸＹＹ综合
征合并隐匿精子症更为罕见。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讨论。

３１ 临床特征

４７，ＸＹＹ综合征的临床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但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５个方面：（１）身材高大是本病的
典型特征，通常１８０ｃｍ以上，这些患者出生时身高与
正常人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要在２岁以后身高
迅速增长［３］；（２）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可有言语发
育迟缓，上学时学习成绩较差［４］；（３）性格孤僻，脾气
暴躁，易激惹，易发生攻击性行为，对错误行为不自责

也不后悔，常偷窃行凶，有犯罪倾向［４］；（４）偶见不对
称脸、长耳、轻度翼状肩、漏斗胸等；（５）偶见尿道下
裂、隐睾、睾丸发育不全，并有生精过程障碍和生育力

下降［５］。结合该例患者，其身材高大、性格内向、孤僻

寡语以及睾丸发育不全与文献报道相符。

３２ 病　因
此种染色体核型的形成大部分为新发生的突变，

即其父亲染色体正常，但精细胞在进行第二次减数分

裂时受到某种因素影响而造成 Ｙ染色体不分离而形
成ＹＹ精子，ＹＹ精子与正常含Ｘ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后
形成染色体核型为４７，ＸＹＹ的患者，亦有很少一部分
患者是由其父亲染色体核型４７，ＸＹＹ遗传而来。
３３ 合并不育的处理

４７，ＸＹＹ患者多数性发育正常，具有生育能力［６］，

少数性发育不全，偶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生精过程

障碍、尿道下裂等。在不育男性中发病率为０２％ ～
０５％［７］。精子生成障碍可能是额外的Ｙ染色体干扰了
精子的生成，从而造成精子数量低［８］。有学者通过对睾

丸组织的超微结构研究检测发现，曲细精管管腔内精子

数量少，生精细胞排列紊乱，生精过程明显阻滞［９］。对

于此类患者，应积极治疗，若药物治疗不能使其怀孕，要

借助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Ｔ）使其怀孕，治疗的同时要让患者及时冷冻精子，以
免治疗后检测不到精子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３４ 对后代的影响

４７，ＸＹＹ核型理论上可形成４种类型精子：Ｘ、Ｙ、
ＸＹ、ＹＹ精子［１０］，与正常卵子结合后可生育出４６，ＸＸ、
４６，ＸＹ、４７，ＸＸＹ、４７，ＸＹＹ的后代，后代染色体异常发
生率为５０％，但临床上４７，ＸＹＹ后代染色体异常发生

（下转第６１页）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５９　　　·

【作者简介】李战松（１９６５－），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男
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７

·性医学·

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在阴茎增粗成形中的应用

李战松

北京曙光医院泌尿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１

【摘　要】目的：探讨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移植治疗阴茎短小综合症的可行性，观察阴茎增粗成形术
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Ｃ”状移植于阴茎体背侧 ＢＵＣＫ筋膜与白膜之间，治疗阴茎
短小综合症１０例，术中同时行阴茎悬韧带松解及阴茎背深静脉结扎。结果：９例恢复良好，阴茎自然状态下平均延长３０
～５０ｃｍ，周径平均增加２０～３０ｃｍ，患者对阴茎增粗效果均表满意；仅１例因组织补片自溶导致手术失败。结论：脱细
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移植用于阴茎增粗成形，治疗阴茎短小综合症，方法安全可行，临床效果满意。

【关键词】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阴茎短小综合症；阴茎增粗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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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ｐｅｎ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ｅｎ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ｐｅｎｉｓｂｙ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Ｉｔ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ＣＫｆａｓｃｉａａｎｄａｌｂｕｇｉｎｅａｉｎｔｈｅｄｏｒｓａｌｐｅｎｉ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ｓｈａｐｅｏｆ“Ｃ”．Ｓｕｓ
ｐｅｎｓｏｒｙ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ｎｉｓｗａｓｒｅｌａｘｅｄａｎｄ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ｄｏｒｓ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ｖｅｉｎ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Ｎｉｎ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ｇｏｏ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ｓｉｎｉｔ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３０～５０ｃｍ，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２０～３０ｃ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ｙｏｎ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ｅ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ａｕ
ｔｏ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ｔｉｓｓａｆ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ｔｏｕｓｅ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ｐｅｎ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ｐｅｎｉｓ；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随着男科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性患者为了
改善生殖器外观、满足心理及生理需求而要求行阴茎

延长增粗成形术。我院于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
间，利用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移植治疗

阴茎短小综合症１０例，术中同时行阴茎悬韧带松解及
阴茎背深静脉结扎，临床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阴茎短小综合症１０例，其中心理性阴茎短小

８例，发育不良性阴茎短小２例；年龄最小１９岁，最大
４４岁，平均２７岁。

１２ 阴茎增粗材料

瑞诺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商品

名：瑞诺ＡＥＭ组织补片，以下简称：ＡＥＭ组织补片）由
北京清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提供，２００４年通过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

（准）字２００４第３４６０７３６号。
１３ 阴茎短小综合症诊断标准

（１）心理性阴茎短小：自觉阴茎短小，实际测量自
然状态阴茎长度≥５５ｃｍ，勃起长度≥１０ｃｍ，属假性阴
茎短小；（２）发育不良性阴茎短小：实际测量自然状态
阴茎长度 ＜５５ｃｍ，勃起长度 ＜１０ｃｍ，属真性阴茎短
小。笔者将心理性阴茎短小及发育不良性阴茎短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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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阴茎短小综合症。

１４ 手术适应证

成年男性，符合阴茎短小综合症诊断，血清Ｔ、ＬＨ、
ＦＳＨ、ＰＲＬ、Ｅ２检测均正常，无性染色体异常。
１５ 手术禁忌症

对高度怀疑、不情愿、期望值过高，认为阴茎增大

能解决包括婚姻生活、改善男性形象等所有问题的患

者不宜接受手术［１］。

２　手术方法及要点

硬膜外麻醉。于龟头冠状沟背侧正中缝１针牵引
线。取耻骨下区阴茎根部倒 Ｖ切口，逐层切开，分离
显露并于紧贴耻骨联合处切断阴茎浅悬韧带及部分深

悬韧带。于阴茎根部纵形切开 ＢＵＣＫ筋膜，在 ＢＵＣＫ
筋膜与白膜之间反向游离脱套阴茎体至阴茎冠状沟处

为止，显露阴茎体背侧。于阴茎体根部游离结扎阴茎

背深静脉。将ＡＥＭ组织补片修剪成合适大小，并将补
片剪多孔后“Ｃ”状被覆于阴茎体背侧ＢＵＣＫ筋膜与白
膜之间，两侧达阴茎海绵体与尿道海绵体交界处，补片

周围及中间部位用５－０可吸收线间断缝合妥善固定，
复位阴茎体并将根部 ＢＵＣＫ筋膜间断缝合覆盖 ＡＥＭ
组织补片。按阴茎延长手术缝合方法逐层关闭切

口［４］，并于根部切口内留置一细的多孔硅胶负压引流

管，另戳口引出。

３　结　　果

术后阴茎自然状态平均延长３０～５０ｃｍ，平均周径
增加２０～３０ｃｍ。９例恢复良好，患者对手术外观及效果
均表满意；１例出现ＡＥＭ组织补片自溶，手术失败。

４　讨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性伴侣双方对男性生殖器官的

关注程度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男性患者为了改善

生殖器外观、满足心理及生理需求而要求行阴茎延长

增粗成形术［５，６］。笔者依据成年人阴茎发育是否正

常，将自觉阴茎短小而实际测量阴茎发育指标在正常

范围者定义为心理性阴茎短小；将实际测量阴茎发育

指标低于正常范围者定义为发育不良性阴茎短小。将

心理性阴茎短小和发育不良性阴茎短小统称为阴茎短

小综合症。阴茎短小综合症在临床上不同程度地影响

着男性的自尊心，易导致自卑抑郁等心理障碍，严重者

还可引起与性伴侣的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性功能障碍

等一系列并发症状的发生。近年来阴茎短小综合症也

逐渐引起男科医学界的临床重视，并出现了许多阴茎

延长增粗成形的手术治疗方法。

阴茎增粗成形的传统方法包括液态硅胶注射、自

体脂肪或人工脂肪注射、真皮脂肪瓣移植、自体包皮筋

膜折叠等，但由于存在并发症较多、增加供区手术切

口、远期效果无保障等因素而倍受争议或被逐渐淘

汰［１］。近年来随着人工合成材料、生物材料和组织工

程技术的临床应用，为需要阴茎增粗的患者开辟了又

一新的治疗途径［１－３］。瑞诺 ＡＥＭ组织补片应用组织
工程学理论，采用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工艺方法处理生

物真皮组织，完全脱除组织中引起移植免疫排斥反应

的组织细胞，完整保留其细胞外基质和三维空间框架

结构，ＡＥＭ组织补片移植到宿主体内后，既避免了临
床免疫排斥的问题又可引导宿主细胞进入三维框架结

构并生长、增殖，同时产生新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形成

宿主自身组织，完成缺损组织的修复与重建。

笔者采用ＡＥＭ组织补片“Ｃ”形移植于阴茎体背
侧ＢＵＣＫ筋膜与白膜之间，用于阴茎增粗成形，治疗阴
茎短小综合症，并配合阴茎悬韧带松解及阴茎背深静

脉结扎，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经验体会如下：（１）
阴茎悬韧带松解可使阴茎延长３０～５０ｃｍ，增加手术
效果；（２）阴茎背深静脉结扎可使术后阴茎海绵体保
持一定张力，减少阴茎疲软状态时ＡＥＭ组织补片与阴
茎体之间存在腔隙而导致积液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３）ＡＥＭ组织补片必须移植在阴茎背侧ＢＵＣＫ筋膜与
白膜之间，避免移植在阴茎浅、深筋膜之间，防止阴茎

皮肤受压缺血坏死、组织补片外露而致手术失败，同时

也可防止因补片与浅筋膜粘连而引起皮肤滑动障碍，

影响勃起及正常性生活；（４）术中宜妥善固定 ＡＥＭ组
织补片，并将补片剪成多孔状，以防术后补片滑动及补

片下积液感染；（５）首选经阴茎根部切口入路移植
ＡＥＭ组织补片，尽量避免经冠状沟切口入路，以防止
因切口裂开或出血感染导致ＡＥＭ组织补片外露、手术
失败；（６）如包皮过长需行包皮环切者，应采取分期手
术方案，于阴茎增粗成形术前６周行包皮环切术，尽量
避免同时行包皮环切术，否则会增加术后伤口裂开、迟

发性出血、水肿及术后不适等并发症状［１］；如同时选择

包皮环切术，则建议采用袖套式包皮环切，并将多余的

包皮筋膜于阴茎体远端折叠缝合，增加ＡＥＭ组织补片
的外层保护；（７）避免单纯为追求增粗效果而盲目选
择移植多层重叠ＡＥＭ组织补片，术前要充分考虑患者
阴茎皮肤的弹性条件及个体需求，并详细告知患者移

植多层重叠补片可能会因材料过厚、局部张力过高，引

起补片自溶，甚至出现阴茎皮肤缺血坏死、补片外露等

严重并发症，从而导致手术失败。本组其中１例手术
失败即是植入双层补片、组织自溶所致，教训深刻，应

引起同道重视，引以为戒；（８）术后包扎松紧适当，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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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适当服用止痛镇静剂及雌激素等药物，减少阴茎勃起

次数及频率，防止因局部张力过高导致阴茎皮肤受压而

出现缺血坏死；（９）术后３～５ｄ内禁止换药，防止因过早
打开伤口导致补片下出血积液影响愈合；（１０）术前宜常
规签署知情同意书，告知患者手术效果的局限性及可能

出现的并发症，避免患者因期望值过高而对手术效果不

满意等纠纷出现；对高度怀疑、不情愿、期望值过高，认

为阴茎增大能解决包括婚姻生活、改善男性形象等所有

问题的患者不宜接受手术或慎重手术。

笔者通过临床观察，认为采用ＡＥＭ组织补片移植，
用于阴茎增粗成形，治疗阴茎短小综合症，术后无组织

排异反应，其强度、柔韧性较好，方法安全可行，效果确

切可靠，适合临床应用，但因ＡＥＭ组织补片价格昂贵，
临床观察病例较少，远期疗效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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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ＹＹ患者２００００精子染色体核型发现仅０７％的精子
染色体异常［１２］。Ｍｉｌａｚｚｏ等通过ＦＩＳＨ和原位末端标记
法（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ｄＵＴＰｎｉｃｋ
ｅｎｄ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ＵＮＥＬ）研究证实４７，ＸＹＹ男性额外Ｙ染
色体在生殖细胞减数分裂时期通过凋亡而被清除，进而

可发育成正常的２３，Ｘ和２３，Ｙ精子，患者大部分可自然
怀孕或体外授精助孕而生育后代［１３］。然而，有研究表

明４７，ＸＹＹ患者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异常率（３８％）与
正常对照组（１％）比较明显增多，而胚胎非整倍体率达
３２％，最终导致女性早期复发性流产率明显增加［１４］。

因此，针对４７，ＸＹＹ综合征患者生育子代，必要时行胚
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ＰＧＤ）和产前诊断，提高妊娠率，降低异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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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对尖锐湿疣（ＣＡ）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中ＣＤ２８和ＣＤ９５表达水平及凋亡率
的影响。方法：３０例ＣＡ患者在卡介菌治疗前后和３０例健康对照者，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ＰＢＭＣ的 ＣＤ２８和
ＣＤ９５水平及细胞凋亡的情况。结果：ＣＡ组治疗前ＣＤ３＋ＣＤ２８＋的表达较对照组低（Ｐ＜００１），ＣＤ３＋ＣＤ９５＋的表达较对
照组高（Ｐ＜００１），治疗后两者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别（Ｐ＞００５）。凋亡率治疗前较对照组明显增高（Ｐ＜００１），
治疗后下降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卡介菌可能通过调节ＣＤ２８及ＣＤ９５水平调控Ｔ淋巴细胞的异常
激活和凋亡，从而促进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减少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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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ＣＧ－ＰＳＮ；ＣＤ２８；ＣＤ９５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一
种常见的皮肤黏膜增生性疾病，研究表明其发生、发展

和转归与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有重要的关系，尤其与细

胞免疫功能状态密切相关［１，２］。而免疫应答的核心是Ｔ
细胞的有效活化和凋亡，ＣＤ２８作为共刺激分子参与 Ｔ

淋巴细胞的活化、增殖及分化［３，４］，发育过程中的细胞需

要通过ＣＤ９５凋亡途径被清除，二者密切相关。因此我
们研究卡介菌治疗ＣＡ前后ＣＤ２８及ＣＤ９５的变化情况，
为ＣＡ的免疫发病及复发提供临床治疗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ＣＡ患者３０例来自本院门诊，经临床及病理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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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检测阳性，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０～
４５岁。所有尖锐湿疣病人６个月内未使用过糖皮质
激素及卡介菌等免疫调节剂，并排除其他性传播疾病、

严重的系统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妊娠期和哺乳

期妇女［５］。３０例对照者筛选自本院健康体检中心，无
ＣＡ病史。两组在年龄、性别上无统计学差异。
１２ 主要试剂

细胞培养液、胎牛血清、淋巴细胞分离液、单克隆

抗体ＣＤ２８－ＰＥ、ＣＤ９５－ＰＥＣＹ５、ＣＤ３－ＦＩＴＣ、ＩｇＧ２α－
ＰＥ购自北京博胜生物公司。
１３ 治疗方案

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组采用二氧化碳激光去除疣

体后，采集静脉血，开始肌肉注射卡介菌０５ｍｇ，隔日
１次，１８次、３６ｄ为１疗程，连续２个疗程后再采集静
脉血。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单个核细胞分离和培养　取肝素抗凝血
５ｍｌ，采用人淋巴细胞液分离获得单个核细胞，培养于
血浆和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中、３７℃、５％ＣＯ２的环境下２４ｈ收
获细胞。

１４２　淋巴细胞荧光染色测 ＣＤ２８及 ＣＤ９５　取
每１００ｕｌ为１个测试单位，采用多色荧光抗体分别标
记ＣＤ３，ＣＤ３／ＣＤ２８，ＣＤ３／ＣＤ９５，结合流式细胞仪检测，
作为阴性对照的是相应标记的小鼠抗人 ＩｇＧ－ＰＥ抗
体，每次获取１００００个细胞分析结果。
１４３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　离心收集

培养细胞，加 ＰＩ染液、４℃避光孵育，上流式细胞仪
检测。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处理，以
（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１为
有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ＣＡ组ＰＢＭＣ的凋亡率
治疗前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１），治疗后下

降与对照组相比则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ＣＡ患者与对照组ＰＢＭＣ的凋亡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凋亡率

ＣＡ治疗前 ３０ ３．１７±１．２５

ＣＡ治疗后 ３０ ２．０３±０．９５

健康对照组 ３０ １．９４±０．８６

２２　ＣＡ患者与对照组的比较
ＣＡ组治疗前 ＣＤ３＋ＣＤ２８＋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

降低（Ｐ＜００１），ＣＤ３＋ＣＤ９５＋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
高（Ｐ＜００１），治疗后两者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
别（Ｐ＞００５）。见表２、图１、图２。

表２　ＣＡ患者与对照组ＰＢＭＣＣＤ２８和ＣＤ９５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３＋ＣＤ２８＋ ＣＤ３＋ＣＤ９５＋

ＣＡ治疗前 ３０ ６８．１０±１０．２９ ４０．３９±３．８３ １．８９±０．９８

ＣＡ治疗后 ３０ ６７．９７±９．５９ ４７．４０±４．１４ １．２０±０．９５

健康对照组 ３０ ６６．９２±９．９６ ４７．０５±３．２６ １．１８±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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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尖锐湿疣是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的
常见性病，在成人中发病率和复发率均比较高［６，７］，传

统治疗只改善症状和体征，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直接

特效杀灭ＨＰＶ病毒的药物，研究表明这可能与尖锐湿
疣存在细胞凋亡与增殖异常有关［８］。ＣＤ２８／Ｂ７提供
调节细胞迁移和Ｔｈ１／Ｔｈ２分化，诱导抗凋亡基因表达，
增加细胞因子分泌的第二信号，为目前已知最基本的

共刺激信号［９］。其在降低 Ｔ细胞活化阈值，促进免疫
突触形成及阻止Ｔ细胞失能均有重要作用［１０－１２］。

Ｆａｓ系统（ＣＤ９５－ＣＤ９５Ｌ）调控细胞凋亡的膜表面
分子，通过识别Ｆａｓ杀死异常细胞，达到调节免疫应答
和维护机体平衡的生理功能［１３］；而病毒感染又可引起

细胞凋亡，一方面宿主免疫细胞借此来清除病毒感染

细胞，另一方面病毒也可以通过自身基因的表达来启

动或抑制细胞凋亡［１４］。部分学者发现，ＨＰＶ病毒感染
后ＣＡ患者ＰＢＬＣ的 Ｆａｓ与 ＦａｓＬ表达增高，且与细胞
凋亡率成正相关，并下调免疫功能，这就提示 ＣＡ患者
体内可能存在免疫细胞凋亡增强现象。此外，由于淋

巴细胞凋亡增加，致使机体免疫监视与免疫清除功能

下降，使 ＨＰＶ有机会逃避免疫监视，可能是 ＣＡ复发
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

卡介菌多糖核酸是卡介菌菌体提取的免疫活性物

质，可以诱导Ｔ淋巴细胞增殖、活化并释放细胞因子，促
使Ｔｈ２向Ｔｈ１转化，同时能增强单核—巨噬细胞、ＮＫ细
胞的免疫活性。据报道［１５］，卡介菌治疗尖锐湿疣病人１
个月后，发现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中ＣＤ４＋百分率、
ＣＤ４＋／ＣＤ８＋细胞比值，血清ＩＬ－２水平明显升高，而
ＣＤ８＋百分率、血清ｓＩＬ－２Ｒ水平明显下降，提示卡介菌
可以促进ＣＡ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显示，ＣＡ组在卡介菌治疗前，凋亡率明显高
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与健康对照组则无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在ＣＡ组卡介菌治疗前ＣＤ３＋ＣＤ２８＋

ＣＤ９５＋的表达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ＣＤ３＋

ＣＤ３８＋ＣＤ９５＋的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
治疗后两者的表达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则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提示卡介菌也可能通过下调Ｆａｓ的表达而
抑制Ｔ细胞的凋亡，同时又上调ＣＤ２８的表达而诱导Ｔ
细胞的活化，从而使ＣＡ患者被抑制的Ｔ细胞免疫趋向
平衡，进而促进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减少复发。

综上所述，尖锐湿疣病人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可能

是共刺激作用低下和病毒感染后细胞凋亡过度所导致

的，而Ｔ细胞活化、增殖、凋亡及其调控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过程，卡介菌还通过何种途径调控 ＣＡ患者 Ｔ细
胞免疫功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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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不同检测方法对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的诊断价值比较研究

吴小明　张美珍　姜新华

衢化医院检验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４

【摘　要】目的：探讨比较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ＴＰ－ＥＬＩＳＡ）、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实验（ＴＲＵＳＴ法）、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法）和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４种不同方法对可疑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诊断价
值。方法：选取８０例拟诊为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应用上述４种方法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测，同时对
罹患梅毒患儿进行抗病毒治疗２周，分析４种方法在治疗前后检测结果并进行随访观察。结果：四种检测方法检测的阳
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ＲＵＳＴ法和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出阳性率分别为６３７５％（５１／８０）和７５％
（６０／８０）；ＴＰＰＡ法（７６／８０）和ＴＰ－ＥＬＩＳＡ（７８／８０）检出阳性率为９５％和９７５％，显著高于其他两种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且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的阳性率也明显高于ＴＲＵＳＴ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阴性结果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方法（Ｐ＜００５），而ＴＲＵＳＴ检测阴性率则明显高于ＴＰ－ＥＬＩＳＡ法
和ＴＰＰＡ法（Ｐ＜００５）。结论：４种检测方法筛查梅毒各具优势而且具有潜在的联合应用前景，其中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有助于早期判断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治疗的早诊和疗效观察。

【关键词】新生儿；先天性梅毒；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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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ＴＰＰＡａｎｄ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ｆｏｕｒ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ｆｏｒ２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ｗｅｒｅ６３７５％ （５１／８０）ａｎｄ７５％ （６０／８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ｒａｔｅｏｆＴＰＰＡａｎｄＴＰ－ＥＬＩＳＡｗｅｒｅ９５％ ａｎｄ９７５％，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００５）．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ａｔｅｏｆ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ＵＳ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ａｔｅｏｆ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ｒｅａｌｌ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

　　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又称早期先天性梅毒，是梅 毒螺旋体由母体经胎盘传染胎儿而引起［１］。近些年，

随着我国育龄妇女梅毒发病率的增加，新生儿期先天

性梅毒的发病亦逐年攀升［２］。尽管目前针对梅毒的血

清学诊断方法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但是由于新

生儿期先天性梅毒患儿在出生时主要表现为无典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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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状或轻微体征的隐性感染，因此早期诊断先天性

梅毒仍是临床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难题［３，４］。为进

一步避免该病的漏诊误诊，赢得患儿诊疗的时间，探索

一种新型有效的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的早期诊断方

案，就成为攻克该疾病的关键。本研究以我院在２００９
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间诊治的８０例疑似先天性梅
毒患儿为研究对象，探讨四种不同梅毒检测方法的诊

断价值，比较它们各自的特异性与敏感性，以期临床上

为防治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结果

总结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间我院拟诊治

的８０例先天性梅毒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４４例，女
３６例；胎龄小于３７周２１例，３７～４２周之间５５例，大
于４２周则有４例。出生体重小于２５００ｇ患儿２３例，
大于２５００ｇ５７例。同时，研究还选择本院新生儿科同
期诊治的非梅毒患儿８０例为对照组，其中男４０例，女
４０例；胎龄小于３７周１２例，３７～４２周间４０例，大于
４２周 ３例；出生体重小于 ２５００ｇ患儿 １１例，大于
２５００ｇ６９例。两组患者在胎龄、出生体重等指标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患儿均由两名主治医师进行严格病史采集和

体格检查。两组患儿都行血、尿常规和 Ｂ超等检查。
两组患儿均同期进行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ＴＰ－ＥＬＩＳＡ）、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实验（ＴＲＵＳＴ
法）、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法）和１９Ｓ
－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
１２１　ＴＲＵＳＴ检测　取２５０μｌ未灭活的患儿血

清，逐滴加入ＴＲＵＳＴ试剂，摇匀后静置２ｍｉｎ后观察是
否出现红色凝块或絮状的颗粒物，阳性为梅毒感染，阴

性则认为无感染。

１２２　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　采用人梅毒螺旋体
（ＴＰ）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梅毒感染情况，试剂盒购于北
京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检测。

１２３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　取１０μｌ患
儿血清加入可去除 ＩｇＧ和类风湿因子的吸附剂，室温
静置中１０ｍｉｎ；加入相应的标准品，水浴、洗板、拍干后

采用酶标仪进行吸光度检测，读取血清标本光密度值

和标准品的光密度值并计算其比值，以比值大于１１
判定为阳性，小于０８认为阴性，而０８～１１则认定
为可疑。

１２４ ＴＰＰＡ法 ＴＰＰＡ试剂盒由日本富士株式
会社购买，检测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阴性：反应物成纽扣状聚集，边缘光滑；阳性：粒子环变

大，外周边缘不均匀且杂乱凝集；强阳性：均一凝集，颗

粒布满孔底，边缘不规则。

１３　治　疗
所有罹患梅毒的患儿均进行综合性治疗，针对病

情予以相应的抗感染、营养支持、对症治疗等综合治疗

措施，总疗程持续２周。对照组患儿则依据病情进行
相应的对症治疗。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均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并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表现
８０例拟诊新生儿期梅毒的患儿经检测确诊 ６０

例，其中胎龄小于３７周１８例，３７～４２周间３８例，大于
４２周４例。临床表现主要包括：皮疹样改变（１８／６０，
３０％）、脱皮（８／６０，１３３％）、口周肛周皲裂（８／６０，
１３３％）、黄疸（３／６０，５％）、水肿（９／６０，１５％）、皮肤
出血（４／６０，６７％）。患儿中共有３例新生儿罹患低
血糖，新生儿梅毒性肺炎、肝炎，新生儿贫血各２例，神
经性梅毒１例。
２．２　四种检测方法比较
四种检测方法检测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中，ＴＲＵＳＴ法检测阳性患儿数５１
例，检测阳性率为６３７５％；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法检
测阳性患儿数为６０例，阳性率为７５００％；１９Ｓ－ＩｇＭ
－ＴＰ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法阳性率的比较，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然而 ＴＰＰＡ法检测阳性数 ７６
例，阳性率 ９５００％；ＴＰ－ＥＬＩＳＡ法检测阳性数为 ７８
例，阳性率高达９７５％，显著高于另外两种方法（Ｐ＜
００５），但是两者之间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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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８０例拟诊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检测结果对比［ｎ（％）］

检测方法
阳性

患儿数

阴性

患儿数

阳性率

（％）
χ２值 Ｐ值

ＴＲＵＳＴ法 ５１ ２９ ６３．７５ １０．３６ ＜０．０５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 ７８ ２ ９７．５０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
６０ ２０ ７５．００

ＴＰＰＡ法 ７６ ４ ９５．００

２３　先天性梅毒患儿治疗结束后的检测
对６０例新生儿期梅毒患儿予以２周的综合对症

治疗，疗程结束后再次通过 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
和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复查。经χ２检验，治疗后上述
四种检测方法之间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１９Ｓ
－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阴性结果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方
法（Ｐ＜００５），ＴＲＵＳＴ检测阴性率亦明显高于 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和 ＴＰＰＡ法（Ｐ＜００５），但 ＴＰＰＡ和 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梅毒患儿治疗结束后四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ｎ（％）］

检测方法
阳性

患儿数

阴性

患儿数

阴性率

（％）
χ２值 Ｐ值

ＴＲＵＳＴ法 ２２ ３８ ６３．３３ ３４．５２ ＜０．０５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 ５８ ２ ３．３３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
３ ５７ ９５．０

ＴＰＰＡ法 ５７ ３ ５．００

２４ ２０例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阴性患儿
的临床随访和复查

经随访复查，２０例患儿均未出现脱皮、口周肛周
皲裂、斑疹或疱疹等典型临床症状，１９Ｓ－ＩｇＭ－ＴＰ
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２０例均为阴性。ＴＲＵＳＴ检测有１８例
阴性（９０％，１８／２０），而 １８例患儿 ＴＰＰＡ法和 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仍为阳性（９０％，１８／２０）。
２５ ８０例对照组新生儿标本四种方法检测结果
所有患儿经四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可排除

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

３　讨　　论

梅毒血清学试验是当前诊断梅毒感染与否的最重

要的检测手段，其检测的原理可依据抗原类型的不同

区分为非螺旋体抗原和螺旋体抗原两类［５，６］。本研究

使用的四种检测方法中，ＴＲＵＳＴ是典型的螺旋抗原的
梅毒常规筛查法，其主要通过心磷脂、卵磷脂和胆固醇

的混合物与梅毒患儿血清中的反应素结合，以是否形

成凝集颗粒物判断感染情况。但是，由于血清中的白

蛋白可对凝聚颗粒形成亲水保护薄膜进而影响吸附免

疫球蛋白的功能，导致检测时较难形成较大的凝聚颗

粒物，使得检测结果中的假阴性率升高［７，８］。本研究

结果发现，ＴＲＵＳＴ法检测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的阳性
率仅仅为６３７５％，阳性率明显低于其它三种方法，这
与既往的报道结果基本一致［９，１０］，也充分反映了

ＴＲＵＳＴ法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在临床检验实践
中，仅依靠ＴＲＵＳＴ法检测可能并不能正确诊断先天性
梅毒。与ＴＲＵＳＴ相比，ＴＰＰＡ法使用梅毒螺旋体毒株
制成抗原，检测的原理与 ＴＲＵＳＴ则相似，其检测的特
异度和灵敏度都较高，是目前较为可靠的梅毒血清学

实验。该法的优点和ＴＲＵＳＴ一样，都是操作简便的检
测方法，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即试剂昂贵、检测时

需将标本进行梯度稀释、检验时间较长、结果同样是通

过肉眼判定，主观性强，容易造成假阳性［１１］。因此本

次研究的结果也显示两种方法的检出阳性率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肯定了 ＴＰＰＡ在验证梅毒螺旋体感
染方面的优势。同时，从这些方面也进一步表明，单一

形式的检测方法对于早期诊断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并

不是良好的检测方式，探求联合检验的有效方案是未

来对先天性梅毒早诊断、早治疗的主导方向之一。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是一种检测ｌｇＧ抗体的螺旋体抗原
检测法，是目前确诊梅毒的重要依据，但是其只能在新

生儿３～４周时才能检出，因而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极
可能会错过早期诊断的最佳时机，而且由于母体的梅

毒ＩｇＧ抗体可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加之 ＩｇＧ的半
衰期较长，因此新生儿体内 ＩｇＧ能长时间维持，导致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多数情况下存在假阳性［８］。本研究结果

中ＴＰ－ＥＬＩＳＡ法的检出阳性率也相对较高，可高达
９７５％，且显著高于另外两种方法，这也充分地凸显了
该方法的缺陷。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是一种同时检
测ＩｇＭ／ＩｇＧ双抗体的螺旋体抗原检测法，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１２，１３］。由于 ＩｇＭ抗体是机体内最早
出现的抗体，能够在ＩｇＧ之前即可达到峰值，同时 ＩｇＭ
分子较大且不易透过胎盘屏障，因此若在新生儿期即

进行梅毒血清中 ＩｇＭ的检测，可大大提前预判新生儿
是否感染梅毒，对于诊断和疾病的监控具有重要的临

床指导意义［１４，１５］。本研究中亦通过 １９Ｓ－ＩｇＭ－ＴＰ
ＥＬＩＳＡ法对疑似梅毒患儿进行确诊，而且在经治疗之



·６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后，发现其阴性检测率也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方法，在对

初次检测阴性患儿的随访复查结果也证实了该检测技

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新生儿期先天性梅毒的早诊断、早治疗

是降低患儿疾病负担的最有效方法。本研究应用四种

检测方法筛查梅毒阳性患儿既提高梅毒血清学的阳性

检出率，又可明显减少漏诊和误诊。另一方面，本研究

结果还揭示１９Ｓ－ＩｇＭ－ＴＰＥＬＩＳＡ法在早期诊断新生
儿期先天性梅毒和疗效的判断上具有十分良好的指示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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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张家口地区无偿献血人群 ＨＩＶ感染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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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本市无偿献血者ＨＩＶ感染情况，为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招募和血液检测方案提供依据。方法：对
本市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２年度无偿献血人群ＨＩＶ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结果：本市无偿献血者中 ＨＩＶ初筛阳性率为
０１２％，确认ＨＩＶ感染阳性率为６９／１０万。结论：有针对性的加强献血宣传和对献血者的征询，选择适合的检测方案，
降低输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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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ＨＩＶ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ｏｒ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２．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ｓｔａｍｏｎｇ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ｏｒｓｗａｓ
０．１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９ｐｅｒ１００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ｏｒ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ｂｌｏｏｄ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截至
２０１１年底，估计中国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病人达到７８万人［１］，显著特点是感染范围扩大，从

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各地无偿献血人群中检出

ＨＩＶ的情况已有很多报道［２－４］，也有因为窗口期输血

而造成受血者感染ＨＩＶ的情况发生［５］，故无偿献血人

群不断增加的 ＨＩＶ感染已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为
了解张家口地区无偿献血人群的 ＨＩＶ感染情况，笔者
对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２年无偿献血者ＨＩＶ检测结果进行了回
顾性分析，以期在调查分析过程中发现本市无偿献血

人群ＨＩＶ感染的特点，为无偿献血者的招募及制定血

液检测策略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２年无偿献血者标本，共计１３０１５７人份。
１２　试剂与仪器
北京万泰第四代 ＨＩＶ酶免试剂，上海科华第三代

ＨＩＶ酶免试剂。Ｘａｎｔｕｓ全自动加样仪（深圳爱康），
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２８０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深圳爱康）。
１３　方　法
采用２种不同厂家 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初筛；２种试

剂均无反应性即为阴性；任一试剂有反应性即进行双

孔复试，复试双孔均无反应性即判为阴性，其中１孔有
反应性即判为阳性。阳性标本送市ＣＤＣ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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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两种不同试剂检测初筛阳性及确证情况见表１；

ＨＩＶ阳性合并其它项目感染的情况见表２；９名ＨＩＶ确
证阳性献血者的社会调查情况见表３。

表１ 张家口市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２年无偿献血者ＨＩＶ检测结果

年份 例数／ｎ
阳性数

试剂一 试剂二 双试剂阳性
确证阳性数 确证阳性率

２００９ ２２２８１ ８ ２２ ８ ４ １８／１０万

２０１０ ２３１６７ ８ ２０ ９ ３ １３／１０万

２０１１ ２８００７ ２１ １５ ８ １ ３．６／１０万

２０１２ ２９７０２ １１ ２０ ６ １ ３．４／１０万

合计 １３０１５７ ４８ ７７ ３１ ９ ６．９／１０万

表２ ＨＩＶ确认阳性者混合感染情况

人数 百分比

ＨＩＶ ２ ２２．２２％

ＨＩＶ＋ＡＬＴ １ １１．１１％

ＨＩＶ＋ＨＢＶ １ １１．１１％

ＨＩＶ＋ＨＣＶ １ １１．１１％

ＨＩＶ＋ＴＰ ４ ４４．４４％

合计 ９ ９９．９９％

表３ ＨＩＶ确认阳性者社会调查情况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婚否 民族 文化程度

１ 男 １９ 不详 否 汉 初中

２ 男 ２３ 不详 否 汉 高中

３ 男 ３３ 医生 已婚 汉 大专

４ 男 ２１ 商业服务 否 不详 初中

５ 男 ３２ 无业 已婚 汉 初中

６ 男 ２１ 无业 否 汉 高中

７ 男 ３９ 不详 已婚 汉 高中

８ 男 ４４ 教师 已婚 汉 大专

９ 男 ３５ 个体 已婚 汉 初中

３　讨　　论

由于受地域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张家口地区一直

是ＨＩＶ感染或 ＡＩＤＳ的低发病区，其中无偿献血人群
的ＨＩＶ感染情况如何尚未见统计。从上表１中可以
看出，张家口市无偿献血者中 ＨＩＶ初筛阳性率为
０１２％（１５６／１３０１５７），确认ＨＩＶ感染阳性率为６９／１０
万（９／１３０１５７），低于文山［６］、郑州［７］，高于徐州［８］、石

家庄［９］。表２显示 ＨＩＶ阳性合并其它病毒感染的情

况比较普遍，本市献血者确证ＨＩＶ阳性的９例中，有６
例合并相关感染，其中合并梅毒感染者居多。表３显
示确证ＨＩＶ阳性的献血者均为男性青壮年，年龄在４５
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高，这是本市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感
染者的社会分布特点。经市 ＣＤＣ调查，ＨＩＶ确认阳性
者中８人为男男同性恋者。相关媒体报道我国２０１２
年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中，青少年的感染人数

呈上升趋势，其传播途径以同性性传播为主。据已经

开展的一些调查工作表明，男男性行为（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
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人群中，已经存在了ＨＩＶ和梅毒的
流行［１０］。但由于同性恋者承受着来自家人和社会的

巨大压力，从而会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由于ＨＩＶ
感染者普遍感受到的恐惧或被歧视，使得这部分个体

不敢去寻求社会机构的帮助，所以想通过献血的途径

进行隐秘检查。这就需要有关机构、部门推广教育，加

强社会宣传，开展更多的 ＨＩＶ检测，让相关人群了解
必需的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让更多的男同性恋者了

解到获得这些服务的途径，以便提供有针对性的检测

和咨询。有研究显示，由计划生育门诊的医务人员以

接受计划生育服务的常规方式主动提供 ＨＩＶ的检测
咨询（ＰＩＴＣ），使就诊者了解自己的 ＨＩＶ感染状况就可
以避免就诊者的“羞辱感”和“不方便”，减少歧视［１１］。

鉴于本市献血人群中 ＨＩＶ的感染特点，笔者认
为，为了进一步降低经输血传播 ＨＩＶ的风险，在本市
的采供血工作中，应该做好几方面的工作：（１）体检医
师在充分尊重献血者隐私的前提下，运用咨询技巧，了

解献血者的献血动机，甄别高危献血者，防止某个献血

者有高危行为后想通过无偿献血来隐秘检查是否感染

ＨＩＶ，最大限度的排除高危献血者。（２）在无偿献血工
（下转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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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观察

及其对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

金　菊　方小琴　林以棠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８０２

【摘　要】目的：观察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和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为临床的治疗提供
参考。方法：选取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２２０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１０例。观察组采用暖宫贴配
合甲硝唑、地塞米松灌肠治疗，对照组则采用微波治疗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灌肠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免疫功能

的变化情况。结果：经过治疗后，观察组痊愈率为５４４４％（６０／１１０），总有效率为９０００％（９９／１１０）；对照组痊愈率为３８１８％（４２／
１１０），总有效率为７４５５％（８２／１１０）。观察组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经过治疗后，其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较
治疗前明显升高，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ＣＤ４以及ＣＤ４／ＣＤ８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ＣＤ８水平均有明
显的下降。两组患者治疗后的ＣＤ４、ＣＤ８以及ＣＤ４／ＣＤ８的组间对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
明显的不良反应。对照组有９例患者在第一次灌肠后出现轻度腹泻。结论：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治疗慢性盆腔炎具有
较好的临床疗效，且操作较为简便，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暖宫贴；甲硝唑；地塞米松；慢性盆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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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Ｄ４ａｎｄＣＤ４／ＣＤ８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Ｄ８ｌｅｖｅｌ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ｉｎ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ｍｉｌ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ｎｅｍａ．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ａｒｍｕｔｅｒｕｓｐａｓｔｅｗｉｔｈ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ｓｇｏｏ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ｓａｆｅ，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ｒｍｕｔｅｒｕｓｐａｓｔｅ；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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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盆腔炎是女性内生殖器以及周围组织的慢性
非特异性的炎症性疾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

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慢性盆

腔炎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１］，成为了女性身体

健康的重大威胁。由于本病的病程较长，病情反复难

愈，给广大女性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的困扰。临床

上对于本病的治疗，主要通过内科药物结合各种物理

疗法进行对症处理。然而，其临床疗效不稳定，尤其是

对于免疫功能较差的患者，病情容易反复［２］。暖宫贴

是通过新材料制成的外用贴剂，能够在局部产生温热

效应，且作用持久，能够起到祛风寒，暖宫的作用［３］。

本研究采用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治疗慢性盆

腔炎，并观察其临床疗效和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情

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自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来我院妇

科门诊就诊的慢性盆腔炎患者，共计２２０例。将其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１０例。其中观察组的年龄
１９～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２８１６±８４２）岁，病程６～３１
个月，平均病程为（１６９２±７３８）个月，所有患者均出
现白带增多，其中８５例伴有腰骶部酸痛，６５例伴有下
腹部坠胀等临床表现。对照组的年龄２１～４１岁，平均
年龄为（２７９４±７５６）岁，病程８～３３个月，平均病程
为（１８０１±６９５）个月，所有患者均出现白带增多，其
中７６例伴有腰骶部酸痛，５９例伴有下腹部坠胀等临
床表现。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病情以及临床症状上

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乐杰主编的《妇产科学（第７版）》中有关慢

性盆腔炎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患者一般有急性盆腔

炎病史，临床上出现精神疲倦、低热，可伴有下腹坠胀、

腰骶部酸痛等症状，可在经期、劳累或者性交时症状加

重。同时出现白带异常，量多色黄可伴有异味；月经不

调，出现经期、经量变化；还可以出现继发性不孕。妇

科检查可见子宫多为后倾后屈位，可伴有局部压痛，可

触及增粗的输卵管，可在盆腔的一侧或者双侧触及囊

性，活动性差包块等。

１３　治疗方案
观察组采用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灌肠治

疗。嘱患者月经期过后，选取患者前正中线上，肚脐下

１５寸的气海穴，采用暖宫贴进行贴敷。每天贴敷 １

次，连续使用１周。同时给予采用１００ｍｌ甲硝唑注射
液配５ｍｇ醋酸地塞米松注射液进行灌肠治疗。采用１
次性灌肠袋，将配有醋酸地塞米松注射液的甲硝唑注

射液倒入其中，将导管插入患者肛门内８ｃｍ左右，将
溶液灌入患者肠管内，溶液经患者肠道吸收。每天灌

肠治疗１次，连续治疗１周。
对照组则采用微波配合灌肠治疗。采用微波多功

能治疗仪，将治疗仪的探头放在患者的下腹部痛点处。

打开治疗仪的开关，以患者感觉温热为度。每次治疗

时间为０５ｈ，每天治疗１次，连续治疗１周。同时给予
灌肠治疗，灌肠治疗的方案与观察组的方案相同。两

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停用抗生素、停止性生活。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以及辅助检查的变化

情况进行判定，痊愈：经过治疗后，患者腹痛、腰酸等临

床症状和体征消失，复查血常规未见异常；有效：经过

治疗后，患者腹痛、腰酸等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好转，

复查血常规未见异常；无效：经过治疗后，患者的临床

症状、体征以及血常规检查均未见明显好转甚至有所

加重。

１５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

况，同时在治疗前后抽血行免疫生化检查，对比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ＣＤ４、ＣＤ８以及两者比值的变化情况。
１６　统计学分析
对所收集的资料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软件数据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 ±标准差（珋ｘ
±ｓ）来表示，计量资料的对比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的
对比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对比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痊愈率为５４４４％（６０／１１０），

总有效率为 ９０００％（９９／１１０）；对照组痊愈率为
３８１８％（４２／１１０），总有效率为７４５５％（８２／１１０）。观
察组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说明观察组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对比［ｎ（％）］

组别 例数（ｎ）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１１０ ６０（５４．５５）▲ ３９（３５．４５） １１（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１０ ４２（３８．１８） ４０（３６．３６） ２８（２５．４５） ７４．５５

　　注：和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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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免疫指标的对比
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其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较

治疗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ＣＤ４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ＣＤ８水平均有明显的下

降（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的组间对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经过治疗后，观察组的免疫功能的改善程
度优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免疫指标的对比（珋ｘ±ｓ）

指标
观察组（ｎ＝１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１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０．４１８±０．０３９ ０．４５１±０．０３２▲■ ０．４１９±０．０２３ ０．４２９±０．０１９

ＣＤ８ ０．４０８±０．０４１ ０．３５９±０．０２６▲■ ０．４１０±０．０３１ ０．３８２±０．０３４▲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０３±０．２１ １．２４±０．１９▲■ １．０５±０．１９ １．１２±０．１６

　　注：和治疗前对比，▲Ｐ＜００５；和对照组治疗后对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

应。对照组在第１次接受灌肠治疗后，有９例患者出
现轻度腹泻，经过对症处理后症状可以缓解，不影响治

疗的正常进行。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

主要是由于各种急性的盆腔炎症未能彻底治愈，病情

迁延日久而成的。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患者可以由于

炎症反复发作而出现盆腔内组织粘连，盆腔充血等，临

床上表现为下腹痛、腰骶部酸痛，甚至不孕等［４］。本病

的发病与女性月经期的卫生习惯、生殖系统的感染、宫

内节育器的使用等因素有关［５］。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

不断加大，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不断增多，慢性盆

腔炎的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６－８］。因此，重视本病的

治疗，提高本病的临床疗效对保障广大女性的身体健

康有重要意义。

由于慢性盆腔炎的病程较长，其病情容易反复，难

以治愈。在本病的治疗上，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抗生

素抗感染治疗，但是由于盆腔在生理结构上位于人体

的较低处，药物的利用率低，且盆腔反复炎症反应容易

损伤其局部的血管，导致瘀血形成，影响局部的血液运

行，从而阻碍药物到达病变局部［９－１１］，最终影响治疗

效果。相关研究显示，本病病情的反复发作，容易造成

患者机体免疫力的低下，而免疫力的低下，又使疾病更

加容易复发，影响临床治疗效果［１２－１４］。因此，对于本

病的治疗，除了对症治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外，提高其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有效防止病情的复发，巩

固治疗效果有重要的意义。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

米松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对照组则采用微波治疗配

合甲硝唑、地塞米松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结果显示，

观察组在临床疗效以及免疫功能的改善程度上，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同时不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

灌肠是通过经直肠黏膜吸收，使药物能够在盆腔

局部达到较高的浓度，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的一种

给药途径。甲硝唑和地塞米松通过直肠给药，能够直

接作用与炎症局部，起到抗菌消炎的目的，同时由于局

部的浓度较高，可以有效减少因全身用药而出现的不

良反应［１５］。

暖宫贴是应用现代新材料制成的药物贴剂，能够

在贴敷局部产生一定的温热感，且作用时间长［９］。气

海穴是一个以补益功能为主的穴位，能够起到生发阳

气的作用，同时其位置位于前正中线上，脐下１５寸，
正是下腹部的位置，能够起到穴位的近治作用。暖宫

贴对气海穴的温热作用，能够起到补益气血、疏通经

络、祛风散寒的作用，对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有重

要作用［１６］。通过暖宫贴气海穴贴敷配合甲硝唑、地塞

米松灌肠，能够消除局部炎症，缓解临床症状的同时，

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提高

临床的治疗效果［１７］。

综上所述，暖宫贴配合甲硝唑、地塞米松治疗慢性

盆腔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操作较为简便，安全性

高，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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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大力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及检测渠道，努力发

展低危、固定的献血人群。（３）提高实验室的检测技
术，对ＨＩＶ进行检测时至少采用第四代和第三代酶联
免疫试剂联合检测的模式。近年来，已有 ＨＩＶ酶联免
疫检测无反应性但核酸检测阳性的报道［１２］，因此有条

件时应尽快采用ＨＩＶ核酸、ＨＩＶ抗原、ＨＩＶ抗体三者联
检的检测模式，以便缩短 ＨＩＶ检测的窗口期，降低输
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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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联合卡孕栓预防产后出血的效果观察

井晓莉 曹国臻

临朐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６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益母草联合卡孕栓预防自然分娩产后出血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１２６例自然分娩产妇，按入

院时间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联合组于胎儿前肩娩出后立即肌注益母草注射液４０ｍｇ，术者在胎儿娩出后将卡孕栓１粒

（１ｍｇ）置入直肠内（深度４ｃｍ～５ｃｍ）保留３０ｓ，待其溶解后取出手指；对照组单用卡孕栓。比较两组第三产程时间，产后

２ｈ出血量及产后出血发生率。结果：联合组第三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产后２ｈ出血量及产后出血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结论：益母草联合卡孕栓能增强子宫收缩，缩短第三产程，促进子宫创面血窦迅速关闭，从达到预防产后出血的

效果，且方法简易，适合临床应用。

【关键词】益母草；卡孕栓；产后出血；效果观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ＣＡＯＧｕｏｚｈｅ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ＬｉｎｑｕＣｏｕｎｔｙ，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１２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４０ｍｇｂｙ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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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ａ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ｓｐｒｅ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产后出血（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是指胎儿娩出
后２４ｈ内阴道流血量超过５００ｍＬ，产后出血包括胎儿
娩出后至胎盘娩出前，胎盘娩出至产后 ２ｈ以及产后

２ｈ至２４ｈ三个时期，多发生在前两期。产后出血为分
娩期严重并发症，是我国产妇死亡重要原因之一，其发

病率占分娩总数的２％ ～３％［１］。产妇一旦发生产后

出血，预后严重，休克较重持续时间较长者，即使获救，

仍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结发性垂体前叶功能减退（席汉

综合征（Ｓｈｅｅｈ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后遗症。因此积极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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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产后出血是降低产妇死亡率的有效措施之一。我

们应用益母草联合卡孕栓预防产后出血取得了较好疗

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自然分娩

的产妇共１２６例，随机分为对照组（６１例）和联合组
（６４例）。两组产妇年龄均为 ２２～３５岁，平均 ２８３
岁；孕周３７～４１周；均无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严
重的妊娠并发症及内科合并症，无前列腺素药物过敏

史；两组孕产妇的年龄、新生儿大小情况、孕周、体质

量、产前凝血功能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的方法

对照组术者在胎儿娩出后将卡孕栓（东北制药集

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８００００７）１粒（１ｍｇ）置入直肠内（深度 ～５ｃｍ），保
留３０ｓ，待其溶解后取出手指；联合组在使用卡孕栓的
基础上，于胎儿前肩娩出后立即肌注益母草注射液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５１０２１４４８）４０ｍｇ。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产妇第三产程及产后２ｈ的出血量，以
及产妇用药前后１ｈ的血压、脉搏变化，并观察产妇使
用卡孕栓和益母草后的副反应。

１３１　第三产程即从胎儿娩出到胎盘娩出的时
间，记录两组产妇第三产程时间。

１３２ 出血量的测定 统一采用容积法和称重

法［２］。其中容积法采用专用产后接血容器收集血液后

用量杯测定失血量。称重法按照公式计算：分娩后敷

料重（湿重）－分娩前敷料重（干重）＝失血量（血液比
重为１０５ｇ＝１ｍ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

理。组间比较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组间比较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产妇第三产程时间及产后２ｈ出血量
比较

联合组第三产程时间（７６５±１７９）ｍｉｎ，明显与

对照组比较缩短（Ｐ＜００１），产后２ｈ出血量（１５６７
±１６７）ｍｌ，也明显较对照组减少（Ｐ＜００１）。见
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第三产程时间及产后２ｈ出血量比较

组别 ｎ 第三产程时间（ｍｉｎ） 产后２ｈ出血量（ｍｌ）

联合组 ６１ ７．６５±１．７９ １５６．７±１６．７

对照组 ６５ １３．１４±２．１７ ２０５．６±２０．５

Ｔ值 １５．６０７ １２．９３２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产妇发生产后出血的情况比较

联合组产后出血发生数及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发生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组别 ｎ 产后出血发生例数（率）

联合组 ６１ （１．７％）

对照组 ６５ （１３．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产妇在用药前后血压、脉搏变化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用药前后血压、脉搏变化比较

组别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脉搏（次／ｍｉｎ）

用药前 １２０．２３±８．５ ７０．５２±５．０３ ８０．４５±６．３０

用药后１ｈ １１７．５５±７．２ ６７．２９±５．０９ ７８．８６±６．７８

Ｔ值 １．３５ １．６４ １．７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产妇用药后症状比较

联合组６１例产妇用药后出现血压上升１例，腹泻
２例，均于０５ｈ内自行缓解。对照组６４例产妇用药
后出现恶心、呕吐１例，面色潮红３例，亦未行特殊处
理，迅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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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全世界每年由产后出血所致孕产妇死亡约为

１２５０００例，其中超过９０％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３］。由于宫缩乏力，胎盘的粘连、滞留，软产

道的损伤和凝血功能障碍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孕产妇

产后出血的发病率较高，成为我国产妇死亡的首要

原因，占产妇死亡的 ４５９％［４］，其中宫缩乏力为主要

原因，加强子宫收缩力成为预防产后出血的关键。

彭学宏［５］对产后出血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其

原因及防治措施，提示产后出血发生率为３０１％，而
宫缩乏力的原因占首位（６３０３％），其他依次为胎盘
因素（２３５３％）、软产道损伤（１００８％）、凝血功能
障（３３６％）。

卡孕栓又称卡前列甲酯栓，是我国自行研发的

药物，其主要成分为卡前列甲酯，是一类合成的前列

腺 Ｆ２ａ类似物，可增强子宫平滑肌张力，收缩子
宫［６］。栓剂给药使用方便，可直接达到作用部位并

通过黏膜吸收进入循环系统，促进子宫创面血窦关

闭，迅速引起子宫收缩［７，８］。卡孕栓副作用较小，已

经临床证明对产后出血疗效显著，并早已得到广泛

应用。

益母草为草本植物，是我国传统的调经止血妇

科良药，又名茺蔚，性味辛、苦、微寒，归肝、心包经，

治疗各种原因导致的月经不调、闭经、痛经，胎前、产

后，皆可用之，行瘀生新，亦能下乳，还可以治疗产后

恶露不绝，具有治疗产后瘀血、头晕心悸的功效。现

代研究证明，益母草对子宫平滑肌有兴奋作用，使平

滑肌收缩、残留组织排出、肌层压迫止血。此外还可

使冠脉流量增加，心律减慢，具有强心作用，但大剂

量时呈抑制作用，并具有双向调控凝血因子表达的

作用。益母草注射液其主要成分是水苏碱，是从单

味中药提取的无色透明液体，其可使表层血管收缩，

可以改善内膜基底层血供，并可促进新血管生成，从

而达到修复子宫内膜损伤，祛瘀生新，缩宫止血的作

用［９－１１］。邓伟雄等［１２］研究结论认为，复方益母草胶

囊防治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亦安全有效。有研究表

明益母草注射液对子宫下段和子宫体均有较好的收

缩作用，注射后仅 ２ｍｉｎ即可起效，半衰期长
达６ｈ［１３－１５］。

益母草与卡孕栓均能增强子宫收缩力，对预防

产后出血起协同作用，我们的研究也说明益母草联

合卡孕栓在缩短第三产程、减少出血量方面具有很

大的优势，而且副作用小、使用方便，两者联用疗效

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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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电针配合中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３０例

焦　娇１　逄　杰１　夏德民２　孙　伟３△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临邑县德平卫生院，山东 德州 ２５１５１４

３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摘　要】目的：总结自拟消异方及电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疗效。方法：采用消异方（生水蛭、王不留行、三七、

炮山甲、炒鸡内金、皂角刺、肉苁蓉、肉桂、菟丝子、红藤、败酱草、生薏苡仁、茯苓、醋香附）及电针刺关元、中极、天枢、足三

里、三阴交、子宫、太冲，除关元、中极外，均取双侧穴位，治疗本症３０例。结果：总有效率为９６６７％。结论：本研究针药

联合，以消异方为主，配合电针治疗本病引起的痛经有很好的疗效。

【关键词】子宫内膜异位症；消异方；电针；痛经

Ｔｈｉｒｔｙ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ｇｐｌ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ＪＩＡＯＪｉａｏ１，ＰＡＮＧＪｉｅ１，ＸｉａＤｅｍｉｎ２，ＳＵＮＷｅｉ３△

１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ＣＭ，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ＬｉｎｙｉＣｏｕｎｔｙ，ＤｅＺｈｏｕ２５１５１４，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ＣＭ，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ｇｐｌ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ｉ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ｉｒ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ｌ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ｇｐｌ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６６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ｇｐｌ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ｌ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具有正常的生长功能的子宫
内膜组织种植在宫腔以外的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是

育龄期妇女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者的临床症状大

体表现为：急慢性盆腔痛、经期疼痛难忍、月经不规律

及不孕等，渐进性、继发性、进行性加重的痛经是本病

的典型症状，有半数以上的患者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

活和工作质量。我们选用导师孙伟多年临床经验自拟

消异方并配合电针刺激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获得了

比较好的疗效。

１　患者资料

本组３０例患者均符合１９９１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修订的《子宫内

膜异位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１］：（１）渐进性痛经进
行性加重；（２）经期出现腰骶部、少腹不适，并且呈进
行性加重；（３）表现为周期性的直肠刺激症状，并且呈
进行性加剧；（４）后穹窿、子宫骶骨韧带或子宫峡部出
现触痛性结节；（５）患者有附件粘连，并且包块伴有包
膜结节感，输卵管通畅；（６）月经前后出现附件上述包
块有显著变化（未用抗炎治疗）。凡有以上（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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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点之一和（４）（５）（６）点之一，两点共存时即可作
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诊断。患者年龄２３～４８岁，
平均年龄为（３４±６５）岁；病程４个月～１２年，平均病
程为（５２±２５）年。其中痛经患者２６例，腰骶痛者
２５例，出现肛门坠胀者２８例，月经不调者２１例，性交
痛的患者１９例，不孕症患者２５例，子宫增大者２４例，
出现结节者１７例，出现囊肿者１０例，３０例患者均行Ｂ
超检查。

２　临床治疗方法

２１　临床针刺穴位
关元、中极、天枢、足三里、三阴交、子宫、太冲。嘱

患者先排空膀胱，平卧位，进针前用７５％乙醇棉球消
毒穴位区，采用苏州医疗针具厂产华佗牌针灸针，４０
ｍｍ×０３ｍｍ，进针后捻转提插，出现酸麻胀等得气感
觉后接电针仪（６８０５－Ⅰ型），５０Ｈｚ，疏密波，强度以患
者舒适为度，留针３０ｍｉｎ。月经前１周针刺，１个周期
为５ｄ，每隔７ｄ针灸１个周期。
２２　中药消异方免煎冲剂（生水蛭１包、王不留

行１包、三七１包、炮山甲１包、炒鸡内金２包、皂角刺
１包、肉苁蓉２包、肉桂１包、菟丝子２包、红藤１包、败
酱草１包、生薏苡仁１包、茯苓１包、醋香附１包，江阴
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日服１剂，水冲服，分早晚２
次温服，连续服用２个月经周期；若服药后大便稀、便
次增加者，可加茯苓１包、炒白术１包，胃脘部不适或
纳减者，可加清半夏１包、砂仁１包。

３　效果评价标准

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第三

届学术会议修订的《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标

准》［１］。（１）临床痊愈指征：各种症状全部消失，盆腔
包块等体征基本消失；（２）显效指征：各种症状基本消
失，盆腔包块缩小１／２以上，局部体征虽然存在，但不
孕的患者可以受孕；（３）有效指征：各种症状有所减
轻，盆腔包块缩小１／３以上，停药３个月内症状未出现
加重趋势；（４）无效指征：主要临床症状无变化甚至恶
化，局部病变有加重的趋势。

４　临床治疗结果

４１　效果比较
见表１。

表１　效果比较［ｎ（％）］

分类 例数 所占比例％

临床治愈 １５ ５０

显效 １０ ３３．３

有效 ４ １３．３

无效 １ ３．３

总和 ３０ １００

４２ 症状及体征比较

针药联合治疗后，３０例患者在痛经、腰骶痛、肛门
坠胀、月经不调、性交痛、不孕症等方面改善明显，而在

子宫增大、结节、囊肿等方面情况改善相对不明显。见

表２。

表２　症状及体征比较［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改善率（％）

痛经 ２６ ８ ６０

腰骶痛 ２５ １２ ４３３３

肛门坠胀 ２８ １０ ６０

月经不调 ２１ ８ ４３３３

性交痛 １９ １０ ３０

不孕症 ２５ １０ ５０

子宫增大 ２４ ２０ １３３３

结节 １７ １４ １０

囊肿 １０ ８ ６７８

　　注：改善率＝（治疗前各项症状和体征所占比例—治疗后各项症状

与体征所占比例）×１００％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５　讨　　论

中医上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说法，根据其临床表

现为性交疼痛、痛经、不孕、月经不调、盆腔肿块等的症

状和体征来看，可以归属于痛经、不孕、月经不调、崩

漏、瘕等疾病的范畴中。子宫内膜异位症西医目前

主要采用的是性腺轴抑制剂来造成体内低雌、孕激素

的环境，使残留的异位灶萎缩直至消失。中医药对子

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导师孙伟教授

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在血分，属“积”的范畴；异

位内膜为“离经之血”，而“离经之血”即可以认为是瘀

血，瘀血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则各种症状相继产生。肾

主生殖，开窍于二阴，肾虚不能养肝，则肝失条达，肝气

郁结又促进了瘀血的发展，瘀血滞留结聚于下腹，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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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于胞宫、冲任、胞络、胞脉，导致气血的运行失调，血

脉不循经而行，瘀血成积，日积月累结为瘕，中医上

讲不通则痛，故而出现痛经症状。因此肾虚肝郁血瘀

是本病的主要病机［２］，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展过程

中，瘀血既是病理产物，又可以作为致病因素，因此活

血化瘀可以作为治疗本病的原则。消异方以生水蛭、

王不留行、三七、炮山甲等为主药，以调经止痛、破血逐

瘀，同时研究报道这些药物可以加快血液的运行，抑制

血小板的聚集，起到扩张周围血管、调节全部或局部的

血液循环（其中包括子宫微循环）、抗凝、抗血栓、促纤

溶等的作用，改善内异症患者血液的“粘”、“稠”、

“聚”、“滞”的状态，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镇痛、消散淤

血，降低内异症患者的疼痛情况。近年来很多医家都

是通过瘀血致病的理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３］，不少

医家通过瘀血致病的理论治疗内异症［４］，有一些中医

医家还通过实验指标来阐述验证这一理论的存在［５］。

然而围绕本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而论，还有疏肝

活血化瘀、补肾活血化瘀、通腑活血化瘀以及益气活血

化瘀等更具体的治法［６］。故自拟消异方中加入了肉苁

蓉、肉桂、菟丝子来温肾散寒、调经安胎，另有研究报

道，肉苁蓉可加强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其多糖还

可以调节小鼠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７］。菟丝子能够刺

激产生多种的淋巴因子，以此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反

应［８］。上药合用可以提高机体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的功能，从而促进卵泡发育，同时可以提高精子的活动

力，有利于受精。生薏苡仁、败酱草、茯苓、红藤为佐

药，可以清热解毒、利水消肿，促进纤维组织溶解，缩小

内异包块，诸药合用，使瘀血瘕等有形之物渐消融于

无形，从而减少不孕症和腹痛的发生几率。此外，消异

方还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降低盆腔组织炎性反应，

有效的抑制异位内膜的种植和发展，如果辨证加减，合

理的辨证用药，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从经络角度来论述，痛经病位在胞宫，

与冲任二脉关系密切。中极、关元、天枢均位于腹部，

中极、关元位于下腹部，均为任脉穴，能行气止痛、活血

化瘀、调节冲任；关元为任脉与足三阴经的交会穴，任

脉主一身之阴，针灸关元可温养冲任而暖下焦，足三

里、天枢均为足阳明胃经穴位，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

之经，天枢能化瘀行气活血，散结消；三阴交为足三

阴经交会穴，对生殖系统疾病有较好的疗效，关元、三

阴交合用可温肾通阳，通调冲任；足三里为强壮穴，保

健要穴，能和胃补气健脾，调整整个机体的免疫功能，

气行则血行，达到通而不痛［９］的效果。关元、足三里、

天枢三穴靠近盆腔，针刺将热力传导到深部组织，加快

了血液循环，从而改善盆腔的血运；太冲为肝经原穴、

输穴，具有行气止痛、疏肝解郁的功效。上述诸穴并用

可以更好地发挥活血化瘀、温通经络、补肾健脾的效

果，再加上电流刺激作用，能够更好地调节内分泌，提

高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改善盆腔的各种微循环，从而

使异位的内膜结节消散，抑制内膜组织的异常出血和

增生，从而达到预期的疗效。

现代针灸与妇产科相结合治疗不孕症已有较大进

展［１０，１１］针灸是机体接受非特异性的刺激而产生的一

种自我调节作用的治疗方法［１２］，现代针灸疗法普遍被

临床大夫所应用，付氏等［１３］比较针药联合应用与单纯

西药达那唑治疗内异位症（ＥＭＴ）的临床疗效，发现
针药联合应用效果明显优于单纯西药组。熊运碧

等［１４］选择中极、关元、三阴交穴配合电针治疗子宫内

膜异位症所致的痛经总共 ７０例，总体的有效率达
９５７１％。曾睿等［１５］选取天枢、足三里、关元、中极、三

阴交、太冲，除关元、中极只有一个穴位，其余穴位均取

双侧，针刺得气后点燃艾条直至燃尽，治疗子宫内膜异

位症痛经４０例，总有效率可达到９５０％。
此外，本次研究还存在局限性，由于病例基数比

较少，只能一定程度反映出电针配合中药对子宫内

膜异位症病人的疗效趋势，不能精确定量描述，所以

对于子宫增大、结节、囊肿等方面情况改善相对不明

显，可能与病例收取量有限有关系，具体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子宫内膜异位症既非炎症又非肿瘤，大大影响了

患者的工作及生活，治疗非药物即手术，效果不理想。

综上所述，消异方联合电针刺激，针药并用，中药治疗

为主，针灸刺激为辅，对缓解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各

种疼痛有很好的效果，给我们临床治疗内膜异位症引

发的各种疼痛症状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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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ｔｏ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ｚｅ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ｆ．
ＺＥＮＧＱｉｎｇｑｉ

　　曾庆琪教授，全国著名中医男科专家，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男科分会常务副主席、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

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主任委员，对

慢性前列腺炎的辨治尤有心得。前列腺炎Ｉ号为曾庆琪
教授经验方，对肾虚湿热瘀阻型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效

果颇佳，能有效降低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和疼痛症状
评分［１］。作者通过跟随老师临诊学习，感悟颇深，现简要

介绍其学术观点并对前列腺炎Ｉ号作一辨析。

１　曾庆琪教授对慢性前列腺炎的认识

１．１　病因病机
曾教授认为体质虚弱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变基

础，湿热浊毒瘀阻是其主要病机，而感染充血是发病的

重要因素［２］。因而在临床诊疗中，曾教授尤擅使用益

肾、清热利湿排毒、活血化瘀类药物。

１．２　证治要点
曾教授认为本病病程长，病情复杂，常表现为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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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错杂之象，因此治疗时需温清补泻，阴阳并调，以

益固其本。而湿热浊毒瘀阻为发病之标，因而清热解

毒，祛湿泄浊，化瘀通络为其主要治法。此外，曾教授

还强调在治疗的同时注意精神调摄、顾护心理健康的

重要性［３－５］。

２　前列腺炎Ｉ号辨析

２．１　前列腺炎Ｉ号的方药研究
２．１．１　前列腺炎Ｉ号的药物组成　前列腺炎Ｉ号

主要组成药物为萆、石菖蒲、台乌药、益智仁、威灵

仙、冬瓜子、白芷、马鞭草、茯苓、皂角刺、菟丝子、五味

子、牡蛎等，其中萆、马鞭草、台乌药、益智仁、菟丝子

为主药。萆，利湿去浊，《本草纲目》指出“萆，治

白浊，茎中痛”；马鞭草，活血散瘀解毒，利水消肿，《分

类草药性》指出“马鞭草，去小便血淋肿痛”；台乌药，

益肾散寒止痛，《本草纲目》指出“台乌药，止小便数及

白浊”；益智仁，温肾暖脾，固气涩精，《本草拾遗》指出

“益智仁，治遗精虚漏，小便余沥”；菟丝子，补肝肾，益

精血，《名医别录》指出“菟丝子，养肌强阴，坚筋骨，主

茎中寒，精自出，溺有余沥”。

２．１．２　前列腺炎 Ｉ号的作用机理研究　方中以
萆、马鞭草、台乌药、益智仁为君药，其中萆、马鞭

草清利下焦湿热，台乌药、益智仁益肾固精补肾元之不

足，消补兼施，与肾虚湿热主病机相切合。威灵仙、石

菖蒲、冬瓜子、白芷、菟丝子、五味子、牡蛎为臣药，其中

威灵仙、石菖蒲、冬瓜子、白芷辅助萆、马鞭草清利下

焦湿热，此外，石菖蒲、白芷、威灵仙同时具有通络利

窍、行气止痛之功效。菟丝子、五味子、牡蛎辅助台乌

药、益智仁益肾固精，同时具有宁心安神之效。皂角

刺、茯苓为佐药，皂角刺具有活血止痛、散结之功，茯苓

健脾以助化湿。

以上述诸药合用，寓补于通，标本兼顾，共奏益肾

化湿、泄浊通络止痛之功，使湿热可清，瘀滞可通。现

代临床药理研究提示，该方中诸药合用具有抗炎、改善

局部微循环、缓解平滑肌痉挛、镇痛以及调节局部组织

免疫功能等功效，并且可以提高前列腺组织中锌的

含量。

２．２　前列腺炎Ｉ号的配伍特点
２．２．１　以萆分清饮为基本方组方　萆分清

饮在现今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尤其是在慢性前列

腺炎的治疗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该方首载于《杨氏

家藏方》，书中指出“萆分清饮治真元不足、下焦虚

寒，小便白浊，频数无度，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脚澄

下，凝如膏糊。或小便频数，虽不白浊，亦能治疗。益

智仁、川萆、石菖蒲、乌药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三钱，

水一盏半，入盐一捻，同煎至七分，温服食前”。萆

分清饮是经历代医家久经验证的名方，前列腺炎 Ｉ号
以此为基本方，体现了选方的严谨。

２．２．２　以肾虚湿热瘀阻为适应证　慢性前列腺
炎的基本病因病机可归结为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肾气

亏虚［６］。而这些病因病机常同时并存，据有关学者统

计，湿热下注与气滞血瘀同时并见者可占５３．４８％，湿
热下注与肾气亏虚并见者可占２８７％，气滞血瘀与肾
气亏虚并见者可占 ４．０８％，三者同时并存者可占
１５７３％［７］。前列腺炎 Ｉ号具有益肾、清热利湿、活血
止痛的功效，其适应证为肾虚伴湿热瘀阻，完全体现了

上述病因病机的特点，因此在慢性前列腺炎的辨治中

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２．２．３　消补兼施、清温并用　《丹溪心法》指出＂
诸淋所发皆肾虚而膀胱生热＂，说明肾元亏虚，失于封
藏，湿热内蕴是产生淋证（即现今我们所指的慢性前

列腺炎）的基本病因病机。在此病机中肾虚为本，湿

热为标，因此应采用＂消补兼施＂的治疗大法［８］。前列

腺炎Ｉ号中既有萆、马鞭草、威灵仙、冬瓜子、白芷等
清热利湿之药，又有台乌药、益智仁、菟丝子等温阳补

肾之品，与治疗大法相符，标本兼顾，因而具有消补兼

施、清温并用之特点。

３　验案举例

患者李某，男，３０岁，因下腹部酸胀疼痛伴尿频尿
急来诊。患者曾在外院诊为慢性前列腺炎，予阿奇霉

素、前列康口服，效果不佳，遂于２０１２－０７－１４求诊至
南京中医药大学百草堂门诊部。刻诊：下腹部酸胀疼

痛，尿频尿急，尿液色黄浑浊，腰酸乏力，偶有尿道口粘

性分泌物，舌淡紫，苔薄黄微腻，脉濡涩。辅助检查：前

列腺液常规，白细胞２０～３０／ＨＰ，软磷脂小体 ＋，ＮＩＨ
－ＣＰＳＩ总评分２８分。中医诊断为精浊，证型为肾虚
湿热瘀阻，治法为益肾清热利湿、活血止痛。选用前列

腺炎Ｉ号治疗，处方：萆 １５ｇ、石菖蒲 １０ｇ、台乌药
１０ｇ、威灵仙１５ｇ、冬瓜子１０ｇ、白芷１０ｇ、马鞭草１５ｇ、茯
苓１０ｇ、皂角刺 １５ｇ、菟丝子 １５ｇ、五味子 ６ｇ、牡蛎 ３０ｇ
（先煎）。治疗１月后，患者疼痛、尿频尿急明显好转，
尿道口无粘性分泌物，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８分，复查前
列腺液常规白细胞８～１０／ＨＰ、软磷脂小体３＋。患者
治疗效果明显，遂以原方加减巩固治疗４周，随访未再
复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８３　　　·

４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为男科临床常见疾病之一，发病率

高，病程长，病情复杂，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可

导致阳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等严重并发

症。目前西医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效果不佳［９］，而中

医治疗常能取得较好的效果［１０］。因此，在男科临床诊

疗中，要准确地进行辨证，严格把握前列腺炎Ｉ号的适
应证，以提高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病痛。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为审证求因、审因论治，因时、

因地、因人制宜。因此，在临床诊疗中，除了要正确把

握前列腺炎Ｉ号的适应证外，还要根据病人的个体情
况进行加减［１１］，因人而异，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

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湿热症状明显者，可加用车

前子、生薏仁、黄柏、碧玉散等清热利湿之品；瘀血症状

明显者，可加用王不留行、丹参、桃仁、红花、三棱、莪术

等活血止痛之品；中气亏虚者，可加用生黄芪、党参、芡

实、白术等益气健脾之品；肾气亏虚者，阳虚加用巴戟

天、杜仲、肉苁蓉、仙茅等益肾壮阳之品，阴虚者加用鳖

甲、生熟地、枸杞子等滋阴补肾之品。

在中医辨证治疗的同时，要向患者宣倡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的重要性［１２，１３］。如不熬夜、久坐，适量运动锻炼提

高抵抗力，合理的饮食结构，规律的性生活，保持良好的精

神和心理状态等［１４，１５］，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列腺炎Ｉ号的适应证与慢性前列腺炎的主要病
因病机相符，配伍合理，疗效确切，因此在慢性前列腺

炎的治疗上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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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的临床观察及分析

李锦杰

北流市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广西 玉林 ５３７４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和分析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的效果。方法：选取７６例精液不液化者给予中医药治疗作为试
验组，另外再选取以往单纯予以西医治疗的精液不液化者７０例作为对照组，同时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精子质量进
行观察，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试验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达９２１１％高于对照组（７０００％），▲Ｐ＜
００５；且两组患者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相比◆Ｐ＜００５。结论：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效果显著，能明显改善精子质量、提
高配偶受孕率，是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治疗手段，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中医药；精液不液化；观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ｓｐｅｒｍ：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Ｊｉｎｊｉ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ｌｉｕ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ｕｌｉｎ５３７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ｓｐｅｒｍ．
Ｍｅｔｈｏｄ：７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ｓｐｅｒｍ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ｇｉｖ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ｈｉｌｅａｎ
ｏｔｈｅｒ７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ｏｎｌｙ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ｌａ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２１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００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ｌｉｖｅｓｐｅ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ｇｒｏｕｐｉ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ｓｐｅｒｍ．Ｉ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ｏｕ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精液不液化是指精液离体后于３７°Ｃ水浴箱或温
箱内，超过 ６０ｍｉｎ后仍不液化或含有不液化的凝集
块［１］。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由于近年来环境恶化、人

们生活习惯改变以及社会压力增大等原因影响，精液

不液化的发生率逐年升高且因精液不液化时间延长或

不液化抑制了精子正常运动导致的男性不育发生率已

经高达２５１％ ～４２６２％［２］，目前对于该病的研究显

示，精液不液化的发生多与液化因子中的蛋白酶和凝

固因子有关［３］，但尚无一种特效药物能有效治疗，笔者

根据中医辨证理论予以中医药干预，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于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随机选取７６例精
液不液化者，符合《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
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标准［４］：即精液排出体外

后，置于３７℃水浴箱或温箱内，超过６０ｍｉｎ仍不液化
或不完全液化时，即为精液液化异常（其中精液液化

延缓：３０～６０ｍｉｎ内不完全液化；精液不液化：精液在
６０ｍｉｎ内完全无液化）。此７６例精液不液化者给予中
医药治疗且作为试验组，另外再选取以往单纯予以西

医治疗的精液不液化者７０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予以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后，其结果显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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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精液不液化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岁）

平均病程

（年）

精子状况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ａ＋ｂ级，％） 畸形率（％）

试验组 ７６ ２８．００±３．５０ ３．００±０．５０ ５８．００±５．００ ４２．００±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９．００±６．００

对照组 ７０ ２５．００±３．００ ３．２０±０．４０ ５９．００±３．４０ ４２．００±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８．５０±４．８０

　　１２ 排除标准［５］

（１）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２）因女方因素致男性
不育；（３）各种睾丸疾病、生殖内分泌异常所致精液异
常；（４）近期应用过抗癫痫药、激素、麻醉药、磺胺药、
棉酚类避孕药等影响精子生成或精子活力；（５）合并
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６）依从性差。
１３ 治疗方法

试验组患者根据中医理论予以辨证论治，以熟地

１５ｇ、山药１５ｇ、山萸肉１２ｇ、茯苓２０ｇ、知母１２ｇ、牡丹皮１２ｇ、
泽泻１２ｇ、萆１５ｇ、土茯苓１２ｇ、车前子１２ｇ、益智仁１２ｇ、丹
参１２ｇ、厚朴１０ｇ、鸡内金１５ｇ、蒲公英２５ｇ、乌梅１０ｇ为基础
方药，同时临证加减，对于肾阳虚者，上述中药减知母、丹

皮，加菟丝子、枸杞子、川牛膝；肾阴虚者，基础方药中去除

泽泻，加黄精、白芍；气郁甚者，加用香附、陈皮、柴胡；血瘀

甚者，加用赤芍、水蛭；寒湿甚者，加用乌药；湿热甚者，加

用知母、黄柏；气血虚弱者加用黄芪和白术。上述中药水

煎服，１剂／ｄ，早晚温服，连续４周。
对照组则给予左氧氟沙星０２ｇ，２次／ｄ，口服；糜

蛋白酶５０ｍｇ，隔日１次，肌注；维生素 Ｃ０２ｇ，３次／ｄ，
口服，４周为１疗程。
１４ 临床治疗效果评定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６］对临床治

疗效果进行评定，包括（１）痊愈：精液６０ｍｉｎ内完全液
化，配偶受孕；（２）显效：经治疗，其配偶 ３个月内未受
孕，精液６０ｍｉｎ完全液化且精子密度、活力较前改善；
（３）有效：经治疗，其配偶３个月内未受孕，精液６０ｍｉｎ
不完全液化，精子密度和活力较前得到改善；（４）无
效：治疗前后无明显改观。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利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处理分析，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其中组内比较采
取配对ｔ检验且利用均数 ±标准差的形式表示；计数
资料采取多个构成比比较的 χ２检验，将检验标准设定
为α＝００５，Ｐ＜００５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精液不液化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给予两组患者相应治疗后，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

与对照组相比χ２＝７０４２，▲Ｐ＜００５，提示试验组治疗
效果优于对照组。见表２。
２２ 两组精液不液化者治疗前后精子质量相比

两组患者经相应治疗后，试验组精子质量较对照

组明显提高。见表３。

表２ 两组精液不液化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７６ ５０（６５．７９） １１（１４．４７） ９（１１．８４） ６（７．８９） ７０（９２．１１）▲

对照组 ７０ ３１（４４．２９） １０（１４．２９） ８（１１．４３） ２１（３０．００） ４９（７０．００）

表３ 两组精液不液化者治疗前后精子质量相比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ａ＋ｂ级，％） 畸形率（％）

试验组 ７６
治疗前 ５８．００±５．００ ４２．００±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９．００±６．００

治疗后 ６５．００±２．００▲ ６９．００±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００±７．００▲

对照组 ７０
治疗前 ５９．００±３．４０ ４２．００±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８．５０±４．８０

治疗后 ６６．００±３．００▲ ５２．５０±１５．００△ ４３．００△ １８．００±５．００▲

　　注：试验组治疗前后，精子密度和畸形率分别相比▲Ｐ＞００５，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分别相比△△Ｐ＜００１；对照组治疗前后，精子密度和畸形率分

别相比▲Ｐ＞００５，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分别相比△Ｐ＜００５；而治疗后，两组患者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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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研究显示精液不液化能够导致精子在精液凝块中

存在时间延长、使精子活动受限、限制了其活动范围，

精子经过宫颈速度减缓、甚至抑制，最终促使精子在运

动中死亡而引起不育症发生［７，８］。目前虽然对该病研

究较为深入，多数研究证实精液不液化的发生主要是

与前列腺内的纤溶酶原活化因子有关，而参与或影响

精液不液化的因子中以蛋白酶系统最为关键，因为系

统在精液液化中具有蛋白水解功效，而液化因子来源

于前列腺，凝固因子来源于精囊，所以作为液化因子的

酶类物质在前列腺分泌活动下降时酶的活性也下降，

致使凝固因子在精液中具有相对优势，精液以不液化

或液化延迟为主要表现［９，１０］。但临床治疗仅多针对其

发病原因对症给予抗感染、糜蛋白酶、维生素 Ｃ等对
症处理，而难以彻底根治，所以往往难以达到理想

效果［１１，１２］。

中医虽对“精液不液化”的病名没有明确记载，但

将其归为“精液稠厚”、“淋浊”、“白浊”等病症范畴，例

如中医记载“精，人体之精华”、《素问·金匮要略言

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提

及：“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易泻，阴阳和，故能有

子”［１３，１４］。鉴于中医药对精液不液化的认识，笔者根

据其理论予以相应中药，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该病

效果显著（总有效率达９２１１％），能明显改善患者精
液状态、促使配偶受孕；同时通过中医药治疗，患者精

子活率和精子活力得以明显提高，所以其客观数据也

从侧面印证了中医药治疗的有效性及可靠性。因为笔

者认为精液不液化多存在有阴虚火旺、湿热内蕴之症，

即房事过度或手淫频繁致使阴精损伤造成阴虚而虚火

旺盛，灼炼精液，导致精液粘稠而不液化；或过食酒甘

厚味，或房事不洁，酿湿蕴热，湿热内蕴互结于下焦而

熏蒸精室，精液与湿热搏结而使精液不液化［１５］；因此

对于该病治疗应注重滋补肝肾、清利湿热，同时结合活

血化瘀法。笔者以萆分清饮和地黄汤为基础，其中

萆分清饮具有温肾利湿、分清化浊之功效，本方证为

肾气不足、湿浊下注、肾失固摄所致；地黄汤证为肾劳

实热，与本次对精液不液化发病病机相符；其中熟地补

血滋润、益精填髓，山药补肾涩精，山萸肉补益肝肾、收

敛固涩、固精，三药共具滋阴补肾可达精充濡润之目的

为君药；知母凉血，丹皮活血以动精、化瘀以散结，泽泻

利水渗湿、泄热通淋，车前子利水通窍、载热下行，萆

利湿化浊为臣药；而土茯苓解毒除湿，蒲公英解毒利湿

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作为使药。总之，本方君臣佐使

相得益彰、全盘互动，以达病愈孕成。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效果显著，能明

显改善精子质量［１６］、提高配偶受孕率，因此是一种合

理且有效的治疗手段，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１］　张鲲．精液不液化对精子活动力、存活率的影响研究．中

国中医药咨讯，２０１１，３（２３）：４１５－４１６．

［２］　黄永勤，高慧娟．中西医结合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疗效观

察．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１，１１（２）：２２５－２２６．

［３］　陈梅红．６９７例优生优育情况调查分析．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２２（２）：８８－９１．

［４］　世界卫生组织．谷翊群，等译．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４版．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３－２７．

［５］　梁善荣，王晓霞，席庆兰．舒肝理气活血化精法治疗精液

不液化症研究．职业与腱康，２００８，２４（３）：２８２－２８４．

［６］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０２：１３０－１３１．

［７］　凌嘉康．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症５６例临床观察．中国

实用医药，２０１１，６（１０）：１４２－１４３．

［８］　王良生．疏肝法治疗精液不液化症３００例．医学理论与

实践，２０１１，２４（９）：１０４９－１０５０．

［９］　王恒才．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疗效观察．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３，２２（３）：５５－５６．

［１０］　王晟，侩艳荣，贺占举．精子形态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治疗结局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３）：３－６．

［１１］　王炎，王旭初，杜海胜，等．精液不液化对精液质量的影

响．实用临床医学，２０１３，，３（１）：７１－７２．

［１２］　孙士虎，张道玲．中西医治疗精液不液化临床分析．当代

医学，２０１０，１４（４）：１５８．

［１３］　彭瑞元．精液不液化的脉血康治疗分析．中国性科学，

２００９，１８（１０）：２８－２９．

［１４］　何洪霞，陈维华．辨证论治精液不液化不育１００例临床

观察．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０８，２（１５）：８．

［１５］　刘玲，董永莉．中西结合治疗男性精液不液化性不育８８

例．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０，６（９）：１１１－１１２．

［１６］　武小强，武凯歌，杨宇，等．加味六味地黄汤治疗少、弱精

男性不育症疗效分析．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２，９（３）：１０６

－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８７　　　·

【基金项目】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支撑项目

（ＸＸＪＹＢ１０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杨森林（１９９０－），男，本科在读，主要从事公
共卫生与性教育方向的研究。

△【通讯作者】叶运莉（１９７２－），女，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ｗｕｓｈ
ａｕｎｇｙｅｗｕ＠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１０．０２６

·性健康·

某警察学院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现状及需求调查

杨森林　叶运莉△　刘　娅

泸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四川某警察学院大学生性生殖健康教育的现状及需求，为相关院校今后更好地开展性教育提
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四川某警察学院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５３６２％中学时期不知道有性
教育课；８３７５％大学时期不知道有性教育课。８７１５％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性教育，性生理卫生（８９８９％）、性心理
卫生（８５３９％）和ＳＴＤ防治（８４２７％）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１２７０％的大学生从家人获得过性知识，５９９７％的大学生
从网络获取性知识，而接受性知识最愿意的方式是健康咨询（５２８８％）。结论：该校大学生性教育课程状况欠佳。今后
学校应依照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开设健康咨询为主多种形式的性教育课程，家庭性教育也应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促进

大学生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性健康；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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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群体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艾滋病流行增长趋势明
显［１］，这与当前大学生的性教育现状密切相关。２００９
年刘等人［２］对重庆市某综合性大学２０个专业院系
的调查表明，５９％学生没有上过性教育课；９０％以上学
生觉得自己对性知识了解程度不足。上海的陈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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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杨睿智［４］，北京的魏巍、刘思羽等［５］调查，发现

目前大学生性教育知识的严重缺失［６－８］。为了解四川

某警察学院大学生性生殖健康知识教育的现状及其对

性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今后学校开展性健康教育

提供依据，开展了本次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分析报告

如下。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四川某警察学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和２００８级共７３５名
大学生，平均年龄为（２０７４±１５９）岁，其中男生３７９
人，女生２９８人参加问卷调查。排除答案不合逻辑者，
获得有效问卷６７７份，问卷有效率９２１１％。
１２ 调查方法

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采用分层
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抽到班级的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

查。由调查员当场发放问卷，学生答完即收卷。调查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性知识、性观念、性行为，性知识的

获取途径，性健康教育的方式，性教育情况和需求等

项目。

１３ 统计方法

问卷检查无误后，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２软件录入数
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学校的性健康教育情况

２１１ 中学时期 在６７７名学生中，５３６２％的
学生表示中学时不知道有性教育课程。４５６６％的学
生回答学校开设过这门课，但其中有９５４７％的受访

者认为学校没有有效开展性教育课（开展了但流于形

式或者被其他课程占了）；认为性教育效果好的仅有

４５３％。男女生的回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１２ 大学时期 在 ６７７名学生中，５６７名
（８３７５％）学生表示大学时期不知道有性教育课程。
仅９５名（１４０３％）回答学校学过这门课，在这９５名学
生中，认为性教育效果好的仅９４７％，流于形式或者
被其他课程占了的占９１５３％。男女生的回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性知识来源

８７８９％的大学生没有主动向家人询问过性知识，
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家庭渠道比例
低，而网络、报刊杂志和电视广播在内等现代传媒途径

是大学生获得性知识的主要方式。男生喜欢通过网络

获取性知识，而女生更喜欢通过报刊杂志宣传资料、朋

友伙伴和家长途径获得性知识，除此之外男生与女生

的选择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性教育的需求

８７１５％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性教育，男女生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受访者认为性生理卫
生（８９８９％）、性心理卫生（８５３９％）和 ＳＴＤ防治
（８４２７％）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５２８８％的大学生
更接受健康咨询的形式进行性教育。男生喜欢以开设

课程和观看教学影片的方式接受性教育，而女生倾向

健康咨询、卫生宣传栏、报刊杂志宣传资料和朋友伙伴

教育的方式，此外男女生的选择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性知识的获取途径

获取途径 合计ｎ（％） 男生ｎ（％） 女生ｎ（％） χ２ Ｐ

网 络 ４０６（５９．９７） ２６６（７０．１８） １４０（４６．９８） ３７．４２０ ０．００

报刊资料 ３９７（５８．６４） ２０５（５４．０９） １９２（６４．４３） ７．３５４ ０．０１

电视广播 ３１７（４６．８２） １７２（４５．３８） １４５（４８．６６） ０．７１９ ０．４０

朋友伙伴 ３０９（４５．６４） １６０（４２．２２） １４９（５０．００） ４．０７４ ０．０４

宣传栏 ２８５（４２．１０） １４８（３９．０５） １３７（４５．９７） ３．１４３ ０．０８

医学书籍 ２５０（３６．９３） １４５（３８．２６） １０５（３５．２３） ０．６５５ ０．４２

学校老师 １４２（２０．９７） ７１（１８．７３） ７１（２３．８３） ２．６１０ ０．１１

医务人员 １１３（１６．６９） ５６（１４．７８） ５７（１９．１３） ２．２７２ ０．１３

家 长 ８６（１２．７０） ３４（８．９７） ５２（１７．４５） １０．８１５ ０．００

其他 ３７（５．４７） ２３（６．１３） １４（４．７０） ０．６０７ ０．４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０ ·８９　　　·

表２ 性教育的方式

教育方式 合计ｎ（％） 男生ｎ（％） 女生ｎ（％） χ２ Ｐ

健康咨询 ３５８（５２．８８） １６５（４３．５３） １９３（６４．７７） ３０．１７５ ０．００

知识讲座 ３１０（４５．７９） １８１（４７．７６） １２９（４３．２９） １．３４２ ０．２５

开设课程 ２９６（４３．７２） １７９（４７．２２） １１７（３９．２６） ４．３０４ ０．０４

教学影片 ２８４（４１．９５） １８６（４９．０８） ９８（３２．８９） １７．９５８ ０．００

卫生宣传栏 ２７８（４１．０６） １４０（３６．９４） １３８（４６．３１） ６．０５１ ０．０１

报刊宣传资料 ２４９（３６．７８） １２２（３２．１９） １２７（４２．６２） ７．８０１ ０．０１

广电网络 １７３（２５．５５） ９７（２５．５９） ７６（２５．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９

教 材 １６１（２３．７８） ９９（２６．１２） ６２（２０．８１） ２．６０１ ０．１１

朋友伙伴 １３５（１９．９４） ６３（１６．６２） ７２（２４．１６） ２７．２４４ ０．００

不必强调 ３３（４．８７） １７（４．４９） １６（５．３７） ０．２８１ ０．６０

３ 讨　　论

３１ 学校性教育状况

调查发现，该校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接受

性健康教育均很少。这可能与中学教育以“高考”为目

的，忽视了包括性教育在内的素质教育有关，师长认为学

生性知识能“自学成才”，原因是多数家长、老师就是从这

样的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大学阶段，学校注重专业素质

培养，对学生的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潘绥铭等［９］研

究提出，中学的性教育工作没做好，大学也不给学生补课，

结果造成了两个重要时期都不能有效学习的恶性循环。

对此，学校应予以重视，利用课堂教学进行性健康教育，系

统、方便、有效［１０］。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废止了高校学生婚育禁令，性生殖问题更

加凸显。

３２ 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调查发现，包括网络（５９９７％）在内等现代传媒途
径已经成为９０后为主的大学生获得性知识的主要方
式。这跟一些类似研究得出的以小报杂志、电视广播、

书籍、朋友为主要方式的结论［１３］存在一定差异。学生

从老师、家长处获得性知识的比例分别仅为２０９７％和
１２７０％，提示学校和家庭在学生性教育上面发挥的作
用很小。８７８９％的大学生没有主动向家人询问过性知
识，表明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事

实上学校和家庭作为性健康教育的主体应该相辅相成，

改变学生难在课堂上学习，全在非正规渠道猎奇的尴尬

现状。学校要肩负起在大学生中开展适时、适宜、适用

的性健康教育的重任。同时，家庭性教育不容忽视［１４］，

家长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消除心理障碍，坦然回答，重点

培养孩子基本的性态度和性道德。

３３ 大学生需要的性教育

该校８７１５％的大学生认为很有必要专门进行性
健康教育，但是 ８３７５％的学生不知道有性教育课。
同多数学校一样，性教育走了形式甚至停滞，依靠学校

教育根本满足不了学生需求，使得非正规途径甚至是

色情影片成为了所谓知识的学习园地。调查显示，

８９８９％的学生想学习性生理卫生，５２８８％的受访者
喜欢以健康咨询的形式开展教育。学校应把握这一特

点，重视学生需求，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教

学。把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辅以性心理卫

生、ＳＴＤ防治等问题。传统的简单“禁欲”式教育已经
难以适应当代大学生现状［１５，１６］。目前流行英美的“同

伴教育”是一种生动的性健康教育途径，其核心是交

流，特点是尊重、平等，形式活泼，参与性强。国内外学

者一致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同伴教育更有益于知识的

传播、态度的转变和健康行为的确立［１３，１７］，因此以后

也应积极推广。学校应采取普遍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

合的方法，合理引导学生成长。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学

生和某些涉及隐私问题，如意外妊娠、性心理障碍等，

有必要建立组织专人专职提供单独咨询。联系社会实

际，开展基于社会背景下的性教育［１１，１２］。

综上，该校大学生性健康知识获得的现状及需求

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性教育课程状况欠佳，学生主要

从网络获取性知识，合理、健全、有效的性教育亟待有

力的实施。今后类似院校应依照大学生的实际需求，

开设健康咨询为主多种形式的性教育课程，加强ＳＴＤ、
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性生殖健康知识服务与

咨询，家庭性教育也应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引导大学

生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的健康发展，使大学生树立

健康的性道德观念。 （下转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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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听障生性健康教育模式研究

邓润平

太原聋人学校，太原 ０３００１２

【摘　要】听障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也会对异性的身体与行为产生幻想与冲动，多方位

探究听障生性健康教育模式，正确引导听障生的思想和行为，促进其顺利地度过青春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心理健

康研究课题组设计出四种性教育模式，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相互配合，来达到对听障生性教育的示范与引导的

作用，以促进特教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听障生；性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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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ＧＲｕｎｐｉｎｇ
Ｔａｉｙｕ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ｉｎｇ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ｅａｆｈ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ｉｒｓｔ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ｏｍ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ｇｅｎｄｅｒ．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ｒｉｎｇ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ｍｉｎｄ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ｆａｎｄｔ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ｔｈｅｍ

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ｄｅｓｉｇｎｓ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ｈｏｏｌ，

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ｎ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ｆｓｏ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ｅｒ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ａｆ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ｄｅａｆ；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我国，对我国
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对整个社会的思想、

道德、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处于学习阶段的

青少年，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与正确的判断能力，最容易

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的“性自由”、“性开

放”思想的侵入，对学校现有的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

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促使学校加强与改进性健康教育。

听障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尽管他们自身存在

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但其生理发育与正常人无异。

他们也有强烈的求知欲，也会对异性的身体与行为产

生幻想与冲动，如何正确引导听障生的思想和行为，保

障其在今后的就业与婚姻中顺利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是开展性教育。由于性教育内容的不同、受教育者的

年龄、知识水平、家庭教育方式、残疾程度等的差异，使

得性教育策略与方法呈现多样化。为了有效的实施性

教育，保证性教育的教学效果，结合特殊教学理论，听

障生心理健康研究课题组设计出四种性教育模式，以

期对听障生性教育的开展起到示范与引导的作用。

１　教师为主体的教育模式

该教学模式为传统的“传递—接受式”，以传授系

统知识，培养基本技能为目标。这一模式强调三个中

心，即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注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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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性。

传递—接受式的基本教学程序是：复习旧知—激

发学习动机—讲授新课—巩固练习—检查评价—

复习。

复习旧课是为了强化记忆，加深理解，加强知识之

间的相互联系。激发学习动机是根据新授课的内容，

设置一定的情景或开展小的活动，激发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好奇。授新是最重要的环节，是决定模式成功的

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主要以教师的讲授与指导为主，学

生跟着教师的节奏，完成教学设计中的各项任务。巩

固练习是学生利用所掌握新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检

查评价是通过学生的课堂与家庭作业来检查学生对新

知识的掌握情况。复习是为了强化记忆和加深理解。

该模式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地

位，使学生对所接受的信息很难真正地理解，不利于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对于系统

性、科学性强，不适宜学生探讨的性教育内容，适合采

用该模式教学。如两性生理知识、生理变化、性心理障

碍、性犯罪以及性病与艾滋病预防等。

常用案例见图１。

图１　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差异及生理区别

２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该模式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充分调动与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师只起引导与辅助的作

用。这一模式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培养相互合

作的精神。根据侧重点不同又划分为自主、合作、探究

三个子模式。

２．１　自主式教学模式
该模式教学程序是：自学—讨论—启发—总结—

练习巩固。

首先教师依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与生活经验，

布置一些有关教学内容的学习任务，组织学生自学，在

学习中产生疑惑与问题，引导自由讨论，教师给予适当

的点拨、帮助，达到突破难点、掌握技能，最后组织学生

进行巩固练习。

２．２ 探究式教学模式

该模式教学程序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做出

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交流。

２．３ 合作式教学模式

该模式教学程序是：创设情境—确定问题—合作

学习—效果评价。

在实践教学中可依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听力

受损情况、已有的知识水平、性格特征、教授知识的特

点等，综合各种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法与模式。也可根

据教学需要，将三种模式有效的融合。性健康教育中

的很多知识、技能都适合采用这三种模式，如听障生的

自我保护、与异性交往的方法与技能、内心压抑的调节

与排解、避孕的方法、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等。

探究式教学模式常用案例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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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教学模式的常用案例

３　同伴教育模式

同伴之间的影响与教育愈来愈受到学校、社会的

重视，处于青春期的听障生，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内心

的秘密与思想的波动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乐意与

同伴、朋友交流分享。听障生由于自身的缺陷，很难与

外界交流，难以得到社会人士的帮助，无法及时排解内

心的压抑与焦虑。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

“性”产生恐惧心理，不能正确地看待性知识与性教

育，使得学生与家长，学生与教师之间羞于讨论有关性

教育的内容，给学校性教育与家庭性教育带来很大的

困难，如果采用同伴教育的方式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处于同龄段的学生，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共同的体

验，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更加开放、直接、有效，

但交流的内容、方式、交流效果的评价必须依赖成人的

引导和把握。同伴教育可采用的形式较多，如团队活

动、主题班会、文艺汇演、心理剧表演、演讲比赛、辩论

赛、模拟法庭、社会调查成果汇报等。

同伴教育模式的教学程序为：主题选定—方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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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活动准备—活动开展—总结与反思。

主题的选定应结合听障生的心理发展状况、社会

热点新闻、性教育的目标、听障生的兴趣爱好等，所选

定的主题既能吸引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又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方案策划是对主题的

细化过程，涉及活动的组织形式、人员的安排、后勤保

障、活动的流程等。活动结束后班主任要善于总结、提

炼，深化主题，巩固活动成果。

常用案例：早恋利与弊—主题班会。见图３。

图３　常用案例：早恋利与弊—主题班会

４　家庭教育模式

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很多家长认为教育

应该是教师与学校的职责，使得家庭教育长期不受重

视，但家庭对听障生的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家

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也是孩子心灵的港湾，只有充分

发挥家庭的力量，引起家长的重视，才能促进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有效联动，保障听障生生理与心理的健

康发展。

考虑到家长在性教育中面临的困难，如：性健康

知识匮乏、教材的短缺、亲子之间的交流技能等，学

校应会同计生部门定期开办讲座，指导家长科学、有

效地开展性健康教育。对处于小学段的聋儿，家长

可采取游戏的方式实施性教育，如在“过家家”的游

戏中，家长通过角色扮演，引导聋儿认清两性的社会

分工、穿着打扮、言行举止，让聋儿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正确的性别认同观。处于中学阶段的听障生，家

长多采用民主式的沟通法，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

用心去倾听，用爱去感受，消除他们内心的压抑，化

解他们成长的烦恼，维护他们自身的尊严。

结　　论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在性健康教育中

起主导的作用。家庭是听障生成长摇篮，性教育的

实行者首先是家长，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

的一言一行、家长的情感交流，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

重要的影响。只有家庭与学校相互沟通、互相配合，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听障生、教师、家长的生

活和学习离不开社会环境，受到社会环境中各种因

素的影响，特别是听障生尚未成熟，交流的缺陷，判

断能力与自制能力不足，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如

缺乏有效的措施，让社会上的不良因素滋长、泛滥，

将毒害人们的思想，诱发不良行为的产生。相反，如

能有同步措施，净化社会风气，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

手段，不仅消除反面影响，而且补充了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的不足，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促进特教事业

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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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人工流产女青年精神心理压力评价与性知识知晓率调查分析

王巧玲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消毒供应中心，浙江 义乌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调查分析人工流产女青年的精神心理压力及对性知识的了解情况，为降低这一人群的人工流产发
生率提供建议与参考。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自愿进行人工流产术的４６４例２５岁以下女青年为
观察对象，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５００名女青年作为对照组。采用自拟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对比两组在焦虑抑
郁心理、男女生殖系统知识、性病防护知识、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结果：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焦虑

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为（４４１６±６０４）分，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为（４５４８±８３９）分；对照组分别为（３９２４±７１８）分
和（４０６７±９０４）分，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人流组女青年与对照组在对生殖系统知识及性病防护相
关知识等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人流组与对照组女青年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结论：人工流产女青年普遍存在一定的焦虑抑郁心理，生殖健康知识缺乏、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差异是
导致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针对以上因素给予生殖健康教育有助于降低这一人群的人工流产发生率。

【关键词】人工流产；女青年；心理压力；性知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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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ｏｆ２５ｗｈｏ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ａｓｋｅｄｆｏｒ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ｓａ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００ｎｏｒｍａｌｗｏｍｅｎｗｈｏ
ｃａｍｅｆｏｒａ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ｅｃｋｕｐ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ｖｅｎｅｒｅ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ｅｘ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ｈａｂｉ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ｌａ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Ａ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４４１６±６０４）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ＳＤＳｓｃｏｒｅ（４５４８±８３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３９２４±７１８）ａｎｄ（４０６７±
９０４），ｉ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ｈａｂｉ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ｙｏｕｔｈｓｗｈｏｈａｄ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Ｌ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ｈａｂ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ｓｔｉｎ
ｃａｕｓ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ａｒｉｓｅｔｈｅｉ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ｅｘ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ｒｖｅｙ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意外妊娠的发生率以每年
８％左右的速度攀升［１］，意外妊娠后的人工流产对女性

所带来的心理、生理方面的问题已成为临床妇科医护

人员普遍关注的问题［２］。为降低社会女青年的人工流

产发生率，笔者对在我院自愿进行人工流产术的４６４
例２５岁以下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其在焦虑抑
郁心理、男女生殖系统知识、性病防护知识、性行为态

度与避孕习惯等方面的情况，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殖

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资料，现将研究资料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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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自愿进

行人工流产术的４６４例女青年为观察对象，年龄１７～
２５岁，平均（２２４±５６）岁；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
体检的５００名女青年作为对照组，年龄１８～２５岁，平
均（２３１±６２）岁。所有入选人员均有固定性伴侣，
能自愿完成调查问卷，排除精神障碍性疾病人员。

１２　调查内容与评价标准
自行拟定调查问卷，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发

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完善，再组织专人拟定正式调查表。

调查项目包括精神心理压力、男女生殖系统知识、性病

防护知识、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其

中精神心理压力评定采用国际通行的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３］。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取 χ２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采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精神心理压力评分情况
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

分为（４４１６±６０４）分，对照组为（３９２４±７１８）分，
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受人工流
产术的女青年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为（４５４８±
８３９）分，对照组为（４０６７±９０４）分，二者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显示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
青年具有显著的焦虑、抑郁倾向。见表１。

表１　人流组与对照组女青年精神心理压力评分比较

组别 ＳＡＳ评分 ＳＤＳ评分

人流组（ｎ＝４６４） ４４．１６±６．０４ ４５．４８±８．３９

对照组（ｎ＝５００） ３９．２４±７．１８ ４０．６７±９．０４

ｔ值 ７．５４９ ５．６３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生殖与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中对女性生殖系统知识

达到基本了解的人数为４４人，占比９４８％；对照组女
青年中对女性生殖系统知识达到基本了解的人数为

１１６人，占比２３２０％，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中对男性生殖系

统知识基本了解的为３１人，占比６６８％；对照组女青
年中对男性生殖系统知识基本了解的为 ９６人，占比
１９２０％，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接
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中对性病防护相关知识基本了

解的为２６人，占比５６０％；对照组女青年中对性病防
护相关知识基本了解的为１１３人，占比２２６０％，二者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人流组与对照组女青年生殖与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ｎ（％）］

生殖与性病

相关知识

人流组

（ｎ＝４６４）

对照组

（ｎ＝５００）
χ２值 Ｐ值

女性生殖

系统知识

不了解 １３９（２９９６） １２３（２４６０）

部分了解 ２８１（６０５６） ２６１（５２２０）

基本了解 ４４（９４８） １１６（２３２０）

２７６１ ＜００１

男性生殖

系统知识

不了解 １４６（３１４７） １３６（２７２０）

部分了解 ２８７（６１８５） ２６８（５３６０）

基本了解 ３１（６６８） ９６（１９２０）

３１３５ ＜００１

性病防护

相关知识

不了解 １１７（２５２２） １１４（２２８０）

部分了解 ３２１（６９１８） ２７３（５４６０）

基本了解 ２６（５６０） １１３（２２６０）

２８９６ ＜００１

　　２３ 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

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中明确表示接受婚前性

行为的人数为１２２人，占比２６２９％，对照组女青年明
确表示接受婚前性行为的人数为３７人，占比７４０％，
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接受人工流
产术的女青年中每次性行为均采取避孕措施的人数为

５３人，占比１１４２％，对照组女青年每次性行为均采取
避孕措施的人数为１６４人，占比３２８０％，二者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人流组与对照组女青年性行为态度与避孕习惯比较
［ｎ（％）］

项目
人流组

（ｎ＝４６４）

对照组

（ｎ＝５００）
χ２值 Ｐ值

是否接受

婚前性行为

接受 １２２（２６２９） ３７（７４０）

不接受 ６９（１４８７） １５６（３１２０）

看情况 ２７３（５８８３） ３０７（６１４０）

３６３７ ＜００１

是否采用

避孕措施

每次都避孕 ５３（１１４２） １６４（３２８０）

有时避孕 ２６１（５６２５） ３１１（６２２０）

从不避孕 １５０（３２３３） ２５（５００）

２２５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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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各种原因导致的意

外妊娠已成为临床妇产科门诊的主要就诊因素之

一［４］。目前，年轻女性因意外妊娠后人工流产所引

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得到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关

注［５］。国外研究显示［６］，年轻女性在进行人工流产

后，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比例明显升高。在我国的

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青年意外妊娠的社会舆论压

力仍然较大，有统计资料显示［７］，人工流产的发生将

极大地影响女性的心理平衡。本次研究结果也显

示，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

分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显

示接受人工流产术的女青年具有显著的焦虑、抑郁

倾向。对此，医务人员在面对这一特殊人群时要注

意保护患者隐私，充分理解其焦虑、抑郁情绪，使其

对人工流产的痛苦和担心降到最低［８］。医务人员不

光要有和蔼的态度、过硬的职业素质，还应具备心理

护理干预的相关知识，在人流术前要依据患者自评

表及调查表来掌握人流者的心理状况，开展个性化

的心理辅导，缓解其心理压力［９］。在手术时，要密切

留意患者的反应，及时给予心理疏导，降低在手术过

程中发生人流综合征的概率［１０］。

生殖健康知识欠缺、未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被

认为是导致意外妊娠的主要因素［１１，１２］。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人流组女青年在生殖健康知识和性病防控

知识水平皆低于对照组，且人流组女青年对婚前性

行为持接受态度者占２６２９％，明显高于对照组。

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与我国目前的性健康教育

现状有关。目前我国的性健康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新

婚夫妇［１３］，学校生理卫生教育中仅有一些简单的生

殖系统知识，缺乏对避孕知识的介绍，包括医学院校

在内的很多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性健康教育课

程［１４］。因此，要提高女性青年的性健康知识和避孕

方法知晓率，不能仅限于婚前性教育或一些临时性

的讲座、宣传资料，而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开设相关课

程，并将其学习情况纳入学生考试考核范围，把性健

康教育的阵地至少前移至初中阶段［１５］。只有这样才

能有效减少意外妊娠的发生，降低人工流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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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卫生产业，２０１３（６）：１５６．

［１４］　郑圣德，周利华，陈发俊．医学院校性科学知识普及教育

现状与对策：以安徽省为例．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９）：

６７－７０．

［１５］　高敬，路苗苗，张媛媛．婚前意外妊娠对青春期女性学生

的影响．中国卫生产业，２０１１，８（８）：１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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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齐齐哈尔地区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婚姻质量调查研究

张丽宏 周秋雅 王文翔 赵阿勐 姜　晶

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１６１００６

【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状况。方法：分层抽取３所大学、６所高中、５所初
中、７所小学已婚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７０９份，收回有效问卷６１２份。采用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共１０
个维度，每个维度含９个条目，共９０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１～５级评分，所得标准分数越高，满意水平越高）评估女教
师的婚姻质量。结果：①不同类型女教师的婚姻质量：小学、初中、高中女教师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大学女教师。高中女教
师的婚姻质量总分明显高于大学女教师，二者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②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５０～５９岁年龄
段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其它年龄段，明显高于４０～４９岁年龄段，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大学女教师婚姻
质量总体满意度偏低；４０～４９岁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总体满意度偏低。提醒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应关注女教师的婚姻
家庭问题。

【关键词】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婚姻质量；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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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影响人类心身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婚姻质量已日益受到心理卫生工作者的重视。婚

姻家庭问题专家、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欣认

为，未来中国婚姻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婚姻质量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生活将趋于个性

化。关于婚姻质量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主、客观

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中包含了婚姻幸福感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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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涵盖了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１］。对于婚姻质

量国内外学者曾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研究［２－５］，但对

教师的婚姻质量的研究［６，７］并不多见；有学者关注女

性的婚姻质量［３，８］，但专门针对女教师婚姻质量的研

究［９］确是少见，而且已有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国外的

婚姻质量问卷，如 ＯＬＳＯＮ婚姻质量问卷等。基于此，
本研究主要以不同类型学校的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国内学者程灶火编制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１０］

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探讨女教师的婚姻质量状况，从而

为提高女教师的婚姻质量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在齐齐哈尔地区分层抽取３所大学、６所高中、５

所初中、７所小学的已婚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
放调查问卷７０９份，回收有效问卷６１２份。其中大学

女教师１２３人，高中女教师 １５７人，初中女教师 １７８
人，小学女教师１５４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采用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 问卷共 １０
个维度，每个维度含９个条目，共９０个条目。每个条
目采用 １～５级评分，所得标准分数越高，满意水平
越高。

１２２ 数据统计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婚姻质量各维度比较
小学、初中、高中女教师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大学女

教师；高中女教师的婚姻质量总分明显高于大学女教

师，二者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婚姻质量各维度比较（珔ｘ±ｓ）

维度 大学（ｎ＝１２３） 高中（ｎ＝１５７） 初中（ｎ＝１７８） 小学（ｎ＝１５４）

性格相容 ２９３１±５７２ ３０１９±６１１ ２９５５±６３２ ２９８７±５９１

夫妻交流 ３０６７±５９８ ３１２６±６２４ ３０７６±６２６ ３０５６±６０２

化解冲突 ２９０７±５５８ ２９８５±５８１ ３０６４±５５８ ３１０３±５２４

经济安排 ３１３９±５６６ ３２２３±５５６ ３１９１±５７５ ３１３１±５７８

业余活动 ２９８０±５４１ ３０２５±５７２ ３０７９±５４７ ２９９６±５８３

情感与性 ３００７±６１３ ３１８８±６９３ ３１３３±７１９ ３０７９±６４５

子女与婚姻 ３０１６±６７４ ３１１７±７０１ ３０９８±７２１ ３０８５±６９０

亲友关系 ３１９８±５８２ ３２０５±６００ ３１８４±５４９ ３１３６±５６９

家庭角色 ３０８６±５７３ ３２１８±５６０ ３２５５±５９３ ３１１７±５２３

生活观念 ３０６３±５３５ ３２３７±６２１ ３２４７±６１８ ３０４７±４９８

婚姻总分 ３０３０９±４２８１ ３１４４７±４３９８ ３１２８３±４５０１ ３１００６±４４９３

维度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性格相容 －１７２ －０１１ －１３２ 　１８７ 　１９１ －１０２

夫妻交流 －１９８ －０２４ 　０７６ 　１２６ 　１５６ 　１２４

化解冲突 －２２７ －０５８ －２１８ －１６４ －１５５ －１０３

经济安排 －１３０ －１６６ 　０５６ 　１９１ 　１７５ 　１７８

业余活动 －０４１ －０２５ －１７２ －０７９ 　１４７ 　１８３

情感与性 －２１３ －１９３ －１３３ 　０１９ 　２０９ 　１４５

子女与婚姻 －０１６ －１７４ －１１７ 　１０１ 　０９８ 　１２１

亲友关系 －１８２ 　２０５ 　１０６ 　１４９ 　１３６ 　１６９

家庭角色 －２１９ －２２１ －１５５ －１９３ 　１１７ 　１２３

生活观念 －２３５ －２２１ 　１４７ －１１８ 　２４７ 　２３９

婚姻总分 －２５２ －１４７ －０９８ 　１０１ 　１０６ 　０９３

　　注：ｔ１为大学与高中，ｔ２为大学与初中，ｔ３为大学与小学，ｔ４为高中与初中，ｔ５为高中与小学，ｔ６为初中与小学。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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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各维度比较
５０～５９岁年龄段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其它年龄段，

明显高于４０～４９岁年龄段，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各维度比较（珔ｘ±ｓ）

维度 ２０～２９岁（ｎ＝７９） ３０～３９岁（ｎ＝１９６） ４０～４９岁（ｎ＝２０６） ５０～５９岁（ｎ＝１３１）

性格相容 ２９４３±５０３ ２９６９±６３３ ２８０９±５７２ ３０１７±５３３

夫妻交流 ３０７４±５６８ ３０７６±６０６ ２９７８±５４４ ３００６±５５５

化解冲突 ３０３７±５５３ ３０１５±５４９ ３００５±５４２ ３１２３±６０４

经济安排 ２９６３±５７２ ３１８３±６０７ ２９９８±５５３ ３１５４±５３９

业余活动 ２９４１±５５１ ３００５±５８５ ２９８９±５１１ ２９６８±５６６

情感与性 ３２３４±５７３ ３１３９±６０４ ３００７±６５４ ２９０５±５３５

子女与婚姻 ３０１６±６０９ ３１６７±６７１ ３０２３±７０６ ３３２４±５９９

亲友关系 ３０６５±５０２ ３１７５±６１２ ３０８９±５３２ ３１７６±５０８

家庭角色 ３２５０±６１３ ３３７９±５９７ ３２７５±５９２ ３５９７±５６７

生活观念 ３１４７±６６１ ３１２４±６０１ ３１８６±６６５ ３００７±５３１

婚姻总分 ３１３６２±４５０５ ３１１１５±４４２６ ３０７８６±４５０１ ３１５７８±４３７２

维度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性格相容 －１８６ 　０１７ －１４５ 　１９０ －１８３ －１１１

夫妻交流 －０９８ 　０３１ 　０７４ 　１３４ 　１７１ －１３３

化解冲突 　０２７ 　０６３ －２３４ 　０６４ 　０５１ －１２９

经济安排 －２３０ －０７２ －２２６ 　２２８ 　０６２ －２３７

业余活动 －０５９ －０３９ －２３１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８５

情感与性 　１２５ ２３７ ２６３ 　１２６ －２２４ 　１５５

子女与婚姻 －１２９ －０５４ －２５５ 　１４２ 　０９５ －２５８

亲友关系 －１６７ －０２３ －１４６ 　１１９ －０１６ －１５３

家庭角色 －１２４ －０２１ －２４５ 　１８５ －２４１ －２５９

生活观念 　０３５ －０２５ 　１８６ －０２０ 　１５２ 　１７５

婚姻总分 　０５８ 　１８９ －１８５ 　１２９ －１３６ －２６１

　　注：ｔ１为２０～２９岁组与３０～３９岁组，ｔ２ 为２０～２９岁组与４０～４９岁组，ｔ３为２０～２９岁组与５０～５９岁组，ｔ４为３０～３９岁组与４０～４９岁组，ｔ５为３０

～３９岁组与５０～５９岁组，ｔ６４０～４９岁组与５０～５９岁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婚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小

学、初中、高中女教师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大学女教师。

高中女教师的婚姻质量总分明显高于大学女教师，二

者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反映了大学女教师的婚

姻质量偏低，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１０］。分

析该结果形成的原因，可能与大学女教师既要面对家

庭的繁重生活压力，又要面对紧张的教学工作压力有

关。近些年因大学扩招而使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不断加

重，职称评审越来越有难度，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部分

女教师本身对自己的期望值高，读硕读博，不甘落后，

这无形之中使教师们的身心经常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

下。这样就难以应对家庭中的矛盾冲突，无力扮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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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角色，无法抽出时间通过业余活动来调节压力等，

自然影响了婚姻质量。另外，对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

婚姻质量两两配对比较中发现，在性格相容、夫妻交

流、经济安排、业余活动、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等六个

方面没有显示出差异，说明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在这

些方面具有共性。

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５０～

５９岁年龄段婚姻质量总分高于其它年龄段，明显高于

４０～４９岁年龄段，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

一结果与同类研究结果有一致性［８］。分析该结果形成

的原因，可能与５０～５９岁年龄段的女教师因教学经验

多、教学资历高而工作压力减轻；职称趋于稳定而竞争

心理压力减轻；面临即将退休而心态趋于平和有关。

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教师，其子女已大多独立生活，经

历了养老送终也无需再付出精力，生活压力减轻，也有

了闲暇时间放松心情，维护家庭婚姻生活。而４０～４９

岁年龄段的女教师在上述方面正是最有压力的阶段。

另外，对不同年龄段女教师婚姻质量两两配对比较中

发现，在性格相容、夫妻交流、亲友关系、生活观念等四

个方面没有显示出差异，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女教师在

这些方面具有共性。研究中还发现，５０～５９岁年龄段

与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的女教师在情感与性方面呈现显

著性差异，提醒相关心理卫生机构应关注５０～５９岁年

龄段女教师的情感与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以便提高其

婚姻质量。

本研究只是针对不同类型学校女教师的婚姻质量

进行调查，进一步的研究将探讨女教师婚姻质量与影

响因素间的关系。而已有研究可做参考，如 Ｄａｖｉｌａ和

Ｄｏｂｓｏｎ［１１，１２］提出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存在相关，尤其

在女性身上表现明显。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表明心理

健康水平是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之一［８，１０］。另外有学

者研究了冲突解决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１３］，夫妻沟

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等［１４］。

总之，婚姻质量的好坏既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同

时也间接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婚姻质量的高低既

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与成长。本次研究中，女教师总体婚姻质量低于程灶

火等人的对于女性总体的调查结果［１５］。所以，对于女

教师这一重要社会角色，其婚姻质量问题应得到个人、

家庭、学校及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只有提高女教师

的婚姻质量，才能使其感觉到幸福与快乐，也才能更具

热情地投身于教育教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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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男同性恋者的性角色与性别角色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目的：了解男同性恋者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区别。方法：采取定性研究中的滚雪球式个案访谈与参
与观察。结果：通常认为同性恋者的性角色有“攻”和“受”之分，然而性角色并不总是与性别角色相一致，女性气质的男

同性恋者在性行为中可能扮演主动的角色，反之亦然。性别角色与性角色之间无法相互推断。性角色和性别角色部分

源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划分，但性角色并不是完全由生理因素决定，攻、受行为并没有完全结构化。结论：男同

性恋社群中“受”的角色占多数，这与长期的历史－社会塑造、文化心态有关。通过性别角色规范作为中介，文化对同性
恋社群性行为的作用得以实现，从中亦可以发现社会／文化是如何建构行为的。

【关键词】同性恋；性角色；性别角色；角色错位；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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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ｃａｎｂｅｔｏｌｄｔｈａｔｈｏ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Ｒｏｌｅ；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Ｒｏｌｅ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无论是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还是同性伴侣之间关
系的建立与维持，性行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此，同性恋议题无法回避对同性恋者的性角色（ｓｅｘｕａｌ
ｒｏｌｅ）与性别角色（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之间关系的探讨。性别
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结构深深地嵌入于一切日常生活
的社会过程、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的思维模式中，进而影

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性别角色是社会公认的某一性

别应具有的行为与心理特征，相应的性别角色规范是

对某类性别的人其行为、外表、心理特征等的期待有关

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与文化定义。而性角色则是个体在

性行为中扮演的某种行为角色。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

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类似于特定的生殖器并不能保证

一个人自动地获得社会认同的或自我认同的性别一

样，“与解剖学结构类似的人发生性行为也不能必然

获得同性恋的社会身份”［１］。在某些文化中，与同性

有性行为的男性仍被认为是异性恋者，只要他们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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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且不允许被对方插入。由于同

性恋者性行为双方具有类似的生理构造，因此其性角

色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更是容易引起混淆与误解。

文本所用的材料来自笔者本人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期
间对男同性恋社区作的一些参与观察与个案访谈，文

中所用人名皆为化名。

１　半结构化的性角色

同性恋者在寻找伴侣时，通常会由各种微妙的方

式先确定对方的性角色，即通常所说的在性生活中扮

演“攻”（１）还是“受”（０）。如果双方在关系进一步发
展之前没有明确这一点，两人有可能出现性角色一样

的尴尬情况，也即“顺撇”。性角色冲突会影响同性伴

侣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同志不是交往到一定时候才发生性行为，他要是

很快就那个（发生性行为），一次两次，也许（彼此）都

不是他们最想要的，也许他俩都是０５了。他第一次、
第二次感觉挺好的，后来就感觉不对了。（“卢婶”访

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为了避免产生角色冲突进而导致性生活的不和谐

与情感分裂，稍有经验的同性恋者都会事先明确双方

的性角色。但是，男同性恋者的性角色并非一成不变

的、固化的，与不同的对象发生性行为时可能改变原先

一贯的性角色。也就是说性角色并不是完全由生理因

素决定，０、１的行为也并没有结构化。这其中爱、情感
因素起着润滑剂的作用。性角色的改变或是爱的体

现，或是暂时的妥协，或是另一种性快感的唤醒与开

发。如：

（同性恋者中）全能型（即１／０角色互换）的挺多。
只要是喜欢，我做 ０也可以接受，要看不同的情况。
（“阿来”访谈，２０１０－０９－０２）

看谁为对方付出多，主要看是不是真心的爱，它

（性角色）是可以变的。（“Ｊａｃｋ”访谈，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原来角色是可以变的，只要两个人好就可以变。

（“卢婶”访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做１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别

人需要的感觉，做０就是我非常强烈地需要别人。每
一段感情都不能做普遍性的分析，它只在这个情景下，

或针对这个对象才能有这样的表现，换一个人它可能

是另一种形式。（“糯米”访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此外，同性恋圈子中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即

“只有绝对的０，没有绝对的１”。也就是说，在同性性
行为中，插入者可能也会扮演被插入者的角色，但有些

同性恋者则只能扮演被插入的角色。当然，我们这里

所讨论的前提是双方的性行为都是自愿发生的。当金

钱、权力、药物等外在因素介入时，性行为可能会违背

个体的自由意志而行事。如：

你既然知道１、０这些分法和称呼的话，你也应该
听过另外一句话：“在同志中，只存在纯粹的０，不存在
纯粹的１。”……我个人的感觉，你要是对一个人真的
很喜欢的话，两个人顺撇了也能生活得很好。在两个

人的生活中，性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有很多性

格呀，精神、物质方面的东西，就要看他要什么；但性的

和谐在某种意义上也很重要。（“阿来”访谈，２００９－
０９－０２）

两个１在一起好解决，反正你忍忍呗，你要是两个
人真相爱就无所谓，但要是两个０的话确实没法解决。
……我跟第一个男友分手，就因为我们俩顺撇的，他是

１，我也是１，因为我之前都交女朋友的，没想过（做０），
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不能接受，后来我说不行，分手吧，

我做不了。所以我做不了０。但我也不想找一个特娘
的人，我就想找一个男的。（“糯米”访谈，２０１０－０２－
１８）

既然“只有绝对的０，没有绝对的１”，这表明生理
因素显然作用于“绝对的０”上，而文化因素作用于“非
绝对的１”上。因此，男同性恋者的性角色是半结构化
的，或者说是非完全结构化的。

２　角色“错位”与角色定位

心理特征并不是区分性角色的唯一条件，男同性

恋群体中，“公０母１”是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那些外
表看上去很阳刚的男同性恋者在同性性生活中扮演被

插入的角色，也即“受”的一方；反之，看上去有些女性

化的男同性恋者在性行为中则可能扮演主动的一

方。如：

我经常会遇到外型很０的，很女性化的，你以为他
是很标准的０，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在性方面）他是很
１的人。通俗一点的，我们经常说“公０母１”，这种事
情很多，它跟心理没关系。（“尚”访谈，２００９－１２－
１１）

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况在女同性恋者中也很普遍，

如“我是Ｔ，很多人都觉得我是 Ｐ。为什么一定要看外
表（判断）呢？”（“Ｊｏｙ”访谈，２０１０－１１－０６）同性恋者
在异性恋的家庭、社会环境与文化中长大，从小就习

得、内化了异性恋的一整套文化规范，因此在同性恋的

情感、行为中也会采借、挪用异性恋的角色规范，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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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比如区分１与０、
Ｔ与Ｐ，“老公”与“老婆”的称呼等，来建构同性恋者的
日常生活世界。男同性恋者在异性恋文化中对社会化

缺乏预期，也就是说，那些最终成为同性恋者的男性可

能经历了与异性恋男性本质上一样的社会化过程。

在异性恋中，由于性别因素，可能“男主外、女主

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固的模式；而同志来讲，首

先两个都是男人，可能会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多做一些、

多承担一下，但并不是说另外一个什么都不做了。这

是相对的概念。（“阿来”访谈，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尽管“阿来”强调同性恋者的生活模式不同于异

性恋者，但是其本质上还是有着与异性恋类似的分工

与合作。从表面看来，性角色与社会性别角色之间有

一定的关联，例如，０更会照顾、体贴１，而１可能会在
经济地位上更占优势，维持着两个人日常生活的开支；

某些同性恋者之间的社会性别角色与年龄有关，如果

年龄相差较大，不管在性行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生活

上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多一些。但是，性角色并不总是

与性别角色保持一致。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博士”跟“依旧”，他们

正好１是比较大的么，就叫“哥”，好像这样的也比较
顺，就直接叫哥、叫弟。这样我尊重你，以你为主。在

某种程度上，０还是有点依附于１，像“糯米”、“糯叶”
这样也正好顺了的。还有一种呢，比如“黑子”和“耗

子”，沈阳的那一对，“耗子”才２３岁，“黑子”３０多岁，
他儿子都上中学了。但是“黑子”是０，“耗子”呢，还真
有小老公的劲儿，挺好玩的，２０多岁么，小胖墩，然后
他呢就叫做“媳妇儿”。ＡＡ、ＢＢ也是，ＢＢ是１，但是他
们那种照顾还是像老婆照顾老公。（“卢婶”访谈，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我倒没太把这方面当回事儿，如果糯叶哪天想当

回１了，那他就试试，我也觉得无所谓。两人好到一定
程度，包括成熟的夫夫，可能（性角色）特别明确，有一

个多一点，有一个少一点（指某一种性角色扮演），但

我觉得他们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也做的。我觉得即便

（性角色）再固定，反向的也会有。可能有一个当１的
角色频繁一点，另一个少一点。一般来说，当０的会对
人有一种依附心理，有一种受人照顾的心理；当１的要
主动一些，稍微强势一点。（“糯米”访谈，２０１０－０２－
１８）

性角色与性别角色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同性恋者

的心理／性别角色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角色（行为），
而性行为本身也会反过来塑造、强化同性恋者的心理／

性别角色。

怎样去定位０和１？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一定
都有，而且一定有在生理和心理上比较极端的人。在

一个你深爱的人的前提下，两方面的需求你都会有，我

希望关心对方、照顾对方，同时也希望对方给我关怀和

爱护，我觉得都会有。（“阿来”访谈，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年龄、性情、经济

收入等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同性恋者双方的性角色扮

演，反过来亦是如此。即使在同性恋社区中，如果不是

彼此熟识，也未必知道彼此的性角色。四十多岁的

“糯米”坦承：“我也弄不清谁是１谁是０，我老猜错。
两个男的之间，没法完全界定，没有什么规则。”（访

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者双方
第一次性行为又是遵循着怎样的规则呢？其中的性角

色又是如何协商和分配呢？“糯米”说：“第一次（性行

为）一上来就这么定了，我们俩事先没有交流过这个

问题。双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地就这样确

认了”。“糯米”与“糯叶”在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并没

有彼此协商性角色的扮演，而是在一种默契的情况下

达成的，“一上来就这么定了”，这种默契显然在之前

的非性形式的沟通与交流中已经有所暗示、体会与

认可。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许多同性
恋者不仅对自己的性身份／取向难以确定，有些甚至根
本没有意识到“同性恋”这样一种欲望与身份的存在。

在强制性异性恋的境况中，那些对同性恋身份感到不

确定的男性更倾向于与异性恋女性发生性关系或产生

感情［２］，很多同性恋者跟不同性取向者都有过交往、都

发生过性行为，甚至与异性结婚。在性行为中同样是

扮演主动、插入角色的男同性恋者，当对象是不同的生

理性别时他的生理与心理感受是否存在差异呢？“糯

米”详细地解释了他自身的经历与体会：

我不排斥（异性），但是我自始至终明白我是对男

的感兴趣，我不是对女的感兴趣。我以前跟女的发生

性关系，后来又跟男的发生性关系，不说心理上的那种

感觉，但是我觉得生理上没什么区别，但是心理上有区

别。和男的（发生性关系）会有一种成就感，……也不

能完全说是一种成就感，就是那种满足感，会比和女的

那种满足感要强。我交过女朋友之后就有这样一种感

觉，就是时间长了，虽然有感情，但那种排斥感会越来

越强，不是因为性格，跟这都没有关系。也不是不能过

日子，但是在那种状态下是受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跟女人当男人和男人当男人不是一回事，真不是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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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它不是一个劲儿！你跟一个女的接触，很正常

的是一个藤缠树的关系，你跟一个女的好了以后，心里

头，或传统上，她也这么认为，你也这么认为，它就应该

是依顺的关系，甭管她性格上怎样，但她事实上心里是

这么想的。那么你跟那女的好了以后，就要觉得将来

对女的负责，将来这个那个的，男主外，女主内啊，好些

很自然就到那个程度了。但对一男的不完全是这么回

事儿！我觉得男人是那种自尊感很强的女人，有时候

你可以把他想成女儿，或者叫成女人，但是你不能把他

当成女人来对待，除非是他纯粹把自己当成是女人了。

（“糯米”访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糯米”在生理和心理上其实并不排斥异性，他甚

至认为“找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觉得跟平常的异性恋

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什么心理我也是什么心理。”这是

因为性只是俩人交往中的一个因素。“糯米”与男性

发生性行为时的生理感受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也没有

很大的区别，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时的满足感“会比和

女的那种满足感要强。”他对女性虽然不排斥，也能接

受与女性的性行为，但是无法维持长久的伴侣生活，即

使有感情，但与女性一起生活也是一种“受罪”。生活

中不同的心理感受与个体本能的因素有关，而文化

（如“男主外，女主内”）往往钳制了这种个性的自由表

现与发展，让同性恋者在这种生活、习俗下难以忍受。

３　失衡的性角色与反性别角色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同性恋者中性角色的

互换不是不可能的，性角色与性别角色并不总是相一

致，单从性别角色无法推断一个人的性角色，反之亦

然。对与男女两性都发生过性行为的男同性恋者而

言，即使他们在性行为中都扮演１（也即是插入者）的
角色，但也会有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心理感受的

不同。这里还存在一个仍需更多实证研究证明的现

象：男同性恋者中偏０的人相对较多。
我周围的人０比较多。我偏１，这跟人的照顾心

理和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小时候就非常希望被爱、受

人照顾，所以，现在长大了，就慢慢变了。（“阿建”访

谈，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在这个群体里边，１太

少了，０很多。（“卢婶”访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有很多人是多年的０终于熬成了１。……有些人

心理上没变，仍是０，但行为上却从０变为１。（“Ｊａｃｋ”
访谈，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实地调查中的这种印象也得到其他的一些实证研

究的支持。如一项基于网络的非随机抽样研究表明，

男同性恋者中被动型（３４７％）多于主动型（２７４％）；
在性别角色类型上，被动型中女性化明显多于男性

化［３］。而另一项关于青年同性恋者网络社区的随机抽

样表明，在自我角色认定上２８３％的男性认为自己是
“０”，４１５％认为自己是“０５”，而只有１１３％的男同
性恋者认为他们是“１”［４］。另外一些关于性别倾向的
研究表明男同性恋者的智力结构表现为一定程度的

“女性化”倾向，诸如语言能力强于男异性恋者，而空

间能力与组织结构能力则弱于男异性恋者［５］。李帕

（ＲＬｉｐｐａ）认为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在个人特质
上都有反性别的倾向，但是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

男同性恋者“像女人”或女同性恋者“像男人”［６，７］。因

此，她的结论更多地是支持了“性别转移”（ｇｅｎｄｅｒ
ｓｈｉｆｔ）而不是“性别颠倒”（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她对此
的解释是同性恋个体打破传统规范、跨越文化界限的

生活经历促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得比异性恋者

更为不落窠臼、不受拘束，并且在认知上也更具灵活可

变性。这里虽然将性角色与性别角色放在一起讨论，

但仍需注意性角色不同于性别角色。

男同性恋者中０多的原因，有其生理上的因素，很
多人会有一种享受的、被照顾的心理与一种渴望被征

服的感觉。如：

那肯定是做０更享受，它生理上还是有一种愉悦
感。我倒觉得两个１有可能在一块儿，两个０倒确实
很难。有些双性恋取向的男性，跟女的可以做，但是跟

男的不能做１，有时候做０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需
求。（“糯米”访谈，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然而，在非情感性的同性性行为中，被动角色可能

会遭歧视，它与传统文化观念中对女性的贬低有关。

也就是说，同性恋群体中有关０的话语移植了异性恋
文化中对女性的贬抑性话语。

０是遭到歧视的，你去过那些低档的地方如公厕
没有？到处都是攻击０的语言，如“就是被插的”，“昨
天没被干爽吧？”（“Ｊａｃｋ”访谈，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同志之间，不管是做１也好，做０也好，没有高低
贵贱的分别。但是在不少人看来，在性角色上来讲，可

能１比０要更尊贵一点，这种心理让他在没有既定的
某个人，比如只是激情的情况下，可能会出于自我保护

的意识而更偏向于选择做１的角色。（“阿来”访谈，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通常被视为纯粹生

物性的性行为中，性别角色也可能是一种关系性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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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不管其性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性行为本身固

然不可一概简化为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但是在某些情

况下，性行为仍会与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有关，它折射

出人格上的自主和经济上的自立。吴存存在谈到明清

时期的男同性恋风气时，认为男同性恋可以“被划分

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个泾渭分明、不可混淆的阶层。

主动阶层是有钱有地位者的阶层，他们追求刺激和满

足；被动阶层是地位低贱、出卖肉体者的阶层，他们的

同性恋活动更多地是处于屈从和卖淫，并非真正对同

性恋有兴趣，其目的是功利的而非性爱的”［８］。显然，

吴存存这里所谈的并非同性恋“身份”，而是男男“性

行为”（尤其是在研究古代的同性恋现象时，很多人都

将“身份”与“行为”混为一谈。）这些向同性出卖肉体

的男性在今天看来就是ＭＢ（即“ＭｏｎｅｙＢｏｙ”，俗称“金
钱男孩”，通常指向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不能把

他们与男同性恋者相混淆。在男男性交易过程中，跟

女性卖淫一样，也存在不平等性，并且社会舆论宽容主

动方而歧视被动方。此外，也存在某些０为了“面子”
而特意去找其他０的情况。针对同性恋群体中偏０的
人比较多的现象，有同性恋者认为这“跟中国、亚洲的

整个同志压抑的文化有关。”这个群体在整体上都被

压抑着，导致人格、心理的消极、被动与依赖。

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看来，男同性恋社群中的反性别

现象与中国士人阶层“妾妇自拟”的心态有关。传统文

化中，“文气”、“文质彬彬”、“书生气”、“白面书生”、“腼

腆”等描绘男性的词往往与涵养、知识分子、身份、社会

地位紧密相关。中国古代士人的身份流离感与君臣依

附感，他们哀怨于命运的漂浮不定。经过长时期的历史

积淀，这种心态被固化为一种审美阴柔的集体潜意

识［８］。妾妇自拟的表现方式从最初对君权的幽怨的象

征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性心理变异———滋生了

一种向女性认同的心态，使他们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性

别角色产生错觉，否定自己身上的男性特征而向女性认

同。罗斯（ＭＲｏｓｓ）曾指出同性恋者中存在的阴柔气与
一些社会中严格的性别角色隔离有关［９］。在任何存在

严格隔离和性别角色两极化的社会中，有同性性行为的

人会感觉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像相反生理性

别的人那样。对性别的文化观念越传统的个体越是期

望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发现女子式的阴柔气。

４　角色的文化建构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男同性恋者“攻”与

“受”的性角色不是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同时性角色

中被动一方的比例较高，这表明性角色并不是完全由

生理因素决定，感情、权力、经济、个体经历、心态等因

素亦可能影响性角色。同时，性别角色亦受社会、文化

等因素塑造。在异性恋社群中，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

间经由特定的文化规范相联结，而同性恋者则解构了

这种认知模式，由性别角色来肆意地推断和揣测一个

人的性角色是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最大的想象与迷

思。社会、文化要素通过（性别）角色规范进而对性角

色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参与了建构个体行
为的进程。在异性恋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既定的两性角

色模式，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将异性恋性别范式移植到

同性恋者身上，然后用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考量同

性关系。这种性别认知图式在许多人中间成为一种僵

化的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事实上，男子气概与女性

气质并非人的生理禀性，而是源自性／性别系统，它受
社会与文化塑造。男性与女性的个性特征与行为举止

是社会力量所塑造的产物，这些定义男性气概和女子

气质的特征本身是文化建构的和可塑的；而且社会性

别测量表明，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没有显著的社会

性别差异；或者说同性恋者具有两性兼具的特征［１０］。

在１９世纪末西方的性研究中，同性恋者被认为是
一种“性倒错”。精神分析混淆了“性别认同”与“性取

向认同”，它假定同性恋者存在性别认同混淆，例如男

同性恋者不能对父亲产生认同，因此无法获得男性化

认同，弗洛伊德称这种现象为“消极的俄狄浦斯情

结”［１１］。至今人们仍会认为男同性恋者都是女子气、

娘娘腔的，而女同性恋者则是阳刚的、充满男性气质的

等。人们甚至还以外貌、性格特征等外在的因素来揣

测同性恋者在性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性行为被想当然

地认为是由一个人的性别角色决定的，也就是说，“男

性”与“女性”的二分法所决定的社会性别同时决定了

性对象的选择。这种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天然

联系”是由于早期人们对非遵从性的社会性别与同性

恋的刻板印象产生的，而早期的性研究更是巩固了这

种刻板印象及其带来的污名。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是

性取向上的差异，而非性别角色认同的差异。事实上，

性行为与性别角色定位没有直接关系。同性恋“男性

化”和“女性化”的称谓，只是异性恋者为了理解同性恋

而强加的标签，而这往往形成对同性恋者的性角色与性

别角色之间关系的刻板印象，并进而影响同性恋者对自

身的认识。这种现象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谓的“符号统

治”，“它不仅与可见的性别特征而且与性习俗相联系，

而且男同性恋者还将统治原则用于自身，也即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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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关系中再现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区分”［１２］。符

号统治的情形在同性恋的生活世界中并不少见：

有一个女孩子她刚刚意识到自己是女同的时候，

开始接触当地的女同，她们就认定她是Ｔ，（结果）如果
她每天不穿着男的裤子，她们就觉得她很另类，就不理

她。所以刻板印象对每个个体带来的压力是非常恶劣

的。如果别人把你认定是个 ０，你就只能这样行事。
物以类聚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框框，

就像一具具模型，你必须符合这个或那个，如果你都不

符合，别人就认为你是怪物。（“星星”同志中心座谈

会 ２０１０－１０－１６）
符号的力量可以任意地塑造、强暴与规训个体，迫

使个体就范、服从已有的规范与设置。尽管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大

学生群体的偏见相对较低［１３］），但是当前的同性恋者大

多仍处于“认同而不出柜”的状态［１４］，它进而产生了一

系列后果（比如对ＨＩＶ实名检测的抵制等［１５］）。在这种

现实状况下，同性恋研究首先应祛除各种偏见与想象，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同性恋的分析应该揭示具体结构

（如“角色”）形式发展的复杂机制，而不该把同性恋行

为简单地与性别角色联系，甚至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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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闻效应浅析

涂希平　涂仁标

湖北省荣军医院公共卫生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绯闻是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先进传媒使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已今非昔比，
影响也日趋扩大。分析绯闻的多种效应及其原因，有利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体制上、路径上予以遏制，从而净化和

美化文化生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关键词】绯闻；效应；爆料；传媒；反腐倡廉；扫黄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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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流传着许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千奇
百怪的风流韵事。无论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的男女，很容易在求偶中撩开羞涩的面纱、点燃情欲的

烈火，翻云覆雨地身心对话。有健康、美满、高尚、令人

羡慕的爱情故事，也有神秘莫测的绯闻。

１　绯闻的定义

绯闻旧称桃色新闻，泛指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

的新闻，带有贬义。不过，今日世界，为了吸引眼球，把

正常的恋情、婚姻加以染色兜售，甚至以讹传讹，损害

他人声誉的事也时有发生。况且，“不正当”之界定也

与时俱进，一些前卫观念逐渐成为流行时尚元素，使其

内涵越来越大，外延越来越小，如有些国家就将同性

恋、同性婚姻合法化了。

２　绯闻的发生与传播

２．１　绯闻的发生指不正当性关系的爆料
有些是因当事人疏忽而被发觉；也有在追问下失

言而露馅或无奈承认；还有因为情变而由当事人抖

出的。

现代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不少“狗仔队”、“包打

听”、私人侦探采用窃听、录音、针孔摄像、红外夜视超

视距偷拍、电子眼、监视器、黑客等方式获取第一手材

料，然后剪切、合成、编辑加工（ＰＳ）为可供转载、刊登
和传播的原版音像、视频或文字材料。也有把男女明

星偶遇的信息当成伊甸园的禁果，枉加“蜜饯”以飨受

众。更有甚者，预设陷阱，泼脏水，置猎物于“跳进黄

河洗不清”的境地。至于那种空穴来风的“天方夜谭”

和“八卦”，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凭空捏造，无事

生非，无中生有。

绯闻的产生重在曝光，而不在事件的发生。有些

绯闻，事隔多年才被别的事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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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绯闻的传播
绯闻的传播有别于其他传闻的最大特点是人们对

性关系方面的隐私的强烈好奇心和关注，使其容易被

采信和传播。犹如“透”比“露”更具诱惑力一样。尤

其是一些名人、权贵、巨富、明星、要人的绯闻，格外引

人注目，闹得沸沸扬扬却真假难分。那种捕风捉影似

是而非充满悬念的道听途说，花边新闻、博文或搜索不

仅耐人寻味，还有进入迷宫似的令人遐想，不断跟进、

追踪、总想找到出路和答案；又常常在求证、澄清、辩

解、声明、深挖、反击之较量中越炒越热，越传越快，越

传越广。人们会觉得“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成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笑料、开心果。

不仅如此，绯闻还可以在传播的接力过程中被多次误

传、漏传、失真、篡改、添油加醋，拼凑出许多不同的版

本，犹如群口相声《传谣》，将“母鸡下蛋”最后传成“马

季下了一个鹅蛋”一样。

某一绯闻的传播会随着辟谣、澄清或公开承认并

道歉而渐止，也会随时光流逝而淡忘。但也有一些绯

闻可能在数年后因新的证据而死灰复燃。还有一些绯

闻像多米诺骨牌，引发一连串的绯闻，如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的性侵案在他死后才
曝光，而且举报人多达６００多人，随后又牵出其他涉案
人；最近又有一位著名主持人斯图尔特·霍尔承认性

侵多名少女。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２日 ＣＣＴＶ报道已有２０
名ＢＢＣ雇员有性侵。又如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星泰格
·伍兹在第一个情人曝光后，接连不断披露他多年来

的多个情人。

绯闻为何传播得快？因为人们对色情的追求十分

普遍，喜欢听“黄段子”，觉得新鲜、刺激，成为“耳语运

动”的主要内容而津津乐道。不少人有幸灾乐祸心

态。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克·约翰逊指出：

“所有人都喜欢听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美国调查

机构的数据表明，全世界患“坏消息综合征”者平均值

约为４１％，他们在各种消息中乐于相信、传播、分享坏
消息。如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３　绯闻的源流

人类历史上不乏丰富多彩的绯闻，但流传至今的

仅是冰山一角。

中国远古的统治者夏桀为取悦其妃妹喜，不惜大

兴土木造倾宫，筑瑶台，还以“裂缯之声”博其欢笑。

但得美女鱼和妲后，妹喜失宠而生恨，暗送军情给商

汤，致夏灭，被称为“红颜祸水第一人”。

商朝末代统治者帝辛—殷纣王，骄奢淫逸，为讨其

爱妃妲己欢心，作“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昏庸无

比，兵败牧野被周灭。

周幽王姬宫蔩为引王后褒姒难得一笑而以“烽火

戏诸侯”失信于众，待犬戎大军来犯诸侯不援而被

俘———后悔晚矣！

春秋时期，有“沉鱼”之美的西施，为越王勾践“卧

薪尝胆”忍辱复国之计献出青春，着实为“阴谋与爱

情”以身救国的典范。而汉末司徒王允为除掉董卓，

让有“闭月”之容的貂蝉以其妖娆和秋波勾吕布之魂，

迷董卓之心，导演了一幕血染未央宫的“连环计”。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本是唐太

宗的“才人”，赐名武媚娘。后来竟跨代成了太宗之子

高宗之“昭仪”，并以其姿色与计谋成为皇后。至公元

６９０年称帝，改国号为周，并先后拥有薛怀义、沈南、张
昌宗、张易之等男宠。这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在权力大

战中的首次胜利，也是女性独裁者玩弄男性性奴隶的

经典。成为集妩媚、才能、乱伦、权力、淫乐、长寿于一

身的女皇，盖世无双。

以“羞花”之美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

颜色”的贵妃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十八子寿王李瑁

之妃，１８岁进宫，２７岁竟被６１岁的公公横刀夺爱，乱
伦霸占。从“芙蓉帐暖度春霄”到“宛转蛾眉马前死”，

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千古

绝唱。

至于吴三桂为了一个苏州名妓陈园园被闯王李自

成部下刘宗敏霸占而“冲冠一怒为红颜”率部投降清

军，与多尔衮夹击并打败李自成，发报家仇情恨。

古代希腊美女海伦，背弃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

拉俄斯，与率大军远道而来的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

里斯邂逅于阿尔忒弥斯神庙，一见钟情，毅然离夫弃

女随帕里斯而去，并于途中在克拉纳岛与其成婚，由

此引发了长达１０年的特洛伊战争。帕里斯战死后，
海伦又嫁给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另一个儿子伊

福波斯。直到希腊人用“木马计”彻底打败特洛伊

人，血溅大地，尸横遍野，火烧都城，洗劫一空。当墨

涅拉俄斯紧握复仇之剑将要为雪耻而刺向海伦的一

刹那，血刃之剑竟在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即将消逝

的美貌前垂落下来，那迷人的姿色竟然使英雄魂不

守舍、屈尊丧志。就好像是：明知那是刺伤你的玫

瑰，也舍不得把它撕碎。

出生于公元前６９年亚历山大王宫的克莉奥佩特
拉，长大后按习俗嫁给了大弟托勒密三世，成为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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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艳后”。这位被萧伯纳称为“任性而不专情的女

性”关不住浪荡之心，向征服者，罗马军队统帅凯撒献

出美妙的胴体，征服了他的心，从而赢得了埃及的独立

与安宁。她同样以挡不住的诱惑驾驭另一位罗马大军

统帅安东尼。然而，这位被但丁、莎士比亚描述为“旷

世性感妖妇”的艳后，却未迷倒同样是罗马大军统帅

的渥大维，反倒被送给她的无花果篮子里的一条叫

“阿鲁斯”的毒蛇咬死。

历代中外风流才子、文人墨客、名媛仕女、烟花艺

妓的传奇绯闻更是数不胜数，那是现代影视作品经常

引用、借题发挥的香料。

４　绯闻效应

绯闻一经传出，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有被动

的，也有主动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能量和范围

也各不相同。现浅析如下。

４．１　绯闻的玷污效应
阮玲玉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的明星，短短的一生就

演了２９部电影，被誉为中国的英格丽·褒曼。自幼丧
父随母长大后嫁给母亲帮佣雇主之子张达民，因张嗜

赌成性，游手好闲，感情破裂离婚。离婚后她和“茶叶

大王”唐季珊同居。张达民为了敲诈勒索而诬告阮玲

玉，一些小报记者进而煽风点火，造谣诽谤，让善良软

弱的阮玲玉深感“人言可畏”而无地自容，于１９３５年３
月８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还不满２５岁。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以其激情洋溢的抒情诗

享誉世界文坛。在他风华正茂的３０岁时，与天生丽质
的１７岁的娜达丽娅一见钟情，相恋成婚。可谓“才子
佳人”的绝妙联姻。然而幸福不长久，那位将古典端

庄的脸型与匀称的身段神奇地结合的无比靓丽的娜达

丽娅，经常在上流社会豪华奢侈的舞会上招引众多的

仰慕者和追求者，连沙皇尼古拉一世都垂涎三尺。当

然，有“英俊王子”绰号的法国军官丹特士也在其中。

他高个、大眼、自信、活泼、幽默、机智，与娜达丽娅同

龄，被视如女人们的掌上明珠。他们的相识、共舞和亲

密接触很快就引起了猜疑和议论。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４日
上午，普希金收到三封“绿帽子协会”寄给他的成员证

书之匿名信。同一天，另一些人也收到同样的信。顿

时流言蜚语在彼得堡传开，普希金成了上流社会耻笑

的对象。决斗不可避免！普希金向丹特士挑战，１８３７
年１月２７日在彼得堡附近的黑山决斗，普希金受重
伤，两天后逝世，终年３７岁。一颗闪亮的星就这样陨
落了。

４．２　绯闻的排他效应
夫妻一方有婚外情被爆料，使另一方从“恩恩爱

爱”的美梦中惊醒，不仅大丢颜面、有失尊严，而且暴

露了掩盖于甜言蜜语中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深

感受骗！这还能在一起过吗？《楚天都市报》２０１１年
５月１７日Ａ３０版载文《１３个女人“终结”施瓦辛格２５
年婚姻》，报道了美国加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

因频爆婚外情而与妻子玛利亚·施莱弗宣布分居，就

是一例。另一位闻名世界的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与

妻子离婚也是因为他拈花惹草不计其数。按弗里德曼

的说法，婚姻是建立一种两个人的双边垄断。而爱情

能降低夫妻间相处的成本，使男女之间生产力的比较

优势得以充分体现。然而，绯闻打破了垄断，失去了专

一就失去了信任，而诚信和承诺是两个人之间的灵魂

桥梁，足以承载越来越多的责任，在岁月的风霜中屹

立，但绯闻会炸掉爱情之桥，结束同床异梦并分道

扬镳。

４．３　绯闻的倒台效应
在现代史中，最著名的因绯闻而倒台的事件是

“马斯（战神）娶维纳斯（爱神）”。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２日
上午，在柏林班德街战争部大楼，６０岁的德国陆军元
帅、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与２０多
岁的埃娃·格鲁恩的婚礼隆重举行。元首希特勒和戈

林以主婚人身份参加。就在他们婚后去意大利度蜜月

期间，发现了埃娃做过妓女的档案。陆军参谋长贝克

指出：“不能容忍一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婊子结婚！”军

界和政界都要求解除这门婚姻。迫于无奈，冯·勃洛

姆堡于１月２５日辞职、退役。天赐希特勒迅速控制军
权的良机，从而加速纳粹德国走向全面侵略战争。真

可谓：“一个女人改变了世界历史”。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６２岁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
·卡恩在纽约突然被捕，罪名是性侵几内亚裔女工，作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的卡恩，因其挽救欧
债危机的才能，深得国际社会及法国政界的青睐。正

当他在法国总统大选前夕民意调查支持率领先的关键

时刻被捕，不仅未能角逐总统宝座，还被迫辞去 ＩＭＦ
总裁一职。被人抓了“辫子”，伤了“面子”，还丢了“位

子”。尽管控方被指有说谎嫌疑，但直到８月２３日才
被撤诉，使卡恩无法挽回政治败局。

无独有偶，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Ｉ）在监控电子邮
件过程中，发现６０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局长戴
维·彼得雷乌斯与４０岁的传记作家葆拉·布罗德韦
尔的“关系密切”从而爆料其婚外情。葆拉在年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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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彼得雷乌斯传记《全力以赴（ＡＩＩｉｎ）》。彼得雷乌
斯因其军事才能而有人夸他为“又一个艾森豪威尔”，

却因绯闻而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宣布辞职。
４．４　绯闻的扬名效应
在性解放浪潮滚滚的当代，人们对绯闻的宽容越

来越大，兴趣越来越浓。使得一些人不怕见不得人而

借绯闻扬名。特别是群星璀璨中形色暗淡的新人，急

切盼望被发现、被关注、被重用，希望成为社会的“亮

点”而不被忽略，这在某些文娱、艺术领域已不足为

奇，甚至在政界也有成功的先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楚天都市报》Ａ２８版以《性丑
闻帮助克林顿当总统》为题，转载《现代快报》报道：现

年６２岁的珍妮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
州长时期的情人。目前，她在沉默多年后首次接受新

奥尔良市ＷＧＮＯ－ＴＶ电视台采访，称１９９２年克林顿
竞选总统时，一直抱怨只是当过阿肯色州州长的他无

法在美国获得全国性的认可，他没有其他几个总统候

选人有名。为了获得“全国性的名声”在与克林顿进

行了讨论后，珍妮花向媒体爆出了她和克林顿的婚外

情，成为报纸头条，在一夜之间让他变得家喻户晓，获

得了全国性的名声。

４．５　绯闻的吸金效应
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兴起，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

享乐主义充斥流行文化，文化的商业气息更浓，低俗取

代高雅、精英文化让位于草根文化，简约、便捷、直观式

的娱乐方式迅速推广。人们对情、色、爱的兴趣助长各

种媒体增加其色、香、味，绯闻便成了受众欣赏的百搭

旋律，成了信息产业传播内容的畅销符号，成了许多知

名报刊的名片，相应的产业链和从业人员在消费者惬

意的付费中生存、壮大。如中新网报道，“皮条客”老

板拉里·弗林特２００７年６月３日在《华盛顿邮报》上
宣布悬赏百万美元征集美国政客性丑闻的线索，从可

观的成本投入完全可预期更可观的回报，显然，这种广

告炒作无疑会吸引更多读者。

４．６　绯闻的敲诈效应
最典型的例子是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重庆北碚区

委书记雷政富不雅照及视频闪亮登场。爆料人是人民

监督网的朱瑞峰。直到主犯永煌公司创始人肖烨以录

像敲诈雷政富３００万元、周天云２００万后，其合作者许
社卿因未得到好处而反目，将影像资料给了朱瑞峰而

曝光。肖烨一手筹划并伙同其他五人以“捉奸”和爆

料视频为筹码进行敲诈勒索，被拉下水者已多达１０余
人，均为不同级别的官员、董事长之类的好色之徒。

４．７　绯闻的污染效应
绯闻的社会反响多种多样，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

不尽相同。正直者不仅嗤之以鼻，还会吸取教训，规避

误入歧途之原因，保持节操；心术不正者则可能称赞其

“艳福不浅”，羡慕其“桃花运”，也想仿其模式开开荤。

现今年轻一代，对各种各样的绯闻不断出现于报刊、电

视、网络、电影中已不足为奇，他们可能在潜移默化中

忘掉忠诚和责任，宽容背叛和变心并被弥漫的精神阴

霾腐蚀灵魂。特别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任性、放纵、嘲

笑忠贞为古板过时，自诩乐在当下的追云逐雨的时尚

弄潮儿。在荷尔蒙过多的青春时代，视礼仪含蓄为保

守，赞鲁莽放荡为勇敢大方；视忠诚为审美疲劳，换偶

如换衣，宁愿出轨，不愿自律，追求肉欲和感官刺激，不

求相濡以沫生死相依。这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颓废

价值取向，正是绯闻高毒性ＤＮＡ在极易扩散的文化氛
围中迅速传染的结果。绯闻与精神污染恶性循环。

５　如何对待绯闻

５．１　改邪归正、勿蹈覆辙
因一时糊涂而犯错之当事人，应尽快醒悟，及时从

绯闻的痛苦和耻辱中自拔、自省、自责，勇于承认错误，

道歉，悔过自新并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５．２　严正申明，坚决辟谣
无辜的被“绯闻”的受害者，要予以反击，尽快灭

火，不让死灰复燃。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个人

名誉权、隐私权，追究诬陷者的罪责，还自己以清白。

５．３　不要轻信流言蜚语
有些绯闻，在未得到正常信息渠道证实前，不能信

以为真，更不要当趣闻散播，以免给造谣者当替罪羊。

５．４　净化传媒，扫黄打非
在利润驱动的商业化进程中，为销量、订户量、收

视率、信息流量而努力的各种传媒，不应把肉麻偷情、

庸俗淫乱的八卦野味当佐料吊受众的胃口，应当抵制

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也不要以为肆无忌惮恶搞的风

险成本不高，始作俑者很可能会因诽谤、讹诈罪服刑、

赔偿、身败名裂！主管部门应负责对媒体和出版物严

格监管并依法惩处和打击违法贩黄行为，归真、扬善、

赞美，营造精神文明乐园。

５．５　权力制约，制约权力
制止绯闻的不良影响的最好办法是避免其发生。

这就要求行为主体自律—不愿、不敢及社会法治他

律—不准、不能。必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教育和案例警示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法治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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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空谈道德而不遵守规则不仅不能提高社会道德水

平，反而还会滋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滑头市侩和媚骨

奴才。他们冠冕堂皇、高谈阔论、歌功颂德、自欺欺人

的假面具掩盖不了贪赃枉法以潜规则劫色劫财的丑恶

嘴脸。因此，完善法律法规使其全面、准确、易定性、好

量化并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才能使有道德

的正常生活秩序和人民权益得到维护，使放任自流的

无作为和有恃无恐的胡作非为受到管控，使权权交易、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以制止。

在社会权力有效运行的同时，权力本身和行使权

力的主体自身也必须受到制约。历史证明，那些高高

在上、金口玉言、行宫遍布、劳民伤财、专制独裁的帝王

少有不荒淫无度的。如基辛格所言：“权力是最好的

春药”。无论哪个级别官员，当个人权力胆敢凌驾于

法律之上时，就会出现唱红歌的黑心、黑手、黑钱、黑

吃、黑打的败类。英国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

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

封建主义官本位的权力至上价值观，加强纪检监察工

作和民主监督，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确保和体现

人民的主人公地位，是治庸问责、反腐倡廉、扫黄打非、

防止精神污染的关键措施，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

能制止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捍卫公平、正义、尊严，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参考文献

［１］　王效道．心理卫生．杭州：浙江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　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　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　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神话．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３］

《中国医药科学》杂志征订启事

《中国医药科学》杂志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和二十一世纪联合创

新（北京）医药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综合性医药科技期刊，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６００６／Ｒ，国际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０６１６，邮发代号：８２－５１９。现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全文检索系统、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ＣＭＣＣ和ＣＭＣＩ全文收录，系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脱订者可直接通过发行部订阅。每月出版２期，每期定价２０元，订阅全年２４期优

惠价３６０元。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设有封面人物、业界关注、专家论坛、基础医学、药物研究、论著、综述、药理与
毒理、临床研究、药物与临床、影像与介入、麻醉与镇痛、医学检验、临床病理、中医中药、医药教育、经营管理等栏

目。内容涉及国内外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者在医药科研领域中所取得的新理论、新成果、新经验、新技术、

新方法。欢迎内科、外科、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眼科、麻醉科、皮肤科和妇产科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临床和护

理人员订阅与投稿。本刊为半月刊，稿件容量大、审稿专家多、编辑效率高、处理稿件快和发稿周期短。根据全国

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本刊发表论文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学分。凭订阅单复印件投稿，同等条件优先录用。欢迎各医药单位、院校、厂家刊登产品和广告。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４０２号楼１００４室 《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社发行部
邮　编：１００１２４
电　话：０１０－５９６９３８７０－８０１７
传　真：０１０－５９６９３８４８
联系人：

"

红宇

联系信箱：ｚｇｙｙｋｘｈｒｄ＠１６３．ｃｏｍ
网　址：ｗｗｗ．ｚｇｙｙｋｘ．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