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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几丁糖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临床效果的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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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医用几丁糖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来

我院就诊治疗的８４例输卵管梗阻性不孕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４２例患者仅采用宫、腹腔镜治疗；观察

组４２例则采用宫、腹腔镜手术联合应用医用几丁糖的治疗方案，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输卵管再通率及术后半年内妊娠

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输卵管再通率为９５２％，远高于对照组７６２％的输卵管再通率；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半

年内妊娠情况也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医用几丁糖可以有效的防止患者的输卵管发生再次阻塞，有效

的提高患者的妊娠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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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显示，由于输卵管因素导致的女性不孕占
女性不孕总数约１／３［１］。随着当前微创技术的不断发

展，宫、腹腔镜下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成为了当前的

主要治疗方法。它较传统的开腹吻合术具有减少组织

粘连、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加速患者康复的优点［２，３］。

但有学者指出，宫、腹腔镜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患者

分离其粘连组织时会造成新的创面，这给患者发生术

后输卵管再次阻塞留下了隐患［４］。此次实验，我们重

点探讨分析医用几丁糖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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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我院收入治疗的

所有８４例输卵管梗阻性不孕患者，知情同意后根据入

院时间进行１～８４的先后排序，奇数者作为对照组，其

余患者为观察组。对照组４２例患者，年龄２４～４３岁，

平均年龄（３３９±２６）岁，不孕年限１～８年，平均不孕

年限（３２±１４）年；观察组 ４２例患者，年龄 ２５～４３

岁，平均年龄（３４１±２５）岁，不孕年限１～９年，平均

不孕年限（３３±１４）年。所有患者通过子宫输卵管

碘油造影确诊为输卵管梗阻（排除先天生理缺陷、遗

传、免疫、生殖结核等原因所致的不孕），且患者丈夫的

精液检查各项指标正常。

１２ 方　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宫、腹腔镜手术治疗，具体为：患

者取结石位，全身麻醉后进行腹腔镜探查了解患者的

子宫、输卵管情况，对于盆腔有粘连情况的患者首先进

行粘连松解，让患者的子宫、输卵管等处于游离状态。

然后观察患者的输卵管、卵巢等有无异常情况，如输卵

管伞端闭锁、输卵管积水、卵巢脓肿等要分别进行对应

的处理（输卵管伞端成形术、输卵管造口术等）。接着

用美蓝通液来确定患者为输卵管的近端梗阻抑或是远

端梗阻，若患者为近端梗阻，则用扩宫棒扩开宫颈，插

入宫腔镜，找到输卵管口后插入腰麻管，逐渐加入稀释

美蓝液观察输卵管阻塞情况，最后利用外径为３Ｆ的超

滑介入导丝通过反复的进出以进行输卵管疏通（以重

新注入美蓝液无反流为疏通成功指标）［５，６］；若患者为

远端梗阻，则在腹腔镜引导下让超滑导丝进入输卵管

壶腹部，利用导丝分离输卵管伞端，最后撤出导丝注入

美蓝液以判断输卵管疏通情况。观察组患者采用宫、

腹腔镜联合医用几丁糖治疗方案，具体为：以对照组患

者治疗方法为基础，当宫、腹腔镜手术结束后，在宫腔

镜引导下插入腰麻管，缓慢注入医用几丁糖，在推注几

丁糖的同时撤出导管，接着观察腹腔镜下的医用几丁

糖流出情况，若流出顺畅表明手术成功，最后将医用几

丁糖喷洒于组织创伤面上。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此次实验的患者进行术后为期１年的随访，了

解患者的术后输卵管再通率（术后１年内妊娠者为输

卵管通畅者，未妊娠患者则通过输卵管碘油造影进行

观察）及半年内妊娠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此次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数

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怀孕次数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的怀孕次数，发现对照组（孕 ０次

６例，孕１次２６例，孕２次１０例，孕３次０例）和观察

组患者在怀孕次数上（孕０次５例，孕１次２４例，孕

２次１２例，孕３次１例）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输卵管通畅情况比较

通过检查术后患者的妊娠情况及利用碘油子宫输

卵管造影检查了解患者的术后输卵管通畅情况，发现

观察组患者的输卵管术后通畅比例为９５２％，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的７６２％（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内妊娠率

在患者治疗后的随访期间内，统计两组患者治疗

后半年内的妊娠率，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半年妊娠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内妊娠率［ｎ（％）］

组别 例数 宫内妊娠 异位妊娠 未妊娠

对照组 ４２ １６（３８．１） ６（１４．３） １０（２３．８）

观察组 ４２ ２７（６４．３） ０（０．０） １５（３５．７）

χ２ ４．７６５ ４．４８７ ０．９１１

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３４０

３　讨　　论

输卵管是女性在自然受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通

道，女性要是发生输卵管阻塞容易导致不孕，有研究［７］

显示，输卵管性不孕是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约占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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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总数的１／３。

腹腔镜下行输卵管吻合术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

是当前主要的输卵管梗阻性不孕的治疗方法。但是，

腔镜下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会造成新的创面，这让

术后输卵管发生新的粘连存在了严重隐患。有文

献［８－１０］指出，几丁糖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化合物，作

为一种新型的生物材料，它具有抑制纤维细胞生长而

促进上皮细胞生长的功能，同时具有抑制细菌生长的

功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几丁糖可以有效的抑制瘢痕

生成，对局部创面起到润滑和减少组织粘连的效果。

从此次的实验效果来看，采用宫、腹腔镜结合医用几丁

糖治疗输卵管不孕患者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４２例

观察组患者经宫、腹腔镜结合医用几丁糖治疗后输卵

管通畅率高达９５２％，远高于仅采用宫、腹腔镜治疗

的对照组患者输卵管术后再通率的７６２％；而且在治

疗后半年内妊娠率方面，观察组患者也以６４３％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３８１％（Ｐ＜００５）。可见，医用几丁糖

应用于输卵管梗阻性不孕具有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

有学者［１１－１３］提到，几丁糖在人体内易于降解吸收，且

对集体刺激极小，组织抗容性良好，所以不良反应较

小，十分安全可靠。赵波等在其研究中将３６４例输卵

管阻塞性不孕患者随机分为几丁糖组、玻璃酸钠组和

糜蛋白酶组，发现术后３个月内的输卵管通畅率依次

为９１３％、８６７％、４３０％，几丁糖组优势显著。不难

看出，几丁糖对于治疗输卵管梗阻具有十分良好的疗

效，而且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术后妊娠几率。当然，有

学者［１４，１５］指出，利用宫、腹腔镜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

孕时要注意在手术后使用５ｄ左右的抗生素治疗，以防

止感染、避免瘢痕组织的生成。

综上所述，医用几丁糖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具

有十分有效的临床效果，其大幅度的改善了患者的输

卵管通畅性，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术后妊娠几率，而且安

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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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候春林 顾其胜．刘万顺．几丁质与医学．上海：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９－１７３．

［４］　杨丽萍．经宫腔镜输卵管插管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

２７６例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８，２３（１９）：２７５７．

［５］　ＤｉｌｅｇｅＥ，ＣｏｓｋｕｎＨ．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ｅｓｈｉ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ｎｔｒａｌｈｅｍｉ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ｉ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ｕｒｇＴｅｃｈｏｌＩｎｔ，２００７

（１４）：１８５－１９０．

［６］　朱月华，史跃，陈慧萍，等．宫腔镜引导下输卵管插管加

压通液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安徽医药，２０１０，１４（５）：

５４６－５４７．

［７］　ＡｎｓｅｒｉｎｉＰ，ＤｅｌｆｌｎｏＦ，ＦｅｒｒａｉｏｌｏＡ，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ｍｉｎｉ

ｍｉｚｅ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ｅ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

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ｏｒａｌ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ｐｒ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ｆｉｌ，２００８，９０（３）：８４４－８４８．

［８］　吕淑兰，郭小燕，曹缵孙，等．人 β－防御素２与输卵管

梗阻性不孕的关系．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２２）：３５３８

－３５３９．

［９］　赵波，韦多发．几种防粘连剂在输卵管复通术中防治术

后再粘连的对比研究．昆明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７

－６９．

［１０］　徐丽．宫腹腔镜联合 ｃｏｏｋ导丝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

的围手术期护理．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８）：９１８

－９２０．

［１１］　周云保．腹腔镜与宫腔镜联用诊治女性输卵管不孕症

的疗效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１）：３３－３５．

［１２］　楼晓芳，房素萍，林金芳，等．宫腹腔镜联合导丝介入在

输卵管近端梗阻中的应用．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

（４）：３０１－３０３．

［１３］　周贤梅．宫腹腔镜联合诊治输卵管性不孕１０２例疗效观

察．疑难病杂志，２０１０，０９（９）：７１１－７１２．

［１４］　陈惠萍，朱月华，曹卉，等．三种输卵管疏通术治疗输卵

管梗阻性不孕疗效分析．解剖与临床，２０１１，１６（６）：４８５

－４８８．

［１５］　王全利．经宫腔镜注入中药治疗输卵管近端梗阻性不孕

３６例临床研究．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１，０６（１７）：６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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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经闭孔与经耻骨后无张力阴道吊带术治疗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比较

袁秋玮１　陈世福２

１温岭市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２温岭市中医院泌尿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经闭孔与经耻骨后无张力阴道吊带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比较。方法：选择女性压
力性尿失禁患者６８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 ＴＶＴ组和 ＴＶＴ－Ｏ组，分别采用经耻骨后无张力性阴道吊带术
（ＴＶＴ）与经闭孔无张力阴道吊带术（ＴＶＴ－Ｏ）。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中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等。术后３个月常规进行疗效评估。结果：ＴＶＴ－Ｏ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均
明显少于ＴＶＴ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ＴＶＴ－Ｏ组术中未发生并发症，术后发生并发症２例。ＴＶＴ组术中发生膀胱穿
孔１例，术后发生并发症３例。两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０１８，Ｐ＞００５）。结论：
ＴＶＴ－Ｏ和ＴＶＴ两种术式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相当，但前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方面具
有优势。

【关键词】压力性尿失禁；女性；经耻骨后无张力性阴道吊带术；经闭孔无张力阴道吊带术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ＶＴ－ＯａｎｄＴＶ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ＹＵＡＮＱｉｕｗｅｉ１，ＣＨＥＮＳｈｉｆｕ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ｎｌｉｎｇ，Ｔａｉｚｈｏｕ３１７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ｎｌｉｎｇ，Ｔａｉｚｈｏｕ３１７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ｔａｐ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ＴＶＴ－Ｏ）ａｎｄｔｅｎ
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ｔａｐ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ｂｉｓ（ＴＶＴ）ｔｏｔｒｅａｔ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６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Ｖ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ＶＴ－Ｏｇｒｏｕｐ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ＶＴａｎｄＴＶＴ－Ｏ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ＶＴ－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Ｖ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Ｎｏ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ＶＴ－Ｏｇｒｏｕｐ．１ｃａｓｅｏｆｖｅｓ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ＶＴ
ｇｒｏｕｐ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χ２＝０．１８，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ＶＴ－ＯａｎｄＴＶＴ
ｈａｖ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ＴＶＴ－Ｏｈａ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ｖｅｒＴＶＴ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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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Ｆｅｍａｌ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Ｔａｐ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ｂｉｓ（ＴＶＴ）；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ＶａｇｉｎａｌＴａｐ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ＴＶＴ－Ｏ）

　　压力性尿失禁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病，发生率高达
２０％～４０％，严重影响中老年女性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１］。无张力阴道吊带术是近年来开展的治疗压力性

尿失禁的一项技术，以往临床上常采用经耻骨后无张

力性阴道吊带术（ＴＶＴ）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主
要方法之一，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 ＴＶＴ术后膀胱
穿孔、盆腔血肿等并发症较多［２，３］。近年来临床上采

用经闭孔无张力阴道吊带术（ＴＶＴ－Ｏ）具有更简捷微
创化、并发症少等特点，已逐渐在临床推广应用［４］。近

年来我院采用ＴＶＴ－Ｏ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取得
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妇产科
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６８例。
纳入标准：（１）术前诱发试验及膀胱颈抬举试验均阳
性；（２）术前尿动力学检查示逼尿肌反射正常，膀胱顺
应性良好，无剩余尿，Ｐ－Ｑ图示膀胱出口无明显梗阻。
排除标准：其他类型的尿失禁、尿路感染、尿瘘和膀胱

逼尿肌不稳定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ＴＶＴ
组和ＴＶＴ－Ｏ组，分别采用 ＴＶＴ与 ＴＶＴ－Ｏ手术。两
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及临床分级等方面比较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岁）

病程

（年）

临床分级（例）

Ⅰ级 Ⅱ级 Ⅲ级

ＴＶＴ组 ３４ ６４．７±８．１ ７．４±２．１ １０ １６ ８

ＴＶＴ－Ｏ组 ３４ ６５．０±８．３ ７．５±２．０ １２ １５ ７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ＴＶＴ组 采用硬膜外麻醉，取膀胱截石

位，常规留置导尿管并轻轻牵拉，在耻骨联合上缘正中

旁约３ｃｍ处做两 ０５ｃｍ的小切口，后在距尿道口下
２ｃｍ纵行切开阴道前壁作约２０ｃｍ，用弯血管钳分离
尿道旁组织。用ＴＶＴ弧形针经阴道切口沿耻骨后面，
穿过尿生殖隔穿出腹壁，缓缓牵引出 ＴＶＴ网带，网带
与尿道间放置剪刀尖，剪去 ＴＶＴ于皮肤外的部分网带

将其两端置于皮下，用３－０可吸收线缝合阴道前壁黏
膜及腹壁切口。

１２２　ＴＶＴ－Ｏ组：采用硬膜外麻醉，取膀胱截
石位，平尿道外口上方２ｃｍ大腿内侧皮缘外２ｃｍ各作
０５ｃｍ小切口，在距尿道口下２ｃｍ处纵行切开阴道前
壁１５ｃｍ，分离阴道壁与尿道间隙，用薄柄剪紧贴耻骨
降支钝性、锐性向闭孔方向突进，在蝶形导引器引导下

突破闭孔膜，插入带有网带的螺旋状推针器从闭孔穿

出至大腿切口，左右相同。缓缓牵引出网带，剪去于皮

肤外的部分网带将其两端置于皮下，用３－０可吸收线
缝合阴道前壁黏膜及大腿内侧切口。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１　围手术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中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等。

１２　术后疗效评估 术后３个月常规进行疗效
评估，参照文献方法判断疗效［５］，其中治愈是指术后咳

嗽、增加腹压无尿液溢出，且超声检查无剩余尿；显效

是指有术后咳嗽、增加腹压少许尿液溢出但较术前明

显改善者；无效是指术后咳嗽、增加腹压仍不能控制尿

液溢出者。定义临床总有效率包括治愈率和显效率之

和。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ＴＶＴ－Ｏ组患者的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 ＴＶＴ组
（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ＴＶＴ－Ｏ组术中未发生并发
症，术后发生并发症２例，均为大腿根部中度疼痛或不
适，２～３ｄ后患者疼痛症状自然缓解。ＴＶＴ组术中发
生膀胱穿孔１例，予以术后延长留置导尿时间治愈，术
后发生并发症３例，其中排尿困难２例，予以尿道扩张
后明显好转，耻骨上不适１例，未予处理，症状逐渐自
行缓解。两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χ２＝０１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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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术后住院时间 术中术后并发症

ＴＶＴ－Ｏ组 ３４ １８．８±６．９ １２．４±３．６ ３．２±０．７ ２

ＴＶＴ组 ３４ ２７．６±９．１ ３０．９±８．７ ４．１±０．９ ４

ｔ ２．４１ ３．１９ ２．１９ ０．１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ＴＶＴ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术后３个月，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的比较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０２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ＴＶＴ－Ｏ组 ３４ ３０ ３ １ ３３（９７．１）

ＴＶＴ组 ３４ ２７ ４ ３ ３１（９１．２）

３　讨　　论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是因腹压突然增高时尿液非自

主性从尿道溢出的临床征象，主要是由于绝经后雌激

素水平下降、分娩时损伤和阴道前壁手术等原因引起

尿道中段的结缔组织松弛，膀胱压超过尿道压引起尿

道非自主溢出［６，７］。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进展和医用

新材料的开发，尿道下方悬吊带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逐渐在临床使用，其中 ＴＶＴ是目前开展最早、应
用最多的术式，已成为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最常用

的手术之一，具有微创、快捷、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

点。但ＴＶＴ术经耻骨后间隙放置吊带，易损伤膀胱尿
道、肠道造成膀胱穿孔和耻骨后血肿等并发症，其手术

的安全性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质疑，限制了其在临床的

推广应用［８，９］。

ＴＶＴ－Ｏ是在 ＴＶＴ基础上设计了新的穿刺路径，
弧形穿刺针经两侧闭孔的耻骨降支，从闭孔内侧面穿

入从双侧大腿根部穿出，并将吊带悬吊于该穿刺通

路［１０，１１］。穿刺行程中避免了耻骨后间隙的盲目穿刺，

耻骨后间隙、膀胱及膀胱附近的血管，减少了尿道和膀

胱损伤，增加了手术安全性和成功率，且手术效果与

ＴＶＴ相当［１２，１３］。郭凤琴等［１４］研究发现与 ＴＶＴ比较，
ＴＶＴ－Ｏ手术操作简便、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
术中术后并发症较低等优点。陈忠等［１５］研究也发现

ＴＶＴ－Ｏ较ＴＶＴ更为简单，手术创伤更小，手术并发症
轻，是一种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安全有效的方法。

本研究结果发现 ＴＶＴ－Ｏ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 ＴＶＴ组，两组术中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术后３个
月，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提示ＴＶＴ－Ｏ和ＴＶＴ两种术式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的疗效相当，但前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

院时间方面具有优势。ＴＶＴ－Ｏ的手术原理与 ＴＶＴ基
本相同，但由于其选择的穿刺路径为经闭孔，基本排除

了损伤膀胱、闭孔神经、闭孔血管或髂血管的可能，而

且经闭孔路径置入的吊带方向与垂直和水平面各成

４５°角，角度较平缓，更符合女性耻骨尿道韧带的位置，
疗效更稳定。但由于此ＴＶＴ－Ｏ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的应用时间尚短，远期疗效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总之，ＴＶＴ－Ｏ和 ＴＶＴ两种术式治疗女性压力性
尿失禁的疗效相当，但前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

术后住院时间方面具有优势，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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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对再次妊娠分娩并发症影响的对照研究

叶　晨１　曲王雷２　叶香月３

１鹿城区计划生育指导站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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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初次怀孕妇女在人工流产与药物流产后对再次妊娠分娩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对３１８例有单纯人工流产史与３５９例有药物流产、无清宫史的初孕妇女在再次妊娠分娩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妊娠期并发症先兆流产的发生率人工流产组高于药物流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前置胎盘、胎盘
早剥、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和过期妊娠的发生率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分娩期并发症人工流产组产后出血的
发生率高于药物流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胎盘残留、胎盘粘连、胎膜早破和胎儿窘迫的发生率两组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妊娠结局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就先兆流产、产后出血两点从远期安
全性来看，药物流产优于人工流产。流产作为终止非意愿妊娠及病理妊娠的一种手段，对女性身体伤害常常是远期的。

为了避免非意愿妊娠，减少流产，育龄妇女一是要坚持避孕，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和可靠的避孕方法，并珍视自己

的第一次怀孕。

【关键词】人工流产；药物流产；初孕；妊娠期并发症；分娩期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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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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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ｄｒｕ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ｄｏｅ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ｈａｒｍｔｏ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ｖｏｉｄ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ｏｆｃｈｉｌ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ａｒ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ｕ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ｏｏｓ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ｆ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Ｗｏｍ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ｉｒｆｉｒｓ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ｒ

　　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作为终止早期妊娠的两种方
法，近年来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因其方法简便、安

全、高效，在其各自适应的人群中有较高的可接受

性［１，２］，是避孕失败的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近年来，

流产的并发症报道较多，但对初孕妇女流产后对再次

妊娠的影响报道较少。本文对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于我院分娩的只有１次流产史的初产妇６７６例
通过回顾性研究调查，探讨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对再

次妊娠分娩并发症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于我院分娩的

只有１次流产史的初产妇６７６例，年龄２１～３６岁（平
均年龄２６４岁），其中有药物流产史３５８例（药物流产
后无清宫史），单纯人工流产史３１８例。
１２　方　法
根据第一次妊娠终止的方法，将６７６例初产妇分

为（１）人工流产组（孕周在１０周以内）：采用电负压吸
引术，再次妊娠间隔为（２１±１８）年。（２）药物流产
组（孕周７周以内）：再次妊娠间隔为（２３±２１）年，
口服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片终止妊娠（米非司酮

２５ｍｇｑ１２ｈ，口服３ｄ，第４ｄ清晨空腹服用米索前列醇
片６００μｇ，服药后２ｈ空腹，服药后孕囊完全排出，未再
行清宫术）。根据产前检查及住院分娩记录比较药物

流产与人工流产组在妊娠期及分娩期出现的并发症的

发生率。

１３　诊断标准
按《妇产科学》（第６版）［３］，人工流产适应症：妊

娠１４周以内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症者，患有心脏
病、心力衰竭史等疾病不宜继续妊娠者。人工流产禁

忌症：生殖道炎症、盆腔炎、各种急性病或急性传染病、

心力衰竭、高血压伴有自觉症状、结核病急性期、高热、

严重贫血等，手术当日两次体温在３７５℃以上者。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娠适应症，详见

《妇产科学》（６版）。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χ２或校正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

性。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组孕妇间年龄、职业分布、文化程度、分娩孕周、

分娩方式及再次妊娠间隔时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情况
妊娠期并发症先兆流产的发生率：人工流产组高

于药物流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前
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以下简称胎盘早剥）、妊娠高

血压等疾病和过期妊娠的发生率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情况

分组
先兆流产

例数（ｎ） 比例（％）

前置胎盘

例数（ｎ） 比例（％）

胎盘早剥

例数（ｎ） 比例（％）

妊高征

例数（ｎ） 比例（％）

过期妊娠

例数（ｎ） 比例（％）

人流组（ｎ＝３１８） ４０ １２．６ １２ ３．８ ０ ０ １３ ４．１ ５ １．６

药流组（ｎ＝３５８） １４ ４．０ ７ ２．０ ０ ０ １２ ３．４ ５ 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孕妇分娩期并发症情况
分娩期并发症人工流产组产后出血的发生率高于

药物流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胎盘

粘连、胎盘残留、胎膜早破和胎儿窘迫的发生率两组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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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孕妇分娩期并发症情况

分组
产后出血

例数（ｎ） 比例（％）

胎盘粘连

例数（ｎ） 比例（％）

胎盘残留

例数（ｎ） 比例（％）

胎膜早破

例数（ｎ） 比例（％）

胎儿窘迫

例数（ｎ） 比例（％）

人流组（ｎ＝３１８） ２９ ９．１ １３ ４．１ １４ ４．４ ２６ ８．２ １４ ４．４

药流组（ｎ＝３５８） １７ ４．７ １０ ２．８ １１ ３．１ ２４ ６．７ １３ ４．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
通过分析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发现，人工流产组

孕妇早产、剖宫产、死胎和低体重儿的发生率与药物流

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

分组
早产

例数（ｎ） 比例（％）

剖宫产

例数（ｎ） 比例（％）

死胎

例数（ｎ） 比例（％）

低体重儿

例数（ｎ） 比例（％）

人流组（ｎ＝３１８） ６ １．９ ６５ ２０．４ １ ０．３ ２ ０．６

药流组（ｎ＝３５８） ６ １．７ ７０ １９．５ ０ ０ ３ ０．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最近几年我国和本市的人工流产率逐年上升，特

别是多次无痛人工流产率显著升高［４］。人工流产与药

物流产作为终止妊娠的方式，近年来已广泛应用，目前

已成为威胁我国育龄妇女健康的突出问题［５，６］。从人

体生理与解剖来看，孕育胎儿的子宫腔与阴道仅以子

宫颈相隔，子宫颈平时紧闭，可以有效地防止细菌侵

入，以保证孕期胎儿有一个理想的生长环境［７，８］。人

工流产必须先经过金属器械扩开紧闭的宫颈后，带负

压的吸引管才能进入宫腔内将植入子宫内膜的幼小的

胚芽吸出［９，１０］。由此可见，即使操作本身不失误，也可

能引起子宫颈口松驰及内膜创伤。若操作不当破坏子

宫及宫颈内膜的基底层，甚至肌层，易发生宫颈、宫腔

黏连［１１］；同时由于上行性感染等原因，使部分或全部

底蜕膜发育不良，影响受精卵着床、生长发育，导致流

产率高［１２］。同时影响再次妊娠胎盘的种植和发生胎

盘血液循环障碍，致胎盘残留、粘连甚至植入，导致胎

盘剥离困难，造成产后出血［１３］。而药物流产减少了对

子宫内膜的直接损伤，同时减少了感染机会，从而减少

了先兆流产、产后出血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提示，药物

流产后再次妊娠先兆流产、产后出血的发生率明显低

于人工流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Ｐｕｇｅｎｂｒｏｃｋ［１４］认为，人工流产后可以使妊娠胚胎

发生自身衰竭而导致流产。这说明就先兆流产、产后

出血两点从远期安全性来看，药物流产优于人工流产。

但药物流产存在着药物吸收与代谢的个体差异，以及

孕妇β－ＨＣＧ与孕酮分泌量的不同［１５］，影响绒毛及蜕

膜剥离的速度及完整性，从而引起药物流产阴道流血

时间长短不一，子宫内膜复旧欠佳，影响再次妊娠、分

娩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提示，药物流产后再次

妊娠的妊娠期、分娩期的发生率及妊娠结局与人工流

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可能由于随
着人们对生殖健康的认识逐步提高、严格控制手术适

应症、控制负压吸引的压力、轻柔操作、微管技术的开

展、避免反复搔刮子宫内膜及损伤基底层，以及广大育

龄妇女医学知识的普及，注意流产后生理卫生，使子宫

内膜面免受细菌的侵入，使造成损伤、感染的机会减

少。本文只研究药物流产后未行清宫的初孕妇女，而

药流不全或失败行清宫术与直接人工流产对再次妊

娠、分娩的影响是否一致还待进一步研究。

流产作为终止非意愿妊娠及病理妊娠的一种手段，对

女性身体伤害常常是远期的。为了避免非意愿的妊娠，减

少流产，育龄妇女一是要坚持避孕，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使

用的和可靠的避孕方法，并珍视自己的第一次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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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性功能障碍导致不育的助孕治疗分析

刘容菊　李志凌△　林　虹　吴晓燕　秦占停　肖婉芬　王玉莲　郑银芳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３１

【摘　要】目的：了解男性性功能障碍不育患者的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治疗状况。方法：选择近４年在我院因男性性
功能障碍进行ＩＵＩ和ＩＶＦ－ＥＴ或ＩＣＳＩ治疗的１８对不孕症夫妇做研究对象，统计他们的不孕因素、周期妊娠率和累积妊
娠率。结果：ＩＵＩ的周期妊娠率为 １８２％，累积妊娠率为 ４７１％；ＩＶＦ／ＩＣＳＩ的周期妊娠率为 ６００％，累积妊娠率为
７５０％。总体上，平均每对夫妇经历２７周期的助孕治疗，获得累积临床妊娠率６１１％。结论：辅助生殖技术是解决性
功能障碍患者的生育问题的快捷有效方法。

【关键词】男性性功能障碍；不育；宫腔内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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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ｈｏｃａｍｅ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ＵＩ），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ｏｒ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Ｗ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ＵＩ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８．２％．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
４７．１％．ＴｈｅＩＶＦ／ＩＣＳＩ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０．０％．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５．０％．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ｌｃｏｕｐｌｅ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６１％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２．７ｃｙｃｌｅｓ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男性性功能障碍是一个常见病，发病率约占成年
男性的１０％［１］。射精障碍包括射精过快（早泄）、射精

延迟、性交不射精、逆行射精（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射精痛等［２，４］。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Ｄ）指性交时阴茎勃起硬度不足于插入阴道或性
爱维持时间不足于完成满意的性生活，发生重度勃起

功能障碍时，常持续反复地完全或绝大多数不能完成

性生活，治疗效果不佳，常引起严重精神、心理压抑和

焦虑等症状［３］。性交不射精、逆行射精和勃起功能障

碍不能完成阴道内射精［２］，均可能导致不能生育。本

文总结了因为性功能障碍导致不孕夫妇的辅助生殖技

术助孕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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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我

院因男性性功能障碍进行宫腔内人工授精（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
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ＵＩ）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或卵胞浆内单
精子注射（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治疗
的全部共１８对不孕症夫妇。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断
由泌尿外科或男科医生核实。检查排除性传播疾病和

其它妊娠禁忌症。

１２　ＩＵＩ治疗
（１）自然周期或促排卵周期，经阴道 Ｂ超监测卵

泡发育、内膜情况，尿排卵试纸条检测 ＬＨ峰值出现时
间，达标后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于 ＨＣＧ注射后 ２
～３６ｈ进行一次 ＩＵＩ，于 ＨＣＧ注射３６～４８ｈＢ超了解
是否排卵，排卵后按本中心常规行黄体支持及妊娠监

测，排卵后４～５周Ｂ超见孕囊为临床妊娠［５］。（２）取
精：逆行射精患者 ＩＵＩ前晚１０点口服小苏打片１ｇ，以
碱化尿液。授精日，一次性口服小苏打片３ｇ，并嘱患
者多喝水，１ｈ后每３０ｍｉｎ用精密ｐＨ试纸条测试患者
尿液酸碱度，必要时加服小苏打片２ｇ，直至尿液呈碱
性为止。嘱患者排净小便，手淫取精，当有性快感及高

潮但无精液射出时，立即排小便于一次性无毒无菌取

精杯内［６］。勃起功能障碍采用手淫取精。２例不射精
仅为阴道内不射精，可手淫射精。

１３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
（１）鲜胚周期：采用长方案降调节方案（长方案、

改良超长方案或经典超长方案）超排卵，确定达到调节

标准后应用促性腺激素，启动剂量根据患者年龄、体

重、既往卵巢反应而确定，并根据卵泡发育情况调整剂

量，当至少有一个优势卵泡直径达１８ｍｍ时，注射ＨＣＧ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ＩＵ，３６ｈ后取卵，行常规ＩＶＦ或ＩＣＳＩ。取卵
后７２ｈ选取２～３个优质胚胎移植，移植后黄体酮肌注
或雪诺酮纳阴，维持黄体。具有 ＯＨＳＳ高危因素以及
其他不利移植因素的患者，予全部胚胎冻存。（２）冻
胚周期：自然周期或促排卵周期监测排卵，血 ＬＨ峰值
出现后４ｄ或注射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后４ｄ行冻胚移植。激
素替代周期待子宫内膜和血雌激素水平达标后，使用

黄体酮４ｄ后行冻胚移植。移植后肌注黄体酮或雪诺
酮纳阴，维持黄体功能，激素替代周期需加强黄体支

持。（３）取精方法：逆行射精和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取

精过程同前。

１４　数据分析
本研究调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录

入和进行均值分析。

２　结　　果

总共１８例患者进行了４９个周期的辅助生殖技术
助孕治疗，平均每对夫妇经历２７周期的助孕治疗，总
的累积临床妊娠率６１１％。同期我科ＩＵＩ周期妊娠率
为１１５％。其它数据见表１、表２。

表１　１８例男性性功能障碍夫妇的不孕因素

不孕因素 ＩＵＩ（ｎ） ＩＶＦ／ＩＣＳＩ（ｎ）

ＥＤ ９ ２

ＲＥ ６ １

不射精 ２ １

合并中重度少弱畸精症 ２ ２

合并女方因素 ８ ３

表２　４９周期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治疗情况

治疗方式 ＩＵＩ ＩＶＦ／ＩＣＳＩ

男方年龄（岁） ３２．３±６．５ ３５．２±７．６

女方年龄（岁） ３０．５±５．１ ３３．８±６．９

病例数 １７ ４※※

周期数 ４４ ５

平均治疗周期数 ２．６ １．３

临床妊娠（例） ８ ３

周期成功率（％） １８．２ ６０．０

累积妊娠率（％） ４７．１ ７５．０

　　注：※※其中１例经ＩＵＩ治疗成功分娩后，继续行 ＩＵＩ治疗４周期不

成功，转ＩＶＦ治疗１周期后临床妊娠。２例 ＩＵＩ治疗不成功转 ＩＶＦ（ＩＣ

ＳＩ）治疗

３　讨　　论

３１　解决生育问题应该是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
中的一部分

男性性功能障碍中，勃起功能障碍、逆行射精、不

射精是辅助生殖助孕治疗中常见的原因。燕群峰等［７］

报道，这些占门诊就诊不孕患者的３６％，与我们观察
到的情况相似。检查中，需要排除其他原因，如染色体

疾病克氏综合征，夫妻双方由于性知识缺乏不懂性生

活，以及男方性取向问题不愿与妻子性生活等。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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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的规范治疗，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讲，难以获取；

即便规范治疗，可能治疗时间漫长，仍然可能面对治疗

失败的可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生育后代是关系家

族荣誉的重要事情，性功能障碍这一病因，使得患者夫

妻难以启齿，心理压力很大，若能治疗怀孕，将能明显

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增强家庭稳定和夫妻感情，还会

有助于患者性功能的恢复。故而不孕的治疗，应该作

为性功能障碍的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优先进

行。

３２　本研究中总体助孕成功率高
从本小样本量研究中可以了解到，性功能障碍患

者夫妇总体助孕成功率较高。平均经历２６个周期的
ＩＵＩ治疗，便获得了１８２％的周期妊娠率，４７１％的累
积临床妊娠率，高于同期我科 ＩＵＩ平均周期妊娠率。
国内其它文献也报道了性功能障碍ＩＵＩ治疗比较高的
成功率，孙婧等［８］曾报道过５例性功能障碍患者 ＩＵＩ
治疗的周期妊娠率为 １５６３％，高于其同期总体
１１９４％的 ＩＵＩ妊娠率；王新果等［９］报道３０例逆行射
精患者ＩＵＩ治疗累积成功率为 ３３３３％，但低于王蕾
等［１０］报道的３０７７％供精人工授精临床妊娠率。在我
们的患者中，若那些经历过１～２周期治疗失败的患者
能坚持治疗，获得妊娠的几率仍然较大。女方年龄越

大，卵巢功能越差，合并出现其它不孕因素的机会就越

多，当女方年龄大于 ３５周岁，助孕成功率明显下
降［１１］，夫妇双方为此将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费用，明显

会影响到夫妻感情和夫妻生活，可能使得男方性功能

障碍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同时，随着不孕症治疗时间

的延长和治疗难度的增加，不孕治疗夫妇心理压力大，

性生活可能就成为了单纯的任务和负担，则进一步恶

化性生活质量［１２］。故而，若夫妻有生育后代的计划

时，可适当尽早进行辅助生殖助孕治疗。

３３　需警惕取精困难发生
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多敏感，往往合并取精困

难，需预防取精失败。助孕治疗取精时，不推荐采用性

交中断法，因其可能导致第一部分活力较好的精子丢

失。可改善取精环境，取精室布置隐蔽安静干净整洁，

适当使用图片或影音资料刺激，可提高取精成功率，减

少取精时间。必要时在周期前冷冻精液预防取卵当天

取精失败。若其他办法不能取到精子，也能进行附睾

或睾丸手术取精。因为手术取精的潜在损伤，对于性

功能障碍患者要尽量避免手术取精，仍然先考虑改善

取精环境，必要时配合药物，或者提前冷冻精子［１３］。

本研究中，未有因性功能障碍需手术取精的患者，但是

在ＩＶＦ治疗中，我们都会充分告知各种取精方法都有
可能失败和实施手术取精的可能，让患者有心理准备。

３４　ＩＵＩ和ＩＶＦ的选择问题
ＩＵＩ治疗优选处理后的前向运动精子数量大于

５００万条成功率才不会过低［１４，１５］，多数勃起功能障碍、

不射精和部分逆行射精患者，经手淫取精后，精液经过

优选处理后能达到ＩＵＩ的要求。累积３～４周期ＩＵＩ治
疗不能妊娠，或合并女方有ＩＶＦ指征，可酌情转为 ＩＶＦ
治疗。手淫取出的精子质量较差，或者部分手淫不能

取精需要借助手术取精的，需行 ＩＶＦ治疗，包括 ＩＣＳＩ
治疗。本研究中，除１例逆行射精精子数量极少的患
者直接进行ＩＣＳＩ治疗外，其它均经历过 ＩＵＩ治疗，４对
夫妇进行了５周期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３对获得妊娠，１对
仍然继续治疗。进入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的样本量少，成功
率不具有说服力，但是这一类患者如果不合并其它不

孕因素，治疗成功率通常比较高。不孕症的治疗需遵

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ＩＵＩ治疗因损伤小，费用低，技
术相对简单，应该是性功能障碍患者的首选治疗。

总之，提高性功能障碍合并不育夫妇的生活质量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先治疗性功能障碍或先治疗不孕

症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患者夫妇的实际情况和意愿进

行安排。辅助生殖技术是解决性功能障碍患者的生育

问题的快捷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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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１４８例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随访研究

韩小玲１ 匡军秀２

１武汉市江夏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２００
２湖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目的：探讨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状况。方法：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于我院因妇科
良性疾病行全子宫切除术的１４８例患者进行随访调查，包括妇科检查及性生活质量问卷调查。结果：１４８例患者为子宫
全切术后６～７年，其中１１１例术后仍有性生活，其性生活质量问卷总分平均为（１２８７±１９２）分；性生活质量问卷总分
与患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ｒ＝０４１３，Ｐ＜００５），而与患者的年龄、学历、婚龄及阴道长度无明显相关性
（Ｐ＞００５）。结论：子宫全切术对患者性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影响，患者性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呈正相关，经济收入水平较
高者性生活质量较高。

【关键词】子宫全切术；性生活质量；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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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ａｙｈａ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ｃｏｍｅ

　　目前子宫切除术是治疗子宫良性疾病的主要治疗
方法［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

的延长，性功能、婚姻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２］。本

文采用性生活质量问卷调查１４８例子宫全切除术后患
者的性生活质量，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于我院因
妇科良性疾病行全子宫切除术的１４８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年龄４３～７８岁，平均（５４７±８１）岁；妊娠次数
１～６次，平均（２５±１８）次；术前已绝经者１９例，绝
经年龄４７～５３岁，平均（５１２±２６）岁。１４８例中，行
开腹子宫全切除术５２例，行开腹子宫全切除术＋单侧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 ·１７　　　·

附件／肿块切除术３３例，开腹行子宫全切除术 ＋双侧
附件切除术１２例；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全切除术＋
单侧附件肿块剥除术３１例，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全
切除术＋双侧附件肿块剥除术２０例。术前诊断：子宫
肌瘤１０４例，子宫腺肌症３１例，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药物治疗无效１３例，并经术后病理活检证实。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入选标准 ①术前子宫肌瘤、子宫腺肌

症及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等疾病诊断符合《妇产科

学》（第７版）［３］；②子宫全切术后引导后壁保留长约
１０～１２ｃｍ；③患者与其性伴侣为合法夫妻，夫妻关系
良好，术前性生活正常、无性功能障碍；④排除阴道炎、
恶性肿瘤性疾病、严重并发症及文盲。

１２２ 研究方法 对 １４８例患者进行随访调
查，包括门诊普通妇科检查及性生活现状调查。根据

乐杰主编的《妇产科学》（第７版）及参考文献，自制性
生活质量问卷，包括性反应、疼痛与情绪、性态度、性交

流及调适、性满意度及性体像等６个方面，共３８个条
目，每条目有 ５个答案，评分为 １～５分，总分为 １９０
分，问卷总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对有性生活

患者的性生活现状调查采用性生活质量问卷进行问卷

调查。同时调查患者年龄、婚龄、学历、阴道长度、经济

收入等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数据统计软件包行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或 Ｍ（最小值、最大值）表
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性生活状况

子宫全切除术后 ６～７年间，无性生活者 ３７例
（２５％）；性生活的频率 ＜１次／月者 ５７例（３８５％）。
１１１例术后有性生活的患者中，根据性生活质量问卷
评分比较，５４例（３６５％）术后性生活质量与术前比较
无明显差异，４８例（３２４％）术后性生活质量较术前有
所提高，性欲有所增强；９例诉术后性生活质量和性欲
均较前下降。

２２ 性生活问卷结果

对１１１例患者采用性生活质量问卷调查性生活现
状，其中８２例（７３９％）满意目前的性生活质量，能从
性生活中体验到性愉悦及满足感；５９例（５３２％）可和
性伴侣有效地沟通、交流性问题，配合较默契；５７例

（５１４％）对性生活存在不同程度的反感、厌恶、恐惧、
焦虑等负面情绪或性交痛；７１例（６４０％）对性唤起情
况较满意，且可达到润滑状态，性生活顺利；６２例
（５５９％）能正确认识自慰，无负罪感，且可体验到自
慰所带来的性满足及快感；６３例（５６８％）满意自身的
体像，认为自己的体像对性伴侣有足够吸引力。性生

活质量问卷调查得分见表１。

表１　１４８例患者性生活质量问卷得分结果

项目 得分 ９５％ＣＩ

性反应 １８．４±３．６ １６．５４～１９．３７

疼痛与情绪 ３０．１±４．５ ２７．９１～３０．８５

性态度 １４．５±２．９ １３．８２～１５．８２

性交流及调适 １８．１±５．１ １６．３４～２０．８８

性满意度 ３７．５±５．８ ３４．８９～３９．５６

性体像 １０．１±１．９ ９．１７～１０．８３

总分 １２８．７±１９．２ １１９．９７～１３５．００

２３ 性生活质量与各个因素间的相关性

分别将对１１１例术后有性生活患者的年龄、婚龄、
学历、阴道长度及经济收入与性生活质量问卷得分结

果进行相关性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性生活质量问卷总
分与患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ｒ＝０４１３，Ｐ＝
００１２），而与患者的年龄、学历、婚龄及阴道长度无明
显相关性。见表２。

表２ 性生活质量与各个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ｒ值 Ｐ值

经济收入 ０．４１３ ０．０１２

年龄 ０．０４１ ０．２４３

学历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５

婚龄 ０．２７３ ０．０８７

阴道长度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７

３　讨　　论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

免使生活及工作节奏加快，导致女性内分泌不稳定，再

加上计划生育手术的增加，使子宫疾患呈逐年上升趋

势［４］，多数子宫病变常采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５］。

女性内分泌的主要器官为卵巢，子宫全切术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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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卵巢，但仍有部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较术前有所

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６］。人类性欲十分复杂，受生

理及心理多种因素的影响［７］：生理上，术中切除子宫时

切断了子宫动静脉卵巢支，导致卵巢血供减少，造成卵

巢内的优势卵泡显著减少，体内雌激素及孕酮等激素

水平降低，故性欲下降。而子宫不仅是一个受激素作

用的靶器官，也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子宫有

分泌激素、酶和细胞因子的作用［８］。另外，宫颈周围有

重要的感觉神经［９］，子宫全切除术切除了宫颈，使宫颈

的感觉及润滑作用丧失，并破坏阴道的解剖学完整性，

均可能增加性生活时的不适感［１０］；心理上，子宫全切

除术后患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普遍认为切除

子宫就失去了女性特征，有文献报道［１１］，全子宫切除

术后９８６％患者及其家属认为会影响性生活，对性
生活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焦虑甚至恐惧的心理，担

心术后性生活受影响而导致家庭不和睦［１２］。但不同

文献的结果不尽一致。Ｒｏｕｓｓｉｓ及 Ｚｏｂｂｅ的研究［１３，１４］

均表明子宫切除术未对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本文

研究结果表明，１４８例子宫全切除术患者术后 ６～７
年中，１／４患者无性生活，约 ３／４患者（１１１例）术后
仍有性生活的患者中，７３９％对目前性生活质量满
意，而有接近一半患者对性生活存在不同程度的反

感、厌恶、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有性交痛，与

文献报道［１５］相吻合。

子宫全切除术对女性性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与女性

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而心理特征又与年龄和文化水平

相关。有报道称年龄、学历、经济收入水平、性态度等

因素可影响女性的性生活质量［１６］，如年龄较轻者对此

手术的认知度较少，文化水平低者对手术存在疑惑又

不能很好地与医生沟通，均可能影响患者术后的性生

活质量。本文对１１１例术后有性生活患者的年龄、婚
龄、学历、阴道长度及经济收入与性生活质量问卷得分

结果进行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生活质量问卷总

分与患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Ｐ＜００５），提示
患者经济收入较高者其性生活质量越高，但性生活质

量问卷得分与患者的年龄、学历、婚龄及阴道长度无明

显相关性（Ｐ＞００５）。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子宫全切术对患者

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应得到医生的重视，对手术患

者及其配偶于围手术期采取心理干预不失为一种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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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安定联合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应用

在塞阴无痛人流术中的效果分析

周爱君

嵊州市甘霖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４６２

【摘　要】目的：探究安定联合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塞阴无痛人流术的运用。方法：对我院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５２例自愿流产孕妇进行无痛人流术，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将其分为观察组（ｎ＝２６）和对照组（ｎ＝
２６），前者接受安定联合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进行塞阴镇痛，后者仅接受安定联合杜冷丁进行镇痛，对比两组孕妇手
术情况、镇痛效果、宫颈软化程度及人流综合征（ＲＡＡＳ）出现情况。结果：观察组镇痛显效２５例，有效１例，总有效率
１０００％；对照组镇痛显效４例，有效９例，总有效率５００％；观察组镇痛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术中宫颈软
化度显效２１例，有效５例，总有效率１０００％；对照组显效６例，有效１８例，总有效率９２３％；两组孕妇总有效率无明显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术中未见ＲＡＡＳ并发症，对照组术中出现１２例ＲＡＡＳ并
发症，并发症发生率４６２％，观察组ＲＡＡＳ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７４３，Ｐ＜００５）。观察组术中失血量（１０６±
１９）ｍＬ，对照组为（１４３±２５）ｍＬ，观察组术中失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ｔ＝８０３９，Ｐ＜００５）。结论：安定联合杜冷丁能
够明显软化孕妇宫颈，降低手术流产难度，而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塞阴无痛人流术能够抵抗麻醉药物肌松作用，收缩子宫，

降低术中疼痛及出血量，是一种安全、高效、理想的联合用药方法，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安定；杜冷丁；米索前列醇；塞阴；无痛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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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ｔａｂｌｅｔｓｐｌｕｇＹｉｎｃａｎｒｅｓｉｓｔ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ｍｕｓｃｌ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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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ａｌｉｕｍ；Ｐｅｔｈｉｄｉｎｅ；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ＰｌｕｇＹｉ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性观念的不断开放，初
次性生活的年龄不断降低，随之而来的是避孕失败、早

孕等现象屡见不鲜［１］。人工流产术是一种于避孕失败

后的补救措施，过往人流较少采用镇痛措施，流产时孕

妇多出现剧烈疼痛，并伴发血压下降、面色苍白、心律

失常等人流综合征（ＲＡＡＳ），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孕
妇选择无痛人流，但部分镇痛药物多存在恶心、呕吐等

不良反应，严重者会导致不孕［２］，而选择镇痛及安全性

良好的药物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为探究安定联合

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塞阴无痛人流术的运用，我

院对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５２例自愿
流产孕妇进行无痛人流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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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５２

例自愿流产孕妇进行无痛人流术，年龄１７～２３岁，平均
年龄（２１５±２９）岁，孕周６～１１周，平均孕周（８３±
４６）周，均为初次怀孕，且无手术、药物禁忌症及严重
脏器官疾病。在孕妇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按照随机数字

表进行分组，观察组２６例，术前接受安定联合杜冷丁
配伍米索前列醇片进行塞阴镇痛；对照组２６例，术前
仅接受安定联合杜冷丁进行镇痛。两组孕妇年龄、孕

周、孕次等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性（Ｐ＞００５），本临
床研究具有可比性。

１２　操作方法
对照组孕妇术前１ｈ注射地西泮注射液（国药准

字Ｈ１２０２０９５７，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生产）２ｍｌ×
１０ｍｇ及杜冷丁（盐酸哌替啶片，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０７０４，
浙江青海制药厂生产）２ｍｌ×１００ｍｇ；观察组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于阴道后穹窿放置米索前列醇（国药准字

Ｈ１２０６０４，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０２ｍｇ×３，镇痛显效后行无痛人流术。手术由我院妇
科专业医师操作，术中采用扩宫棒扩张宫颈，吸宫负压

３５０～４５０ｍｍＨｇ［３］。
１３　观察指标
（１）对两组孕妇术中镇痛效果按照语言等级评定

量表判定［４］：０级：无明显痛感，可存在腰腹酸胀等轻
微不适感；Ｉ级：存在轻度腰腹酸胀，可耐受，无汗或少
量出汗；ＩＩ级：出现明显腰腹疼痛，可耐受，出汗，伴呼
吸急促；ＩＩＩ级：出现剧烈腰腹疼痛，不可耐受，喊叫，焦
躁。镇痛效果０～Ｉ级评定为显效，ＩＩ级为有效，ＩＩＩ级
为无效，总有效率记为显效率及有效率之和；（２）对两
组孕妇术中宫颈软化度进行对比：显效：６号扩宫棒可
顺利通过；有效：５号扩宫棒可顺利通过；无效：需依次
扩宫至通过５号扩宫棒，总有效率记为显效率及有效
率之和；（３）按照《妇产科学》（７版）诊断标准［５］判定

两组孕妇术中 ＲＡＡＳ出现情况，并记录两组孕妇手术
出血情况。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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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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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痛效果
观察组镇痛显效 ２５例，有效 １例，总有效率

１０００％；对照组镇痛显效 ４例，有效 ９例，总有效率
５００％，观察组镇痛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镇痛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２６ ２５（９６．２） １（３．８） ０（０．０） ２６（１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６ ４（１５．４） ９（３４．６） １３（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χ２ １５．７１６ １０．９５８ １３．７３４ １４．６６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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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宫颈软化度
观察组术中宫颈软化度显效２１例，有效５例，总

有效率１０００％，对照组显效６例，有效１８例，总有效
率９２３％，两组孕妇总有效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术中宫颈软化度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２６ ２１（８０．８） ５（１９．２） ０（０．０） ２６（１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６ ６（２３．１） １８（６９．２） ２（７．７） ２４（９２．３）

χ２ ５．１７４ ８．３３９ ０．１３６ １．０５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手术情况
观察组术中未见 ＲＡＡＳ并发症，对照组术中出现

１２例 ＲＡＡＳ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 ４６２％，观察组
ＲＡＡＳ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７４３，Ｐ＜００５）；
观察组术中失血量（１０６±１９）ｍＬ，对照组为（１４３±
２５）ｍＬ，观察组术中失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ｔ＝
８０３９，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人工流产是一种终止妊娠的手段，一般应用于孕

妇非意愿怀孕或胚胎发育不良，分为手术流产和药物

流产两种方式。药物流产操作简便，不需宫腔操作，完

全流产率可达９０％以上［６］，但当妊娠物排出不全时，

极易发生感染、子宫内膜受损，导致大出血、休克等急

性症状，而部分药物对卵巢亦存在较大毒性，对卵泡的

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导致月经失调、经量增多，严重者

可对子宫内膜造成反复损伤，导致习惯性流产，甚至不

孕的发生［７］，且人为干预妊娠生理过程会引起产妇子

宫内膜炎症，影响性生活质量。因此，国家卫生部对药

物流产进行了严格管制。负压吸引人工流产术是医院

最常用的人流方式之一，主要采用负压电吸引的方法，

将早期妊娠产物吸出，是我国首创的流产方式。该方

法安全、简便、耗时短，但强行吸引胚囊与蜕膜组织会

带来严重疼痛反应，而当孕妇存在恐惧、紧张、焦虑等

情绪时，痛苦更甚，影响手术配合度，且极易出现人流

综合征（ＲＡＡＳ），即恶心、呕吐、头晕、血压下降等一系
列症状，严重者可出现抽搐、休克、宫颈僵硬，影响流产

效果。因此，选择合适的术前镇痛药物对降低并发症、

提高宫颈软化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例对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５２
例自愿流产孕妇进行分组无痛人流，观察组接受安定

联合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塞阴镇痛，对照组仅接

受安定联合杜冷丁镇痛，结果表明，观察组镇痛显效

２５例，有效１例，总有效率１０００％，对照组镇痛显效４
例，有效９例，总有效率５００％，观察组镇痛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后，孕妇镇痛

效果明显提升。米索前列醇是一类前列腺素 Ｅ１类似
物，与前列腺素Ｅ效果类似，均能够降解宫颈结缔组织
中胶原纤维，促使子宫平滑肌收缩，提高宫颈软化

度［８－１０］，术中观察组宫颈软化度显效２１例，有效５例，
总有效率１０００％，对照组显效６例，有效１８例，总有
效率 ９２３％，两组孕妇总有效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亦印证
了上述结论。为降低并发症发生率，避免口服引起的

胃肠反应及肝脏首过效应，我院采取了米索前列醇塞

阴方式，使药物直接经阴道黏膜吸收，作用于靶器

官［１１－１３］。本例观察组术中未见ＲＡＡＳ并发症，对照组
术中出现１２例ＲＡＡＳ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４６２％，
观察组 ＲＡＡＳ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７４３，
Ｐ＜００５），显示出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后，孕妇对由于
扩宫颈术而受到的机械性刺激感觉明显减弱，ＲＡＡＳ
发生率显著下降；观察组术中失血量（１０６±１９）ｍＬ，
对照组为（１４３±２５）ｍＬ，观察组术中失血量明显低
于对照组，这主要是由于米索前列醇片的兴奋子宫肌

作用降低了安定及杜冷丁对子宫肌的松弛效果，使子

宫收缩，降低术中出血［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安定联合杜冷丁能够明显软化孕妇宫

颈，降低手术流产难度，而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塞阴无痛

人流术能够抵抗麻醉药物肌松作用，收缩子宫，降低术

中疼痛及出血量，是一种安全、高效、理想的联合用药

方法，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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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与前列腺电切术治疗高危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疗效对照研究

吴家木　毛伟东

景宁县人民医院外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５００

【摘　要】目的：比较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ＰＶＰ）与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
床疗效。方法：将９０例具有手术指征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随机分为每组４５例的ＰＶＰ组（观察组）和ＴＵＲＰ组（对照组），
分别施以ＰＶＰ术式和ＴＵＲＰ术式。比较其两组平均手术时间、术后平均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手术出血
量、住院时间、残余尿量、最大利尿率、手术并发症、术前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及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等
指标的差异。结果：①观察组在术后平均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手术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②两组患者术前最大尿流率、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等比较没有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各项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Ｐ＜００１），而两组患者术后各项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两种术式疗效相似；③两
组电切综合症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尿失禁、血尿、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尿潴留发生率较对照组要高（Ｐ＜００５）。结论：ＰＶＰ能有效治疗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与
ＴＵＲＰ相比，具有术中出血少、低并发症、操作安全、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关键词】前列腺汽化术；前列腺电切术；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随机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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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

　　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指 ＢＰＨ患者年龄
＞７０岁且合并心、脑、肺等重要器官的一种疾病［１］。

常规口服药物治疗或持续导尿，容易增加泌尿系感染

的风险，且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因此目前要求

接受手术治疗的高危 ＢＰＨ患者越来越多［２］。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
是治疗ＢＰＨ的最佳手术方式。然而术中术后出血、电
切综合症术后尿失禁等并发症始终不令人满意，尤其

是在治疗高危 ＢＰＨ时，手术风险大大地限制了 ＴＵＲＰ
的临床应用［３］。近年来，前列腺绿激光汽化术（ＰＶＰ）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具有术中出血减少、容易操

控等优势。为了探讨ＰＶＰ在对ＢＰＨ的治疗价值，我院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观察ＰＶＰ与 ＴＵＲＰ治疗２０１１
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住我院的９０例 ＢＰＨ患者，比较

两种术式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对象
入选患者为我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

７月收治的９０例住院患者。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５例，分别施以 ＰＶＰ术和
ＴＵＲＰ术。两组患者年龄、病史、前列腺体积、血清总
ＰＳＡ、最大尿流率、ＩＰＳＳ等差异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入选标准：行肛门指检、经前列腺 Ｂ超诊断为
ＢＰＨ并排除前列腺癌的患者，前列腺体积在 ８０～
１２０ｍｌ间，无绝对手术禁忌症、患者本人同意随机分组
者可入选。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珔ｘ±ｓ）

组别 平均年龄（岁） 病史 前列腺体积（ｍｌ） 血清ＰＳＡ（ｎｇ／ｍｌ）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ＩＰＳＳ

观察组ｎ＝４５ ７５．２±７．９ １３．２±２．９ ９９．４±９．５ ６．７±１．９ ５．９±１．６ ３０．１±２．９

对照组ｎ＝４５ ７４．８±７．３ １４．８±３．４ ９７．８±８．６ ６．５±１．７ ６．３±２．１ ２８．２±２．８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观察组治疗过程及术式　观察组冲洗液
为生理盐水，采用美国 Ｌａｓｅｒｓｃｏｐｅ生产的非接触式绿
光治疗系统、美国 ＣＩＲＣＯＮＡＣＭＩ电汽化双鞘连续冲
洗膀胱镜（Ｆ２３，３０°），激光额定输出汽化功率为
１２０Ｗ。所有患者均使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截石位、冲
洗瓶（高于手术台６０ｃｍ）。麻醉成功后，患者截石体位
就绪，在１２０Ｗ功率下，用 ＡＣＭＩ汽化双鞘及光纤，联
同生理盐水冲洗液不间断冲洗，医生在电视荧光屏摄

像监视系统下操作。先观察膀胱各壁、颈部以及前列

腺增生的状况，再观察精阜的位置以及到颈部的距离。

医生在可视光纤蓝色标记物及瞄准光的指引下，用慢

速稳定油漆刷和扫除动作，先由中叶开始汽化到精阜，

形成一通道，深度达前列腺包膜，建立参考平面，然后

汽化两侧叶。汽化时侧照光纤距离前列腺组织

０５ｍｍ。单独动脉止血时，光纤离开前列腺组织２～
３ｍｍ及将激光功率调整至３０Ｗ［４，５］。

１２２　对照组治疗过程及术式　对照组应用
Ｏｌｙｍｕｓ电切镜（Ｆ２６，３０°），电切功率１２０Ｗ，连续硬膜

外麻醉，患者取截石位，置入电切镜后观察膀胱和后尿

道，准确测定膀胱颈到精阜的距离，先于膀胱颈部１２
点钟至精阜水平作一深达外科包膜的标志沟，然后于

５～７点钟位之间逐层电切直至到达包膜处，分别顺时
针和逆时针方向电切前列腺中页和左右侧叶，最后修

切前列腺尖部。术后插入Ｆ２２三腔导尿管冲洗膀胱。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术后平均膀胱冲

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手术出血量、住院时间、

残余尿量、最大利尿率、手术并发症、术前后国际前列

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及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

表示，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术后一般情况比较

对照组的手术时间明显短于观察组（Ｐ＜００５）；



·２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

观察组术后平均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

手术出血量、住院时间等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中、术后一般情况比较（珔ｘ±ｓ）

　　观察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平均手术时间（ｍｉｎ） ９１．７±１９．７ ５３．５±１２．８

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ｄ） １．２±０．４ ３．４±１．１

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２．１±０．８ ７．５±２．６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２９．８±１３．８ ５８．４±２３．９

住院时间（ｄ） ５．３±１．４ １２．８±２．９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最大尿流率、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等比较
没有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
后各项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Ｐ＜００１），而两组患者
术后各项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两种术
式疗效相似。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尿流率及客观指标改善情况比较（珔ｘ±ｓ）

观察项目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术前 ５．９±１．５ ６．１±１．４

术后 ２１．４±２．１ ２０．８±３．２

ＩＰＳＳ（分）
术前 ３４．８±３．５ ３３．５±２．９

术后 ５．９±１．９ ５．７±２．０

ＱＯＬ（分）
术前 ６．０±０．８ ６．３±１．２

术后 １．７±０．４ １．６±０．８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６个月后的并发症，两组患者电切
综合症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术后尿失禁、血尿、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尿潴留发生率较
对照组要高（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症状类型 观察组（ｎ＝４５） 对照组（ｎ＝４５）

电切综合症 ０ ０

尿失禁 ２ １０

血尿 ３ １２

性功能障碍 １ １１

３　讨　　论

ＢＰＨ是泌尿外科常见的老年性疾病［６］，研究显

示：男性的发生率高达８０％，而且经常伴有心、脑、肺
等器官疾病的发生，手术风险大，是开放手术的禁忌

症。目前主要治疗方法只有手术治疗最为有效。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
为是治疗ＢＰＨ的金标准，给众多患者带来了治愈的机
会，然而术中术后出血、电切综合症术后尿失禁等并发

症始终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治疗高危 ＢＰＨ时，手术
风险大大地限制了 ＴＵＲＰ的临床应用［７－９］。近年来，

前列腺绿激光汽化术（ＰＶＰ）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方
式，具有术中出血减少、容易操控等优势，由此这一术

式得到迅速推广，逐渐成为微创外科治疗ＢＰＨ的新方
式。

对于高龄高危患者来说，围手术期注意了解患者

的情况，并配以内科治疗来改善患者的全身情况、从而

提高手术耐受性，确保手术安全顺利的完成。既往对

于高龄高危ＢＰＨ患者的手术原则是保证患者可以通
畅排尿、手术安全、不强求切除至包膜。但是从本次研

究表明：ＰＶＰ手术出血量较少，且手术视野清楚，能低
压持续清洗膀胱，尽可能切除腺体组织。在研究结果

中，ＰＶＰ手术组平均出血量仅为（２９８±１３８）ｍｌ，术
中出血少的原因可能与绿激光产生的高能量，使前列

腺组织产生高效的汽化作用，形成一层较薄的凝固层，

能导致深层组织及动、静脉血管凝固、闭塞。同时，

ＰＶＰ采用的是波长为５３２ｎｍ的绿激光，它具有组织穿
透浅、对水完全不吸收的优势，能低压持续清洗膀

胱［１０］。另外，绿激光使得术后的组织水肿、脱落、坏死

等减轻到最低程度，明显缩短了患者留置导尿管的时

间和住院时间。因其特有对尿道括约肌等组织的低刺

激性，术后尿失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

组［１１－１３］。

但是，通过表４可以看出观察组尿潴留患者发生
例数比对照组多，切除不彻底是 ＰＶＰ的最大弱势。
ＰＶＰ只能汽化部分的增生腺体，因此从长远的眼光来
看，ＰＶＰ的术后远期指标不如 ＴＵＲＰ。不过，本次研究
观察组采取的ＰＶＰ设备功率较低，这也是导致切除不
够彻底的主要原因。建议更换功率较大的 ＰＶＰ设备，
可减少ＰＶＰ治疗ＢＰＨ切除不彻底的缺点［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ＰＶＰ与 ＴＵＲＰ两种手术方式有着相似
的临床疗效且均能显著改善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症状，

但相对而言，ＰＶＰ手术操作简便、安全，且有着术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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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少、术后平均膀胱冲洗时间短、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

短等优点。同时，ＰＶＰ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但切除
不彻底是其缺点，相信在提高 ＰＶＰ设备功率的基础
上，切除不彻底能得到有效改善，因此，ＰＶＰ相较于
ＴＵＲＰ而言，更值得在治疗ＢＰＨ时被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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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睾丸扭转的时间与角度对睾丸挽救率的影响研究

秦　乐　谢筱筱　林进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童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睾丸扭转时间与角度的选择对睾丸挽救率的影响。方法：选择在本院接受治疗的４５例睾丸扭
转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扭转时间及角度不同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的睾丸扭转时间、扭转角度与最终睾丸挽救结局的

影响。结果：随着睾丸扭转时间的增加、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睾丸切除率明显增加（Ｐ＜００５）；所有患者经病理检查后
显示，随着睾丸扭转时间的增加、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睾丸挽救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结论：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时
间的延长将直接导致睾丸救治成功率降低，睾丸梗死切除的几率大幅上升。

【关键词】睾丸扭转；时间；角度；睾丸挽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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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ａｎ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ｒ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ｇｌｅ；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ａｌｖａｇｅＲａｔｅ

　　睾丸扭转是临床泌尿科多见疾病，新生儿及青春
期为发病高峰，根据扭转的部位不同主要可分为鞘膜

外型、鞘膜内型两类，其中鞘膜外型常见于新生儿，鞘

膜内型主要见于青少年中［１］。睾丸扭转的发生主要由

于患者迷走神经兴奋，寒战外伤等导致其提睾反射过

度，睾丸过度收缩从而引发睾丸扭转。睾丸扭转患者

主要的临床症状有剧烈疼痛、渐进性睾丸及附睾增大、

精索远端增粗、提睾反射消失，仪器检测可见睾丸血流

信号减弱甚至消失［２］。睾丸扭转若不及时治疗将导致

睾丸出血性梗死，睾丸功能不可逆性丧失，患者日后雄

性激素分泌、第二性征维持、生育能力等完全丧失，严

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降低其生活质量［３］。为了有

效提高睾丸扭转患者的挽救成功率，必须明确睾丸扭

转的时间及角度的重要意义，鼓励患者在发生睾丸扭

转的早期入院治疗，且根据扭转角度不同采取不同的

治疗方法，将治疗效果最大化［４］。本次研究主要分析

睾丸扭转时间与角度对睾丸挽救率的影响，具体报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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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取本院于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间住院收治
的睾丸扭转患者４５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有明
显的阴囊疼痛、恶心呕吐、发热，部分患者伴腰腹部放

射痛。年龄１～６６岁，平均（１７５３±４９３）岁，阴囊内
睾丸扭转３９例，腹外型隐睾扭转６例。
１２ 分组方法

根据睾丸扭转时间与角度的不同对所有患者进行

分组，扭转时间：＜４ｈ者６人，４～８ｈ者１４人，８～１６ｈ
者１７人，１６～２４ｈ者５人，＞２４ｈ者３人；扭转角度：＜
１８０°５例，１８０°～２７０°１２例，２７０°～３６０°２０例，＞３６０°
８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治疗方式　所有患者均给予手术探查，根
据Ａｒｄａ方法［５］及睾丸扭转不同症状，分别给予睾丸复

位固定术、患侧睾丸切除同时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睾

丸切除术，观察睾丸不同扭转时间、扭转角度所采取的

治疗方式的差异情况。

１３２　睾丸挽救率　观察不同睾丸扭转时间、扭
转角度患者的睾丸挽救率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用频数（ｎ）或率（％）表示，采用卡方检
验，所得结果按Ｐ＜００５判断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睾丸扭转时间与手术方式
随着睾丸扭转时间的增加，睾丸复位固定术比例

逐渐减少、患侧睾丸切除同时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睾

丸切除术比例逐渐增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扭转时间＞２４ｈ时，手术方式都采取患侧睾丸
切除同时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睾丸切除术两种术式。

见表１。
２２ 睾丸扭转角度与手术方式的关系

随着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睾丸复位固定术比例

逐渐减少，＜１８０°、１８０°～２７０°与、２７０°～３６０°、＞３６０°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患侧睾丸切除同时
保留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睾丸切除术比例明显增加，

＞３６０°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２。

表１ 睾丸不同扭转时间与手术方式的关系［ｎ（％）］

扭转时间
例数

（ｎ）

睾丸复位

固定术

患侧睾丸切除、

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

睾丸

切除术

＜４ｈ ６ ５（８３．３３） １（１６．６７） ０

４～８ｈ １４ １２（８５．７１） １（７．１４） １ （７．１４）

８～１６ｈ １７ １３（７６．４７） ２（１１．７６） ２（１１．７６）

１６～２４ｈ 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ｈ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表２　睾丸扭转角度与手术方式关系［ｎ（％）］

扭转角度
例数

（ｎ）

睾丸复位

固定术

患侧睾丸切除、

对侧睾丸预防性固定

睾丸

切除术

＜１８０° ５ ４（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２７０° １２ ９（７５．００） ２（１６．６７） １（８．３３）

２７０°～３６０° ２０ １４（７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３６０° ８ １（１２．５０） ２（２５．００） ５（６２．５０）

２３ 扭转时间与睾丸挽救率的关系

所有患者经病理检查后显示，随着睾丸扭转时间

的增加，睾丸功能完好率逐步降低，＜４ｈ、４～８ｈ睾丸
功能完好率明显高 ８～１６ｈ、１６～２４ｈ、＞２４ｈ时间段
（Ｐ＜００５）；睾丸部分功能丧失、出血性梗死比例明显
升高。见表３。

表３ 睾丸扭转时间与睾丸挽救率比较［ｎ（％）］

扭转时间
例数

（ｎ）

睾丸出血性

梗死

睾丸部分

功能丧失

睾丸

功能完好

＜４ｈ 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６７） ５（８３．３３）

４～８ｈ １４ １（７．１４） ２（１４．２９） １１（７８．５７）

８～１６ｈ １７ １（５．８８） ４（２３．５３） １２（７０．５９）

１６～２４ｈ ５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４ｈ ３ ２（６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４ 睾丸扭转角度与睾丸挽救率的关系

随着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睾丸功能完好率逐步

降低，２７０°～３６０°、＞３６０°明显低于＜１８０°、１８０°～２７０°
（Ｐ＜００５）；睾丸部分功能丧失、睾丸出血性梗死逐步
增加，２７０°～３６０°、＞３６０°明显高于 ＜１８０°、１８０～２７０°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睾丸扭转角度与睾丸挽救率情况比较［ｎ（％）］

扭转角度
例数

（ｎ）

睾丸出血性

梗死

睾丸部分

功能丧失

睾丸

功能完好

＜１８０° ５ ０（０） １（２０） ４（８０）

１８０°～２７０° １２ １（８．３３） ２（１６．６７） ９（７５）

２７０°～３６０° ２０ ２（１０） ５（２５） １３（６５）

＞３６０° ８ ４（５０） ３（３７．５） 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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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睾丸是男性生殖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分泌雄

性激素、生精、维持男性第二性征等重要作用。睾丸扭

转（ＴＴ）又称为精索扭转，多见于青年男性，是泌尿科
最为常见的急症之一［６］。睾丸扭转后应尽快加以复

位，据报道称在４～６ｈ内未被复位则可能导致生精细
胞发生不可逆性死亡，严重导致其生育能力降低甚至

丧失，对男性的生理及心理均造成极大的创伤，后果严

重［７，８］。近年来报道的睾丸扭转致睾丸丢失率逐渐上

升，这与临床就诊不及时、医师诊断不准确、治疗方法

失当、睾丸扭转程度等均关系密切［９］。睾丸扭转的救

治效果可以直接反应一家医院的医疗水平，也成为目

前的研究重点及热点［１０］。

睾丸扭转送诊时的状况是决定患者的睾丸挽救成

功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于从睾丸扭转到送至医院

救治的时间差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发生睾丸扭转

的患者大多惊慌失措，许多患者因未及时就医而错失

最佳治疗时机，使得睾丸功能不可逆性丧失［１１］。同

时，睾丸扭转角度也与病情严重程度及最终救治结局

密切相关。但是目前临床仍然缺乏实际的统计学数据

对于睾丸扭转时间与角度与最终救治结局的相关性作

出解释。Ｎａｓｒａｌｌａｈ等［１２］研究报道８５％的男性患者认
为睾丸肿胀没必要到医院就医。Ｃｕｃｋｏｗ等［１３］报道睾

丸扭转角度 ＞３６００、扭转时间 ＞２４ｈ均会导致睾丸切
除。陶宏平等［１４］通过对１３例睾丸扭转患者的诊治分
析，发现１０例扭转时间＞２４ｈ、扭转角度 ＞３６００患者有
９例术前无生机。本次研究也试图从患者的睾丸扭转
时间与角度来进行分析，以期寻找睾丸扭转的临床最

佳治疗时间差，及通过扭转角度对治疗结局进行预估

并采取相应治疗措施［１５］。

本次研究选择在本院接受治疗的睾丸扭转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分别统计其扭转时间及扭转角度，分析其

与最终睾丸挽救率的影响情况。在对所有患者根据睾

丸扭转至入院之间时间差的分组及睾丸扭转角度的分

组，与其最终采取的治疗方式与治疗结局进行比较，我

们得出以下结果：随着睾丸扭转时间的增加，睾丸发生

出血性梗死至功能丧失的几率也上升，因此随着时间

延长必须采取根治性切除治疗，最终使得睾丸丧失；而

随着睾丸扭转角度的增加，尤其当其角度超过３６０°且
扭转时间＞２４ｈ时，睾丸梗死率极高，因此多采取睾丸
切除术。

综上所述，睾丸扭转时间与角度与患者最终的睾

丸挽救结局密切相关，患者在发生睾丸扭转后应当第

一时间入院救治，以提高睾丸挽救率，保障其正常的男

性功能及生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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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期剖腹产临床护理路径实施的效果分析

雷　霞　陈　莉　周　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择期剖宫产术产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择期剖宫产术的产妇随机分
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３０例。试验组产妇根据临床护理路径表进行护理，对照组产妇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比较两组产妇
平均住院日、术前平均住院日、住院费用及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的差异。结果：试验组的平均住院日、

术前平均住院日均有缩短，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试验组病人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均
高于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实验组住院费用虽低于对照组，但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结论：对择期剖宫产
按临床路径实施诊疗、护理、健康教育指导，可减少平均住院日，减少术前等待时间，增加产妇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提高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规范医疗护理工作。

【关键词】择期剖宫产；临床护理路径；住院费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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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３０ｍ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ａｒｅｄ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ｔ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ｓｔ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ｂｕｔ
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ｅ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
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ｆｔｅｒ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ｓｔ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ｏｔｈｅｒｓ’ｌｅｖ
ｅ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临床护理路径（ＣＮＰ）是临床护理管理的重要工
具，能够指导护士有预见性地、主动地工作，也使患者

参与到护理过程中，是为已确诊为某种疾病的１组患

者制定的以患者为中心、从入院到出院一整套医疗护

理整体的工作计划［１］。对入住我院 ２０１２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例择期剖腹产的产妇实施临床护理路
径，护理效果令人满意，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诊断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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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妊娠需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的孕妇６０例，按随机数
字表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实验组年龄
２３～３７岁，平均（２８９０±３８５）岁；对照组年龄２２～３５
岁，平均（２９１３±３１６）岁。两组产妇在年龄、文化程
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１２２ 试验组 通过查看病案首页、阅读病历

和病程记录、统计医嘱和主要护理项目执行频率，分诊

疗工作、重点医嘱和主要护理工作３大类进行统计，按
照剖宫产术护理常规［２－４］，制定执行文本、路径表单，

在孕妇入院时，经治医师经病史询问及体检，完善相关

辅助检查，作出初步诊断后，个案管理员和上级医生对

患者进一步诊断，进行临床路径的准入评估［５－７］。凡

符合路径管理入组标准者，由责任护士严格按临床路

径管理表单规定的流程和内容，进行诊疗和护理。根

据流程表的内容对护理措施与护理效果经行评价，实

施的内容打勾并签名。对当日的变异情况进行分析、

处理，并做好记录。

１３ 评价指标

（１）医疗质量指标：平均住院日、术前住院日、平
均住院费用；（２）护理质量指标：病人健康知识掌握情
况（自行设计的健康知识问答，由研究小组专人进行评

价，共１０题，每题５分）、患者满意度（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总体感受：很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 珋ｘ±ｓ
表示，各组间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医疗护理质量指标比较

试验组的平均住院日、术前平均住院日均有缩短，

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病人健康知识掌
握由平均４３５７分提高至４６１３（Ｐ＜００５）。住院费
用虽低于对照组，但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见表１。

表１　计划性剖宫产临床护理路径程序应用后的两组比较（珔ｘ±ｓ）

组别 平均住院日 术前住院日 住院费用 健康知识

试验组（３０例） ５．７３±０．８７ ０．９７±０．５６ ７０４７．６８±５７７．９８ ４６．１３±４．１３

对照组（３０例） ６．８７±１．７６ １．９０±１．６３ ７１１２．４９±１１８０．１９ ４３．５７±４．３９

ｔ －３．１６８ －２．９７４ －０．２７０ ２．３３１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７８８ ０．０２３

　　２２ 患者满意度情况

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很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试验组（３０例） １５ １２ ３ ０ ０

对照组（３０例） ８ １３ ８ １ ０

　　注：χ２＝５３０５，Ｐ＝００２１（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国内外实施临床路径带来的良性效果是明

显的，主要表现在：提高了医疗护理工作效率，降低平

均住院日；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减少医疗以及护理差错

发生率；满足患者的知情权，让其获取更多的术中及产

后的健康知识，增加患者的满意度以及信任度。

研究过程发现，实验组住院费用虽低于对照组，但

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表明我院的计划性剖宫产的诊

疗流程较规范，实施路径后相关费用下降的空间有限，

但是临床路径在对照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医疗行

为，缩短了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满意度，仍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医疗的模式。

通过临床路径护理实施，对于高年资护理人员来

说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高危、重症患者的管理，用于

科研及护理教学等工作［８，１０］。临床医师在检查项目中

不易遗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患者的诊疗活动及主要

护理工作，使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所需的临

床检查，减少患者手术的等待时间，增加产妇自我护理

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护理人员主动疏导产妇的一些心

理问题，如主动安慰产妇使其消除对剖宫产术后夫妻

生活的顾虑，使护患双方关系更加融洽，从而形成了主

动护理与主动参与相结合的护理相关的工作模式，医

护人员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良好，缩短了住

（下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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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例胎盘早剥发生原因、诊断方法
及临床护理措施分析

黄肖群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总结分析胎盘早剥发生的原因，探讨其诊断方法以及临床处理措施。方法：收集我院近５年来收治
的５０例胎盘早剥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其发生原因、诊断方法及临床处理措施。结果：胎盘早剥发生原
因包括妊娠高血压疾病、胎膜早破、外伤、多胎妊娠、前置胎盘、脐带因素等，其中妊娠高血压疾病最为常见，出现２５例，
占５０％。胎盘早剥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阴道流血、胎心异常；其中Ｉ度胎盘早剥产妇多表现为阴道流血，占４７６２％；
Ⅱ度、Ⅲ度胎盘早剥产妇多表现为腹痛（９３１０％）、胎心异常（８６２１％）、阴道流血（６２０７％）。产前 Ｂ超提示胎盘早剥
者检出率为４６％。结论：胎盘早剥发生原因复杂，应根据产妇临床表现联合Ｂ超检查早期诊断，早期采取处理措施。

【关键词】胎盘早剥；发病原因；诊断方法；护理措施；阴道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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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ｃａｕｓ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ｌｐｏｒｒｈａｇｉａ

　　胎盘早剥一直是产科临床比较棘手的症结，由于
胎盘早剥大多发生于妊娠晚期（大约２０周以后）［１］，
且一旦发病，来势汹汹，具有起病急、发病快、预后差的

特点，是妇产科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若发现较晚，处理

不及时，或治疗不当，均可危及产妇和胎儿的生命，给

产妇和家属带来巨大的伤害。近５年来，我科积极总
结探讨胎盘早剥的发生原因，寻求早期诊断及时处理，

以提高与改善母婴围产期的治疗效果及母婴结局。本

文对我科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近５年的５０例胎盘早
剥病例资料做回顾性研究，现将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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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我科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近５年的产科病历档
案检索，从中选取５０例经检查及专家会诊确诊的胎盘
早剥的临床病历资料。从总体上看，胎盘早剥的总病

例占总病例数的０７６％（总病例数为６５８２例）。患者
年龄分布在２０～３４岁之间，平均年龄（２７４±１３）岁，
其中初产妇３９例（占７８％），经产妇１１例（占２２％）。
胎盘早剥发生于孕２０～２８周的有６例（占１２％），发
生于孕２９～３６周的有２０例（占４０％），发生于孕≥３７
周者有２４例（占４８％）。
１２ 方　法
对我院近５年的产科病例档案进行检索，选取胎

盘早剥病例资料５０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胎盘早剥
发生原因、临床特点、早期诊断方法、临床处理措施，以

及如何密切配合积极抢救，及早发现胎盘早剥、阴道出

血，加强对胎心音、宫缩、羊水的观察，预防产后出血及

其并发症等。总结临床有效的治疗措施和临床处理措

施以供临床工作者参考。

１３ 诊断标准

对５０例胎盘早剥产妇行产后常规胎盘检查，专家
组讨论确认胎盘早剥分度。依据《妇产科学》（７
版）［２］相关章节介绍胎盘早剥分为３度：Ｉ度，系指产
妇无或腹痛不甚，子宫柔软，大小与孕期一致，胎心率

保持在正常范围，胎盘剥落面积小于１／４，有时可见产
后胎盘背对胎儿娩有凝血块残留；Ⅱ度，系指产妇无意
间突发的持续性的腰腹酸痛，甚至痛及腰背，子宫增大

超过妊娠周，按压胎盘附着处疼痛感增强，宫缩规律尚

可，胎儿仍存活，胎盘剥离面积常为 １／３至 １／２之
间［３］；Ⅲ度，系指胎盘剥离超过１／２，常引发围产期妇
女休克，腹部检查可触及子宫硬似板状，胎位不清，不

能闻及胎心音。本次统计结果显示胎盘早剥 Ｉ度２１
例，占４２％；Ⅱ度、Ⅲ度合计２９例，占５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
正态性检验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先对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和方差齐性检
验，如果资料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ｔ检验，如果资料不符合正态性分布，则用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以绝对值及构成比表示，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５０例胎盘早剥产妇发生原因

将发生胎盘早剥的５０例产妇的发生原因进行统

计分析，胎盘早剥产妇发生妊娠高血压疾病者有 ２５

例，占５０％，是胎盘早剥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胎膜早

破、外伤、多胎妊娠、前置胎盘、脐带因素引起胎膜早破

者分别 ６例（１２％）、７例（１４％）、３例（６％）、３例

（６％）、４例（８％），有 ２例发生原因不明。结果见

表１。

表１　５０例胎盘早剥发生原因统计结果

病因 例 构成比（％）

妊娠高血压疾病 ２５ ５０

胎膜早破 ６ １２

外伤（包括性生活后） ７ １４

多胎妊娠 ３ ６

前置胎盘 ３ ６

脐带因素 ４ ８

原因不明 ２ ４

２２ ５０例胎盘早剥产妇临床表现
将５０例胎盘早剥产妇的临床表现与分型之间的

关系进行分析，胎盘早剥Ｉ度２１例，Ⅱ度、Ⅲ度合计２９
例。Ｉ度胎盘早剥产妇中有１０例表现为阴道流血，占
４７６２％，其次表现为腹痛、血性羊水，分别出现 ６例
（２８５７％）、４例（１９０５％）；Ⅱ度、Ⅲ度胎盘早剥患者
临床表现中，多表现为腹痛（９３１０％）、胎心异常
（８６２１％）、阴道流血 （６２０７％），其次血性羊水
（５１７２％）、板 状 腹 （４８２８％）、子 宫 张 力 增 高
（４４８３％）亦不少见。结果见表２。
２３ Ｂ超检查
５０例产妇均于产前行Ｂ超检查，提示胎盘早剥者

有２３例，占４６％。
２４ 分娩方式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时终止妊娠。根据

病例资料统计结果显示，Ⅱ度、Ⅲ度胎盘早剥产妇均采
取剖宫产终止妊娠，剖宫产率为５８％，Ｉ度胎盘早剥产
妇均采用阴道分娩，阴道分娩率为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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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０例胎盘早剥临床表现与分型［ｎ（％）］

临床表现 Ⅰ度 Ⅱ度、Ⅲ度

腹痛 ６（２８．５７） ２７（９３．１０）

阴道流血 １０（４７．６２） １８（６２．０７）

血性羊水 ４（１９．０５） １５（５１．７２）

胎心异常 ０（０．００） ２５（８６．２１）

板状腹 ０（０．００） １４（４８．２８）

子宫张力增高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４．８３）

失血性休克 ０（０．００） ６（２０．６９）

ＤＩＣ ０（０．００） ４（１３．７９）

急性肾功能衰竭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

３　讨　　论

胎盘早剥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作为妊娠晚期严

重并发症之一，发生原因复杂，与产妇合并妊娠高血压

疾病、外伤刺激、胎膜早破、多胎妊娠、前置胎盘、脐带等

因素相关［５］。分析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妊娠高
血压疾病成为胎盘早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妊娠高

血压产妇全身小动脉发生痉挛，当底蜕膜的螺旋小动脉

发生痉挛硬化时造成远端毛细血管缺血坏死，管壁破

裂，血液形成血肿滞留并压迫底蜕膜，引起胎盘从子宫

壁剥离。（２）外伤刺激是由于外力作用于腹部，或腹部
受到撞击后引起胎盘发生剥离。（３）羊水过多引发胎膜
早破和多胎妊娠，多是由于宫腔压力骤减，子宫突然收

缩而引起胎盘发生剥离［６］。因此，加强产妇产前自我保

健意识，提高妊娠高血压疾病检出率，积极预防和治疗

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减少胎盘早剥发生的重要手段。

胎盘早剥的诊断依赖于产妇症状体征的检查联合

Ｂ超辅助检查。本次结果显示，胎盘早剥患者多表现
为腹痛、阴道流血、血性羊水、胎心异常、子宫张力增高

等，其中腹痛和阴道流血是胎盘早剥患者最常见症

状［７］。当发生上述症状时应提高警惕，联合 Ｂ超检
查，当出现底蜕膜回声消失征象时，应高度怀疑胎盘早

剥发生的可能性。由于胎盘早剥的发生是一个渐进性

的过程，Ｂ超检出率仅４６％，其发病具有一定的时限隐
蔽性，因此应密切观察产程进展，动态观察 Ｂ超，必要
时复查Ｂ超，即使Ｂ超检查显示阴性亦不能排除胎盘
早剥，避免不良结局的发生。胎盘早剥一旦确诊，应及

时采取措施。妊娠期孕妇凝血机制发生异常，当胎盘

早剥发生时，底蜕膜出血难以自行终止，在胎儿娩出

前，若胎盘继续剥离将导致产妇难以控制的大出血，由

此引发的子宫胎盘卒中和凝血功能障碍将引起产妇和

胎儿的死亡［８，９］。因此及时终止妊娠是预防胎盘早剥

不良结局的重要环节。Ｉ度胎盘早剥产妇由于胎盘剥
离面积小，无严重的合并症者可采取阴道分娩，密切监

视产妇的生命体征，严密观察产程进展。发生Ⅱ度、Ⅲ
度胎盘早剥产妇由于其一般情况较差，常有妊娠合并

症，发生胎儿窘迫的发生率较高，应根据产妇情况，采

取剖宫产术终止妊娠，同时迅速补充液体量以保证全

身重要器官的微循环灌注［１０－１３］。

本研究笔者总结胎盘早剥患者的护理措施，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做好：（１）加强产前检查，预防胎盘早剥：
胎盘早剥多见于慢性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慢性肾

炎合并高血压、羊水过多、双胎等高危因素的孕妇。因

此，加强产妇产前检查，及时发现并积极治疗高危产妇

是预防胎盘早剥的关键；（２）密切配合积极抢救，及早发
现胎盘早剥：产妇一经确诊胎盘早剥，护理人员应该迅

速建立中心静脉通道、补充血容量、维持产妇的血压、高

浓度给氧和为产妇准备新鲜全血、血小板或纤维蛋白

原，充分做好抢救准备工作。同时，沉着、冷静、迅速的

安抚产妇及其家属，帮助产妇树立信心，以最佳状态配

合医疗护理活动；（３）阴道出血、胎心音、宫缩、羊水的观
察：底蜕膜出血是胎盘早剥的主要病理变化。隐性出血

需要根据产妇子宫底上升的高度和产妇生命体征的变

化来判断宫腔内出血的程度，因其阴道出血量与病情不

相符，而如果为显性出血则通过观察阴道出血的量、颜

色和血液是否凝固来判断胎盘剥离的程度。胎盘早剥

出血影响胎儿血供而引起胎心率异常，故护理人员应该

重视听胎心，严密观察胎心的变化和胎心监护的改变。

子宫收缩痛是胎盘早剥另外一重要表现，故护理人员应

该询问有无腹痛，并用手触摸产妇腹部，观察产妇子宫

张力及敏感性，更不能忽视产妇的主诉，以便及时处理。

胎盘早剥时，因胎盘后血肿不断增大而造成宫腔内压力

增大，血液向羊膜腔内渗入而出现血性羊水。出现血性

羊水不能排除胎盘早剥的可能性，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４）预防产后出血及其并发症：
在产后护理中，护理人员应该密切观察产后出血情况、

子宫底高度、质地及轮廓，并且在产妇臀下置储血器以

便了解产妇出血量及是否凝固。另外，注意观察产妇齿

龈、皮肤、黏膜和注射部位等有无出血、出血性质、出血

量、颜色及其血液是否凝固，及时发现ＤＩＣ早期征象，防
止产后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胎盘早剥发生原因复杂，应根据产妇临

床表现联合Ｂ超检查早期诊断［１４－１７］，早期诊断，及时

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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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时间，减少术前等待时间［９］；产妇提高了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增强了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并可获取更多

的生殖健康与生育保健知识。开展路径管理在某种程

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负担，也合理分布了卫生资源，

在目前住院压力大、床位紧张的情况下，缩短住院天

数，可以使更多需要住院治疗的孕妇得以及时收治，提

高了护理的计划性、规范性、主动性、全面性和人性

化［１０－１５］，指导和协助护理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值得

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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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贝沙坦和琥珀酸美托洛尔对女性高血压患者的性功能

和性激素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孙　嫣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目的：观察厄贝沙坦联用琥珀酸美托洛尔对高血压女性患者的性功能和性激素影响。方法：收集２０１０年
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确诊为高血压病患７６例，随机分为对照组（３９例）和厄贝沙坦联合琥珀酸美托洛尔组（简称治
疗组）（３７例），收集治疗前后的血压、性功能和性激素的变化。结果：经４８ｗ治疗，２个组别的血压已降至正常范围；经
２４ｗ治疗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的ＤＰ和ＳＰ降低明显（Ｐ＜００５）；治疗４８ｗ，２个组别的性功能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治疗组治疗２４ｗ和４８ｗ的性欲指数和性唤起指数改善显著（Ｐ＜００５）。治疗２４ｗ和４８ｗ，２个组别的性功能指标均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治疗组治疗２４ｗ和４８ｗ的性欲指数和性唤起指数改善显著（Ｐ＜００５）；治疗２４ｗ和４８ｗ，治疗组的雌二醇
显著增加（Ｐ＜００５），睾酮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治疗４８ｗ，对照组的睾酮显著降低（Ｐ＜００５）。结论：厄贝沙坦和琥珀酸
美托洛尔可改善高血压女性患者的性功能。

【关键词】厄贝沙坦；琥珀酸美托洛尔；高血压；性功能；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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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可导致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而且常常容

易被忽略，与正常血压女性比，高血压女性患者阴道粘

液分泌减少、阴道舒张受抑、润滑减少、性交疼痛增加；

同时因动脉粥样硬化和内皮功能障碍，在性唤起过程

中，盆腔及乳房的血流量增加不够，性高潮减少，进而

引起 ＦＳＤ。女性高血压患者 ＦＳＤ的发生率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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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１，２］，远远高于正常女性 ＦＳＤ１９４％的发生率。
同时也与病程有关，病程越长则 ＦＳＤ的发生率和严重
程度就越高。高血压与女性性功能的关系较为复杂，

业内对降压治疗对女性病患的性功能有何种影响其观

点也不同，有研究认为降压药可进一步恶化女性高血

压病患的ＦＳＤ［１，３］，也有文献报道控制血压则可显著降
低ＦＳＤ的发生和严重程度［４，５］。大量的研究报道厄贝

沙坦联合琥珀酸美托洛尔治疗高血压疗效较好和不良

反应较低［６，７］，但两者联用对女性性功能影响的研究

国内尚未开展，本课题就该方向展开研究，现将结果报

告如下。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８］

收集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确诊为高
血压病患７６例，随机分为两个组别，分别为对照组（３９
例）和厄贝沙坦联合琥珀酸美托洛尔组（简称治疗组）

（３７例）。
１２　纳入标准
签署知情同意书，新发现或未服用降压药物或停

用降压药至少１ｗ，有固定性伴侣，对厄贝沙坦片和琥
珀酸美托洛尔无过敏反应。

１３　排出标准
继发性高血压、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心肌病

等心血管疾病患者，口服避孕药者，精神病患者，无脊

柱、下腹盆腔床上与手术史者，妊娠、哺乳期妇女和绝

经妇女，生殖器畸形者，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者。

１４　治疗方法
两组均常规强心、利尿、扩血管治疗，治疗组在此

基础上使用厄贝沙坦 ７５～１５０ｍｇ，１次／ｄ；美托洛尔
６２５～５０ｍｇ，２次／ｄ，治疗４８ｗ。

１５　检测指标
收集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体重指数（Ｂｏｄｙ

Ｍ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舒张压（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Ｐ）、收
缩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Ｐ）、病程（年）、空腹血糖水平
（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ＢＧ）、总胆固醇（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
ｔｅｒｏｌ，ＴＣ）、是否吸烟（吸烟：平均吸烟≥１支／ｄ且连续
至少１年）、是否饮酒（饮酒：平均饮酒≥３次／ｗ，每次
饮酒量折合酒精至少５０ｍＬ）、月经是否规律等。以美
国女性性功能指数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ＦＳＦＩ）进行评价，包括性欲、性唤起功能、阴道润滑、高
潮、性满意度、性交时疼痛。月经期３～５ｄ上午空腹
抽取肘静脉血３ｍＬ，分离血清并置于－７０℃低温冰箱

备用，采用放免法测定血清雌二醇及睾酮水平。

１６　数据统计
将所有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中，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方差”标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卡方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个组别的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个组别的ＢＭＩ、年龄、病程、ＦＢＧ、ＴＣ、吸烟和饮酒

人数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个组别的一般情况的比较

参数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例） ３９ ３７

ＢＭＩ ２３．６±２．５ ２４．０±３．９

年龄（岁） ３６．７±１０．８ ３９．４±９．７

病程（年） ５．３±１．６ ４．８±２．０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５．１±３．８ ５．２±１．５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５．１±０．８ ５．０±１．１

吸烟 ８ ５

饮酒 ４ ３

　　注：组间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的血压变化
经４８ｗ治疗，两个组别的血压已降至正常范围；经

２４ｗ治疗，与对照组比，治疗组的 ＤＰ和 ＳＰ降低明显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的血压变化

参数 对照组　　 治疗组　　

ＤＰ

　治疗前 １０８．２±１２．６ １１０．４±５．８

　治疗２４ｗ ８８．４±７．９＆ ８１．６±７．６＆

　治疗４８ｗ ８２．４±４．９＆％ ８１．７±８．８＆

ＳＰ

　治疗前 １６５．３±１３．２ １７１．２±１４．３

　治疗２４ｗ １３８．２±１０．２＆ １２８．４±９．７＆

　治疗４８ｗ １２７．５±８．７＆％ １２３．８±７．１＆

　　注：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Ｐ＜００５；与治疗２４ｗ

比，％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的性功能的变化

治疗前后两个组别的性功能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４８ｗ，两个组别的性功能指标均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治疗组治疗２４ｗ和４８ｗ的性欲指数和性唤
起指数改善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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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治疗前后的性功能的变化

时间 组别 性欲指数 性唤起功能指数 阴道润滑指数 高潮指数 性满足指数 性交时疼痛指数

治疗前
对照组 ２．５±１．２ ３．１±１．２ ４．３±１．６ ３．４±１．６ ４．６±０．９ ４．５±１．２

治疗组 ２．４±１．６ ３．０±０．８ ４．２±１．７ ３．３±２．１ ４．７±０．７ ４．６±０．８

治疗２４ｗ
对照组 ２．９±０．７ ３．５±１．２ ４．５±１．２ ３．５±１．８ ４．７±０．５ ４．４±０．８

治疗组 ２．８±０．８＆ ３．５±１．２＆ ４．６±２．２ ３．７±０．９ ４．８±１．１ ４．２±０．７

治疗４８ｗ
对照组 ３．１±０．５＆ ３．６±０．８＆ ４．６±１．４ ３．６±１．７ ４．９±０．７ ４．３±０．７

治疗组 　３．２±０．７＆％ 　 ４．０±０．９＆％ ４．７±１．０ ３．７±０．５ ４．９±０．８ ４．１±０．９

　　注：与治疗前比，＆Ｐ＜００５；与治疗２４ｗ比，％Ｐ＜００５

　　２４　治疗前后的性激素的变化
两个组别治疗前后的性激素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２４ｗ和 ４８ｗ，治疗组的雌二醇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睾酮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治疗４８ｗ，对
照组的睾酮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参见表４。

表４　治疗前后的性激素的变化

治疗时间 组别 雌二醇（ｐｇ／ｍＬ） 睾酮（ｎｇ／Ｌ）

治疗前
对照组 ３２．５±１４．２ ７９．８±２１．０

治疗组 ３３．１±１７．２ ８０．４±２５．２

治疗２４ｗ
对照组 ３５．５±１７．５ ７２．６±１８．４

治疗组 ３７．５±１０．６ ７０．８±１３．４＆

治疗４８ｗ
对照组 ３８．９±１３．９＆ ７０．１±１７．９＆

治疗组 ３９．８±１５．５＆ ６８．７±１０．９＆

　　注：与治疗前比，＆Ｐ＜００５；与治疗２４ｗ比，％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ＳＤ）是指女性不能参与她所期
望的性行为，在性行为过程中难于或不能得到满足，出

现性欲减退、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和性交痛等症

状，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２５５分则可诊断为
ＦＳＤ。高血压女病患的 ＦＳＤ发生率近达５０％，高血压
造成女性 ＦＳＤ的原因尚不明朗，有３个观点得到了大
部分人的支持：（１）高血压引起的生殖器官神经功能
紊乱，平滑肌收缩等可导致生殖器血流减少和感觉减

退，导致性交时阴道润滑困难，唤起时间延长，阴道和

阴蒂感觉减退及达到高潮困难；（２）高血压病患者生
殖器结构功能发生异常，因为适当的血管舒张才会使

阴道润滑和阴蒂勃起，所以高血压女性 ＦＳＤ发生可能
与生殖器形态学发生变化有关；（３）女性阴蒂平滑肌
上有ＮＯ，高血压将损害 ＮＯ的生物利用度，增高的血
压通过ＮＯ途径而导致女性ＦＳＤ［９，１０］。

高血压药治疗对女性高血压病患的性功能的影

响，业内众说纷纭，观点并未达成一致。一派认为高血

压进行降压治疗，可增加病患 ＦＳＤ的发生，甚至可使
得性功能恶化，因为血压下降本身不是 ＦＳＤ的原
因［１１，１２］；另外一派认为高血压病患的血压控制有利于

病患性功能的恢复［１３，１４］，本课题研究结果与第二派的

观点一致。

厄贝沙坦属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抑制剂，能抑制
ＡｎｇⅠ转化为ＡｎｇⅡ，特异性的拮抗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１受体（ＡＴ１），选择性的阻断 ＡｎｇⅡ与 ＡＴ１受体的结
合，抑制血管收缩和醛固酮的释放，产生降压［１５］；琥珀

酸美托洛尔为选择性β１受体拮抗剂，抑制交感神经系
统的活性，减少肾素和醛固酮的释放，逆转心肌 β１受
体密度下调，恢复儿茶酚胺的收缩反应，通过减慢心

率，降低心肌氧耗，改善心肌能源供给，降低自律性，减

慢传导，减少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１６］。厄贝沙坦和琥

珀酸美托洛尔联用具有３方面的意义：（１）可抑制异
位激动，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和延缓心肌重构，延长

舒张期充血和冠脉供血时间，可降低血压，减轻心房重

构，减少心房纤颤的发生［６，７］。（２）可增加和改善生殖
器官的血供，增进并改善生殖器官的功能，进而提高女

性性功能［１４］。（３）性功能和性满意度的许多方面与雌
二醇的水平相关，雌二醇可抑制内皮素以及钙通道促

进剂引起的血管平滑肌收缩，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衍生出来的舒张因子 ＮＯ的释放以及增加钾内流，达
到舒张血管的作用，其中ＮＯ的释放增多，可以减少阴
道壁纤维化，恢复阴道黏膜功能。本课题结果显示两

药联用可显著增加雌二醇水平。

综上，高血压始终是一个终身服药的疾病，因此本

课题短期的效果仅供临床参考，抗高血压药，尤其厄贝

沙坦联用琥珀酸美托洛尔对对女性高血压病患的性功

能的影响有待更大样本量和更长期的随访结果。

（下转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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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对阴道神经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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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阴道自主和感觉神经在女性性反应中起关键作用，阴道神经支配及功能的改变与绝经后阴道症状密切相
关。大量实验研究证实，雌激素能够促进神经发育、再生、抗细胞凋亡、抗氧化、改善记忆和认知功能。但雌激素对阴道

自主神经、感觉神经分布的影响目前尚未得出定论。此外在阴道神经功能作用的方面，雌激素可提高会阴区振动、触觉

和压力觉敏感性，还能降低痛觉敏感性。雌激素对阴道自主和感觉神经分布及功能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关键词】雌激素；自主神经；感觉神经；阴道；神经保护；神经分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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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ｅｓ；Ｓｅｎｓｏｒｙｎｅｒｖｅｓ；Ｖａｇｉｎａ；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ｒｖ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性感觉功能在女性性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其中阴
道神经在女性性刺激反应、性心理生理学研究中尤其

重要。而雌激素能从不同途径上改变阴道自主神经及

感觉神经的反应性、数目以及功能。

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妇女由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

卵巢雌激素逐渐下降，导致阴道干涩、阴道刺痛、阴道

瘙痒感和灼热感、性交痛、性交后出血以及异常流液等

的症状，并且随着年龄进行性加重，导致性欲下降和性

活动减少。根据北美绝经学会报导，约有４０％绝经后

妇女会出现泌尿生殖道萎缩症状，其中仅２０％ ～２５％
的妇女会就医，且往往这些妇女就医时症状已经达中

重度。５６％的女性曾经经历过 ３年以上上述症状，
７５％～８２％的绝经后妇女觉得阴道症状会严重影响夫
妻双方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１，２］。Ａｍｂｌｅｒ等［３］认为目

前对绝经后雌激素降低是否导致性行为减少、性满足

降低仍无定论，但能明确的是，绝经后妇女雌激素减少

能引起性欲降低和性交痛，这与雌激素缺乏导致的阴

道干涩与润滑减少密切相关。阴道的自主和感觉神经

支配在阴道敏感性、阴道疼痛、阴道血流、滑液分泌、阴

道壁张力起决定性作用［４，５］。

近１０年来雌激素对神经系统作用的大量研究证
明，雌激素不仅能促进神经系统发育，还通过多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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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护中枢和外周神经［６－１２］。此外，由于不同部位

的雌激素受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Ｒ）分布及 ＥＲｓ二聚
化组成和结构的不同造成雌激素最终效应的差异，选

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ｓｅｌｅｃｔ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ｏｄｕ
ｌａｔｏｒｓ，ＳＥＲＭｓ）和细胞内辅助调节因子对雌激素效应
具有多样性［１３］，雌激素相关受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ＥＲＲ）参与雌激素信号传递生理功能同样具有
多样性［１４］。由此可以推测雌激素对不同部位的神经，

尤其是对阴道神经的作用可能具有高度复杂性。

１ 阴道自主神经（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

感觉神经和阴部神经分布及其作用

　　人类近端阴道（上２／３）和远端阴道（下１／３）具有
不同的胚胎来源，前者来源于 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管，后者来源
于尿生殖窦，因此组织解剖和功能具有差异［１５］。

阴道上２／３段主要由自主神经支配，无感觉神经
末梢分布，故对痛觉与触觉都不敏感，仅靠其内的环层

小体感受局部的血循环变化和深压觉及本体感觉刺

激［１６］。该部位的神经支配主要来自于子宫阴道丛，其

中的副交感神经纤维由来自于骶２～４神经的盆内脏
神经组成，交感神经纤维由上腹下丛和骶交感干组成；

与阴道上２／３段不同的是，下１／３段是由阴部神经支
配，具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对机械性刺激较敏感。

阴道下１／３与阴蒂、尿道三者在解剖上虽然完全
独立，但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血供和神经分布，在性活

动时常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进行反应，故 Ｈｅｌｅｎ等［１５］提

出将这三者称为阴蒂复合体。此外，大量动物和体外

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和动物阴道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

占阴道神经的绝大部分，而感觉神经仅占小部分［１７］。

阴道性唤起是受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共同调控

的一个血管神经肌肉事件［１８］。早在１９世纪末，研究
人员认为一次性冲动是由脊髓 Ｓ１－Ｓ４副交感勃起中
枢发出神经冲动引起的，脊髓Ｌ１－Ｌ２与腹下交感神经
则抑制性兴奋的发生。外生殖器的感觉刺激经盆内脏

神经传送到阴蒂引起阴蒂深动脉和阴蒂背动脉的扩

张，增加血液的流入限制流出，引起勃起组织的肿胀。

同时还伴有阴唇充血暴露外阴，外阴红肿外露，远端阴

道和尿道的分泌反应。若性刺激足以引起性高潮，则

另一个反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即脊髓 Ｔ１１－Ｌ２交感
勃起中枢发出神经冲动经下腹下丛传到子宫阴道丛，

同时伴有受自主神经调控的子宫平滑肌收缩，受阴部

神经调控的阴道、尿道和肛门的骨骼肌括约肌收缩。

阴道表面渗出的液体的生成在性兴奋期和静止状

态是雌激素依赖性的，绝经后雌激素减少导致皮下血

管减少以及阴道内皮细胞减少，故阴道血流减少。

２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的保护作用

阴道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完整性是性唤起的先决条

件。目前雌激素对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的保护作用已

经被广泛认识，大量体外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雌激素

能够促进神经系统发育和外周神经损伤后再生［９－１１］，

抗细胞凋亡［１１］，促进神经营养因子及其受体的表

达［１０，１１］，减少自由基的形成及抗氧化［１２］，减轻缺血再

灌注损伤［６，１２］，调节细胞因子活性以抑制炎症反应和

改善记忆和认知功能［７］。但雌激素对阴道神经作用的

研究仍相对较少。在女性阴道分娩后，阴部神经往往

受到挤压，拉伸和缺氧等不同程度的损伤，体外动物实

验表明，阴部神经损伤后立即给予雌激素治疗能促进

阴部神经的 β２微管蛋白 ｍＲＮＡ的表达，说明雌激素
对损伤后的阴部神经具有修复再生的作用［７］。

但不同的研究中雌激素的作用结论不同。Ｒｕｓａ
等［６］认为雌激素的神经系统保护作用可能存在延时

性，仅在大脑中动脉闭塞前２４ｈ甚至更早时给药，且剂
量在生理范围内才能发挥保护作用。该治疗浓度有一

个狭窄的范围，即大鼠雌激素生理剂量下限为１７±２
至２１±２ｐｇ／ｍｌ，上限为８０至１４０ｐｇ／ｍｌ，短期快速雌激
素注射或雌激素浓度超过治疗浓度范围则失去神经保

护作用［６］。而 Ｓｉｍｐｋｉｎｓ等［１９］通过给予大鼠脑缺血模

型雌激素治疗，发现在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后４０ｍｉｎ
予以雌激素治疗，大鼠存活率最高，甚至高于损伤前预

防性雌激素注射。因此雌激素对阴道神经的影响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３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分布的影响

３．１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影响的研究方法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影响的研究包括人类阴道标本

和动物模型研究。前者主要是将手术患者分为绝经前

后、对照组、雌激素替代治疗组等，取阴道组织研

究［２０］。而在动物模型常采用去势雌性大鼠模型的方

法［５，１７，２１］，该模型建立方法简单、大鼠存活率高，能够

观察到雌激素对神经的作用。人或动物阴道标本的神

经密度（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用阴道样本组织表面中免
疫荧光轴突所占的百分比表示。用蛋白基因产 －９．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９．５，ＰＧＰ－９．５）作为总神经标
记物，ＴＨ作为交感神经的标记物，血管活性肠肽（ｖａ
ｓｏａｃｔｉｎｅｉｎｔｒ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ＶＩＰ）或 ＶＡＣｈＴ作为副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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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的标记物，ＣＧＲＰ可作为伤害感受器感觉神经。
此外还可以用高选择性神经毒素标记物来标染和识别

相应的神经分布［２２］。

３．２ 雌激素对阴道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感

觉神经分布的影响

Ｔｉｎｇ等［５］发现卵巢切除１４ｄ后大鼠交感神经、副
交感神经及感觉神经的密度和体积均增加５０％以上，
持续１周雌激素注射可使上述神经密度及体积减少
５０％左右，提示雌激素调节阴道神经的可塑性。这些
发现说明导致绝经后妇女阴道功能失调的部分原因是

阴道神经密度和功能的变化。

Ｇｒｉｅｂｌｉｎｇ等［１７］认为雌激素水平降低，则女性阴道

副交感神经密度增加，再加上黏膜下肌层变薄产生的

肌肉松弛效应抵消交感神经密度增加的兴奋性效应，

最终导致阴道壁张力减弱，阴道壁延展性降低。而交

感神经密度增加的缩血管效应强于副交感密度增加的

舒血管效应，故绝经后阴道血流、滑液分泌减少，最终

造成阴道干涩。再者，感觉神经与交感神经密度增加

导致绝经后阴道疼痛、烧灼感、瘙痒感和外阴痛。绝经

后雌激素替代治疗能减少自主神经和感觉神经的分

布，提高阴道壁延展性，增加阴道滑液分泌，降低性交

痛，从而应用于缓解阴道症状，改善性功能。雌激素对

阴道神经负性效应原理可以解释高水平雌激素的发情

期雌性大鼠阴道的神经密度较发情间期降低［２３］。

Ｇｏｒｏｄｅｓｋｉ等［２０］认为上述观点不能用大量临床数

据支持的机制来解释。他们认为 Ｇｒｉｅｂｌｉｎｇ等［１７］实验

用ＴＨ、ＶＩＰ和 ＰＧＰ９．５抗体的阳性信号来反映抗体与
特异性抗原结合部位的结合情况，而后者不仅仅与细

胞密度有关，还可能与抗原表位的暴露、抗体与抗原位

点的亲和力有关，不能用雌激素减少后 ＴＨ、ＶＩＰ和
ＰＧＰ９．５免疫阳性增强来说明雌激素减少导致神经元
细胞密度增加。Ｇｏｒｏｄｅｓｋｉ等［２０］用另一个更为简单而

合理的机制去解释这个现象———绝经后雌激素活性降

低使退化的神经细胞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隐蔽的抗原

表位暴露，从而使 ＴＨ、ＶＩＰ和 ＰＧＰ９．５免疫阳性增强。
相反地，雌激素治疗能诱导神经元的重塑，这些抗原位

点重新隐蔽起来，使 ＴＨ、ＶＩＰ和 ＰＧＰ９．５免疫阳性减
弱，掩盖了雌激素的神经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雌激素调控阴道神经可塑性的作

用具有组织特异性，雌激素对阴道以外的组织既有总

负性调控效应也有总正性调控效应，这与雌激素的复

杂作用机制有关。Ｓｍｉｔｈ等［２２］用选择性交感神经毒素

６－羟多巴胺破坏交感神经终末端的轴突，使酪氨酸羟

化酶阳性的交感神经减少后再予以实验组大鼠雌激素

治疗，发现实验组大鼠近端尿道交感神经密度较对照

组显著增加，但是有完整神经支配的大鼠的近端尿道

神经分布密度与雌激素水平不具有相关性。Ｇｒｉｅｂｌｉｎｇ
等［１７］证明局部雌激素用药比全身用药对阴道神经的

减少更显著。而雌激素对子宫平滑肌神经密度的作用

与对阴道的作用效应相似，雌激素能通过促进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ＢＤＮＦ）
合成来显著降低子宫平滑肌的总神经密度及交感神经

密度［３１］，且该效应与平滑肌体积的改变无关［２３，２４］。

４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功能的影响

阴道神经在女性的性功能中的作用不能仅仅依靠

神经纤维的数量来评价，阴道神经的功能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４．１　雌激素能提高会阴区振动觉、触觉和压力觉
敏感性

大量实验表明，雌激素治疗能扩大雌性大鼠的阴

部神经感觉区域，增加感觉区域中感受器的敏感性，降

低反应阈值的作用［２５］。Ｒｏｍａｎｚｉ等［２６］发现，绝经或低

雌激素与外阴触压敏感性降低相关，绝经后比绝经前

的敏感性显著降低，尤其是那些绝经后没有用雌激素

治疗的妇女更为显著。他们同样发现性功能障碍和神

经功能受损的女病人同样存在外阴触压觉敏感性降

低。Ｆｏｓｔｅｒ等［３７］用压力阈值评估了外阴阴道雌激素对

下生殖道的感觉运动反应，发现４周雌激素治疗后外
阴前庭的机械感受器的敏感性增高，６周后更明显，其
机制与阴道周围肌肉的肌张力的改变无关，可能与增

加生殖器区域的血流，改善感受器的氧化代谢，防止萎

缩，维持外周神经的感知能力有关。Ｃｏｎｎｅｌｌ等［２７］发

现４０岁以前妇女外阴区振动阈值无显著差异，而４０
岁以后尤其是绝经后妇女振动觉阈值明显升高，提示

随着雌激素水平的减少，神经功能将逐渐受损。

４．２ 雌激素能降低痛觉敏感性

由于实验方法和对象的不同，雌激素在急慢性疼

痛传导通路起到抗痛觉过敏还是促痛觉过敏作用目前

仍有争论。目前更倾向于雌激素治疗主要起对抗疼痛

过敏作用［２８］。雌激素对福尔马林慢痛模型的间歇期

或Ｃ纤维介导的第二时相持续疼痛反应产生有明显抗
痛觉敏感作用，而对 Ａδ介导的第一时相急剧痛不产
生作用。Ｍａｎｎｉｎｏ等［２９］发现雌激素的抗痛敏效应是作

用于对第二时相疼痛反应。而 Ｇａｕｍｏｎｄ等［３０］发现去

卵巢后大鼠的痛觉敏感性增加，痛阈下降，而雌激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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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能逆转或降低慢痛间歇期的痛觉敏感性。急性疼痛

刺激时，雌激素可能通过膜受体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

机制产生抗痛觉过敏效应，该机制同样可以解释女性

在卵泡期比黄体期具有更高的痛阈值比以及更强的耐

受力。慢性疼痛刺激时，雌激素则可能通过核受体的

复杂的基因组作用机制，增加伤害感受器 Ｃ神经纤维
密度，产生抗痛觉过敏效应。ＥＲｓ基因敲除小鼠痛觉
反应阈值明显增高，并可以抵消性别导致的痛觉差异，

说明雌激素在机械性痛觉敏感性其重要作用，且 ＥＲｓ
介导的炎性疼痛传导途径调节机制存在性别差异［２４］。

５　展　　望

雌激素对阴道自主神经、感觉神经的作用目前尚

未得出定论，但在临床上雌激素替代治疗确实能缓解

绝经后妇女的阴道局部症状，提高绝经后女性性功能。

许多研究提示雌激素及雌激素类似物对于中枢及外周

神经系统的作用非常复杂。雌激素对受损的阴部神经

起到一定的修复和促进突触再生的作用，但关于雌激

素对完整的阴部神经是否也起到保护作用，还是同雌

激素缓解阴道症状机制相似可减少阴部神经分布，需

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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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国产短效曲普瑞林减量长方案在 ＩＶＦ／ＩＣＳＩ中
应用的临床效果比较

曾琼芳　林　慧　段金良　蒋元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中心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１４００１

【摘　要】目的：分析２种国产短效曲普瑞林减量长方案在ＩＶＦ／ＩＣＳＩ中应用的临床效果，探寻减量长方案中更为方
便有效的曲普瑞林减量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采用长方案降调节行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的２８４个周期，根据启动日短效曲普
瑞林不同减量方法分为Ａ、Ｂ两组。Ａ组于启动日开始曲普瑞林改为００５ｍｇ／日直至 ＨＣＧ日；Ｂ组启动日开始曲普瑞林
改为０１ｍｇ／隔日直至ＨＣＧ日。比较两组患者曲普瑞林用量，Ｇｎ总量、Ｇｎ天数、平均获卵数、移植胚胎数、优质胚胎率、
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中重度ＯＨＳＳ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曲普瑞林用量和天数，Ｇｎ总量、Ｇｎ天数、平
均获卵数、移植胚胎数、优质胚胎数、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及 ＯＨＳＳ发生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两组均没有出现早发ＬＨ峰及提前排卵，两组间ＨＣＧ日ＬＨ、Ｅ２及 Ｐ值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在短效曲普
瑞林降调节长方案超排中，曲普瑞林半量每日注射和原量隔日注射均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但曲普瑞林原量隔日注射的临

床妊娠率有增高趋势，而且由于减少了注射次数，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关键词】曲普瑞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控制性超促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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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ｏｒｓｅｖｅｒ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Ｈ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ｎｄｏｓａｇ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ａｙ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ｏｏｃｙｔ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ｓ，
ｒａｔｅ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ｓ，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
ａｔｅｏｒｓｅｖｅｒ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ＨＳ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Ｎｏ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Ｈｓｕｒｇｅｗａ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ｎｅｉ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ｏｒ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ＨＣ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ｗｉｔｈｈａｌｖｅｄ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ｅｖ
ｅｒｙｏｔｈｅｒｄａｙ’ｓｂａｓｉｓ．Ｓｉｎｃｅｆｅｗ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ｅｅｖｅｒｙ－ｏｔｈｅｒ－ｄａｙ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ｔａｐ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ｍａｙ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ｆｏｓ
ｔ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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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ｉｐｏｔｒｅｌｉ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ＧｎＲ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Ｈ）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ＩＣＳＩ）中选择合适的控
制性超促排卵方案，获得足够数量的成熟卵子，是决定

治疗周期结局的重要环节。１９８４年Ｐｏｎｅｒ等［１］首次报

道了ＧｎＲＨ－ａ用于 ＩＶＦ控制性促排卵。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ＧｎＲＨ－ａ）长方案能够抑制内源性黄体生
成素（ＬＨ）峰，防止卵泡过早黄素化，改善卵子质量及
胚胎质量，提高妊娠率。同时ＧｎＲＨ－ａ长方案有周期
取消率低、卵子回收率高等优点［２］，目前已被普遍应

用。但各生殖中心ＧｎＲＨ－ａ药物使用种类、剂量方案
均不同，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我中心回顾性分析比较

了２种国产短效曲普瑞林减量长方案在 ＩＶＦ／ＩＣＳＩ助
孕中的不同应用对临床及实验室结局的影响，探讨曲

普瑞林减量时更为合理的使用方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分组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本中

心接受ＩＶＦ／ＩＣＳＩ并采用长方案助孕的病例。入选病
例条件①年龄≤３５岁；②体重指数在１８～２５ｍ２／ｋｇ之
间；③月经周期正常，排除 ＰＣＯＳ及卵巢功能减退；④
初次ＩＶＦ助孕患者；⑤长方案超排，降调节后均达到垂
体脱敏标准，排除因各种因素取消周期的患者。满足

条件的共２８４个周期。根据启动后曲普瑞林减量方式
分为两组，Ａ组：启动日开始每日肌注国产短效曲普瑞
林００５ｍｇ至 ＨＣＧ日，共１４０个周期；Ｂ组：启动日开
始隔日肌注国产短效曲普瑞林０１ｍｇ至 ＨＣＧ日，共
１４４个周期。

１２　超排卵方案
两组患者均于前次月经周期第３ｄ开始口服达英

－３５预处理，月经周期第１９～２０ｄ开始使用国产短效
曲普瑞林０１ｍｇ／日肌注进行垂体降调节，连续使用１４
～１６ｄ，测ＦＳＨ、ＬＨ及Ｅ２水平及 Ｂ超提示达到垂体脱
敏标准（ＬＨ＜５ｍＩＵ／ｍＬ，ＦＳＨ＜５ｍＩＵ／ｍＬ，Ｅ２＜５０ｐｇ／
ｍｌ，Ｂ超双侧卵巢窦卵泡 ＜１０ｍｍ，子宫内膜厚度 ＜
５ｍｍ）启动促超排，启动计量为丽申宝１５０～３００Ｕ，根
据卵泡发育大小调整剂量，当至少有一个主导卵泡直

径达１８ｍｍ时，停用 ＧｎＲＨ－ａ及 Ｇｎ，当晚 ９时肌注
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ｕ，３４～３６ｈ后取卵，取卵后根据男方精液情
况决定行常规受精或显微注射，取卵当天开始肌注黄

体酮２０～６０ｍｇ／ｄ进行黄体支持。取卵后７２ｈ进行胚
胎移植，移植后继续黄体支持，至移植１４ｄ查血清β－
ＨＣＧ确定生化妊娠，移植２８ｄ阴道Ｂ超检查看见妊娠

囊者确定临床妊娠。临床妊娠１２周内出现流产者为
早期流产。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曲普瑞林用量、Ｇｎ总量、Ｇｎ天数、

平均获卵数、移植胚胎数、优质胚胎数、胚胎种植率、临

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中重度ＯＨＳＳ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平均不孕年限及基础 ＦＳＨ
及基础窦卵泡数均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项目 Ａ组 Ｂ组 Ｐ

平均年龄（岁） ３０．１９±３．０３ ３０．２６±３．１８ ＞０．０５

平均不孕年（年） ３．８８±２．６０ ４．０４±２．７６ ＞０．０５

基础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６．４５±２．０３ ６．６０±１．７６ ＞０．０５

基础窦卵泡数 １３．０３±４．１０ １２．１９±４．００ ＞０．０５

２２　临床及实验室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间曲普瑞林用量、平均 Ｇｎ天数、平均 Ｇｎ总

量、平均获卵数、正常受精率、移植胚胎数、优质胚胎率

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间临床结局的比较，临床

妊娠率及胚胎着床率Ｂ组均高于Ａ组，但两组间无统计
学差异；早期流产率Ｂ组稍高于Ａ组，无统计学差异；发
生中重度ＯＨＳＳ比例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两组间超排效果、临床及实验室结局情况

项目 Ａ组 Ｂ组 Ｐ

曲普瑞林用量（支） １９．１８±２．０４ １９．５４±１．４５ ＞０．０５

启动Ｇｎ量 ３．０２±０．５４ ３．０５±０．５３ ＞０．０５

Ｇｎ天数（天） ９．５８±１．２５ ９．７８±１．２７ ＞０．０５

总Ｇｎ量（支） ２５．７１±５．８５ ２６．８６±５．９０ ＞０．０５

获卵数（个） １２．４３±４．９８ １２．１０±４．９５ ＞０．０５

正常受精率（％） ７５．００ ７６．０１ ＞０．０５

移植胚胎数（个） ２．１７±０．４２ ２．２４±０．４９ ＞０．０５

优质胚胎率（％） ５０．６ ５３．６ ＞０．０５

胚胎着床率（％） ２９．０７ ３１．０１ ＞０．０５

临床妊娠率（％） ４１．３６ ５０．３５ ＞０．０５

早期流产率（％） ５．４５ ８．４５ ＞０．０５

ＯＨＳＳ发生率（％） ４．２９ ３．４７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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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间启动日与ＨＣＧ日内分泌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启动日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均达到垂体降

调节标准，且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ＨＣＧ日内分

泌水平显示，两组ＬＨ水平正常，无早发的ＬＨ峰出现。
见表３。

表３ 两组启动日与ＨＣＧ日内分泌水平比较

组别
启动日

ＦＳＨ ＬＨ Ｅ２

ＨＣＧ日

ＬＨ Ｅ２ Ｐ

Ａ组 ２．８２±０．９４ １．０９±０．６７ ２５．３４±１１．６７ １．６３±１．１０ ２２０５．３６±１３３０．０１ ０．６０±０．２６

Ｂ组 ３．０４±１．２５ １．０２±０．７３ ２２．０１±１２．６９ １．２８±１．１８ ２０９８．６０±１２２０．１４ ０．６１±０．２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ＧｎＲＨ－ａ是在天然 ＧｎＲＨ的基础上，将第６位和
第１０位以不同的氨基酸和酰基取代原来的氨基酸结
构后得到的，比天然 ＧｎＲＨ的活性强１００倍，与 ＧｎＲＨ
受体有高度亲和力，可形成具有生物活性作用的激素

受体复合物，刺激垂体 Ｇｎ急剧释放。ＧｎＲＨ－ａ与垂
体上ＧｎＲＨ受体结合后，游离的可结合 ＧｎＲＨ受体减
少，对进一步的ＧｎＲＨ－ａ刺激不敏感，使Ｇｎ分泌处于
低水平，造成暂时性的卵巢去势，改善卵泡的募集状

况。ＧｎＲＨ－ａ长方案可以抑制内源性 ＬＨ峰的产生，
使卵泡发育同步化，防止卵泡过早黄素化，提高卵子质

量，增加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提高临床妊娠率。Ｊａｎｓ
ｓｅｎｓ等［３］研究发现，未用ＧｎＲＨ－ａ的对照组过早出现
ＬＨ峰的发生率高达２３％。垂体降调节时，若ＧｎＲＨ－
ａ剂量不足，过高的ＬＨ将促使卵泡过早黄素化，影响
卵子和胚胎质量，导致临床妊娠率下降。可见降调节

是否充分和适当对助孕治疗的结局有重要意义［４］。

国内多数生殖中心使用进口达必佳进行降调，其

效果稳定，但费用较高。现逐渐有生殖中心开始使用

国产的ＧｎＲＨ－ａ降调节，王爽等［５］报道国产曲普瑞林

与进口达必佳降调，均能达到相同的降调效果和妊娠

率，但费用降低；王蕾等［６］指出采用国产 ＧｎＲＨ－ａ丙
氨瑞林降调节进行超排卵是安全有效的。本研究采用

国产曲普瑞林进行垂体降调节，得到了良好的降调节

效果，同时未出现早发的 ＬＨ峰，也提示国产曲普瑞林
进行降调节能够满足ＩＶＦ－ＩＣＳＩ的需要。

然而，ＧｎＲＨ－ａ长方案对垂体和下丘脑的抑制较
深，容易导致卵巢低反应，从而增加了 Ｇｎ用量及用药
时间。田莉等［７］的研究认为 ＧｎＲＨ－ａ剂量过大会对
垂体产生过度抑制，影响黄体功能以及激素的合成，使

卵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妊娠率。当 ＬＨ过低时，卵泡

液中雌激素浓度下降，导致卵泡期延长，卵子的成熟和

受精能力下降，影响促排卵的结果［８］。有研究指出，若

ＬＨ水平低于１０ＩＵ／Ｌ，对卵子的质量和妊娠率的负
面影响可能会增加［９］。Ｓｈｏｈａｍ［１０］认为在ＣＯＨ周期中
需保持ＬＨ水平在某一阈值之上，才能维持雌激素的
分泌及卵泡的发育。另外，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等［１１］的研究指

出：大剂量的ＧｎＲＨ－ａ能抑制颗粒细胞 Ｅ２的合成及
黄体的功能，不利于胚胎的着床和妊娠的继续。由此

可见，在能够使垂体完全脱敏的前提下ＧｎＲＨ－ａ用量
应是越少越好，寻找合适的ＧｎＲＨ－ａ用量是长方案超
促排卵成功的重要条件。

为了寻找合适的ＧｎＧＨ－ａ用量，大家一直在进行
探索和研究，Ｐｒａｔｏ等［１２］研究表明，在Ｇｎ启动后将Ｇｎ
ＲＨ－ａ用量减半，其妊娠结局和常规剂量组妊娠结局
相似；夏红［１３］指出醋酸曲普瑞林０１ｍｇ／ｄ，启动日改
用００５ｍｇ／ｄ至ＨＣＧ日与醋酸曲普瑞林００５ｍｇ／ｄ至
ＨＣＧ日两种方法对垂体的脱敏程度、取卵数、受精率、
胚胎种植率、妊娠率等方面比较效果相同；张文等［１４］

研究认为曲普瑞林隔日一次注射既能获得满意的临床

妊娠率，又能降低药费，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本研究

中Ａ、Ｂ两组共２８４周期，均采用曲普瑞林减量方案进
行超排，为了比较哪种方式更适合于病人，我们将Ａ、Ｂ
两组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比较。结果提示 Ａ、Ｂ两组在
Ｇｎ用量及Ｇｎ天数上相近，而且两组曲普瑞林的用量
无差异。两组间平均获卵数、正常受精率、移植胚胎

数、优质胚胎率以及中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率的比较均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临床结局方面，两组间
临床妊娠率及胚胎着床率虽然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但可以看到Ｂ组的两个指标均高于Ａ组，
提示使用曲普瑞林隔日肌注组的患者妊娠结局较好，

早期流产率 Ｂ组稍高于 Ａ组，但无统计学差异，二者
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尚需要加大样本量进一步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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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朱桂金等［１５］研究指出，曲普瑞林０１ｍｇ隔日用药
方案的妊娠率明显高于００５ｍｇ每日用药方案，证明
隔日皮下注射曲普瑞林０１ｍｇ的方案安全、有效，而且
使用方便，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同。由于曲普瑞林制剂为

单只０１ｍｇ，００５ｍｇ隔日肌注，若一支分两次使用，保存
困难，药效相对不稳定且有污染可能，１０ｍｇ隔日使用
时，避免了上述风险，减少了注射的次数，减少患者就医

的次数，更为患者所接受，从而可以减轻患者对每日注

射的紧张情绪。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所以，在Ｇｎ启动
后曲普瑞林减量方式的选择时，采用曲普瑞林０１ｍｇ隔
日注射较００５ｍｇ每日注射更安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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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头孢曲松与氨曲南治疗淋病的药物成本分析

对治疗方案实施的影响

张美珍 吴小明

衢化医院药剂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４

【摘　要】目的：探讨头孢曲松与氨曲南治疗淋病的药物成本分析对治疗方案实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
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确诊的单纯性淋病患者１０６例，并根据用药方案种类分为头孢曲松钠组５０例和氨曲南组５６
例，其中头孢曲松钠组采用头孢曲松钠针剂肌内注射治疗，氨曲南组采用氨曲南针剂静脉滴注治疗。根据药物经济学原

理，采用成本－效果分析法进行评价。结果：头孢曲松钠组和氨曲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２００％和９４６４％，总不良反
应率分别为３０００％和３２１４％，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成本 －效果比分别为６２３和７９０。
结论：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且成本－效果分析结果说明，头孢曲松钠是最佳治疗方案，值得临床上
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头孢曲松；氨曲南；淋病；药物成本分析；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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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０％ ａｎｄ９４．６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３０．００％ ａｎｄ３２．１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６．２３ａｎｄ７．９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ｃａｎ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ｗ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Ａｚｔｒｅｏｎａｍ；Ｇｎｏｒｒｈｅａ；Ｄｒｕｇｓ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淋病是由淋病双球菌感染导致的泌尿生殖系统炎
性疾病，亦是一种最常见的性传染疾病。它可导致不

孕不育，并能通过血液传播，产生菌血症和脑膜炎等，

对患者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１］。近年来，由于部分患

者在患病后仍有不洁性史，以及淋病双球菌对药物的

敏感性降低和耐药性增加，淋病的治疗成本越来越高，

而治疗效果却越来越差［２］。目前，对淋病的治疗原则

是及时、足量和规范的使用抗菌药物，而头孢曲松钠是

卫生部（现为卫生计生委）推荐的治疗淋病的首选药

物［３］。为了更合理和有效的使用药物资源，找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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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合理、安全、经济的治疗方案，本研究旨在探讨头

孢曲松与氨曲南治疗淋病的药物成本分析对治疗方案

实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确

诊的单纯性淋病患者１０６例，并根据用药方案种类分
为头孢曲松钠组５０例，其中男２８例，女２２例，年龄２４
～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７５±９５３）岁；氨曲南组５６例，
其中男 ３０例，女 ２６例，年龄 ２３～４６岁，平均年龄
（３５８７±１０２６）岁。
１２　给药方法
头孢曲松钠组：以３５ｍｌ注射用水和１％盐酸利

多卡因加入１ｇ瓶装中，制成０２５ｇ／ｍｌ头孢曲松的溶
液，采用肌内注射，１次／ｄ，连续用药７ｄ。氨曲南组：以
０５ｇ氨曲南加入５％葡萄糖注射液，制成２５０ｍＬ氨曲
南溶液，采用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用药７ｄ。
１３　成本的计算
１３１　药　费　指两种方案应用全疗程的药品

费用。头孢曲松钠（汕头金石粉针剂有限公司）１０ｇ，
７５０元１支，７支共５２５０元；氨曲南（海南灵康制药
有限公司）０５ｇ，２２８３元１支，７支共１５９８１元。
１３２　注射费　两种方案注射费都相同，５元／

次，７次共３５元。
１３３　检查费　指两种方案治疗前后的各项检

查费用，检查费都相同，２４元／次，２次共４８元。
１３４　误工费　指患者在检查和治疗过程中所

失去的劳动收入。本市的月平均工资为２１５０元，则日
平均工资为７１６７元，每天误工费按每次诊治半天计
算，７次共为２５０８４元。
１３５　总成本　Ｃ头 ＝５２５０＋３５００＋４８００＋

２５０８４＝３８６３４元；Ｃ氨 ＝１５９８１＋３５００＋４８００＋
２５０８４＝４９３６５元。

１４　疗效评定［４］

痊愈：用药７ｄ后，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
病原学和实验室检查均显阴性；显效：用药７ｄ后，患者
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病原学和实验室检查不完

全显阴性；无效：用药７ｄ后，患者病情没有变化或更加
严重。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总例数。
１５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比（Ｃ／Ｅ）＝总成本／效果，其中效果＝

总有效率－总不良反应率。Ｃ／Ｅ越小，说明单位效果
内付出成本越低，治疗方案实施就越有意义。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
头孢曲松钠组总有效率为 ９２００％，氨曲南组总

有效率为９４６４％，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痊愈

（ｎ）

显效

（ｎ）

无效

（ｎ）

总有效率

（％）

头孢曲松钠组 ５０ ４４ ２ ４ ９２．００

氨曲南组 ５６ ４９ ４ ３ ９４．６４

　　注：与氨曲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的不良反应比较
头孢曲松钠组和氨曲南组的总不良反应率分别为

３０００％和３２１４％，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的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给药疼痛

（ｎ）

皮肤瘙痒

（ｎ）

恶心

（ｎ）

呕吐

（ｎ）

总不良

反应率

（ｎ）

头孢曲松钠组 ５０ ８ １ ４ ２ ３０．００

氨曲南组 ５６ １０ １ ６ １ ３２．１４

　　注：与氨曲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成本－效果分析比较
头孢曲松钠组和氨曲南组的 Ｃ／Ｅ值分别为６２３

和７９０，说明头孢曲松钠是最佳治疗方案。

表３

组别 总成本（Ｃ，元） 效果（Ｅ，％） Ｃ／Ｅ

头孢曲松钠组 ３８６．３４ ６２．００ ６．２３

氨曲南组 ４９３．６５ ６２．５０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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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淋病是由淋病双球菌感染导致的性传染疾病，临

床表现为泌尿生殖系统出现炎症，主要包括尿频、尿

急、尿痛，前列腺炎和附睾炎，宫颈炎和盆腔炎等，对患

者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５，６］。目前，对淋病主要是

采用抗生素治疗，但由于临床上抗菌药物的滥用和菌

株的不断变异，导致淋病双球菌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

和耐药性增加，青霉素和四环素等传统抗生素对淋病

的治疗已不起太大作用［７］。考虑到淋病易复发，治疗

淋病的成本会对方案实施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本文主

要探讨头孢曲松钠和氨曲南治疗淋病的临床疗效，以

及其药物成本对方案实施的影响。

头孢曲松钠为第３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对淋病
双球菌的杀灭作用优于第１和第２代，灭菌有效浓度
的持续时间约为２４ｈ，属于长效β内酰胺类抗生素［８］。

其药理作用机制主要是抑制细胞壁的合成，从而产生

灭菌活性，在体外将淋病双球菌灭，主要特点是灭菌活

性强、稳定性高和持续时间长［９，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

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的总有效率高，说明头孢曲松钠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但在治疗过程中仍出现给药疼

痛、恶心、呕吐和皮肤瘙痒等不良反应，其原因可能与

方案的剂量和疗程有关［１１］。氨曲南是一种单酰胺环

抗生素，杀灭革兰阴性菌的活性较强，特别是脑膜炎球

菌、流感杆菌和淋病双球菌等都对氨曲南比较敏

感［１２，１３］。其治疗淋病的药理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结

合淋病双球菌的青霉素结合蛋白，使细胞壁的合成受

到抑制，最终导致细胞的死亡［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

氨曲南治疗淋病的总有效率略高于头孢曲松钠，但其

不良反应比较多，特别是肾毒性比较严重，因此对于肾

功能损害的患者应酌情调整剂量与疗程。本研究还通

过成本－效果分析法对头孢曲松钠及氨曲南治疗淋病
的临床疗效作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头孢曲松钠治疗

方案的成本－效果比小于氨曲南治疗方案。说明单位
效果内付出成本越低，治疗方案实施就越有意义［１５］。

综上所述，在考虑淋病患者的治疗方案时，应根

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临床疗效最好、不良反应最少

和药物成本最合理的治疗方案，以获取最大的医疗

效益。本文中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具有显著的临床

疗效和较少的不良反应，且成本 －效果分析结果说
明，头孢曲松钠是最佳治疗方案，值得临床上进一步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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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不孕症患者下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与

血清抗精子抗体相关性分析

郑　媛

义乌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义乌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研究女性不孕症患者下生殖道解脲支原体（ＵＵ）感染与血清抗精子抗体阳性之间的关系。方法：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就诊的１２０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为观察组，纳入同期健康体检的６０例有生育史的女性为对照
组。采用培养法对受试者宫颈黏液进行ＵＵ检测，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结果：观察组ＵＵ阳性
检出率（５５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２３３％，χ２＝１７０７１，Ｐ＜００５）；观察组 ＡｓＡｂ阳性率（４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１０％，
χ２＝２２０５０，Ｐ＜００５）；ＵＵ检测阳性患者ＡｓＡｂ阳性率（６０５％）明显高于ＵＵ阴性患者（１１１％，χ２＝４８８８９，Ｐ＜００５）。
结论：下生殖道ＵＵ感染及血清ＡｓＡｂ阳性是导致女性不孕症的重要原因，ＡｓＡｂ的产生与ＵＵ感染有关。

【关键词】不孕症；生殖道感染；支原体；抗精子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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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育年龄延迟及生活环境、习惯的改变等诸
多因素变化，不孕症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不

孕症的病因十分复杂，凡是影响排卵、受精、着床的因

素均可以致病，其中微生物感染是引起不孕症的常见

危险因素之一。随着性传播疾病增多，解脲支原体

（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引起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的发病率也越来越多。由于支原体感染起病隐匿，易

引起女性生殖腔道粘连与阻塞，导致女性不孕症［２］。

抗精子抗体（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ｓＡｂ）是机体产生的
与精子表面抗原特异结合的抗体，能影响正常生育的

多个环节导致男女不孕症［３］。本研究分析了１２０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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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孕症患者和６０例健康对照者下生殖道 ＵＵ感染
情况和血清ＡｓＡｂ的检测结果，旨在探讨ＵＵ感染与血
清ＡｓＡｂ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女
性不孕症患者１２０例为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３～３６岁，
平均为（２８５±５３）岁，不孕年限２～１１年。其中原
发性不孕患者８３例，继发性不孕患者３７例。纳入标
准：婚后有正常性生活，未采用避孕措施而超过１年未
受孕；男方精液检查正常；排除有先天性不孕因素。以

同期在本院体检的有生育史的６０例女性为对照组，对
照组年龄为２２～３８岁，平均为（２９２±５５）岁，两组年
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支原体检测 患者常规暴露宫颈，用无菌

棉拭子拭净宫颈分泌物，换用藻酸钙棉拭子插入宫颈

２ｃｍ左右旋转１周，停留 １５ｓ后取出，立即接种到 ＵＵ
液体培养基中。使用珠海银科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的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一体化试剂盒，严格按

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结果判断。

１２２ 血清抗精子抗体检测 采集患者空腹肘

静脉血液２～３ｍＬ，分离血清 －２０℃保存待检，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法检测ＡｓＡｂ，试剂盒购自深圳市安群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χ２检验比较，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ＵＵ检测结果
观察组 ＵＵ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

１７０７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ＵＵ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ＵＵ阳性

ｎ ％

ＵＵ阴性

ｎ ％

观察组 １２０ ６７ ５５．８ ５３ ４４．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４ ２３．３ ４６ ７６．７

２．２　血清ＡｓＡｂ检测结果
观察组 ＡｓＡｂ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 ＝

２２０５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ＡｓＡｂ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ＡｓＡｂ阳性

ｎ ％

ＡｓＡｂ阴性

ｎ ％

观察组 １２０ ５４ ４５．０ ８０ ５５．０

对照组 ６０ ６ １０．０ ５４ ９０．０

２．３　ＵＵ感染与ＡｓＡｂ的关系
ＵＵ检测阳性患者ＡｓＡｂ阳性率明显高于ＵＵ阴性

患者（χ２＝４８８８９，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ＵＵ感染与ＡｓＡｂ的关系

组别 例数
ＡｓＡｂ阳性

ｎ ％

ＡｓＡｂ阴性

ｎ ％

ＵＵ阳性 ８１ ４９ ６０．５ ３２ ３９．５

ＵＵ阴性 ９９ １１ １１．１ ８８ ８８．９

３ 讨　　论

不孕症发病率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３％～８％上
升到目前的１０％～１５％［１］，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

神压力，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盆腔炎症

是引起不孕不育的常见病因，而支原体中的解脲支原

体（ＵＵ）是造成男女生殖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目前
不同的研究均证实ＵＵ感染与女性不孕症相关［２，４－６］。

本研究也显示，女性不孕症患者下生殖道 ５５８％的
ＵＵ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正常女性的２３３％。研究显
示，在机体免疫力低下或局部微环境改变时，具有致病

性的ＵＵ通过其特殊的顶端黏附结构粘附于宿主细胞
膜表面受体上，通过免疫介导损伤引起宫颈炎、子宫附

件及盆腔炎症性疾病，可导致输卵管性不孕［５］。此外

在女性生殖道内的 ＵＵ能吸附于精子表面，将结合部
位连接成卷曲状态，降低精子的活力和速度，减弱精子

对卵子的穿透能力，从而引起不孕［７］。还有研究［８］显

示ＵＵ感染妇女血清中 γ－干扰素（ＩＮＦ－γ）水平升
高，后者是引起迟发性过敏反应最重要的细胞因子之

一，能通过免疫机制激发细胞免疫引起组织损伤，并与

其他细胞因子共同发挥细胞毒性作用，引起输卵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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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亦可能是导致不孕的原因之一。

ＡｓＡｂ是机体产生的能与精子表面抗原特异结合
的抗体，是引起免疫性不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ＡｓＡｂ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证实了ＡＳＡｂ可造成女性不孕。研究证实 ＡｓＡｂ能通
过以下机制导致不孕症［９－１２］：抗精子细胞的毒性作

用，降低精子存活率；使精子发生凝集和制动使精子活

力降低，影响运送和受精功能；抑制精子穿越宫颈黏

液，抑制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封闭顶体膜上抗原位

点，影响精子穿过透明带及精卵结合；干扰受精及受精

卵着床等。女性生殖道具有屏障作用，而男性精液中

有精浆免疫抑制物，可以抑制女方对精子抗原的免疫

应答形成免疫耐受。

研究显示，女性生殖道黏膜机械性或化学性损伤

后屏障功能被破坏，使之暴露于外来精子抗原［１３］；通

过输卵管道进入腹腔的精子在巨噬细胞吞饮作用和 Ｔ
细胞介导引起免疫反应［１４］；女性生殖道感染后局部炎

症等均可导致女性产生ＡｓＡｂ。其中女性下生殖道ＵＵ
感染即刻通过炎症反应、破坏黏膜屏障功能等机制导

致女性产生ＡｓＡｂ［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在ＵＵ阳性者
中 ＡｓＡｂ阳性率高达 ６０５％，而 ＵＵ阴性者仅为
１１１％，二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明 ＵＵ感染可导
致女性产生ＡｓＡｂ，与曾丽英等［１６］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女性不孕症患者 ＵＵ感染
率与 ＡｓＡｂ阳性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女性，二者确实是
导致女性不孕症的重要原因。而ＵＵ感染可通过多种
机制导致女性产生ＡｓＡｂ，二者存在相关性。因此对于
原因不明的女性不孕症，应进行全面的ＵＵ、ＡｓＡｂ的检
测，对于全面估价免疫学因素和感染因素在不孕中的

作用以及制定临床治疗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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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
治疗６０例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观察

郑锦华

金华广福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尖锐湿疣（ＣＡ）应用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复发率。
方法：将筛选的１２０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均行二氧化碳激光术局部治疗。
试验组６０例患者加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皮损局部注射。观察两组的治愈率、复发率。结果：试验组术后治愈率为
９１６７％，随访复发率为８３３％。对照组治愈率为６８３４％，随访复发率为３１６７％。两组间治愈率、复发率比较，均有显
著性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结论：应用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局部注射对尖锐湿疣疗效较好，并且术
后复发率较低。

【关键词】尖锐湿疣；二氧化碳激光；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ｕａｎｇｆ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ｎｈｕａ，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１２０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
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０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ｔｏｐ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
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ｃｕｒｅ
ｒａｔｅ（９１．６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６８．３４％）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８．３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３１．６７％）．
Ｔｈｏ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ｇｏｏ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Ｉｔｉｓ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

　　我院泌尿外科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期间
对收治的６０例 ＣＡ患者采用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
人干扰素 α－２ｂ注射剂治疗，治愈率较高，复发率较
低，现具体描述实验研究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我院泌尿外科筛选出
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试验组６０例，男４２例，女１８例；病程０３个月～
８个月，平均（２３８±０３６）月；年龄 １８～６４岁，平均
（２７７１±５９４）岁。对照组６０例，男４０例，女２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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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０４个月 ～８个月，平均（２１９±０３５）月；年龄
１９～６９岁，平均（２７５１±５９６）岁。疣状皮损呈现为
乳头样、菜花样及鸡冠样等不同形态的赘生物。女性

疣状皮损多出现在阴唇、阴蒂、会阴及阴道口部位。男

性疣状皮损多出现在肛门、龟头、冠状沟及尿道口等部

位。两组病例的年龄、性别、病程相似，经统计学处理，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按卫生部颁发的《性病防治手册》作为

入选本研究的诊断标准。（１）肉眼可见菜花样、鸡冠
样赘生物。（２）疣状增生物多出现在肛周、肛门、会
阴、生殖器等部位。（３）醋酸白试验阳性。

排除标准：（１）就诊前２个月内患者有免疫制剂
及抗病毒治疗史。（２）患者有严重的心脑肾系统疾
病、代谢性疾病以及精神类疾病。（３）哺乳或妊娠的
女性患者。（４）合并其他带状疱疹感染类疾病的患者
及合并其他类型的性病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选择合适的体位，暴露患者病变部位，于病变部位

行常规消毒，然后以 ２％利多卡因行表面皮肤麻醉。
试验组采用二氧化碳激光清除疣体，清除至赘生物基

底部皮肤２ｍｍ范围。清除后降低二氧化碳激光功率，
对疣状赘生物的皮肤基底部位进行碳化止血，保持治

疗部位局部清洁。对照组在此术后不做特殊治疗和处

理。试验组治疗３ｄ后，在局部创面涂抹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涂抹范围大于创面２ｃｍ范围，１次／ｄ，连
续治疗２周。两组患者均每月复诊１次，连续复诊６
次。然后电话随访６个月。观察几率患者的疗效、并
发症、复发情况。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参考相关文献标准：治愈为局部病灶完全消退，肉

眼疣体全部脱落，创面愈合。治疗后随访６个月内无
原发病灶新的疣体出现。随访包括原发病灶周围２ｃｍ
范围内未出现新的疣体。复发：复诊和随访期间，原发

病灶或者原发病灶周围 ２ｃｍ范围内出现新的疣体。
醋酸白试验阳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数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疗效及复发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后，对照组痊愈４１例（６８３４％），较观察
组的５５例（９１６７％）少。治疗后随访６个月，对照组
复发例 １９例（３１６７％），较观察组的 ５例（８３３％）
多。两组间治愈率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１）。组间复发率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病例治愈及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ｎ（％）

复发

ｎ（％）

治疗后复发

２个月 ４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对照组 ６０ ４１（６８．３４）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１ ４ ２ １ １

试验组 ６０ ５５（９１．６７）▲ ５（８．３３）! ３ １ ０ １ ０

　　注：▲表示与对照组治愈率比较，χ２＝６７２８，▲Ｐ＝０００９!表示与对照组复发率比较，χ２＝７１２３，! Ｐ＝０００８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是由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皮肤

形成的一种性传播疾病［１－３］。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

的尖锐湿疣形成会阴区皮肤疣状赘生物，严重影响患

者的身心健康。有文献记载高危型尖锐湿疣的发展与

多种生殖道癌，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患者的预后相关度

较高［４，５］。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是一种广谱抗病毒药

物。通过基因工程合成的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临床
疗效大致分为３类：抗肿瘤作用、免疫调节作用、抗病
毒作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通过与靶细胞膜上的
受体相结合，膜上胞外受体将信号传导至使细胞膜内

的部分发生喜好传导，激活并使细胞内抗病毒蛋白基

因增殖，复制、表达，产生抗病毒和抑制病毒复制的作

用［６－９］。在免疫调节方面，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可增
强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活性诱导内源性干扰素，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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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Ｋ细胞的杀伤。它这种调节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
有可能在肿瘤上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并且巨噬

细胞吞噬作用的增强，内源性干扰素的产生，ＮＫ细胞
的杀伤力增强可以使宿主对肿瘤细胞的效应得到进一

步提升，这是本研究运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补充治
疗尖锐湿疣的理论基础。

尖锐湿疣赘生物周围，外观正常的组织存在被证

明存在ＨＰＶ病毒。ＨＰＶ病毒感染常常深入到皮肤组
织的真皮血管层。所以对于组织赘生物，用激光、微波

等物理方消除可以改善外观症状，但是这些疗法对于

病灶周围的潜在感染的处理不足［１０－１４］。激光、微波等

物理治疗后创面对病毒的抵抗力降低，病灶更容易再

次感染ＨＰＶ病毒，因而此病复发率较高［１５，１６］。如果患

者未第二次感染病菌，那么尖锐湿疣的复发与病毒未

彻底清除关系密切［１７］。为弥补物理疗法的缺陷，本实

验对于患者在进行激光等物理治疗的疣状赘生物周围

２ｃｍ范围内应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因为局部
皮损处对于药物的吸收力也较高，患处皮肤吸收的干

扰素可以清除残留病毒，进而清除了隐性感染和残余

病毒。不仅如此，外用干扰素可以增加皮肤抵抗力，消

除创面炎症，加速创面的愈合。因此外用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ｂ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的同时降低复发率。
试验组在治疗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副反应，但是

症状较轻，患者均能耐受并坚持治疗。试验组有 ２
例患者于二氧化碳激光后局部出现可以耐受的疼

痛、红肿、渗出现象，均在４ｄ内缓解。少数病例外用
重组人干扰素后，皮肤有轻度灼烧感，但均能坚持治

疗。

在本实验中，试验组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

扰素α－２ｂ治疗尖锐湿疣患者，疗效显著优于单独应
用二氧化碳激光组。试验组复发率也显著低于对照

组。不良反应较少，且轻微，并且两组患者都可以忍

受。综上所述，应用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局部注射对尖锐湿疣疗效较好，并且术后复发
率较低，且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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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孙自学治疗急性附睾炎经验

王希兰

安阳市中医院男科，河南 安阳４５５０００

【摘　要】文章从病因病机、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经验等几个方面对孙自学教授诊治急性附睾炎进行论述。孙师
认为本病多因感受寒湿或湿热，或嗜食肥甘，或房事不节，或跌扑外伤等引起。与肝、肾二经密切相关。诊断应症状和体

征相结合，同时结合现代仪器检查。治疗主张中西医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对防止附睾结节出现有独到之处。

【关键词】急性附睾炎；中西医结合疗法；孙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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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ｕｔｅ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Ｍ 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ｎＺｉｘｕｅ

　　急性附睾炎是因致病菌侵入附睾而引起的炎症，
是男科常见急症之一。本病以附睾迅速肿大、疼痛且

向同侧腹股沟放射为特点，常合并有恶寒发热、头痛头

昏、全身关节酸痛等全身症状［１］。中医称睾丸、附睾为

“肾子”，本病属于中医学“子痈”的范畴。临证常见湿

热下注型及热毒蕴结型。现代医学认为本病多为细菌

感染引起，发病急骤，患者痛苦异常，部分患者会造成

不育症。临床治疗首选抗生素，多数患者易留下附睾

结节。孙自学教授系河南省中医院生殖中心主任，河

南省名中医，对急性附睾炎的临床诊治经验丰富。笔

者有幸跟师学习，管窥一斑，现将孙老师对急性附睾炎

的诊治思路及方法简述如下。

１ 病因病机

孙师认为本病多因感受湿热，或嗜食肥甘，或房事

不节，或跌扑外伤等引起，与肝、肾二经密切相关。外

感湿热邪毒，侵犯肝经，循经下注，结于宗筋；嗜食肥

甘，湿热内生，注于厥阴之络；情志不调，气机不畅，生

痰化瘀，瘀久化热，合而为病；遭受外伤、手术，络伤血

瘀，染毒化热，宗筋气血不畅则肿，湿热煎熬，热盛肉腐

则为痈，故见睾丸、附睾红肿热痛，发为本病。现代医

学认为本病多为细菌感染引起，常见致病菌有大肠杆

菌、葡萄球菌、革兰氏阴性双球菌等。附睾是一个管道

系统，近端与睾丸相通，远端与输精管、精囊、前列腺、

尿道相连，尿道炎、精囊炎、前列腺炎发生时细菌可通

过这条管道逆行感染侵入附睾而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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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

２１ 临床诊断

孙师认为本病应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望诊注意观

察是单侧还是两侧肿大，皮色是否发红；问诊应注重疼

痛特点，发病时间及发病诱因；切诊包括切脉与局部触

诊，触诊局部是否拒按，是否有灼热感、波动感，向上托

起疼痛减轻还是加重。临证常见湿热下注型及热毒蕴

结型，伴有舌红苔黄腻，脉象滑数。典型症状：突发阴

囊内肿痛，疼痛剧烈，站立位时加重，疼痛可放射至腹

股沟、下腹部甚至腰部。附睾局部可迅速肿大，伴有寒

战、发热等全身症状。体征：患侧阴囊皮肤红肿、附睾

肿大，明显触痛［２］。有时伴有精索增粗有压痛。炎症

侵润蔓延至睾丸时，睾丸与附睾界限不清，局部肿硬，

为附睾睾丸炎。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增高、中

性粒细胞计数增高；彩超检查可发现附睾体积增大、内

部回声不均匀、血流信号丰富。附睾睾丸炎时，附睾、

睾丸体积均增大，血流信号丰富。

２２ 鉴别诊断

孙师认为本病鉴别诊断十分重要，特别是要和睾

丸扭转相鉴别。把睾丸扭转误诊为急性附睾炎，各级

医院均有发生。睾丸扭转多发生于儿童和青少年，有

剧烈活动等诱因，疼痛剧烈，睾丸附睾肿大，精索呈麻

绳状扭曲。扪诊附睾不在正常位置，而在睾丸的前面、

侧面或上方。彩超检查附睾睾丸血流信号明显减少或

消失。睾丸扭转一旦确诊应迅速手术复位。另外，急

性附睾炎还要和结核性附睾炎、睾丸肿瘤、睾丸外伤、

流行性腮腺炎性睾丸炎相鉴别，需要详问病史，结合必

要检查，不难鉴别。

３ 治疗经验

３１ 治法治则

孙师认为急性附睾炎常见中医证型为湿热下注型

及热毒蕴结型。湿热下注型常采用清热利湿、解毒散

结的治法。热毒易与湿相合，湿性重浊使火热郁结难

以消除。故清热时同时配合祛湿，则热易散，并可以使

热邪通过水道排除；热毒蕴结型常采用清热解毒、消肿

散结的治法。热毒蕴结，壅滞经络，可使气血不畅，热

盛肉腐而为肿为痈，故采用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治

法，使热邪得清，毒邪得解，硬结得散［３］。王琦等［４］以

清热利湿、解毒消痈为治则；邹桃生［５］以清热利湿、泻

火解毒、理气行滞、活血通络为治则；李临刚等［６］以疏

肝理气、清热利湿、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为治则，并强调

急性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既能较快缓解症状，又可

预防附睾结节的出现。

３２　用药特点
孙师认为急性附睾炎诊断一旦明确，应遵循及时、

足量、敏感的原则，合理使用抗生素。如局部肿痛剧烈

或合并高热不退者，可短时间使用激素，一般不超过３
天，能较快缓解病情。同时，辨证论治使用龙胆泻肝汤

清肝胆实热。方中龙胆草大苦大寒，泻火除湿为君药。

配伍臣药黄芩、栀子苦寒泻火，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

利湿，促进湿热从水道排除。肝主藏血，肝经有热，本

易耗伤阴血，加以燥湿伤阴，故用生地、当归滋阴养血，

标本兼顾。柴胡为使药引诸药入肝胆，甘草有调和诸

药之效。或以仙方活命饮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方中

金银花清热解毒；防风、白芷疏散外邪，使热毒从外透

解；当归尾、赤芍、乳香、没药活血散瘀，以消肿止痛；贝

母、天花粉清热散结；穿山甲、皂角刺通行经络，透脓溃

坚；陈皮理气；甘草化毒和中。中西医结合，可迅速缓

解症状，防止附睾结节的形成。

３３ 辨明虚实寒热

孙师认为本病多为热证、实证，强调辨证时除观察

全身状况外，更要重视局部的病情体征。疼痛较剧，局

限一处，伴有红肿灼热者属实证热证；疼痛轻微，肿大

缓慢，皮色不变，属虚证寒证。

３４ 注重外治

孙师认为本病发病部位表浅，外治疗法可直接作

用于患处，起效迅速。《理瀹骈文》曰：“外治之理即内

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急性期多为湿热瘀阻

致病，外治药可选用大黄、黄柏、苦参、白花蛇舌草、蒲

公英、败酱草、血竭等药以及金黄膏、如意金黄散等，通

过外敷、外洗、中药离子导入等方法作用于患处，可迅

速改善症状，缓解疼痛。

３５ 重视合并症的处理

孙师认为男性生殖系统与泌尿系统在解剖及功能

学上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系统，中医学认为两系统均属

肝经所系。正如《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脉

……入毛中，过阴器，抵少腹。”而少腹之中有双肾、输

尿管、膀胱及前列腺、精囊腺，阴器则包括睾丸、附睾、

精索、尿道。泌尿系感染与生殖系感染常常同时存在，

互为因果；同时生殖系统各器官之间的联系亦非常紧

密，病原体可以顺着精道和尿道在各器官之间互相传

播，这些均成为感染迁延不愈的原因。本病常和精囊

炎、尿道炎、前列腺炎等病同时存在，治疗上在针对主

病的同时要兼顾他病［７］。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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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中药苍柏湿毒清对小鼠阴道黏膜白介素１２的影响

梅　琼　李元文△　李　楠　张晓静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摘　要】目的：本文旨在探讨中药苍柏湿毒清对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浓度的影响。方法：取阴
道解脲支原体培养阴性的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先干预后造模组（Ａ１）、后造模对照组（Ｂ１）、先造模后干预组（Ａ２）、先造
模对照组（Ｂ２）、空白组（Ｃ）。Ａ１予苍柏湿毒清水煎剂（１ｇ生药／ｍｌ）灌胃０２ｍｌｂｉｄ；Ｂ１予生理盐水灌胃０２ｍｌｂｉｄ，１周
后，两组皮下注射雌二醇注射液０２ｍｇ／周，共４周。第２次注射雌二醇后，阴道注射３代８型解脲支原体菌液２０ｕｌ／ｄ，共
３次，１周后补种１次，造模成功后测量阴道黏膜ＩＬ－１２浓度。Ａ２及Ｂ２组先注射雌二醇０２ｍｇ／周，共４周，第２次注射
后阴道注射Ｕｕ菌液２０ｕｌ／ｄ，共３ｄ，１周后补种１次。造模成功后进行中药水煎剂灌胃，０２ｍｌｂｉｄ，对照组予生理盐水灌
胃，０２ｍｌｂｉｄ，共７ｄ。干预后进行阴道黏膜白介素１２浓度检测。结果：白介素１２浓度先灌药后造模组与模型组比，两组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先干预与后干预两组比较，两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先造模后灌药组与其模型组比，
两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两模型组之间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干预组与空白组之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同时，后造模对照组与空白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先造模对照组与空白组间，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结论：苍柏湿毒清水煎剂能够使小鼠阴道黏膜白介素１２的浓度恢复至正常值左右，具有修复局部炎症
损伤的作用。

【关键词】苍柏湿毒清；解脲支原体；白介素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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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ｔｈｗｅ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ｉｍｅｏｆｏ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ｎＧｒｏｕｐＡ２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ｖａｇｅｏｆ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２
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ｖａｇｅ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ｎ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ＩＳＡ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ｕｃｏ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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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１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ｒｏｕｐＡ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１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Ｌ－１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０．０５），ａｎｄｓｏｄｉｄＧｒｏｕｐＡ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Ａ２（Ｐ＞０．０５），ＧｒｏｕｐＢ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２（Ｐ＞０．０５），ＧｒｏｕｐＡ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
＞０．０５），ＧｒｏｕｐＡ２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ＧｒｏｕｐＢ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ＧｒｏｕｐＢ２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Ｌ－１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ｃａｎｒｅｓｔｏｒｅＩＬ－１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ｖｅｌ．Ｉｔｃａｎ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ｌｅｓ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２

　　解脲支原体（Ｕ．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因其能够分解尿素
生长而得名，其生长代谢产物中含有氨，可使培养基

ｐＨ上升。解脲支原体可正常存在于人和动物的口腔、
呼吸道以及泌尿生殖道中，是条件致病菌，其菌群在正

常男性泌尿生殖道的寄生率约为２５％，在女性其泌尿
生殖道的寄生率约为０％ ～８０％，在患者黏膜局部坏
境改变，或抵抗力降低时，可侵入并粘附于宿主胞膜表

面受体上释放毒素以致病。既往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解脲支原体在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的定值率与年龄、种

族、教育、收入、吸烟、性伴侣数量等因素相关［１］。解脲

支原体可引发的疾病主要有：非淋球菌性尿道炎（ｎｏｎ
－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ａｌ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ＮＧＵ）、盆腔炎（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ＩＤ）、宫颈炎（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阴道炎、输卵
管炎、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附睾炎（ｅｐｉ
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不孕不育（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反复流产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早产（ｐｒｅｔｅｒｍ
ｌａｂｏｒ）等，对新生儿而言，还可引起呼吸道疾病、脑膜炎
等。现本病在临床上多以抗生素治疗为主。因病原体

易于形成对抗生素的多重耐药，有些患者经过非正规

治疗，经久不愈，反复发作。有研究显示，随时间推移，

患者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逐年升高［２－４］，个别患者

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甚至达到了１００％［２］，这大大

加重了治疗的难度。

在既往临床研究及体外抑菌实验中证实了苍柏湿

毒清具有治疗气虚湿毒型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作用，并

进行了治疗机理的探讨。在动物实验方面，也证实了

其可以降低小鼠阴道炎模型阴道 Ｕｕ定植率［５－７］。在

本研究中将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探讨苍柏湿毒清治疗

本病影响Ｕｕ定植率及改善临床症状的免疫学机制。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用器材
耗材：无菌手套、５ｍｌ无菌试管、精密ＰＨ试纸（６０－

８０）、１０００ｕｌ加样枪、１００ｕｌ加样枪、无菌枪头、注射器、
一次性隔离衣、手术器械等自备。

仪器：超净工作台，造鑫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ＶＣＭ－４２０；低温冷冻离心机，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生产，型号：

Ｆｒｅｓｃｏ１７；酶标仪，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生产，型号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
ＭＫ３；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型号：ＢＸ５１Ｔ－
ＰＨＤ－Ｊ１１；切片机，德国徕卡公司生产，型号：ＲＭ２０１６；
电子天平，瑞士ＭＥＴＴＥＲ公司生产，型号：ＡＥ１００；干燥
箱，日本三洋公司生产，型号：ＭＩＲ－１５３；低温冰箱，日
本三洋公司生产，型号：ＭＤＦ－３８２Ｅ；恒温水浴箱，江苏
太仓公司生产，型号：ＤＳＨＺ－３００。
１２ 试　剂
１２１ 液体培养基　液体培养基使用珠海市银

科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分离鉴别管（培养

法），生产许可证编号：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２００１０３１１
号，注册证书编号：粤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１２第
２４００２１２号，执行标准：ＹＺＢ／粤 ００３９－２０１２，批号：
１２１１１４１。

１２２ 检测用试剂盒　测试用试剂盒购自北京
睿基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购的美国安迪公司 Ｑｕａｎ
ｔｉｋｉｎｅ小鼠ＩＬ－１２ＥＬＩＳＡＫｉｔ试剂盒，规格：９６Ｔ。
１３ 实验用药物

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购自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

公司，规格：１ｍＬ：１ｍｇ，执行标准：《中国药典》２００５版
第二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２０２０５２９，生产批号：
９９０９２８１。

生理盐水，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

５００ｍＬ：４５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１１９２，生产批
号：Ｙ１２１２１７８Ｗ。

中药苍柏湿毒清组方：炒苍术１０ｇ、黄柏１０ｇ、柴胡
１０ｇ、生黄芪１０ｇ、丹参１５ｇ、白扁豆１０ｇ、生薏苡仁３０ｇ、
茯苓１５ｇ、马齿苋１５ｇ、苦参１０ｇ、马鞭草１０ｇ、虎杖１０ｇ、
败酱草１５ｇ、白头翁１０ｇ、白花蛇舌草１５ｇ。上述药物来
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药房，经生药鉴定合格。

生药由本院制剂室浓缩成１ｍＬ药液中含１ｇ生药的灭
菌药液，分装于５００ｍＬ无菌玻璃瓶中，密封，贴标签，
于４℃冰箱储存备用。
１４ 实验动物

清洁级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１００只，全部购自北京
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鼠龄８周龄，体重
１６～１８ｇ，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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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实验室，清洁级。

１５　试验用菌株
解脲支原体血清８型菌株（ＡＴＣＣ２７８１６），由北京

中原合聚公司代购自 ＡＴＣＣ（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
库）。复苏并传代２次后使用。

２ 试验方法

实验分为实验１和实验２，共需动物８０只。按照
实验过程中的可能死亡率为２０％，共购买 ＢＡＬＢ／ｃ小
鼠１００只。
２１ 入组前阴道Ｕｕ培养
实验动物使用清洁级包装送入实验中心后，进行

编号，并对所有实验动物进行阴道分泌物的 Ｕｕ定植
情况普查。培养结果为阴性的动物，则可纳入本实验。

２２　动物分组
使用 ＣＤＡＳ２０软件将入选实验的１００只８周龄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随机分为 Ａ１组（实验 １中药干预
组）、Ｂ１组（实验１生理盐水对照组）、Ａ２组（实验２中
药干预组）、Ｂ２组（实验２生理盐水对照组）、Ｃ组（空
白对照组）。

２３ 菌液复苏

将来自于ＡＴＣＣ的解脲支原体８型冻干菌株用复
温后的液体培养基１ｍＬ充分溶解后，立即放入３７℃温
箱培养。大约２４ｈ后，培养基颜色由黄色澄清变为橘
黄色澄清即提示复苏成功，立即转存于４℃冰箱终止
传代。

使用精密 ｐＨ试纸测菌液 ｐＨ值在 ６０～６５之
间，可用于传代。

将液体培养基放入３７℃温箱中预热１ｈ。于超净
工作台上取 １２支试管，编号后置于试管架上，使用
１０００ｕＬ移液枪将每个试管均加入１８ｍＬ预热过的液
体培养基。

使用２００ｕＬ微量移液器取复苏成功的原始菌液
０２ｍＬ，加入１号管内混匀后，从１号管中取０２ｍＬ液
体加入２号管，依次倍比稀释至第１２只试管后，从１２
号试管取０２ｍＬ液体丢弃。将全部试管放入３７℃温
箱孵育约２４ｈ。

将变红的培养基取出测量ｐＨ值，ｐＨ在６０～６５
之间者，如上法将菌株传至第３代，剩余菌液分别放入
标号后的无菌冻存管内，用封口膜密封后于 －８０℃冰
箱内冻存备用。

将复苏成功的第３代菌液配制成１０５ＣＣＵ／ｍＬ浓
度的Ｕｕ菌液备用。
２４ 实验１
２４１ 中药干预方法　将 Ａ１、Ｂ１组４０只小鼠

清洁级普通饲料饲养１周，使其适应动物房环境，观察
小鼠毛色、精神、活动度、排泄、进食饮水情况。１周
后，若小鼠情况全部正常，则进行下一步实验。

小鼠给药剂量设定为人类的６倍，按每公斤体重
体表面积比值计算，假设小鼠体重为２０ｇ，每日应给药
量为０３９ｇ。

从第２周起，予 Ａ１组小鼠灌中药１周／次。按照
人类服药方式２次／ｄ给药，０２ｍＬ／次，两次给药间隔
６ｈ。从第２周起，每日予 Ｂ２组小鼠生理盐水灌胃，２
次／ｄ，０２ｍＬ／次，两次灌胃间隔６ｈ。

清洁级普通饲料饲养，每日观察 Ａ１、Ｂ１组小鼠神
态、毛色、活动度、进食、进水情况，每周测量体重。

２４２ 解脲支原体感染动物模型的建立　Ａ１、
Ｂ１组分别灌中药及生理盐水１周后，开始建立动物模
型。①于第３周起，予Ａ１、Ｂ１组小鼠皮下注射苯甲酸
雌二醇注射液０２ｍｇ／只，选取腹壁、颈后、四肢近端等
多处注射，保证药物吸收。每周１次，共注射４周。②
于第２次皮下注射雌二醇（即总实验进程的第４周）
后，连续３日向Ａ１组及 Ｂ１组小鼠阴道注射 Ｕｕ菌液
２０ｕＬ。接种３次完成的１周后，再行阴道补种１次Ｕｕ
菌液，剂量同前。清洁级普通饲料饲养，每２日观察小
鼠毛色、饮食、饮水情况、精神、活动度、外阴情况，每周

测量体重。

２４３ 指标检测　造模完成后，对 Ａ１、Ｂ１组小
鼠进行ＩＬ－１２检测。小鼠脱颈处死后立即用手术器
械解剖会阴部，摘取完整的阴道组织，剔取内侧黏膜组

织，冰冻保存，或立即使用美国安迪生物公司生产的小

鼠ＩＬ－１２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进行检测，操作步骤按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

２５ 实验２
２５１ 建立解脲支原体阴道感染模型　将 Ａ２、

Ｂ２组４０只小鼠清洁级普通饲料饲养１周，使适应环境。
观察小鼠毛色、精神、活动度、进食饮水、排泄情况。

于第２周开始，每周用无菌注射器予Ａ２、Ｂ２组４０
只小鼠皮下注射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０２ｍＬ。每２日
观察小鼠神态、毛色、活动度、进食水情况，每周测定体

重。

第２次注射雌二醇后，即总实验周期第３周，取复
苏成功且配制好的第３代Ｕｕ菌液为４０只小鼠进行阴
道注射。使用１００ｕｌ无菌加样枪，每只注射２０ｕＬ／次，
注射后使小鼠保持仰卧位静置数秒，使液体充分吸收。

连续注射３日，最后１次注射后７日再行补种１次，剂
量同前。造模完成后进行中药干预。

２５２ 中药干预　各小鼠用药剂量如实验１。
Ａ２组第６周起连续１周，每日予含生药１ｇ／ｍ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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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浓缩液０４ｍＬ，分两次灌胃，０２ｍＬ／次，两次灌胃
间隔６ｈ。

Ｂ２组第６周起，连续１周每日予生理盐水灌胃，
０２ｍＬ／次，每日２次，两次灌胃时间间隔６ｈ。

２５３ 血清 ＩＬ－２检测　中药干预完成后，对
Ａ２、Ｂ２小鼠进行阴道黏膜组织取样及局部 ＩＬ－１２浓
度检测。检测方法步骤同实验１。
２６ 空白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小鼠清洁级普通饲料喂养，每２日更
换垫料及饮用水，观察小鼠毛色、精神、活动度、进食饮

水、外阴、阴道等情况，每周测量体重，不予其他处理。

第７周时，进行 ＩＬ－１２浓度的测定，方法步骤同
上。

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视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小鼠行为表现观察
开始造模后第３周，模型组小鼠陆续出现外生殖

器周围红肿，有些肛门附近也出现红肿，有渗液及糜

烂，无脓液分泌。大部分小鼠出现阴道分泌物增多，性

质呈黄色澄清或白色澄清状，无特殊气味，且随时间推

移上述症状逐渐加重。

小鼠造模后出现眯眼、乍毛、喜扎堆、活动度减低、

毛色晦暗等表现，进食、饮水情况正常。灌药后小鼠外

阴、阴道症状未见减轻。空白组外阴情况正常，无阴道

分泌物增多，毛色佳、精神可、饮食可，活动度正常。

４２ 小鼠阴道黏膜的ＩＬ－１２测量结果比较
综合比较，各组阴道黏膜ＩＬ－１２值不全相同。各

组两两相比较，先灌药后造模组（Ａ１组）与模型组（Ｂ１
组）比，Ｐ＝０００，两组有显著性差异。先干预（Ａ１）与
后干预（Ａ２）两组比较，Ｐ＝０４７４＞００５，两组无统计
学差异。先造模后灌药组（Ａ２组）与模型组（Ｂ２组）
比Ｐ＝０００，两组有显著性差异。而两模型组之间比
较（Ｂ１组和Ｂ２组），Ｐ＝０２２，两组间有差异，但差异
不显著。干预组（Ａ１、Ａ２组）与空白组（Ｃ组）之间比
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１０４，Ｐ＝０３１７）；同时，模
型组 Ｂ１组与空白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８＞００５），而模型组 Ｂ２组与空白组间，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００）。见表１。

表１　苍柏湿毒清对于小鼠阴道黏膜ＩＬ－１２的影响

组别 ｎ（只） ＩＬ－１２

Ａ１ １７ ２．２８±０．６６

Ａ２ ２０ ３．２３±０．５５

Ｂ１ １６ ２．４５±０．６８

Ｂ２ １７ ３．７５±０．８０

Ｃ ２０ ２．７２±０．８６

５　讨　　论

解脲支原体（Ｕｕ）是性传播疾病的常见病原体，其
正常情况下与宿主共存，在中小学生尿沉渣检测中均

可检出解脲支原体的存在［８］。在宿主免疫力低下、局

部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等条件下，引起机会性感染。据

统计，我国非淋球菌性尿道炎发病率近年来居于 ＳＴＤ
之首位，有研究显示在健康已婚妇女生殖道进行检测

的Ｕｕ定植率也在５０％以上［９］。Ｕｕ不但会引起泌尿
生殖道炎症性疾病，还会造成不孕不育，影响胚胎发

育，造成不良妊娠及引起新生儿疾病，其还可增加其他

病原体感染的几率，甚至与肿瘤的发病相关。

临床治疗主要以广谱抗菌素治疗为主，但易于引

起耐药菌株，甚至对常规抗生素全部耐药的菌株产生，

有副作用，且疗效并不确切。本病具有病程长、易复发

的特点，其不仅引起生殖道黏膜损伤，还会引起免疫应

答的改变，使其对机体的慢性炎症损害长期存在。部

分患者可很快痊愈，但有一些患者 Ｕｕ培养检测转阴
后，仍主诉症状未减轻。故经过观察，本病就诊的患者

大多精神紧张，情志抑郁。既往研究显示苍柏湿毒清

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局部炎症反应，使定

植于泌尿生殖道的 Ｕｕ对于药物敏感性增加，耐药菌
株延缓出现，并可降低本病复发率［５］。

因古代并无本病病名，故其在中医学中病名范畴

较为广泛，属于“淋证”、“阴痒”，“带下病”，“盆腔

炎”、“妇人腹痛”、“不孕”等范畴。本病初期多为湿热

秽毒之邪熏蒸膀胱尿道，而病情迁延，久病入络，又有

气虚血瘀之证。故治疗应在清热解毒利湿基础上辅以

益气健脾通络之品。苍柏湿毒清是由炒苍术，黄柏，生

黄芪，柴胡，白头翁，丹参，生薏苡仁，白扁豆，茯苓，苦

参，马齿苋，马鞭草，虎杖，败酱草，白花蛇舌草等１５味
中药组成；方中以炒苍术、黄柏为君药，健脾燥湿，清热

解毒；以生黄芪、生苡仁、土茯苓、白扁豆、马齿苋、白头

翁等益气健脾，清热解毒药物为臣药；佐以苦参、白花

蛇舌草、丹参、虎杖、败酱草、马鞭草、柴胡等燥湿解毒，

活血止痛药物。本方扶正祛邪，以清热利湿解毒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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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泻其所感秽毒邪气，通过健脾以补后天之本，激

发正气以祛邪。现代药理研究显示黄柏等药物对 Ｕｕ
有体外抑制作用，其中黄柏氯仿提取物抑菌作用最

强。［１０］黄柏又含有黄柏素、小檗碱，实验研究证明，小

檗碱能增强白细胞的吞噬作用，能抑制病原体细胞

ＲＮＡ、ＤＮＡ、蛋白质及类脂的合成，通过与其 ＤＮＡ形成
复合物来干扰其复制、繁殖，小檗碱对耐受四环素、红

霉素的支原体也具有相当的敏感性。黄芪、丹参等又

能调节机体免疫力。清代《本草求真》曰：“黄芪性甘

味温，质轻皮黄肉白”，“为补气诸药之最”。黄芪皂苷

能够增加血白细胞总数，增强自然杀伤细胞（ＮＫ细胞）
的杀伤能力，促进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黄芪多糖则能提高ＣＤ４＋／ＣＤ８＋的比值，刺激ＮＫ细胞
的繁殖，并诱导干扰素的合成。丹参含有丹参酮，能够

抑制氧自由基释放，降低血前列腺素的水平。《景岳全

书·杂证谟·淋浊》中有云：“必以脉以证，而察其为寒

为热为虚，庶乎治不致误”，“凡热者宜清，涩者宜利，下

陷者宜提，虚者宜补，阳气不固者宜温补命门”。本方补

泻并用，即驱除湿毒瘀滞之邪又补托毒抗邪之气，并时

时顾护脾胃中州，虚实两尽而无壅补攻伐之过。

本实验中，小鼠造模后，出现眯眼、扎堆、毛色不

佳、捉取时钻缩等症状，但体重有所增加，较为符合《实

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技术》［１１］中脾虚证小鼠的造模成功

标准，考虑造模后小鼠有脾虚证存在，在临床中，医者

皆以使用清热解毒利湿药物为主，日久则攻伐脾阳，运

化无力，脾虚湿阻，反为生痰之源，其未能注重标本兼

顾。故在治疗中加入健脾益气药物是为药证相合，在

既往临床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６］。

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等［１２］于 １９８９年曾成功建立了小
鼠解脲支原体感染模型，经雌二醇处理后小鼠阴道黏

膜多核白细胞减少，使Ｕｕ能在其阴道定植，且使用Ｕｕ
血清８型造模成功率较高。国内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于
１９９４年建立ＳＤ大鼠膀胱注射Ｕｕ感染模型，现在此种
模型应用较多，但操作较复杂耗时，且死亡率高［１３］。

本实验使用雌性 Ｂａｌｂ／ｃ小鼠解脲支原体血清８型菌
株，选取雌二醇诱导下阴道注射 Ｕｕ法进行造模，操作
简单、快捷，死亡率低。

近年来国内对于中药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免疫

机制研究较为丰富，刘弘等［１４］报道了桂枝茯苓丸及四

逆散加味放对小鼠 Ｔ细胞亚群分布及 ＩＦＮ－γ、ＴＮＦ－
α、ＩＬ－４三种细胞因子的影响。许庆瑞等［１５］报道了

抗解脲胶囊可使感染 Ｕｕ的大鼠血 ＩＬ－８水平下降至
接近正常数值，其具有抗炎症损伤作用。刘朝圣、卢芳

国等［１６］报道知柏地黄汤可使Ｕｕ感染的大鼠睾丸组织
ＩＬ－２表达上升而ＴＮＦ－α表达下调，同时减少生精细

胞线粒体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表达以抑制生精
细胞凋亡，以达到治疗男性不育的目的。有研究者报

道，中药芪苓解浊颗粒剂能够上调 ＣＤ３＋、ＣＤ４＋细
胞，能使 ＣＤ４＋／ＣＤ８＋的比值上升，提高 ＮＫ细胞活
性，故能增强人体免疫力，同时该药物有较好的体外抑

菌活性［１７］。人防御素 －２（ＨＢＤ－２）具有超于一般抗
生素的抗微生物活性，与 ＴＮＦ、ＩＬ、ＩＦＮ等细胞因子具
有密切关系，而中药清热益气颗粒可以显著提高支原

体感染的女性宫颈黏膜的 ｈＢＤ－２ｄ的基因表达，增强
机体对支原体的反应能力［１８］。韩延华等［１９，２０］报道，中

药抗消灵能够显著降低解脲支原体感染后小鼠血清的

干扰素和血清ＴＮＦ－α。这些报道从不同侧面阐述了
中药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作用机制。本实验在借鉴

前人的基础上，对局部细胞因子 ＩＬ－１２进行检测，丰
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中药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１９８２年Ｗａｇｎｅｒ等发现在丝裂原刺激小鼠淋巴细
胞的培养液中存在一种细胞因子，其在体外能与ＩＬ－２
协同促进鼠 ＣＴＬ应答。１９９１年 Ｇｕｂｌｅｒ等将其克隆并
表达成功，随即命名为白细胞介素１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２，
ＩＬ－１２）。ＩＬ－１２是由二硫键联接的异源双体，由 ｐ３５
和ｐ４０两条链组成，主要由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巨噬
细胞分泌产生。其有诸多生物学作用：首先，ＩＬ－１２
可提高ＩＦＮ－γｍＲＮＡ的转录水平，促进活化的Ｔ细胞
和ＮＫ细胞ＩＦＮ－γ的分泌，进而诱导 Ｔｈ１亚群形成，
并能抑制ＩＬ－４、ＩＬ－１３等Ｔｈ２类细胞因子产生。ＩＬ－
１２还能促进ＣＴＬｓ和ＬＡＫ细胞生成，增加 ＣＴＬｓ和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同时，它还能影响 Ｂ细胞的增殖
和分化，诱导特定免疫球蛋白生成等。有研究者测定

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ＶＣ）患者的分泌物
ＩＦＮ－γ和 ＩＬ－１２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上升，细胞因子
失常使Ｔｈ１／Ｔｈ２免疫平衡失常，阴道微环境改变［２１］。

有研究表明，复发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ＲＳＡ）也与 Ｔｈ１型细胞因子（ＩＦＮ－γ和 ＩＬ－１２
等）水平升高有关。在 ＲＳＡ患者外周血中，Ｔｈ１型细
胞因子的值显著高于成功妊娠或健康妇女。当支原体

感染生殖道、精子、卵子、胚胎时，ＩＬ－１２可增强 ＣＴＬ、
ＮＫ、ＬＡＫ细胞发挥的杀伤作用，攻击精子、卵子，抑制
滋养层生长，影响胚胎发育，导致流产发生［２２］。可见，

Ｔｈ１／Ｔｈ２系统的平衡对于维持人类泌尿生殖道环境及
生殖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解脲支原体细胞膜成分中的脂蛋白 ＬＡＭＰｓ成分
介导ｕｕ粘附于宿主细胞，并被人体细胞表面的跨膜蛋
白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ＬＲｓ），如 ＴＬＲ６、ＴＬＲ２、ＴＬＲ４等识别。
识别后，胞内Ｔｏｌｌ／ＩＬ－１受体结构域构象即发生改变，
以依赖ＭｙＤ８８模式或非依赖 ＭｙＤ８８的复杂信号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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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激活ＮＦ－Ｂ［２３］、ＪＮＫ、Ｐ３８ＭＡＰＫ等，启动相关基因
转录。进而可募集炎性细胞粘附，诱导单核细胞和ＤＣ
产生细胞因子ＩＬ－１２、ＩＬ－８等，诱导炎症相关酶的分
泌，如ＩＮＯｓ等，并可直接诱导细胞凋亡。ＩＬ－１２促进
ＩＦＮ－γ分泌，ＩＦＮ－γ又继续促进巨噬细胞释放其他
促炎症因子，故ＩＬ－１２参与免疫级联反应，在炎症损
伤中有重要的作用［２４］。既往研究指出，苍柏湿毒清可

以使患者阴道 ｐＨ值趋于正常，减少宫颈分泌物的白
细胞计数，促进局部创面愈合速度［６］。

本实验测定结果显示，模型组的局部ＩＬ－１２高于
对照组，表示 Ｕｕ感染小鼠生殖道后，可引起免疫应
答，尤其是体液免疫效应，以清除病原体。解脲支原体

虽然具有形成与宿主相同的抗原以逃避免疫监视的特

性，但其所感染宿主细胞表面的 ＭＨＣ－１类分子会相
应下调，如此仍可激活 ＮＫ细胞对其产生杀伤作用。
过度的炎症反应却会造成机体的损伤。若治疗后病原

体清除不彻底，持续炎症刺激会不断损伤人体。不管

是先灌服中药苍柏湿毒清进行预防，抑或是感染 Ｕｕ
后予中药进行干预治疗，都可显著降低阴道黏膜局部

ＩＬ－１２的浓度，使其接近正常小鼠阴道黏膜ＩＬ－１２的
数值，说明中药具有清除解脲支原体，并且调节免疫应

答减少组织损伤的作用，这可能是苍柏湿毒清治疗泌

尿生殖系统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免疫学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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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大学生性观念自我判定影响因素及教育需求调查

郭文杰

成都大学医护学院，成都 ６１０１０６

【摘　要】本研究从性观念影响、性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男女大学生对
性健康教育模式的喜好选择、对当前性健康教育的认可状态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对大学生性观念影响和选择取向的因

素，为性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性资料。

【关键词】性健康教育；影响因素；教育需求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ＵＯＷｅｎｊ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１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ｉｍ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大学校园有关性的信息
大量充斥，成为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因而出现一些性意识和性行为失常的表现，如性

无知、性行为随意、性病蔓延、性犯罪等［１］。性观念、性

心理的塑造对人格及心理健康的长久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众多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为此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和探索［２－４］。目前选择何种教育模式和理论去达成性

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还存在众

多争议。本研究调查了某高校在校学生性观念及其影

响因素，学生自身性教育方式选择等，以期对目前性健

康教育模式的构建有所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某在校本科专业一年级学

生为研究对象，共２０１人，男生９５人，女生１０６人，年
龄在１８～２０岁。
１２　研究内容
通过文献复习［５，６］，综述研究进展后，确立调查内

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主要涉及自我性观念保守和

开放的主观判定，并针对影响自我性观念主观判定因

素的确认以及性健康教育方式需求开展调查，并作综

合性分析。

１３　研究方法
现场发放问卷 ２５０份，回收 ２０１份，有效回收率

８０４％。男生１１０份，回收９５份，有效回收率８６４％；
女生１４０份，回收１０６份，有效回收率７５７％。性观念
自我认定分为“保守”，“开放”。性观念影响因素包括

“性知识获取方式影响”、“传统性观念影响”、“西方性

自由观念影响”、“网络媒体信息影响”、“长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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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交流影响”６项，指标为“很不重要”、“不大重
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每项均按Ｌｉｋｅｒｔ量
表记分，由层次高低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数据录入，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率的统计描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和四格表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自我判定百分比比较结
果

性观念自我判定统计结果显示，男生性观念自我

判定较为开放，而女生性观念自我判定较为保守。对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比例百分比做率的四格表方差分

析，χ２＝５７３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７），男女大学生性观
念自我主观判定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自我判定百分比比较

类别 ｎ 保守（％） 开放（％）

男 ９５ ０．４７４ ０．５２６

女 １０６ 　０．６４２ ０．３５８

　　注：Ｐ＜００５

２２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判定影响因素得分排序

对影响性观念的因素得分进行排序，主观判断得

分最高者为同伴交流影响，其次为性知识获取方式影

响，再次为网络信息影响；得分最低的为长辈影响，其

次为西方性道德观念影响，再次为传统性道德观念影

响，见表２。

表２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影响因素得分排序

影响因素 均值（珋ｘ） 标准差（Ｓ） 排序

同伴交流影响 ３．６１１９ １．４４５２ １

性知识获取方式影响 ３．４７７６ １．４９３６ ２

网络媒体信息影响 ３．３４８３ １．３５９５ ３

传统性道德观念影响 ３．１１９４ １．３９１３ ４

西方性道德自由观念影响 ２．９８０１ １．４７３０ ５

长辈影响 ２．８７５６ １．３０７５ ６

２３　影响男女大学生不同性观念判定的影响因
素分析结果

对影响男女大学生性观念判定的因素做多因素非

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性知识获取方式、网络媒
体信息影响、同伴交流对性观念开放性的主观判定具

有促进作用，而对保守性观念主观判定表现为负性作

用。见表３。

表３　男女大学生性观念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类别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ＯＲ９５％可信限

上限 下限

性知识获取方式影响 　０．４１３ ０．１３５ ９．３０５ ０．００２ １．５１１ １．１５９ １．９７０

传统性道德观念影响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６ ０．４１１ ０．５２１ ０．９１７ ０．７０３ １．１９６

西方性道德自由观念影响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７０６ ０．４０１ １．１１４ ０．８６６ １．４３２

网络媒体信息影响 　０．８５１ ０．１６９ ２５．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２．３４１ １．６８２ ３．２５８

长辈影响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２ ０．７７４ ０．９５９ ０．７２３ １．２７３

同伴交流影响 　０．４４５ ０．１４７ ９．１８４ ０．００２ １．５６０ １．１７０ ２．０８１

　　２４　性知识获取取向判定结果
对男女大学生希望的性健康教育方式选择，

４５３％的男生和３８７％的女生选择开放式课堂教学，
５４７％的男生和６１３％的女生选择封闭式自我学习；
在对性教育需要含蓄还是开放的主观选择上，３６８％
的男生、６２３％的女生选择含蓄方式较好，而６３２％
的男生和３７３％的女生则选择开放点较好；在当前大
学开展性健康教育的方式认可方面，５７９％的男生和
５５７％的女生持认可态度，４２１％的男生和４４３％的

女生持不认可态度。对希望开展的性健康教育方式选

择做率的四格表卡方检验，χ２＝０９８３，Ｐ＞００５，男女
大学生学校性教育方式选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主观期望的教育方式选择做率的四格表卡方检验，

χ２＝１３０６８，Ｐ＜００１，男女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含蓄或
开放主观选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男女大学生

当前性健康教育认可度做率的四格表卡方检验，χ２＝
０１２６，Ｐ＞００５，男女大学生对现行性教育方式认可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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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性健康教育需求和满意度比较

学生
你希望在学校开展哪种方式的性教育

开放式课堂教育（％） 封闭式自我学习（％）

性教育含蓄好，还是开放好

含蓄（％） 开放（％）

你认可现在大学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吗

认可（％） 不认可（％）

男生 ４５．３ ５４．７ ３６．８ ６３．２ ５７．９ ４２．１

女生 ３８．７ ６１．３ 　６２．３ ３７．３ ５５．７ ４４．３

　　注：Ｐ＜００１，χ２＝１２９５

３　讨　　论

性健康教育迫在眉睫，大学生已经成为性伤害、性

相关疾病感染的主要受害者，尤其 ＨＩＶ感染。数据显
示在我国 ＨＩＶ感染者中，有近５７％为２０～２９岁的年
轻人，正处在大学受教育期间［７］，其生理状态和思想不

成熟，自控力差，极易受到感染［８］，同时性道德缺失，令

人担忧［９］，人格心理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本研究综合

性健康教育相关文献，从性观念自我判定和影响因素

及教育方式选择入手展开调查，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

性观念的自我判定有性别差异，男生性观念自我判定

较开放，类似文献研究提到的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

性是女性的２０９倍［１０］，而女生自我判断较保守，男女

大学生性观念处于多元分化状态，与已有研究结果类

似［１１］。网络信息影响、同伴交流影响、性知识获取方

式对性观念的主观判断得分最高，显示性观念自我认

定主要受以上方式影响，并可能易从以上方式习得。

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网络媒体信息影
响、同伴交流影响、性知识获取方式对性观念自我判定

有实质性影响，对开放性性观念的自我判定具有促进

作用。提示性健康教育的诸多方式对不同性观念的形

成有重要影响，网络媒介是大学生性相关信息获取的

主要渠道，对性观念影响较大，信息多样化导致信息选

择的多样性，容易使性观念表现“开放”、多样化；同伴

交流对性知识获取及性观念、性心理的塑造同样具有

明显的影响，本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类似［１２，１３］。有研

究认为朋辈辅导模式的同伴教育不失为很好的性健康

教育模式［１４］，但仍然缺乏可控性和稳定性。相反，长

辈传承及主流宣教的传统性观念和西方性观念并没有

影响自我性观念的判定，可能与绝对化的认为传统性

观念过于禁锢和西方性观念过于自由的双重批判宣教

有关，导致大学生对性信息的获取处于伦理约束无序

的状态，性观念混乱，同时背离成年人性知识缺乏、性

道德败坏、性行为失范的现实环境，割裂代际影响的性

健康教育。另外国内青少年并没有实质接触到主流的

西方性观念和性道德，使青少年性教育只停留在说教

层面。男女大学生对现有的性教育方式并无一致性选

择趋势，提示大学生的生殖健康教育从广度和深度上

均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１５］，存在多元深层次的需

求。６３２％的男生希望开放的性教育，而６２３％的女
生则希望含蓄的性教育，与２００１年全国大学生性观念
调查结果类似；对目前大学开设的性健康教育男女大

学生认可度持平，提示大学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性健康

教育课程并不能满足在校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在方

式和内容上的多元需求，需要创新教育方式和充实教

育内容促进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同时要消除性健康教

育模式存在的伦理分歧［１６］。调查结果总体显示，大学

生性观念处于不同分化状态，并没有明显统一的性观

念认同趋势，缺乏长辈引导的本土文化濡化的影响，同

时也缺乏外来文化涵化的明显特征。由此笔者认为，

对传统性观念的批判和对西方性观念的谈虎色变，使

性健康教育处于文化真空之中，性健康教育除了学校

教育之外，便只剩下各种非主流商业色情文化和现实

成人世界的影响，以及各种不良“性”信息被不当植入

主流媒体广告，并起到了负面的作用［１７］。总之青少年

性观念、性道德处于非理性的、类似低级分化的、缺乏

文化统合的状态，并没有整体文化影响的统一性规律

和特征。提示当前性健康教育需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

有待进一步拓展，需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的共融

下，发展本土化的性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以便解决当

前与性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１］　吴薇．美国高校性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启示．高教研究，
２０１２（１）：６１－６２．

［２］　方刚．基于性人权与性别平等的高校性教育．中国青年
研究，２０１２（６）：９２－９６．

［３］　甄宏丽．青少年性教育迷津指点．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
（１２）：８８－９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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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马锦雄，徐金玲，田华文．惠州学院９０后大学生性教育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 ·６７　　　·

现状与对策研究．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２
（５）：８９－９２．

［６］　梁艳，王国桢．当代大学生“性道德”缺失问题之我见．
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３（２）：１８４－１８６．

［７］　张孔来．艾滋病．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７．
［８］　陈钢，顾防．浙江省５８０名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调查．

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１，１７（２）：１０７－１０８．
［９］　张莉．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忧 ＆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
［１０］　郭帅军，余小鸣，孙玉颖．中国青少年高危性行为的Ｍｅｔａ

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６９－７１．
［１１］　张曼琳，高珊珊，刘娜．大学生性观念、性态度与性行为

状况调查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１（８）：１２２－１２５．

［１２］　朱许强．对西部大学生性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宁夏师范
学院为例．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２７－３１．

［１３］　齐麟．大学生开展性教育的现状及有效途径分析．中国
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８－４０．

［１４］　董海龙．朋辈辅导在高校性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教育与
执业，２０１２，２３（２）：１８７－１８８．

［１５］　肖丽军，赵恩宏，闫凤霞，等．我国高校艾滋病教育课程
开设情况调查．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７（２）：１８７－１８８．

［１６］　王愉鑫，冯忠跃．中学生性教育的必要性及方式探讨．中
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１４－２１５．

［１７］　唐英．电视广告之性诉求对大学生性观念的涵化作用．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１６５－１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５］

（上接第５７页）

４ 典型病案

患者陈某，３１岁。以“右侧阴囊肿大疼痛１天”为
主诉就诊。１天前患者曾饮酒并有剧烈运动。刻下
症：右侧附睾肿胀疼痛拒按，腹股沟痛引少腹，阴囊灼

热，皮色发红，兼见发热、口干、小便短赤，大便秘结。

舌质红，苔黄，脉滑数。体温：３８９℃，血常规：
ＷＢＣ１２５×１０９／Ｌ，Ｎ８１％，Ｌ１６％。彩超示右侧附睾
增大，大小约１７ｍｍ×１３ｍｍ，血流信号增加，并伴少量
睾丸鞘膜积液。西医诊断：急性附睾炎。中医诊断为

子痈，属热毒蕴结证（热毒侵犯肝经，随经循行，结于宗

筋，宗筋气血不畅则肿，热盛肉腐则为痈，故见附睾肿

大疼痛，阴囊灼热，皮色红均为痈之征象，热毒熏蒸于

内，故见发热，热毒灼伤阴液，故见口干、小便短赤、大

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滑数均为热毒内蕴之象）。治疗

西药用头孢曲松钠３ｇ加入生理盐水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
注，连续使用１０天。前３天静脉滴注地塞米松１０ｍｇ。
中药以仙方活命饮合四妙勇安汤加减：金银花３０ｇ、白
芷１０ｇ、防风６ｇ、当归尾１５ｇ、皂刺１０ｇ、赤芍１５ｇ、连翘
１５ｇ、玄参１５ｇ、浙贝母１０ｇ、生大黄１０ｇ、生甘草１０ｇ、炒
山甲、乳香３ｇ、没药３ｇ。每日１剂，水煎服。治疗初期
的前５天除用该方每日１剂水煎服外，加上药渣凉后
再敷患处，每次２０分钟。后５天仍以上药为主并加三
棱、莪术各１２ｇ，生牡蛎３０ｇ，每日１剂，水煎服，并用药
渣热敷患处，每次２０分钟［８］。嘱患者治疗期间卧床休

息。治疗３天后，疼痛减轻，附睾体积变小，调治２周
后痊愈。

按：本患者发病急骤，疼痛较剧，伴有全身症状，采

用中西医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治法，疗效满意。

及早、足量使用抗生素，治疗前３天使用激素，对迅速
缓解症状，防止附睾结节出现大有裨益。早期中药仙

方活命饮合四妙勇安汤加减，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白

芷、防风疏散外邪，使热毒从外透解；当归尾、赤芍、乳

香、没药活血散瘀，消肿止痛；浙贝母清热散结；山甲、

皂刺通行经络，散结溃坚；连翘、玄参清热解毒，散结消

痈；大黄解毒通便；甘草化毒和中，配银花加强清热解

毒作用。全方配伍得当，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

效。５天后加大活血软坚药物的用量，并适量加入三
棱、莪术、生牡蛎以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炎症吸收，亦

可防止附睾结节出现。内服中药的同时，根据疾病发

展的不同阶段，予以冷敷、热敷，可进一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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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大学生对性健康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

朱许强

宁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宁夏 固原 ７５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宁夏师范学院选修性健康教育的学生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方法：问卷调查法。结果：（１）大
学生性观念比较传统，当代中国性教育太保守；（２）学生多与自己的同学能坦率的探讨有关性的话题，而与老师和父母探
讨较少且感到非常害羞和难为情；（３）学生认为性教育的施教主体依次是学校、家庭、社会和自己；（４）大学生缺乏常识
性性知识导致其在许多性教育观点上态度含糊；（５）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性教育形式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性教育讲座、心
理咨询和性教育课；（６）大学生对性不同层面的知识都有较大需求。结论：（１）宁夏师范学院学生的性观念比较传统，羞
于同教师和家长探讨性话题的比例较大；（２）学生对学校开展不同形式的性教育寄予厚望。

【关键词】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态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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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２）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ｃａｎｄｉ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ｓｅｘｕ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ｔｈａ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３）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ｅｘ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４）Ｌａｃｋ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ｅｘ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ｅ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
ｆｏｒｍ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５）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
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６）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ｄ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１）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２）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ａｒｉ
ｏｕｓｆｏｒｍｓｏｆ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ｕｒｖｅｙ

１　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性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春期

性教育的重要性方面［１，２］。一些学者则是从性教育的

阶段进行论述，徐国栋［３］认为性教育应从小抓起，有学

者认为应从学前开始注重性教育［４，５］。从受教主体来

说有中学生［６］、大学生［７，８］、中职学生［９］、留守儿童［１０］、

女职工［１１］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人从家长对性教育的

态度方面进行了研究［１２］，可是作为性教育受教主体的

学生，到底对性教育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呢？很

多的研究只是从成人的角度展开论述，认为性教育是

非常必要的，但并未考虑学生的感受和接受程度。正

是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必要了解学生对性教育的态度、

可接受的性教育形式以及他们在常识性性观念方面所

持有的态度，为顺利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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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宁夏师范学院选修性健康教育的学生

１５０名，发放问卷 １５０份，回收 １３５份，有效问卷 １２６
份，有效回收率８４％。其中男生４４人，占３４９％；女
生８２人，占６５１％。１８岁以上１２３人，占９７６％；１８
岁以下３人，占２４％。家庭所在地在农村的４４人，占
３４９％；在小城镇的２３人，占１８３％；在市、县级城市
的５４人，占４２９％；在省会城市的５人，占４％。
２２　研究方法
问卷法。在参考性健康教育文献基础上，依据态

度的认知、情感、意向三大核心成分基础上自行设计问

卷，问卷由人口变量、性知识、性教育情感、性教育意向

四部分构成。

研究工具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学生对自己、对当代中国性教育观念的看法
学生自认为性观念很传统的占１５１％，较传统的

占３４１％，中间的占３６５％，开放的占１４３％。与朱
许强［７］在２０１１年的研究基本一致，只是性观念传统的
略有增加，而认为性观念开放的反而略有下降。也就

是说在最近两年来大学生性观念基本没有发生多大变

化，也没有因为学生选修了性健康教育课而发生多大

变化。

但学生对当代中国性教育的态度却呈现出了一边

倒的倾向，７５４％的学生认为当代中国性教育太过保
守，认为比较合适的占 １５１％，认为太开放的只占
９５％。在此学生表现出的态度，尤其是认为中国性教
育太开放的学生可能对当前社会在性开放程度上和性

教育方面的开放混为一谈了。时至今日，实际上敢于与

学生直面谈性的话题的教师和家长少之又少。见表１。

表１ 学生对自己、对当代中国性教育观念的看法（％）

自己的性观念 很传统 较传统 中间 较开放 很开放

１５．１ ３４．１ ３６．５ ９．５ ４．８

当代中国性教育 太保守 太开放 比较合适

７５．４ ９．５ １５．１

３２　探讨有关性话题的对象及态度
有８１％的大学生与自己的同学经常或偶尔探讨

有关性的话题，而且比较坦率。４３７％的学生与老师
偶尔探讨性的问题，而与父母偶尔探讨的只占

２１４％，经常的更是少到了２４％。能够与老师和父
母很淡定的谈性话题的学生只有２１４％。见表２。

表２ 探讨有关性话题的对象及态度（％）

频率

经常 偶尔 几乎不

态度

非常害羞 难为情 很坦率 无所谓

与同学 ２５．４ ５５．６ １９．０ ７．１ ２５．４ ５１．６ １５．９

与老师 ０．０ ４３．７ ５６．３ １９．８ ５８．７ １０．３ １１．１

与父母 ２．４ ２１．４ ７６．２

　　３３　父母、老师对学生与异性交往的态度
父母与老师对学生与异性交往的态度持理解宽容

的占３１７％，赞赏支持的２４％，担心戒备的占２９４％，
反对、禁止的占１５９％。父母与老师所持的态度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在性教育问题上曾经的缺失。

３４　学生对性教育最佳的开始年龄的看法
对于性教育的开始年龄目前仍没有统一的说法，

有些学者认为应从小抓起［３］，有些认为应从学前期开

始［４］。国外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是从小开始，但根据

孩子的年龄和接受程度分层次、分阶段进行性教

育［１３］，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者持有从小就开始进行性

教育的主张。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学生对这一问题的

态度，那么回答正确的学生还不到一成，认为１～３岁
就应开始进行性教育的只占０８％，认为从４～６岁开
始的占５６％，却有３７３％的学生认为性教育的最佳
开始年龄为１３～１５岁。见表３。

表３ 学生对性教育最佳的开始年龄的看法（％）

年龄段 所占百分比 年龄段 所占百分比

１～３岁 ０．８ ４～６岁 ５．６

７～９岁 ９．５ １０～１２岁 １６．７

１３～１５岁 ３７．３ １６～１８岁 ２１．４

１９～２１岁 ５．６ ２２～２５岁 ３．２

结婚以后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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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
学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排在前五位的是知心

朋友、网络、电影和电视、老师及专业杂志。排在最后

三位的分别是自己自学、广播和父母。尤其是男生几

乎不与自己的父母探讨有关性的话题。见表４。

表４　学生性知识来源［ｎ（％）］

性知识来源 专业杂志 报纸 知心朋友 学校老师 广播 网络 父母 书籍 电影和电视 自己自学 同学

男生 １０（２２．７） １０（２２．７） ３７（７２．７） １６（３６．４） ７（１５．９） ３２（７２．７） ０（０．０） １２（２７．３） ２１（４７．７） ９（２０．５）１８（２０．５）

女生 ３１（３７．８） ２３（２８．０） ６５（７９．３） ３８（４６．３） ８（９．８） ５４（６５．９） ８（９．８） ２７（３２．９） ３６（４３．９） ６（７．３） ２３（２８．０）

总体 ４１（３２．５） ３３（２６．２） ９７（８０．０） ５４（４２．９） １５（１１．９） ８６（６８．３） ８（６．３） ３９（３１．０） ５７（４５．２ １５（１１．９）４１（３２．５）

排序 ５ ８ １ ４ ９ ２ １１ ７ ３ ９ ５

　　３６　性教育的施教主体
有８７３％的学生认为性教育的施教主体还是应

该由学校来完成，６９％的学生认为性教育的施教主体
应该由家庭来完成，依社会、自己、朋友和音像图书完

成性教育的分别为４６０％、４０５％、３１７％和３２５％。
３７　学生对常识性性知识教育的态度
对常识性性知识教育学生的态度表现为：有很多

人都不能够确定是否正确，并且错误回答的人也为数

不少，更加凸显了学生性知识的缺乏和我国性教育的

缺失。见表５。
３８　开展性教育的形式
最受学生欢迎的性教育开展形式位于前三位的分

别是性教育讲座、心理咨询和性教育课。同学间的交

流由于相互缺乏性知识，探讨的话题毕竟有限，而网络

虽然非常普及，但由于信息量过大，且鱼龙混杂，以学

生的知识面并不能确定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科学

的。见表６。

表５ 学生对常识性性知识教育的态度（单位：％）

很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很同意

长大后自然懂得性 ２３．８ ５１．６ １５．９ ８．７ ０

性教育导致更多的性行为 １７．５ ４５．２ ３４．１ ３．２ ０

性教育帮助孩子对性问题更负责任 ２．４ ４．８ ３２．５ ４５．２ １５．１

父母是子女性教育的第一任老师 ０ １５．９ ２４．６ ５２．４ ７．１

父母比学校负有更多的性教育责任 ２．４ １５．１ １９．８ ５５．６ ７．１

在结婚前，父母不该对孩子讲有关性交和避孕的问题 ２５．４ ４９．２ １８．３ ５．６ １．６

在学校教性知识与教语文、数学一样重要 ０ １８．３ １９．０ ４７．６ １５．１

孩子如果接受了良好的性教育，将来会对性问题作出更聪明的决定 ０．８ ０．８ １１．９ ６９．８ １６．７

表６　开展性教育的形式［ｎ（％）］

开展形式 性教育课 性教育讲座 心理咨询 自学 同学间交流 宣传栏宣传 电影或电视 网络

男生 ２８（６３．６） ３２（７２．７） ３２（７２．７） １２（２７．３） １６（３６．４） １０（２２．７） １２（２７．３） １２（２７．３）

女生 ６３（７６．７） ７３（８９．０） ６１（７４．４） １９（２３．２） １７（２０．７） １４（１７．１） ２５（３０．５） １７（２０．７）

总体 ９１（７２．２） １０５（８３．３） ９３（７３．８） ３１（２４．６） ３３（２６．２） ２４（１９．０） ３７（２９．４） ２９（２３．０）

排序 ３ １ ２ ６ ５ ８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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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学生最希望在性教育课堂中接受的知识

大学生由于其年龄的特殊性，最希望学习的性知

识排在前三位的是异性交往、恋爱心理，性生理、避孕、

生育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由于生理上的不同，

女生在性生理、避孕、生育方面的关注度高出男生

１１３个百分点，在异性交往、恋爱心理方面高出男生
２６个百分点，在伦理道德方面高出男生１２７个百分
点，而在其他方面男生的关注度均高于女生。见表７。

表７ 学生最希望在性教育课堂中接受的知识

性知识需求内容 男生 女生 总体 排序

性心理、性变态、同性恋 ３６．４ ３１．７ ３３．３ ８

自慰、性卫生、性健康 ６３．６ ５６．１ ５８．７ ５

异性交往、恋爱心理 ８６．４ ８９．０ ８８．１ １

性生理、避孕、生育 ５９．１ ７０．４ ６６．７ ２

分析性方面的社会现象 ６１．４ ５２．４ ５５．６ ６

性生活具体知识和技巧 ６８．２ ４１．５ ５０．８ ７

预防性病、艾滋病 ７０．５ ６３．４ ６５．９ ３

性方面的伦理道德 ５６．８ ６９．５ ６５．１ ４

４　讨论与建议

宁夏师范学院地处宁夏南部山区，且绝大多数学

生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因而在性观念上比较传统，与朱

许强［７］在 ２０１１年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与周月
红［１４］２００７年在太原大学所做调查得到的结论：学生性
观念比较开放还有一定的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性教育的缺失，使得教师与父母都

对性教育缺乏应有的认识，有些时候想要与孩子交流，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才好，索性就避而不

谈。因而就出现了本研究中几乎不与父母、老师探讨

性话题的比例达到了７６２％和５６３％的结果。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学生性知识的来源主要集

中于朋友交流、网络和杂志，传统的媒体所起的作用

日渐式微。广播曾经是学生了解性知识的主要途径

之一（占 ５１，２％）［１６］，但在本调查中只占 １５１％。
而值得庆幸的是教师在学生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中的

作用在逐步上升，因而在性健康教育中，要增加性教

育讲座、性心理咨询，开设性教育课，加强性知识的

网络宣传力度。

在开展性教育的形式方面，学生最受欢迎的是性

教育讲座、心理咨询和性教育课，与孙小林的研究一

致。［１５］

综上所述，宁夏师范学院学生的性观念比较传统，

羞于同教师和家长探讨性话题的比例较大。学生对学

校开展不同形式的性教育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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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

加强型护理方法对高龄产妇心理状况影响效果的分析

杨　波　黄丽君

台州市立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入院高龄产妇实施短期加强型护理，探讨加强型护理对高龄产妇产前产后的心理状况的影
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来我院分娩的高龄产妇９８例，按入院顺序，在自愿的基础上随机分为两组，各
４９例。对照组采用产科常规基础护理，观察组采用加强型护理，观察不同护理方法对产妇分娩前后心理状况的影响效
果。结果：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分别是（３６４±５６）分和（３６７±６８）分，对照组分别是（４４６±４８）分和（４７１±５８）分，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出院时，观察组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１００％，对照组为８７７６％，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相对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对观察组高龄产妇实施加强型护理，可以有效降低产妇产前焦虑及产后抑
郁的发生，同时可以提高产妇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加强型护理；高龄产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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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龄产妇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较正常育龄产妇
而言，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如分娩前后的焦虑、抑郁

等，若处理不当，往往对产妇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

害［１－３］。对此，我们专门研究改进了以往的护理方法，

对高龄产妇采用加强型护理，即在产科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增加了一系列的护理干预措施，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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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自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来我院分娩的

高龄产妇９８例，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在知情同意的基
础上，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４９例，年龄
在３６～４３（３８２±２１）岁；孕周３７～４２（３８２±２０）
周；初产妇３８例，经产妇１１例；自然顺产２４例，剖宫
产２５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１９例，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３０例；合并妊娠期高血压者６例，贫血５例。对照
组４９例，年龄在３７～４２（３７８±２０）岁，孕周３７～４２
（３７８±２２）周，初产妇３５例，经产妇１４例，自然顺产
２６例，剖宫产２３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２７例，高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２２例；合并妊娠期高血压者４例，贫血６
例。两组在年龄、孕周、文化程度、分娩次数及方式、经

济状况、合并症等一般情况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

比性。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在３５岁以上，妊娠满３７周且Ｂ超

示胎儿正常、胎位无明显异常，产妇骨盆外测量正常，

无严重的心、脑、肾疾患。排除标准：年龄３５岁及以下
者，胎儿一般情况差，合并严重的心、脑、肾疾患和传染

病，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等。

１３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产妇采用产科常规基础护理，观察组采用

加强型护理。

１３１　产科常规基础护理　一般基础护理，护理
人员热情接待来科住院产妇，帮助尽快熟悉环境，病房

环境安静、清洁，病床上物品保持干净整洁，并充分消

毒。给予常规的生活护理，使产妇对手术有一定的了

解，指导产妇学会卧床时有效的咳嗽方法等。定期巡

视并检测胎心、胎动，嘱产妇自数宫缩发生次数及发生

时间、每次持续的时间等，做好记录。对于合并高血

压、贫血的产妇，注意监测血压、查看眼睑有无苍白等。

做好术前准备工作，对于分娩时可能出现危重急症的

产妇做好输血补液准备等。

１３２　加强型护理　除了以上护理，观察组增加
以下几项干预措施：①优化环境［４］：在病房安静、整洁

的前提下，营造温馨、轻松的色调与氛围，如放置盆栽，

调整病房灯光亮度，播放轻松音乐等，使产妇尽可能的

心情放松。②产前健康保健宣教［５］：主要通过口头描

述、图片、多媒体等方法帮助产妇对了解不同分娩方式

的程序及特点，耐心讲解分娩前、中、后应注意的事项

及分娩过程中如何更好的配合医务人员。注意在宣教

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讲解，以保证不同文化程

度的产妇均能基本掌握相关知识。③心理护理：选择
一批接受过专业心理培训的高年资护士实施。具体来

说，产前护理：主动与产妇交流谈心，态度温和，以实际

行动赢得信赖，加深护患感情，并根据每名产妇自身的

特点，针对引起焦虑的根源进行有效的教育、开导等，

可以结合自身经历或典型病例，如举例告知很大一部

分高龄产妇都是能够顺利分娩的，消除因年龄偏大而

产生的焦虑心态。详细告知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

况及处理措施，从而使产妇能更好的配合完成分娩过

程。通过以上措施，尽可能地消除产妇产前的焦虑。

产后护理：若新生儿健康状况良好、性别满意，及时将

婴儿抱至产妇身旁，使其与新生儿尽早接触，这样既可

以使产妇安心，还可以让其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与自豪

感；若新生儿一般状况较差或是新生儿性别不是产妇

所期待的，可暂时对其保密，避免因情绪原因导致分娩

过程出现不必要的意外。同时引导家属多给予产妇一

些关爱，让产妇感受到亲人的关心与支持。

１４　疗效评价方法［６］

选用由华裔教授Ｚｕｎｇ于１９７１年编写的焦虑自评
量表（ＳＡＳ）对两组高龄产妇的焦虑进行评测，采用其
编定的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对两组高龄产妇的抑郁情
况进行测定［７］。其中，ＳＡＳ的测定分别于入院时及分
娩后２４ｈ内完成；ＳＤＳ测定时间为入院时及产后第７
天。注意在评测前由心理学专业人士对两组产妇进行

讲解，而后由产妇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独立完成自我

评测。ＳＡＳ和ＳＤＳ的２０个条目对应２０个相对应的症
状，按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１～４级四个级别，分别对
应１～４分四个分数值，将根据２０个症状测得的分值
相加，所得总和乘以 １２５后取整数即得标准分。此
外，出院时对两组产妇行护理服务满意度的测定，以不

记名打分方式作为评定标准，满分１００分，８５分以上
者为满意。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经护理干预后焦虑变化比较
经加强型护理后，观察组分娩后２４ｈ内所测 ＳＡＳ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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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对照组与观察组在护理干预后焦虑变化的对比

组别 例数 入院时ＳＡＳ分 分娩后２４ｈ内ＳＡＳ分

观察组 ４９ ５５．４±５．７ ３６．４±５．６

对照组 ４９ ５６．１±６．６ ４４．６±４．８

ｔ ０．５６２ ７．７８２

Ｐ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２２　经护理干预后抑郁变化的对比
经加强型护理后，观察组产后第７天所测 ＳＤＳ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２　对照组与观察组产妇在护理干预后抑郁变化的对比

组别 例数 入院时ＳＤＳ分 产后第７天ＳＤＳ分

观察组 ４９ ５２．８±４．７ ３６．７±６．８

对照组 ４９ ５３．３±６．１ ４７．１±５．８

ｔ －０．４５５ ８．１４５

Ｐ 　０．３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３　经护理干预后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对比
经不同的护理后，观察组产妇出院时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４９ ４９（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９ ４３（８７．７６％） ６（１２．２４％）

　　注：χ２＝４４３８，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社会对高龄产妇健康问题的重视，高龄产妇

分娩时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然而，高

龄产妇分娩前后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却没有得到

相应的重视，这些问题一直深深地困扰着她们，虽然部

分产妇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但仅仅依

靠她们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接诊高龄产妇

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帮助产妇尽可能的

消除或降低这些心理问题对她们产生的不良影响。

ＮｉｌｏｕｆｅｒＳ·Ａｌｉ等的研究表明，约７０％的孕妇患
有产前焦虑，部分孕妇还合并有产前抑郁。高龄产妇

作为孕妇中比较独特的群体，由于年龄偏大，生理机能

及机体组织器官功能降低，使得高龄产妇在怀孕期和

分娩前后相对于正常育龄女性更易出现意外情况或合

并症，同时所产胎儿畸形发生率也随之升高，这些情况

使得高龄产妇更容易出现产前焦虑。

同样，抑郁亦是很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患者所经

历的痛苦丝毫不亚于焦虑患者。研究表明，相对于男

性，女性表现出严重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Ｇｌａ′ｕｃｉａ
ＲｏｓａｎａＧｕｅｒｒａＢｅｎｕｔｅ等［８］的研究表明，围产期结局

（早产和低Ａｐｇａｒ评分）与产妇分娩后的抑郁无明显相
关，产妇在分娩后所患抑郁与怀孕期间的复杂因素有

关，同时认为分娩后产妇缺乏社会支持会对妊娠结局

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提示我们在心理护理工作方面的

开展，不仅仅局限于围产期，而应当贯穿于整个妊娠过

程，同时，除了相关护理人员对产妇做好相应的心理工

作外，还应该积极鼓励带动产妇家属给予产妇更多的

社会支持，这对有效降低产妇的产后抑郁发生率是有

利的。此外，ＡｂｄｕｌｂａｒｉＢｅｎｅｒ等［９］的研究表明，产后抑

郁与产妇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相

关，这就要求我们护理人员要及时有效的与产妇沟通，

获得她们的信赖，了解每名产妇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宜

进行心理疏导，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我国，目前对于高龄产妇产前产后心理问题的

处理尚缺乏统一的认识［１０］，为此我们进行了此次研

究，旨在探讨解决高龄产妇分娩前后的心理问

题［１１，１２］。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发现，与采用常规产科

护理的对照组相比，通过对高龄产妇实施加强型护理，

可以有效降低高龄产妇产前焦虑及产后抑郁的发生，

同时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意度［１３］。

这不仅有利于产妇的身心健康，避免分娩前后焦虑、抑

郁等心理问题的困扰，促进分娩后的快速良好恢复，还

可以有效的改善护患关系，促进医疗环境和谐良好的

发展。

此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局限性在于，产妇在入院

后才开始接受统一的护理，产妇在孕期接受的产前宣

教有所差异，这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同时，由于

从入院到分娩的时间不同，每名产妇接收的心理护理

干预时间的长短也有所不同，从而不利于有效地评判

护理干预的效果。此外，由于社会原因，个别产妇的配

偶未能在分娩前后来院陪护，这对产妇的产前、产后心

理问题的产生也有较大影响。

总之，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发现，对高龄产妇实施加

强型护理，可以有效地降低产妇分娩前后心理问题的

发生，值得临床推广采用。

（下转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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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在行夫精人工授精术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杨攀攀　魏丽娜△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山东 济宁 ２７２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心理咨询在因男方因素行夫精人工授精术患者的影响。方法：针对３８０例因男方因素行夫精
人工授精术患者夫妇，随机分为实验组１９０例和对照组１９０例。两组不孕夫妇均填写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
表（ＳＤＳ）、生活事件量表（ＬＥ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对照组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行人工授精术，实验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针对不孕夫妇双方进行心理咨询，观察两组的 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ＳＳＲＳ评分及临床妊娠率。结果：实验组
进行心理咨询后夫妇双方的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ＳＳＲＳ评分及临床妊娠率较对照组明显升
高（Ｐ＜００５）。结论：适当的心理咨询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紧张情绪和思想压力，使患者主动配合治疗，对提高 ＡＩＨ的
成功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心理咨询；夫精人工授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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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Ｉ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Ｉ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ｈｕｓｂ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不孕症是指结婚１年以上，同居、有正常性生活、
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能生育［１］。近年来，我国不

孕症发病率已上升至１０％，成为继心血管、肿瘤的第３

大疾病［２］。从生殖健康的角度而言，不孕不育虽然不

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但作为生活中经历的最有压力的

事件之一，不孕不育会导致个人痛苦，也使得夫妻情感

和家庭幸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３］。不孕症妇女往往

受到各方面压力，由此引发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因

素，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孕症治疗

效果［４，５］。夫精人工授精（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ｅ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ｓ
ｂａｎｄ，ＡＩＨ）为部分不孕症夫妇带来福音，但行 ＡＩＨ的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研究发现，过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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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可致闭经、障碍；抑制雌激素、性甾体激素分泌，刺

激催乳分泌；影响卵泡发育及排卵，通过下丘脑—垂体

一性腺轴而影响生育，亦可影响 ＡＩＨ妊娠成功率［６］。

心理咨询对于减缓不孕夫妇的精神压力并使其配合医

生的治疗以获得最佳疗效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是

探讨心理咨询对ＡＩＨ妊娠结局的影响。
心理咨询概念为：“心理师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

法，帮助求助者发现自身的问题和根源，从而挖掘求助

者本身潜在的能力，来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

式，以提高对生活的适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

即心理师协助求助者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过程［７］。

１　资　　料

我院生殖医学科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３１日因男方因素行夫精人工授精的患者３８０例，按
建病历先后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１９０例和对照组１９０
例。

对照组一般资料如下：男方：年龄２４～３８岁，平均
（３１２±２８）岁；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４０例，高中５６
例，初中６８例，小学及以下２６例。女方：年龄２２～３８
岁，平均（３０１±２６）岁；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３９例，
高中６０例，初中６３例，小学及以下２８例。夫妇不孕
年限１～１５年，平均（３７±１８）年。

实验组一般资料如下：男方：年龄２４～３８岁，平均
（３２１±２６）岁；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３８例，高中６０
例，初中６７例，小学及以下２５例。女方：年龄２２～３８
岁，平均（３０５±２５）岁；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３７例，
高中６３例，初中６５例，小学及以下２５例。夫妇不孕
年限１～１７年，平均（３８±１４）年。

两组年龄、不孕年限、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随访率为１００％。

２　方　　法

２．１　填写统计量表
两组均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行宫腔内人工授

精术，治疗前与患者沟通，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指导患者

填写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生活
事件量表（ＬＥ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治疗４
个周期后，实验组夫妇双方再次填写 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
ＳＳＲＳ，总结评分情况。同时治疗４个周期后两组分别
统计周期临床妊娠率和累计临床妊娠率。

ＳＡＳ及ＳＤＳ［８］均有２０个条目，分值越高，焦虑、抑
郁倾向越明显。（轻度：５０～５９分 ，中度：６０～６９分 ，

重度：大于７０分）。ＬＥＳ是自评量表，含有４８条我国
较常见的生活事件，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社交及

其他方面的问题。ＬＥＳ总分越高反映个体承受的精神
压力越大。ＳＳＲＳ总分４０分，分数越高，社会支持度越
高，总分小于２０分，为获得社会支持较少，２０～３０分
为具有一般社会支持度，３０～４０分为具有满意的社会
支持度［９］。

２．２　心理咨询
患者进入人工授精周期后对实验组夫妇双方进行

心理咨询，时间３０～５０ｍｉｎ／次，频率每１～２周１次。
（１）本着“尊重、热情、真诚、共情、积极关注”的原则与
不孕夫妇建立咨询关系。首先与不孕夫妇进行充分沟

通交流，了解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婚育史、教育背景、性

格特征、对不孕症认知程度、经济承受能力等，并进行

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健康教育及心理咨询，

力求使患者掌握不孕症的相关知识，了解 ＡＩＨ的周期
妊娠成功率，及生活中注意事项。（２）制定个体心理
咨询方案。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性格特征及

病史资料理清患者心理活动，深入探讨患者具体心理

问题的深层原因，另外引导不孕夫妇与医务人员沟通，

讨论自己的病情，共同参与治疗方案的选择，使他们能

够正确应对治疗带来的变化，增强受孕信心，积极配合

治疗［１０］。（３）个体心理咨询方案的实施。充分调动患
者对心理咨询的积极性、克服阻碍咨询的因素，启发、

引导、支持、鼓励患者针对心理问题进行自我探索，通

过实践解决自身问题。结合心理咨询的参与性技术和

影响性技术、放松训练、合理情绪疗法、精神分析疗法

等帮助患者分析和解决问题，改变其不恰当的认知、情

绪或行为，既要使患者正确认识疾病，从思想上足够重

视，又要嘱其放下思想包袱，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促

使患者向着咨询目标前进，促进其心理成长。（４）不
孕症常常涉及夫妻双方的问题，因此一开始就对夫妻

双方进行诊治对于患者夫妻及医护人员都是恰当的。

医护人员应和不孕夫妻一起探讨他们的期望，讲解有

关疾病的发生、发展经过及治疗前景，鼓励患者与家属

积极配合，夫妻同诊同治，相互支持，共同分担治疗压

力，减轻患者精神负担，保持情绪稳定［１１］。可根据具

体情况，对不孕夫妇同时或单独实施咨询。同时注意

评估夫妇双方的咨询效果，必要时可增大咨询密度及

改变咨询方法。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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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男方及女方在心理咨询前 ＳＡＳ、
ＳＤＳ、ＬＥＳ评分无明显差异，经过为期４个周期的心理
咨询后，夫妇双方的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评分较对照组明显
降低，ＳＳＲＳ评分及临床妊娠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３。

表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男方和女方在进行心理咨询前 ＳＡＳ、
ＳＤＳ、ＬＥＳ、ＳＳＲＳ评分比较（珔ｘ±ｓ）

评分项目
男方

实验组 对照组

女方

实验组 对照组

ＳＡＳ ４５．７４±６．７５４４．９５±７．１５４６．４４±７．７６４５．６５±７．４６

ＳＤＳ ４３．５８±８．６５４２．７５±９．０５４４．７８±９．０５４２．９８±９．３４

ＬＥＳ １８．３４±４．２５１９．８８±３．９４１９．７４±４．８８２０．０９±４．０２

ＳＳＲＳ ２０．１５±７．４８１９．７９±７．８９１９．２５±９．１３１８．７６±８．０６

　　注：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进行心理咨询前 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评分均无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

表２　实验组男方和女方在进行心理咨询前后 ＳＡＳ、ＳＤＳ、
ＬＥＳ、ＳＳＲＳ评分比较（珔ｘ±ｓ）

评分项目
男方

心理咨询前 心理咨询后

女方

心理咨询前 心理咨询后

ＳＡＳ ４５．７４±６．７５３４．１５±８．１５４６．４４±７．７６３４．６５±９．０５

ＳＤＳ ４３．５８±８．６５３０．７５±８．３５４４．７８±９．０５３２．７４±７．８５

ＬＥＳ １８．３４±４．２５１１．８７±３．４７１９．７４±４．８８１２．２７±３．９９

ＳＳＲＳ ２０．１５±７．４８３５．７５±６．８７１９．２５±９．１３３３．２５±７．４７

　　注：实验组男女双方在进行心理咨询前后 ＳＡＳ、ＳＤＳ、ＬＥＳ评分均有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表３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过４个周期治疗后周期临床妊娠率
和累计妊娠率的比较（％）

对照组 实验组 Ｐ值

周期临床妊娠率 １０．４６ １７．８２ ＜０．０５

累计临床妊娠率 ２５．８６ ４２．０５ ＜０．０５

４　讨　　论

不孕症患者在接受 ＡＩＨ的治疗过程中，针对性进
行心理咨询可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对生殖中心的信任

度，有妊娠率增高的趋势。

李少琴等［１２］研究发现：不孕症患者的总体心理健

康状况较差，不孕症患者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评定总分、总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均高于正常健康
者，具有情绪不稳定、焦虑、紧张、易怒、掩饰的个性特

点，女性较为突出［１３］。吴萍陵等［１４］研究表明，不孕症

患者人格特征倾向于孤僻内向、不近人情、难以适应环

境、与他人不友好、焦虑、担忧、情绪不稳定的特征。可

能的原因：（１）受保守的传统观念及家庭成员因素的
影响，增加心理压力，产生心理应激反应，形成副作用

而加重心理负担［１５］。（２）社会对不孕症患者的偏见和
歧视使患者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导致自卑、多疑、与

世隔绝、缺乏情感交流，悲观忧愁，陷入精神痛苦和心

理折磨中，不愿接近已有小孩的年轻夫妇，对周围事物

不关心，但是对自己有关的事情又过分敏感，影响了他

们的社会活动，导致人际关系不良。（３）家庭经济负
担重、工作压力大。同时不孕症夫妇经历了病程长、多

次治疗失败的煎熬，导致身心疲劳，亦容易出现焦虑、

抑郁。

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说：“一切顽固的、沉重

的忧郁和焦虑足以给各种疾病打开方便之门。”心理因

素和不孕间存在互动性的循环促进和制约机制。一方

面，不孕影响患者的心理活动，使其极易发生心理问

题；另一方面，消极、压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影响

治疗的效果。人类生殖调节中，长期不良的情绪使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ＣＲＦ）的分泌亢进，内源性
阿片肽、多巴胺升高，下丘脑水平抑制促性腺素激素神

经元的脉冲释放，从而抑制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影响

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ＨＰＯ轴）［１６］功能失调，进而
影响性激素的分泌，抑制排卵或引起子宫、输卵管痉

挛，宫颈黏液分泌异常，盆腔充血等造成不孕。

黄江涛等［１７］研究发现：不孕症对夫妇心理健康影

响较大，以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负性情绪为主

要表现，不孕妇女心理压力高于丈夫，并且夫妇之间负

性情感相互影响；年龄、结婚年限、治疗时间、文化程度

和收入等因素能够影响心理紊乱的发生和严重程度。

因此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好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从精

神上关心患者，减轻心理负担。特别是动员患者的丈

夫在生活和精神上多安慰、体贴患者，不要给患者施加

任何压力，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１８］。即除了关

注不孕妇女的心理调节和疏导以外，不可忽视其丈夫

的心理状况以及其负性心理对妻子的影响。

对于行夫精人工授精的夫妇同时进行心理咨询，

除了心理咨询师对患者本人单方面的影响外，更促进

了夫妻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有利于夫妻之间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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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除和良性情绪的增长。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对

夫妇为期４个周期的心理咨询后，夫妇双方的 ＳＡＳ、
ＳＤＳ、ＬＥＳ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ＳＳＲＳ评分及临床妊
娠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心理咨询在欧美国家早已成

为生殖医学中心不孕症治疗中的一部分。医护人员要

结合不孕症患者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综合考虑检查方

案和治疗计划，并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不孕症

夫妇在心理状态上有较强的适应力。对不孕症患者实

施个性化心理咨询，可明显改善患者情绪状态，促进其

成功受孕，对疾病的康复具有积极的临床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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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态犯罪人犯罪原因及其矫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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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变态犯罪是一种发生率低但危害很大、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类型。笔者首先分析了性变态犯罪人的犯
罪原因，包括主体原因和主体外原因。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矫治对策，包括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

【关键词】性变态；犯罪心理；矫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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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性变态犯罪是由性变态的心理而引发的性变态犯

罪行为。虽然性变态犯罪的发生率很低，但性变态犯

罪在性犯罪中所占的比率并不低。如上海市静安区

（总人口近九十万）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所立案的３３８例
性犯罪记录中，发现至少有９８例（２９％）为性变态［１］。

这种犯罪人一旦犯罪就是连续性的，而且有些犯罪人

的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容易给群众带来恐慌，并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研究并矫治性变态犯罪人对于提高性

变态违法犯罪人的矫治质量、减少重新犯罪率具有重

要意义。笔者首先分析了性变态犯罪的原因，然后针

对原因提出矫治对策。

２　性变态犯罪人的相关概念

２．１　性变态的概念
性变态是狭义的性心理障碍，是指心理和行为明显

偏离正常的性行为作为性兴奋、性满足的主要或唯一方

式的一种精神障碍［２］。其主要特征是异常的性心理和

行为状态。性变态者的控制能力无实质性的丧失，刑事

犯罪的性变态者一般应负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３］。

ＣＣＭＤ－３将性变态也分为３类：性身份障碍则为异
性症；性偏好障碍包括露阴症、窥阴症、摩擦症、秽语症、性

施虐症、性受虐症、易装症等等；性指向障碍包括恋物症、

部分体恋症、恋童症、恋老人症、恋尸症、恋兽症等等［４］。

２．２　性变态犯罪人的概念
性变态犯罪人是指由于性变态的行为导致触犯刑

法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性变态者。不少性变态不构成刑

事犯罪，在司法鉴定中刑事犯罪的性变态仅占１０％～
２．１％，涉及刑事犯罪的性变态多为男性，可能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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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态较为隐蔽、触犯刑法少有关［５］。

性变态犯罪人与一般的性犯罪人的犯罪动机是不

同的。性变态犯罪人是为了满足其带有异常性冲动的

性变态心理需要，所以往往正常人对其动机无法理解。

如：一般的性犯罪者在实施奸淫后杀人是为了灭口，而

色情杀人狂所追求的并不是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而是

被害人在死亡的过程中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种种反应以

及这一切给他带来的性快感。而且性变态犯罪人只在

性心理方面存在异常并导致性行为异常，然而在其他

方面一般与常人无异，这就给侦查工作带来了麻烦。

３　性变态犯罪人的犯罪类型

在众多种类的性变态者中性施虐症、恋物症、恋童

症、恋老人症、恋尸症更容易侵害到公民的人身财产权

利，从而触犯我国《刑法》，成为性变态犯罪人。

３．１　性施虐症犯罪人
性施虐症的犯罪人又被称为色情杀人狂，这样的

犯罪人会被判处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其犯罪手

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侵害被害人的性器官（包括生

殖器官和乳房等性感部位）。例如：北京的徐广才，在

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０年间，在北京火车站等地，以帮助找住处
或工作为名，先后将外地女青年董某等８人强奸杀害，
１人重伤，有对被害人乳房连扎数刀的行为。又如：广
东的罗树标，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在广州实施系列强
奸杀人案；吉林的杨洪军，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在吉林、
辽宁实施系列杀人，造成１２人死亡，１８人受伤的严重
后果，两者都把被害人的乳房、外阴割下来。再如，

１９９４年山西省大同市破获的刘洪鹰系列伤害、强奸、
杀害妇女案件，３２起犯罪大多采取背后偷袭、撕裂阴
部的犯罪手段［６］。

３．２　恋物症犯罪人
恋物症的犯罪分子最可能被判处非法侵入他人住

宅罪或盗窃罪。恋物癖所恋之“物”都是有浓厚的“性”

色彩之物，反复盗窃女性贴身用品，如胸罩、内衣、短裤、

卫生带等。他们接触女性贴身用品时有强烈的性兴奋

体验，对女性及正常性行为缺乏兴趣。恋物症具有持久

性、稳定性、隐蔽性，所以对恋物症的矫治较为困难。例

如：某国军队中的希望之星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上校从２００７年开
始就趁人不在时，侵入家有女性青少年的邻居或朋友的

室内，搜索女性的内衣用品，现场穿戴到自己裸露的身

上或躺在床上或拿着物品自慰，一般都要折腾１～２个
小时，最后盗窃一些供他性幻想的女性物品离去。他在

两年内侵犯了几十个家庭，搜来的物品都藏在紧急军用

背包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每次作案都要拍摄大量的照片，案发
后在他的电脑硬盘深藏的目录中，发现数千张这样的照

片和自拍，这位性变态者作案手段粗糙，在现场留下脚

印、精液等罪证无数，但因为他并没有侵犯受害人本身，

而不被报案或不被警方重视。直到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开始直接侵害相熟的被害者，事后又怕被人揭发而对两

名妇女杀人灭口时，才被警方重视［７］。

３．３　恋童症和恋老人症犯罪人
恋童症和恋老人症则会被判处强奸罪、猥亵妇女、

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等。这类性变态的犯罪行为会给

妇女和儿童的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严重的创伤，尤其是

对儿童的性侵犯大多会影响儿童以后的成长，甚至产

生又一个性变态者。

４　性变态犯罪人的犯罪原因

性变态犯罪人的犯罪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主

体原因和主体外原因。大量性变态犯罪的案例分析表

明，性变态犯罪人犯罪主要是由他的变态心理决定的，

而这种变态心理的形成又受到犯罪人的生理因素、犯

罪人所生活的社会亚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共同决定的。

４．１　主体原因
４．１．１　生理方面的原因　性变态犯罪人的性变

态行为与他的生理有关。例如：性功能障碍、体内血睾

酮水平偏高、性饥渴的生理需求以及一些遗传因素。

４．１．１．１　性功能障碍　性功能障碍引发的性变
态犯罪。性功能障碍者因其性功能障碍而变得颓废、

抑郁，继而引发其他的精神障碍；有些人由于其性格的

缺陷或其他的方面与性功能障碍相结合发展为性变

态，他们用非自然的方式满足性欲，如大部分具有恋物

癖的性变态者都性功能低下［４］。

４．１．１．２　睾酮水平偏高　睾酮水平偏高可能引
发性变态犯罪。研究者测量了暴力攻击性性变态者体

内血睾酮水平，结果显示暴力性性变态者血液中原血

睾酮浓度偏高，其中最横暴者的血睾酮浓度显著升高，

表明攻击性性变态者可能存在生理原因。也有人认

为，染色体畸形（４７，ＸＸＹ克利尼非特尔氏综合症）、内
分泌紊乱（异性性激素血平面过高）和器质性人格障

碍等，都可能是性变态的原因［８］。伍学炎等［９］测定了

５３例男性暴力性性犯罪人和４２例非性犯罪男性犯罪
人，结果发现男性性犯罪人体内（游离睾酮）水平明显

增高、雌二醇明显降低可能是男性暴力性性犯罪行为

的生物学基础。国外学者研究了性激素与性犯罪之间

的关系，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总的倾向是男性性犯罪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 ·８１　　　·

行为与雄激素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国外用雄激素

拮抗剂（ＣＰＡ）和安宫黄体酮（ＭＰＡ）治疗男性性犯罪
行为可成功地降低性犯罪复发率，也说明了雄激素对

男性性犯罪行为有重要作用。

长期性饥渴形成性变态心理引发性变态犯罪。研

究表明，因为长期性饥渴而出现性变态的人，常常其心

理素质存在一定缺陷［４］。

４．１．１．３　遗传原因　遗传也会对性变态心理和
生理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弗洛伊德也承认性变态有

某些遗传基础。Ｈ·Ｅｌｌｉｓ在他的《性心理学》中提出了
性变态的遗传基础问题；Ｍ·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在２５％的性欲
倒错者中发现有遗传因素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４０％
性欲倒错者的家人中有病态或者心理异常［４，１０］

４．１．２　心理方面的原因　性变态犯罪人的心理
上都存在问题。心理因素单独发生作用，或生理与心

理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导致的异常性行为。

４．１．２．１　童年遭受性侵犯或接受不当的性刺激
　很多性变态犯罪人在儿童时期受到过性侵犯或接受
不恰当的性刺激（刺激量太多或太少，强度太强或太

弱），从而诱发性变态心理。钟友彬（１９９１）研究表明，
３３例性变态中 ２８例可回忆起 ３～１１岁之间的性经
历；１５例在５～８岁时有与同龄男女儿童互玩互看，互
触摸外阴部取乐的经历；５例幼时与母亲、姐姐等同床
睡觉，并抚摸她们身体取乐，或者他们的阴茎被异性家

人嬉戏玩弄；其余８例虽没有明确的和异性亲密接触
或者性游戏的经历，但他们自３、４岁能记事起对异性
的鞋袜、赤脚等有特殊兴趣，或有偷看女人入厕、裸浴

等经历 。他们这些产生快感的幼年性经历与日后的

性变态的发生密切相关［１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合理的度过“性心

理”发展的每个阶段，是未来心理健康的充分和必要条

件。如果在每个发展阶段上，接受的刺激太过分或接

受的刺激太少，就会使“性心理”的发展受到挫折，那

么就会造成性心理的“退化”或性心理发展的“固著”。

这种“退化”或“固著”，就造成未来人格的变态或异

常。也就是说性变态犯罪人在度过其“性心理”发展

的某个阶段时受到挫折，使他们的心理没有健康的发

展，从而造成了现在他们性变态的异常行为［４］。

性变态心理的形成与他们所受过的性挫折有关，

包括性挫折的情境或性挫折的行为。一个人对遇到性

挫折若缺乏自控力，往往会出现攻击、退化、执拗和冷

漠等行为反应或消极悲观、压抑沮丧等情绪反应［１２］。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可能就会演变为一种性变态心

理，继而就会用性变态的行为来满足自己扭曲的性欲

或报复使其受到性挫折对象的相似群体，这样能使他

达到性快感。

４．１．２．２　人格异常　第一，双重人格缺陷引发性
变态心理。双重人格是一种心因性身份障碍，其主要

特征是同一个人具有两种或多种人格身份，它们分别

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出现。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双重人

格的发生，是心理分离作用的结果。在任何特定的时

段，显示于意识层的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此时

所有的思想、情感及言行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

不显示另一身份的痕迹。过一段时间，通常是在受到

精神刺激后，可突然转变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

切思想、情感及言行都按照新的主体人格的方式来行

事，完全遗忘过去的身份。

性变态犯罪人一般具有双重人格倾向。如色情杀

人狂虽然在犯罪时丧心病狂、冷酷无情，但是在平时表

现得温文尔雅，甚至是受到邻居、同事好评的人物。即

使是破案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是杀人恶魔时，还

会有人觉得难以置信，甚至为他们鸣冤［６］。有些性变

态犯罪人虽然对于被侵害的对象冷酷无情的，但是对

他的家人却充满爱护。

第二，绝大多数的性变态犯罪人的人格特质偏离

正常。绝大多数的性变态犯罪人的人格特质是内向性

的，情绪的冲动性强、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低、极其自

私、极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他们产生了犯罪的欲

望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无法自控的冲动。黄云

等用ＭＭＰＩ对２１例性变态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试，并
与２１例无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的ＭＭＰＩ进行对照，
发现性变态罪犯的 ＭＭＰＩ中 Ｈｓ、Ｈｙ、Ｐｄ、Ｐａ、Ｐｔ、Ｓｃ、Ｓｉ
的量表Ｔ分明显增高，有类似精神分裂症的剖面图，
Ｇｒａｈａｍ认为具有如此剖面图个体多缺乏自我控制能
力，易出现冲动化行为［１３］，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和控

制自己的行为，可能成为犯罪的危险者。Ｐｄ是变态人
格量表，高Ｐｄ分反映性变态者冲动，社会适应差，无
视法规和权威，具有敌意和攻击性倾向［１４］。

４．２　主体外原因
主体外原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原因。

４．２．１　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不健全和异常的
家庭氛围等家庭因素对性变态犯罪人的性变态心理的

产生具有很大影响。家庭不健全以及不正常的家庭氛

围使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性格会变得孤僻、多疑、内

向并伴有强烈的自卑感等。当他们在性方面受到挫折

或与异性交往过程中出现问题等因素时，就会采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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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发泄手段进行自我调试和自我满足。

４．２．２　社会环境的影响
４．２．２．１　黄色亚文化的影响　黄色亚文化严重

影响性心理的健康发展。有些人终日沉溺于黄色录像

和性幻想之中，这与其心理上的不良因素相结合，逐渐

的形成性变态的心理，一有机会就会用犯罪来达到他

变态的性需求。例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十几年来一直都沉溺
在各类变态的成人信息中，最后无法自拔，只有铤而走

险才能满足他变态的性需求。又如，２００２年，公安大
学测试中心发现一个性变态犯罪人，被害人有四十多

岁，阴部插着一个剥了皮的玉米棒。他们通过心理测

试发现２号嫌疑人对涉案目标有强烈的心理生理反
映，测试后审讯发现犯罪人四十多岁，一直因为家庭条

件不好未结婚，在该嫌疑人的家里搜出了淫秽音像制

品，其内容多是性变态为主的［１５］。

４．２．２．２　传统性文化的影响　传统性文化对受
害人的约束使得性变态犯罪人更加猖狂。被害对象的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软弱、妥协等都强化了性变态犯罪

人的行为。性变态犯罪人通过初次作案的尝试体验到

了快感，产生了要继续作案的需要，当特定的情景出现

时，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寻找机会。

５　对性变态犯罪人的矫治对策

性变态犯罪人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由于心理变态所

致。对性变态犯罪人的矫治主要是心理矫治和药物治

疗，并进行复发干预。

５．１　使用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指通过药物手段减弱性变态者的性冲

动或抑制其犯罪的冲动。

５．１．１　运用“化学阉割”防止性冲动　“化学阉
割”是定期为性犯罪者注射药物，以减少男性荷尔蒙分

泌，抑制性冲动。“化学阉割”１９７３年始于丹麦，现在
在瑞典、加拿大、瑞士、德国和美国的部分州实行。韩

国国会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
“对于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者，为了防止重犯或习

惯犯罪的预防和治疗法案”。根据法案的内容，被判处

化学阉割的性犯罪者每４周服用１次抑制性欲的药
物，每周接受１次心理治疗。由于“化学阉割”的用词
有损尊严，该用词被改为“为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

疗”［１６］。这种方法在韩国被用来惩处那些对儿童实行

性侵犯的罪犯。

５．１．２　使用药物抑制强迫冲动　当性变态犯罪
人产生性变态的冲动时，药物可以帮助他抑制这种变

态的性冲动。例如：目前较为理想的药物是氯丙咪嗪

（２５ｍｇ），３次／ｄ，１～２片／次。该药不但对心境抑郁、
焦虑症状效果良好，而且对控制强迫冲动有良好的效

果。只有少数患者服药后可出现口干、嗜睡等副作用，

但服药一段时间后，这种副作用会逐渐消失。此外，新

一代５－ＨＴ抗抑郁药，如百忧解、赛乐特、左洛复也有
很好的对抗强迫冲动的作用，而且副作用少。

５．２　进行心理治疗
５．２．１　精神分析法　有些性变态犯罪人性变态

心理的形成的起因是他的小时候或成长过程中发生了

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最后被性变态犯罪人压制到潜

意识当中。要真正的解决这类的性变态犯罪人的变态

性心理问题，就要运用精神分析法中的催眠疗法或自

由联想疗法进入他们大脑的潜意识层面，从而了解性

变态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再结合其他的心理治疗方

法来解决性变态犯罪人的变态性心理问题。

５．２．２　行为疗法
５．２．２．１　厌恶疗法　厌恶疗法，是将欲戒除的目

标行为或症状（如酒癖、性行为变态、强迫观念等）与

某种不愉快的或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如用催吐、电

击、针刺、语言责备等刺激），通过厌恶性条件作用，而

达到戒除或至少是减少目标行为的目的。

性变态犯罪人在实行犯罪时往往本我占据了主要

地位，他们的性冲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冲动是性

变态犯罪人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我们想要抑制他们的

这种本能的冲动在加强其超我的地位的同时，可以采

用厌恶疗法，此法在矫正性变态方面应用较广泛，疗效

也较理想。例如对于恋童症犯罪人，当犯罪人接触儿

童或儿童模型时，便给予能造成其身心痛苦的刺激，如

电疗刺激、橡皮圈刺激、肌肉注射催吐药使其呕吐等，

使其产生厌恶性条件反射，便可抑制其性变态行为。

李从培等［１７］曾用此种方法治疗性变态１６例，并取
得了不错的疗效。他让性变态患者想象某种具体性变

态渴求的高度兴奋状态场景并把电机在患者的一侧胸

部内关穴－外关穴上固定好，当患者用手示意表示已达
到高潮时，即给予２０～７０ｍＡ交流电刺激（电量调节适
度），每次治疗约１ｍｉｎ，这样就打断了变态的性兴奋渴
求，休息片刻后再重复做１次，每场次可重复做３次，以
１０～１５次为１疗程。通过这种厌恶性条件反射疗法，既
可增强消除性变态行为的效果，也可达到治疗的目的。

５．２．２．２　系统脱敏疗法　“系统脱敏法”又称交
互抑制法。主要是诱导求治者缓慢地暴露出导致神经

症焦虑、恐惧的情境，并通过心理的放松状态来对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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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焦虑情绪，从而达到消除焦虑或恐惧的目的。如果

一个刺激所引起的焦虑或恐怖状态在求治者所能忍受

的范围之内，经过多次反复的呈现，他便不再对该刺激

产生“过敏”反应，就达到了矫治的目的。

运用系统脱敏法矫治性变态犯罪人，是通过启发

性心理变态者正常的性欲需求，消除其异常性兴趣的

一种心理矫治方法。用系统脱敏法治疗某些顽固性恋

物症、窥阴症等性变态者效果较好。

５．２．３　合理情绪疗法　“合理情绪疗法”是一种
典型的认知疗法。这种疗法的主要观点是：使人们难

过和痛苦的不是事件的本身（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

是对本件事情的不正确的解释和评价（当事人如何看

待、感受，有何想法）。在 ＡＢＣ理论中，Ａ是指诱发事
件；Ｂ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之后相应而生的信念，
即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和评价：Ｃ是指在特定情
景下，个体的情绪及行为的结果。重要的方法是对不

合理信念加以驳斥和辩论，使之转变为合理的信念，最

终达到新的情绪及行为的治疗效果［１８］。

合理情绪疗法适用于那些对性存在错误观念和不

正常认识的性变态犯罪人［１９］。通过对性变态犯罪人

的错误观念和不正常的认识进行理性分析和逻辑思

辩，转变性变态犯罪人所持有的错误观念和不正常的

认识，从而解决他们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

５．３ 消除不良社会因素，加强社区矫正和监控

５．３．１　消除不良社会因素　性变态心理与其生
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交环境等因素有关。犯罪人因教

育水平较低，儿童期遭受父母的虐待、毒打，成年后因

就业困难、生活贫困、婚姻不幸福、社会待遇不公等因

素影响，逐渐产生性变态犯罪意识，形成犯罪人的变态

人格。所以，加大执法力度，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层次，营造和谐家庭氛

围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５．３．２ 加强社区矫正和监控　犯罪人和其生活
社区交互影响，应加强社区矫正和监控。尽可能消除

不良社会因素，加强社区建设，提高对犯罪人的心理干

预。充分发挥社区工作者、社区群众对性变态犯罪人

的监督作用，甚至运用现代电子、网络监控，如电子手

镯、ＧＰＳ监控。此外，建立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对
性变态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预防犯罪。对性变态患者

尽力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康复，建立完善

“警民共建”、“群防群治”、“治安联防”、“人民调解”

等社会防御机制。

性变态犯罪人变态的性心理的成因是极其复杂

的。在矫治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性变态犯罪人自身的

问题，而且要关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人际交往情况

等外界因素。在选择矫治方法时，要多种方法共同运

用，优势互补，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矫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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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学·

论性法律概念的滥用与性关联法律概念的提出

南景毓

四川文理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在我国，性法律是一个外来词。然而，我国学界未对之展开专门研究，仅有的间接涉及却使其内涵缺失与

外延模糊的缺陷暴露无遗。这使得我国建立在性法律概念之上的研究宛若浮萍。为此，性法律的概念亟待反思。运用

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之展开的研究表明，规制性的法律从来都无性法律之谓，规制性的法律无需用性去限定，与

性关联的法律不宜称之为性法律。因此，性法律的概念实无存在之必要。为了研究这一类法律问题的便利，可用性关联

法律的概念取代性法律的概念。性关联法律是指平衡人们基本的性需求与性供给，维护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人身权、财产

权、公序良俗和相应管理秩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解释的总称。

【关键词】性法律；概念；滥用；性关联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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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Ｌａｗ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ｂｕｓｅ；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ａｗｓ

　　近些年，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
的性需求渐趋强烈。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出现了大

量的卖淫嫖娼事件，各地公安机关亦根据本地情况采

取了不同程度的扫黄行动。农民工、老人、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性满足问题异常突出。中学生援交事件的频

频曝光、小学生开房事件的屡禁不止无不牵动着国人

的神经。延安黄碟案、恩施邓玉娇案等案件的发生及

其处理更是考验着我国的相关法律。因此，对我国与

性相关的法律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

２００４年，李银河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期发表的文章《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掀开了我
国性法律研究的序幕。［１］截至目前，我国直接以性法律

为题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共有六篇论文。这些学术论

文探讨了我国当代的性法律［１］、儿童性法律［２］、性法

律的价值［３］、性法律规范的历史演变［４］、性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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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对在校大学生性价值取向的影响［５］、性法律理

念的更新与调整方式的转换［６］。这些研究开创了我国

性法律研究的历史，拓展了我国性法律研究的范围，反

思了我国现行性法律的诸多缺陷。遗憾的是，我国性

法律保护对象的研究有失周全，性法律概念的研究浅

尝辄止，以致整个性法律的研究宛若空中楼阁。我国

性法律概念的深入研究迫在眉睫。为此，笔者拟运用

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性法律的概念予以检讨，

以弄清其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一研

究有助于弥补性法律研究的诸多缺陷，深化对性关联

法律问题的认识，进而推动性关联法律教育的深入开

展。

１　性法律概念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性法律一词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在课堂教

学和学术研究中，但却无人对之展开专门的研究，只有

赵合俊在《儿童免受性侵害的权利—对我国儿童性法

律的审视》一文对性法律的概念进行解释并做了注释。

所谓性法律，乃是所有涉性的法律条款、相关的法律解

释以及司法判例［２］。在该文的脚注中，赵合俊对美国

法学家波斯纳等人将性法律等同于涉性的法律条款进

行批判，并进一步指出性法律不仅包括涉性的法律条

款，也包括相关的法律解释以及司法判例。他还特别

强调，在判例法国家，涉性的司法判例是性法律的一种

重要渊源。

实质上，赵合俊性法律的概念界定是对其外延的

探究，并没有涉及其内涵的厘定。他的研究拓宽了性

法律的外延，填补了我国性法律概念研究的缺失，但其

不足是需要检讨的。

第一，它没有对性法律概念的外延展开深入的研

究。对于我国而言，司法判例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

纳入法律的范畴。何为涉性的法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解释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赵合俊在对我国儿童性

法律的审视部分将儿童性法律主要归结为部分涉及儿

童性方面的刑法条款及其司法解释。这种关于性法律

外延的取舍虽然看到了刑事法律对于打击性犯罪的重

要性，但性法律显然无法等同于性刑事法律及其司法

解释。这种效法美国学界的认识需要修正。另外，我

国学界有人将性法律等同于性刑事法律和婚姻法的认

识亦需要纠正［７］。可见，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性法律概

念的外延。

第二，它对性法律概念的内涵挖掘缺失。尽管赵

合俊对性法律的概念进行定义，但它没有揭示性法律

的内涵，它只是对性法律的外延进行说明。这使得读

者无法从中知悉究竟什么是性法律。因此，性法律的

内涵亟待澄清。

２　性法律概念在我国的滥用

在我国学界，性法律一词不仅出现在性教育与法

律教育中，也出现在与性相关的研究之中。该词已在

学界得到了默许。事实上，该词的大行其道是与其遭

到滥用相随的。性法律一词既存在理论困境，又缺乏

实践支持。

第一，规制性的法律从来都无性法律之谓。古今

中外，许多国家从来不缺调整性的法律。然而，从目前

笔者掌握的材料看，尚且没有直接称之为性法律的。

可见，性法律之谓纯属学术之偏好，没有任何的法律文

本作为支撑。

第二，规制性的法律无需用性去限定。法律规制

性不能说没有对性的考虑，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

护与性相关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关系。从主次关系上讲，没有必要对规制性的法律称

之为性法律。

第三，与性关联的法律不宜称之为性法律。在人

类发展史上，人类通过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和刑法等

法律调整着自身的性行为，但法律的此番作为在很大

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为了防止和避免由性

引发的其他问题。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类性欲的

满足即使没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样是可以得到的。

事实上，它们正是限制人得到性满足的方法。”［８］因

此，与性关联的法律不宜称之为性法律。

３　性关联法律概念的提出

性法律概念存在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使得其需

要一个新的概念取而代之。毕竟，性的满足会涉及他

人的人身和意志自由，法律无法完全放弃对性的调整。

现实中调整与性相关问题的法律是实际存在的，它们

也有具体而明确的法律名称。但从整体上研究这一类

法律问题的方便考虑，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概念统帅

这些法律。由于这类法律与性相关，但其醉翁之意不

在性，笔者姑且将之厘定为性关联法律。

性关联法律是指平衡人们基本性需求与性供给，

维护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人身权、财产权、公序良俗和相

应管理秩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解释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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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概念之中，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性关联法律应该寻求人们基本性需求与性

供给之间的平衡。作为有性人的存在，性的需要是一

种自然的生理欲求［９］。但性需求的满足是一个社会化

的过程，它必须对象化地由需者之外的另一个供者提

供。否则，需者的性需求永远无法满足。倘若性需求

与性供给脱节，就会产生性饥渴或者滥性。当前，我国

一些特殊群体的性需求和有些群体怪异的性需求引发

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性关联法律应该寻求人

们基本性需求与性供给之间的平衡。

第二，性关联法律必须维护与之相关的人身权、财

产权和相应的管理秩序。性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

物，它与特定的人身紧密相联。性需求的正当满足不

能没有人身权的鼎力支持。如今，性需求虽然与生育

逐渐脱节，但性需求的满足仍会有生育，而生育则会产

生与之关联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关联法律不能

对因性需求而产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置之不理。

否则，性需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独有偶，性需求

的满足还关涉与之相应的管理秩序。性必须择时、择

地、择对象、择方式进行。这就是所谓的性禁忌。对之

的违反势必会涉及相应的管理秩序。总之，性关联法

律必须维护与之相关的人身权、财产权和相应管理秩

序。

第三，性关联法律必须维护公序良俗。弗洛伊德

认为：人类文明建基于性遏抑之上。自从进入文明社

会，习俗、道德和法律等社会控制手段给性施加了诸多

的限制。通过这些限制，人们希望性符合特定社会的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性关联法律是特定时空背景下

的法律，它们必然要维护该时空下的公共秩序和善良

风俗。

第四，性关联法律是一系列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解

释的总称。性关联法律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由民

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部分刑事法律、妇女权

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的行政法律及其相应的立法

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等构成的法律规范及其解

释的总称。性关联法律的范围不能仅限于婚姻法和相

应的刑法条款。

４　结　　语

我国性法律的研究深受美国性法律研究的影响。

美国性法律研究的成果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学术论文。

总体而言，美国性法律研究的学术专著对我国性法律

研究的影响大于其学术论文。下文笔者仅介绍对我国

性法律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三本美国性法律研究学术

专著。

１９９２年１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当代著
名法理学家理查德·Ａ·波斯纳（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的
著作《性与理性》（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２００２年５月，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性与理性》的中文版。该

书由引论、性态的历史、性态理论的一种、性态之规制

和结论组成。其中，第一编性态的历史由理论性学、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风俗和性态与法律三章组成；第二编

性态理论的一种由性生物学、性与选择理性、经济学视

角中的性态史、性态的最佳规制和性态的道德理论种

种五章构成；第三编性态之规制由婚姻与性通道之开

辟、控制怀孕、同性恋性态：一些政策问题、法院内的性

革命、情色艺术，色情物品和裸体、强迫的性行为、生育

与性的分离八章形成［１０］。在我国法学界，该书是学者

们研究和讲授此类问题的必读书籍，深深地影响了读

者的思维。

２０００年６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坦福大
学历史学副教授马修·Ｈ·萨默（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Ｓｏｍ
ｍｅｒ）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Ｓｅｘ，
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的英文版。该
书由引论、性秩序的幻想、强奸法律的演进；女性的贞

操与男性的威胁、男性渗透问题；清朝的鸡奸立法与男

性性别的规定、清朝妇女贞洁文化中的寡妇；法律和妇

女生活中的性与财产关系、作为身份象征的性行为；

１７２３年以前的卖淫规制、平民标准的延伸；杨政改革
和卖淫的刑事化和结语组成［１１］。该书侧重从法史和

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性犯罪问题［１２］，它对于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性关联法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该书目前只有英文版，中国读者的数量较少，在中国

的影响非常有限。

２００６年１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张哲瑞联合
律师事务所撰写的《裸露的权利—美国法与性》一书。

该书共有七章，它们依次是性自由：戴着镣铐跳舞；性

产业：徘徊在色与性之间；性：性别与性歧视；性犯罪：

阳光下的罪恶；家庭：割不断的性纽带；性：不只是传宗

接代；妻妾成群：对男人永远的诱惑等［１３］。该书用生

动活泼的案例讲述了美国的性法律，在我国有广泛的

读者群，影响面甚广。

由于美国的性法律学术著作没有对性法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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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界定，我国学界也理所当然地未对性法律的概念

进行专门的研究。从我国仅有的性法律概念定义出发

的考察显示，规制性的法律从来都无性法律之谓，规制

性的法律无需用性去限定，与性关联的法律不宜称之

为性法律。性法律的概念既存在着滥用，亦没有什么

实际用途。

由于人类的社会秩序是以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所以所谓人类社会的秩序，首先应该是性的秩序［１４］。

文明伊始，性与法便结下不解之缘［１５］。尽管性法律的

概念名不副实，但调整与性相关的法律是实存的。它

们不仅有明确的名称，也在司法实践中竭尽所能地发

挥着应有的作用。这类法律问题的研究不能再放在一

个内涵缺失、外延模糊的性法律概念之下展开。由于

这类法律与性相关，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性。为了研

究问题的方便，可将这类法律称之为性关联法律，以取

代欺世盗名的性法律概念。以此为契机，笔者将性关

联法律界定为平衡人们基本性需求与性供给，维护在

此过程中涉及的人身权、财产权、公序良俗和相应管理

秩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解释的总称。

当前，我国与性相关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去年

全国同性恋者的聚集游行及两对同性恋者的公开结

婚、今年的儿童卖淫与性侵事件、手淫是否卖淫的不

同判罚、深圳“成人奶妈”服务的流行等都无不在考

验我国的性关联法律。我国性关联法律的研究迫在

眉睫且任重道远。在此，笔者仅提出性关联法律的

概念并对之予以诠释。但愿笔者的这一研究能够引

起学界的共鸣，进而推动我国性关联法律的实践运

行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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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９０后女护生择偶观调查研究

熊　伟　赵小玉　黄　燕　何春渝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８３

【摘　要】目的：调查了解当前９０后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的择偶观现状，以便发现不良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引导。

方法：围绕择偶时对方的相貌、身体、贞洁、年龄、经济、社会地位、肤色、性格等在大一到大三的女护生中开展调查，全部

问卷按照年级进行分组，采用多组卡方检验。结果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３组女护生在“贞洁”（χ２＝２４９１，

Ｐ＝００００＜００１）、“年龄”（χ２＝１６４５，Ｐ＝００１２＜００５）、“经济”（χ２＝４２１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个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而其他方面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９０后女大学生择偶观随个人喜好而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的择偶观

有所变化，开始考虑现实问题，走向成熟与理智。

【关键词】女护生；择偶观；性教育；９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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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ｉｇｕｒｅ，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ａ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ｒａｃ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ｔｃ．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ｌｙａｍｏｎｇ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ｓ，ａｎｄｊｕｎｉｏｒｓ．Ａｍｕｌｔｉ－ｇｒｏｕｐ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

３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ｈａｓｔｉｔｙ”（χ２＝２４．９１，Ｐ＝００００＜

００１），ａｇｅ（χ２＝１６．４５，Ｐ＝０．０１２＜０．０５），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χ２＝４２．１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ｗｈｉｌ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ｖａｒｙａｍｏｎｇｐｏｓｔ－９０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ｌｄｅｒｇｉｒｌｓｔｅｎｄｔｏｂｅｍｏ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９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当前高校的大学生基本都是９０后，而９０后的思
想观、价值观等与上一代大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别［１－７］。

护理专业的９０后女大学生（以下简称女护生）则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所处的学习环境男女性别差异巨

大［８－１２］。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环境不乐观以及大学生

恋爱性行为日趋普遍的情况下［１３－１６］，她们的择偶观是

怎么样的，又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为

此，我们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对３００名９０后女护生自拟问
卷进行了择偶观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以成都医学院护理专业女护生为调查对象，按年

级不同分３场进行现场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排
除错误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２６０份。其中大一６６份，
大二１００份，大三９４份。年龄从１９～２３岁，平均年龄
２２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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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工具
自拟女护生择偶观问卷，内容包括：女护生对男方

在相貌、身体、贞洁、年龄、社会地位、肤色、性格等方面

的选择情况。选项设为自由选择，可以多选和少选，但

同题矛盾选项作为无效问卷。问卷前个人基本情况调

查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等。

１３　统计方法
将全部对象按照年级，分为大一组、大二组、大三

组进行分组比较。全部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版用卡方
检验（χ２），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３个年级女护生８个项目上的比较情况
３组女护生在８个调查项目上仅在“贞洁”（χ２＝

２４９１，Ｐ＝００００＜００１）、“年龄”（χ２＝１６４５，Ｐ＝
００１２＜００５）、“经济”（χ２ ＝４２１７，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女护生也较倾向
于对方第一次与其同龄人自己谈恋爱，而大三的女护

生有一部分明显希望对方很富有。大二、大三组超过

８０％不介意对方谈过恋爱，并都倾向于与哥哥类型的
异性发生感情。在经济方面，大一与大二的女护生超

过６０％的人认为对方不穷就行。
３组女护生在相貌（χ２＝３３２，Ｐ＝０７７３＞００５）、

身体（χ２＝１１４５，Ｐ＝０１７８＞００５）、社会地位（χ２＝
５２６３，Ｐ＝０７２９＞００５）、肤色（χ２＝１５５４，Ｐ＝０１０８
＞００５）、性格（χ２＝８５１３，Ｐ＝０７４４＞００５）５个方面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１。
２２　９０后女护生择偶观主流态度情况
将３组合并，占绝对多数（超过５０％）的选项视为

主流态度。具体为：相貌方面选择“无特殊偏好，喜欢

就行”的为１８８人，占总人数的７２３％；身体方面选择
“正常和健康就行”的为１３６人，占总人数的５２３％；
贞洁方面选择“不介意，喜欢就行”的为２０３人，占总
人数的７８１％；年龄方面选择“哥哥类型”的有 １９４
人，占总数的７４６％；经济方面选择“对方不穷就行”
的为１５０人，占总人数的５７７％；社会地位方面，选择
“有才华有潜质”的为２０２人，占总数的７７７％；肤色
方面未出现主流意见，选择最多的３个分别为“无特殊
偏好喜欢就行”（１１０人，占４２３％）、“微白”（８６人，
占３３１％）、“微黑”（４５人，占１７３％）；性格方面选择
“阳光开朗”的有１４３人，占总数的５５％。

表１　３组女护生择偶观选项与比较情况［ｎ（％）］

　　　　　分组

　调查项目

大一

ｎ＝６６
大二

ｎ＝１００
大三

ｎ＝９４ χ２ Ｐ

１、相貌
　Ａ特别帅气
　Ｂ特别秀气
　Ｃ看起来很幽默
　Ｄ无偏好喜欢就行
２、身体
　Ａ身体强壮肌肉发达
　Ｂ身材高大
　Ｃ跟自己差不多高
　Ｄ身体偏瘦苗条
　Ｅ正常和健康就行
３贞洁
　Ａ希望对方是第一次
　Ｂ不介意喜欢就行
　Ｃ对方恋爱经验丰富
４年龄
　Ａ哥哥类型
　Ｂ同龄人
　Ｃ年龄比自己稍小
　Ｄ年龄偏大父亲型
５经济方面
　Ａ对方很富有
　Ｂ对方很富年龄偏大
　Ｃ对方不穷就行
　Ｄ无所谓喜欢就行
６社会地位
　Ａ有名气
　Ｂ成功人士知名人物
　Ｃ官员
　Ｄ有才华有潜力
　Ｅ无所谓喜欢就行
７肤色
　Ａ白皙
　Ｂ微白
　Ｃ黝黑
　Ｄ微黑
　Ｅ没偏好喜欢就行
８性格
　Ａ阳光开朗
　Ｂ内向闷骚
　Ｃ庄重正经严肃
　Ｄ幽默有趣
　Ｅ狡猾圆滑
　Ｆ跟自己性格差不多
　Ｇ无所谓喜欢就行

５（６８）
６（８１）
１１（１４９）
５２（７０３）

３（２４４）
３０（４４１）
２（２９）
２（２９）
３１（４５６）

２２（３３３）
３８（５７６）
６（９１）

３８（５７６）
２５（３７９）
１（１５）
２（３０）

３（３１）
６（９２）
４１（６３１）
１６（２４６）

１（１４）
０（０．０）
３（４３）
５６（８０．０）
１０（１４３）

５（７６）
１５（２２７）
１（１５）
１４（２１２）
３１（４７．０）

３９（４４８）
３（３４）
４（４６）
２６（２９９）
２（２３）
７（８．０）
６（６９）

７（７．０）
７（７．０）
１７（１７．０）
６９（６９．０）

６（６．０）
３３（３３．０）
２（２．０）
６（６．０）
５８（５８．０）

１０（１０．０）
８３（８３．０）
７（７．０）

８３（８３．０）
１２（１４．０）
１（１．０）
４（４．０）

２（２．０）
３（３．０）
６９（６９．０）
２６（２６．０）

１（１．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７６（７６．０）
１９（１９．０）

８（８．０）
３９（３９．０）
３（３．０）
２０（２０．０）
３１（３１．０）

３８（３８．０）
２（２．０）
７（７．０）
３２（３２．０）
２（２．０）
５（５．０）
１４（１４．０）

１２（１２２）
８（８２）
１１（１１２）
６７（６８４）

１（１．０）
３６（３６４）
７（７１）
８（８１）
４７（４７５）

８（８５）
８２（８７２）
４（４３）

７３（７６．０）
１９（１９８）
１（１．０）
３（３１）

２６（２７７）
２（２１）
４０（４２６）
２６（２７７）

２（２１）
２（２１）
１（１．０）
７０（７２９）
２１（２１９）

５（５２）
３２（３３．０）
１（１．０）
１１（１１３）
４８（４９５）

６６（４８２）
１（０７）
８（５８）
３８（２７７）
１（０７）
１０（７３）
１３（９５）

３３２０７７３

１１４５０１７８

２４９１００００

１６４５００１２

４２１７００００

５２６３０７２９

１５５４０１０８

８５１３０７４４

３ 结　　论

３１　低年级与高年级女护生择偶观存在显著差异
大一的女护生偏向对方第一次与自己谈恋爱，择偶

倾向于同龄人；在经济方面，只要对方不穷即可。而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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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护生则并不在乎对方是否第一次，而较为在乎对方

的经济能力，喜欢与年龄稍大于自己的哥哥类型的发生

感情。这说明，大一的女护生在对待感情方面较少其他

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喜欢根据个人喜好追求纯真浪漫的

感情。而经历了３年大学生活的高年级女护生，在人生与
社会阅历丰富的同时，择偶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希望

对方富有，能够照顾自己。这表明她们更多的考虑到现

实的因素，希望双方的感情长久，而自己的感情能得到保

障。

此次调查，虽然由于大四的女护生已分散各地参加

实习，难以进行集体调查，但从大一到大三的择偶观变化

可以看出，随着女护生人生阅历的增加，她们在对待个人

感情方面更看重现实问题，希望双方的爱情持久，个人未

来的婚姻得到一定的保障。这种变化是积极的，也标志

着她们的择偶观在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成熟起来。

３２　９０后女护生择偶观总体出现较大变化
２６０份有效问卷中，不分组进行主流态度统计，可以

看出９０后女护生在不少方面择偶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
化。其中包括：不再一味喜欢帅气的男性，而是只要自己

喜欢就行；不一定对方身材要高大，只要正常和健康就行；

多已不介意对方是否第一次与自己谈恋爱发生感情。

９０后的大学生个性更加张扬，选择异性时往往根
据个人喜好决定，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只有

极少的女护生选择帅气的男性，说明她们的择偶观更

加具备个性化，更加务实。同时也不特别在乎对方身

材是否高大，而是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这与传统女性多

喜欢身材高大魁梧的男性相比已经出现重大变化。

此外，绝大多数女护生表示不在乎对方是否是“第

一次”，对男方的贞洁介意程度大为降低。初看这跟封

建社会只有女性存在“贞洁”而男性无所谓的现象相

似，但实际上原因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

９０后女大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谈过恋爱甚至偷食禁
果，在大学期间女大学生发生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自己“贞洁”消失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保持“贞洁”就

毫无现实意义了。因此，这些变化更多的反映出她们

思想变得开放与务实。

３３　少部分女护生出现的特殊偏好值得注意
虽然主流态度可以直接反应９０后女护生整体择

偶观情况，但是有些特殊选择也有人选择。这些较少

的选择率往往可以反映出９０后女护生思想价值观变
化的苗头，或说是变化趋势。因此，也值得我们注意。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两个特殊选项情况是：年龄很大

但很有钱的男性，官员。这些选项往往已超出正常人

正常大学生的择偶观取向。在当前金钱至上的不良社

会风气影响下，以及大学生尤其女大学生就业艰难的

局面下，部分女大学生对自己的前途、生存表示出了深

深的忧虑，进而滋生出傍大款，求包养等不良思想，以

求走捷径，轻松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如果选择同

龄人为对象，那么往往他们都要经历一个艰苦的奋斗、

创业过程。选择有钱人作为依靠，对方的年龄势必很

大，得到金钱，也许就丧失了美好的爱情。

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抓住这些不良思想苗头，

积极科学的加以引导教育，在女大学生中树立起积极、

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以科学合理的的拼搏奋斗去赢得

自己的幸福。防范于未然，避免她们的人生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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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伦理学角度审视同性恋面临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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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长期遭受着歧视和偏见，他们特有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背离了传
统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同性恋者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伦理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同性恋者面临的伦理困境，其次分析了

他们面临伦理困境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同性恋者走出伦理困境的路径，以减少对同性恋的歧视，增加社会对同性恋者的

关注度，为同性恋者提供一个宽容的社会生存环境。

【关键词】同性恋；伦理困境；原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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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也被称为同性爱。细分
之，男同性恋称为 ｇａｙ，女同性恋则称为 ｌｅｓｂｉａｎ。至于
ｑｕｅｅｒ，ｆａｉｒｙ，ｑｕｅｅｎ等等称呼则带有很重的轻蔑色彩，会
被批判为歧视同性恋（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ｉｓｍ）。名词同性恋是
由一名德国医生于１８６９年创造的，距今不过一百多年
的时间。然而，同性恋却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

都是存在的，其存在的时间和人类的历史一样的漫长。

关于同性恋，古今中外的人们争论了很久，但至今没有

充分说明。对于同性恋，除了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

等领域关注外，其伦理学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从医

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同性恋者的伦理困境及

其面临困境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同性恋者走出伦理困

境的路径。

１　同性恋者面临的伦理困境

目前我国社会对于同性恋人群不正确的评价主要

来自于道德，同性恋者遭受着来自道德方面的压力。

因此，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困境主要来自道德。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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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污名、社会歧视和自我否定。

１．１　污　名
在现代社会学中，对污名做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

家首推戈夫曼，现代对污名的研究主要是把它“看作是

一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

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１］。在很多人眼

里，同性恋是“肮脏的”、“低贱的”、“不道德的”，同时，

他们被贴上各种消极的身份和标签。其实，他们是被

污名化了。同性恋者不但不被社会所理解，反而遭到

社会的排斥和隔离，他们索性消沉下去，就这样在各种

污名和恐惧、焦虑、紧张、自闭等心理状态下艰难地生

存。

１．２　社会歧视
数千年来，虽然封建统治阶级对同性恋行为默许，

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却一直将它视为一种非道德的可

耻行为，这使得同性恋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影

响［２］。在学校中，老师不愿意教同性恋的学生，同学对

同性恋者进行言语的侮辱，有时甚至对其进行身体攻

击；在家庭中，父母对于同性恋的子女时常感到羞耻和

失望；在工作中，用人单位因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而拒绝

录用或给予他们较低的工资等等。这些都加重了同性

恋者的心理负担，使得他们在社会上生存举步维艰。

１．３　自我否定
同性恋者通常有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和困惑，缺乏

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要背负巨大的精神负担。

有些同性恋者虽然有喜欢同性的经历，甚至有过性接

触，但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同性恋者；还有些同

性恋者虽然不可抑制的喜欢同性，却又坚决地自我否

定。“不论怎么说，同性恋确实是不符合生物本性的，

是违背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他们面临着

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

那种被扭曲了的心理和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

态，这使得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

盾之中”［３］。

２　同性恋者面临伦理困境的原因

我国同性恋者自古没有受到严厉的制裁，相应地

他们也缺乏西方那样的反抗以及对于权利主张的强烈

程度［４］。因此，对于同性恋的现象，我国政府采取的是

不支持不反对的政策，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同

性恋的法律。这种态度就导致了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

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性恋的婚姻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

保护等。

同性恋者的压抑和苦恼有着很深的社会和文化根

源，众所周知，人类文化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

化，都把性行为（包括非器官交媾的一切两性行为）视

为丑陋［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思想深刻地影响了

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庸思想强调不走极

端，做人做事讲究“度”，对待性的态度比较含蓄，而同

性恋者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违反了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

性的看法，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常人看来是荒谬

的、不道德的；同时，古人对子嗣看得极重，子嗣众多，

人丁兴旺，这是最值得夸耀于人的地方，“断子绝孙”

成为一句最恶毒的诅咒。如果无以“事宗庙”、“继香

火”，那是无面目见祖先于九泉之下的［６］。同性恋者

的婚姻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他们并不能完成人类

生殖本能的要求，因此同性恋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反

对也就理所当然了。此外，同性恋者陷入伦理困境和

受到歧视，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体里提起同

性恋，都会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艾滋病。

在很多人心里，性传播确实是患艾滋病的一个主要的

渠道，其中又以同性恋的性行为为主［７］。这无疑给同

性恋者贴上了艾滋病主要是由同性恋传播的标签。

由于社会公众的不理解甚至歧视，有些同性恋者

不懂得自尊、自爱、自重，干脆就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

他们中很多都与吸毒、卖淫、谋杀、传播艾滋病等社会

不安定因素有关［８］。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加剧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排斥和歧视。

３　同性恋者走出伦理困境的路径

同性恋者走出伦理困境不只是同性恋者自身的事

情，需要政府、社会和同性恋者等共同努力才能够完

成。

３．１　政府的角度
伴随着同性恋人数的增加，为同性恋立法的呼声

也随之升高，他们渴望国家能够通过法律来保护他们

的权益。同时，一部分偏激的同性恋者对社会造成了

严重的危害，比如，故意伤人、杀人、吸毒、强奸、传播艾

滋病等，因此，制定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已经是迫在眉

睫。在对同性恋立法问题上，政府应当采取不支持不

反对的态度。首先，对于同性恋婚姻，应当对同性恋双

方的财产和权利与义务都有相关的规定；对于同性恋

因无法生育而抚养的孩子，也应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其次，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视、个人隐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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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等权利，具体地来说，也即同性恋者有权同普通

人一样，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动等

权利［９］。

３．２　社会的角度
首先，尊重同性恋者的权利，在社会上形成一种

公正的伦理氛围。公正观体现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

就是社会成员相互间的平等友好相待，就是社会成员

在法律法规、制度面前的平等，就是对由平等交往而形

成的真实利益共同体的自觉维护［１０］。其次，公众应该

宽容地对待同性恋群体。我们应该给予同性恋者一个

宽容的生存环境，无论任何人，都应该以一个宽容的心

去理解那些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地带，寻求一片属于

自己宁静的空间的同性恋们，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

正［１１］。此外媒体应该正确的引导公众，不要报道对同

性恋者带有偏见的新闻，以消除社会公众对同性恋者

的歧视和排斥［１２］。

３．３　同性恋者自身的角度
同性恋者在尽量让别人正确看待自己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要正确看待自己。同性恋者只有自尊、自

重、自爱才能获得社会的最终认可和支持。同性恋者

的性行为应当具有自律性，不应当是轻率、放纵、任意

的；同性恋者在进行交往时，不能够伤害对方，也不能

够伤害他人，更不能够危及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

性自由并不是一个人可以随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必

须是与某一相爱的人发生灵与肉的交融，并在自尊、自

重、自负责的指导下，对性本能欲望给予自觉的约

束［１３］。同性恋者只有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才能赢得

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４　讨　　论

同性恋者在生活中不仅遭受着公众不理解和排

斥，更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消极、抑郁、紧张、孤独等心

理问题。产生的心理问题使得他们的行为异于常人，

从而更加令社会和公众不理解和怀疑，这样就加剧了

他们的伦理困境［１４］。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排斥和怀疑，

使得他们的心理更加孤独和抑郁，心理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同性恋者想要走出伦理困境，首先必须具有积

极、乐观的心态，这样才能在公众的质疑和不理解中从

容应对［１５］。同性恋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遭受着污

名、歧视、自我否定等伦理困境，他们陷入伦理困境有

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根源，只有通过政府、社会和

同性恋者自身的努力，社会公众才能公平和无偏见地

看待他们。在走出伦理困境的三方面中，同性恋者自

身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只有自身自尊、自爱、自重，才能

赢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政府负责为同性恋者提供一

个公平的环境，使得同性恋者也像平常的异性恋人一

样享受到相同的权利［１６］。社会要对同性恋者多一些

宽容和理解，要客观地对待同性恋者，媒体要正确的引

导公众，对同性恋者多一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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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

管仲为娼妓行业神考述

张艳丽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４９

【摘　要】管仲是娼妓业众多行业神中的一员，作为该行业的祖师爷被供奉。娼妓对管仲的信仰是典型的民间信
仰。娼妓以其特殊的社会身份模拟普通民众的信仰生活，参与年节庆贺、祖师诞辰等活动，奉行一定的仪式来寄托情感。

仪式中搀杂了大量宗教及巫术的内容，从业者为自身的利益祭祀祖师神灵，具有明显的世俗与功利性质。

【关键词】管仲；娼妓业；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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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管仲（公元前７２３年 ～约公元前６４５年）名夷吾，
字仲，世人尊称管子，春秋时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

在历史发展中影响重大，取得的治国功绩为后世所关

注，因而管仲被隆重地引入到古代各级祀典的系统中

来，国家祀典、地方官府祭祀中都能找到管仲的神

位①。普通民众尊奉的行业神民间祭祀活动中，管仲

也占有醒目的一席之地。其中，管仲作为娼妓行业神

的争论此起彼伏②。本文拟围绕娼妓业奉管仲为祖师

爷这一文化现象，征引各种资料典籍，进行深入分析，

以求得以贴近历史的真实。

一

娼妓一词，从语源学方面分析，本指以歌舞为务，

并非是一种以卖淫为业的女子。东汉学者许慎《说文

解字》有“倡”字而无“娼”字，其曰：“倡，乐也。”宋代

丁度《集韵》曰：“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

“倡，倡优女乐，别作娼。”清人段玉裁注曰：“以其戏言

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

物。”“倡”，原指古代歌舞之人。“妓”字，《说文解字》

云：“妓，妇人小物也。”清学者段玉裁注：“今俗用为女

伎之字。”魏人张揖《埤苍》释“妓”为美女。隋代陆法

言《切韵》则说：“妓，女乐也。”后世的《正字通》、《康

熙字典》等也释“妓”为“女乐”，“女乐”在古代常常是

指姿容美丽、擅长歌舞音乐的女子［１］。无论是娼抑或

伎，在古代皆与音乐、歌舞有密切的关系。

①

②

参考拙作《太公配飨·地方先贤·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

统里的管仲形象》，《管子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涉及此议题的论文有万方《华夏民间俗信宗教———管仲》，《书屋》

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刘平《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近代中国社会
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朱琪《“中国妓院始自管仲女闾”考》，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等。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 ·９５　　　·

作为一种行业，娼妓业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秦时期，已有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

玩乐的现象。纯营业性的娼妓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到了唐代则大为兴盛，形成官妓制度。唐宋时娼妓

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娼妓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

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于官妓之外，已大量出现私妓。明

朝时政府取缔官妓，娼妓开始完全变为私营。随着城

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娼妓事业在明清时期步入鼎盛

时期，且政府公然介入，对娼妓施以课税制度。

既然成为一种盈利性的行业，娼妓业从业者们也

联合起来，组成了对应的行会。据历史学者童书业研

究：“在元代，唐宋以来的旧式行会制度仍旧存在着，当

时有所谓一百二十行，甚至妓女也有行会。”［２］宋代笔

记《武林旧事／社会》所记“翠锦社（行院）”，即是南宋
临安的一种娼妓业同业团体。其注为“行院”，则已可

确认其为行会的性质。只是当时妓院的同业行会，未

必是妓女直接参与的团体，而应是诸行院的同业联合

组织，保护的并非各院娼妓的利益。

“百工杂技，各崇所宗。”从古至今，中国各行业崇

拜的神灵体系庞杂，各行各业因地制宜，所祭祀的祖师

神灵也千姿百态。娼妓业供奉的神有白眉神、管仲、勾

栏女神、吕洞宾、铁板桥真人先师、五大仙、金将军、女

狐仙、刘赤金母、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

仙娘等［３］。管仲即是被作为行业祖师爷来进行崇拜祭

祀的。

二

管仲被奉为娼妓业的祖师爷，依据即所谓“女闾七

百”的史事。《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

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

公。”因“女闾七百”之说，“女闾”一词也就成为娼妓居

处或妓院的代称。《韩非子·说难》云：“昔者桓公宫

中二市，妇闾三百。”妇闾即女闾，“女闾七百”亦常传

为“女闾三百”。《韩非子》的论说，大致证明管仲时曾

开设女闾是可信的。于是管仲成为娼妓制度的创始

人，后世娼妓业把管仲当成本行业的祖师爷来崇拜。

因受资料的限制，娼妓从业者对管仲的祖师爷崇

拜起始时间无从考究。明清时期，学者们明指管仲设

女闾即开设妓院的说法逐渐多了起来。明代学者谢肇

膌痛斥万历年间“娼妓布满天下”的情景，云：“今时娼

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

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

矣。”这一做法，推根究底来说，“噫！是法者，谁为作

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

国。”［４］指出管仲是娼妓业的始作俑者。清代褚人获

在论及“女闾”这一词语时认为：“管子治齐，置女闾七

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

又《论语》有‘归女乐’之文，亦出于齐，其女闾之余乎？

管仲相桓公，匡天下，而立女闾之法，宜为圣门之童所

羞称也。”［５］也指明管仲是娼妓业的首倡者，且这种做

法是后世儒学之士羞愧提及的事情。较早关注娼妓文

化的民国学者王书奴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齐国管仲设

女闾三百，中国便有了娼妓。”［６］

清人纪晓岚明确指出，娼妓祀奉的行业神是管仲，

且管仲作为娼妓的行业神，可看作各种行业神信奉的

典型：“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闾

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

典。”［７］清陈作霖《炳烛里谈》谈及南京社会风俗时也

说：“妓女祀管仲，优伶祀唐明皇，犹有不忘其始之

意。”这些都指明娼妓业奉管仲为祖师神，原因在于管

仲开创了娼妓业。对于世人的这一共识，晚清学人陈

恒庆在私人笔记《谏书稀庵笔记》中也有所记载：“有

镜鱼，圆似镜，肉细可餐。此鱼一名娼鱼，为众鱼之妻，

闻之可笑。海鱼种类，予皆咏以诗，多不佳，惟镜鱼绝

句，差堪告人。诗云：‘夷吾霸业女名闾，临水青楼绕绿

蕖。人物风情部谑浪，相思留镜化为鱼。’此少年时作

幕烟台，题妓扇者。”可见，民国时期人们依旧重申管仲

与娼妓业的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世俗小说风行，其宣传的社会理念和塑

造的传神形象走进千家万户，广为百姓所接受。明清

小说中，提及青楼文化时，总是把其创始人归于管仲。

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在《赵司户千里遗音，苏

小娟一诗正果》一卷中谈到：“看官，你道倡家这派起

于何时？元来起于春秋时节。齐大夫管仲设女闾七

百，征其合夜之钱，以为军需。传至于后，此风大盛。”

清代邗上蒙人在《风月梦》开篇就提及：“话说东周列

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

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

之。”晚清小说家张春帆在《九尾龟》中明确指出：“从

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

滥觞。”明清时期这些反映历史真实的世俗小说，在普

通民众中间迅速流传，使得民间百姓也有了这样的观

念和认识。

三

明清以来至近代，全国各地的妓院大多供奉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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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位神像，或是集资设立庙宇，祈求保佑。娼妓业祭

祀祖师爷管仲的时间一般为六月十一日。潘守鼎《金

陵岁时记》记载：“六月十一日，为妓寮祀老郎神之期。

或云神为管仲，盖女闾三百之所由仿也。是日，灯烛辉

煌，香花缭绕，入夜竞放灯火，妓者预招游客，置酒宴

饮，丝肉杂进，极一时之盛。”还有其他的一些时间分

布，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六月）十一

日，妓女有老郎会之举，俗称为老脸会。每年三次，正

月、六月、十一月，皆在十一日。或谓所祀为管仲，以

‘女闾三百’故；或谓所祀为唐玄宗，以梨园子弟故。”

老郎会或老脸会，即妓女祭祀祖师管仲的神会。

管仲的诞辰日也是值得娼妓隆重纪念的节日。清

代学者玉
#

生笔记《海陬冶游录》记载：“勾栏院中，率

皆礼神佞佛，以祈默佑。朔望必于户外焚纸箔，而撒以

盐，谓之现银。月必享财神，俗呼为接路头。每值空王

生日，多?檀旃，香篆缭绕。清晨诣寺庙，乘纱与以过

者，绎络不绝。覆袖底之文鸳，拜鞋尖之彩凤。含情微

诉，无非为所欢私况，是亦谄而近渎矣。”有学者解释

说：“空王”当指管仲，管者，空也［８］。但未指明确切的

时间。

娼妓业所祭祀的管仲形象是“眉白而眼赤”，“长

髯伟貌，骑马持刀”，俗称“白眉神”。明代学者沈德符

解释曰：“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

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

刀，与关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相詈，指其人曰

‘白眉赤眼儿’者，必大恨成贸首仇，其猥贱可知。狭

邪讳之，乃驾名于关侯。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

其艾蕏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９］

管仲为什么是“眉白而眼赤”的模样？老鸨曾这

样解释：管仲执政４０年，娼妓行业到他年老时蓬勃发
展，妓女队伍壮大了许多。作为始作俑者，自然少不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年事已高，行事不力，眉毛既白，

少不得喝些酒服点药，以致两眼发红［１０］。传说与附会

是行业神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管仲为娼妓祖师

爷的信仰和解读中可以看到。

由上述史料分析可知，娼妓所祀的祖师爷管仲身

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变化性、多样性和模糊性。

一说白眉神即管仲，又名“老郎神”。这在《金陵岁时

记》、《中华全国风俗志》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旧时妓

家门框上经常贴一幅对联：“管仲爷一令情千古，白眉

神再定意万般。”一说关老爷应是管老爷，不指关羽，

“管”、“关”音近而产生误解。管指管仲，妓院祭的是

管老爷。妓院的人不想让外人了解实情，窥其就里，以

保持其神秘性，宁愿以讹传讹，不予纠正，欲以“正神”

遮盖“邪神”的丑陋。这种情况在一些娼妓业亲闻亲

历者的描述中也曾见到：“解放以前，我国各行各业都

有供奉之神，妓院一说祀关老爷，更属荒唐。但据前辈

说是管老爷，‘关’‘管’音近而致误。管指管仲，妓院

祭管老爷，少数无知者误以为‘管’为‘关’而已。”［１１］

四

娼妓业的亲历亲闻者，在谈及娼妓这一行业的时

候，依旧有管仲是娼妓业始祖的共识。如在谈及江苏

镇江的娼妓行业时，作者指出：春秋时代齐相管仲为了

促进货殖的发展，设了“女闾”，招来各国商贾，从此有

了妓院和妓女［１２］。河南洛阳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娼妓

成为一种行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

管仲。相传管仲相桓公，为了富国强兵，除了大兴鱼盐

之外，还实行了营妓制度，所以后来的娼妓业都把管仲

当成他们的始祖［１３］。

并且，妓院的老板为便于管理从业者，会进行相应

的思想教育和洗脑活动。在河南新乡，凡新来的和即

将接客的妓女都要“祭鞭”，老板先瞎说一通：什么妓

女一行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就有妓女，齐国宰相管仲

是其鼻祖。妓院是社会上必不可少的行业，为军、旅、

孤、老所需［１４］，等等。

从娼妓从业者的亲身经历和参与者的亲见亲闻资

料中可以看出，管仲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行业神的祭

祀崇拜，在全国各地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在四川

宜宾，原来南方人建有扬州妓院，妓院供有“家神一天

地国亲师之位”，另外还供有一个神位是“管仲”。旧

时在云南，娼妓家中多供有管仲神位，每早在家烧香祈

祷。旧时在陕西咸阳，寻常百姓敬财神，妓女敬的是管

仲。

作为行业神，管仲保佑娼妓活着的生计，在其死后

则负责收附灵魂。第四巷是河南开封一等窑子所在

地，第四巷东口有一座庙宇，叫做“燕侯祠”，里面塑有

管仲神像，这是妓院公开供奉的神灵。这就是说，管仲

是淫业妓女的创始人，也是开山祖师爷。逢年过节，妓

女定去拜祷焚香，保佑自己财源茂盛，生意兴隆。如妓

女有重病、暴疾，或已接近死亡，老鸨领家照例要把她

们送到巷之东口咽喉司（为燕侯司之讹，内塑管仲像，

系窑子公开所敬之神）内停放，即便是关系亲近的干姐

妹，也不会前去看望一眼［１５］。

娼妓供祀管仲的方式或仪式，有时特别隆重，有时

则不太尊敬，甚至带有一定的巫术神秘色彩。如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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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娼妓从业者依据亲身经历如此描述：沈阳的妓院

每到农历初一、十五，逢年过节，窑头得上供，妓院供奉

什么人呢？供管仲、文财神比干、胡三太爷（黄鼠狼），

也有的供奉武财神关公。妓院会在腊月二十九关门，

从关门到过年，天天改善伙食，顿顿吃鸡鸭鱼肉、火锅

什么的，同时给所供奉的管仲、比干等“上大供”，有整

鸡、猪头、供果、鲜货。点上一对红蜡烛，换上大灯泡，

亮亮堂堂。

日常生活中，窑主和老鸨子“晨昏三叩首，早晚一

炉香”，乞求神佛，保佑发财。“扛刀姑娘”拜佛时，焚

香，叩头完毕，用小木棍或掸子杆敲打尿盆，口里叨念：

“管仲，管仲！”意思是明年保佑她多接客。有妓院中

的某个妓女一个时期接客不多，就给管仲的神位烧香

叩头，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跪在管仲牌位前面，边敲

边祷告：“祖师爷，您保证我客人多！”把附近的小男孩

抱到自己屋里，给他买冰糕、糖果，哄他说：“姨姨喜欢

你。”将他放到床上，叫他在床上蹦蹦跳跳，迷信认为这

样做能驱除邪祟，迎来更多的客人［１６］。这是妓院的规

矩，叫“踩屋子”。

五

中国古代学者对神的定义，非常丰富多样。神是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或是“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

兮为鬼雄”，“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神是“引出万物者也”。这些解

释虽然不完全，但通过从不同角度描写的神的特征中，

可以看出神是”尊贵、灵验、聪明、正直、有功”的超越

性的存在，因而利用这种超能力来试图解决现实的问

题是很自然的［１７］。

清代学者赵翼指出：“从来名贤殁为神，各视生平

所建竖。”［１８］认为历史著名人物死后被尊奉为神的理

由之一，就是要看他生前的贡献。行业神的造神原则

也与此相似，主要看被奉为行业神者的事迹和功劳，包

括历史真实发生的和按需虚构的。管仲被尊为娼妓业

的行业神，则根据的是他的历史实迹。追念祖师创造

发明之功的报恩心理，祈福禳灾、感激神佑、借神自重

等供奉行业神的心理意识，让管仲在娼妓行业神中的

香火十分旺盛。

也有学者从文献探究与历史考证的角度出发，否

认管仲是娼妓业的创始者。在严肃的考据家看来，这

种说法属于荒诞不经，缺少确证。如著名学者尚秉和

认为：“唐宋时又有所谓官妓、营妓，盖一类也。或曰始

于管仲，以《管子》有‘女闾三百’之语。或曰始于汉

武，以《汉武外传》有‘置营妓，以惠军吏无室家者’之

语。此皆不可信。……故谓营妓始于管子者固无稽，

即谓始于汉武者亦非信史。官妓之有，盖起于唐天宝

以后。”［１９］这种观点虽则可能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但

民间大众却乐于接受历史人物转化为行业神的附会，

觉得倒也合情合理。

娼妓业对管仲的行业神信仰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

间信仰。娼妓以其特殊的社会身份模拟普通民众的信

仰生活，参与年节庆典、祖师诞辰等活动，奉行一定的

仪式来寄托情感，遵循一定的禁忌来约束行为。仪式

中搀杂了大量的儒道佛等宗教以及巫术的内容，从业

者为行业的利益才祭祀祖师神灵，具有明显的世俗与

功利性质，其目的不外乎通过这些信仰与仪式来体现

其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寻求神灵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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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枷———性治疗师札记

王　河

沈阳中医前列腺研究所，沈阳 １１００３１

【摘　要】“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借助古希腊的神话创造的一个心理学术语，即所有男孩都有一种心理倾
向———恋母情结。本文第一部分“乱伦之后”就是用文学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乱伦的病例。并描写了性治疗师在参与这个

乱伦病例的治疗当中，从性治疗师的角度探索乱伦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困境的过程。

【关键词】乱伦；性治疗师；心理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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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那棵树上的果子，人类
的原欲就变成了原罪。其实，蛇和苹果不过是“上帝”

手中的道具，其目的就是通过所谓的原罪掌控人类。

于是，“上帝”利用超自然，法律等对人类的思想和肉

体进行囚禁，最终控制人类的精神。

乱伦之后

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这一故

事被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搬上舞台而流传下

来。精神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借助这个西方家喻户

晓的神话，为人类解开了一个心理学的谜团，创造了

“俄狄浦斯情节”这一心理学术语，即所有男孩子都有

一种心理倾向———恋母情节。这情节有轻有重，轻者

是一种对母亲的眷恋，重者可以给当事人及家庭带来

灾难。

英国作家劳伦斯在他的作品中叙述了一个恋母男

性的苦恼与忧伤，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吗？

我去北京开会，是中国性学会的年会，不过是学会

一年的工作总结，财务审计，再加上明年的工作计划等

等。总之这属于一次务虚会，神仙会，没什么实质的内

容。让我没想到的是，从北京开完会刚回到所里，就碰

上了这样一个棘手的病例，一个乱伦的病例。

我通常的上班时间不是早晨８点，而是在９点以
后１０点之前这段时间。不管头一天晚上喝多少酒，我
起床时间都固定在早晨６点到７点之间，起床后的第
一件事是喝一杯白水，以这一杯白水代替早餐，然后去

卫生间清理肠内的垃圾。中医讲“要想不死肠中无

屎”，我把它视为养生学的一个真理。刷牙、洗脸、刮胡

子后，我固定要回到床上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看。对

我来说，这是一天中的黄金时间，精力充沛，思维活跃，

是充实一个人学识的黄金档。

今天早晨的枕边书是一部散文集《人是伟大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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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这是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中的一本。我今天浏

览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节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１８章中说：一部悲剧由结和解构成。所谓“结”，始于
最初的部分，止于人物将转入顺境或逆境的前一刻；所

谓“解”，始于变化的开始。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

说：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

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

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决

定于自己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不愧是伟大的哲学家，人的幸福与不

幸均体现在行动中，下文中这个家庭的不幸，就是由于

母子两个的特殊“行动”而引发的悲剧。

贾大夫的困惑

１０点钟，我刚来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
来人是所里的大个子贾一心—研究所的男科医

生。他接近１９米的个头，长得也十分有特点：脖子以
上基本就是一个竖着放的橄榄球，五官像是画在这个

橄榄球上似的，尤其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仿佛怎

么睁也睁不开。

他坐在沙发上，由于腿过于长，两只脚支出去很

远，好像不是他的脚。

“有个患者的母亲要见你，非见不可。”

贾大夫接着说：“用药到两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

来了一趟，希望和我单独聊聊，于是我就跟导诊的护士

说，再来患者让其他大夫看，复诊的就让患者等一等。”

“我看他有些紧张，就和他先聊了些家常话。原来

他是电大的老师，教化学的。他先和我抱怨了一阵子，

说现在的学生太差劲了，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办法

比。前几年认真听课的还可以占到５０％，现在连１０％
都不剩了。他说有一天上课，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

的课桌上都没有摆课本，于是他开始检查。全班带课

本的学生没有超过十个，最可恨的是一个女学生，当我

检查到她时，她非常从容地从屁股底下把皱皱巴巴的

课本拿出来，然后高高的举起来，高声大喊，老师我带

书了。”

说到这儿，贾大夫把他那两条大长腿往身体一侧

收一收，那情形好像是过长的腿影响了他的叙述。“其

实我知道，他不仅是对学生的无奈，也是对自己的无

奈。他不知道如何表达他现在应该说的事情。”

“我感觉出他有难言之隐，就顺着他东拉西扯，等

着他吐出实情。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他突然问我，他的

孩子可不可以不用药了？“我说完全可以。这个时候

他露出了极其难堪的表情，停顿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他试图用极大的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却无济于事，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我面前哭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形，我起身把诊室的门反锁上，然后

递给他几张纸巾。他非常痛苦的说，大夫我真不知道

怎么办好了。他用纸巾擦脸的时候手有些抖。待他平

静下来，他向我讲述了他受他儿子虐待的情形。”

“什么，受他儿子的虐待？”我有些不解的问。

“对。他儿子。”

“什么原因？”

“从表面上看和我们的药有联系，但深层次的原因

我还弄不清楚。孩子的妈妈是一个重点中学的语文老

师，除了学校忙以外，她还要用业余时间在外边兼课赚

钱。帮助孩子用药的任务就落在了孩子爸爸的身上。

我们用药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了儿子虐待老子的因由。

我们要求膏药要贴在关元穴，这个穴位大致的位置就

是脐下四横指。那不过是个大致的位置，可每天贴过

膏药之后那孩子就反复用自己的手指量，如稍有差距，

就会给他爸爸带来麻烦，轻者对他爸爸恶语相伤，重者

拳打脚踢。但这算轻的。我们的熏蒸疗法要用大葱白

做药引子，葱白的长度是四厘米。药局的大夫反复强

调，那不过是个大致的长度，不必太认真，长点短点都

不影响疗效。可每次他爸爸准备葱白的时候他都要用

尺子量，量得极其认真，要求葱白要分毫不差，这实际

上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他爸爸没有注意，葱白差了一

个厘米，他竟然用菜刀砍他爸爸的后背。”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神经症？”我不由自主的

站起来，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步。

“最严重的一次是和膏药的醋没有了，他爸爸去

买，路上耽搁了一会，待爸爸急急忙忙开门的时候，这

孩子就埋伏在门口，一脚把他爸爸踹倒，连人带醋瓶子

滚下楼梯，造成他爸爸锁骨骨折。”

我用手扶了扶眼镜。这是我的经典动作，当我觉

着有些事情让我困惑不解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当

然，我知道这样做并不能帮我什么忙。“问题是很严

重，但这应该已经超出我们所的业务范围。”

“我也是和患者的父亲这样讲的。但他说孩子怎

么看病，用药与否他说了不算，孩子妈妈说了算。这位

患者的父亲就是希望我不要再给孩子用药。他说你是

医生，他们应该会听你的。”

“我们碰到女权主义者了？”

“所长说的对。这的确是个阴盛阳衰的家庭。对

了，我忘了说了，患者的父亲请我一定为他保密，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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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他来医院找过我。这次之后过了不长时间，他们

一家三口人又来看病。我给患者做了检查，然后告诉

他不需要再用药了。但患者和他母亲都不干。患者说

他天天看自己的裤头有没有滴白，以前非常严重，现在

好多了，希望继续用药。他母亲说她也天天帮助儿子

观察病情，说连上班的时候都想着儿子滴白的事情。

有时候坐公交车，恨不得问年龄相仿的妇女，家里的男

孩子是不是有滴白的现象。经过用药情况好多了，希

望再用一段时间。”

“我说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的身体基本恢复

了，药可以停了，不需要再用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

看患者的爸爸，我担心他心理压力太大，露出他来找过

我的破绽。但孩子的妈妈不同意，态度很坚决，希望孩

子继续用药。患者也和他妈妈意见一致。我回头看看

患者的父亲，对他说我希望你们尊重医生的意见

……。”

“我们就听医生的话，别再用药了吧？———患者的

父亲这话刚说出口，患者的母亲马上火冒三丈：老戚你

给我听着！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你要是多嘴就给我

回家去！”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

居然当着医生的面指责自己的丈夫。哪里是指责呀，

分明就是一种斥责。但这是他们的家事，我不便插嘴，

我又做了一会儿母子俩的工作，他们坚持用药，我没有

办法，只好开了１０天的药，但实际上他们拿的是３０天
的药。那位母亲大概是担心我下次不再给患者开处方

了。”

“前几天他们又来开药，我拒绝了，我隐约感觉这

不是用药，而是通过用药来掩饰一些说不清的事情。

患者的母亲要找你，我推脱说你去北京了，但今天又来

了，没办法，碰着这样的患者，我也招架不住，就得你出

马了，我的大所长。”

“行，告诉她后天来，下午两点钟吧，今天刚回来实

在没有时间。”我站起来。站起来这个动作属于一种变

相的逐客令，那意思分明是告诉贾医生，就这样吧。

时间来到所谓的后天下午两点钟，戚姓患者和他

母亲在导医护士的引导下，准时来到我的诊室。我看

了看时间，与预约的一分不差。

患者的母亲５０岁左右，大个，清秀，干练。即使在
寒暄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出她清晰而极富韵律感的吐字

发音，薄薄的嘴唇在一张一阖之间，透露出教师的威

严，她的那个患者儿子却有些怯懦，始终低着头，仿佛

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们本来是找你看病的，但他们却给我找了其他

医生。”落座后她便开始发难。

此时此刻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否则会给下边

的叙述带来困难。她叫 纪丹 ，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

并且带过班，也就是说她还当班主任。她不仅语文教

的好，带的班升学率也是全校最高的，最烂的学生到了

她手里学习成绩也会迅速提升，她有制服学生的魔力。

我笑了笑，并没有介意对方的指责，甚至就好像没

听到这句话似的。我保持沉默，没有说话，等着对方继

续她的谈话。

这个时候她却不说话了，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看

着我。那眼睛有些微微的突出，是典型的甲亢患者的

眼睛。

“跟您实话实说，贾医生的临床水平比我高，他天

天在一线看病，见的病例多，经验丰富。而我大部分时

间做管理工作，所以找他看病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

择。”

说完这话我自己觉着有些不妥，有拒人千里之外

的味道。于是我便调转了话头：“听说你希望我出诊，

所以今天专门抽出时间，看看有什么问题我能帮着解

决。”说到这里，我转向患者：“小伙子，你来说说你的

病情吧。”

患者怯生生的抬起眼睛，我心里有些不解，从小伙

子的眼神当中看不到一点暴力倾向，这应该是一双善

良的眼睛，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来是个虐待父亲的人。

“先说说你什么时间感觉身体出问题的吧”。

我问诊的方式还是相当客气的，或者说是比较文

明的。时下大夫的问诊都是这样：“啥毛病？”、“怎么

了？”、”哪不舒服？”，问诊的时候往往还不耐烦，翘着

二郎腿，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

“我这个病不是在国内得的。”他一张嘴，便抬头

看看我，脸上流露出害羞或者说是难堪的表情，甚至两

颊有些微红，仿佛他说的不是实事，而是编的一个故

事，但故事本身并不精彩，或者自己都怀疑这个故事的

真实性，所以讲起来显得底气不足：“去年我去澳大利

亚读书，由于行李太重扭了一下腰，我以为没有事，但

过了几天觉着尿道不得劲，后来发现开始滴白。我上

网查了查，觉着像前列腺的问题，就回到国内治病。”

“为治病不念书了？”我觉着有些不可思议，加重

语气问了一句。

“是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国外举目无亲，他还

是个孩子，只能这么选择了。”妈妈替儿子回答了我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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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这完全不可思议。一个优秀的中学语

文老师就这样认可孩子轻易放弃留学，怎么可能呢？

一时间，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这其中出了什么问题，但肯定有问题，

你的孩子绝对不是前列腺的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你

们有什么东西在瞒着医生，如果你们不说实话，我们作

为医生对患者的病无能为力。”

听了我的话，母子的脸突然同时变得苍白。纪丹 ，

也就是患者的母亲语无伦次，匆忙站起来：“你什么意

思，什，什么意思？”。她慌了，完全没了一个语文老师

所惯有的伶俐口齿以及富于韵律美的吐字发音。

我拿起电话，叫导医的护士来一下，然后对患者

说：“麻烦你到走廊等一下，护士在门口等你，我要和你

妈妈单独谈谈。”

待患者走出房间，我很严肃的对患者的母亲说：

“作为医生我十分清楚，现在你的儿子不是前列腺有

病，而是其他问题，这问题非常严重，我说的是非常严

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现在已经患有一定程度的

神经症，就是老话讲的神经官能症 ，我还进而怀疑他

患有强迫症。但我不能确定，我毕竟不是精神科的医

生，但你的孩子肯定有这种病的倾向，这是精神神经疾

病的一种，一种很棘手的病，如果及时治疗，在还没发

展到器质性病变的时候，还有康复的希望，否则愈后会

非常不好，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纪丹呆呆地看着我，脸色已经不是苍白，而是变得

惨白，额头已经有冷汗流下来，想和我说些什么，但两

片嘴唇似乎挂了铅垂无论如何都打不开。

“今天你没有准备，可以什么都不说。你回去考虑

一下吧，我们医生要听的是真话，我们连病因都不清

楚，怎么给患者看病啊，你说对吧？”

说到这里，我的口气缓和下来：“你是个知识分子，

按流行的说法是社会文化精英，你应该明白，有些事情

越拖越糟，我不知道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但无论如何都

要勇于面对。”

纪丹恍惚地走出了诊室，我觉着她不会再来了。

那一家三口也确实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我

就把这件事忘了。

纪丹的求助

有一天，我收到１封挂号信，是纪丹写来的。这是
一封求助信，信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所长，在面对你之前，我先写封信，否则我无论如

何也做不到当面向你讲述这桩罪恶的事情，它困扰我

和我的儿子三年多了，现在我们双方终于再也撑不住

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一死了之，但我的孩子怎

么办啊，谁来管啊！”

“我在报上看到你们研究所是全国第一批开展性

治疗的医疗单位，你能不能救救我们母子，我们发生了

不伦之恋。难以启齿啊，不是难以启齿，我是死罪呀。”

“我需要单独和你谈，希望你为我保密，保证不让

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信中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位精明强干的语文老师，一

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甚至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我把信放到办公桌上，内心涌出十分复杂的感觉。

小说里经常将乱伦作为一种写作题材，我想起了美国

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那本小说《夜色温柔》。多姆勒医

生骂那个乱伦的父亲“乡巴佬”，可我不能有这样的态

度。恋父和恋母的情节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我

是一个性咨询师、性治疗师（当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官

方授证的性咨询师及性治疗师，我只是中国性治疗领

域的第一批探路者），我目前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

如何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走出沼泽和泥潭。

于是我亲自给 纪丹 打电话，和她约了时间。为了

这次谈话，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谈话安排在咨询室。这是一间专业的咨询室，房

间的墙壁铺有暖色调的壁纸。大约１０平米的房间，房
间的窗户不在马路一侧，显得很安静。窗户有一层薄

薄的纱帘，在靠窗的地方放了一个由白钢架支撑的玻

璃圆桌，白色的台布上有一束康乃馨插在花瓶里。墙

上挂着一幅高仿级的油画，是亨德里克·格兹乌斯

（Ｈｅｎｄｎｃｋ·Ｇｏｌｔｚｉｕｓ）１６１６年 的 作品《罗得和他的女
儿们 》。

这是我精心选择的一幅画。曾经想过选择卢卡斯

克拉纳赫 （Ｌｕｃａｓ·Ｃｒａｎａｃｈ）的那幅《伊甸园中的亚当
和夏娃》，但我觉着这幅画更有说服力。

成立性治疗小组

纪丹老师看起来面容憔悴，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布

满了血丝。我意识到谈话的艰难，但我还是决定谈话

不兜圈子，直奔主题。

“我想知道事情的过程，这十分重要，最好谈得详

细一点。”

“我和丈夫关系不好，有了这个孩子不久我们就分

床了，他酗酒，没有上进心，我看不上他。他只知道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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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说，也从来不靠近我，更主要

的是我也不让他靠近我。当时家里只有一间房，只好

我和孩子睡一起，我丈夫自己睡一张床。”

“后来家里住房的条件改善了，住上了１００多平米
的房子，我丈夫自己住一间房，我和儿子一间房，这样

安排似乎顺理成章，当时自己绝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

这种事情。”

“有一次我妹妹和我说，嘟嘟大了，你应该和他分

床了。她说在嘟嘟小的时候，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嘟

嘟和她一起睡，第二天早晨她刚刚醒过来，发现嘟嘟用

双手紧紧抱着她，并且那个部位出现异常的现象。我

妹妹的话并没引起我的注意，还怪我妹妹瞎说，我不相

信一个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到了他１５岁以后，我发现早晨的时候他的阴茎
会有勃起，我在给他洗裤头的时候还发现了残存的精

液。我想起妹妹和我说过的话，我决定和他分床。于

是给他买了新床，让他单独一个人睡，但实际上他还是

在和我睡。他晚上睡的时候是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我

早晨醒来他都是在我的被窝里。”

“第一次情况也是出现在早晨，那是凌晨，我还没

有完全醒过来，隐约觉着我的内裤在动，我睁开眼睛一

看，是他企图扒开我的内裤。我极为震惊，没想到他会

做出这样的事，于是一脚把他踢下床。”

“我愤怒地用眼睛瞪着他，他没有说话，默默地穿

上衣服走出了房间。我穿好衣服，边做饭边收拾房间。

等饭好了，他还没有回来。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个雨

天，外边下着不大不小的春雨，天气还很凉，我开始担

心他着凉，于是下楼去找他，看到他一个人在门口偷偷

的抹眼泪。我把他搂在怀里，告诉他别哭了，边上楼边

和他说，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事了。”

“发生这件事情后，很长时间他都是一个人睡，我

自己也有些后悔，不应该吧他踹下床，下手太狠了。不

过他并没有记恨我。我还是经常辅导他学习，时常领

他去我妹妹家休息休息，免得学习太累，把神经崩断

了。他的个子越长越高，几乎超过了我一头，走路的时

候他就搂着我，还在我妹妹跟前叫我老妹。”

“在他期末考试后我和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

在重点初中，平时学习都是在班里的前５名，可这次考
得不好，或者说考的一塌糊涂，排在全班２０名以后，这
是他上初中以来最糟糕的名次。虽然中考对他并不重

要，按教委的规定他可以直接上我所在的学校，可这种

成绩还是令人担心。你知道我是带过班的老师，换句

话说就是我当过班主任，这三个字往往意味着冷酷和

不近人情，否则你无法当这个班主任。我把平时说学

生最难听的话，最侮辱人的话都倾泻在他身上，那其实

就是一种人格攻击。我连着骂了他四五天。那以后他

变得沉默寡言，有时一个人呆呆的在那里傻坐，晚上甚

至灯都不开，他爸爸过来劝他也没有用。当然，在我和

孩子眼中，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个活死人。”

“看到他这样子我有些害怕了，怕他精神出问题。

我们虽然表面上一家三口人，但孩子从来没有过父爱，

几乎和单亲家庭一样，在我看来还不如单亲家庭。我

时常和我丈夫发生矛盾，有时是激烈的冲突。这本身

就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伤害。”

“我后悔对嘟嘟过于严厉，毕竟就这一次考的不

好，我私下开始责怪自己有些小题大做，开始转变对他

的态度，给他做他爱吃的鸡翅、红烧肉。平时我限制他

吃这类饮食，怕他长得太胖。”

“他的情绪逐渐好转。为了表示亲热，他不去他的

床上睡，晚上就和我挤在一起。我不想彼此再出矛盾，

就没有阻止。由此铸成了大错，不，不是大错，这是罪

过呀。”

“我一天要上４、５节课，有时晚上还要加班给学生
补课，周六日还要去社会上办的补习班挣钱，根本就没

有休息的日子。我每天都异常疲劳，常常吃一口他爸

爸做好的简单饭菜，洗一把脸就睡了。他爸爸虽然不

坐班，但在家里的作用也就是给我们俩做晚饭，放在锅

里，他自己出去灌黄汤（指喝啤酒）。”

“嘟嘟常常睡得比我晚，他在书房里学习。我通常

都不知道他几点睡觉。有一次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

我的乳房上摸，那手很大，虽然隔着衣服也还是感觉热

呼呼的。不一会他的手开始下移，移动到我的下身，摸

我的臀部。我知道那是嘟嘟。他摸的很轻，嘴上喘着

粗气。我想大声阻止他，但那个早晨的事我还历历在

目。我怕大半夜的吓着他，就没有吭声，假装翻了个

身。过一会他见我没发现什么，就一个人出去了，大概

是去了卫生间。”

“他走了之后我突然感觉脸部发热，全身痒痒的，

那是很难受的滋味，我的那个地方有了反应，开始潮

湿。”

“不一会他又回来了，轻轻地躺在我的身边。我是

背对着他，身体侧卧着。我感觉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在

顶我的臀部。我想推开他，但双手却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慢慢的脱了我的睡裤，在后边插了进去。那里已经

湿的不成样子了。我们就这样有了第一次。”

“第二天他极度的兴奋，我从来就没见过他这么兴

奋过。我自己也冒出一种出来没有过的愉悦感。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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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清楚，我们已经滑入了地狱。”

说到这，她抬头看看我。她几乎一口气说了这么

多，在这之前她就看着那束康乃馨在说，仿佛身边没有

别人，在自言自语。

“我下地狱受煎熬不要紧，我罪有应得。可我希望

你能救救我的孩子。”她凄惨的说。

“我肯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事

实上我们国家的性治疗非常落后，甚至还没有一个成

熟的治疗团队。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在北方设置性治疗

这个科室的，有这个治疗科室的全国也不超过１０家。
不过还好，现在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做了一个科研项

目，这个项目就是‘家庭与性治疗’。我们所也参与了

这个项目。他的好处就是它搭建了一个大的治疗平

台，培训中国第一批性咨询、性治疗的专家。全国从事

这个项目的专家会为一些疑难的病例会诊，甚至我们

还可以通过他们联系到美国性科学院的专家为我们做

一些指导。

“今天你也说不少了，我看的出来，你想在我们的

帮助下走出泥潭，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性治疗之所以

复杂，就是它通常不是涉及一个人，往往是两个人的

事，你的情况涉及了三个人，就更加复杂。容我考虑考

虑治疗方案。考虑好了我会通知你。”

“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道德上的罪恶

感。这种事如果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就不属于法律问

题，只和道德相关。而道德没有统一的尺度衡量，每一

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小镇或村庄，

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且人类将这种

事情列为禁忌，起初并非是因为这件事不道德，而是从

人类繁衍的角度考虑问题，才禁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看看她，觉着这句话很关键。

我说话时十分注意分寸，我没有说乱伦，而是说“这种

事”。

我决定成立一个治疗小组。小组由我牵头，其他

两个人，一个是专门负责女性性治疗的医生戴佳 ，另

一个是记者林溪。我决定让社会工作者林溪参与其

中，用非医疗的方式在性治疗中发挥作用。

林溪是“性的人”？

“我就有过乱伦的欲望，而且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也

发生了。你瞪我干嘛，当然不是和我自己的母亲，而是

她的一个同事。

现在看来是这么回事。当时没有谁真正的懂什么

性教育。洗澡堂看门的阿姨我想也不知道什么是性教

育。她的直觉就是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进女浴室是

占女人的便宜。我想当时人们也就只能有这样的朴素

意识。”

“是啊，这是中国的悲哀。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

个对性及其开化的文明古国最后落到谈性色变的程

度，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了。”林溪下意识的拿起啤酒

喝一口，发现酒瓶里已经空了。于是顺手又换了一瓶

酒，狠狠喝了一大口。

“不过这件事对我刺激不小。我隐隐的觉着妈妈

身上有着一个秘密，我所不知道的秘密。这秘密洗澡

堂的阿姨知道，爸爸知道，好像只有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爸爸妈妈都是省图的职工，爸爸不仅是

副馆长，还是一个不入流的业余作家。俗话说的好，近

水楼台先得月，我家的藏书很多。有一部分图书锁在

书柜的下半部。上边的书我随便看，但下边的书对我

来讲是禁书。

“有一天我在家里收拾卫生的时候打碎了一个花

瓶，收拾碎玻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把神秘的钥匙。我

用它打开了下边的书柜，在书柜里我发现了性。这个

发现对我来讲不仅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女人。我可

以这么说，从那时开始，性一直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性

这个说不清的东西在引领我的生活。我这么说无疑将

我自己推向了坏人的堆里。因为在中国性这个字很是

微妙，它虽然几乎人人需要，人人向往，但人人对它讳

莫如深，从来也登不上大雅之堂。而我自己坦白，说性

启蒙了我，我是性的人”。

“性的人？不错，我喜欢这个词。如果中国人都有

你这样的觉悟就好了。”我在林溪叙述的间隙插了一

句。

“我说我喜欢性，是因为它真真正正给我带来了益

处。我喜欢读书的习惯就是因为书中有让我感兴趣的

性。跟别的小朋友不同，他们喜欢看小人书，我喜欢看

厚厚的小说。那里最吸引我的就是关于性的描写。我

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手淫看的就是红楼梦，那时我还

不到十岁，当时家里没有人，我鬼使神差翻到贾宝玉初

试云雨情那一章，看着看着性的萌动不期而至。那是

我人生的第一次战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舒服极

了。是我天生对性有一份敏感还是所有的人对性都是

敏感的我说不上来。弗洛依德的理论认为孩子一出生

便有了性的欲望，婴儿吃奶和排便都是性快感的来源。

性作为一种本能让我们无师自通。比如说看红楼梦的

时候我的确不知道何为云雨，但就是这两个字诱惑我

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性活动。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

道这两个字典出楚襄王，专指男女交媾，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当然，离不开手淫我也不是没有疑虑，我不知道

别的男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她是我的秘密，但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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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别的男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秘密。这个秘密给我

带来快乐也给我带来麻烦，每当舒畅过后，我都会问自

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激动和兴奋过后无法悠然自

得。这秘密的公开，当然只是在几个小伙伴中公开，源

于我们在墙根捡到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彩色的解

剖图谱，里边画了不少女性生殖器的图。我们几个抢

着看，第一次发现了女人的秘密。知道了阴道、知道了

大阴唇，小阴唇，知道了阴蒂。看着看着我们双腿之间

的东西就不知不觉的翘了起来，当时是夏天，我们几个

穿的都是短裤，不知是谁第一个把手伸进裤裆里开始

摩擦那个东西，每个人的嗓子都是咸咸的，充满了欲

望，于是我们几个就进行了一次集体的手淫。”

戴佳的３Ｄ性治疗

治疗小组的第一次讨论会在小会议室进行。小组

里只有戴佳在一家心理咨询公司工作时接触过这方面

的咨询，从未对患者进行过深入的治疗。眼前这个病

例对他们三个无疑是个挑战。但我喜欢这种挑战，否

则就还按部就班的开我的生殖医学研究所，不干这件

让人头疼的事情了。

三个人入座后，护士将一壶新沏的乌龙茶放在桌

子上，每个人的手边放了一个青花瓷的杯子，然后轻轻

的带上了门。

“我们三个人，就你有些经验，先说说你的想法，

戴佳 。”

戴佳医生笑了笑，那是很优雅的微笑，微笑当中含

着某种自信的成分。她仿佛知道我一定会让她先说。

“我是单身母亲，也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母亲和

儿子那种说不清的关系我能理解。我认为治疗的关键

在于责任两个字。我们首先要分清发生了这样的事

情，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我们应该从第一责任人身上

打开缺口。”

“你认为谁是第一责任人呢”我问了一句。

“当然是母亲。我反复听了你和那位叫纪丹的女

士的谈话录音。她和她的丈夫关系不好，其实那种夫

妻关系就是形同虚设。但女人都需要一个男人，当然，

我说的是异性恋的女人，不包括同性恋的女人。你们

两个知道有一个性学符号１０吧。这个性学符号很能
说明问题。这个符号１代表的是男人，零代表的是女
人。这个符号所隐含的意思是没有男人的女人被认为

是零。”

“不愧是做过心理咨询的专家，一下子就抓住了问

题的实质。”林溪不由自主夸了戴佳医生一句。

“这是一个既有自尊心，又有能力的母亲。但同时

她又是个在强势下掩盖着脆弱的母亲。甚至她自己的

自身人格也不健全。她既依赖儿子又想控制儿子，这

种状态是发生乱伦的基础。妈妈人格依赖，离不开儿

子，而父亲角色的不进入，增大了这种行为的机遇。”

“发生问题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以前他们没有想

到治疗的问题？”我像是在问戴佳，又像是在问我自己。

“只有一个可能，这种关系影响了男孩子的社会功

能。虽然父亲角色的不能进入，使该患者无法完成从

男孩到男人的转变过程。但患者也是社会的人，他知

道其他男孩子的转变，他也有要求这种转变的动机，但

现实生活却发生了问题。”

“你这样说对我来说过于专业，我能不能这样理

解，用最简单的说法，他在和其他女孩子交往的时候出

现了问题？或者说，他不能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搞对

象。”林溪接过戴佳的话茬。

“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临床上很少见到乱伦的患

者，这并不等于这类患者没有，而是他处于隐性之中，

所有做这种事的人都知道这是社会的大忌，是丑闻，绝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心理咨询公司的时候接到一

些电话询问乱伦如何治疗，一般都说是给朋友咨询，其

实你听语气就可以猜出来，那不是为其他人，而是为自

己咨询。当事人一但决定治疗，肯定是他的社会功能

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受伤害的患者会出现自我厌恶

感。像美国老师给我们讲的会自我感觉肮脏、受损、怪

异。就是英文讲的三 Ｄ。既 Ｄｉｒｔｙ、Ｄａｍａ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这三种心理感受是患者心理的癌症。消除这三种心理

感受我认为是治疗的中心任务。”

“具体的治疗方案拟拟好了？”

“有一个大体的方案。我在心理咨询公司的时候

受过一些这方面的训练。我自己也找了一些书刊，再

加上去年老美的全面培训，我心里基本有了治疗的理

念。但你们两位的配合至关重要，乱伦的治疗一定要

有社会工作者参与，光靠心理医生效果不会太好。”

“那就说说你的方案吧。”我说。

戴佳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说：“我很会理解

领导的意图，其实你成立三人治疗小组，我就明白了所

长想用在国外已经取得满意疗效的两种方法。就是

信，再加上情景剧。以前我在咨询公司时也这样想过，

但实现不了，没有写情景剧的人才。现在有了我们的

林大才子这个问题便不再成为问题了。”

我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最喜欢的乌龙茶，心里想

戴佳这个人是下一步要开展治疗的要点，是治疗成败

的关键。我对自己慧眼识才感到颇为得意。但这情景

剧，光靠林溪恐怕不行。

对，找沉雨那小子！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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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Ｒ＋膜杂交法ＣＴ／ＵＵ／ＮＧ三联检测在临床性病筛查中的应用

　及与实时荧光ＰＣＲ法的比较研究 朱中梁　童和林　汪宏良等　２０１３（６）：３８
!!!!!!!!!!!!!!!!!!!!!!!!!!!

影响前列腺增生急性尿潴留患者前列腺梗塞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及干预对策 杨　红　许　蓉　许　燕　２０１３（６）：４１
!!!!!!!!!!!!!!!!!!!!!!!!!!!!!!!!!!!!!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急性尿潴留的临床诊治及护理干预对策 韩振华　舒　辉　２０１３（６）：４４
!!!!!!!!!!!!!!!!!!!!!!

腔道介入治疗慢性前列腺炎２００例临床效果分析 李　云 陈小娟　２０１３（７）：３
!!!!!!!!!!!!!!!!!!!!!!!!!!

内环处小切口精索静脉集束性结扎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临床效果的探讨 邓云山　２０１３（７）：６
!!!!!!!!!!!!!!!!!!!!!

慢性肾衰竭不同分期对性功能的影响 汪映龙　周　晨　２０１３（７）：９
!!!!!!!!!!!!!!!!!!!!!!!!!!!!!!!

吡柔比星联合维拉帕米膀胱灌注对膀胱癌术后复发的预防效果分析 平玉杰　赵丽辉　霍伟英等　２０１３（７）：１２
!!!!!!!!!!!!!

非脱垂子宫经阴道子宫全切术与腹腔镜子宫切除术的疗效比较 毛丹青　朱爱玲　２０１３（７）：１５
!!!!!!!!!!!!!!!!!!!!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李寅苏　方志红　２０１３（７）：１７
!!!!!!!!!!!!!!!!

女性外阴活检２５０例临床病理分析 许丽娟　郑玲玲　２０１３（７）：２０
!!!!!!!!!!!!!!!!!!!!!!!!!!!!!!!!

先天性阴道前庭表皮样囊肿３例报告 王　莹　孙爱梅　孙淑娟等　２０１３（７）：２４
!!!!!!!!!!!!!!!!!!!!!!!!!!

放置节育器与口服避孕药对人工流产术后避孕效果的对照研究 钟沛文　关宝星　董　霞　２０１３（７）：２７
!!!!!!!!!!!!!!!!

卡前列腺素氨丁三醇联合应用卡贝缩宫素预防边缘性前置胎盘剖宫产术后出血的研究 张建红　胡　敬　刘亚非等　２０１３（８）：３
!!!!!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疗效 杨美霞　方志红　２０１３（８）：６
!!!!!!!!!!!!!!!!!!!!!!!!

葡萄糖依诺沙星治疗男性泌尿生殖器感染的疗效观察 柳学春　２０１３（８）：９
!!!!!!!!!!!!!!!!!!!!!!!!!!!!

宫颈癌患者放疗后性生活质量分析 任　庆　熊锐华　田秀荣等　２０１３（８）：１２
!!!!!!!!!!!!!!!!!!!!!!!!!!!

卡前列素氨丁三醇预防剖宫产术中及术后出血的疗效观察 朱群飞　陈　健　２０１３（８）：１５
!!!!!!!!!!!!!!!!!!!!!!

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前列腺切除术后排尿困难原因分析及治疗 孙腾达　张　勇　张　超　２０１３（８）：１７
!!!!!!!!!!!!!!

反复自然流产或死胎与男方弱精子症的相关性研究 李展翔　２０１３（８）：２１
!!!!!!!!!!!!!!!!!!!!!!!!!!!!!

降压药对原发性Ｉ级高血压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郑　霞　２０１３（８）：２４
!!!!!!!!!!!!!!!!!!!!!!!!!!!!!!!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联合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

　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毕雪玲　张福梅　２０１３（８）：２８
!!!!!!!!!!!!!!!!!!!!!!!!!!!!!!!

某基层地区妇女不同节育器放置后的安全性对比研究 张海琼　２０１３（８）：３１
!!!!!!!!!!!!!!!!!!!!!!!!!!!!

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的高危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 邵素芳　张海敏　２０１３（８）：３４
!!!!!!!!!!!!!!!!!!!!!!!!!!

综合护理模式对子宫全切术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　宁　２０１３（８）：３７
!!!!!!!!!!!!!!!!!!!!!!

静脉麻醉无痛人流术的手术室护理体会 龚启群　赵泽宇　２０１３（８）：４０
!!!!!!!!!!!!!!!!!!!!!!!!!!!!!!

宫腹腔镜联合术诊治输卵管性不孕症的疗效分析及护理配合 蒋裕红　２０１３（８）：４３
!!!!!!!!!!!!!!!!!!!!!!!!!

男性睾酮缺乏的多因素分析 高　冰　张志超　２０１３（９）：３
!!!!!!!!!!!!!!!!!!!!!!!!!!!!!!!!!!!

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对男性癫痫患者性激素水平、性功能变化的影响 郑　霞　２０１３（９）：６
!!!!!!!!!!!!!!!!!!!!!

玛咖对性功能影响及相关健康功效研究进展 聂东升　戚　飞　李　颂等　２０１３（９）：１０
!!!!!!!!!!!!!!!!!!!!!!!

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与单用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程　斌　邵　丰　刘　耀等　２０１３（９）：１３
!!!!!!!!!!!!!!

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联合盐酸利多卡因在包皮环切术中的应用 李　杰　马登扬　陈　挺　２０１３（９）：１６
!!!!!!!!!!!!!!!!

包皮环切术对包茎患者术后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任双全　２０１３（９）：１９
!!!!!!!!!!!!!!!!!!!!!!!!!!!!!!

相关临床指标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疗价值 朱德胜　吴海啸　吴　汉　２０１３（９）：２２
!!!!!!!!!!!!!!!!!!!!!!!!

３２０例子宫输卵管造影结果分析 胥玉梅　于　玲　宋　燕等　２０１３（９）：２６
!!!!!!!!!!!!!!!!!!!!!!!!!!!!

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遗传学特征１例分析 铁　缨　金英子　杨康鹃　２０１３（９）：２９
!!!!!!!!!!!!!!!!!!!!!!!!!

联合药物治疗糖尿病型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观察 高　冰　张志超　袁亦铭等　２０１３（１０）：３
!!!!!!!!!!!!!!!!!!!

性交出血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关联 聂小玲　２０１３（１０）：６
!!!!!!!!!!!!!!!!!!!!!!!!!!!!!!!!!!!

《ＥＡＵ男性性功能障碍指南（２０１３）》ＰＤＥ５ｉ解读 宋春生　赵家有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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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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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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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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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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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２６
!!!!!!!!!!!!!!!!!!!!!!!!!

三种造影剂行子宫输卵管造影的比较 曾祥生　秦家龙　曹崇光等　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糖尿病患者神经病变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分析 葛华英　孙晓川　２０１３（１０）：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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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艳　赵俐梅等　２０１３（１０）：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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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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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等　２０１３（１０）：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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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再生　刘全启等　２０１３（１０）：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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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的诊断价值 杜云芳　２０１３（１０）：５４
!!!!!!!!!!!!!!!!!!!!!!!!!!!!!!!!

４７，ＸＹＹ综合征伴隐匿精子症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志勇　韩玉芬　王　瑜等　２０１３（１０）：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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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５９
!!!!!!!!!!!!!!!!!!!!!!!!!

动脉吻合方式对肾移植受者性活动影响的探讨 范连慧　何　龙　吴晓倩等　２０１３（１１）：３
!!!!!!!!!!!!!!!!!!!!!!

前列腺切除手术对性功能影响研究及危险因素评估分析 王化峰　２０１３（１１）：６
!!!!!!!!!!!!!!!!!!!!!!!!!!!

直肠癌手术患者性功能障碍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郑敏华　郭云萍　２０１３（１１）：９
!!!!!!!!!!!!!!!!!!!!!

长期抗凝老年患者前列腺电切术后应用血凝酶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樊胜海　李学德　陈　刚等　２０１３（１１）：１２
!!!!!!!!!!!!!

爱阔尔达包茎扩张矫形器治疗小儿包茎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　斌　刘晓宇　胡亚楠等　２０１３（１１）：１６
!!!!!!!!!!!!!!!!!!

米安色林与ＳＳＲＩ治疗对男性抑郁症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影响程度的差异 孙　嫣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
!!!!!!!!!!!!!!!!!!!!

附睾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及蛋白的研究进展 赵鲁刚　于　艳　孙　伟等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

ＤＮＡ依赖的蛋白激酶和检查点激酶１对卵巢癌细胞周期阻滞的研究 廖　琪　２０１３（１１）：２６
!!!!!!!!!!!!!!!!!!!!!!

子宫输卵管造影中静脉逆流与造影剂剂型及子宫内膜厚薄的相关性研究 张永学　宋　燕　李　红等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

医用几丁糖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临床效果的随访观察 马凤清　肖惠坚　邓玉卿等　２０１３（１２）：３
!!!!!!!!!!!!!!!!!!

经闭孔与经耻骨后无张力阴道吊带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比较 袁秋玮　陈世福　２０１３（１２）：６
!!!!!!!!!!!!!!!!

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对再次妊娠分娩并发症影响的对照研究 叶　晨　曲王雷　叶香月　２０１３（１２）：９
!!!!!!!!!!!!!!!!!

男性性功能障碍导致不育的助孕治疗分析 刘容菊　李志凌　林　虹等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

１４８例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随访研究 韩小玲　 匡军秀　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

安定联合杜冷丁配伍米索前列醇片应用在塞阴无痛人流术中的效果分析 周爱君　２０１３（１２）：１９
!!!!!!!!!!!!!!!!!!!!

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与前列腺电切术治疗高危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疗效对照研究 吴家木　毛伟东　２０１３（１２）：２２
!!!!!!!!!!!!!!!!!!!!!!!!!!!!!!!

睾丸扭转的时间与角度对睾丸挽救率的影响研究 秦　乐　谢筱筱　林进汉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

择期剖腹产临床护理路径实施的效果分析 雷　霞　陈　莉　周　红　２０１３（１２）：２９
!!!!!!!!!!!!!!!!!!!!!!!!!

５０例胎盘早剥发生原因、诊断方法及临床护理措施分析 黄肖群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

厄贝沙坦和琥珀酸美托洛尔对女性高血压患者的性功能和性激素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孙　嫣　２０１３（１２）：３５
!!!!!!!!!!!!!!!

雌激素对阴道神经作用的研究进展 李　婷　陈　曦　张　渺　２０１３（１２）：３８
!!!!!!!!!!!!!!!!!!!!!!!!!!!!

两种国产短效曲普瑞林减量长方案在ＩＶＦ／ＩＣＳＩ中应用的临床效果比较 曾琼芳　林　慧　段金良等　２０１３（１２）：４３
!!!!!!!!!!!!

·性传播疾病·
综合医院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柴银柱　张俊强　宋玉平等　２０１３（１）：３６

!!!!!!!!!!!!!!!!!!!!!!!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检测价值探究 夏雁南　２０１３（１）：４０
!!!!!!!!!!!!!!!!!!!!!

５％咪喹莫特乳膏对激光术后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影响 黄俊青　陈长丽　张丽珠　２０１３（１）：４２
!!!!!!!!!!!!!!!!!!!

ＥＶＥＲ１基因甲基化在尖锐湿疣发病中的作用 梁　思　刘跃华　王宝玺等　２０１３（１）：４５
!!!!!!!!!!!!!!!!!!!!!!!

尖锐湿疣６７例ＨＰＶ分型分析 王文格　郑玲玲　孙　铮　２０１３（２）：５３
!!!!!!!!!!!!!!!!!!!!!!!!!!!!!!

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尖锐湿疣３９例护理体会 杜　娟　２０１３（２）：５５
!!!!!!!!!!!!!!!!!!!!!!!!!!!!

梅毒预防控制问题的思考 薛大奇　薛立纬　薛少真等　２０１３（３）：４０
!!!!!!!!!!!!!!!!!!!!!!!!!!!!!!!

电离子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李日清　程培华　２０１３（３）：４６
!!!!!!!!!!!!!!!!!!!!!!!!!!!!!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分析及护理对策 周　容　温　炬　马　静　２０１３（３）：４８
!!!!!!!!!!!!!!!!!!!!!!!!!

山东地区患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调查及药敏分析 邹建飞　２０１３（３）：５２
!!!!!!!!!!!!!!!!!!!!!!!!!!!!

梅毒防治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薛大奇　薛立纬　薛少真等　２０１３（４）：３４
!!!!!!!!!!!!!!!!!!!!!!!!!!!!

梅毒螺旋体实验室检测技术概述 田庆华　李天君　李延伟等　２０１３（４）：３７
!!!!!!!!!!!!!!!!!!!!!!!!!!!!

影响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 张东兴　刘　诗　刘　雄等　２０１３（４）：４１
!!!!!!!!!!!!!!!!!!!!!!

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研究 舒　辉　２０１３（４）：４５
!!!!!!!!!!!!!!!!!!!!!!!!!!!!!!

匹多莫德预防尖锐湿疣复发及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 王　畅　莫征波　２０１３（４）：４９
!!!!!!!!!!!!!!!!!!!!!!!!!

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的Ｍｅｔａ分析 梁　思　宋佩华　２０１３（４）：５２
!!!!!!!!!!!!!!!!!!!!!!!!!!!!!!!

γ－干扰素联合冷冻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和护理 张利玲　２０１３（４）：５４
!!!!!!!!!!!!!!!!!!!!!!!!!!!!!

苄星青霉素、阿奇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临床研究 何启敏　２０１３（５）：５５
!!!!!!!!!!!!!!!!!!!!!!!!!!!!!!

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对策 李　双　王现国　２０１３（５）：５８
!!!!!!!!!!!!!!!!!!!!

妊娠晚期ＨＰＶ潜伏感染对妊娠的影响分析 邓雅静　杜　琳　２０１３（５）：６２
!!!!!!!!!!!!!!!!!!!!!!!!!!!!

获得社区组织关怀的新发现男性ＨＩＶ感染者特征分析 蒋　宁　李　奇　许丹丹等　２０１３（５）：６５
!!!!!!!!!!!!!!!!!!!

吸毒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及信息获取途径调查分析 宋京华　２０１３（５）：６８
!!!!!!!!!!!!!!!!!!!!!!!!!!!

２００９年桂西山区规范化性病门诊艾滋病ＶＣＴ求询及ＨＩＶ感染状况分析 简华慧　２０１３（６）：４８
!!!!!!!!!!!!!!!!!!!!

内窥镜对咽峡部尖锐湿疣的诊断运用分析 陈水安　王友力　２０１３（６）：５２
!!!!!!!!!!!!!!!!!!!!!!!!!!!!!

妊娠合并生殖器疱疹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多元化干预对策 苏文雁　２０１３（６）：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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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外来建筑民工艾滋病认知情况调查 农全兴　林新勤　石　健等　２０１３（６）：５８
!!!!!!!!!!!!!!!!!!!!!!!!

梅毒血清固定与外周血调节性Ｔ细胞及血清ＩＬ－６、ＩＬ－１０、ＩＦＮ－γ的关系探讨 林雁嘉　林明恩　郑道城等　２０１３（７）：３０
!!!!!!!!

对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进行产前与产后干预效果的分析 彭　枫　杨　宏　２０１３（７）：３３
!!!!!!!!!!!!!!!!!!!!!!!!

ＩＣＵ住院患者合并梅毒感染的临床分析及护理对策 钱晓红　庄朋凤　２０１３（７）：３７
!!!!!!!!!!!!!!!!!!!!!!!!!

疣体包埋法治疗尖锐湿疣效果临床观察 李小英　２０１３（７）：４０
!!!!!!!!!!!!!!!!!!!!!!!!!!!!!!!!!!

微波联合液氮对尖锐湿疣患者血清脂质过氧化物及白介素的影响研究 唐海玲　２０１３（７）：４２
!!!!!!!!!!!!!!!!!!!!!

早期联合药物干预治疗生殖器疱疹疗效评价 余佳林　２０１３（７）：４４
!!!!!!!!!!!!!!!!!!!!!!!!!!!!!!!!

多媒体课件对性病门诊患者进行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应用 张宏宇　陈晓芬　２０１３（８）：４６
!!!!!!!!!!!!!!!!!!!!!

亚临床型生殖器疱疹脱排病毒及药物干预的临床研究 夏　利　刘升学　蒙　坚等　２０１３（８）：４９
!!!!!!!!!!!!!!!!!!!

复方多粘菌素Ｂ软膏联合康复新液治疗尖锐湿疣创面的疗效观察 付　敏　肖海珍　陈　华等　２０１３（８）：５３
!!!!!!!!!!!!!!

计划生育门诊人流妇女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治对策 徐静谊　林　峥　２０１３（８）：５６
!!!!!!!!!!!!!!!!!!!!

妊娠期梅毒临床结局的相关因素分析及临床诊治 祝朝萍　２０１３（９）：３１
!!!!!!!!!!!!!!!!!!!!!!!!!!!!!!

舟山地区小儿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夏　燕　周蓉湖　２０１３（９）：３５
!!!!!!!!!!!!!!!!!!!!!!!

淋病患者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及治疗方式的分析 郑锦华　２０１３（９）：３８
!!!!!!!!!!!!!!!!!!!!!!!!!!!!!!

强力霉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非淋菌性宫颈炎的疗效观察 周海燕　王咏梅　单　莉等　２０１３（９）：４１
!!!!!!!!!!!!!!!!!!

综合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观察 涂宏伟　２０１３（９）：４４
!!!!!!!!!!!!!!!!!!!!!!!!!!!!!!!!!!

卡介菌影响尖锐湿疣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凋亡及ＣＤ２８、ＣＤ９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林丽萍　陈丽娜　徐　超等　２０１３（１０）：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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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６５
!!!!!!!!!!!!!!!!!!

张家口地区无偿献血人群ＨＩＶ感染现状调查 李宝亮　李延伟　２０１３（１０）：６９
!!!!!!!!!!!!!!!!!!!!!!!!!!!!

梅毒螺旋体ＩｇＭ抗体在梅毒血清固定中的应用 俞　莺　袁　波　２０１３（１１）：３３
!!!!!!!!!!!!!!!!!!!!!!!!!!!

苏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梅毒和ＨＩＶ感染情况及预防知识的调查分析 韩　英　２０１３（１１）：３７
!!!!!!!!!!!!!!!!!!!!!!

三种梅毒血清学试验在梅毒诊断中的临床对比研究 蒋　银　王红华　冯娅萍　２０１３（１１）：４０
!!!!!!!!!!!!!!!!!!!!!

头孢地嗪和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的疗效比较分析 李　斌　２０１３（１１）：４３
!!!!!!!!!!!!!!!!!!!!!!!!!!!!!!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疗效分析 宋维芳　王立群　李　正等　２０１３（１１）：４５
!!!!!!!!!!!!!!!!!!!

头孢曲松与氨曲南治疗淋病的药物成本分析对治疗方案实施的影响 张美珍　吴小明　２０１３（１２）：４７
!!!!!!!!!!!!!!!!!!

不孕症患者下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与血清抗精子抗体相关性分析 郑　媛　２０１３（１２）：５０
!!!!!!!!!!!!!!!!!!!!!!!!

二氧化碳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６０例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观察 郑锦华　２０１３（１２）：５３
!!!!!!!!!!!!!!!!!!

·中医性学·
阳痿中医诊治的循证医学研究 毕焕洲　赵永厚　２０１３（１）：４７

!!!!!!!!!!!!!!!!!!!!!!!!!!!!!!!!!!

盛水汤三种不同剂型治疗特发性弱精症的临床研究 郑文通　卢穗万　邓平荟等　２０１３（１）：５２
!!!!!!!!!!!!!!!!!!!!

苍柏湿毒清对小鼠阴道解脲支原体定植干预研究 李　楠　李元文　梅　琼等　２０１３（２）：５７
!!!!!!!!!!!!!!!!!!!!!

针刺对照帕罗西汀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观察及机制探讨 王　福　耿　强　郭　军等　２０１３（２）：５９
!!!!!!!!!!!!!!!!!

补肾养肝健脾法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邓云山　２０１３（２）：６２
!!!!!!!!!!!!!!!!!!!!!!!

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期梅毒８０例临床疗效分析 李　宏　２０１３（２）：６６
!!!!!!!!!!!!!!!!!!!!!!!!!!!!!!!

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疗效观察 王恒才　李军涛　２０１３（３）：５５
!!!!!!!!!!!!!!!!!!!!!!!!!!!!!!!!

环磷酰胺对小鼠精子ＤＮＡ的影响及姜黄素干预作用的研究 龚琴琴 　张昌军　张　颖等　２０１３（３）：５７
!!!!!!!!!!!!!!!!

银花泌炎灵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观察 胡恩宜　２０１３（３）：６１
!!!!!!!!!!!!!!!!!!!!!!!!!!!!!!!!

湿热消汤对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液细胞因子的影响 覃兆伟　周　凯　梁永协等　２０１３（４）：５６
!!!!!!!!!!!!!!!!!

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庄　瞞　万焕真　２０１３（４）：５８
!!!!!!!!!!!!!!!!!!!!!!!

滋肾通络方对阴阳两虚型糖尿病ＥＤＩＥＦ－５影响的研究 吴秀全　杨俊岑　２０１３（６）：６１
!!!!!!!!!!!!!!!!!!!!!!!

四子种王胶囊对男性少弱精子症患者性激素的影响 王旭初　郭锐利　贺淑英等　２０１３（６）：６４
!!!!!!!!!!!!!!!!!!!!

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临床效果对照研究 钟　伟　买铁军　刘景波等　２０１３（７）：４６
!!!!!!!!!!!!!!!!!!

外喷中药制剂联合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治疗念球菌性龟头炎效果的临床观察 宣志华　轩立华　２０１３（７）：４８
!!!!!!!!!!!!!!

少精弱精患者伴解脲支原体及慢性前列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后的精液分析 罗会治　２０１３（７）：５２
!!!!!!!!!!!!!!!!!!

十一酸睾酮胶丸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中老年男性

　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徐少强　胡海翔　刘洪源等　２０１３（８）：５９
!!!!!!!!!!!!!!!!!!!!!!!!!!!!!!

清热解毒散治疗免疫性不孕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小玉　张　斌　赵　玉等　２０１３（９）：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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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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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７５
!!!!!!!!!!!!!!!!!!!!!!!!!!!!

电针配合中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３０例 焦　娇　逄　杰　夏德民等　２０１３（１０）：７８
!!!!!!!!!!!!!!!!!!!!!!!!

曾庆琪教授经验方前列腺炎Ｉ号 朱　勇　杨　凯　曾庆琪　２０１３（１０）：８１
!!!!!!!!!!!!!!!!!!!!!!!!!!!!!

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的临床观察及分析 李锦杰　２０１３（１０）：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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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庆从肝肾论治阳痿经验 王　彬　宣志华　李曰庆　２０１３（１１）：４９
!!!!!!!!!!!!!!!!!!!!!!!!!!!!!!!

孙自学治疗急性附睾炎经验 王希兰　２０１３（１２）：５６
!!!!!!!!!!!!!!!!!!!!!!!!!!!!!!!!!!!!!!!

中药苍柏湿毒清对小鼠阴道黏膜白介素１２的影响 梅　琼　李元文　李　楠等　２０１３（１２）：５８
!!!!!!!!!!!!!!!!!!!!

·青少年性健康·
大学生使用安全套态度的深度访谈 孙　霄　朱广荣　季成叶等　２０１３（１）：５５

!!!!!!!!!!!!!!!!!!!!!!!!!!!

初中生性审美及异性交往现状调查及教育对策 陈文凤　田秀红　２０１３（１）：５９
!!!!!!!!!!!!!!!!!!!!!!!!!!!

北京某两所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董艳平　张　欢　２０１３（１）：６４
!!!!!!!!!!!!!!!!!!!!!!!

泸州市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调查 王　点　叶运莉　熊　伟　２０１３（１）：６９
!!!!!!!!!!!!!!!!!!!!!!!!

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预防性侵犯教育影响评价 陈晶琦　杜晓娜　张　曼　２０１３（２）：６８
!!!!!!!!!!!!!!!!!!!!!!!

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成效 尹幼明　吴　瑕　２０１３（２）：７３
!!!!!!!!!!!!!!!!!!!!!!!!!!!!!!!

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青少年性教育模式研究 张正民　杨秀梅　２０１３（２）：７７
!!!!!!!!!!!!!!!!!!!!!!!!

家庭学校社会在农村留守儿童性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丁海青　张桂荣　２０１３（２）：８０
!!!!!!!!!!!!!!!!!!!!!!!

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实践探讨 沈力晔　杨志坚　２０１３（３）：６４
!!!!!!!!!!!!!!!!!!!!!!!!!!!!!!!

医学专业新生５４２例ＨＩＶ／ＡＩＤＳ知识问卷调查 徐　哲　张　冰　２０１３（３）：６８
!!!!!!!!!!!!!!!!!!!!!!!!!!!

对手淫“网开一面” 张　伟　２０１３（３）：７１
!!!!!!!!!!!!!!!!!!!!!!!!!!!!!!!!!!!!!!!!!!!

·生殖健康·
未婚人工流产女性非意愿首次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及生殖健康结局研究 王子亮　左霞云　楼超华等　２０１３（７）：５７

!!!!!!!!!!!!

流动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情况调查及对策 王　燕　刘娟妮　张卫霞　２０１３（７）：６２
!!!!!!!!!!!!!!!!!!!!!!!!!

综合干预对厂区外来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及经济学分析 曾六仔　高经学　李玉莲等　２０１３（７）：６４
!!!!!!!!!!!!!!!!!!

基层医院对提高未婚流动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水平进行干预的效果评价 张志琼　２０１３（７）：６８
!!!!!!!!!!!!!!!!!!!!!

生殖激素与男性不育症患者精子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陈创奇　史　哲　黄志承等　２０１３（７）：７１
!!!!!!!!!!!!!!!!!!!!

育龄期女工生殖道感染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胡序怀　邵　豪　吴露萍等　２０１３（８）：６２
!!!!!!!!!!!!!!!!!!!!!

妇科门诊患者就诊目的与避孕知识知晓现状的关系 张秀芬　田　园　崔　娜等　２０１３（８）：６５
!!!!!!!!!!!!!!!!!!!!

微刺激等全胚冷冻胚胎移植结局分析 赵曼林 杨桂艳 蔡桂丰等　２０１３（９）：５０
!!!!!!!!!!!!!!!!!!!!!!!!!!

妊娠期性生活对母体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王小榕　范　玲　马　乐　２０１３（９）：５４
!!!!!!!!!!!!!!!!!!!!!!!!!!

女性下生殖道自窥检查法临床意义的研究 刘晓雁　郝天羽　２０１３（９）：５７
!!!!!!!!!!!!!!!!!!!!!!!!!!!!!

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感染对妊娠结局及其新生儿的影响及护理 韩威婷 贺杉芝　２０１３（９）：６２
!!!!!!!!!!!!!!!!!!

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患者助孕策略分析 尚　
"

　廖秦平　左文莉等　２０１３（１１）：５２
!!!!!!!!!!!!!!!!!!!!!!!!!

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达克宁栓治疗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疗效对照研究 金晓琴　王文斐　２０１３（１１）：５６
!!!!!!!!!!!!

术中护理干预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母婴结局的影响 郭东晓　２０１３（１１）：５８
!!!!!!!!!!!!!!!!!!!!!!!!!!!

·性健康·
国内性教育研究三十年：文献计量及内容分析 龙　玲　陈世海　２０１３（４）：６１

!!!!!!!!!!!!!!!!!!!!!!!!!!!

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研究 曲红梅　魁发瑞　袁晓梅等　２０１３（４）：６６
!!!!!!!!!!!!!!!!!!!!!!!!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及分析 董艳平　张　冰　赵俊鹏　２０１３（４）：６９
!!!!!!!!!!!!!!!!!!!!!!!!!!

如何在泌尿外科教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的初步探讨 吴小军　周占松　李为兵等　２０１３（４）：７２
!!!!!!!!!!!!!!!!!

社会变迁视角下家庭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 沃文芝　２０１３（５）：７１
!!!!!!!!!!!!!!!!!!!!!!!!!!!!!!!

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法在大学生中实施性教育 李何林　２０１３（５）：７４
!!!!!!!!!!!!!!!!!!!!!!!!!!!!!!!

某医学院“９０后”女大学生恋爱动机调查研究 杨　帆　２０１３（６）：６６
!!!!!!!!!!!!!!!!!!!!!!!!!!!!!!!

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现状调查 谢锦伟　高　昕　范婧慧等　２０１３（６）：６９
!!!!!!!!!!!!!!!!!!!!!!!

医学院校９０后男女大学生恋爱观调查研究 杨　帆　２０１３（７）：７５
!!!!!!!!!!!!!!!!!!!!!!!!!!!!!!!!

河北某大学在校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现况调查 徐　哲　申丽红　２０１３（７）：７７
!!!!!!!!!!!!!!!!!!!!!!!!!!!!

浅析当代大学生性道德的现状特点及其应对策略 张丹丹　２０１３（７）：７９
!!!!!!!!!!!!!!!!!!!!!!!!!!!!!!

青少年性教育科普畅销书的特征分析 唐知然　王　静　童　立等　２０１３（７）：８２
!!!!!!!!!!!!!!!!!!!!!!!!!!

幼儿园游戏与幼儿性教育 沈明泓　安　静　２０１３（８）：６８
!!!!!!!!!!!!!!!!!!!!!!!!!!!!!!!!!!!!

青少年性别角色与性别刻板印象调查 左霞云　廉启国　程　艳等　２０１３（８）：７１
!!!!!!!!!!!!!!!!!!!!!!!!!!

中职生性知识与性态度状况的调查研究 齐　丹　刘瑞斌　迟新丽　２０１３（８）：７６
!!!!!!!!!!!!!!!!!!!!!!!!!!

９０后女大学生“傍大款”的成因透析与教育对策 熊　伟　赵小玉　黄　燕等　２０１３（９）：６５
!!!!!!!!!!!!!!!!!!!!!

小学性教育初探 齐　麟　２０１３（９）：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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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８７
!!!!!!!!!!!!!!!!!!!!!!!

听障生性健康教育模式研究 邓润平　２０１３（１０）：９０
!!!!!!!!!!!!!!!!!!!!!!!!!!!!!!!!!!!!!!!

大学生性观念自我判定影响因素及教育需求调查 郭文杰　２０１３（１２）：６４
!!!!!!!!!!!!!!!!!!!!!!!!!!!!!!

大学生对性健康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 朱许强　２０１３（１２）：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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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严重性心理问题１例研究 任丽平　赵宝然　２０１３（１）：７３

!!!!!!!!!!!!!!!!!!!!!!!!!!!!!!!!!!!!

阿立哌唑治疗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周怀忠　王　朔　李　毅等　２０１３（１）：７７
!!!!!!!!!!!!!!!!!

老年人性健康研究 王大光　徐佳丽　郭洪岩　２０１３（１）：８０
!!!!!!!!!!!!!!!!!!!!!!!!!!!!!!!!!!!

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比较研究———以云南为例 杨　萍　李　辉　２０１３（２）：８３
!!!!!!!!!!!!!!!

青少年性心理行为问题及应对 郭黎岩　卫　丹　２０１３（３）：７３
!!!!!!!!!!!!!!!!!!!!!!!!!!!!!!!!!!

社会性别规范与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 白　璐　徐震雷　汤海明　２０１３（３）：７８
!!!!!!!!!!!!!!!!!!!!!!!!!!

谱系理论在性学领域应用的探索 陶　林　２０１３（４）：７５
!!!!!!!!!!!!!!!!!!!!!!!!!!!!!!!!!!!!!

不孕症妇女心理状态调查以及护理干预 杨小娟　高翠萍　２０１３（４）：８３
!!!!!!!!!!!!!!!!!!!!!!!!!!!!!!

性欲———一种基本情绪 燕小辉　许远理　李艳艳　２０１３（５）：８６
!!!!!!!!!!!!!!!!!!!!!!!!!!!!!!!!!

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心理状况研究 温鸿洋　郝树伟　洪　炜　２０１３（５）：８８
!!!!!!!!!!!!!!!!!!!!!!

家庭暴力中性胁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麻　超　毋　嫘　洪　炜　２０１３（６）：７４
!!!!!!!!!!!!!!!!!!!!!!!!!!

性病恐惧症患者心理分析及临床干预疗效观察 李芳梅　２０１３（６）：７９
!!!!!!!!!!!!!!!!!!!!!!!!!!!!!!!

心理干预对子宫全切与次全切术患者性生活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郑巧玲　叶　红　２０１３（６）：８１
!!!!!!!!!!!!!!!!!!

性咨询的未来：孕育云雨的艺术和科学 ［美］ＭＡＬＡＮＭａｒｋＫｉｍ著　乔玉玲译　２０１３（７）：８７
!!!!!!!!!!!!!!!!!!!!!!

心理治疗在伴性功能障碍的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作用的临床研究 吴学良　张瑞明　闵新民等　２０１３（７）：９１
!!!!!!!!!!!!!

围绝经期综合征焦虑抑郁症状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关系 单　菲　槐中美　杨和增等　２０１３（７）：９４
!!!!!!!!!!!!!!!!

《婚姻与性治疗》技术标准建议书 胡佩诚　甄宏丽　陶　林　２０１３（８）：８１
!!!!!!!!!!!!!!!!!!!!!!!!!!!!!

北京高校心理健康课程中的同性恋内容及效果调查 王卫媛　２０１３（８）：８６
!!!!!!!!!!!!!!!!!!!!!!!!!!!!!

９０后大学生爱情态度研究 张云喜　２０１３（８）：９２
!!!!!!!!!!!!!!!!!!!!!!!!!!!!!!!!!!!!!!!!

《婚姻与性治疗》技术标准建议书　２０１３（９）：续） 胡佩诚　甄宏丽　陶　林　２０１３（９）：７２
!!!!!!!!!!!!!!!!!!!!!

爱情、性行为、痛苦与快乐模型 田聚群　２０１３（９）：７５
!!!!!!!!!!!!!!!!!!!!!!!!!!!!!!!!!!!!!!

男男同性恋常见精神健康问题及成因探析 吴天亮　张　健　陈国永等　２０１３（９）：８５
!!!!!!!!!!!!!!!!!!!!!!!!

心理干预对产妇分娩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皮晓玲　２０１３（９）：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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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０）：９５
!!!!!!!!!!!!!!!!!!!!!!!!!

婚姻与性治疗追踪研究 何胜昔　甄宏丽　胡佩诚等　２０１３（１１）：６１
!!!!!!!!!!!!!!!!!!!!!!!!!!!!!!!!

爱情和内在伴侣———客体关系理论解读的爱情 于　飞　王艳艳　２０１３（１１）：６５
!!!!!!!!!!!!!!!!!!!!!!!!!!!

心理护理对性病患者治疗效果影响的分析 皮晓玲　孔德明　２０１３（１１）：６９
!!!!!!!!!!!!!!!!!!!!!!!!!!!!!

心理干预对宫颈癌根治术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张新琴　姜娅莉　２０１３（１１）：７３
!!!!!!!!!!!!!!!!!!!!!!!!!!!!

子宫切除术前患者心理压力护理评价与其性知识知晓率研究 赵冰清　龚爱敏　２０１３（１１）：７６
!!!!!!!!!!!!!!!!!!!!!

加强型护理方法对高龄产妇心理状况影响效果的分析 杨　波　黄丽君　２０１３（１２）：７２
!!!!!!!!!!!!!!!!!!!!!!!!

心理咨询在行夫精人工授精术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杨攀攀　魏丽娜　２０１３（１２）：７５
!!!!!!!!!!!!!!!!!!!!!!!!!!

·性社会学·
广东省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性健康行为干预研究 何小红　伍园园　陈　进等　２０１３（１）：８２

!!!!!!!!!!!!!!!!!!!!!

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认知和归因初探 吴婕瑜　纪文芳　郑丽霞等　２０１３（１）：８５
!!!!!!!!!!!!!!!!!!!!!!!!!!

６９７例优生优育情况调查分析 陈梅红　王美莲　２０１３（２）：８８
!!!!!!!!!!!!!!!!!!!!!!!!!!!!!!!!!!

连续行为干预对女性性服务者接受预防艾滋病的效果分析 李　艳　黎　妍　冯文艇等　２０１３（２）：９２
!!!!!!!!!!!!!!!!!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研究———基于杭州市２０１０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彭伟斌　陈晓慧　２０１３（３）：８４
!!!!!!!!!!!!!

同性婚姻会导致道德滑坡吗———基于对滑坡理论的反驳 张　健　王龙龙　２０１３（４）：８７
!!!!!!!!!!!!!!!!!!!!!!!

女同性恋话语的社会性别分析———是超越，还是另一种回归 杨志红　２０１３（４）：９２
!!!!!!!!!!!!!!!!!!!!!!!!!

身体性别与心理性别 田聚群　２０１３（５）：７７
!!!!!!!!!!!!!!!!!!!!!!!!!!!!!!!!!!!!!!!!!!

中国婚姻满意度调查及满意婚姻设想 王　薇　李安平　胡佩诚　２０１３（６）：８３
!!!!!!!!!!!!!!!!!!!!!!!!!!!

战后日本纯洁教育探析 师艳荣　２０１３（６）：８８
!!!!!!!!!!!!!!!!!!!!!!!!!!!!!!!!!!!!!!!!!

已婚男同性恋者婚姻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常进锋　陆卫群　２０１３（７）：９７
!!!!!!!!!!!!!!!!!!!!!!!!!!!!!!

大学生对双性恋态度量表的构建及态度调查 吕　娜　２０１３（７）：１０１
!!!!!!!!!!!!!!!!!!!!!!!!!!!!!!!

恋爱、夫妻关系类型与性取向分析 周　红　２０１３（８）：９７
!!!!!!!!!!!!!!!!!!!!!!!!!!!!!!!!!!!!

同性恋成因及其现状：两例案例分析 陈四维　２０１３（８）：１０２
!!!!!!!!!!!!!!!!!!!!!!!!!!!!!!!!!!!

同妻群体的困境和对策分析 林旭东　２０１３（９）：９０
!!!!!!!!!!!!!!!!!!!!!!!!!!!!!!!!!!!!!!!

校园性暴力的现状与思考 董晓莹　２０１３（９）：９４
!!!!!!!!!!!!!!!!!!!!!!!!!!!!!!!!!!!!!!!!

长沙市民性生活满意度调查 徐　伍 陈兵海 蒋先镇　２０１３（９）：９９
!!!!!!!!!!!!!!!!!!!!!!!!!!!!!!!

暗娼高危人群干预效果研究 谢小英　苗文利　２０１３（９）：１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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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翔等　２０１３（１０）：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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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者的性角色与性别角色 王晴锋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２
!!!!!!!!!!!!!!!!!!!!!!!!!!!!!!!!!!!!

性高潮：美国的观念和实践 ［美］ＬｅａｎｎａＷｏｌｆｅ　２０１３（１１）：８０
!!!!!!!!!!!!!!!!!!!!!!!!!!!!!!!!!!!

国外几种行为转变理论模式及其在安全性行为倡导上的应用 刘中一　２０１３（１１）：９２
!!!!!!!!!!!!!!!!!!!!!!!!!

同性恋性取向研究进展 李　慧　杨裕华　屠爱霞　２０１３（１１）：９７
!!!!!!!!!!!!!!!!!!!!!!!!!!!!!!!!!

精子库供精志愿者初步分析 滕若冰　覃　敏　王志强等　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１
!!!!!!!!!!!!!!!!!!!!!!!!!!!!!

９０后女护生择偶观调查研究 熊　伟　赵小玉　黄　燕等　２０１３（１２）：８８
!!!!!!!!!!!!!!!!!!!!!!!!!!!!!!

·性法学·
人工辅助生育子女的伦理与法律思考 方德静　２０１３（１）：９１

!!!!!!!!!!!!!!!!!!!!!!!!!!!!!!!!!!!

万宁“开房案”背后我国性教育和性法律相关思考 张　伟　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４
!!!!!!!!!!!!!!!!!!!!!!!!!!!!!

性变态犯罪人犯罪原因及其矫治对策 刘旭刚　邱莎莎　徐杏元　２０１３（１２）：７９
!!!!!!!!!!!!!!!!!!!!!!!!!!!

论性法律概念的滥用与性关联法律概念的提出 南景毓　２０１３（１２）：８４
!!!!!!!!!!!!!!!!!!!!!!!!!!!!!!!

·性哲学·
道家的性哲学和性实践导论———道家性理论和男性多重性高潮 陈　见　周　旭　２０１３（３）：９１

!!!!!!!!!!!!!!!!!!!!

·性文化·
性文化与性艺术：春宫画研究 戴　浙　鲍玉珩　２０１３（８）：１０５

!!!!!!!!!!!!!!!!!!!!!!!!!!!!!!!!!!

管仲为娼妓行业神考述 张艳丽　２０１３（１２）：９４
!!!!!!!!!!!!!!!!!!!!!!!!!!!!!!!!!!!!!!!!!

·性伦理学·
从医学伦理学角度审视同性恋面临的有关问题 国　青　张　健　吴天亮等　２０１３（１２）：９１

!!!!!!!!!!!!!!!!!!!!!!

·争鸣·
非道德性行为概念初探 孟宪武　２０１３（８）：１１０

!!!!!!!!!!!!!!!!!!!!!!!!!!!!!!!!!!!!!!!!

·评　述·
性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罗秋莎　王海臣　彭　涛　２０１３（７）：１０６

!!!!!!!!!!!!!!!!!!!!!!!!!!!!!

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及其在华语世界中的表达 章立明　２０１３（９）：１０４
!!!!!!!!!!!!!!!!!!!!!!!!!!!!!

男女性衰老过程中的性反应变化、原因以及改善性能力衰减的干预疗法 ［美］陈　见　侯新智译　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６
!!!!!!!!!!!!!

·大众性学
性爱之路：心静———性———静心 甄宏丽　２０１３（１）：９５

!!!!!!!!!!!!!!!!!!!!!!!!!!!!!!!!!!!!!

未成年人异性交往：爱河与溺水 余海燕　２０１３（３）：９５
!!!!!!!!!!!!!!!!!!!!!!!!!!!!!!!!!!!!!

性犯罪改变人生轨迹，一失足成千古恨 余海燕　２０１３（４）：９５
!!!!!!!!!!!!!!!!!!!!!!!!!!!!!!!!!!

数码时代的日本色情业与性犯罪问题研究 鲍玉珩　薛翠华　张　瑜　２０１３（５）：９３
!!!!!!!!!!!!!!!!!!!!!!!!!

成人如何面对孩子提出的性的话题 田景秀　２０１３（６）：９３
!!!!!!!!!!!!!!!!!!!!!!!!!!!!!!!!!!!!

区分阴蒂高潮与阴道高潮意欲何为 甄宏丽　２０１３（７）：１１２
!!!!!!!!!!!!!!!!!!!!!!!!!!!!!!!!!!!

读懂孩子青春期 韩似萍　２０１３（９）：１０９
!!!!!!!!!!!!!!!!!!!!!!!!!!!!!!!!!!!!!!!!!!!

绯闻效应浅析 涂希平　涂仁标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８
!!!!!!!!!!!!!!!!!!!!!!!!!!!!!!!!!!!!!!!!

枷———性治疗师札记 王　河　２０１３（１２）：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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