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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Ｕ男性下尿路症状诊治指南（２０１２年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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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Ｕ）２０１２年发表了新的《ＥＡＵ男性下尿路症状
诊治指南（２０１２年版）》（以下简称《指南》）。在下尿路症（Ｍａｌ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的评估、治疗、随访
等方面做了论述。本文对《指南》的解读，旨在帮助全科医生和不熟悉ＬＵＴＳ治疗的医生正确诊断和治疗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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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每两年对《指南》进行一次更
新。此次修订，专家们检索了 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１９６６年至２０１０年１
月份的相关文献。为反应观念的变化，此次《指南》的

标题命名为：男性下尿路症状诊治指南，包含良性前列

腺增生梗阻（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Ｌｏｗｅｒ
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ｉｎｃｌ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ＰＯ）。

１　评估程序

《指南》推荐的男性下尿路症状诊治评估程序，见

表１。

２　治　　疗

２．１　保守治疗
２．１１　观察等待———行为疗法　某些男性不因

ＬＵＴＳ而烦恼，他们比较适合观察等待（ｗａｔｃｈｆｕｌｗａｉｔ
ｉｎｇ，ＷＷ）。一般认为ＷＷ包括下列内容：教育、安慰、
定期监测、生活方式建议。Ｂｒｏｗｎ等于２００７年进行的
一项研究表明：自我管理作为 ＷＷ的一部分能够减轻
症状和阻止疾病发展［１］，多数专家认为疾病知识的教

育、安慰患者癌症仅是泌尿症状的原因之一、定期检查

的习惯是非常有效的自我管理方法。生活方式建议的

确切位置未有明确的数据报道，这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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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男性下尿路症状诊治评估程序

步骤 内容 可能发现的疾病 备注

１ 男性下尿路症状

２ 生活质量问卷调查（例如：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３ 病史和体格检查
神经性膀胱功能失调、药物引起的 ＬＵＴＳ、伴有夜尿多的心脏疾

患、阴茎疾病（例如：阴茎癌、包皮过长等）。

４ 尿液分析 尿路感染、血尿、糖尿病。

５ 血液分析 膀胱功能退化（例如：远端输尿管结石、移行细胞癌）、前列腺炎。

６ 超 声 检 查 （膀胱、前列腺、肾脏）

前列腺增大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ＢＰＥ）、前列腺癌、前列

腺囊肿、骨盆肿瘤、排尿后残余尿、膀胱癌、尿潴留、膀胱结石、肾

盂积水等。

７ 尿流率测定 尿道狭窄、排尿功能不良

８ 膀胱记录（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ｉａｒｙ）（用于夜尿症和尿频者） 夜间多尿症、尿崩症

９ 膀胱和／或前列腺良性疾病

１０ 治疗男性下尿路症状

早期评估时发现的

异常，根据 ＥＡＵ其

他疾病《指南》决

定进行必要的检

查。若检查未发现

异常，则考虑膀胱

和／或前列腺良性

疾病（第９步骤）。

　　２．１２ 保守治疗的指南　保守治疗指南见表２。

表２　保守治疗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患有轻微症状的患者适合于ＷＷ １ｂ Ａ

患有ＬＵＴＳ的患者可以优先给予生活方式建议或者同时给予治疗 １ｂ Ａ

　　２．２　药物治疗
２．２１ α１受体阻滞剂　α１受体阻滞剂是治疗

中、重度男性 ＬＵＴＳ的一线药物。目前主要应用于临
床的α１受体阻滞剂有阿呋唑嗪、多沙唑嗪、坦索罗辛、
特拉唑嗪。为了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推荐首次治疗

应用多沙唑嗪、特拉唑嗪。研究表明各种α１受体阻滞
剂在适当的剂量下，具有类似的功效［２］。经过一定的

研究周期，α１受体阻滞剂使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显著
降低３５％ ～４０％和最大尿流率增加２０％ ～２５％。随
访表明前列腺大小不影响α１受体阻滞剂的功效，但是
该药对前列腺体积 ＜４０ｍｌ的患者作用更明显［３］。长

期研究显示该类药不能减小前列腺体积和预防急性尿

潴留［４］，因而某些患者最终选择手术治疗。然而，α１
受体阻滞剂能维持至少４年时间。因为 α１受体阻滞
剂能够快速起效，若患者症状波动较大，不需要长期治

疗，可以间断服用本药。

２．２２ ５α还原酶抑制剂　患有 ＬＴＵＳ的患者伴
有前列腺体积增大（＞４０ｍｌ）或 ＰＳＡ升高（＞１４～
１６μｇ／Ｌ）可以接受５α还原酶抑制剂治疗，它是唯一
适合于长期服用的药物。与 α１受体阻滞剂相比，５α

还原酶抑制剂能够阻止疾病进展。经尿道前列腺切除

术中，因为５α还原酶抑制剂（非那雄胺）可促进前列
腺血管重塑［５］，所以能减低血液流失。临床中有两种

５α还原酶抑制剂：度他雄胺和非那雄胺。两药的区别
见表３。

表３　两种５α还原酶抑制剂的区别

药物
最大血药浓度

时间（ｈ）
半衰期 推荐剂量

度他雄胺 １～３ ３～５周 １０．５ｍｇ

非那雄胺 ２ ６～８ｈ １５ｍｇ

２．２３ Ｍ胆碱受体阻滞剂　人们认为女性
ＬＵＴＳ由膀胱导致，应该选择膀胱特异性药物，因此 Ｍ
胆碱受体阻滞剂已广泛应用于女性 ＬＵＴＳ患者。人们
认为男性ＬＵＴＳ由前列腺导致，因此需要前列腺特异
性药物治疗［６］。但是，没有科学数据支持上述观点。

并且研究表明：年龄并非性别对尿急、尿频、尿失禁有

重要影响［７］。

把托特罗定作为单一药物治疗不伴有膀胱出口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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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的膀胱储藏症状（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患者，以
研究抗胆碱能药物的作用。试验周期是２５周，１２～２５
周后，托特罗定治疗组与基线值比较，白天尿频、夜尿

频、尿失禁、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均显著降低［８，９］。Ｍ
胆碱受体阻滞剂可以应用于中、重度 ＬＵＴＳ患者，但是
缺少 Ｍ胆碱受体阻滞剂治疗男性 ＬＵＴＳ的长期研究，
所以临床给予患者该药时要谨慎，需要经常评估国际

前列腺症状评分和检测排尿后膀胱残余尿。

２．２４ 植物提取物———植物药疗法　制定《指
南》的专家们因为植物提取物的异质性问题和ｍｅｔａ分
析的方法问题，未能对植物药疗法作出明确的建议。

２．２５ 联合治疗　联合治疗的方案有 α１受体
阻滞剂联合５α还原酶抑制剂、α１受体阻滞剂联合 Ｍ
胆碱受体阻滞剂。联合治疗指南见表４。

表４　联合治疗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α１受体阻滞剂联合５α还原酶抑制剂可以用于中、重度患者伴有前列腺体积增大（＞４０ｍｌ）

和最大尿流率降低（有恶化倾向）。该联合治疗不适用短期治疗（＜１年）。
１ｂ Ａ

对于中、重度患者，单一药物疗法不能有效减轻症状时，应该考虑 α１受体阻滞剂联合 Ｍ胆

碱受体阻滞剂。
１ｂ Ｂ

对于可疑患有膀胱出口梗阻的患者，慎重运用联合治疗。 ２ｂ Ｂ

　　２．２６ 新兴药物———ＰＤＥ５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
ｔｅｒａｓ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应用ＰＤＥ５抑制剂的指南见表５。

表５　应用ＰＤＥ５抑制剂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ＰＤＥ５抑制剂减轻中、重度ＬＵＴＳ。 １ｂ

ＰＤＥ５抑制剂只允许用于男性性功能障碍和

肺动脉高压，治疗ＬＵＴＳ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Ａ

２．３ 手术治疗

２．３１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和经尿道前列腺切开术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ＩＰ）　ＴＵＲＰ和
ＴＵＩＰ是治疗 ＢＰＯ、ＢＰＥ、中重度 ＬＵＴＳ的主要有效方
法。依据患者前列腺体积决定选择其中一种治疗方

法，前列腺体积 ＜３０ｍｌ时选择 ＴＵＩＰ，前列腺体积在
３０～８０ｍｌ之间时选择 ＴＵＲＰ。ＴＵＩＰ的优势有：降低出
血事件、手术时间短、杜绝经尿道电切术综合征、降低

逆行射精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ＴＵＩＰ的劣势是症状
易复发，需要二次手术。ＴＵＲＰ和 ＴＵＩＰ之前，应该治
疗泌尿系感染［１０，１１］。大量随机对照研究强调术中采

用抗生素预防性治疗。

２．３２ 开放性手术　开放性手术适用于前列腺
体积＞８０～１００ｍｌ和药物抵抗的患者。该手术是治疗
继发于 ＢＰＯ的 ＬＵＴＳ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侵袭性也是
最大的。开放性手术可改善６３％～８６％的ＬＵＴＳ和降

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６０％ ～８７％。开放性手术后
最大尿流率平均增加 ３７５％，残余尿减少 ８６％ ～
９８％［１２］。

２．３３ 经尿道微波热疗（Ｔｒａｎｓｒｅｔｈｒａｌ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ＵＭＴ）　ＴＵＭＴ通过尿道内天线散发微波把
热量传递到前列腺。在减轻 ＬＵＴＳ方面，回顾性研究
发现ＴＵＲＰ的疗效优于 ＴＵＭＴ。治疗１２个月后，接受
ＴＵＭＴ患者的症状积分降低 ６５％，而接受 ＴＵＲＰ的患
者症状积分降低７７％［１３］。

研究表明低能量 ＴＵＭＴ效果的持久性令人沮丧，
低能量ＴＵＭＴ治疗５年后，二次治疗率高达８４４％。
然而，高能量 ＴＵＭＴ治疗后，二次治疗率仅为１９８％
～２９３％。
２．３４　经尿道前列腺针刺消融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Ｎｅｅｄｌ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ＮＡＴＭ）　ＴＵＮＡＴＭ通过
促进前列腺移行带凝固坏死而达到治疗作用。由于形

成瘢痕组织，从而减小前列腺体积，因此减轻 ＢＰＯ症
状。关于ＴＵＮＡＴＭ对 ＢＰＯ作用的几项研究表明：该治
法可以显著降低最大逼尿肌压和最大尿流率时的逼尿

肌压［１４，１５］。ＴＵＲＰ与 ＴＵＮＡＴＭ相比，ＴＵＲＰ显著改善症
状和提高生活质量评分，但是，ＴＵＮＡＴＭ显著提高最大
尿流率。

２．３５　前列腺激光疗法　前列腺钬激光摘除术
（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ｏＬＥＰ）和
前列腺钬激光切除术（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ｏＬＲＰ）前列腺激光疗法的指南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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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前列腺激光疗法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对于继发于 ＢＰＯ的 ＬＵＴＳ患者与 ＴＵＲＰ相

比，ＨｏＬＥＰ和５３２纳米激光照射前列腺是侵

袭性最下的方法。并且，能迅速引起患者主

观和客观的衡量标准改善。

１ｂ Ａ

考虑到操作的安全性，５３２纳米激光照射前

列腺优于 ＴＵＲＰ，对接受抗凝治疗和伴有心

血管风险事件的患者，应进行５３２纳米激光

照射前列腺。

３ Ｂ

考虑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只能从 ＨｏＬＥＰ

中获得，并且只能和ＴＵＲＰ相比。
１ｂ Ａ

２．３６ 前列腺支架　研究表明前列腺支架可作
为未患有严重并发症患者的主要治疗措施［１６］。但是，

由于该治疗方法的副作用和高移动率，前列腺支架治

疗ＢＰＯ的作用有限。
２．３７新兴治疗措施　新兴治疗措施的指南见表

７。

表７　新兴治疗措施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前列腺内注射乙醇治疗由 ＢＰＯ所致的

ＬＵＴＳ仍处于试验中。
３

只有临床试验才可进行前列腺内注射乙醇。 Ｃ

前列腺内注射肉毒杆菌素治疗由 ＢＰＯ或急

性尿潴留所致ＬＵＴＳ仍处于试验中。
３

只有临床试验才可进行前列腺内注射肉毒

杆菌素。
Ｃ

３　随　　访

随访项目一般包括：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尿流

率、排尿后残余尿。但也根据治疗方法不同，选择不同

的随访项目及随访时间。

３．１　观察等待———行为疗法
选择ＷＷ的患者应随访６个月且以后每年随访

一次，以确保症状无恶化和无手术指征。随访项目有：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尿流率、排尿后残余尿。

３．２　药物治疗
应于首次服药后对患者随访４～６周以判断用药

反应。若患者症状减轻且无不良事件，可以继续接受

药物治疗。随访项目有：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尿流

率、排尿后残余尿。接受５α还原酶抑制剂治疗的患
者，应于治疗后１２周和６个月进行随访，以评价治疗

反应和有无不良事件，随访项目与上面相同。

３．３　手术治疗
导尿管拔出后对手术患者随访４～６周以评估治

疗效果和不良反应，若患者症状减轻和无不良反应，不

必对患者进行再次评估。４～６周后随访项目有：国际
前列腺症状评分、尿流率、排尿后残余尿。随访的指南

见表８。

表８　随访的指南

证据水平 推荐级别

据经验和理论，而非循证医学，对患者进行

随访。
３－４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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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点的行为学研究

张　渺　廖秦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目的：探讨Ｇ点存在的行为学证据。方法：总结现有的性行为学研究资料。结果：阴道前壁局部存在敏感
区域，但研究时无法避免对阴蒂的刺激。女性射液现象确实存在。结论：现有的行为学研究尚不能得出Ｇ点存在与否的
结论。

【关键词】Ｇ点；阴道；射液；行为学

Ｔｈｅ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ｓｐｏｔ

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ＬＩＡＯＱｉｎ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Ｇ－ｓｐｏｔｂｙ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
ｗａｌｌ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ｎｎｏ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ｉｔｏｒｉ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ｓｐｏ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ｓｐｏｔ；Ｖａｇｉｎａ；Ｆｅｍａｌ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ｙ

　　女性性交时射液现象在东西方文化和医学记录中
均有描述［１］，直到 １９５０年 Ｅｒｎｓｔ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首次提及
在阴道前壁存在性敏感区域，在女性性高潮时，此敏感

区域被刺激后会出现女性尿道射液现象［２］。１９８１年
阴道前壁性敏感区被命名为 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点或 Ｇ点［３］，

将女性射液与 Ｇ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 Ｇ点存在
与否的行为学证据主要包括通过直接刺激寻找性敏感

部位以及刺激Ｇ点出现尿道射液的两个方面的研究。

１　直接刺激寻找性敏感部位

支持 Ｇ点的观点认为刺激 Ｇ点时诱发的性高潮
强度高于阴蒂性高潮［４，５］，阴道型性高潮一次足以获

得性满足，而阴蒂型则需重复多次［４］，类似于 Ｍａｓｔｅｒ

和Ｊｏｈｎｓｏｎ提出性高潮的 Ｃ型和 Ａ型性反应［６］，但引

发性高潮的机制尚不明确。Ｇ点在提出时认为可能是
由血管、尿道旁的腺体和腺管、终末神经和膀胱颈周围

组织共同组成的集合体［４］。在个例报道中刺激阴道前

壁Ｇ点部位可以出现局部外观胀大５０％，自我体验较
高程度的性唤起和高潮［７］。ＴｈａｂｅｔＳＭ在对１７５名妇
女的体格检查中，从阴道口到穹窿顺时针刺激阴道，结

果认为自身存在Ｇ点的妇女（前述８２３％）中６５９％
（整体样本的５４３％）在距尿道口１５～２５ｃｍ处出现
左侧或右侧的球样的组织膨隆，并且随着检查刺激膨

隆和肿胀更加明显。作者认为这些膨起的组织即为Ｇ
点的组织体［８］；ＢｅｖｅｒｌｙＷｈｉｐｐｌｅ等对健康妇女和脊髓
完全损伤患者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ｆＭＲＩ）进行中枢
神经系统观察，在对 Ｇ点区域进行手淫刺激后，出现
和阴蒂刺激或性幻想引发性高潮相同的激活脑

区［９，１０］；而对女性性唤起的药物临床试验中，使用前列

腺素Ｅ１乳膏涂抹在阴蒂和阴道前壁外１／３部位后，可
以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性唤起水平［１１］，效果优于单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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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蒂使用，也间接地提示阴道前壁Ｇ点的作用。
在Ｍａｓｔｅｒ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对性高潮的阴道观察中，仅

发现了阴道在性反应过程中的充血、渗出、阴道管腔外

１／３的缩小，并未观察阴道前壁出现局限区域的不同
外观变化［６］。在避免刺激阴蒂、对１２０名已经存在性
功能障碍的妇女进行阴道内外移动式按摩，探查阴道

不同部位对指诊的感受，结果发现刺激阴道前壁９６％
的妇女能够激发性愉悦感，而刺激其他部位则明显低

于前壁，分别为后壁３％、宫颈６％、侧壁２％；５％的妇
女出现同Ｅｒｎｓｔ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的描述类似的表现，在出现
性感觉前先出现尿意，这种局部刺激按摩对６４％的患
者起到了治疗作用［１２］；尽管认可了阴道前壁的性感受

功能，但作者否认阴道前壁远端和近端部位性感受功

能的差别，认为性感受区是整个阴道前壁而非某个特

定的点或区域，只要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对阴道的任

一部位进行轻柔刺激即可性唤起甚至达到性高潮［１２］；

在对４８例研究［１３］以及８９例的小样本研究［１４］中，尽管

在志愿者中通过刺激阴道前壁可达到性高潮，但两项

研究都认为只能说明阴道有性感受功能，但否认 Ｇ点
的存在。而 ＳｃｈｏｂｅｒＪＭ等在对５０名正常性活跃妇女
阴蒂及其周围组织的功能性调查中显示，阴蒂及其表

面的皮肤更加敏感，而阴道组织包括前壁远端组织 Ｇ
点区域的敏感性较阴蒂较低，因此作者认为阴蒂的功

能更加重要［１５］。

另外一些学者对直接刺激的研究方法提出质

疑［１６］，因为无论是阴道性交还是通过手指或其他器

具，在刺激Ｇ点时，很难单独对 Ｇ点刺激而不会偶然
地刺激到包括阴蒂在内的其他区域，因此认为 Ｇ点不
是存在于阴道，而是存在于女性的意识中，如同安慰剂

一样，并非本身有什么作用，而是期望有什么作用，因

此不应称为“Ｇ”点而应称为“Ｐ”点，即 Ｐｌａｃｅｂｏ的意
思［１６］。

２　射液的研究

通过体格检查和机械刺激不能对 Ｇ点存在与否
提供直接证据，另一对 Ｇ点存在与否的证据来自于对
尿道射液的研究。尽管尿道射液现象在东西方文化和

医学记录中均早有描述［１］，但曾认为射液来自于前庭

大腺［１７］。同Ｇ点的争论一样，射液也同样存在不同意
见。１９５０年Ｅｒｎｓｔ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首次直接观察到女性手
淫刺激阴道前壁达到性高潮时自尿道口喷出不具有尿

液特点的液体，且这一现象出现于性高潮而非性刺激

的初始阶段，因此也不具备阴道润滑的生理意义，由此

认为阴道前壁存在性敏感区，射液来自于沿尿道纵轴

走行的腺体［２］。对３００名妇女的问卷中，６％的女性回
答曾有过性高潮时喷出液体的现象［１８］。由于研究条

件所限，直至１９８２年 ＡｄｄｉｅｇｏＦ等首次对１例性高潮
射液女性的射液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前列腺酸性磷酸

酶含量达到男性精液水平，间接地支持女性前列腺的

说法，从而间接地支持 Ｇ点的存在［７］，其他的研究也

同样得出类似的结论［１９－２１］，但其研究方法因当时前列

腺酸性磷酸酶的检测受到质疑［２２］。其后在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ＤＣ等对１１例包括 ６例自述有射液现象女性的研究
中，通过刺激阴道前壁有４人出现性高潮，但与是否存
在尿道射液无关，并且对射液成分进行分析，未发现前

列腺酸性磷酸酶的升高，其他检测成分与尿液相同，因

此否认Ｇ点存在［２３］。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检测技术

和检测成分的进一步增加，最新的 Ｗｉｍｐ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Ｆ等
对２名存在射液现象女性射液成分的研究结果已经证
实，女性射液的确与尿液成分完全不同，前列腺特异抗

原（ＰＳＡ）、前列腺酸性磷酸酶、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
酶和葡萄糖的浓度在射液中高于尿液，而肌酐、尿素

氮、钾、钠、氯的浓度低于尿液，尤其是前列腺特异抗原

的浓度达到１０５ｎｇ／ｍｌ和２１３ｎｇ／ｍｌ，相当于在男性精
液中的水平［２４］。虽然关于射液的研究不多，但已有的

研究结果应可以证明射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不同于

尿液成分，未得出成分不同结论的研究可能与取样误

差有关。

由于射液现象被认为仅在 Ｇ点受到刺激达到性
高潮时才会出现，射液现象确实存在，因此支持 Ｇ点
存在的学者认为这一点说明 Ｇ点也确实存在。尽管
如此，射液只是作为间接证据，Ｇ点是否存在仍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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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性交过程对阴道内授精助孕效果的影响

郝天羽　王建业　刘晓雁　孙延庆

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３１

【摘　要】目的：对不孕不育因素为精液液化延迟且经一定时间中西药物治疗后液化状态无改善的患者，验证保留
性交过程条件下机械性抽打液化延迟精液并行阴道内授精助孕的临床效果。方法：具有精液液化延迟不育因素的８０对
夫妇被区分为保留性交过程组和非保留性交过程组，在排卵期分别由患者或由医务人员以同样方法实施机械性抽打液

化延迟精液并行阴道内授精，观察两组２个阴道内授精周期的妊娠率。结果：保留性交过程组和非保留性交过程组第１
周期阴道内授精周期的妊娠率分别为３００％和１７５％，第２周期的妊娠率分别为２５０％和９１％，差异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２个授精周期分别获得累计妊娠率４７５％和２５０％。结论：两组以简单的机械性抽打精液和阴道内授精方法，
初步显示了本机械性抽打精液方法的临床价值，保留性交过程组和非保留性交过程组在妊娠率上存在显著差异，提示性

生活过程介入对阴道内授精助孕效果 存在一定影响。

【关键词】精液液化延迟；性交；男性不育；人工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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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液液化延迟为重要的男性不育因素之一，发病
率逐年上升。该症临床治疗包括中西药物治疗、局部

外用药物治疗、物理疗法和辅助生殖技术等。但这些

治疗尚存在治疗期长、疗效不确定、药物安全隐患以及

非自然受孕心理压力等一系列不足。临床对液化延迟

的精液标本早已存在着机械性处理方法———机械性抽

打或震荡而促进其液化，据此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在保留

夫妻性交过程的条件下患者自行精液抽打并实施阴道

内授精的助孕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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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及分组
对象来自于我院辅助生殖科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

年１月就诊并符合以下条件者：（１）夫妻同居一处、性
生活正常并计划受孕６个月以上未孕，双方过去病史
及家族史回顾无异常，无有害环境及毒物接触史，无接

受辅助生殖技术史，本院体格检查、常规检验及辅助检

查无异常发现；（２）男方有至少６个月在县、市、省级
医院因精液液化延迟接受中西药物治疗，女方至少２
个月经周期接受超声监测或尿排卵试条监测排卵、指

导受孕而未孕史，精液检查符合以下条件：于我院至少

连续２次精液常规检查证实为液化延迟，精子密度≥
１０×１０６／ｍｌ，直线运动精子≥２５％，或直线快速运动精
子≥１５％，头部正常形态精子≥２０％，至少２次精液标
本由我科检验人员实施机械性抽打作用后肉眼观察判

断为液化（依据 ＷＨＯ第五版标准［１］）；（３）女方月经
规律正常，周期２８～３２ｄ，妇科常规体检和盆腔超声检
查无异常，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无异常。

符合上述条件者共８０对夫妇，随机分为保留性交
过程组（性交组）和非保留性交过程组（非性交组）两

组，各４０对夫妇。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阴道超声监测排卵　女方均行阴道超声

监测卵泡发育及排卵，性交组在预计排卵期于家中安

排２晚共２次性生活，每次性生活采取体外排精并自
行阴道内授精；非性交组于预计排卵期在医院安排２
天共２次取精并行阴道内授精２次，两组于第２次阴
道内授精后的次日下午行阴道超声检查，如证实发生

排卵，则本次授精确定为有效，否则为无效。两组每对

夫妇均给予为期２个月经周期的阴道内授精。
１２２　精液处理器具　本研究设计的一次性精

液液化自处理器具（采用无菌处理及包装）包括体外

取精杯、精液吹打管和精液注入管。体外取精杯为现

今医院内取精所普遍使用的有盖广口杯，精液抽打管

为现今精液检验所普遍使用的、前段具有细管（长度

３ｃｍ，内径０１ｃｍ）的移液管，精液注入管为现今精液
检验所普遍使用的、前端具有圆锥状收口（内径

０５ｃｍ）的移液管，两管均为医用塑料材质。
１２３　精液抽打与授精　性交组患者在家中采

用体外排精方式进行性生活，所取精液由患者本人实

施抽打后再由其实施阴道内授精；非性交组患者在医

院取精室取精，精液由我科检验人员实施抽打后送交

医生实施阴道内授精。两组使用同样的精液处理器

具，抽打方法相同，即将精液全部射入广口杯内，用精

液抽打管反复将杯内精液吸入和排出，实施机械性抽

打作用，边抽打边轻摇广口杯判断其内精液液化状态，

至少抽打５次，最多抽打１０次。两组阴道内授精方法
相同，即用精液注入管由广口杯内吸取精液，以该管前

端圆锥状的收口探入到阴道内（探入深度约５～７ｃｍ），
手法挤压精液注入管的吸球端而将管内精液注入到阴

道内。

１２４　液化判断标准　依据 ＷＨＯ标准（第五
版）［１］肉眼观察判断标准实施判断，即持广口杯轻摇

并观察，如杯内精液随杯摇动而呈自然流动状态，则表

明达到液化良好；如杯内精液呈胶冻状，随杯摇动不能

流动，或流动甚缓，则判断为不液化。

１２５　随访　两组于第２次阴道内授精后第１４
天行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检测，对检测
阳性（生化妊娠）者于停经４５～５０ｄ行首次超声检查，
妊娠１６周再次超声检查随访。记录性交组每对夫妇
对完成精液自处理和阴道内授精的主观评价。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１１０版本，ＳＰＳＳＩｎｃ）对数

据资料进行χ２检验，设定统计结果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显著性。

２　结　　果

全部研究对象不孕史８～３０个月，平均为１１３个
月，男方年龄２３～３７岁，平均２８５岁，女方年龄２２～
３２岁，平均２４７岁，就诊前曾有６～２７个月（平均８６
个月）累计接受中医药治疗史，来我院就诊前曾有２～
６个月经周期（平均３３个周期）接受监测排卵并指导
受孕而未孕史。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不育时间以及

曾接受中西医药物治疗时间及监测排卵指导受孕次数

等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两组实施操作的人员均能够顺利实施精液抽打、

判断和实施阴道内授精，授精操作均未发生失误，也未

引起女方明显的不良反应或不适。两组抽打次数均在

５～１０次，操作时间均在６０ｓ内，抽打处理后均判断为
精液呈液化状态，阴道内授精操作时间均在６０ｓ内。

性交组和非性交组第１个阴道内授精周期的妊娠
例数分别为 １２例（妊娠率 ３００％）和 ７例（妊娠率
１７５％），第２个阴道内授精周期的妊娠例数分别为７
例（妊娠率２５０％）和３例（妊娠率９１％），两组两个
阴道内授精周期的累计妊娠例数分别为１９例（累计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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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率４７５％）和１０例（累计妊娠率２５０％）。以上两
组妊娠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第一、二授精周期妊娠情况比较

组别 ｎ
第一授精周期

妊娠例数 妊娠率（％）

第二授精周期

妊娠例数 妊娠率（％）

性交组 ４０ １２ ３０ ７ ２５

非性交组 ４０ ７ １７．５ ３ ９．１

性交组和非性交组各１例早孕胚胎停育，非性交
组有１例异位妊娠；随访两组妊娠者至妊娠１６周，均
为单胎正常妊娠。

３　讨　　论

１９５４年Ｂｕｎｇｅ首先提出部分不育男性是由于精
液液化延迟所致，迄今精液液化延迟已经成为重要的

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根据 ＷＨＯ定义：新采集的精
液标本在室温（２５℃）６０ｍｉｎ内发生精液液化，若超过
６０ｍｉｎ仍未液化，则称为精液液化延迟症［１］。国外报

道男性不育患者中精液迟缓液化为唯一指标者占

１１８％，国内报道占７％ ～９％［２］。迄今临床上对原因

不明的精液液化延迟的治疗可归纳如下：（１）药物口
服或注射治疗：如复合蛋白锌制剂和维生素 Ｃ等口服
有一定疗效 ［３］，糜蛋白酶、玻璃质酸酶肌肉注射和尿

激酶静脉注射也有一定疗效［４］。（２）局部外用药治
疗：包括多种酶类制剂阴道用药治疗，常用药物有糜蛋

白酶（栓剂和混悬液），但该方法尚存在酶制剂对精子

活力及活率影响、有可能造成精子膜损伤以及实际妊

娠率较低等缺点 ［５，６］。（３）中医药治疗：中医药治疗
包括了活血化瘀、清热利湿类、养阴消食、温肾填精等

类药物的应用［５，６］。（４）物理疗法：包括如下：① 在液
化延迟的精液中加入糜蛋白酶 或透明质酸酶混匀并

充分液化后行阴道内人工授精［６］；② 对液化延迟并伴
粘稠度高的精液标本，以装有１８或１９号针头的注射
器对标本进行反复抽打３～５次，可促进液化并降低粘
稠度后行阴道内人工授精［７］；③ 精子洗涤优选后行宫
腔内人工授精［８］。

在家庭实施抽打和授精，可能会遇到较低室温环

境对排出体外精液温度的影响，我们对之进行了前期

实验，共取 ２０份液化延迟的精液标本（２～４ｍｌ）在
３７℃环境温度下实施热平衡，以电子温度计测试标本
达到３７℃后，将之移至４℃环境温度下并于４℃热平衡
的容器内实施机械性抽打作用，以电子温度计分次测

试标本温度下降情况，在１ｍｉｎ、３ｍｉｎ和６ｍｉｎ时标本温
度分别为３３２℃ ～３５３℃、２８４℃ ～３１６℃和２０６℃
～２２１℃。性交组进行精液操作的时间若 ＜２ｍｉｎ，可
认为较低室温环境对精液温度影响不明显。

对性交组４０对夫妇的调查显示：在可接受性方
面，８７５％（３５／４０）的夫妇感到本助孕方法伴随了近
乎自然的性生活过程，无显著的心理压力，可以接受，

没有明显影响性交的愉悦性；１２５％（５／４０）的夫妇感
到过程不自然，对性交的愉悦性有不同程度影响；在实

施精液抽打、判断和实施阴道内授精操作方面，均认为

操作便捷易于掌握，能够熟练进行，无操作失误发生；

在经济性方面，均认为本助孕方式具有居家实施的便

捷舒适性，无费用支出压力，乐于接受。

精液液化延迟是男性不育的常见病因之一，发病

率呈逐年增高趋势，国内精液液化延迟的中医药治疗

不仅是有历史传统，而且是普遍开展的。迄今中医药

治疗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临床上经较长时间中医药治

疗而无效者占相当大的比例，精液液化延迟患者大多

无特殊不适，临床上通常表现为无证可辨，以致在辨证

分型及方药上各具特色，并存在疗效评定未能标准化、

缺乏统计学分析、无客观量化指标衡量疗效以及缺乏

应用现代药理实验手段筛选重复性高、疗效肯定方药

等不足［７］。此外，精液液化延迟的中医药治疗通常治

疗时间长、花费大且疗效不确定，致使许多不孕不育患

者延误了最佳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时机。本研究对象

特定为不孕不育因素为精液液化延迟（无严重少精、弱

精和畸精症）且经一定时间中西药物治疗后液化状态

无改善的患者，性交组和非性交组以简单的机械抽打

和阴道内授精方法经２个阴道内授精周期分别获得累
计妊娠率４７５％和２５０％，初步显示了本助孕方法的
临床价值，同时也提出了针对该类患者应如何把握中

西药物治疗和如何适时施行辅助生殖技术这一值得探

讨的问题。

常规开展的辅助生殖技术均是在医院由技术人员

主导实施的，且在此过程中忽略或摒弃性生活这一生

殖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介入。本研究设计了性交组与非

性交组的比较，其中性交组的助孕方法的优点在于：

（１）助孕过程中保留了性生活基本过程，也保留了精
液进入女性生殖道的自然生理性；（２）避免了现今的
药物治疗仅以在医院进行的精液检查作为效果的判断

模式，而是以实际注入阴道内的精液液化状态作为效

果的判断模式；（３）技术操作均适宜于患者掌握实施；
（下转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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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精管吻合术后输精管复通的影响因素

胥玉梅　陶国振　孙　林　于　玲　宋　燕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优生技术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摘　要】目的：探讨输精管吻合术后输精管复通的影响因素。方法：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了解输精管吻合术后输精
管复通的影响因素。结果：１、患者结扎术与吻合术的间隔时间越短，吻合效果越好。２、不同的手术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
输精管吻合术结果，支架的使用能够提高输精管吻合复通率，但自运用好显微外科技术进行输精管吻合术后，支架的使

用减少。３、手术医生的技术熟练程度对输精管吻合复通起着关键性作用。４、结扎术后精液囊肿及精子肉芽肿的出现会
影响输精管的复通率。结论：输精管吻合术是一种精细化的重建术，术后输精管的复通与患者结扎术与吻合术的间隔时

间、吻合术的技术因素、手术医生的技术熟练程度等因素相关。

【关键词】输精管吻合术；复通；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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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ｓｋｉｌｌ，ａｎｄｓｏ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ａｓｅｃｔｏｍ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输精管绝育术后如遇意外需要再育时，或术后并
发症经非手术治疗无效，都要行输精管吻合术。输精

管吻合术是一种精细化的重建术，目前有常规输精管

吻合法和显微输精管吻合法。常规吻合方法简单，易

于掌握，但手术复通率较低。显微吻合可使输精管各

层对合整齐，手术复通率明显高于常规输精管吻合法。

输精管吻合术是否复通成功的判定以精液中精子的重

现数量、活动力、形态、精液量等作为标准。

影响输精管吻合术后复通的因素很多，综述如下。

１　患者结扎术与吻合术的间隔时间

一般来说，间隔时间越短，吻合效果越好。Ｄｏｈｌｅ
ＧＲ等人［１］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间行输精管显微吻合术
２１７例，生育恢复率达７７％，有４２％夫妇在一年内妊
娠。观察发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阻塞时间，阻塞时

间＜５年时复通率８９％，＞１５年者为６２％，相应妊娠率
为５６％和２１％。ＢｕｓａｔｏＷＦＪｒ［２］对２９例行单层输精管
吻合术患者观察７年，平均复通率、妊娠率、出生率分别
为７５％、４１７％、２９％。阻塞时间＜１０年者复通率、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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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９２３％、３８５％，阻塞时间＞１０年者复通率、妊娠率
为６３６％、４５４％，两组结果差异显著。ＨｏＫＬ等人［３］

观察输精管显微吻合术４２例（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３
月），发现阻塞时间少于３年复通率为１００％，３～８年
９４％，９～１４年６９％，１５年以上６７％。

卢泰等人［４］有对输精管结扎对大鼠曲细精管生精

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结扎后不

同时期组与同期假手术组比较，生精细胞凋亡数前者

均高于后者（Ｐ＜００５），证明输精管结扎会导致大鼠
曲细精管生精细胞凋亡数增加。陈厚富［５］则发现输精

管结扎阻断后，附睾由精子成熟和贮存的场所转变成

为精子处理场所，导致附睾上皮转运机制、血附睾屏障

通透性及附睾管内液流速度改变，从而影响了精子功

能成熟期赖以生存的微环境，进而使附睾的功能发生

了改变，影响了精液质量。输精管阻塞时间越长，附

睾微环境遭受的破坏和附睾功能所受的损害就会越严

重，吻合术后的精液检查就会出现明显异常，从而影响

输精管吻合复通率。

２　吻合术的技术因素

２１　不同的手术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输精管吻
合术结果

常规输精管吻合法和显微输精管吻合法输精管复

通率不同。ＪｅｅＳＨ等人［６］将５０例阻塞性无精子症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显微吻合组，第二组为直视

下吻合组，两组的手术时间和复通率均有显著差异：第

一组平均手术时间（７８３±５７）分钟，第二组（１０６４
±１０３）分钟；两组的复通率分别为９６％和 ７２％。
传统概念上的输精管吻合术要求精确的黏膜层对

合，标准的双层显微吻合技术需要在每一层多针缝合，

提高了手术难度。于是单层输精管吻合、改良缝合技

术屡被尝试，但是不同层次缝合技术的输精管复通率

未见明显差异。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Ｇ［７］通过问卷调查对双层
吻合技术与单层吻合技术进行了比较：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间行显微吻合术患者１４１例，术中采用１０×０聚丙烯
缝线双层缝合，问卷发放 ９０／１４１，回应率 ６３／９０
（７０％），平均阻塞时间 ９５年，复通率 ８６％，出生率
２４％，未出现中、重度并发症。搜集以往病例中，采用
７×０聚丙烯缝线单层吻合技术的６４例患者，平均阻
塞时间６９年，单层吻合复通率８７％，妊娠率为４８％。
两种缝合方法的复通率没有差异，提示单层输精管吻

合与双层输精管吻合技术的输精管复通率差异不明

显。ＥｌｚａｎａｔｙＳ等人［８］的研究也发现单层输精管吻合

与双层输精管吻合复通率相似。

ＫｕｍａｒＲ等人［９］描述的是一种符合输精管结构原

理的双层缝合技术，在技术难度降低的同时提高了复通

率：在５点、７点处用８－０尼龙缝合线缝合黏－肌层，然
后，１０－０尼龙缝合线依次在黏膜层的３点、６点、９点和
１２点处缝合打结，另加２针在黏－肌层的１点和１１点
处，完成输精管的吻合。平均手术时间每例患者９０分
钟，首次精液检查均见精子，未见手术并发症。

张萌等人［１０］选取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之间行双线悬吊
法输精管吻合术的６２名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术后
复查精液常规的结果，并长期随访其生育情况，结果有

５１例患者获得了随访，其中４６例在术后１年之内复
查精液分析查见精液，复通率 ９０２％。研究结果提
示：双线悬吊法行输精管吻合术效果可靠，操作简便，

手术时间短，可以推广采用。

２２　支架的使用对输精管吻合复通率的影响
输精管的管腔只有０５毫米左右，吻合过程中可

能出现吻合口狭窄、对接不准的情况。为了克服这一

困难，医生们在管腔内放置支架，以确保输精管接通，

取得了良好疗效。常用的支架为羊肠线、尼龙线、母体

乐ＩＵＤ尾丝、硬膜外麻醉导管等等。
ＶｒｉｊｈｏｆＥＪ等人［１１］通过动物实验评价一种新型不

可吸收尼龙支架在输精管吻合中的使用。实验发现：

在兔子输精管放入支架，透壁组织细胞或嗜酸性反应

的发生为２／１３（１５％），伴随上皮细胞萎缩。支架管
腔组织切面显示通畅，纤维缝合处显示部分阻塞者为

５／１３（３８％），伴有淋巴细胞和组织细胞透壁侵润，其
余皆为通畅。术后精子总数，支架组显著高于非支架

组（Ｐ＝００５），精子动力没有差别（Ｐ＝００５７）。新式
支架的使用与传统单层纤维缝合相比，可以明显提高

复通率，有效预防输精管吻合处的管腔狭窄。

丁进学［１２］于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采用马尾支架法和包
埋吻合口行输精管复通术１６例，取得较好的效果。所
有受术者在术后３～６月复查精液，其中精子密度≥２０
×１０９／ｍｌ有１３例，２例 ＜２０×１０９／ｍｌ。术后有１５例
配偶妊娠，其中６～１２个月妊娠６例，１～３年妊娠８
例，３年以上妊娠１例。刘武荣［１３］则采用单切口针灸

针支架法为３１例输精管绝育术后需要再通者施行了
吻合术，术毕拔除支架，２９例已证实再通。证明该法
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成功率高，不需特殊设备，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吻合方法。赵云鹏等人［１４］自２００１年６
月～２００７年６月，用硬膜外麻醉导管作支架，在直视
下为１０例患者作输精管吻合术，患者输精管吻合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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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结扎术时间平均 ６４８１个月，手术２周后拔除硬
膜外麻醉导管。随访结果：有９例妻子生育，１例妻子
怀孕２个月，复通率１００％，妊娠率１００％。李永廉等
人［１５］采用显微外科技术针头临时支架固定法行输精

管吻合术４２例，术后再通率８５７％。认为应用显微
外科技术针头临时支架法行输精管吻合术，可有助于

提高输精管再通率复育率。

但是，也有人认为支架的使用与否对复通率没有

影响，范洪志等人［１６］将输精管梗阻患者２６０例分为支
架组和无支架组，每组１３０人，术后观察结果显示：无
支架组复通时间及复孕时间明显短于有支架组（Ｐ＜
０００５）。另外，输精管管腔内用支架作支撑物数日后拔
出，对组织有刺激作用，可能造成局部组织增生；在拔出

支撑物时输精管壁针眼可漏出精子，甚至形成精子肉芽

肿，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输精管再次阻塞。因此自运用

显微外科技术进行输精管吻合术后，由于显微镜下视野

清晰，黏膜能很好对合，缝合技术日趋完善，输精管吻合

术的成功率不断提高，所以支架的使用减少，只在某些

输精管管腔极细、对合困难的情况下使用。

２３　手术医生的技术熟练程度起着关键性作用
ＢｕｓａｔｏＷＦＪｒ［２］对 ２９例患者行单层输精管吻合

术，观察后发现：一位泌尿科医生手术复通率、妊娠率

为８７５％、５０％，而一位普通外科医生的手术复通率、
妊娠率５０％、２５％（ｐ＜００５）。ＥｌｚａｎａｔｙＳ［８］也认为复
通率与手术医生手术频率相关，手术医生每年手术最

少１０次方能保证手术良好的结果。
自２１世纪初机械手臂开始用于显微手术，目前，

已经扩展至男性不育症治疗，与普通显微手术相比，能

够缩短手术时间，提高输精管吻合术复通率［１７］。

ＰａｒｅｋａｔｔｉｌＳＪ等人［１８］在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９年７月间对
２０例患者进行了机器人辅助下输精管显微吻合术，另
外７例由临床医生手术，用１０－０和９－０线进行３层
缝合，手术时间分别为 １０９分钟和 １２８分钟（Ｐ＝
００９）。术后２个月随访发现，两组的平均精子计数分
别为５４×１０９／ｍｌ和１１×１０９／ｍｌ（ｐ＝００４）。证明机器
人辅助下输精管吻合术能够明显缩短手术时间，并能在

早期精液检查中有效提高精子计数，以提高复通率。

３　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临床研究表明，结扎术后精液囊肿是否出现与吻

合术效果有关［１９］。精液囊肿表现为结扎部位为无痛

性囊性肿物，挤压囊肿时，附睾、睾丸无胀痛，表明术后

近睾端输精管末端所形成的精液囊肿与近睾端输精管

管腔是一有机的整体，输精管结扎术后，附睾液急性梗

阻时，附睾尚未形成内吸收平衡机制，成为附睾液排泄

的缓冲腔 ［２０］。发生精液囊肿后，可减低输精管、附睾

和睾丸内的压力，从而减少对睾丸的损伤，这样，吻合

术后精子形态大多数正常，所以手术成功率也较高。

而未发生精液囊肿的人则相反，正常精子较少，即使达

到准确的吻合，也往往仍无生育力。

精子肉芽肿是睾丸、附睾或输精管受到外伤、手

术、炎症及性活动的刺激，内腔的表层细胞及基膜被破

坏，使管腔内的精子钻进管壁的深层，引起非细菌性的

炎症，继而形成疤痕，致使输精管道阻塞而逐渐形成的

小肿物。ＨｉｎｚＳ等人［２１］观察了３５１例输精管吻合术
患者，发现精子肉芽肿的出现与复通有关（Ｐ＝
００２９），与生育率无关（Ｐ＝０８８１）。ＢｏｌｄｕｃＳ［２２］、
ＨｓｉａｏＷ［２３］等人的研究结果均提示精子肉芽肿的出现
会影响输精管的复通率。

输精管结扎位置与输精管吻合术后复通可能有

关。陈厚富［５］报道结扎结节距附睾２５ｃｍ以上者在
生育组所占比例（８８９％）明显高于未育组（４６９％），
两者比较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分析原因可能
有：①近睾端输精管弯曲，且管壁较薄、管腔较小，与远
睾端输精管对合较差，术后易形成吻合口狭窄或吻合

口漏，从而影响术后效果。②结扎位置离附睾越近，缓
冲余地就越小，附睾内压力就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这一

环境的改变，造成附睾不可逆损害增大，影响附睾的浓

缩和分泌功能。因此，他主张高位结扎，充分缓冲余

地。以提高吻合术后复通率。但是 ＰａｔｅｌＳＲ等人［２４］

研究双侧输精管直段吻合４２例和迂曲吻合６４例，发
现：两组平均阻塞时间７７年和８６年，两组的复通率
分别为９８１％和９７３％，没有明显差异。结扎部位对
输精管吻合术复通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影响输精管吻合成功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患者的

体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瘢痕体质者输精管吻合术

后再次阻塞的可能性大；如手术时输精管周围组织创

伤大小、输精管本身创伤大小，也是影响输精管复通的

重要因素等等。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及其机制尚需进

一步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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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页）
（４）除可能接触到阴道内物质外，几乎无其它外界环
境物质对精液污染；（５）本助孕方法不存在伦理学问
题。本研究性交组与非性交组在第１、２阴道内授精
周期的妊娠率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分析尚不能排除

样本数量少且可能存在其它影响因素，但提示性生

活过程介入对阴道内授精结局存在一定影响，值得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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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后对青年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冼健元 莫宗铭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外科，广西 钦州 ５３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患者进行术后随访，探讨青年男子低位直肠癌
保肛手术对术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对我院６２例符合保肛手术的年轻男性患者进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ＰＡＮＰ）的低
位全直肠系膜切除（ＴＭＥ）手术，与实施ＴＭＥ手术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５６例患者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两组患者的勃起
性功能和射精功能。结果：术后勃起功能比较，观察组正常勃起患者４４例，对照组正常勃起２４例，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术后射精功能比较，观察组正常射精患者４０例，对照组正常勃起２０例，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保肛手术对低位直肠癌患者的性功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利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直肠癌；保肛手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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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４４ｃａｓｅｓｃａｎｂ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２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０ｃａｓｅｓｈａｖ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２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
ｈａｓ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直肠癌作为胃肠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
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以男性患者居多。对于这个庞

大的患者群，性功能障碍作为直肠癌根治术术后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威胁着广大男性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导致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很多，如手术方法、患

者年龄、精神心理因素等［１］。临床研究发现，自主神经

损害是造成术后生殖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我院对此

展开深入调查研究［２］并以此为依据，对我院收治的青

年低位直肠癌男性患者进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全直

肠切除的保肛手术，探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保肛手

术对男性直肠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响。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资料主要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青

年（１６～４４岁）低位直肠癌患者１１８例，资料来源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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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收治的ＴＭＥ的无性功能障碍的男
性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行

ＴＭＥ＋ＰＡＮＰ（观察组，６２例）及 ＴＭＥ手术（对照组５６
例）。各组术前均无排尿障碍、性功能障碍及各种慢性

疾病，对照组为未行ＰＡＮＰ的直肠癌根治病人，且在年
龄、发病部位、病理分期上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方　法
观察组患者主要进行 ＰＡＮＰ的 ＴＭＥ手术，对照组

患者主要进行ＴＭＥ手术，具体方法参照《腹部外科新
手术》［３］。

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记录患者的性功能情

况；对患者术后性功能进行功能评估，包括勃起功能评

估和射精功能评估。勃起功能分为三级：Ⅰ级为勃起
功能正常，即能够完全勃起，与术前无差别；Ⅱ级为勃
起功能下降，患者出现不同程度勃起功能下降，与术前

比较勃起硬度下降；Ⅲ级为完全无勃起，即勃起功能丧
失。射精功能也分为三级：Ⅰ级为射精功能正常，射精
量正常或减少：Ⅱ级是有射精功能障碍，出现逆行射

精：Ⅲ级是完全无射精。以出现勃起功能和／或射精功
能Ⅱ、Ⅲ级症状之一者作为发生性功能障碍标准，对各
手术组直肠癌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术后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比较：观察组４４例患者
勃起功能正常，占总患者数的７０９７％；出现勃起障碍的
患者共１８例，Ⅱ级１２例占总患者数的１９３５％，Ⅲ级６例
占总患者数的９６８％。对照组２４例患者勃起功能正
常，占总患者数的４２８６％；出现勃起障碍的患者共３２
例，Ⅱ级２０例占总患者数的３５７１％，Ⅲ级１２例占总患者
数的２１４３％。两组患者的术后勃起正常率比较，观察
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术后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比较

组别 总例数
勃起功能

Ⅰ级 Ⅱ级 Ⅲ级
χ２ Ｐ

观察组 ６２ ４４（７０．９７％） １２（１９．３５％） ６（９．６８％）

对照组 ５６ ２４（４２．８６％） ２０（３５．７１％） １２（２１．４３）
４．７６１ ０．０２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

　　术后两组患者的射精功能比较：观察组４０例患者
射精功能正常，占总患者数的６４５２％；出现射精障碍的
患者共２２例，Ⅱ级１６例占总患者数的２５８０％，Ⅲ级６例
占总患者数的９６８％。对照组２０例患者射精功能正

常，占总患者数的３５７１％；出现射精障碍的患者共３６
例，Ⅱ级２０例占总患者数的３５７１％，Ⅲ级１６例占总患者
数的２８５８％。两组患者的术后射精正常率比较，观察
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２。

表２　术后两组患者的射精功能比较

组别 总例数
勃起功能

Ⅰ级 Ⅱ级 Ⅲ级
χ２ Ｐ

观察组 ６２ ２０（６４．５２％） ８（２５．８０％） ３（９．６８％）

对照组 ５６ １０（３５．７１％） １０（３５．７１％） ８（２８．５８％）
４．８８３ ０．０２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

３　讨　　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得到了飞速的

发展，直肠癌手术的生存率大大提高，直肠癌患者的术

后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本次观察中发现，

两组患者的术后生存率和局部复发率没有差异，但由

于癌症病发位置的特殊性，尽管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

但仍旧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尤其是年轻患者对术后

生活质量的要求，是对临床医生的挑战。国内外已有

（下转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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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分娩期盆底肌肉损伤与产后性问题

田聚群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体育教研室，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从性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的形成机制分析，部分女性在产后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现象是
正常的。并据此推测：在孕期和产后，如果男性和女性在停止性行为的时间上保持同步，将有相当一部分男性也会产生

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现象。停止性行为的时间决定着个体是否会出现性欲降低的现象。

【关键词】盆底肌肉锻炼；性行为；性欲降低；性功能障碍；产后；孕期；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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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ｗｏｍｅｎｉ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ａｐｐｅａｒ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ｆａｎｔａｓ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ｉｆ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ａｒ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ｔ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ｑｕｉｔｅａｆｅｗｍｅｎ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ｆａｎｔａｓ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ｈａｌ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１　性欲降低与性幻想能力降低

１１　性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
性行为依赖是骨骼肌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按

照某种规律性模式进行了足够长时间的性行为以后，

个体就会对此种性行为模式产生适应，这时如果改变

性行为方式或频率等方面的特征，将会使个体在生理

或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症状，如果没有外部或

内部强烈动机的驱使，个体会倾向于继续按照改变前

的模式进行性行为，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性行为依

赖［１］。

性幻想依赖是神经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日常

生活中个体会不断地接触并学习与性行为相关的各种

信息，当与性行为相关的信息积累到一定数量并已经

在大脑中形成长时记忆后，这时如果中断个体接触性

行为信息的各种外部媒介，在大脑内部个体将会按照

已经适应的模式产生与性行为相关的各种幻想，并且

在心理上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症状，促使个体产

生创造条件维持已经形成的接触性行为相关信息模式

的想法，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性幻想依赖［２］。

性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具有相同的调整周期，

当完全中止性行为或性幻想时，大体而言，在第１～１０
周，特别是在第１～６周，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
赖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第１１～２０周，个体对性行为或
性幻想的依赖逐渐降低；从第２１周开始，个体对性行
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基本消失或维持在很低的水平，１２
个月以后，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完全消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社会文化通常预先

假设一个人对性行为的依赖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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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性行为的时间越长，对性行为的压抑水平越高，个体

对性行为的渴望也越强；当一个人对性行为的依赖程

度较低时，说明此人患了“性欲降低”或“性功能障碍”

等的疾病，需要进行医学治疗。对上述现象的描述仅

仅大体适用于在个体停止性行为后的第１～６周（或第
１～１０周）这一时间段。一旦超出了此时间段，发生的
实际情况与这一理论推测之间将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更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正常的性行为依赖程度降低现象

当作一种医学疾病来治疗。

１２　盆底肌损伤后治疗期间的性欲降低问题
当个体已经对性行为产生依赖后，由于停止性行

为会使个体的身体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症状，在

性行为渴望的驱使下，个体会倾向于继续按照已经形

成的性行为习惯进行性行为。因此，没有外部或内部

强烈动机的驱使，个体一般不会主动停止性行为。然

而，当个体由于性行为频率过多而发生盆底肌肉慢性

损伤时，这时如果继续进行性行为，那么盆腔疼痛程度

将会加剧，大便、小便等不适症状也会加剧，个体的生

活质量将会受到严重干扰，直至最后盆底肌肉功能完

全丧失。这时，为了使受伤的盆底肌肉功能完全恢复，

个体就不得不完全停止性行为６个月时间。在这一强
烈动机的驱使下，如上所述，个体会体验到性行为或性

幻想依赖程度分阶段逐渐降低的感觉，等到盆底肌肉

功能完全恢复时，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基本

消失或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和医学

观念中，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程度降低被认

为是患了“性欲降低”或“性功能障碍”等疾病。另外，

我们也不能由此推断：盆底肌肉损伤会导致个体性欲

低下或者性行为依赖程度降低。它们之间只是相关关

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导致个体性欲低下或性行为依

赖程度降低的真正原因是个体停止性行为的时间长

短。

２　孕期和产后的性问题

２１　妊娠和分娩对盆底肌肉的损伤
妊娠期是女性所处的一段特殊的生理时期，在１０

个月左右的妊娠期内，随着子宫体积和质量逐渐增加，

子宫在盆腔内的位置逐渐变垂直，到妊娠晚期子宫几

乎变成一个垂直器官，越来越大的压力直接施加于盆

底支持组织。随着承受负荷的不断增加，相关的盆底

肌肉产生适应性变化，部分肌纤维发生微细损伤，从而

使周围的卫星细胞被激活，一段时间后盆底肌肉体积

增大功能增强。部分肌纤维因为损伤或使用减少而发

生萎缩。但妊娠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盆底受压迫

或牵拉的损伤不同于病理性的神经疾病或肌强直性疾

病，如果不断增加的负荷没有超出盆底肌肉的承受范

围，那么在妊娠期所产生的适应性变化将会在产后的

某一个时期恢复。同时，妊娠期胎盘激素的作用使盆

底韧带胶原溶解增加，韧带松弛，同时阴道膜的膨胀性

增加，这些改变使产道在分娩过程中易于进一步扩张，

但宫颈环受到的合力增大，作用于生殖裂孔，使盆腔器

官下移［３～６］。

阴道分娩时，由于胎先露下降压迫，使得宫颈、阴

道扩张，阴道周围肌肉及筋膜也不可避免地受牵拉或

断裂，导致不同程度的损伤。阴道分娩可引起骨盆底

神经肌肉损害和（或）耻骨宫颈筋膜撕裂损伤，包括神

经压迫与牵拉，筋膜断裂与拉长等。近年来，许多学者

发现并证实了妊娠本身对盆底也有直接的损伤作用。

有文献报道，妊娠期约 ２３％ ～６７％的妇女发生尿失
禁，分娩后会减少至６％～２９％。研究表明，分娩能够
损伤盆底肌肉，造成泌尿生殖道的支持组织损伤，并

和产后尿失禁发病相关，可能与支配盆底的肌肉和尿

道括约肌受机械性损伤有关［４，７～９］。

关于分娩方式对盆底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多，多数

认同阴道分娩是导致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的高危因素，阴道分娩尤其是
难产将不同程度地损伤盆底支持组织（韧带、筋膜、肌

肉及神经），极易导致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
ｌａｐｓｅ，ＰＯＰ）、女性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ＳＵＩ）和粪失禁（ｆｅｃａｌ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ＦＩ），并与阴
道分娩次数呈正相关［７］。

如果不考虑在妊娠期和分娩过程中的其它因素，

仅从骨骼肌的适应机制角度考虑，在妊娠期内，相关的

盆底肌肉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不断增加并微细损伤，周

围的卫星细胞被激活，盆底肌肉的生物学适应过程开

始。卫星细胞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产生阶段性的盆腔

疼痛现象，所获得的张力也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阴

道分娩过程中，由于子宫收缩和宫颈、阴道扩张等因

素，相关的盆底肌肉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或微细损

伤，分娩结束后，损伤的盆底肌肉开始生物学适应。由

于存在延迟性肌肉酸痛的机制，在阴道分娩后的第１
周，个体会产生剧烈的盆腔疼痛现象，随后疼痛程度明

显缓解。另外，分娩结束也意味着在妊娠期内处于生

物学适应过程中的盆底肌肉所承受的压力负荷突然大

幅度减轻，从而使相关的盆底肌肉产生费用性萎缩，生

物学适应过程再次开始。那些只在妊娠期或产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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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月内出现的盆腔器官脱垂（ＰＯＰ）、压力性尿失禁
（ＳＵＩ）和粪失禁（ＦＩ）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ＦＤ），
很可能是由于相关盆底肌肉在受到压力负荷后所产生

的生物学适应现象，当压力负荷减少或消失后，盆底肌

肉在新的负荷环境中开始重新适应，一段时间后，所出

现的不适症状消失，盆底肌肉功能恢复正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关于盆腔疼痛的研

究结果中，我们常常忽略盆底肌肉发生微细损伤（或安

全损伤）和损伤（或真正损伤）之间的症状差异，从而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的判断。不管是发生微细损伤

还是损伤，它们都可以使相关的盆底肌肉产生一种无

菌性炎症，并感觉到剧烈的盆腔疼痛，在特定时期内盆

底肌肉功能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异常状况，例如大便、小

便出现刺激性症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物学适

应后，发生微细损伤（或安全损伤）的盆底肌肉功能会

提高，其横截面积会增大，盆腔疼痛出现阶段性的缓解

直至完全消失，而且，在盆腔疼痛的同时个体还可以一

直保持盆底肌肉的正常功能；而发生损伤（或真正损

伤）的盆底肌肉功能会逐渐下降直至完全消失，盆腔疼

痛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加，而且，在盆腔疼痛的同时个体

不能保持盆底肌肉的正常功能。不管是发生盆底肌肉

的微细损伤还是损伤，其生物学适应过程都离不开卫

星细胞的参与。但是，应该采取的治疗原则与措施却

存在巨大差异，当发生微细损伤时，个体还可以继续保

持对盆底肌肉施加的训练负荷；而当发生损伤时，个体

需要大幅度减少或停止对盆底肌肉施加负荷，并保持

积极的休息。当然，如果损伤的程度非常严重，也需要

做手术进行缝合。例如，在妊娠期或分娩过程中，如果

所产生的大便、小便不适症状如压力性尿失禁或尿频

等是由盆底肌肉微细损伤造成的，那么在妊娠期或产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盆底肌肉功能会完全恢复，症

状会完全消失。如果所产生的大便、小便不适症状是

由盆底肌肉（真正）损伤造成的，那么，对个体采用 Ｋｅ
ｇｅｌ盆底肌锻炼、生物反馈、电刺激等物理疗法和排尿、
排便训练等行为疗法只能使不适症状越来越严重。因

此，应该尽快找到可以精确区分微细损伤（或安全损

伤）和损伤（或真正损伤）的各种生理或生化等指标。

在产后的第７周，处于恢复中的盆底肌肉功能会
出现明显的提高，在第８～２０周，盆底肌肉的收缩能力
相对稳定地增长。由于在适应过程中出现瘢痕组织的

收缩和重组作用，从第８周开始，个体会体验到不断增
加的盆腔疼痛现象，在第９周达到疼痛高峰。在第１０
周，已形成的瘢痕组织被身体吸收，体积大幅度减小，

盆腔疼痛现象大幅度减轻。在第２１～２６周，盆底肌肉
功能保持相对稳定，各项功能指标与在第２６周后获得
完全恢复时的盆底肌肉非常接近。需要注意的是，在

妊娠期和分娩过程中，韧带、筋膜、神经等盆底支持组

织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它们在损伤后的生

物学修复过程可能与盆底肌肉会有些不同。

２２ 孕期和产后的性生活

在女性怀孕或产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怀孕女性

和腹中胎儿的健康，需要阶段性地禁止性生活。多项

研究结果表明：在怀孕的前３个月，应该禁止性生活；
在怀孕的中间一段时期，可以进行有节制的性生活；在

怀孕的后３个月（即第２８周以后），应该禁止性生活；
对于阴道顺产的女性，由于生殖系统（如子宫体和子宫

内膜）、腹壁、泌尿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等一般需要８周
的休养和护理才能恢复或接近至正常的未孕状态。但

是由于处于生物学修复过程中的盆底肌肉在第９周会
出现瘢痕组织的收缩和重组作用，女性会体验到剧烈

的盆腔疼痛现象，这时如果进行性生活将会产生性交

疼痛，从而加重女性对盆腔疼痛的体验程度。由于瘢

痕组织的收缩和重组作用会在第１０周完成，因此，在
产后应该禁止性生活至少１０周以上。对于剖宫产的
女性，在产后应该禁止性生活至少 １４周以上［１０～１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超出了禁止性生活的时间期限也

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性生活了，产后应该禁止性生活

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是否有孕期或产后合并

症和并发症，是阴道顺产、器械助产还是剖宫产，是经

过试产的剖宫产还是选择性剖宫产，是否发生产程异

常，是否是巨大胎儿，是否有会阴撕裂、会阴侧切、产道

损伤等情况发生，女性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是一项很重

要的因素，尤其是在难产后。最好在进行产后检查后，

当产科医生已经确定在分娩过程中受到损伤的身体各

系统等已经恢复到足够的程度后，男女双方经过充分

的交流，最后才能确定产后性生活的开始时间［１４～１６］。

王曙光等在２０１１年对２４０例在孕期没有明显并发症
及合并症并且分娩活胎的初产妇进行了一次问卷调

查，其中剖宫产组１００例，阴道分娩组１４０例（经阴道
自然生产即阴道顺产１００例，阴道助产４０例）。结果
表明：产后 ３个月，剖宫产组和阴道分娩组分别有
７９００％和５５００％的产妇恢复性生活，差异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剖宫产组和阴道分娩组分别
有９５００％和９３５７％的产妇恢复性生活，差异无显著
性（Ｐ＞００５）［１７］。邢艳霞等在２００６年对５６９名产妇
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４８１份，其中包括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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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产分娩活胎的２２５例初产妇和同期阴道分娩不含产
钳或胎吸（阴道）助产分娩活胎的２５６例初产妇。结
果表明：剖宫产组 ８４４４％在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
（１９０例），阴道分娩组 ６９５３％在产后３个月恢复性
生活（１７８例），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剖宫产组
９５１１％在产后６个月恢复性生活（２１４例），阴道分娩
组９４１４％在产后６个月恢复性生活（２４１例），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１８］。由以上可知，理论分析与问卷
调查的结果可能存在一些矛盾，产后３个月剖宫产组
比阴道分娩组恢复性生活的产妇比例还要多一些，而

且差异具有显著性。在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的过

程中，子宫会发生节律性的肌肉收缩。因此，虽然性生

活的主要参与器官是阴道，但是剖宫产后的子宫也需

要足够长时间的恢复才可以承受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

高潮的身体活动。产后３个月阴道分娩组产妇恢复性
生活的比例差距很大（分别为５５００％和６９５３％），主
要原因是前一组调查包括阴道助产分娩方式，而后一

组不包括产钳或胎吸（阴道）助产分娩方式；同时也说

明阴道助产产妇恢复性生活的时间与阴道顺产产妇不

一样，需要根据在阴道助产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适

当推迟恢复性生活的时间。虽然处于生物学修复过程

中的盆底肌肉需要６个月（即２６周）才能完全恢复，但
是在第２１～２６周其肌肉功能已经非常接近正常的肌
肉功能了。而且在恢复过程中对子宫进行适当的训练

对盆底肌肉的功能恢复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当

盆底肌肉的功能水平恢复到可以承受进行性行为并获

得性高潮的身体活动而不会造成盆底肌肉重新撕裂的

程度时，就可以开始进行恢复性生活的尝试。以上两

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至少在产后１４周以后，大部
分女性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性生活的功能水平

了。

２３ 产后性问题

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
是指女性个体不能参与其所期望的性行为，且在性行

为过程中不能得到或难于得到满足，这些感受包括性

欲减退、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性交疼痛、阴道痉

挛。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是指女性在产前性功能正

常，产后由于参与性行为的组织、器官、神经、性激素等

因素受到分娩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造成损伤

或性激素分泌明显改变，从而导致女性性功能出现不

同程度的改变［１９，２０］。据文献报道，女性孕前性问题的

发生率仅为１％ ～３８％，而产后性问题的发生率明显
增加至４９％ ～８３％，初产妇产后性问题的发生率高达

７０６％［２１，２２］。而且，这些产后性问题的变化趋势一

致，即女性在产后３个月内性问题的发生率较孕前明
显增加，产后６个月后该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未降至孕
前水平［２３］。其中，性欲降低、性交疼痛、性幻想能力降

低是三个最常出现的产后性问题，且多数发生在产后

６个月以内［２４，２５］。

性行为依赖是骨骼肌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幻

想依赖是神经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怀孕女性和

腹中胎儿的健康，女性个体需要在孕期和产后阶段性

地禁止性生活，而且，在此期间所接受的与性行为相关

的各种信息也大幅度减少或消失，特别是在怀孕的最

后３个月和产后一段时期，停止性生活的时间至少可
长达２０周以上。根据性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的调
整周期，大体而言，在停止性生活的第１～１０周，特别
是在第１～６周，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维持在
较高水平；第１１～２０周，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
赖逐渐降低；从第２１周开始，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
的依赖基本消失或维持在很低的水平，１２个月以后，
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完全消失。因此，从性

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的调整周期来看，部分女性在

产后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现象是正常

的，也是必然的。从性行为依赖与性幻想依赖的形成

机制分析，部分女性在产后没有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

想能力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她们没有形

成较大程度的性行为依赖或性幻想依赖，当然也就不

存在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问题。例如，她们

在怀孕前进行性生活的次数很少；或者虽然进行性生

活的次数很多，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如少于６周）；或
者虽然进行性生活的次数很多，但是性生活周期很长

（如２１天１次）。女性在产后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想
降低的事实再次证明：人类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

是后天培养的，而不是先天形成的；人类对性行为或性

幻想的渴望也不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

不变。只有在人类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是先天形

成而且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错误认识下，才会把产

后出现的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现象当作疾病来

治疗。也只有在这种错误认识下，我们才可能把在产

后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女性当作为患者

来对待，而且不管她们在整个女性中的占有比例有多

大（例如：是９５％还是５％），我们几乎从不怀疑这种划
分疾病的理论标准是否合理。当产后女性重新开始进

行规律的性生活１０周以后，就会产生相当程度的性行
为依赖或性幻想依赖，这时，如果试图停止性行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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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产生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当然，产生性

欲降低或性幻想降低的现象也不完全是由于在孕期和

产后阶段性停止性生活的时间长短，在女性体内分泌

的各种激素变化等因素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些现象。

显而易见，如果在孕期和产后，男性和女性在停止性行

为的时间上保持同步，那么，将有相当一部分男性也会

产生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现象。

从产后的第８周开始，由于盆底肌肉在生物学适
应过程中出现瘢痕组织的收缩和重组作用，个体会体

验到不断增加的盆腔疼痛现象，在第９周达到疼痛高
峰。在第１０周，已形成的瘢痕组织被身体吸收，体积
大幅度减少，盆腔疼痛现象大幅度减轻。在产后的第

８～９周，即使女性不进行性生活，也会体验到逐渐增
加的盆腔疼痛现象，如果进行性生活，与性生活相关的

盆底肌肉就会收缩，从而大幅度增加盆腔疼痛的体验

深度。因此，为了避免在瘢痕组织的收缩和重组作用

时期发生剧烈的性交疼痛现象，对于阴道顺产的女性，

至少应该在产后的第１１周开始进行性生活尝试。另
外，由于在生物学适应过程中，当新生的肌纤维穿越结

缔组织时，结缔组织也会把各个肌纤维连接在一起，从

而形成肌肉粘连。因此，在恢复尝试性行为的最初几

次（约１～３次），个体会感到肌肉粘连得到松解时的
盆腔疼痛，这种疼痛是正常的、暂时的。个体在进行性

行为以后所发生的盆腔疼痛现象一般在休息几天后会

基本消失，如果此时个体再次进行同样的性行为时不

再产生盆腔疼痛现象或者盆腔疼痛程度大幅度减轻，

那就说明所出现的盆腔疼痛是由肌肉粘连得到松解时

产生的，是正常的。如果性交疼痛现象持续存在，可能

是由其它的一些因素引起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至少引起女性产后性交疼痛的部分原因是由于

盆底肌肉在生物学适应过程中产生的，是正常的。

３　结　　论

３１　关于性行为与性幻想依赖
性行为依赖是骨骼肌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幻

想依赖是神经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性行为依赖与性

幻想依赖具有相同的调整周期，当完全中止性行为或

性幻想时，大体而言，在第１～１０周，特别是在第１～６
周，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维持在较高水平；在

第１１～２０周，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逐渐降
低；从第２１周开始，个体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基
本消失或维持在很低的水平，１２个月以后，个体对性
行为或性幻想的依赖完全消失。

３２　关于微细损伤与损伤的区分
在几乎所有的关于盆腔疼痛的研究结果中，我们

常常忽略盆底肌肉发生微细损伤（或安全损伤）和损

伤（或真正损伤）之间的症状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会

发生错误的判断。不管是发生盆底肌肉的微细损伤还

是损伤，其生物学适应过程都离不开卫星细胞的参与。

但是，应该采取的治疗原则与措施却存在巨大差异，当

发生微细损伤时，个体还可以继续保持对盆底肌肉施

加的训练负荷；而当发生损伤时，个体需要大幅度减少

或停止对盆底肌肉施加负荷，并保持积极的休息。当

然，如果损伤的程度非常严重，也需要做手术进行缝

合。因此，应该尽快找到可以精确区分微细损伤（或安

全损伤）和损伤（或真正损伤）的各种生理或生化等指

标。

３３　人类对性行为与性幻想的渴望是后天培养的
女性在产后出现性欲降低或性幻想降低的事实再

次证明：人类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是后天培养的，

而不是先天形成的；人类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也

不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不变。只有在

人类对性行为或性幻想的渴望是先天形成而且一直保

持在较高水平的错误认识下，才会把产后出现的性欲

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现象当作疾病来治疗。也只有

在这种错误认识下，我们才可能把在产后出现性欲降

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女性当作患者来对待，而且不

管她们在整个女性中的占有比例有多大（例如：是

９５％还是５％），我们几乎从不怀疑这种划分疾病的理
论标准是否合理。显而易见，如果在孕期和产后，男性

和女性在停止性行为的时间上保持同步，那么，将有相

当一部分男性也会产生性欲降低或性幻想能力降低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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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页）
很多的临床资料文献证实了直肠癌根治术中保留盆腔

自主神经可以减少术后病人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本文

在对是否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青年男性低位直肠癌患

者术后性功能比较中发现，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患者

术后勃起功能、射精功能都强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术后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是术中损伤
腹下神经和盆神经丛所致，在不影响直肠癌根治效果

的前提下，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可明显降低病人术

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这与临床的报道相符合［４，５］。

从本次观察的样本中发现，进行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的直肠癌患者仍旧有部分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性功

能障碍，这可能与术中操作者的技术有关，保留盆腔自

主神经在直肠癌手术中要求较高的操作技巧：１在清
扫肠系膜下动脉根部淋巴结时，为了避免肠系膜下动

脉神经丛和腹主动脉丛的损伤，可在离根部１ｃｍ处切
断结扎；２直肠后壁游离可直视下在骶前无血管间隙
区行锐性分离，正确的游离不但能够保护腹下神经丛

还直接影响全直肠系膜的切除效果；３在分离直肠侧
方时，尽量用电凝切断侧韧带，避免大块组织结扎，有

利于盆丛神经的保护；４分离直肠前壁时，避免过多

清除精囊周围的组织，以免破坏精囊和前列腺包膜附

近的盆丛传出神经分支。

总之，对于青年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保肛手术要尽

量保护患者的盆腔自主神经，有利于保护患者术后的

性功能，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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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急性盆腔炎性疾病（ＰＩＤ）后遗症疗效观察

张秀萍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五官医院妇科，黑龙江 大庆 １６３４１６

【摘　要】目的：观察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的疗效。方法：选取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患者１８０例随机分
为两组：治疗组采用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观察组采用抗生素治疗。治疗２个疗程，分别比较两组的起效时间、治疗效
果。结果：治疗组的起效时间快于观察组；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于观察组（Ｐ＜００５）。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现明显的不
良反应。结论：应用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急性ＰＩＤ后遗症效果好，疗程短，见效快，是一种安全、经济、有效、方便的治疗
方案。

【关键词】胶囊；灌肠；慢性病；盆腔炎性疾病

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ＩＤ

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ｐ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Ｎ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Ｄａｑｉｎｇ１６３４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ＩＤ）．Ｍｅｔｈｏｄ：１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ｑｕｅｌａ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ＩＤ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ｗｏ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Ｎｏ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ｗｏｒｋｓｗ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ｑｕｅｌａｏｆａｃｕｔｅ
ＰＩＤ．Ｉｔｉｓａｓａ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ｐｓｕｌｅ；Ｅｎｅｍ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急性ＰＩＤ后遗症指女性上生殖道及其周围组织的
炎症，常见有子宫体炎、输卵管炎、卵巢炎（习称附件

炎）、腔腹膜炎及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等，最常见的是

输卵管炎。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可由于盆腔粘连、输卵管
阻塞引起不孕、输卵管妊娠、慢性盆腔疼痛等不良结

果，具有病程长、治愈率低、复发率高的特点。近年来

由于宫腔内手术操作后感染、经期卫生不良及性卫生

不良，急性ＰＩＤ后遗症发病率有逐年增高趋势，以往治
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本次研究使用康妇炎胶囊灌肠

治疗急性ＰＩＤ后遗症，取得了较好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我院门诊诊

治急性ＰＩＤ后遗症的患者１８０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
组９２例，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观察组８８例，给予抗
菌素疗法。年龄２８～５２岁，患病１８～４８个月，均无发
热。两组用药期间避免阴道冲洗和性生活。且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按
照丰有吉［１］主编供８年制及７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用
《妇产科学》做为诊断标准，首先除外慢性 ＰＩＤ急性发
作，并且排除子宫内膜异位症、陈旧性宫外孕、结核性

盆腔炎、卵巢囊肿等需鉴别的疾病。治疗前均行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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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以排除重要器官的疾病，并

且没有明显的药物禁忌症。

１２　方　法
治疗组：步长牌康妇炎胶囊２０粒／次，１次／日，溶

于０９％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中，将此液体保留灌肠，每日
１次，连续使用２周，遵循每次灌肠前要排空二便，并
且侧卧位。液体的温度保持在 ３８℃左右，不能低于
３６℃。灌肠袋应用一次性，一用一弃，并且灌肠深度为
进入肛门１０ｃｍ，控制在１５ｃｍ之内，匀速滴入，保持６０
～８０滴／分，灌肠结束后，卧床休息半小时可离床活
动，本操作完毕。观察组：应用抗生素治疗，头孢西丁

钠１ｇ／次，溶于 ０９％氯化钠液 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注 ２
次／日，替硝唑液０４ｇ，２次／日静脉滴注，１疗程为１０
日。两组均治疗２个疗程。

治疗结束后两组进行各项指标的观察比较。

１３　疗效标准
治愈：全身症状完全消失，妇科检查子宫和附件没

有触痛，炎性包块、附件增厚消失；有效：自觉症状部分

消失，妇科检查子宫和附件触痛减轻，炎性包块、附件

增厚缩小；无效：全身临床表现无明显变化。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不同治疗方法效果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均进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两组

起效时间：治疗组快于观察组。治疗效果：治疗２个疗
程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最好。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不同治疗方法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起效时间

（ｄ）

治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９２ ２ ６４ ２０ ８ ９１．３

观察组 ８８ ６ ２５ ３１ ３２ ６３．６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治疗期间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观察组

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腹胀症状。

３ 讨　　论

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是临床常见多发的妇科疾病之
一，已经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常见症状为下腹痛、

阴道分泌物增多、腹痛多为持续性、活动或性交后加

重，病情严重可有寒战、高热、头痛、食欲不振，月经量

增多、经期延长。若有腹膜炎则出现恶心，呕吐，腹胀，

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若脓肿形成的下腹部包块位于子

宫前方可出现膀胱刺激症状，包块位于子宫后方则出

现直肠刺激症状［１］。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增高，趋于年

轻化。由于急性盆腔炎性疾病治疗不规范彻底，反复

发作，广大女性身心遭受伤害。据资料统计显示，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患者因异位妊娠、不孕就医时而被发现，非
常多的患者对急性 ＰＩＤ后遗症缺乏认识，急性 ＰＩＤ未
能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重视不足，导致发生急性 ＰＩＤ
后遗症。由于炎症反复发作局部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器官病理变化较为突出，盆腔充血水肿、输卵管积液、

粘连，甚至形成炎性包块，迁延不愈。

全身大量应用抗菌素很难通过血液循环到达病

灶，抗菌素多次应用疗效不显著，而药物副作用如耐药

性、菌群失调等却突显出来，对患者伤害较大。而且疗

程长，部分患者很难坚持。

康妇炎胶囊为纯中药制剂，所含苍术、蒲公英具有

清热解毒、燥湿健脾功效，薏苡仁、白花蛇舌草、川芎、

香附能清热解毒、利湿、疏肝理气、活血止痛，泽泻、败

酱草、赤芍、延胡索、当归具有清热解毒、祛瘀止痛作

用。中医认为：急性ＰＩＤ后遗症病变在盆腔，病因多为
毒邪感染，热伏胞中，邪气留住或淤滞于该处，影响气

血运行，致使气血瘀滞，冲任受损所致，损害了盆腔组

织受损，以致病程长，难以治愈，导致与周围组织粘连

增生形成包块，故去瘀行滞、除湿、清热解毒、是本病的

治疗方法［２］。现代药理学证实，康妇炎胶囊具有良好

的抑菌杀菌功能，通过调整盆腔菌群之间平衡而达到

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进而调整阴阳扶正祛邪［３］。

女性生殖器官与直肠在解剖上邻近，并且子宫后壁淋

巴结回流直肠淋巴结，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药物主要

吸收途径是通过直肠上静脉，经门静脉进入肝脏，代谢

后再由肝脏进入大循环。该药在使用过程中有如下的

优点：不受胃肠ｐＨ或酶的破坏而失去活性；减少对胃
黏膜的刺激性；药物直肠吸收，局部血药浓度大大提

升，通过淋巴相通，药物直达盆腔炎症部位，提高药物

的生物利用度，其不良反应轻微［４］。ＰＩＤ一般均为需
氧菌及厌氧菌群感染所致，替硝唑对厌氧菌感染疗效

好，胃肠道反应明显，康妇炎胶囊灌肠无不良反应以及

长期应用抗菌素对身体器官造成的损害。且药温适

用，略高于体温，促进局部血管轻度扩张，改善了盆腔

血液循环和子宫输卵管内环境，以利药物吸收，使药力

直达病所，利气机、通血脉、清湿热。本研究结果显示，

（下转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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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相关性性功能障碍的研究

陈智彬　傅承忠 程支利 吕天兵 谢云峰 钟小明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内江 ６４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已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ＣＰ）的患者性功能及焦虑等调查，了解ＣＰ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通过对已经确诊为ＣＰ患者进行问卷式调查，包括文化程度、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性功能障碍采用勃起功能国际指数问
卷（ＩＩＥＦ）调查，进一步了解患者确诊慢性前列腺炎后性功能障碍的因素，找出其中的相关性。结果：调查１６０例患者，回
收有效问卷１５２份。在有效的１５２问卷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ＳＡＳ评分４０～５５分者４３例（２８３％），５６～６６分者
８９例（５８５５％），＞６７分者２０例（１３１６％）；而性功能障碍类型分布情况如下：所有患者均有性欲障碍及性满意度下降，
勃起功能障碍４１例（２６６３％），插入障碍１２例（７９％），射精障碍７９例（５１９７％），早泄６３例（４１４５％），逆行射精１３
例，不射精３例。ＳＡＳ测评程度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ｒ＝０７２，Ｐ＜００５），而与性功能障碍呈正相关（ｒ＝１２３，Ｐ＜
００５）。结论：慢性前列腺炎后焦虑是导致前列腺炎相关性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慢性前列腺炎；焦虑；性功能障碍；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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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ＩＥＦ）．Ａｌｌ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５２ｖａｌ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ｓｕｇ
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ａｌｌＣ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ＡＳｓｃｏｒ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４３（２８．２９％）ｃａｓ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ｉｌ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８９
（５８．５５％）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２０（１３．１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４１（２６．９７％）ｃａｓ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２（７．９％）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ｎｄ７９（５１．９７％）ｃａｓｅｓ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６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４１．４５％），１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ｒ＝０．７２，Ｐ＜０．０５），ａｎｄ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１．２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Ｃ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是中青年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
由于病程迁延，易复发，不仅给患者生理上带来不适，并且

给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本文通过对１６０例ＣＰ
患者进行了性功能相关问卷式调查，包括文化程度、焦虑

自评量表（ＳＡＳ）［１］、性功能障碍采用勃起功能国际指数问
卷（ＩＩＥＦ）［２］及其类型调查，探究ＣＰ患者性功能方面的变
化，提高ＣＰ的诊疗水平，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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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　料
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内江一院门诊就

诊的４６３例ＣＰ患者中，随机选取１６０例。纳入标准：
（１）曾在本院经系统检查后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者；
（２）确诊慢性前列腺炎以前性功能正常者，患病后有
过正常的阴茎勃起；（３）能阅读问卷并愿意接受调查，
并于确诊ＣＰ前后３个月内均有性行为的患者。排除
标准：（１）有精神神经性疾病病史者；（２）合并泌尿生
殖系其他疾病者如泌尿系感染、结核、结石、良性前列

腺增生、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等被排除。纳入符合

以上标准的患者共１６０例，年龄２０～５４岁，平均３３６
岁；已婚１１６人，未婚４４人；文化程度小学１６人，初中
４９人，高中６２人，大专以上３３人。

１２ 调查方法

全部检查由同组泌尿外科医师完成，并指导患者

填写调查表。内容包括：文化程度、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性功能障碍（包括：性欲障碍、勃起功能障碍、
插入障碍和射精障碍，射精障碍又包括早泄、逆行射精

和不射精）［１］，并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ＩＩＥＦ）调查，
ＩＩＥＦ涉及 １５个关于性生活方面的问题。每题 ０～５
分，１～５题和１５题积分之和进行评分，将评分＜２６分
诊断为性功能障碍；按 ＩＩＥＦ评分 ２２～２５分、１１～２１

分、６～１０分将性功能障碍依次分为轻、中、重度性功
能障碍［２］。ＳＡＳ评分标准：以４０分作为具有临床意义
的标准分分界，分值越高则焦虑程度越明显，并依次按

得分４０～５５分，５６～６６分，＞６７分将焦虑分为轻、中、
重度焦虑［１］。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确诊前后评
分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直线相关性
分析，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　　果

所有参与调查的 １６０例患者中，回收有效问卷
１５２份。在有效的１５２份问卷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焦虑。ＳＡＳ评分１～１４分者４３例（２８２９％），１５～３０
分者８９例（５８５５％），３１～４３分者２０例（１３１６％）；
所有患者ＩＩＥＦ评分均＜２５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功
能障碍，而性功能障碍类型分布情况如下：所有患者均

有性欲障碍及性满意度下降，勃起功能障碍 ４１例
（２６６３％），插入障碍１２例（７９％），射精障碍７９例
（５１９７％），早泄６３例（４１４５％），逆行射精１３例，不
射精３例。ＳＡＳ测评程度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ｒ＝
０７２，Ｐ＜００５），而与性功能障碍呈正相关（ｒ＝１２３，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ＳＡＳ评分与文化程度、ＩＩＥＦ评分的关系［ｎ，（％）］

ＳＡＳｓｃｏｒｅ ｎ

ＩＩＥＦｓｃｏｒｅ

ｍｉｌｄ

（２２～２５）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１１～２２）

Ｓｅｖｅｒｅ

（６～１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ｉｌｄ（４０～５５） ４３ ３１ １１ １ ８ １９ １０ ６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５６～６６） ８９ ２９ ４２ １８ ４ ２２ ４２ ２１

ｓｅｖｅｒｅ（＞６７） ２０ ２ ６ １２※ １ ２ ４ １３★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２ ６２（４０．７９） ５９（３８．８２） ３１（２０．３９） １３（８．５５） ４３（２８．２９） ５６（３６．８４） ４０（２６．３２）

※：ＳＡＳ评分与ＩＩＥＦ评分相关性分析（ｒ＝１２３，Ｐ＜００５），★：ＳＡＳ评分与文化程度评分相关性分析（ｒ＝０７２，Ｐ＜００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ＳａｎｄＩＩＥＦｓｃｏｒｅ（ｒ＝１２３，Ｐ＜００５）★：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Ａ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ｒ＝０７２，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是中青年男性的常见病、多发
病，与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活动性 Ｃｒｏｈｎ病等
一起列为影响民生生活质量最为严重的慢性疾病，约

有５０％的男性患者曾患有 ＣＰ症状［３］。由于病程迁

延、易复发，不仅给患者生理上带来不良影响，且给患

者心理上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由其引发的相关性疾

病也随之增加，其中以性功能障碍问题较为常见。

ＣＰ对男性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有
研究认为，ＣＰ患者对情绪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焦
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及躯体化方面，同时心理异常

与前列腺炎的症状呈正相关［４］。本组调查 ＳＡＳ评分
显示，所有参与调查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存在，其

中轻度焦虑占２８２９％，中度焦虑占５８５５％，重度占
１３１６％。同时在调查中发现，焦虑发生的情况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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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密切相关（ｒ＝０７２，Ｐ＜００５），小学、初中文化程
度者以轻至中度为主，而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

焦虑以中至重度为主，且文化程度越高，焦虑程度也越

高。原因可能与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文化程度越高，知

识面相对越广泛，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此类患者在家庭

稳定方面、事业方面、对子女影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顾

虑颇多有关，也因为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地位等因素

的影响，不愿意面对现实，更易产生焦虑心理。也可能

与他们心中的痛苦得不到有效的宣泄，更不能得到他

人的心理支持与帮助，使焦虑心理进一步加重，进而更

容易影响性功能有关。

另外，情绪性因素与功能性性功能障碍关系较为

密切。许哲等［５］认为，ＣＰ患者性功能下降并非由于前
列腺组织的器质性病理改变所引起，而是由于其他的

器质性或心理性原因导致了ＥＤ。ＣＰ会产生不同程度
焦虑，继而焦虑势必就会影响性功能。从本组调查中

性功能障碍程度与焦虑程度分布上综合分析，发现焦

虑程度越重，勃起功能障碍程度就越重，二者呈现正相

关（ｒ＝１０３４，Ｐ＜００５）。在ＩＩＥＦ测试单项中，几乎所
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性欲低下、性满意度降低，性快

感缺乏占调查患者中的３２２６％，勃起功能障碍仅占
２６９７％，早泄却占到所有调查患者中的４１４５％。故
从性功能障碍类型分布看，性功能障碍以性欲低下、性

满意度下降、早泄等为主，可能是其在焦虑心情下进行

性生活体验的结果有关。也可能因病情迁延和症状反

复使性欲下降、性心理障碍，长时间则容易发生继发性

ＥＤ［６］，同时还可能因其患 ＣＰ后，对此病有错误认识，
误认为ＣＰ是性病，担心会传染给妻子或遗传给下一
代，担心慢性前列腺炎是无法根治之症等而产生自我

性压抑和性回避的结果。周玉海等［７］认为，慢性炎症

可引起心理精神障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亦可能与性

功能下降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还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

有关。

综上所述，ＣＰ患者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然
而焦虑是导致性功能障碍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之一，所

以说 ＣＰ所导致不同程度的焦虑是造成慢性前列腺炎
相关性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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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妇炎胶囊灌肠治疗急性ＰＩＤ后遗症在１个疗程后临
床表现明显好转，效果显著，总有效率达１００％。尤其
是对长期滥用抗菌素出现耐药性及副反应的患者效果

好，未发现不良反应，操作简单、安全、经济、治愈率高，

患者易于接受，是目前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有

效治疗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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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慢性盆腔炎患者性生活质量调查

柴进华１　张　洪２　杨贤海１　陈孔莉１　胡晓雪

１荆门市中医院妇科，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２荆门市妇女联合会，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目的：调查慢性盆腔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方法：本院联合市妇联开展已婚育龄妇女慢性盆腔炎筛查活
动，发放自行设计的匿名调查问卷，对确诊的慢性盆腔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结果：共有８６７５位已婚育龄妇女
参与筛查，确诊慢性盆腔炎患者３５７例，有２８６例慢性盆腔炎患者接受调查。问卷发放２８６份，回收２８６份，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在２８６例患者中性生活质量满意度为９％。结论：本调查中慢性盆腔炎发病率大约４．１％，性生活满意度为９％。

【关键词】流行病学调查；发病率；性生活质量；盆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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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４．１％．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ａ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因病程长、
缠绵难愈而引起患者诸多不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性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慢性盆腔炎对性生

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广大妇女患者的关注。笔者近期进

行了慢性盆腔炎患者性生活质量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对象为本地区的慢性盆腔炎患者，主要

集中在２５～４５岁，其中２５～３０岁者５２人；３１～３５岁
者８７人，３６～４０岁者７８人，４１～４５岁者６９人。各种
文化程度均有，但主要为大专以上学历，约占６８％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匿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

行。调查分三步：（１）对全市辖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
慢性盆腔炎筛查，找出问题人群，具体由荆门市中医院

院相关科室牵头（妇科、针灸科），联合市妇联向辖区

发文，组织调查对象初筛，确定问题人群；（２）由我院
妇科对问题人群进行检查，依据盆腔炎中西医诊断标

准［１－３］，确定慢性盆腔炎患者；（３）对确诊的慢性盆腔
炎患者（自认为性生活质量问题在男方的另行调查，不

在本调查范围内）行匿名填写调查问卷，调查结束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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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析总结得出结论。

２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实施结果

２１　问卷一，本问卷是筛查问卷，只要选择１项
即须进行医院的盆腔炎确诊检查。

２１１　你有下列哪些症状？
Ａ月经失调达３个月以上，包括月经前后不定期，

经量的改变。

Ｂ经前或经期下腹痛，达３个月以上。
Ｃ经前或经期腰骶部痛，达３个月以上。
Ｄ白带异常，包括白带量、色、味、质的改变，达３

个月以上。

ＥＢ超显示有盆腔积液、附件包块等。
结果显示：选Ａ的有５１１人，选 Ｂ的有４９８人，选

Ｃ的有５０８人，选Ｄ的有２９９人，选Ｅ的有２４９人。
２１２　你是否治疗过妇科疾病？
Ａ规范治疗过。
Ｂ简单治疗过，治疗不规范不彻底。
Ｃ一直在治疗。
结果显示：选Ａ的有２５人，选Ｂ的有３５２人，选Ｃ

的有１６５人。
２１３　你做过几次人流？
Ａ多次
Ｂ１次
Ｃ２次
Ｄ３次。
结果显示：选Ａ的有６３人，选Ｂ的有１６０人，选Ｃ

的有１５８人，选Ｄ的有１６１人。
２２　问卷二，采用自制的性生活问卷，可采用电

话、座谈、自己书写等方式。本问卷是对确诊的慢性盆

腔炎患者进行的匿名问卷，调查性生活状况及相关因

素（不包括盆腔炎疾病治疗期间的性生活质量）。问

卷前耐心解释，引导患者严肃、认真、如实填写。调查

问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包括年龄、

学历、婚姻状况、患病时间、医保类型等；第二部分为性

生活状况，为本调查的重点内容，包括性生活满意

度［４］；性生活质量状况，包括性欲、性快感、性生活频

率［５］、性厌恶、性交持续时间等；夫妻协调情况［４］；慢

性盆腔炎疾病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如表１、表２、表
３、表４、表５。第三部分为慢性盆腔炎疾病对性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包括盆腔炎症状、性生活质量等。

３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共有８６７５位已婚育龄妇女参与筛

查，确诊慢性盆腔炎患者３５７例，有２８６例慢性盆腔炎
患者接受调查。调查问卷中性生活满意度情况见表

１，调查中患者夫妻协调情况见表２，调查中患者性生
活状况见表３，调查中性生活频率见表４，慢性盆腔炎
疾病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见表５。

表１　性生活满意度（ｎ）

程度
２５～

３０岁

３１～

３５岁

３６～

４０岁

４１～

４５岁
合计

构成比

（％）
满意 ６ ９ ７ ５ ２７ ９

一般 １９ ３１ ２７ １９ ９６ ３４

不满意 ２７ ４７ ４４ ４５ １６３ ５７

表２　夫妻协调情况（ｎ）

程度
２５～

３０岁

３１～

３５岁

３６～

４０岁

４１～

４５岁
合计

构成比

（％）
协调 １６ ２１ １７ １１ ６５ ２３

一般 ２８ ３３ ２２ ２０ １０３ ３６

不协调 ８ ３３ ３９ ３８ １１８ ４１

表３　性生活状况（ｎ）
性生活

质量状况
性欲 性快感 性厌恶

性交持续

时间双方满意

有（经常） ７９ ５８ １０６ ４９

很少 １２３ １２７ １１５ １４４

没有 ８４ １０１ ６５ ９３

表４　性生活频率（ｎ）

频率
２５～

３０岁

３１～

３５岁

３６～

４０岁

４１～

４５岁
合计

构成比

％
２次以上

!

周 ４ ２ ０ ０ ６ ２

１～２次
!

周 １１ １４ ９ ８ ４２ １５

１～２次
!

月 ２７ ４５ ４１ ３６ １４９ ５２

１～２次
!

半年 １０ ２６ ２８ ２５ ８９ ３１

表５　慢性盆腔炎疾病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ｎ）

影响
２５～

３０岁

３１～

３５岁

３６～

４０岁

４１～

４５岁
合计

构成比

％
有 １４ ４６ ５１ ５５ １６６ ５９

不清楚 ２９ ２７ ２１ １３ ９０ ３１

没有 ９ １４ ６ １ ３０ １０

经过初步调查总结，得出以下结论：本调查中慢性

盆腔炎发病率大约４１％。慢性盆腔炎严重影响了患
者性生活质量，影响率８９５％；性生活满意度为９％。

５　讨　　论

慢性盆腔炎指的是女性内生殖器官、周围结缔组

（下转第３４页）



·３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第一作者简介】叶永峰 （１９７７－），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
事泌尿外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夏维木，Ｅ－ｍａｉｌ：ｄｏｃｔｏｒｙｙｆ＠ｙａｈｏｏ．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０

·性医学·

手术治疗对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

精液质量影响的临床观察

叶永峰　夏维木△　陈荣剑　马春曦　张　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泌尿外科，江西 鹰潭 ３３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手术治疗对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方法：对５２０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
患者行腹膜后精索内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比较术前、术后第３、６、１２个月的精液常规、精浆和微量元素的变化。结果：
术后精液质量各项指标均较术前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治疗后在 １～２年内随访患者配偶 ２７０例，妊娠 １９０例
（７０３７％）。结论：精索内静脉高位结扎术治疗精索静曲张性不育疗效好，能改善患者的精液质量。

【关键词】精索静脉结扎术；精液；不育

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ＹＥ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Ｗｅｉｍｕ，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ＭＡＣｈｕｎｘｉ，ＺＨＡＮＧＬ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１８４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ａｎ３３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ｈｏｗ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２０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３，６，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ｐｅｒｍ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ｃｏｕｎｔ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Ｓｐｏｕｓｅｓｏｆ２７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２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９０ｏｕｔ
ｏｆ２７０ｗｅ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７０３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ｏｎ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ｒ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Ｓｐｅｒｍ；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引发青年男性不
育的常见原因之一［１］，手术治疗能改善精液质量和提

高生育能力［２－４］。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我院２０００年１
月～２００９年１月期间６１３例男性不育患者中的５２０例
（８４８３％）因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男性患者，对
其手术前后的精液质量进行对比，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本组５２０例，男性，年龄２２～４１（３０９±８８）岁，不

育史１２个月以上，性生活正常，均经彩色多谱勒超声检
查确诊。５２０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精液质量下降。
１２　诊断标准［５］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经彩超检查明确诊
断；（２）婚后１年以上不育史，精液质量差；（３）夫妇均排
除生殖系统疾病及感染、遗传、免疫因素所致不育。

１３　治疗方法［６］

采用精索内静脉结扎术，硬膜外麻醉，在患侧腹股

沟韧带中点上方约２ｃｍ处，作３ｃｍ切口，切开腹外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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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键膜，牵开腹内斜肌及腹横肌，腹膜后精索，打开精

索鞘膜，分离静脉后双重结扎。切口皮肤缝合１～２针
即可，手术时间 ２０～４０ｍｉｎ，平均时间 ３０ｍｉｎ；若为双
侧，手术时间４０～７０ｍｉｎ，平均时间５５ｍｉｎ，术后阴囊抬
高，适当使用抗生素，６～７ｄ切口拆线。
１４　观测指标
于术前取精及术后３、６、１２个月随访取精观察精

子密度、精子存活率、正常形态精子、ａ＋ｂ级精子数、
畸形率。精浆及微量元素测定：精浆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及微量元素锌 （Ｚｎ）和
镉（Ｃｄ）的检测。取精液前均禁欲５～７ｄ。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其中观察

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术后１２个月内５２０例均得到随访，术后４５６例精
索静脉曲张消失；阴囊水肿１６例（３０８％），给予局部
理疗后好转；无睾丸萎缩病例；６４例术后仍有轻度静
脉曲张。在２年内固定随访患者配偶２７０例，妊娠１９０
例（７０３７％）。５２０例患者手术前后精液质量各项平
均值见表１。患者术后３、６、１２个月各时期的精子密
度、存活率、正常形态精子、ａ＋ｂ级精子数均提高。术
后各时期ＳＯＤ与锌同术前相比有明显提高，而镉同术
前相比则降低，见表２。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

表１ ５２０例患者手术前后精液各项参数比较珔ｘ±ｓ）

术前
术后（月）

３ ６ １２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５．７９±６．５８ ４８．９６±１５．０７ ５４．２９±１６．７４ ５２．２６±１６．１９

精子存活率（％） ４０．２６±１２．３３ ６７．９８±１１．９３ ６９．３２±１４．５５ ７０．２０±１５．７４

正常形态精子（％） ４７．０８±１４．２７ ６６．２２±９．７３ ６７．４５±１１．４２ ６８．６１±１０．５６

ａ＋ｂ级精子数（％） １１．３２±３．０２ ５４．８８±１６．８２ ６１．０５±１７．２７ ６３．５２±１４．７９

注：与术后各时期比，Ｐ＜００１

表２　５２０例手术前后不同时期微量元素变化比较（珔ｘ±ｓ）

组别 ＳＯＤ（ｍｇ／Ｌ） Ｚｎ（ｍｇ／Ｌ） Ｃｄ（ｕｇ／Ｌ）

术前 ４８．２３±１２．３６ ８５．８７±８．２３ １２．３５±２．０２

术后３月 ８６．３９±２５．５３ １２７．６４±１３．２７ ５．９７±１．８４

术后６月 ８７．８５±２２．１９ １３４．７８±１２．９６ ５．５８±１．６６

术后１２月 ８６．０８±２４．８９ １３２．５７±１２．０４ ６．１８±１．８２

注：与术后各时期比，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精索静脉曲张致不育机理
ＶＣ是青年男性泌尿科常见疾病，发病率约１５％

（８％～２０％）。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致不育的原因：
（１）静脉血流淤滞，温度增高，睾丸的生精上皮细胞生
长发育受到影响，同时可引发免疫性不育；（２）睾丸缺
氧、营养物质减少影响精子产生；（３）毒性物质如５－
羟色胺、儿茶酚随血液逆流，导致生精上皮细胞中毒。

此外，精浆糖代谢过程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等功能受影

响造成精浆微量元素比值失调［８］，如锌／镉，锰／铜等，
高镉可引发睾丸萎缩，而低锌致精子活率减低。

３２　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必要性
ＷＨＯ的结论认为，ＶＣ与男性生精及生育损害的关

系是明确的，且这一损害是渐进性的［９］，因此，建议及时

手术修复精索静脉曲张，以改善生精细胞的功能［１０］。对

于ＶＣ引起的不育首选精索内静脉高位结扎术［１１］，其理

论基础是早期手术治疗可以有效地阻止血液反流，从而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及睾丸的代谢紊乱。国外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等［１２，１３］报道对于青春期的精索静脉曲张一经彩超检查证

实［１４］，同时精液检测结果异常者亦应手术治疗。

３３　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的效果
Ａｒｇａｒｗａｌ等［１５］对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精

液质量的效果进行了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表明ＶＣ手术后，精
子密度平均增加了９７１×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平均增加了
１１２７％，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增加了３１６％。在另一项
以受孕率作为最终观察指标的Ｍｅｔａ分析中，与对照组相
比手术治疗可使受孕率提高２８７倍［１６］。本组患者均行

腹膜后精索内静脉高位结扎术，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较

快、术后随访未见复发和睾丸萎缩的病例。术后精液质

量各项参数均较术前有显著提高，在２年内固定随访患者
配偶２７０例，妊娠１９０例（７０３７％）。

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效果相对可

靠，精液质量改善比较明显，患者配偶的怀孕率提高，

手术方法亦较为简单，可考虑进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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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及盆腔腹膜发生慢性炎症。临床表现主要有下腹坠痛

或腰骶部酸痛、白带多、月经多、盆腔积液、不孕等，此病较

顽固，久则体质下降，甚至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因为性

生活时加重盆腔充血，性生活时容易对炎性组织造成直

接或间接的撞击，引起疼痛或诱发盆腔炎发作，并可引起

不同程度的性交障碍，久而久之女性就会产生生理和心

理方面的影响，从而对性生活缺乏或失去兴趣，甚至产生

恐惧和厌恶，这是影响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当然也

有一部分女性为了满足丈夫的要求，对性交采取被动接

受的态度，这也影响了性生活质量，所以说慢性盆腔炎无

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女性的性健康都会造成不同

程度的损害，甚至对家庭的和谐造成了危害。

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往往文化程度越高，性知识相对丰富，性关注度高，故

对性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而影响慢性盆腔炎患者性

生活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综合交互作用的，其中主要

的因素有年龄、家庭经济、文化程度、疾病影响等方面。

在本调查中患者性满意度、性欲、性快感、性生活频率、

性交持续时间、夫妻协调程度均受不同程度影响，甚至

产生性厌恶，因为疾病的影响，性生活质量显著不良，

夫妻关系的协调程度紧张，给家庭生活、社会工作和身

体健康均带来消极作用。总之，疾病是导致慢性盆腔

炎患者性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本调查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一是全辖区已婚育龄

妇女尚未全部参与筛查，有部分盆腔炎患者未能参与

调查，可能影响了调查结果的精确性；二是一部分盆腔

炎患者不愿参加调查或是羞于如实填写，影响了调查

结果的真实性；三是患者希望能有办法解决性生活质

量问题，但是目前慢性盆腔炎性生活质量的治疗正在

临床研究中，不能给患者满意的答复；四是关于性生活

质量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难以精确评估性生活质量，

只能粗略统计，影响调查报告的质量；五是社会对女性

的关注太少，没有进行正确的预防保健方面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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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的临床特点

黄建春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摘　要】目的：研究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在临床上的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收治的重度子痫
前期并发胎盘早剥的１７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并根据患者的一般资料以１∶３的比例选取重度子痫前期但未发生胎盘早剥的孕妇
５１例作为对照。结果：观察组阴道分娩的比例以及胎龄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胎儿宫内窘迫、胎死宫内、子宫卒中、ＤＩＣ、产后
出血的发病率分别为６４７０％、３５２９％、４１１８％、２３５３％，８８２５％，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发病率（０２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２１５６％），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比例上升、胎窘、胎死宫内、子宫卒中、ＤＩＣ、产后出血、ＣＡ１２５及
ＡＦＰ升高均是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的临床特征，应进行积极的监护和处理，防止产科意外的发生。

【关键词】重度子痫前期；胎盘早剥；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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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孕妇特有的一种以高
血压、蛋白尿为主要表现的疾病［１］。其中我们将血压

大于１６０／９０ｍｍＨｇ且尿蛋白定性阳性的患者定义为重
度子痫前期［２］。处于该期的患者易并发许多严重的产

科病症，其中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由于其对于

胎儿生长的严重影响而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本文通过

回顾性分析我院妇产科自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收治的１７

例重度子痫前期合并胎盘早剥的患者的临床特点，并与

５１例无合并胎盘早剥的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进行比较，分
析重度子痫前期合并胎盘早剥特征的临床表现，为早期

防治其并发症的发生提供临床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
１７例重度子痫前期合并胎盘早剥的患者作为观察组，并
随机选择同期就诊的重度子痫前期未并发胎盘早剥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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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５１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３０２３±
４２５）岁，初产妇１２例，经产妇５例。根据病理分型，其中
显性剥离５例、隐性剥离７例，混合型剥离５例。根据Ｓ
ｈｅｒ分度，Ⅰ度胎盘早剥９例、Ⅱ度胎盘早剥５例、Ⅲ度胎盘
早剥３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２９４５±４１７）岁，初产
妇３５例，经产妇１６例。显性剥离１６例、隐性剥离２０例、
混合型剥离１５例。两组患者均符合第七版《妇产科学》
中重度子痫前期的诊断标准及胎盘早剥参考。此外两组

患者在年龄、初经产妇比、病理类型以及临床分型上均无

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调查询问患者有无进行正规的产前检查，入院后

对患者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对病情进行积极的观察与

治疗，测定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以及 ＡＦＰ的水平，必要时
对患者进行Ｂ超检查，确定胎儿在宫内的情况。
１２１　调查问卷　对患者入院前的状况进行调查，调

查表包括患者的年龄、是否为首胎、是否接受产前检查以及

产前检查的频率、高血压史和一些相关的个人史与家族史。

１２２　临床检测　对患者病情的进展进行监测，定期
检测患者血压、尿蛋白并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宫内窘迫、胎死

宫内、子宫卒中、ＤＩＣ、产后出血等。对于突发子痫的病人及
时使用解痉药与镇定药，对于合并胎膜早破的患者要防止

休克的发生，在情况不可控制时应尽早终止妊娠。

１２３ 辅助检查 抽取患者静脉血５ｍｌ，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冰冻保存上层血清。取样后，对
样本进行微粒酶联免疫分析的方法（ＭＥＩＡ）检测患者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在血中的水平［３］。对于怀疑胎盘早剥的

病人，尤其是隐性的病人，应及时进行 Ｂ超的检测，明
确胎儿状况后及时进行相关处理。

１３ 随　访
对所有孕妇进行为期１２个月的随访，除观察组两

名患者死于 ＤＩＣ、产后出血外，其余６７名患者均定期
来我院复诊，随访率９７０５％
１４ 统计学

对所有记录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检验标
准取α＝００５，以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观察组胎儿发病率
观察组胎儿宫内窘迫、胎死宫内、子宫卒中、ＤＩＣ、

产后出血的发病率分别为６４７０％、３５２９％、４１１８％、
２３５３％，８８２５％，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发病率（０２０％、
０２０％、０４０％、０％、２１５６％），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观察组中胎窘和产后出血的发
病率最高，总共占到并发症总数的６０４６％。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表现对比

组别 例数
胎儿

宫内窘迫

胎死

宫内

子宫

卒中
ＤＩＣ

产后

出血

观察组 １７ １１ ６ ７ ４ １５

对照组 ５１ １ １ ２ ０ 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的分娩方式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观察组剖宫产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胎龄显著小于对
照组胎龄，且胎龄小于３６周的孕妇为１７人，早产率为
８２％，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此外，对照组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ＡＦＰ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分娩方式、胎龄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胎龄 早产 剖宫产 ＣＡ１２５ ＡＦＰ

观察组 １７ ２７．５４±３．４２ １４ １５ ２３５．４１±４２．４３ ３６６．５１±７１．８２

对照组 ５１ ３３．２６±４．７３ １８ ２１ １２４．５４±５１．６４ ２５６．１２±６５．１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妊娠期高血压的基本病理变化为全身小血管的痉

挛，在此基础上造成全身各个系统各个脏器灌流减少，

从而造成一系列的临床症状［４］。脑血管痉挛会造成脑

水肿，继发颅内高压、脑疝等。肾血管收缩会使得肾小

球内皮细胞肿胀，血浆蛋白渗出。此外，还会造成身体

其他系统如心血管、血液、内分泌的代谢紊乱，甚至出

现器质性的病理改变。而在所有的靶器官损伤中，胎

盘血管痉挛造成的胎盘血流灌注的变化对于孕妇正常

的妊娠过程会产生重大的影响［５］。

（下转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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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后早期流产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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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一八一中心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１４００１

【摘　要】目的：探讨体外受精／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后发生早期流产可能的相关因素。方法：将
ＩＶＦ或ＩＣＳＩ获得妊娠的２６２个周期，按妊娠结局分为早期流产组（流产组 ２６例）和继续妊娠组（对照组 ２２４例），通过比
较两组患者间年龄、不孕年限、既往自然流产史、Ｇｎ用量，Ｇｎ天数，获卵数、优质胚胎数、移植胚胎数、注射ＨＣＧ日子宫内
膜厚度、子宫内膜类型、月经第三天基础ＦＳＨ、ＬＨ、Ｅ２及注射ＨＣＧ日ＬＨ、Ｅ２、Ｐ之间的差异，分析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后发生早
期流产可能的相关因素。结果：早期流产组患者中，有既往流产史者均高于对照组，年龄＞３５岁组的流产率最高。而两
组间不孕年限、Ｇｎ用量，Ｇｎ天数，获卵数、优质胚胎数、移植胚胎数、注射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类型、月经第三
天基础ＦＳＨ、ＬＨ、Ｅ２及注射ＨＣＧ日ＬＨ、Ｅ２、Ｐ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患者既往有自然流
产史与早期自然流产相关，可增加助孕后早期流产风险，随着年龄的增大，流产率有增高趋势。

【关键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早期流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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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ｔｉｍ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ｎｄｏｓａｇ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ｙ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ｏｏｃｙｔｅｓ，ｅｍｂｒｙｏｏｆ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ｓ，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ｙｐｅ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ｏｎｈＣＧｄａｙ，ＦＳＨ、ＬＨ、Ｅ２ｏｎｄａｙ３ｏｆｍｅｎｓｅｓ，ＬＨ、Ｅ２、ＰｏｎｈＣＧｄ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００１）ａｎｄｗｈｏａｒｅ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３５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ｏ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ＶＦ／ＩＣＳＩ，ａｎｄ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ｈａ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ＶＦ－ＥＴ；Ｅａｒｌｙ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技术作为不孕不
育症治疗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已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

临床。然而，ＩＶＦ－ＥＴ助孕后的流产无形中增加了患
者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据文献报道，ＩＶＦ－ＥＴ后自然
流产发生率为１３８％ ～１８６％［１，２］，而流产多发生于

妊娠早期，其发生原因尚不完全明确。本文通过对体

外受精－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后获
得宫内妊娠的２６例早期流产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
讨发生早期自然流产的可能相关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在我中心行 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后成
功妊娠的２６２例患者，１２例为宫外孕排除，余２５０例为
研究对象，其中发生早期流产者２６例为流产组，未发
生早期流产（包括已分娩，继续妊娠超过３个月和中晚



·３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期流产患者）２２４例为对照组。
１２ 方　法
选择有助孕指征的患者，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常

规的长方案或短方案超排卵，根据男方精液情况选择

ＩＶＦ／ＩＣＳＩ受精。胚胎培养３天后移植。自取卵日起常
规采用黄体酮支持黄体功能。移植术后１４天经血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测定确定是否妊娠，移
植后２８天超声检查有孕囊者确诊为临床妊娠，妊娠
１２周内发生流产者为早期自然流产。

对２６例早期自然流产患者（流产组）与２２４例继续妊
娠者（对照组）进行分析，比较两组年龄、不孕年限、既往自

然流产史、超排方案、获卵数、超排天数、Ｇｎ总量、移植胚胎
数、基础卵泡刺激素、基础黄体生成素、基础雌二醇、ＨＣＧ注
射日ＬＨ、Ｅ２、Ｐ等各因素，分析流产的相关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资料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早期流产发生率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期间在我中心 ＩＶＦ－ＥＴ助孕新
鲜周期妊娠２５０例（除外１２例宫外孕），２６例发生早
期自然流产，早期自然流产率１０４％。
２２　年龄与早期流产的关系
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相比较，年龄≥３５岁组流产率

虽然与３０～３５岁组及＜３０岁组相比较结果无明显统计
学上的差异，但三组间流产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大幅

度增加，尤其是年龄≥３５岁组流产率最高。见表１。
２３　流产组与对照组各项观察指标比较情况
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Ｇｎ用量，Ｇｎ天数，获

卵数、优质胚胎数、移植胚胎数、注射ＨＣＧ日子宫内膜
厚度、子宫内膜类型间的比较结果均无显著差异。但

在流产组中，既往有自然流产史的患者所占比例明显

高于对照组，两者之间比较存在显著差异。见表２。

表１　不同年龄组早期流产情况比较

年龄组别 ≥３５岁 ＜３５～３０岁 ＜３０岁

流产组 ７ １５ ４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０ ７４

总例数 ４７ １２５ ７８

流产率（％） １４．８９ １２ ５．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流产组与对照组情况

项目 流产组（ｎ＝２６）对照组（ｎ＝２２４） Ｐ值

年龄（岁） ３２．５０±３．５８ ３１．１２±４．１９ ＞０．０５

不孕年限（年） ６．０２±２．８７ ５．８７±２．９９ ＞０．０５

既往流产史 ７（２６．９％） １１（４．９％） ＜０．０１

超排天数（天） ９．４６±１．３９ ９．６３±１．６１ ＞０．０５

Ｇｎ总量 ２８．３±７．９５ ２７．０３±７．５９ ＞０．０５

获卵数 １１．２５±４．９０ １１．６９±５．５３ ＞０．０５

移植胚胎数 ２．２０±０．５７ ２．３１±０．６０ ＞０．０５

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厚度 １１．２４±２．０６ １２．５３±２．３８ ＞０．０５

２４ 两组基础性激素水平和 ＨＣＧ注射日内分
泌水平对早期流产的影响

通过对比，早期流产组基础 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及
注射ＨＣＧ日 ＬＨ、Ｅ２、Ｐ水平两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
异。见表３。

表３ 两组基础性激素和ＨＣＧ日性激素比较

组别
基础内分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ＨＣＧ注射日内分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ｎｇ／ｍｌ）

流产组 ７．１４±３．４２ ５．２６±４．３５ ４０．３２±３７．６５ １．８３±１．６２ １６５０．０８±１１４１．９６ １．０１±０．５５

对照组 ６．７８±３．０５ ４．９１±３．７４ ４１．７３±３８．５４ １．７９±１．３４ １８４２．０２±１１１３．００ ０．８５±０．３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年龄与流产的关系
自然妊娠的自发流产率一般为１０％ ～１５％，文献

报道ＩＶＦ－ＥＴ助孕后早期自然流产率约为１３８％ ～
１８６％不等［１，２］，接受 ＩＶＦ－ＥＴ助孕的妇女年龄相对
偏大可增加流产的风险。有研究认为［３］，纠正年龄因

素后，ＩＶＦ－ＥＴ助孕妊娠后自然流产率与正常人群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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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后自然流产率相仿。本报道中２５０例宫内妊娠中，
早期流产为２６例，早期流产率为１０４％，与自然妊娠
流产率相一致，略低于文献报道，这可能与妊娠者总平

均年龄偏低及术后给予充分黄体支持有关。文中统

计，在妊娠病例中，≥３５岁年龄组流产率为１４８９％，
３０～３５岁组流产率为 １２％，＜３０岁组流产率为
５１３％，虽然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但仍然提示随着年
龄的增加，早期流产发生率是增高的。本报道中的无

差异性不排除样本例数偏小的影响。高年龄妇女流产

率增加的原因多为：（１）随着年龄的增大，卵母细胞数
量减少，质量下降，卵母细胞染色体异常使胚胎非整倍

体危险增加，胚胎质量差，造成 ＩＶＦ助孕妊娠率降低，
流产率增加。有研究报道，超过５０％的自然流产伴有
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染色体异常［４］；（２）当女性年
龄增加，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子宫内膜胶原含量增

加，基质细胞组织中 ＤＮＡ含量减少，子宫内膜细胞雌
孕激素受体减少，子宫内膜对性激素反应下降，相应降

低妊娠率增加流产率。在ＩＶＦ助孕患者中，早诊断，早
治疗，降低助孕患者的年龄，降低早期流产的发生。而

增加高龄妇女的子宫内膜容受性对于提高成功率和继

续妊娠率有一定帮助。

３２　既往流产史与流产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既往有流产使者可增加下次妊娠流

产率，且随流产次数增多而增加下次流产率，既往有１
次流产史者行ＡＲＴ后自然流产率为２０％，有２次自然
流产史者约为 ２６％，有 ３次自然流产史者约为
３４％［５］。既往流产史者本身存在易于导致流产的因

素，因而增加 ＩＶＦ－ＥＴ流产风险。而且，人工流产的
次数增加可能会减少子宫蜕膜面积、影响宫颈机能，增

加流产率。本研究中，流产组２６例中有既往自然流产
史者７例，为２６９２％，对照组２２４例中既往有流产史
者１１例，为４９％，流产组中既往有流产史者所占比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提示曾有流

产史的患者在ＩＶＦ－ＥＴ时发生早期流产的机会增加。
对既往有自然流产史的患者，在 ＩＶＦ－ＥＴ助孕前查找
相关影响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降低

ＩＶＦ－ＥＴ助孕的流产率。
３３ 内分泌与流产的关系

在对ＩＶＦ－ＥＴ助孕时基础内分泌水平和 ＨＣＧ日
内分泌水平对流产影响的研究中，结果多种多样。苏

迎春等人认为，基础 ＬＨ升高可导致早期流产率的升
高，而与基础ＦＳＨ、Ｅ２和ＨＣＧ日ＬＨ、Ｅ２、Ｐ均无关［６］。

吕永焕等人研究后指出，只有基础 ＦＳＨ水平增高会造

成流产率增加［７］。叶虹等的研究则提出，超促排卵中

低浓度ＬＨ致卵泡内环境中雌激素相对缺乏，不适宜
卵子的成熟，可造成卵子成熟时间延长，受精率下降，

早期流产率增加［８］。本研究显示流产组和对照基础性

激素水平和ＨＣＧ注射日性激素水平无差异性，未提示
助孕术后早期流产与基础内分泌及 ＨＣＧ日内分泌水
平有相关性。

总之，早期流产会减少畸形儿的出生，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ＩＶＦ－ＥＴ后的自然流产是人类优化自身的一种方
式。但早期流产做为ＩＶＦ－ＥＴ较为主要的并发症，加重
不孕症患者的精神和社会压力。女性高龄是早期自然流

产的常见原因，而既往自然流产史则是早期自然流产的

高危因素。对不孕患者早发现、早就诊、早治疗，降低行

ＩＶＦ－ＥＴ治疗者的平均年龄，以提高妊娠成功率，降低流
产率。另一方面在ＩＶＦ－ＥＴ前应重视查找流产的相关原
因，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或待流产原因解除后

再行助孕，以减少治疗后流产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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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术在药物流产不全中的应用效果

朱振萍１ 向思阳１　贺书陶２ 王　琳３

１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５２
２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３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分析清宫术在药物流产不全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进行药物
流产的１１４例病人，根据病人要求分为两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的病人７３例（观察组）与传统流产的４１
例病人（对照组），针对药物流产后使用清宫术的应用效果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清宫术２９例占３９７％，对照组行清宫
术５例占１２２％，观察组阴道出血量、持续时间、流产后出血率，盆腔炎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药物
流产不全或失败者内行主动清宫术，能够解除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过多、过长，减少药物流产并发症对孕妇造成的痛苦

和对子宫内膜的破坏及并发症，值得临床上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清宫术；药物流产；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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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ｒ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ｉｔｈ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ｌｅｓ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ｇｅｔ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ｅｔ
ｔａｇｅｈｅｌｐ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ｈｅｎｃｅ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目前临床上使用米非司酮与米索前列醇配伍进行
流产，这种终止早孕的措施，在临床上已推广使用近十

年，该措施具有操作简便、安全系数高、创伤小、疗效可

靠等优点。随着方法的不断完善，操作的规范，完全流

产率已达到９０％以上。李胜桥报道［１］指出：小部分病

人药物流产由于各种原因引起流产不全的情况，若不

能及时、有效的对症处理，会直接影响到病人的健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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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预后生活质量。覃肖丽报道［２］指出：药物流产后阴

道异常流血是影响药物流产安全性的重要因素，药物

流产后出血时间过长和失血量过多仍是药物流产急需

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探讨清宫术在药物流产不全中

的应用效果，现将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清宫
治疗的药物流产不全１１４例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月共１１４例

来我院妇产科门诊收治的病人，其中个体诊所及药店

购药者８１例，占 ７１％，经市级医院确诊后服药者 ３３
例，占２９％，年龄在２１～３７岁之间。未婚３２例、已婚
８２例，有过流产史的病人３７例。所有病人来我院妇
科就诊，要求药物终止妊娠，选取其中的１１４例病人作
为观察对象。药物流产前对所有病人给予常规妇检，

腹部Ｂ超检查正常，尿ｈＣＧ值正常，肝肾功能良好、及
凝功能正常范围，所有患者均无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

醇的禁忌证。所有病人病种、病程相似，两组研究对象

在基本信息上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流产不全的诊断标准

宫腔残留物中主要包括有羊膜囊、绒毛膜、蜕膜排

出等绒毛组织，或绒毛残影。

１３　处理方法
观察组服药方法：每日饭前服用米非司酮 ２０～

３０ｍｇ，一天２次，服用３日至第４天凌晨６时左右，改
服用米索前列醇６００～８００ｕｇ，２小时候到妇产科门诊
检查。处理标准：Ｉ、发现羊膜囊、绒毛膜或大部分绒毛
膜、蜕膜排出认定为完全流产，暂不处理，继续观察；

ＩＩ、发现小部分的绒毛膜以及蜕膜排出，认定为不完全
流产，有发生出血量大、出血时间长的可能，应劝告病

人行清宫术；ＩＩＩ、若发现单纯羊毛囊排出，或未见任何
绒毛膜以及蜕膜的排出，表明流产不完全或者是流产

失败，应即刻使用清宫术，帮助排除残留物。

对照组服药方法与观察组基本一致。处理标准：

Ｉ、胎囊未见排出者，需观察５～８ｈ，胎囊排出者，需观
察１～２ｈ后方可离开，定期（１～２周）复查；ＩＩ、复查
时结合 Ｂ超等辅助手段，重点排查阴道流血及胎囊
的排出情况，胎囊未排出者采用其他流产术流产，胎

囊排出者需预约用药２～３周后，定期复查；ＩＩＩ、再次
复查时，根据 Ｂ超和临床表现，酌情处理，必要时采
用清宫术。

１４　随　访
对于本次研究的所有对象，两组均随访至下次正

常月经时复查，主要检查项目为：流产后的总出血量和

时间，以及月经时的基本情况，并对所有在院治疗患者

的基本情况给予详细记录，并在出院后做定期随访，随

访时间为１～６个月，平均时间３个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率的
比较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
００５，当Ｐ＜００５时，认为两组患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本次研究结果中，针对我院妇产科行药物流产的

１１４例病人应用清宫术在药物流产不全中的应用效果
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下列表格。

２１　服用米索前列醇６ｈ内，观察组较对照组孕
囊排出情况未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行主动
清宫术 ２９例占 ３９７％，对照组行清宫术 ５例占
１２２％，２例因流产失败，３例因流血过多而行被动清
宫术，观察组清宫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病人在６ｈ内孕囊的排出情况

组别
例数

（例）

清宫术

（例）

６ｈ孕囊排出

（例）

６ｈ孕囊未排出

（例）

观察组 ７３ ２９ ５７ １７

对照组 ４１ ５ ３３ ８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主动采取清宫术与对照组被动采取
清宫术后在并发症（盆腔炎、流产后出血、出血持续时

间）的情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病人不同程度的清宫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清宫术

（例）

盆腔炎症

（例）

流产后出血

（例）

出血持续时间

（ｄ）

观察组 ７３ ２９ １ １ ８．３±２．７

对照组 ４１ ５ ２ ３ １４．４±６．６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由于药物流产的有效率高、操作简便、无痛、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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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术的特点，是年轻孕妇的首选［３］。药物流产最大

的副作用是出血量多、出血时间长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一系列并发症，如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等。刘凤杰报

道［４］认为：米非司酮具有一定的激素活性，大剂量使用

易导致蜕膜不易剥离，进一步引起流产后流血时间过

长、出血量过多的特点。蒋俭英研究［５］报道：药物流产

后阴道流血行清宫术的３０８例患者中，８８７％病理检
查可见绒毛。说明绒毛或滋养细胞的残留是导致药物

流产出血时间过长、出血量大的主要原因。张妮研

究［６］中发现：子宫过度后屈的病人在服用药物后，可能

是药流不全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勤［７］对于上述

报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提出了药物流产后适当的

使用缩宫剂、中药、雌孕激素、抗生素等缓解出血量及

出血时间的方案，由于各种条件的不足，至今该方案的

治疗效果尚未得到肯定。鉴于以上各种报道，对于药

物流产当日服用米索前列醇后６ｈ后孕囊是否排出，不
仅要依靠是否有羊膜囊排出或是绒毛膜是否排出作为

标准，同时还要加服米索前列醇后再观察，以利孕囊的

排出。若加服米索前列醇后，病人依旧未能排出孕囊

或流产不全的病人应当行主动清宫术，来缓解药物流

产引起的流血量多、流血时间长所带来的一些列并发

症。

作为各种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作为药物流产不

全或未排出孕囊者，本次研究重点解释清宫术应用于

药物流产不全的效果及最佳时机。清宫术对孕妇子宫

内膜破坏程度较轻，腹痛也较轻，对孕妇后期的生育影

响较小［８］。传统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流产方法

是年轻孕妇的首选，是以前多数文献报道的重点，各种

报道都在报道药物流产的成功率，而关于预防因出血

引起的并发症发生率都未得到强调。部分文献为了强

调提高流产的成功率，排斥使用清宫术，直接的结果就

是引起出血量的增加和出血时间的延长，万不得已的

情况下才选择清宫术，严重危害到病人的生命质量［９］。

本文资料中虽然观察组的清宫率增加了，但显著减少

了药物流产所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达到了人工流产

的目的。关于药物流产不全后及时应用清宫术的具体

效果如下：（１）药物流产后当日主动采取清宫术，因出
血量不大、出血时间不长，引起感染的机率也会大大的

降低，同时不需再次扩宫，减少病人痛苦，减少因清宫

术流产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率。（２）主动、及
时的采取清官术，能够快速完成流产，有利于病人早期

缓解思想压力，同时也降低了病人和医生的后顾之忧。

（３）对于子宫已经收缩、子宫内膜基底层紧密的病人，
更应及时的行清宫术，因为及时的清宫，不仅操作简便

而且能够保护基底层内膜或子宫肌层免受损伤，大大

的降低了子宫腔产生粘连，减少了再次妊娠时发生胎

盘残留的机率。

综上所述，对于药物流产不全或流产失败者行主

动清宫术，有利于减轻孕妇的痛苦，有利于降低流产并

发症发生率。同时辅以必要的心理护理，结合体贴和

鼓励的语言，帮助病人缓解心理压力，减少思想顾虑；

另外帮助病人放松，增加对于疼痛的耐受性，提高痛

阈，帮助病人早期、顺利地度过药物流产过程。药物流

产不全或失败者内行主动清宫术，能够解除药物流产

后阴道出血过多、过长，减少药物流产并发症对孕妇造

成的痛苦和对子宫内膜的破坏及并发症，值得临床上

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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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自测基础体温对月经失调的相关性分析

陈　玲　张秀芬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探讨自测基础体温与女大学生月经失调的相关性，提出相关保健意见。方法：随机选取沧州某高校
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专业和２００８级高职护理专业在校女大学生６００例，对其进行３个月的基础体温监测与记录，统计月经
一般情况、月经失调发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经统计，所有调查的女大学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１３３±１２）
岁，平均月经周期为（２９６±１３）天，平均行经（６１±１２）天。所有女大学生中月经失调者１００人，患病率１７４％。异常
基础体温共６６例，其中单相基础体温１５例、黄体功能不足３１例、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２０例。异常基础体温中四年级学
生所占比例最高（５００％），与其他年级相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气质特征与月经失调存在一定相关
性。结论：基础体温可以反映女大学生的月经情况，对月经异常的女大学生应长期随访，给予一定的生理心理的卫生健

康教育，帮助其进行经期调整。

【关键词】基础体温；月经情况；健康教育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ａｌｂｏｄ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ｅｎＬｉｎｇ
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０６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ａｌｂｏｄ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
ｍｏ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ａｄｖ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０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ａｓｋ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ｂａｓａｌｂｏｄ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ｆｏ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Ｄａｔａ
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ｍｅｄｉａｎａｇｅａｔｍｅｎａｒｃｈｅｗａｓ（１３３±１２）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ｗａｓ（２９６±１３）ｄａｙｓ；ａｎｄｍｅｎ
ｓｔｒｕ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６１±１２）ｄａｙｓ．１８９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ｄ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ａ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
３１５％．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５４５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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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月经是伴随卵巢周期性排卵而出现的子宫内
膜周期性脱落和出血。丘脑－垂体－卵巢轴可分泌一

系列激素对月经有神经内分泌调节功能，由大脑皮层

控制，同时也受机体内外环境的影响导致月经改变，其

中基础体温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月经周期的变

化［１］。在校女大学生青春期性腺轴调节功能尚不稳

定，不完善，因此内外环境的变化对月经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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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月经失调的发生，其他还包括痛经、闭经

等［２，３］。因此，让女大学生进行自测基础体温关注月

经变化是现实可行的调查研究方式，可以通过统计结

果对女生提出相关保健意见。我院对６００名在校女大
学生进行自测基础体温与女大学生月经失调的相关性

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选取对象

选取沧州某高校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专业和２００８级
高职护理专业女大学生６００名，其中一年级１４２人，二
年级１８６人，三年级１６９人，四年级１０３人；城市２５２
人，农村３４８人。
１２ 方　法
对所有６００名女大学生进行自测基础体温的培

训，连续监测３个月，至少监测２个月经周期。要求在
测量体温时标示出月经期、感冒发热等情况，在体温测

量后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月经初潮、经期、经量、是否痛

经等情况。每个月检查一次。

１３ 观察指标

统一由生殖内分泌的某一专业妇产科医生分析基

础体温表，判断正常基础体温、单相基础体温、黄体功

能不足、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

分发信息调查问卷表６００份，收回５７６份，有效回
收率为９６０％，记录所有女大学生的年龄和体重，月
经相关内容包括：初潮年龄、月经量、月经时间、异常月

经情况、睡眠、情绪、饮食等，调查问卷表全部收回。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用ＳＡＳ１４０统计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组间计量比较用 ｔ检验，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基础体温分类情况

经统计收回的５７６份调查问卷，月经初潮的平均
年龄（１３３±１２）岁，平均月经周期为（２９６±１３）ｄ，
平均行经（６１±１２）ｄ。基础体温类型分布：正常基
础体温５１０例，异常基础体温６６例，单相基础体温１５
例、黄体功能不足３１例、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２０例。
女生自述月经失调１００例，患病率１７４％。基础体温
正常且月经正常者４６８例，月经紊乱者４２例；单相基
础体温中月经周期紊乱者１３例，月经正常者２例；黄
体功能不足中月经周期紊乱者 ２８例，月经正常者 ３
例；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中月经周期紊乱者１７例，月
经正常者３例。提示基础体温可以反映女大学生的月
经周期变化情况。

２２ 基础体温的影响因素

对６６例异常基础体温的年级分布进行统计，四年
级所占比例最高占３３例（５００％），与其他年级相比差
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基础体温异常因素统计

分类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单项型基础体温 ２ ３ ４ ６

黄体功能不足 ３ ７ ７ １４

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 １ ３ ３ １３

总计 ６ １３ １４ ３３

２３ 月经失调与气质特征相关性

月经正常的女大学生和月经失调的女大学生的气

质特征都以多血质为主，但总体分布存在差异，提示气

质特征与月经失调存在一定相关性。见表２。

表２　月经失调与气质特征相关性（ｎ）

类型 月经情况 抑郁质 胆汁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总计

正常基础体温
正常 ４３ ４３ ３５１ ３１ ４６８

失调 ９ ６ ２２ ５ ４２

单相基础体温
正常 ０ １ １ ０ ２

失调 ２ ３ ５ ３ １３

黄体功能不足
正常 ０ １ １ １ ３

失调 ４ ６ １０ ８ ２８

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
正常 １ ０ １ １ ３

失调 ３ ４ ６ 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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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目前监测卵巢功能和月经周期变化情况的最简便

方法是自测基础体温法［５，６］，测得的基础体温可从一

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卵巢功能和月经周期变化的情况，

这是一项客观的生理指标，不仅反映有无黄体，同时亦

反映黄体功能。妇女的月经周期长短变异较大，卵泡

期可长达数月，但黄体期相当稳定，均在下次月经来潮

前１２～１６天，若ＢＢＴ的黄体期少于１２天，提示黄体功
能不足。若反复多次黄体期少于１２天，需进一步检
查。单凭月经周期长短估计黄体期是不可靠的［１０］。

此外，ＢＢＴ可以用来监测排卵日、诊断早孕、判断不规
则阴道出血类型。

本例研究中，收回５７６份调查问卷，月经初潮的平
均年龄（１３３±１２）岁，平均月经周期为（２９６±１３）
天，平均行经（６１±１２）天。调查的女大学生中发生
月经失调９３人，患病率１６１％。三类异常基础体温
中黄体功能不足所占比例略高。女生自述月经失调和

基础体温相比，体温正常与月经正常有明显相关性，提

示基础体温可以反映女大学生的月经周期变化情况。

大学四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关键的时期，是由

青春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这一时期中不论从心理

上或者生理上都在逐步向一个成年人转变，容易出现

多类型疾病，因此对心理的干预尤为重要［４］。对６６例
异常基础体温的年级分布进行统计，四年级所占比例

最高占３３例（５００％），与其他年级相比差异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年级与基础体温异常
有一定相关性。当代大学生考学和就业压力大，学业

负担重，对生理和心理的调整是保持自身良好竞技状

态的必修课，尤其是女大学生，学会爱护卵巢，保持卵

巢功能正常很重要。虽然月经正常的女大学生和月经

失调的女大学生的气质特征都以多血质为主，但总体

分布存在差异，提示气质特征与月经失调存在一定相

关性。由研究表明胆汁质和抑郁质是不稳定的气质类

型，丘脑－垂体 －卵巢轴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月经不
调［７］。

由以上结果，我组对月经失调的女大学生提出以

下几点保健意见：（１）注意心理健康。大脑中枢控制
人体各项生命活动，出现心理问题时，如出现剧烈或持

续的发生心理异常可导致大脑中枢调节系统紊乱，对

机体各系统和器官的调节发生变化导致疾病的发

生［８］；（２）加强自身体质锻炼。目前高校安排的体育
课很难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体育锻炼对保持人体身

心健康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同［９］。不论是学校还是个

人，都应该合理安排出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体育锻

炼的时间和频率，尽量使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形成良好

的体育健身风气；（３）加强保健卫生知识宣教。普及
自测基础体温和绘制图表的方法，教会同学从图表中

认识自己卵巢功能的现状，并进行相应的调节，从饮

食、睡眠、情绪等方面进行改变，减少对大脑皮层的刺

激，保持丘脑 －垂体 －卵巢轴稳定，减少月经不调发
生［１１］。

综上所述，月经失调症在当代女大学生中患病率

较高，基础体温的测定作为简便易行的监测方法，可以

判断月经失调症的类型，可以更好的进行针对性治疗

和健康教育，帮助其进行经期调整，减少月经不调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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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３０－３１．

［１１］　朱晓玲，韦泾云，施秀剑，等．女大学生月经情况及其相

关因素的调查．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０９，２６（１５）：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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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刘会芳（１９７６－），女，住院医师，主要从事泌
尿疾病的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赵景宏，副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１６２２１１６７７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５

·性医学·

ＨＤ联合 ＨＰ对维持性尿毒症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
肾功能和营养状况的影响

刘会芳　黄云剑　王代红　聂　凌　赵景宏△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肾内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目的：探讨血液透析（ＨＤ）联合血液灌流（ＨＰ）对维持性尿毒症透析（ＭＨＤ）患者微炎症、肾功能和营养状
况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收治的维持性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６８例，随机分为两组：ＨＤ组（单纯采用ＨＤ治疗）和ＨＤ
＋ＨＰ组（采用ＨＤ联合ＨＰ治疗），每组各３４例，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３月后采血，测量其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
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炎症状态指标、尿素氮（ＢＵＮ）、血肌酐（ＳＣｒ）等肾功能指标，尿 β２－
微球蛋白（β２－ＭＧ）和血红蛋白（Ｈｂ）、血清白蛋白（Ａｌｂ）、血浆瘦素（ｌｅｐｔｉｎ）等指标。结果：①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ｈｓ－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和β２－ＭＧ等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ＨＤ组患者上述指标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变（Ｐ
＞００５）；而ＨＤ＋ＨＰ组其上述指标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②两组患者治疗前 Ｌｅｐｔｉｎ、Ｈｂ、Ａｌｂ水平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ＨＤ组治疗后其 Ｌｅｐｔｉｎ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Ｈｂ和 Ａｌｂ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Ｐ＜
００５）；ＨＤ＋ＨＰ组治疗后其Ｌｅｐｔｉｎ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Ｈｂ和Ａｌｂ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且与ＨＤ
组比较，变化更明显（Ｐ＜００５）。结论：ＨＤ联合ＨＰ可明显降低ＭＨＤ尿毒症患者的炎性因子表达，改善患者的肾功能和
营养状况。

【关键词】血液透析；血液灌流；维持性血液透析；微炎症状态；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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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ｓ

　　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进步，尿毒症患者的生
活质量得以明显改善，但远期并发症仍是影响尿毒症

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证实［１］维持性血液透

析（ＭＨＤ）尿毒症患者体内存在“慢性微炎症状态”，其
可通过不同机制导致营养不良、肾性贫血以及动脉粥

样硬化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如何控制“微炎症状

态”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研究对维持

尿毒症透析患者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的方式对

维持性血液透析尿毒症患者进行了研究，旨在改善患

者肾功能与营养状况，同时促进其泌尿生殖系统的恢

复，提高总体生活质量。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入选标准
（１）病情稳定，能常规行血液透析；（２）ＭＨＤ治疗

６个月以上；（３）所有患者透析均达干体质量，Ｋｔ／Ｖ值
１２～１５；（４）血管通路均为动－静脉内瘘。（５）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排除标准

（１）１月内合并有急、慢性感染以及严重营养不良
患者；（２）合并有严重肝、肾功能异常以及心、肺功能
障碍患者；（３）３月内有出血以及输血史；（４）合并有恶
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患者。

１３ 一般资料

共入选６８例我院在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收
治的维持性血液透析尿毒症患者，将其随机分成两组，

ＨＤ组和ＨＤ＋ＨＰ组，每组各３４例，其中 ＨＤ组男２１
例，女 １３例，年龄 ２２～７８岁，平均年龄（４４４２±
１４１６）岁，透析时间为 ６～３２月，平均透析时间为
（２１３±１４２）月。尿毒症原发病：糖尿病肾病６例，高
血压肾病８例，多囊肾３例，慢性肾小球肾炎１２例，梗
阻性肾病４例、ＩｇＡ肾病１例。ＨＤ＋ＨＰ组男２２例，女
１２例，年龄２３～７７岁，平均年龄（４６２６±１３５２）岁，
透析时间为６～３１月，平均透析时间为（２２１±１３８）
月。尿毒症原发病：糖尿病肾病 ５例，高血压肾病 ９

例，多囊肾３例，慢性肾小球肾炎１３例，梗阻性肾病３
例、ＩｇＡ肾病１例。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病程、原发
病、平均透析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ＨＤ＋ＨＰ组　行ＨＰ与 ＨＤ联合治疗，ＨＤ

采用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４００８Ｂ型血透机，透析器为百特空心纤
维透析器，规格型号为 ＲＴＭ２５９４－ＤＩＣＥＡ１５０Ｇ。ＨＰ
采用珠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型血

液灌流器，规格型号为 ＨＡ１３０。透析时将灌流器两端
连接动脉管和延长管，并与透析器及静脉管道串联起

来，首先采用５％葡萄糖溶液灌洗灌流器和管道，再将
透析器和灌流器用连接管连接，然后采用５０００ＩＵ／Ｌ的
肝素盐水共２Ｌ以 １５０ｍｌ／ｍｉｎ的流速冲洗管路，透析
时血流量控制在 ２００～２５０ｍｌ／ｍｉｎ，透析液流量为
５００ｍｌ／ｍｉｎ，２ｈ后将灌流器取下，继续血液透析 ２ｈ。
ＨＰ＋ＨＤ治疗１次／周，ＨＤ治疗２次／周。
１４２　ＨＤ组　行单纯 ＨＤ治疗，透析机及透析

器同１４１中所述，将血透器和血透管道连接，每次
ＨＤ治疗时间为４ｈ，２次／周。
１４３　两组透析的同时均采用红细胞生成素、铁

剂、降压药、降糖药等对症支持治疗。在透析治疗前与

治疗３个月后再次采血，分离血清，－８０℃下保存待
检。

１５　观察指标和检测方法
对本研究采用双抗体夹心ＡＢＣ－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超

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肿
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ＭＯＤＥＬ５５０型酶标比色仪检测。白蛋白（ＡＬＢ）、
血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等指标采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瘦素（ｌｅｐｔｉｎ）。采用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红蛋白（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Ｈｂ）、血清白
蛋白（Ａｌｂ）、转铁蛋白（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ＴＲＦ）。
１６　统计学分析
对本研究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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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量资料均以 珋ｘ±ｓ表示，并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
齐性检验，符合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形式表
示，并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标准设定为 ａ＝００５，Ｐ＜
００５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和

β２－ＭＧ水平比较
ＨＤ组治疗前其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和β２－

Ｍ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ＨＤ组患者上述
指标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而 ＨＤ＋ＨＰ组
其上述指标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且
ＨＤ＋ＨＰ组治疗后其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和 β２
－ＭＧ水平明显优于ＨＤ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和β２－ＭＧ水平比较（ｎ＝６８，珔ｘ±ｓ）

分组 时间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ＩＬ－６（ｐｇ／ｍｇ） ＴＮＦ－α（ｎｇ／Ｌ） β２－ＭＧ（ｍｇ／Ｌ）

ＨＤ
治疗前 １１．４３±４．３２ １８．２３±２．３４ １３４．２２±１６．４４ ２４．５３±６．４２

治疗后 １０．０５±７．４３ １７．４８±２．５６ １２７．４±１３．３２ ２３．３４±４．６７

ＨＤ＋ＨＰ
治疗前 １１．４３±４．３２ １８．２３±２．３４ １３４．６２±１７．１２ ２４．６４±６．１９

治疗后 ５．３５±６．１２＃ １１．７８±２．５６＃ ８７．５３±１２．１４ １５．７６±４．２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Ｄ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相关指标如表１
所示，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ＢＵＮ、ＳＣｒ等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ｎ＝６８，珔ｘ±ｓ）

分组 ＳＣｒ（ｍｍｏｌ／Ｌ） ＢＵＮ（ｕｍｏｌ／Ｌ）

ＨＤ
治疗前 ５６５．５３±１２３．５３ ２９．４２±１１．２１

治疗后 ２０４．３４±１２４．３ １２．２３±１．３２

ＨＤ＋ＨＰ
治疗前 ５６２．４５±１２５．４８ ２９．５１±１．１４

治疗后 ３３１．３２±１２９．３３＃ １９．１５±１．９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Ｄ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Ｌｅｐｔｉｎ、Ｈｂ、Ａｌｂ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Ｌｅｐｔｉｎ、Ｈｂ、Ａｌｂ水平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ＨＤ组治疗后其Ｌｅｐｔｉｎ水平较治疗前无
明显变化（Ｐ＞００５），Ｈｂ和Ａｌｂ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Ｐ
＜００５），ＨＤ＋ＨＰ组治疗后期Ｌｅｐｔｉｎ水平较治疗前明
显降低，Ｈｂ和 Ａｌｂ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且
与ＨＤ组比较，变化更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Ｌｅｐｔｉｎ、Ｈｂ、Ａｌｂ比较（ｎ＝６８，珔ｘ±ｓ）

分组 时间 Ｌｅｐｔｉｎ（μｇ／Ｌ） Ｈｂ（ｇ／Ｌ） Ａｌｂ（ｇ／Ｌ）

ＨＤ
治疗前 １３．６７±４．３２ ７９．４５±６．５４ ３６．７５±３．４３

治疗后 １３．１６±４．３２ ８１．３２±８．４６ ３８．４３±３．５３

ＨＤ＋ＨＰ
治疗前 １４．１２±４．２１ ７９．２４±６．８４ ３６．１２±３．７３

治疗后 ９．５６±３．７３＃ ９１．５８±８．６５＃ ４５．２１±４．２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ＨＤ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无过敏反应、发热、透析

管路凝血、出血等不良反应，长期透析不良反应仍需进

一步观察。

３　讨　　论

慢性肾衰的终末期患者即尿毒症患者体内普遍存

在微炎症状态，研究显示微炎症状态患者体内多表现

为炎性因子的轻度升高，其与多种因素有关，Ｃｈｅｎ［２］

提出，尿毒症患者肾功能严重受损，导致炎症细胞因子

的清除受阻，同时水钠代谢紊乱可引起心脏容量负荷

过重，铁负荷过重，氧化应激反应、终末期糖基化产物

合成增加等密切相关。Ｓａｒｎａｔｓｋａｙａｒ等［３］研究显示微

炎症状态的实质是免疫性炎症状态，其可激活免疫系

统，诱导ＩＬ－６，ＴＮＦ－α等炎性因子的合成释放，同时
是补体系统激活，激活淋巴细胞，分泌淋巴因子，促进

体内炎症的发生。笔者认为，这种微炎症状态是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营养不良、肾性贫血的重要

危险因素，以积极的控制微炎症反应，降低炎性细胞因

子水平是改善患者预后保健的关键，对于患者肾功能、

泌尿与生殖状态的恢复，总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

均有着重要意义。

ＨＤ是对清除尿毒症毒素公认的行之有效方法。
但陈秀益［４］和梁碧琴［５］等研究发现，因血液透析器自

身孔径限制，其对ｈｓ－ＣＲＰ、ＴＮＦ－α等大分子炎性因
子清除能力较差。而ＨＰ是一种具有独特有优质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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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净化方法，其吸附剂为苯乙烯／二乙烯聚合而成的高
分子聚合物，吸附材料属于中性大孔树脂，具有吸附能

力强、吸附容量大、吸附速率快以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等特点［６，７］。但其也有不足，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研究显示 ＴＮＦ
－α、白细胞介素等炎症因子吸附效果好，但小分子物
质（如肌酐、尿素氮等）清除效果较差，而且容易导致

水电酸碱代谢紊乱。因此，联合使用可以有效的避免

单一应用ＨＤ和ＨＰ的缺点，将体内大中小分子代谢毒
性物质清除，有效的控制体内微炎症反应，并可维持内

环境的稳定性。本研究显示治疗后 ＨＤ＋ＨＰ组 ＢＵＮ、
ＳＣｒ水平明显优于ＨＤ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这与上述报道是一致的，说明ＨＤ联合ＨＰ可以更
好的改善患者的肾功能。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是ｈｓ－ＣＲＰ是微炎症状
态存在的标记物，β２－ＭＧ是由淋巴细胞、血小板、多
形核白细胞产生的一种小分子球蛋白，其可反映肾小

球滤过功能受损或滤过负荷是否增加等情况［９］。本研

究结果显示，ＨＤ组患者治疗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
和β２－ＭＧ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而
ＨＤ＋ＨＰ组其上述指标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Ｐ
＜００５），表明 ＨＤ联合 ＨＰ治疗能有效的清除尿毒症
患者体内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等炎性因子，改善
尿毒症患者体内微炎症状态，同时可以有效的清除β２
－ＭＧ，减轻肾小球滤过负荷，有效的改善肾小球滤过
功能。Ｌｅｐｔｉｎ是一种中分子毒素，通过本研究发现，
ＨＤ组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而ＨＤ＋ＨＰ组
治疗后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这说明 ＨＤ＋
ＨＰ可有效的清除 Ｌｅｐｔｉｎ。研究显示，Ｌｅｐｔｉｎ可以有效
的抑制神经肽活性，抑制患者食欲，减少蛋白摄入，增

加能量消耗，进而导致营养不良发生。临床上 Ａｌｂ、Ｈｂ
等生化指标可以反映机体蛋白质营养状况，本研究结

果显示，ＨＤ组和ＨＤ＋ＨＰ组其Ｈｂ和Ａｌｂ水平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但 ＨＤ＋ＨＰ组与 ＨＤ组比较，
升高更明显（Ｐ＜００５），且无明显不良反应，说明 ＨＰ
联合ＨＤ可以有效的清除Ｌｅｐｔｉｎ以及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ＴＮＦ－α等炎性细胞因子，进而减轻机体的微炎症状

态，增加患者食欲，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综上所述，ＨＤ联合 ＨＰ治疗尿毒症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可有效清除体内中大分子炎症因子，同时可

有效的改善机体营养状况，改善患者肾功能，促进患者

泌尿与生殖系统的恢复，对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尿毒

症生活质量，改善患者预后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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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第二产程剖宫产对母婴的影响及对策

沈润华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４

【摘　要】目的：了解第二产程剖宫产对母婴的影响。方法：以我院行第二产程剖宫产的患者４２例作为观察组，随
机选择同期行第一产程剖宫产的患者１１１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剖宫产相关因素以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羊水Ⅲ度污染的患者占 １９０５％，与对照组的 ６３１％比较，Ｐ＜００５，结果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枕前位占
１６６７％，枕横位占４５２４％，与对照组的３６０４％和２７０３％比较，Ｐ＜００５，结果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出现出血和胎儿
娩出困难的患者分别占２３８１％和９５２％，与对照组的８１１％和０９０％比较，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的术后病
率和新生儿窒息分别占１４２９％和１６６７％，与对照组的２７０％和３６０％比较，Ｐ＜００５，结果有统计学差异。结论：第二
产程剖宫产增加了母婴发病率，应尽量避免第二产程剖宫产，减少第二产程剖宫产率。

【关键词】第二产程；剖宫产；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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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剖宫产率逐年上升，剖宫产对母婴的影响已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剖宫产术是解决难产的有效手段。但第二

产程剖宫产潜在着很多对母婴不利的因素，若处理不当，可

能导致子宫切口裂伤、产后出血、周围脏器损伤、新生儿窒

息等［１］。本文就中国核工业北京四０一医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第二产程剖宫产的有关资料做回顾性分析，
探讨第二产程剖宫产对母婴的影响及对策。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住院分娩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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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７例，其中剖宫产４９１例，剖宫产率４３６％，因头位
单胎初产急症剖宫产共计２４２例，其中二程剖宫产４２
例作为观察组，年龄２０～３５岁，平均（２４１±３２）岁，
平均孕周（３８５±１７）周。随机选择１１１例同期头位
单胎初产第一产程急症剖宫产的患者为对照组，年龄

２０～３３岁，平均孕周（３８９±１８）周。两组患者一般
情况无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腰硬联合麻醉，取子宫下段横切

口行剖宫产术。

１３　疗效观察
对两组患者剖宫产相关因素进行评价比较，同时

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２分析，Ｐ＜００５，为结果具有统计学差
异。

２　结　　果

２１　分析两组剖宫产的相关因素
观察组羊水Ⅲ度污染的患者占 １９０５％，对照组

Ⅲ度污染占 ６３１％，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枕前位占１６６７％，枕横位占４５２４％，对
照组分别占３６０４％和２７０３％，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剖宫产相关因素分析［ｎ（％）］

组别 例数
羊水污染

Ⅱ度 Ⅲ度

胎方位

枕后位 枕前位 枕横位

观察组 ４２１３（３０．９５）８（１９．０５）１６（３８．１０）７（１６．６７）１９（４５．２４）

对照组 １１１２１（１８．９２）７（６．３１）４１（３６．９４）４０（３６．０４）３０（２７．０３）

χ２ ２．５５ ５．５９ ０．０１ ５．３７ ４．６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的情况
术中并发症中，观察组出现出血和胎儿娩出困难

的患者分别占２３８１％和９５２％，与对照组的８１１％
和０９０％比较，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子宫
下端撕裂占 １６６７％，与对照组的 １２６１％比较，Ｐ＞
００５，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中，观察组
的术后病率和新生儿窒息分别占１４２９％和１６６７％，
与对照组的２７０％和３６０％比较，Ｐ＜００５，结果有统
计学差异；观察组切口感染的患者占９５２％，与对照
组的５４１％比较，Ｐ＞００５，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中并发症

出血（≥８００ｍｌ） 子宫下端撕裂（＜５ｃｍ） 胎儿娩出困难

术后并发症

切口感染 术后病率 新生儿窒息

观察组 ４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７（１６．６７） ４（９．５２） ４（９．５２） ６（１４．２９） ７（１６．６７）

对照组 １１１ ９（８．１１） １４（１２．６１） １（０．９０） ６（５．４１） ３（２．７０） ４（３．６０）

χ２ ５．９１ ０．４２ ４．６９ ０．３０ ５．４４ ５．９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第二产程的异常源自第一产程的异常，有大部分

的第二产程剖宫产的病例，在第一产程中较早的时候

表现为胎头下降异常［２］。主要表现为活跃期延长、宫

口扩张延缓及阻滞、胎头下降异常、持续性枕横位或枕

后位。在产程中除了注意宫口扩张的情况外，还应该

重视先露下降情况以及胎方位。

减少第二产程剖宫产的发生率，就应当熟练的掌

握剖宫产的指征，在正确的时候进行手术治疗。首先

应当做到产前充分估计骨盆大小，特别是中骨盆及骨

盆出口平面［３］，在妊娠晚期，进行骨盆内测量，了解骨

盆有没有异常状况的存在，胎儿有无头盆不称，从而进

行分娩方式的判定［４］。产时充分利用产程图，由于产

程图能强化产程时间的概念且早期识别难产，为提高

产科质量、确保母婴安全具有使用价值［５］。

一旦需要第二产程剖宫产，术前应充分估计手术

困难程度，尽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术前应详细检查

产妇及胎儿情况［６］，如胎头高低、胎方位、产瘤大小、胎

头是否变形嵌顿于骨盆腔内、产妇是否潜在着感染因

素、潜在出血因素、是否胎儿宫内窘迫等，做到心中有

数。由经验丰富医师施行手术。

总之，第二产程剖宫产与第一产程剖宫产比较，母

婴并发症明显增加［７］，因此，在决定分娩方式前，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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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估计胎儿大小及产妇的高危因素。产程中要严密观

察产程进展，产程异常经处理仍无进展或进展缓慢者应

及时行剖宫产，避免试产时间过长，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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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１５１－１５５．

［７］　蔡燕，刘书莲．第二产程剖宫产后并发症分析．中国医药
科学，２０１１，０１（６）：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上接第３６页）
　　本人此次通过观察我院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收治的
１７例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的患者与５１例重度
子痫前期未发胎盘早剥的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影像

学检查结果后发现，观察组患者（合并胎盘早剥）宫内

窘迫、胎死宫内、子宫卒中、ＤＩＣ、产后出血的发病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的早产率以及剖宫产率也显

著高于对照组，其中 ＤＩＣ以及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病率
甚至高达６４７１％和８８２４％。此外研究显示，观察组
患者血中ＣＡ１２５以及 ＡＦＰ的含量也较对照组显著升
高，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本人经过分析，认为

其原因可能在于：患有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孕妇因为血

管痉挛会导致血流量的减少［６］。其中底蜕膜的螺旋小

动脉因异常滋养层细胞侵入而造成血流减少时，会使

得胎盘功能下降［７］，从而更容易导致胎儿生长受限、胎

盘窘迫等。若胎盘床血管破裂则可致胎盘早剥，严重

时甚至造成母儿死亡，此时加上高血压造成的内皮损

害以及胎盘血管急性动脉粥样硬化则后果更加严

重［８］。除此之外，由于胎盘剥离时血液渗入底蜕膜与

胎盘之间形成血肿，从而造成子宫壁与胎盘的剥离，此

时蜕膜中的ＣＡ１２５就会入血，而ＡＦＰ也会由于胎一母
屏障的厚度和完整性发生变化而使得其在母体血清中

的浓度发生上升［１０］。

综上所述，重度子痫前期并发胎盘早剥对母儿的

预后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在临床上易造成产后出血，

ＤＩＣ而威胁到孕妇的生命，同时也易致胎儿宫内窘、迫
围生儿早产、胎死宫中等。故对重度子痫前期的患者

如果血压持续上升，尿蛋白含量大于５ｇ／２４ｈ，全身水
肿伴有阴道出血者，应高度怀疑是否发生胎盘早剥。

经检查确诊后，应立刻处理，必要时终止妊娠，对于保

护母儿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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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尖锐湿疣６７例 ＨＰＶ分型分析

王文格　郑玲玲△　孙　铮

首都医科大学潞河教学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１１４９

【摘　要】目的：了解尖锐湿疣患者中ＨＰＶ分型情况，指导临床治疗。方法：对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我科门
诊就诊并查ＨＰＶ分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分布特征。结果：本组尖锐湿疣患者６７例，ＨＰＶ检出阳性
４３例（６４１８％），其中高危型２３例（３４３３％）：女性１８例（７８２６％），男性５例（２１７４％）；单纯低危型２０例（２９８５％）；
高危＋低危的混合感染１６例（２３８８％），其中感染型别最多２例为４个基因型，阴性２４例（３５８２％）。结论：本组病例
尖锐湿疣患者６７例，ＨＰＶ阳性检出率高（４３／６７，６４１８％）；高危型检出率高（２３／６７，３４３３％）。本组病例提示，加强对尖
锐湿疣患者ＨＰＶ分型检测，更有利于指导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关键词】尖锐湿疣 ＨＰＶ分型；基因型；高危；预后

ＨＰＶｔｙ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６７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Ｗｅｎｇｅ，ＺＨＥ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ＳＵＮＺｈ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Ｌｕ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１１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ｇｕｉ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ｗｈｏ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ｃｌｉｎｉｃ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３（３４３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ａ
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１８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７８２６％）ａｎｄ５ｍａｌｅｓ（２１７４％）．２０（２９８５％）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ｌｏｗ－ｒｉｓｋ
ＨＰＶ．１６（２３８８％）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ｌｏｗ－ｍｉｘｅｄ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２４（３５８２％）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ｗｏ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ｕｐｔｏ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ＨＰＶ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ｈｉｇｈｉｎｏｕ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４３／６７，６４１８％），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２３／６７，３４３３％）．Ａｌｌ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ＨＰＶｔｙ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ＨＰＶＴｙ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引起的一种增
生性性传播疾病［１］。尖锐湿疣常与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３１、３３
型感染有关［１］。本病因其发病率高，传染性强，易复发而严

重危害患者及家人的健康。尖锐湿疣的ＨＰＶ分型对指导
临床治疗及预后意义重大，我科对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在我科门诊就诊，并作ＨＰＶ检测的尖锐湿疣患者６７例，
进行了汇总。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本组６７例患者均为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于我科临床明确诊断为尖锐湿疣并进行了 ＨＰＶ分型
检测的患者，其中男 １８例 （２６８６％），女 ４９例
（７３１４％）。年龄１８～７３岁，平均３１８９岁。男性均
为阴茎龟头包皮尖锐湿疣患者，女性均为外阴尖锐湿

疣患者。病史２周～半年，平均１４个月。
１２　方　法
取材：男性患者取阴茎龟头包皮部位疣体，女性患



·５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者取外阴部位疣体。患者疣体部位周围７５％医用酒
精消毒２次，再用注射用水涂湿疣体，专用小毛刷头部
摩擦疣体，折断毛刷头，放入培养液中送检。

检测：采用凯普２１种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分型检
测试剂盒（ＰＣＲ＋膜杂交法）。通过提取临床样本病毒
ＤＮＡ，经过ＰＣＲ扩增，利用导流杂交平台，在已经固定
好核酸探针的低密度基因芯片上杂交，显色，诊断脱落

细胞标本中的２１种ＨＰＶ病毒ＤＮＡ分子的存在。

２　结　　果

本组尖锐湿疣患者 ６７例，其中女性 ４９例
（７３１３％），男性１８例（２６８７％）。ＨＰＶ检出阳性４３
例（６４１８％），其中女性３３例（７６７４％），男性 １０例
（２３２６％）。高危型：２３例（占检测组的 ３４３３％，占
检测 结 果 阳 性 的 ５３４９％），其 中 女 性 １８例
（７８２６％），男性 ５例（２１７４％）；单纯高危型 ７例
（１０４５％），高危＋低危的混合感染１６例（２３８８％）；
其中感染１个高危型１８例（２６８６％）、２个高危型３
例（４４８％）、３个高危型２例（２９９％），共３０型次；依
次分别为 ＨＰＶ１６型（９例，１３４３％）、５８型（５例，
７４６％）、１８型（４例，５９７％）、３３型（４例，５９７％）、
５９型（３例，４４８％）、６６型（２例，２９９％）、３９型（１，
１４９％）、５３型（１，１４９％）、６８型（１例，１４９％）。低
危型：共 ３６例（５３７３％），其中单纯低危型 ２０例
（２９８５％），高危＋低危的混合感染１６例（２３８８％）。
分别为 ＨＰＶ６型（２２例，３２８４％），１１型（１４例，
２０９０％）；阴性２４例（３５８２％）。其中感染型别最多
２例，感染了４个基因型，均为３个高危型 ＋１个低危
型。

３　讨　　论

３１　尖锐湿疣的病原体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

ＨＰＶ是一种 ＤＮＡ病毒，病毒颗粒直径为 ５０～
５５ｎｍ［１］。其核心为ＤＮＡ双链，核心 ＤＮＡ双链构成了
ＨＰＶ的基因组，由７９００个核甘酸，碱基所组成。它们
编码约９个蛋白质成分，Ｅ１－Ｅ７，Ｌ１、Ｌ２分别为编码蛋
白质的９个基因，

Ｅ组基因为病毒 ＤＮＡ所需要的基因，Ｌ１、Ｌ２编码
病毒颗粒衣壳蛋白质［２］。乳头瘤病毒对宿主有高度的

种属特异性，人类乳头瘤病毒唯一宿主是人［１］。

３２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的直接原因
宫颈癌在全球妇女癌症死亡率中位居第２位，每

年全球大约有５０万新发宫颈癌病例，约２０万人死于
宫颈癌［３］。自１９７７年Ｌａｖｅｒｔｙ在电镜中观察到宫颈癌
组织中存在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以及ＺｕｒＨａｕｓｅｎ提
出ＨＰＶ与宫颈癌发病可能有关的假设后，经过国内外
学者近２０年的研究，已经证明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的
直接原因。宫颈癌亦因而成为目前唯一一种病因明确

的可以预防和治愈的恶性肿瘤［４］。ＨＰＶ有多种基因
型（也称亚型），已有１２０多个亚型被确定，约４０种涉
及生殖道感染。不同亚型对宫颈上皮的致病力不同，

已认定其中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
６８等亚型主要与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有关，为高
危型。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等亚型与外生殖器尖锐湿疣等
良性病变有关，为低危型［５］。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
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４］。宫颈癌主要感染基因型存在

地理差异，在我国３１、３３、５８型可能较１８型更为常见，
１６型感染仍是宫颈癌的最大威胁［３］。本组病例

ＨＰＶ１６型（９例，１３４３％）、５８型（５例，７４６％）、１８型
（４例，５９７％）、３３型（４例，５９７％）检出率位于前列，
与学者研究基本一致。有学者报道外阴尖锐湿疣宫颈

高危型ＨＰＶ检出率为５６８２％［６］。本组外阴尖锐湿疣

患者女性外阴皮损高危型 ＨＰＶ检出１８例（５４５５％，
１８／３３），与学者研究基本一致，均建议转妇产科做宫颈
ＨＰＶ分型检测并查有无宫颈病变；男性患者高危型５
例（５０％，５／１０），建议去除疣体的同时，系统 ＋局部抗
病毒治疗，并至少坚持随访２年或至５年。
３３　关于ＨＰＶ的检测准确性
本组病例６７例，ＨＰＶ阳性４３例（６４１８），共检出

１１个亚型；阴性２４例（３５８２）。该组患者均具有典型
的临床症状，部分阴性，考虑本检测应用２１种人乳头
瘤病毒ＨＰＶ分型检测试剂盒，不在该范围的 ＨＰＶ型
感染，可能出现阴性结果［７］，或少数取材较浅也可能出

现阴性结果。

３４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ＨＰＶ感染是宫
颈癌的直接原因

宫颈癌亦因而成为目前唯一一种病因明确的可以

预防和治愈的恶性肿瘤。学者研究发现，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不一定会发展到癌前病变或者成为宫颈癌，而对

于ＨＰＶ感染持续不退的患者发展为宫颈癌的可能性
却较高［８］。本组尖锐湿疣患者中ＨＰＶ检出率高（本组
患者６７例，４３例阳性，占６４１８％）；高危型所占比例
高，本组２３例，（占样本的３４３３％，占检测结果阳性
患者的５３４９％）。鉴于高危型引起的病变恶变率高，

（下转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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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尖锐湿疣３９例护理体会

杜　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科，北京 １００８５３

【摘　要】目的：探讨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和总结护理经验。方法：３９例尖锐湿疣患者采用

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并选择３９例尖锐湿疣患者单纯用ＣＯ２激光治疗作为对照组，观察其治疗效果并总结护理

经验。结果：治疗组１次治愈３７例（９４８７％），对照组１次治愈３０例（７６９２％），统计学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尖锐湿疣具有操作方法简便、治愈率高的优点。做好尖锐湿疣患者的综合护理对提高

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ＣＯ２激光；光动力法；尖锐湿疣；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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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３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４８７％）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０（７６９２％）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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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Ｎｕｒｓｉｎｇ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又称生殖器
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
感染引起的好发于外阴及肛门的性传播疾病，主要由

ＨＰＶ６、１１等型引起［１］。临床上常采用激光、冷冻等方

法，但复发率很高。ＣＯ２激光使组织变性、失活、破坏
性损伤，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２］。光动力疗法（ｐｈｏ
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对靶组织及损伤程度都具有可选择

性，可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降低复发［３］。近年，我

院皮肤科采用 ＣＯ２联合光动力法治疗肛周尖锐湿疣
取得良好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患者均为我科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确诊的

尖锐湿疣患者，治疗组患者年龄 １８～７０岁；男性２３
人，女性１６人。对照组患者年龄１８～６８岁；男性２３人，
女性１６人。所有患者均已排除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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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疫抑制药物史者以及心脏病、高血压、光敏性疾病、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常规消毒，２％利多卡因局麻。对照组

单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根据疣体大小选择合适功率进行
逐个烧灼炭化，切割直至病灶的创面，如有出血，需按

压止血。治疗组在用ＣＯ２激光治疗后，配制２０％氨酮
戊酸溶液，将药液涂抹于皮损及其周围０５ｃｍ的皮肤
及黏膜上，用保鲜膜封包，再用胶带固定；避光４ｈ后揭
开，选择合适光斑，照射 ２０～３０ｍｉｎ，８０～１２０Ｊ／ｃｍ２。
每７ｄ治疗１次，共２～４次。治疗结束后，每月随访１
次，共随访半年。

１３　疗效判断
痊愈标准：疣体完全消失，病变处皮肤及黏膜光

滑，醋酸试验未见阳性，６个月后无复发；复发标准：随
访期间在原发皮损或周围皮肤及黏膜再次出现新疣

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

１４　结　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所有疣体均在第１次治疗后

脱落。随访６个月，治疗组３７例（９４８７％）患者未出
现复发，对照组３０例（７６９２％）患者未出现复发，二者
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　护　　理

尖锐湿疣患者普遍出现焦虑、多疑的复杂心理，护

理中应完全尊重患者隐私、主动关心患者，使患者增加

对护理人员信任，主动配合治疗。同时，对其配偶也要

做好必要的教育，使其明白“夫妻同治”的必要性，并

向患者宣传安全的性生活方式。手术治疗中，严格执

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交叉感染；嘱患者不要随便移动

体位，防止光源移位；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感觉疼痛，

应及时安抚患者。治疗后密切观察创面情况，保持创

面的干燥，如果出现创面红肿即回院处理。另外，由于

多数患者对尖锐湿疣了解甚少，且网上多存在对该病

不实的、夸大性的宣传，因此加强对疾病（包括病因、传

染途径、临床表现、治疗和预防）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要，

从而对性病的防治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是由ＨＰＶ感染所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
复发率较高，传统治疗不易清除，给患者的身心带来极

大的痛苦。ＣＯ２激光操作简便，患者痛苦小，不良反应
及并发症少，但单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易复发。光动力疗
法能靶向富集于所有ＨＰＶ感染组织，引起感染细胞坏
死或凋亡［４］。因此 ＣＯ２联合光动力法治疗尖锐湿疣
能彻底清除病灶，较单独使用 ＣＯ２激光复发率明显降
低，是目前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法。通过对３９例患者综
合护理，笔者的体会是：尊重患者的隐私，和患者真诚

沟通，使患者增加对护理人员信赖感对治疗的效果非

常重要。术中护理的关键在于严格按照无菌操作、敷

药部位准确、照光到位。术后有效的康复指导对促进

伤口愈合，减少不良反应和提高治疗效果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ＣＯ２联合光动力法是治疗尖锐湿疣的有效
方法，良好的护理措施能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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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苍柏湿毒清对小鼠阴道解脲支原体定植干预研究

李　楠１　李元文２△　梅　琼１　张晓静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摘　要】目的：旨在比较苍柏湿毒清干预前、干预后小鼠 Ｕｕ阴道炎造模成功率。方法：Ａ１组先予中药干预，其后
Ｕｕ阴道炎造模；Ｂ１组先予生理盐水干预，其后Ｕｕ阴道炎造模；Ａ２组造模成功后予中药干预；Ｂ２组造模成功后给予生
理盐水干预，Ｃ组既不进行造模，亦不进行中药干预，清洁级饲料喂养。计算各组小鼠 Ｕｕ的定植成功率并行统计分析。
结果：Ａ１组、Ａ２组造模成功率均低于Ｂ１组、Ｂ２组，据统计学分析 Ｐ＜００５，说明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结论：苍柏湿毒
清干预前、后均能降低解脲支原体造模成功率，是针对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有效药物。

【关键词】解脲支原体；造模；苍柏湿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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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ｙＵｕ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Ｂ１（ｆｉｒｓｔ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ｉｎ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ｙＵｕ
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２（ｆｉｒｓｔｂｙＵｕ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Ｂ２（ｆｉｒｓｔｂｙＵｕ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ｉｎ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ａｓ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ｏｆＵｕ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Ｕｕｍ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Ａ１ａｎｄＡ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Ｕｕｍ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ｂｏｔｈ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
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ｒｕ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Ｃ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ｉｄｕｑｉｎｇ

　　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目前是引
起非淋菌性尿道炎、男性不育、女性不孕、宫颈炎及盆

腔炎等多种疾病的主要病原体［１］。苍柏湿毒清治疗解

脲支原体引起的非淋菌性尿道炎、宫颈炎临床疗效明

确。本实验拟对小鼠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实验动物模型

干预的研究，旨在比较苍柏湿毒清干预前、干预后小鼠

解脲支原体性阴道炎造模成功率。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对象
ＢＡＬＢ／Ｃ小鼠４０只，清洁级，鼠龄８～１０周，体重

（２０±２ｇ），均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
司，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心动物实

验室；解脲支原体血清８型（ＡＴＣＣ２７８１６），由北京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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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聚公司代购自 ＡＴＣＣ（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复
苏、传代后备用。

１２　试　剂
苯甲酸雌二醇购自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解

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购自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

１３　中药苍柏湿毒清
苍柏湿毒清制剂由炒苍术、黄柏、生黄芪、柴胡等

地道药材组成，制备为含生药１ｇ／ｍｌ的水提药液，由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制剂室制备。Ａ１组、Ａ２组用
药剂量：每次０２ｍｌ，每日２次灌胃。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动物分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送到饲养室后首先进行解脲支原体

检测，将检测均为阴性的ＢＡＬＢ／Ｃ小鼠４０只随机分成
５组，即：Ａ１组（中药干预组）８只先给予苍柏湿毒清浓
缩液灌胃，每次０２ｍｌ，每天２次，连续７ｄ，其后予解脲
支原体性阴道炎造模４周；Ｂ１组先给予生理盐水０２ｍｌ
灌胃，每天２次，连续７ｄ，其后予解脲支原体性阴道炎造
模４周；Ａ２组（中药干预组）８只ＢＡＬＢ／Ｃ小鼠，先予解
脲支原体性阴道炎造模４周，造模成功后给予苍柏湿毒
清浓缩液灌胃，每次０２ｍｌ，每天２次，连续７ｄ；Ｂ２组先
予解脲支原体性阴道炎造模４周，造模成功后给予生理
盐水０２ｍｌ灌胃，每天２次，连续７ｄ；Ｃ组８只ＢＡＬＢ／Ｃ
小鼠，既不进行造模，亦不进行中药干预，清洁级饲料喂

养。分好组后让其适应环境一周。

２２　菌液制备
将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冻干菌株（ＡＴＣＣ２７８１６）用

液体培养基溶解稀释，在３７℃条件温箱内培养２４ｈ，培
养基颜色由黄变浅粉色即复苏成功，然后传代，传至第

三代时配制成 １０５ｃｃｕ／ｍｌ的浓度备用。
２３ ＢＡＬＢ／Ｃ小鼠解脲支原体性阴道炎造模［２］

２３１　雌二醇处理　每周在 ＢＡＬＢ／Ｃ小鼠的皮
下注射１次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０２ｍｌ，共４次。
２３２　菌液接种　在第２次注射雌二醇后，每天

用无菌输液软管向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注入预先提取的
Ｕｕ标准株菌液２０ｕ１（１０５ｃｃｕ／ｍｌ），连续注入３ｄ。
２３３　检测　第４次注射完雌二醇后，用男用阴

拭子取 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分泌物，放入解脲支原体鉴
别培养基中在３７℃条件下培养，若培养基颜色变红即
表明支原体检测阳性，造模即成功。

２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ｓ连续χ２检验。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动物的一般情况
ＢＡＬＢ／Ｃ小鼠注射雌二醇后比注射前兴奋，接种

菌液后第一周精神开始萎靡不振，毛发失去光泽，进食

减少；造模成功后 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红肿、分泌物增
多；中药灌胃干预后，ＢＡＬＢ／Ｃ小鼠精神欠佳，肢体倦
卧，进食减少。

３２　支原体检测结果
支原体检测结果见表１。

表１　支原体检测结果

组别
支原体检测（阳性）

（只）

支原体检测（阴性）

（只）

造模成功率

（％）

Ａ１组 ４ ４ ５０

Ｂ１组 ８ ０ １００

Ａ２组 ３ ５ ３７．５

Ｂ２组 ８ ０ １００

Ｃ组 ０ ８ ０

造模成功率：Ａ２组 ＜Ａ１组 ＜Ｂ１组、Ｂ２组；Ａ１组
造模成功率低于 Ｂ１组，与 Ｂ１组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Ａ２组造模成功率均低于 Ｂ２组，与 Ｂ２组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

４　讨　　论

苍柏湿毒清干预前、后均能降低解脲支原体造模

成功率，苍柏湿毒清是预防、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有

效药物，其干预解脲支原体定植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

究，其作用机理可能与直接杀灭或抑制解脲支原体生

长、繁殖；可能与改变阴道局部环境，缓解局部炎症，修

复局部黏膜屏障，改变解脲支原体的致病环境有关，起

到预防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作用。多篇文献报道单味中

药或中药复方针对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有效性，仍需从

治疗或预防解脲支原体感染两方面进行研究，其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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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从神经递质５－ＨＴ信号通路
探讨翘芍方治疗早泄的调控机制（８１２７３９３０）。
【第一作者简介】王　福（１９８２－），男，住院医师，主要从事男
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与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郭　军，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ｊｕｎ１１２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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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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耿　强２ 郭　军１△ 张　强１　 余国今１　赵家有１　 高庆和１

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天津 ３００１９３

【摘　要】目的：探讨针刺治疗原发性早泄是否有效。方法：来自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０８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男科门诊６０名病人，随机分为帕罗西汀组、针刺组以及针刺对照组。三组在年龄、病程、疗前ＩＥＬＴ以及 ＰＥＤＴ等
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结果：帕罗西汀组因恶心等消化道反应剧烈脱落１例患者。帕罗西汀组、针刺组与针刺对照
组相比较，皆可以延缓ＩＥＬＴ（Ｐ＜０００１），但帕罗西汀组延缓 ＩＥＬＴ较针刺组更明显。帕罗西汀组、针刺组与针刺对照组
相比较皆可以降低ＰＥＤＴ积分（Ｐ＜０００１），但帕罗西汀组与针刺组相比降低无差异（Ｐ＝００７＞００５）。结论：针刺可以
延缓早泄患者ＩＥＬＴ，降低ＰＥＤＴ，疗效显著。

【关键词】早泄；针刺；帕罗西汀；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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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ｉｒｓ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３００１９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ｔｏ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１２，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ｆＸｉｙｕ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ＡＴＣＭ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ｏｐａｒｏｘｅ
ｔｉｎ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ｈａｍ－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ＥＬＴｓａｎｄＰＥＤ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ｏｆＰＥＤ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ｌｏｓｔ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
ＩＥＬＴ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０１）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ｃ
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ｎ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７＞００５），ｂ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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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０１）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０１）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ａｎｐｌａｃｅｂ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

　　早泄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发病率为１４％
～４１％，其中７５％的男性曾经出现过早泄。原发性早
泄是指患者从第一次性经历时发病，以后的性生活依

然如此，而且射精太快（在插入阴道之前或插入阴道２
ｍｉｎ内射精）。早泄严重影响病人和伴侣的生活质量，
也引发家庭不和谐和夫妻关系紧张的困扰［１］。５－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是目前治疗早泄最常用的药物，然而
常见的不良反应如疲乏、嗜睡恶心、呕吐等限制了其使

用［２，３］。

笔者在临床中采用针刺治疗原发性早泄取得了较

为满意的临床疗效，并与西药帕罗西汀做了随机对照

临床观察，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来自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男科门诊６０名原发性早泄病人，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针刺组（治疗组）、帕罗西汀组

（西药对照组）及针刺对照组。

帕罗西汀组、针刺组、针刺对照组三组各２０例患
者，三组在年龄、病程、疗前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
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以及疗前早泄诊断
工具（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ＰＥＤＴ）［４］等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诊断与标准

依据较为公认的早泄诊断标准即《欧洲泌尿外科

学会（ＥＡＵ）早泄诊治指南》［５，６］，修改如下：（１）持续地
或反复地在很小的性刺激下，在插入前、插入时或插入

后就射精，比本人的愿望提前，医生判断时应考虑影响

性兴奋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如年龄、新的性伴侣、新

的环境和近期的性交频率；（２）有消极的后果，例如烦
恼、痛苦、沮丧或／和避免性的亲密接触。（３）为便于
量化，规定ＩＥＬＴ＜２ｍｉｎ。

表１　各组基线比较（珔ｘ±ｓ）

帕罗西汀组 针刺组 针刺对照组 统计量 Ｐ

年龄 ３２．４５±４．２６ ３３．０５±４．２７ ３２．４±３．８６ ０．３１ ０．８５

病程 ４４．７±２９．８６ ４７．８５±３１．４４ ４８．４±３１．３２ ０．１０ ０．９５

疗前ＩＥＬＴ（ｓ） ５２．４２１０５±３１．９１ ５０．５±３１．２５ ５０．８５±３０．７５ ０．１０ ０．９５

疗前ＰＥＤＴ １５．７８９４７±２．３２ １６．３±２．０８ １６．２５±２．１０ ０．６１ ０．７３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早泄诊断标准；（２）年龄在２０～５０岁的
男性；（３）病程持续３个月以上；（４）从第一次性生活
起，出现射精快；（５）性欲正常，第二性征发育正常；
（６）同居或结婚，并有固定性伴侣且性生活有规律（要
求性生活频率为不小于１次／周）；（７）若患者性生活
带避孕套，则治疗前后每次性生活一直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泌尿生殖系统有炎症者，如前列腺炎、尿道炎、附睾
炎、精囊炎等；（２）外生殖器畸形、有外伤及手术史者；阴茎、
睾丸有器质性疾病者，如包茎和包皮过长、隐睾等；（３）ＥＤ
患者；（４）甲亢患者；（５）有性创伤经历者；（６）服用其他治疗
早泄药物者；采用任何促进阴茎勃起功能的药物；（７）有心、
肝、肾及神经系统等原发性疾病者；（８）精神行为性早泄，排

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癫痫及糖尿病等器质性疾病引起的

早泄；（９）性伴侣性冷淡或性高潮障碍者。
１５ 治疗方法

治疗组针刺太冲、太溪、三阴交、关元、百会穴位；

行捻转平补平泻法，穴位均应酸而麻胀等得气为宜。３
次／周，每次留针２０ｍｉｎ。

针刺对照组，采用穴位旁开点作为对照（假穴位），

进针、行针、留针、出针以及针刺的强度等同于针刺组。

帕罗西汀组（西药对照组）：早晨或睡前服用帕罗西汀

１０ｍｇ（或２０ｍｇ），以患者的耐受为度，若患者服用２０ｍｇ
恶心、嗜睡等副作用比较大，则推荐服用１０ｍｇ，睡前服
用。治疗期间性生活如常，必要时进行性知识介绍、性

教育。在治疗过程中，嘱患者配偶用秒表记载每次性生

活的ＩＥＬＴ。治疗４周后评价患者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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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应用软件ＳＡＳ９２进行处理。使用秩和检验
进行三组比较，使用ＳＮＫ法进行两两检验，检验水准α＝
００５双侧，Ｐ＜００５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过程中，帕罗西汀组因恶心等消化道反应剧

烈脱落１例患者。帕罗西汀组、针刺组与针刺对照组
相比较，皆可以延缓ＩＥＬＴ（Ｐ＜０００１）。见表２。帕罗
西汀组延缓ＩＥＬＴ较针刺组更明显（Ｐ＜０００１）。见表
３。在ＰＥＤＴ评分方面，帕罗西汀组、针刺组与针刺对
照组相比较皆可以减低ＰＥＤＴ积分（Ｐ＜０００１）。见表
２。帕罗西汀组与针刺组相比降低无差异（Ｐ＝００７＞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２　各组指标比较

帕罗西汀组 针刺组 针刺对照组 统计量 Ｐ

ＩＥＬＴ前后差值 均值 １５５．３２ １０２．３５ １１．１０ ２８．７３ ＜．０００１

中位数 １４２．００ ８２．００ ９．００

ＰＥＤＴ前后差值 均值 －５．２６ －６．４０ －１．２５ ３４．２３ ＜．０００１

中位数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注：各指标采用秩和检验

表３　ＩＥＬＴＳＮＫ法两两比较（Ｐ）

帕罗西汀组 针刺组 针刺对照组

帕罗西汀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针刺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针刺对照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４　ＰＥＤＴＳＮＫ法两两比较（Ｐ）

帕罗西汀组 针刺组 针刺对照组

帕罗西汀组 ０．０７ ＜．０００１

针刺组 ０．０７ ＜．０００１

针刺对照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早泄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目前对早泄的治

疗效果的评价指标在学术界还是存在着争议，大部分以

ＩＥＬＴ作为疗效标准的判断。帕罗西汀是目前治疗早泄最
有效的ＳＳＲＩｓ［６］，本研究通过针刺与帕罗西汀的比较，发现
延长ＩＥＬＴ方面，针刺弱于帕罗西汀，但是相比于针刺对照
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ＰＥＤＴ、延长患者的ＩＥＬＴ。但针刺
与其他ＳＳＲＩｓ相比，疗效如何，在本研究中未涉及。

中医认为肾为作强之官，主藏精，施射精，我们认

为肾气亏虚，精关开阖失度为早泄的主要病机，针刺关

元、三阴交以培元温阳，调理心脾肾，以固精关；太溪滋

补肾阴，益肾生精，太冲疏肝解郁，百会益气固脱，针刺

诸穴共达调和阴阳。

早泄确切的发病机制并不明确，现代医学研究发

现中枢性 ５－羟色胺（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５－ＨＴ）以及多巴胺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ＤＡ）在射精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７］。有研究发现，针刺产生的刺激也可能激发下丘

脑、垂体，从而大范围引起一系列全身效应。已有文章

报道了神经递质和神经激素分泌的变化及中心和外周

血流调节的改变［８］，但针刺是否会像 ＳＳＲＩｓ一样刺激
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是如何刺激的却不清楚，这有待

于通过较成熟的动物模型试验［９］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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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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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男科，广西 贵港 ５３７１００

【摘　要】目的：评价加味五子衍宗胶囊和胰岛素联合治疗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ｎｏ，ＥＤ）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研究对象１２０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和对照的研究方法，对
药物和安慰剂进行编号，治疗组每天应用胰岛素控制血糖，连续服用加味五子衍宗胶囊３个月。对照组每天应用胰岛素控制血
糖，连续服用与加味五子衍宗胶囊剂型剂量完全相同的不含任何有效药物成分的胶囊３个月。同时系统双盲治疗３个月，数据
资料收集完成后统一破盲。结果：治疗３个月后，治疗组和对照组用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高于各自用药前，用药前后，各自两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和对照组用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勃起分级量表
（ＥＨＧＳ）进行评估，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１１３％，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４１１８％，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补肾养
肝健脾联合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ＥＤ的有效组合，标本兼治，疗效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补肾养肝健脾；胰岛素；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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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ｎｏ，ＥＤ），是男性
学科常见疾病之一，不仅严重危害男性健康及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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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危害到家庭的和谐及稳定。糖尿病（ＤＭ）男性
患者容易并发 Ｅ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程的延
长，ＥＤ发病率逐渐增加。有报道近年来超过１１亿的
亚洲人患有 ＤＭ，并且患者有年轻的趋势。如何治疗
糖尿病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ＤＭＥＤ）是男科学面临的重
要课题之一。本研究我们采用补肾养肝健脾法联合胰

岛素治疗ＤＭＥＤ，取得了一定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入选标准
年龄在３５～５０岁，已婚或有长期固定的性伴侣；

符合美国糖尿病学会（ＡＤＡ）的 ＤＭ诊断标准确诊为
ＤＭ，并且病程≥２年；符合国家中药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１］属于阳痿病

证；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２］：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
（ＮＩＨ）定义诊断ＥＤ，病程≥３个月，ＩＩＥＦ≤２１分。
１．２　剔除标准
（１）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不包括双侧保留神经

前列腺癌根治术或者盆腔手术造成的阳痿）；（２）泌尿
生殖系显著畸形或已植入阴茎假体的患者；（３）最近
发生过脑卒中或者脊髓损伤的患者；（４）近期有严重
心脏病、肝肾功能不全者；（５）泌尿生殖道感染者；（６）
正在使用抗抑郁药物、抗雄激素药物或者肿瘤化疗药

物的患者；（７）未按规定服药者；（８）应用胰岛素不能
控制血糖在正常范围的患者；（９）严重的性欲障碍患
者，严重的精神障碍或者弱智患者，长期酗酒史及药物

滥用史；（１０）严重的 ＤＭ自主神经病变患者，具有除
ＤＭ外还患其他内分泌疾病患者；（１１）吸毒患者。
１．３　退出标准
病人每２周复诊１次，并记录治疗期间有关的信

息和服药的顺从性，失诊２次，或者在治疗期间停药２
周以上，或者出现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或不良事

件不适宜继续接受本治疗者退出实验；患者主观因素

不愿意继续治疗者，亦退出实验。退出实验者保留其

病历记录，并以最后一次检测结果转接为最终结果。

１．４　方　法
纳入标准的糖尿病 ＥＤ患者１２０例，应用胰岛素

控制血糖，按就诊先后顺序编号，用抽签法随机抽签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双盲法治疗３个月，
治疗结束数据收集完成后统一破盲。治疗组每天应用

胰岛素控制血糖，连续服用加味五子衍宗胶囊（主要由

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鹿角胶、牛

膝、水蛭、蛇床子、山药、茯苓、甘草等研粉制成）３个

月，对照组每天应用胰岛素控制血糖，连续应用与加味

五子衍宗胶囊剂型、颜色、内容物颜色和气味、剂量完

全相同的不含任何有效药物成分的胶囊３个月。
１．５　疗效评估
１、疗效判定：用ＩＩＥＦ－５评分表进行评分，每一问

题的得分值由１分（几乎从来没有或从来没有）到５分
（几乎总是或总是），０分表示无性活动，总分为２５分。
各个问题的得分之和为该患者的评定总分，总分 ＞２１
分诊断为无ＥＤ，总分≤２１分诊断为ＥＤ。
２、疗效观察指标：阴茎勃起状况判断标准，根据阴

茎勃起硬度分级量表（ＥＨＧＳ）［３］进行评估。痊愈：阴
茎完全勃起并坚挺（４级）。有效：阴茎硬度足以插入
阴道但不够坚挺（３级）。无效：阴茎变大但硬度差（１
级）或阴茎变硬但不足以插入阴道（２级）。结果以患
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及ＥＨＧＳ百分率来表示。
１．６　统计学分析
经研究人员核实评分后，所有数据统一录入微机，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统一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经系统治疗３个月后，患者 ＩＩＥＦ
－５评分结果和阴茎勃起硬度分级量表（ＥＨＧＳ）评估
结果见表１

表１　试验组及对照组ＩＩＥＦ－５评分和ＥＨＧＳ比较

ＩＩＥＦ－５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ＨＧＳ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１３６３±２７５２０１２±２７３ １９ ２４ １０ ８１１３

对照组 １３２０±４５５１４２５±２５３ ４ １３ ３４ ４１１３

　　注：治疗组在治疗过程中有３例患者因血糖控制不好未达到标准

被剔除，２例患者未按规定治疗和回访也被剔除，２例患者出现并发症

也被剔除。对照组３例患者因血糖控制不好未达到标准被剔除，３例患

者未按规定治疗及回访被剔除，３例患者主动放弃治疗。

从表１可以看出，治疗组患者和对照组用药治疗
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与用药治疗前比较差异都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经过３个月系统治疗后比较，差异
显著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 ＥＨＧＳ
评估结果显示，治疗组痊愈１９例占３５８５％，有效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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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４５２８％，总有效率８１１３％；对照组痊愈４例占
７８４％，有效１３例占２５４９％，总有效率 ４１１８％，明
显低于治疗组，表明治疗组治疗效果好，即加味五子衍

宗胶囊联合胰岛素治疗能明显改善 ＤＭＥＤ患者的勃
起功能。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种危害人体健康的代谢障碍性疾病，

勃起功能障碍是男性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

之一，并且发病率高，医学研究发现 ＤＭＥＤ大多是器
质性病变。其发病机制可能与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糖

使外周神经变化而致阴茎自主神经支配异常，使皮下

阴茎神经传导缺陷，阴茎勃起反射受损；再者糖尿病患

者阴茎海绵体的动脉粥样硬化，阴茎血流缓慢也会使

阴茎勃起功能降低。本研究发现应用胰岛素把ＤＭＥＤ
的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以减缓 ＥＤ的进程，使
ＤＭＥＤ患者的ＥＨＧＳ评估提高，与报道血糖水平与ＥＤ
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越高 ＥＤ往往
越严重［４］相一致。

本研究我们发现单纯应用胰岛素控制 ＥＤ患者血
糖可以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但经系统治疗后治疗组

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ＨＧＳ评估都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加味五子衍宗胶囊联合胰岛素应用可以提高

ＤＭ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比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更有
效。

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范畴，是先天禀赋不足，后

天调养失宜所致；糖尿病性阳痿是消渴病日久心神失

调，或素体阴亏，肝阴损伤，肝血亏损，不足以滋肝木，

而致相火妄动，肾失固藏；肝肾不足，无力鼓动外肾，宗

筋失养久之成痿。阴器以筋为体，以血为用；肾藏精，

肝藏血，精血互化，肾精、肝血是阴器生理活动的物质

基础，肾气鼓动使肝气疏泄通畅，阴器血气才充盈而

举；肾气和肝气的有效补充得力于脾的健康运化，故治

疗ＥＤ应肾、肝、脾同治，三者兼顾，才获理想效果。我
们自拟的加味五子衍宗胶囊是在五子衍宗基础方上加

了鹿角胶、牛膝、水蛭、蛇床子、山药、茯苓、甘草等研粉

制成。五子衍宗既能滋肾补阳，疏利肾气，固精止遗，

养血柔肝，健脾助运，阴中求阳，使肝气调达，疏泄正

常，经络通畅，气血得行，宗筋得润；又切中肾虚湿热之

病机，共奏补肾助阳，清热利湿之力。故能温肾补阳，

养肝藏血，健脾助运，寓“阴中求阳”之意，既能作为阳

痿的通治方，又符合阳痿者大部分火衰而需温补的要

求，也无碍于少数因湿热而阳痿的患者。在此基础上

我们加入鹿角胶富含血肉有情之品，助填精补髓之力，

共奏滋补肝肾，起阳治痿之功；牛膝，强筋通络，壮腰

膝，补肝肾，肝充则筋健，肾充则骨强；水蛭善破血伤瘀

滞而消肿，清热利水，与车前子合用既可泄各药之过

热，又可以泄肾经肝经之虚火，使水窍常开，小便利而

湿热外泄，与补肾药相配，可使“精窍常闭而无泄漏

……精固则阴强”，与牛膝共同活血通络，引血下行，直

达宗筋，切中肾虚湿热之病机，共奏补肾助阳，清热利

湿之力；蛇床子加味五子衍宗则温肾壮阳，共纳肾气，

养肝藏血，健脾助运，通络润宗筋，诸实起阳举痿；山

药、茯苓健脾气，以补气血化生之源，涵养肝肾、宗筋之

生机，脾之功能健旺，则气血生化有源，肾气足而肝血

旺，宗筋血络得以灌溉，自无阳痿之虞；甘草培补中土，

以后天养先天，还解各药之毒并调和诸药，与牛膝、蛇

床子、山药、茯苓等诸药合用，有健脾益气消痞、疏肝解

郁清热之功效。上述诸药加味五子衍宗制成胶囊，意

在补肾养肝还健脾，真正“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则阳

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则得阳升而

源泉不断”，故能振阳起痿。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性兴奋刺激海绵体平滑肌释

放的一氧化氮（ＮＯ）介导，使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
阴茎动脉、小动脉扩张，血流增加，海绵窦扩张，血液充

盈，引发勃起［５］。中医认为，阳器阳气，通则为用，不通

乃病。若“阳气不通，血脉不畅，平滑之肌，紧而不松，

宗筋不利，阳器废用”，“三寸阳器，无力作强，非亏非

虚，不通而然”［６］。消渴患者病久致气阴两虚，肾精亏

虚，肾阳不足，淤血阻络，肝脏失养，宗筋萎弱，三寸阳

器，无力作强。故治疗上除了降血糖外，应重在补肾养

肝健脾，以恢复宗筋正常气机，使阳道通畅，阳器灵性

得以恢复，举力而作强。加味五子衍宗胶囊，谨守病

机，随症布施，补泄相兼，温肾气足以振阳势，滋肝藏

血，强筋通络，清热化湿，使血气流畅润宗筋，健脾胃促

运化，精血化生，肾精得补而保持盈满，脾、肾、肝三者

相互资助，相互促进，故肝肾盈满，阳器得养，宗筋得

润，获阳之势而举，以达起阳举痿之效。

现代医学认为治疗阳痿的关键是要提高 ＮＯＳ的
活性，保护内皮功能［７］，并且抑制 ＰＤＥ５的作用，从而
提高海绵体 ＮＯ的水平。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覆盆子、
蛇床子可以提高ＮＯ的活性，促进阴茎的勃起［８－１０］，蛇

床子还能抑制ＰＤＥ５的活性为阴茎的勃起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是治疗 ＥＤ的良药。研究还发现枸杞子具有
良好的抗氧化作用、减少氧化应激等保护血管内皮的

作用［１１］。因此加味五子衍宗胶囊可以明显改善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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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的微循环、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明显减

轻神经组织中山梨醇的蓄积，保护和改善血管内皮功

能，还能增加神经传导速度，增加副交感神经张力，既

能提高ＮＯＳ的活性，又能抑制ＰＤＥ５的作用，使阴茎达
到勃起与性需求状态同步，增强性能力，改善乃至治愈

ＤＭＥＤ，有利于提高ＤＭＥ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加味五味子衍宗胶囊是治疗 ＥＤ的良药，无

论从现代的分子学机制的角度去分析，还是用传统的

中医理论去研究，都是行之有效的良方，联合胰岛素是

治疗 ＤＭＥＤ的有效组合，既能降低血糖，又可以补肾
养肝健脾，起阳举痿，标本兼治，获得良效，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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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建议：（１）条件允许情况下，所有尖锐湿疣患者及
其配偶、性伴均应做疣体的 ＨＰＶ分型检测。（２）尖锐
湿疣患者，女性患者，外阴皮损者，无论高危、低危型，

均建议转妇产科做宫颈 ＨＰＶ分型检测并查有无宫颈
病变，因宫颈 ＨＰＶ分型未必与外阴皮损 ＨＰＶ分型完
全一致，并严防再次感染。男性患者，无论高危、低危

型，均建议让其配偶或性伴去妇产科做宫颈ＨＰＶ分型
检测并查有无宫颈病变，因其部位较隐蔽，发病不易被

发现，为防止以后的反复交叉感染，应以及早发现，早

防早治为佳。（３）所有高危型患者，去除疣体同时均
应做积极的系统及局部抗病毒治疗，并密切随访至病

毒清除，ＨＰＶ阴转后要随访２年以上，甚至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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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期梅毒８０例临床疗效分析

李　宏

白山市通煤集团总医院皮肤科，吉林 白山 １３４３０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８０例早期梅毒患者的临床分析，探讨中药凉血败毒汤在治疗中的功效。方法：将８０例患者
随机平均分配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使用单纯西医治疗，口服阿奇霉素，每日３次，每次３片。每周进行１次苄星青
霉素肌肉注射，２４０万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中药凉血败毒汤。两组疗程均持续４周，观察凉血败毒汤的功
效。结果：通过治疗和五个月的随访观察，观察组 ４０例患者中 ３７例完全治愈，２例有效，仅 １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９７５％；对照组４０例患者，２７例完全治愈，４例有效，９例无效，总有效率为７７５％，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具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中药凉血败毒汤在治疗中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应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关键词】早期梅毒；中西医结合；凉血败毒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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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ｉ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ｉＤｕｓｏｕｐ

　　目前我国的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同时梅毒
的发生率也随之不断升高［１］。梅毒是一种慢性全身性

传染性疾病，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累及患者的皮肤，黏膜

以及多个内脏器官。梅毒的传染性极强，可通过血液或

性接触传播［２］。本院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

早期梅毒患者８０例，分别采用了传统疗法与中西医联
合治疗法进行治疗，笔者对其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中药

凉血败毒汤对治疗效果的增强作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院于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之间收治早期

梅毒患者８０例，其诊断标准均符合卫生部卫生防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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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性病防治手册》中的相关要求［３］。将本组８０
例患者随机平均分配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４０
例，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在１８～５０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２７８±４３）岁；其中２２例为梅毒一期，１８
例为梅毒二期。对照组４０例，男性２９例，女性１１例；
年龄在１７～５３岁之间，平均年龄（２７６±４４）岁；其中
２０例为梅毒一期，２０例为梅毒二期。观察组与对照组
之间在性别、年龄、疾病程度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入选与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符合梅毒诊断的规范标准，梅毒一期存

在局部淋巴结肿大，典型的硬下疳等。梅毒二期患者

存在扁平疣，丘疹，斑疹，鳞屑性皮疹等。淋巴结穿刺

活检可见梅毒螺旋体，实验室血清学检查阳性。排除

标准：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肝肾功能严重不全者，对阿

奇霉素、苄星青霉素等过敏严重无法接受全程治疗者。

１３　方　法
对照组口服阿奇霉素片（汇仁集团，Ｈ２００２３８７１），

每日３次，每次３片。每周进行１次苄星青霉素（上海
先锋药业有限公司，Ｈ３１０２０８２７）肌肉注射，２４０万 Ｕ，
治疗持续４周；观察组在对照组的传统治疗基础上，加
服中药汤剂凉血败毒汤，每日２次，分别于清晨和晚饭
后服用。其药物方剂为：生甘草１５ｇ，生大黄１５ｇ，防风
６ｇ，木通 ７ｇ，当归 １０ｇ，赤芍 １０ｇ，黄芪 ３０ｇ，土茯苓
１５０ｇ，桔梗１５ｇ，川芎１５ｇ，疗程持续４周。治疗结束后
于１，２，３，４，５个月进行随访，复查快速血浆反应素环
状卡片试验（ＲＰＲ）。
１４　观察指标
经过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快速血浆反

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复查结果转为阴性，视为完
全治愈；患者症状未完全消失，但ＲＰＲ复查结果转阴，
视为有效；患者症状未明显好转，ＲＰＲ复查结果仍为
阳性，视为无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

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取 α＝００５，Ｐ＜００５具
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２　结　　果

经过４周的治疗以及５个月的随访，观察组３７例
完全治愈，２例有效，总有效率为９７５％；对照组２７例
完全治愈，４例有效，总有效率为７７５％（总有效率 ＝
完全治愈率 ＋有效率）。观察组与对照组对比，Ｐ＜

００５，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ｎ） 完全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 ２（５．０％） １（２．５％） ９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７（６７．５％） ４（１０．０） ９（２２．５％） ７７．５％

３　讨　　论

梅毒是一种慢性全身性传染性疾病，可以累及患

者的皮肤、黏膜以及多个内脏器官。梅毒的传染性极

强，通常通过血液传播以及性接触传播，其机制为梅毒

螺旋体表面具有粘多糖和粘多糖酶，可以与人体内粘

多糖含量丰富的组织结合并对其结构进行破坏［４］。早

期梅毒，尤其是一期梅毒，其症状较轻，无疼痛感，主要

表现是硬下疳，淋巴结肿大等，患者不易察觉。尤其是

女性，由于其解剖结构特点较男性更加难于发觉，这对

梅毒的早诊断早治疗十分不利。如果妊娠期女性未能

及时发现病症，及时就医，使病情迁延，则不仅会严重

危及患者健康，而且会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导致流

产、死胎、新生儿早夭、先天性梅毒患儿等。一般认为

青霉素是治疗早期梅毒的首选用药［５］，但很多患者对

青霉素具有过敏性，无法耐受，故无法完成治疗；作为

新一代大环内酯类广谱抗菌素，阿奇霉素的半衰期较

长，在血液中清除较慢，能够长时间维持较高的血药浓

度，可以较好地移植梅毒螺旋体，故本次研究中两组患

者均口服阿奇霉素片。

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观点，梅毒属于外感淫邪之

毒，疫毒入侵，蕴热生火，外伤肌皮，内损脏腑［６］。凉血

败毒汤最初用于治疗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所致

的不孕症，因其具有清热凉血，祛邪解毒之功效，本次

研究将其运用于早期梅毒的治疗，亦取得较好疗效。

凉血败毒汤的方剂之中，有活血利尿之药当归、川芎，

有清热解毒之药生大黄、土茯苓，有补气生肌之药黄

芪、桔梗，有解毒之药甘草等等。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运用凉血败毒汤与西药阿奇

霉素和苄星青霉素联合治疗，完全治愈率为９２５％，
总有效率达到了９７５％；而单纯使用西药的对照组完
全治愈率为６７５％，总有效率为７７５％；观察组的完
全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这说明中药凉血败毒汤在治疗中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此外经过随访，观察组并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下转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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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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目的：评价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对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影响，为在农村小学开展预防性侵
犯教育和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对象为河南省某农村地区８所小学四年级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将学生分
为教育组和对照组。由研究者在学校对学生开展教育。分别于教育前、教育后１周和教育后５个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通过比较教育组学生与对照组学生知识技能的变化，评价教育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组学生相比，

教育后教育组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得分明显增加；如果有性侵犯发生，表示能披露性侵犯事件的比例明显增多。

教育后５个月追踪调查显示，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技能水平仍明显高于教育前。结论：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可以帮助
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

【关键词】小学生；学校健康教育；预防儿童性侵犯；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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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者对儿童虐待问题发生情况及其负向影
响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儿童虐待问题的

预防。然而，有关儿童虐待预防的研究，做的比较多的

是在高收入国家［１］。目前，在我国有关预防儿童虐待

研究报告还比较少［２，３］，农村地区预防儿童虐待问题

的研究更少［４］。为探讨农村小学预防性侵犯教育对学

生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在河南省某农村地区８所小学
四年级学生中开展了预防性侵犯教育研究。本研究结

果将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学校基础的预防性侵犯教

育工作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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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本研究对象为河南省某农村地区同一乡镇的８所

小学四年级学生［５］。４所学校为教育组，４所学校为对
照组。有３６２人参与了本研究的三次问卷调查，合格
问卷为 ２９２份，占三次问卷调查都参加人数的
８０７％，占注册人数的６８５％。教育组１７７人；对照组
１１５人。

除母亲文化程度构成外，教育组与对照组男女性

别比例、父亲文化程度构成和父母职业构成等比较显

示，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教育组与对照组学生一般人口学特征

教育组

ｎ ％

对照组

ｎ ％

两组比较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９９ ５５９ ５５ ４７８ １８３８ ０１７５

　女 ７８ ４４１ ６０ ５２２

母亲职业

　务农 １０５ ５９３ ７７ ６７０ ２６３５ ０６２１

　经商 ２３ １３０ １２ １０４

　外出打工 ２０ １１３ ９ ７８

　其他职业 ２２ １２４ １１ ９６

　不详 ７ ４０ ６ ５２

父亲职业

　务农 ３７ ２０９ ２８ ２４３ １２１４ ０８７６

　经商 ２７ １５３ １８ １５７

　外出打工 ８５ ４８０ ５１ ４４３

　其他职业 ２３ １３０ １３ １１３

　不详 ５ ２８ ５ ４３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２ ２３７ ４１ ３５７ １３４２０ ０００４

　初中 ５９ ３３３ ２６ ２２６

　高中及以上 ３０ １６９ ８ ７０

　不详 ４６ ２６０ ４０ ３４８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４ １３６ １５ １３０ ４００１ ０２６１

　初中 ６２ ３５０ ４１ ３５７

　高中及以上 ４１ ２３２ １７ １４８

　不详 ５０ ２８２ ４２ ３６５

　　注：其他职业包括医生、行政工作人员、教师等。

１２　教育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是将预防性侵犯教育与预防艾滋病教育相

结合［５］，以参与式教学方法为主，如头脑风暴，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情景分析等，进行６个课时的健康教育。
先对教育组学生进行教育，在教育研究结束后再对对

照组学生进行教育。与预防性侵犯教育相关的内容包

括认识我们的身体、做正确决定、预防性侵犯、主动寻

求帮助等。

１３　评价方法
有关预防性侵犯教育评价，采用小学生预防性侵

犯知识技能调查表［２，４，６］。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识别陌

生人；熟悉的人也可能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好的接触和

不好的接触；男孩也可能受到性侵犯；受到性侵犯不是

受害儿童的错；应对性侵犯的策略。调查表内容主要

包括预防性侵犯知识和预防性侵犯技能。预防性侵犯

知识有１１个条目，其中有３个条目是基于某个假设情
景而设问。每个条目的问题，回答正确记１分，答错、
不知道或不确定或没有回答记０分；预防性侵犯技能
有６个条目，在假设的性侵犯情景或潜在有性侵犯可
能的情景中，表示能采取适当行动的记１分，反之或不
确定或没有回答记０分。

分别于教育前、教育后１周及教育后５个月对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教育前问卷调查结果作为评价学生

预防性侵犯知识技能状况［４］，同时也用作教育效果评

价的基线。通过教育后调查结果与基线调查结果的比

较，评价健康教育对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的影

响。

１４　统计分析
计算相关指标的频数和百分数，描述学生预防儿

童性侵犯知识回答正确和技能拥有的人数及比例。采

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探讨教育前后教育组与对照组知
识技能的差异以及教育组和对照组教育前后知识技能

变化的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预防性侵犯知识
教育前教育组与对照组学生知识得分比较，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教育后１周和教育后５个月，教育
组学生知识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知识的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与教育前比较，教育组学生教育后１周和教育后

５个月知识得分均有明显的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显示，教育后１周知识得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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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值教育组（３６±３２）高于对照组（０３±２２），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３８１，Ｐ＜０００１）。教育后五个月知

识得分增长值教育组（２４±３１）仍然大于对照组（０４
±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０８２，Ｐ＜０００１）。

表２　教育前后教育组和对照组学生知识得分及比较

教育组

均数 标准差

对照组

均数 标准差

教育组与对照组

比较ｔ值

教育前 ３４ ２５ ３０ ２２ １５３３

教育后１周 ７０ ３４ ３３ ２５ １０６７２

教育后５个月 ５９ ３４ ３４ ２８ ６７０８

教育前与教育后１周比较 ｔ＝１４９３０；Ｐ＝００００ ｔ＝１６４１；Ｐ＝０１０４

教育前与教育后５个月比较 ｔ＝１０２７０；Ｐ＝００００ ｔ＝１８１７；Ｐ＝００７２

　　注：Ｐ＜００１

　　总的看来，与对照组学生进行比较，教育后教育组
学生下列知识有明显增长：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对儿童

进行性侵犯；若遇到性侵犯、或受到性侵犯的威胁，应

该告诉信任的成年人，如果告诉的人不相信，要告诉其

他成年人，直到有人相信为止；若受到性侵犯的威胁，

要拒绝、离开、告诉。见表３。

表３　教育组与对照组学生教育前后预防性侵犯知识回答正确率及比较（％）

教育组（Ｎ＝１７７）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与教育前比较，Ｐ值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对照组（Ｎ＝１１５）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与教育前比较，Ｐ值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教育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χ２值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只要是你不认识的人，即使他说认识

你，他也是陌生人
５１４ ７１２ ６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５３０ ５４８ ５７４ ０８６４ ０５３３ ００７４ ８２１６ ２９０７

喜欢的人，也可能以一种让你感觉不

好的方式接触你的身体
２３７ ４５８ ３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４８ ２４３ ２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２３０ ３４６０ １３６６５ １０５３７

不知道一种接触是好还是不好时，应

该告诉信任的成年人
１９８ ６１６ ４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１８３ １９１ ０６７８ ０８４５ ００５２ ５２９６６ ２２４８６

如果有人触摸你的身体，让你感觉不

好，如果告诉的人不相信，应告诉其

他成年人，直到有人相信为止

１３０ ６７２ ５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２ １６５ １７４ ０３３２ ０２６３ ００４２ ７１９１８ ３５２６７

有时医生或父母需要看你的隐私部

位（如隐私部位生病时）
２４３ ５４８ ３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２０９ ２０９ １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３ ０４６２ ３３０７６ １３２８２

男孩不必担心别人会触摸他们的隐

私部位
４２４ ７９１ ６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３５ ５５７ ５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５ １８１９７ ３７４８

某邻居让小红（９岁）摸他的隐私部位。

小红应该拒绝、离开、告诉一个大人
３１１ ５８２ 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３ １９１ ０８５６ １０００ ４３６６ ４５４９３ ２５０６４

三个小孩在公园里玩，一个男人故意

向他们暴露隐私部位：

儿童应该离开，并告诉一个成年人 ４２９ ７０１ 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３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１０８ ７６６９ ５１９９４ ２００２０

这种情况是性侵犯 ２７１ ６２１ ５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８ ３５７ ３３９ ０２０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８ １９５９６ １２２２５

发生这件事是这个男人的错 ４４１ ６３３ ５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４００ ３９１ ４７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４３ ０４７２ １６３５０ ２５４６

小强（８岁）告诉妈妈邻居叔叔要摸

他的隐私部位，妈妈不相信时，应该

告诉其他成年人，直到有人相信为止

２３７ ６８４ ５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２６ ２００ 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５８３７２ ３８０８７

　　注：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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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预防性侵犯技能
教育前教育组与对照组学生技能得分比较，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教育后１周和教育后５个月，教育
组学生技能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４。与教育前比较，教育组学生教育
后１周和教育后５个月技能得分均有明显的增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显示，教育后１周技能得分
增长值教育组（１３±１６）高于对照组（０２±１２），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６０６，Ｐ＜０００１）；教育后５个月
技能得分增长值教育组（１３±１８）仍明显高于对照
组（０６±１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０８７，Ｐ＜
０００１）。

总的看来，与对照组学生比较，教育组学生若被性

侵犯表示不保守这样的秘密，会对别人说，以及若受到

性侵犯的威胁表示除了家人之外，有可以告诉的其他

成年人的比例有明显的提高。见表５。

表４　教育前后教育组和对照组学生技能得分及比较

教育组

均数 标准差

对照组

均数 标准差

教育组与对照组

比较ｔ值

教育前 ２１ １３ ２０ １０ ０４０１

教育后１周 ３４ １５ ２２ １０ ７９０２

教育后５个月 ３４ １６ ２６ １１ ４８８６

教育前与教育后１周比较 ｔ＝１０５０６；Ｐ＝００００ ｔ＝１９３２；Ｐ＝００５６

教育前与教育后５个月比较 ｔ＝９７０９；Ｐ＝００００ ｔ＝５２７４；Ｐ＝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１

表５　教育组与对照组学生教育前后表示能采取适当行动的比例及比较（％）

教育组（Ｎ＝１７７）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与教育前比较，Ｐ值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对照组（Ｎ＝１１５）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与教育前比较，Ｐ值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教育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χ２值

教育前
教育后

１周

教育后

５个月

当有成年人接触或触摸你身体时，无

论你喜不喜欢，并不都会服从
８０２ ９１０ ８９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８０９ ８７８ ９１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７４３ ０１７５

如果一个朋友的爸爸让你帮他找走

失的猫，不会跟他走
５４２ ７０６ ７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７０ ７８３ ８１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 ４６７１ ２０９５ ３３９６

如果有人要求触摸你的隐私部位，并

说这是个秘密，会对别人说
１０２ ３５０ ３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１ ９６ １２２ ０４８１ ０１６７ １４８４ ２４１０５ １８９１１

如果一个你喜爱的成年人试图触摸

你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让他触摸
３８４ ６１０ ６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３３０ ５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６０９ ２１８１９ ２８４６

如果一个你喜爱的成年人触摸了你

身体的隐私部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

另一个信任的成年人

１６４ ５０８ ５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１ １０４ １７４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７ ６８３８ ５００８８ ３５２６７

如果某人试图触摸你身体的隐私部

位，除了家人之外，有可以告诉的其

他成年人

７９ ２７７ ２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８ ３５ ７０ ０１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７４９２ １７５１２

　　注：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有关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对儿童知识和技能的影

响，国外有一些研究报告。ＴｅｌｌｊｏｈａｎｎＳＫ等在小学三
年级学生中开展了２个小时的预防性侵犯课程教育，

分２次进行，每次课程１小时。教育内容涉及帮助学
生了解儿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家庭和社区中的支持

系统；安全与不安全的接触，秘密接触；个人安全规则；

发生性侵犯不是儿童的错；不要保守性侵犯这样的秘

密；若有人试图对他们进行性侵犯知道怎样做；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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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受害者。在教育中，采用了角色扮演，观看录

像，示范和讨论等方法。由受过培训的志愿者和来自

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教育。与对照组

学生相比，教育后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和行为意向得

分有明显提高［７］。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Ｄ等为考察以学校为基
础的安全项目对小学生的影响，在爱尔兰都柏林郊区

５所小学二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中进行了教育影响研
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学生相比，教育组学生的安全

知识和技能得到明显的提高，教育后３个月追踪调查
结果显示这些知识和技能仍然得到很好的保持［８］。

ＤａｋｅＪＡ等在美国开展了有关预防虐待教育对小学三
年级学生知识和自我效能影响评价研究。结果显示，

教育后，教育组学生知识有明显提高，对照组学生知识

无明显变化；自我效能两组学生均无明显变化［９］。Ｄａ
ｖｉｓＭＫ和 ＧｉｄｙｃｚＣＡ对２７项学校预防儿童虐待教育
研究进行了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时间超过４次
课或更多，使儿童有更多的时间能积极参与其中，效果

最好。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参与、项目时间比较
长，对所有年龄的儿童都显示出更好的教育效果［１０］。

在我国某城市小学二年级学生中进行的预防性侵

犯教育效果评价结果显示，教育后学生预防性侵犯知

识和技能水平有明显的提高［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总的看来，与对照组学生相比，

参与预防性侵犯教育的学生，预防性侵犯知识有明显

的提高；在假设的性侵犯情景或潜在有性侵犯可能的

情景中，显示能采取正确行动的比例明显提高。而且

教育后５个月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预防性侵犯
知识和技能得分仍然明显高于教育前水平，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得分。

预防性侵犯教育是否减少了儿童性侵犯的发生？

Ｆｉｎｋｅｌｈｏｒ等通过调查发现，在课堂上有机会练习技能
的儿童在现实生活中更可能采取保护行为和使用保护

策略［１１］。Ｇｉｂｓｏｎ等［１２］对８２５名女大学生进行的问卷
调查显示，有６２％在儿童时期接受过学校预防性侵犯
教育。在接受过教育的女生中有８％受到性侵犯，而
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生中有１４％受到性侵犯。显示
出学校预防性侵犯教育在预防儿童性侵犯的作用。本

研究尚不能提供实证性依据显示参与教育活动的儿童

在实际生活中更能有效地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预

防性侵犯的发生。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的

评价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本研究为在我国农村小学开展预防性侵犯教育提

供了实践经验。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儿童将运用所学

到的知识和技能，预防性侵犯的发生。

致谢：感谢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教师、学生及学生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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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成效

尹幼明　吴　瑕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４

【摘　要】为增强大学生规避“青春伤害”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对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采用

教师与学生并重组建师资队伍、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教学内容、教师引导与学生参与并重的ＰＬＡ教学方法、校内与校外并

重的个性化服务和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等，破解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存在的师资不足、教材缺乏、教法陈旧和服务、机制缺

失等难点，并取得显著成效。

【关键词】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挑战；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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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青少年的性生理成熟提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使更多的青年人进高校深造，婚育年龄推迟，导致 “性

待业期”的延长；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西

方文化的接轨与交融，性意识的开放、性观念的多元

化，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有低龄化和发生率上升的趋势，

并且因对相关知识与技能的缺乏而导致的未加保护的

不安全性行为，使大学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非意愿妊

娠、人工流产、性病和艾滋病的威胁；另一方面，国家

《婚姻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改，解

除了在校大学生的结婚禁令，在体现法律人性化和社

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给高校学生如何理性抉择学业

和婚育提出了挑战。因此，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具

有非常重要的紧迫性和深远意义。

１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１．１　师资不足
目前高校性健康教育师资数量少，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而且由于性健康教育涵盖的知识面广，学科的

交叉性和融合度高，要求教师要有较宽广的知识面和

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此外，在我国性又一直是比较敏

感的话题，只有具有正确的认识、先进的理念、科学的

性教育观和坦荡教态的教师才能胜任。因此高校性健

康教育师资面临着“量”与“质”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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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教材缺乏
要持续有效的开展性健康教育，教材缺乏是挑战

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构建有关性健康教育教

学的理论体系、尚未颁布有关的教育教学大纲，现有的

教材因教育观念不统一，教学目标不清晰、教育内容不

够全面［１］，存在教材种类杂、内容散、质量参差不齐或

教育内容的“度”把持不科学等问题。

１．３　教法陈旧
传统说教式教学方法采用大班式的或讲座的形

式，不受大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差。这种以教师、教材

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忽视学生主体、不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缺乏平等、民主、自由和公平，往往把说教者的思维

方式和观念强加给学生，不尊重学生的感受、需要和人

格，无法实施师生互动、交流和达成共识的效果。

１．４　服务缺失
高校性健康教育缺乏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个性

化需求的服务。大学生处在社会转型期和人生特殊转折

期，这个群体中婚前性行为、意外怀孕、人工流产等呈上升

趋势已成不争的事实，高校因缺乏集预防性、发展性、补救

性的专业化服务［２］，部分大学生又因怕隐私暴露、害羞，对

欲求教或求助的私密问题，感到无处可求、无人可助、无所

适从，因而可能造成对身体的再次伤害。

１．５　机制待建
不能持续有效的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

的关键是没有有效机制保障。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

育，高校普遍存在缺师资、缺课时、缺场地、缺经费等困

难。因此，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要落到实处，必须要

有有效的机制做保障。

２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２．１　组织专题调研 制定实施方案
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性健康教育工作，２００９年初

我校进行了在校大学生性知识认知、性心理及性行为

等的调查，了解大学生性知识、性行为、性心理发展现

状及对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建议。

学校召开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研讨会，进行专

题研究部署。本着“让每位学生青春阳光、人生健康”

的理念，根据我校女生占学生数 ９０％以上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要求。

２．２　加强组织领导 搭建三级机构
学校十分重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成

立了领导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党委副书记担任

组长，学工部部长、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负责人担任

副组长，搭建了“学校—分院—班级”三级工作机构及

运行机制：学校性健康教育项目组面向全院学生进行

顶层设计，开展宣传倡导、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咨询服

务等工作；分院建立项目小组，根据各自学生特点组织

开展活动；班级同伴教育志愿者通过主持主题班会，实

施班级性健康教育教学活动。

２．３　创新教育方式 提高教育实效
２．３．１　在解决师资问题上，教师与学生并重，着

力在“同伴教育”上下功夫 为突破开展性健康教育

师资缺乏的瓶颈，学院精心培育由师生共同组成的性

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一是整合资源组建教师队伍，选

拔具有医学或是心理学专业背景的５名教师组成师资
队伍。经过３年努力，这５名教师均获得了国家或市
级的“青春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证书，成为学校性健康

教育的主干力量；二是选拔培养组建“同伴教育”志愿

者队伍，每年从新生各班选拔２名优秀学生，对他们进
行教学方法、生活技能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等培训，经

考核合格，颁发证书。３年共培养了２４０余名“同伴教
育”志愿者，成为学校性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同伴教

育”志愿者深入各班主题班会，开展性健康教育的教学

活动，把所学到的知识与生活技能灵活地传播到身边

的同学中去，有效的进行同伴交流、同伴互动、同伴影

响和同伴解惑，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性健康教育中的主

体作用。

２．３．２　在解决教材问题上，知识与技能并重，着
力在“行为能力”上下功夫 如何通过教育提高大学

生规避“青春伤害”的积极、有效的行为能力和生活技

能，是性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１９９３年，世界卫生组
织给生活技能定义为：是个体采取适宜和积极的行为，

有效的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和挑战的能力［３］。

我们查阅国内外资料，借鉴先进经验，根据学校学生的

实际需求，编制了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校本教材———《大

学生青春健康生活技能培训手册》。内容主要包括人

际交往、性行为与决定、预防性传播疾病、预防艾滋病

病毒感染、生殖与避孕、优生优育知识及认识毒品、拒

绝毒品等知识。在给学生传授科学的性生殖健康知识

的同时，我们更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实践证

明以技能为基础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效果明显优于

以知识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如《预防艾滋病病毒感

染》通过知识和技能并重的教学，让学生在了解预防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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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病毒感染知识的同时，也掌握预防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技能（图１），提升了性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图１　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知识与技能

　　２．３．３　在解决教学方法问题上，教师引导与学生
参与并重，着力在“参与性”上下功夫 据调查，高等

学校中大约有一半课程的课堂教学学生不满意［３］。为

使性健康教育达到“兴趣唤起情感，情感导航态度，态

度最终影响行为”的效果，我们摒弃传统教学方式，采

用参与式的教学与实践（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ｃ
ｔｉｏｎ，ＰＬＡ）教学法。它以平等参与、民主开放、和谐互
动、共同分享为特点，采用以问题、情景为主线的教学

方法，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

情景剧表演和游戏等一系列趣味活动，搭建鼓励、吸引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平台，改变了传统教学活动中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关系，使学生在活动中坦诚亮出

自己的观点，共同分享同伴的思想，达成正确的共识，

成为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思考、批判、创新的教学活动

的主角，在活动中愉悦地接受教育，感悟升华。教师则

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推进者和辅导者，起到了很好

的教育引导作用。

２．３．４　在解决服务问题上，校内与校外并重，着
力在“预防”上下功夫 为帮助解决部分大学生的情

感、性与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个性化问题，学校推出了

“知心导师”阳光服务。该团队由４位获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资质的教师组成，推出面对面咨询、热线电话

咨询、“知心导师”博客等３个服务项目。并设立了免
费“取套箱”。考虑到有的服务必须具备专业的医疗

条件才能进行，学校依托社区资源和所在辖区的综合

性医院、计划生育指导站、疾病控制中心等建立了联

系，作为“知心导师”阳光服务的后援。通过校内的宣

传教育、咨询服务和校外的医疗保障，牢固建立青年大

学生性健康教育的“三道防线”：①拒绝婚前性行为
（延迟首次性行为）；②性行为前掌握必要的避孕知识
和自我保护技能；③发生非意愿妊娠等情况时，有正确
的求医行为，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知心导师”阳光服务启动以来，已为校内外 ５０
余人次青少年提供了有效服务。其中近５０％的来电、
来访是由于遭受情感挫折、生殖系统疑问、早孕或是性

方面的困惑。

２．４　建立工作机制 保障“项目”运作

２．４．１　成立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组 学校整

合优势资源、发挥个人专长、形成团队合力，成立了大

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组，作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

的实体。此项目组归属学工部管理，受学校大学生性

健康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建立了一个领导牵头、一个部

门负责、一个小组落实的工作机制。

２．４．２　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纳入学院人才
培养方案 学校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作为《学生

职业发展教育》子项目，纳入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实行

“课堂化”设计，“学分化”管理。使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从学生的课外活动进入了课堂教学，从面向部分学生

到面向全体学生，学生受教育率１００％。
２．４．３　学校注重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建设

从人、财、物全方位提供项目所需“资源”　配备专职
性健康教师１名，兼职教师４名；每年５万元专项工作
经费；已建成１５０ｍ２的培训场所，６间青春阳光社工作
室（备多台电脑、打印机、专路咨询热线电话等），保障

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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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成效与影响

３．１　学生受益面广
我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学生受教

育率１００％。学生性健康教育评估问卷调查显示：对
学校的性健康教育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学生，由培

训前的９．６％上升到培训后的８０．３％。广大学生规避
青春伤害的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有效防止了未婚先

孕、非意愿妊娠终止手术、性病和艾滋病等对大学生造

成伤害事件的发生；有效防范了因情感挫折、性伤害等

造成的出走、自杀、失踪等极端事件的发生，对推进学

校平安校园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３．２　社会认可度高
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的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

作，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２０１０年笔者作为项目负责
人由宁波市计生协推荐获全国计生协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１２月７日笔者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第七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先进表彰会，当选为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第七届理事，并作为宁波市的先进代表受到了李

克强副总理的接见。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前秘书长李月

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洪苹、由中国计

生协官员廖群及医学心理学博士甄宏丽组成的“生育

关怀－青春健康”专家评估组都曾莅临我院调研性健
康教育工作，对我校性健康教育项目实施成效予以充

分肯定。２０１０年，学校被鄞州区艾滋病综合防治委员
会、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为宁波市鄞州区高校

“青春健康”教育项目先进单位。２０１１年，我校组队参
加鄞州区高校艾滋病防治知识电视大奖赛荣获第一；

同伴教育志愿者获团市委颁发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

秀成果奖和优秀团队光荣称号；项目组成员吴瑕老师

获团市委颁发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光荣称

号；笔者被评为宁波市优秀青春健康项目师资，获首批

省级青春健康教育师资资质。２０１２年，《为大学生健
康成长成才保驾护航—“青春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探

索》荣获校十大优秀学生工作案例；２０１２年我校《大学
生青春健康教育》项目被浙江省推荐参评“全国平安

校园建设优秀成果”。

３．３　品牌效应显著
目前我校已成为宁波市“国家青春健康教育”试

点单位，宁波市首批“青春健康”项目基地的学校之

一，《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被确定为首批校级校园

文化品牌，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亮点。

媒体也对我校的性健康教育高度关注，《宁波日报》、

《现代金报》、《杭州日报》、《钱江晚报》等都进行了多

次报道。笔者还担任宁波市计生协常务理事、宁波“青

春健康”项目指导小组副组长，参与、指导全市“青春

健康”项目的开展，并受邀为宁波市有关部门和高校培

训“青春健康”教育师资６００余人；被聘为宁波市大学
生安全教育讲师团成员，受诺丁汉大学、浙江万里学

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９所高校邀请，开设了大学生
性健康教育讲座 ４０余场次，受益大学生达 ２００００余
人。受商界、企业、公安部门收容所、中学、职高等邀

请，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活动１５次，受益青年学生达
５０００余人；多次受邀在省市级“青春健康”师资培训班
上展示公开观摩课．社会有关部门单位、兄弟院校等都
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品牌效应显著。

３．４　研究成果丰硕
笔者编著了《青春健康生活技能培训手册》，由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性健康教育者提供教学参考，为

１０～２４岁未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提供了教本；项目组
根据大学生实际需求编写了校本教材《大学生青春健

康生活技能培训手册》；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大学生

性心理及性行为的调查与对策分析》在２００９年浙江省
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研讨会上交流，并在《中国健康教

育》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发表；《宁波市流动人口子弟学
校初中生“青春健康”认知现状调查》在《中国健康月

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发表；《宁波市城市、农村、流动人
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青春健康”认知现状的比较分

析》在《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发表；《大学生性健
康教育》项目被确定为首批校级校园文化品牌；教案《珍

爱生命 远离艾滋病》获省级教案评选三等奖；《开展大

学生青春健康教育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宁波市２０１０
年教学成果三等奖、学校第二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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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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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针对青少年性教育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和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了构建青少年性教育推广模式
的思路，阐述了“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模式对全面推广实施青少年性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构建了一体化模式的框

架体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一体化模式的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只有构建合理有效的青少年性教育推广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青少年性教育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才能建立长久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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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健康的认识
也发生了变化，真正的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无疾病，

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为贯彻落

实中央７号文件对健康教育提出的工作要求，教育部
于２００８年制定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纲
要中根据不同阶段的年龄特点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目标

和内容。［１］此外，２００７年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中也

强调要加强教育学生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意

外伤害、网络和信息安全和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其中特别要注意在这些方面有关“性”的安全教育。［２］

近年来，对青少年性教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研

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３］，然而如何系统化的进行性教

育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把“学校、家

庭、社区”作为性教育的有效场所，强调在生活中处处

不忘对我们青少年进行健康的性心理素质教育，从一

定的空间和时间维度营造了增强健康性心理素质的氛

围，那么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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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构建青少年性教育模式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存

在于大部分人潜意识里，这就直接导致了对青少年性教

育的误解和抵触。不良的教育观念以及对教育法规制

度的执行和监督不力，成为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最大阻

力。性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有关性科学、性道德和

性文明教育培养的社会化过程，一般人将性教育视为减

少如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之类风险行为的必要措施，以及

使个体从事个人性活动时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性教育

不仅仅只是读一本书，听一次讲座或看一次录像就可以

解决的，而是一个涉及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教育系统

工程，也是一个随着受教育者的年龄不断增加的再社会

化过程。鉴于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推广模式并健全相关

的配套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青少年性教育所

面临的诸多问题，才能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２　构建青少年性教育模式的思路

２．１　以“健康第一”的理念为先导，全面提高青
少年学生的性心理素质

青少年性教育提出的本意，就是以提高青少年性

心理素质为目标。在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要以

“健康第一”的理念为先导，凭借其丰富的活动内容、

宽松的组织方式给学生带来健康的乐趣。青少年性教

育由于其过程的敏感性和封闭性以及长期性，这就要

求要在充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地培

养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使学生在体验不同性

别交往的情感同时进行感情上的交流，通过教育活动

中竞争及合作的体验，培养公正的态度和遵守规则、相

互合作的态度，促进个性的形成，同时养成良好的性价

值取向，全面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性心理素质。

２．２　以性教育课程体系为突破，充分整合和利用
校外教育资源

青少年性教育的有效实施主要依赖性教育课堂教

学来进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性教育课堂教学是

实施青少年性教育的最根本途径。只有积极改革现行

的教育教学体系，开发校本课程，适应终身教育的目

标，才能更好地达到青少年性教育实施的目的。要依

据《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当地传统文化习俗

在教学内容和课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上满足学生的需

要，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充分整合校内外的性教育

资源，把课内的教学内容和生活中的经验以及事例与

培养学生的性别取向、性卫生习惯和异性交往能力结

合起来，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掌握与异性交往的技巧，形成健康的性心理意识。

２．３　以“学校、家庭、社区”为平台，营造性教育
的社会氛围

“学校、家庭、社区”是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三

条路径，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性心理认知，在家庭教育中要由不同的家庭成员具

体指导如何养成良好的性卫生习惯，而社区教育则是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延伸。在青少年性教育环境的

营造上，通过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性教育的氛围；以

课堂教学为主，课内、课外教育活动进行有机结合；选

择有效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性教育活动，让健康性心

理和性卫生习惯的养成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

分。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必须依托于“家庭、学校、社

区”这三个有效的生活场所，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家

庭”各自不同的作用，共同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形

成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模式，全面营造青少年性教

育的社会氛围，共同促进青少年性教育的蓬勃开展。

３　“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模式的构建

３．１　“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模式的内涵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成

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学校是培养

人才的社会组织，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

组织机构；社会是指除家庭、学校等以外的所有有人参

与的环境和场所。狭义的社会，可以只指群体人类活

动和聚居的范围；广义的社会则可以指一个国家、一个

大范围地区或一个文化圈，“社会”与“社区”是有一定

区别的。“一体化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赖于其内部诸

要素以及外部环境里的诸多事物的相互合作和协

同。”［４］一体化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分别从“学校、

家庭、社区”三个不同空间，使青少年的性教育活动能

持续得到开展，是一个个子系统充分整合的动态过程。

３．２　“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模式在青少年性
教育实施中的作用

３．２．１　有利于青少年性教育达到预期目标　家
庭、学校和社区是实施青少年性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

活动场所，它们是学生成长生活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三

个阶段不但有各自的目标体系而且又具有相对独立

性，同时又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不可分割。为了齐心

协力创造一个文明科学健康的性文化环境，在性教育

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教育指导过程。家庭、

学校和社区的同步参与，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共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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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性教育责任和新型的参与模式，把单纯的学校教育

延伸到家庭、社区，使它们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形成对

学生进行性教育的网络结构，进而发挥其整合的功能，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

３．２．２ 有利于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资源互补　
“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模式的形成有助于打破学校与

社会的界限，以学校为突破口，实现学校性教育的社会化；

发挥学校教育组织和管理人才的优势，为社会与家庭提

供管理与指导人才资源。有利于实现性教育资源的共

享，促进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促进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因此，抓住基础，以学校为中心，以社区为依托，充分挖掘

学校的潜力和优势，实行学校、家庭、社区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群策群力，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对于促进青少年性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２．３　有利于青少年性教育在时空上的紧密衔
接　人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进行不同内容的性教育，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都需要进行相应的

性教育活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性

教育体系延续上的时间链。青少年性教育分别从家

庭、学校、社区三个不同空间来开展，可以使学生能够

有一个连续的性教育过程，改变以往将学生的性教育

仅局限于学校的现象，弥补了性教育空间上的断层。

学校、家庭和社区必须相互依托，紧密结合，走三位一

体发展的道路，即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家庭教育为补

充，而社区教育则既是检验学生性教育水平的试验场，

又是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性教育的大舞台。

３．３ “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模式的构建

３．３．１ 一体化模式的人员配置　“家庭、学校、
社区”一体化青少年性教育模式的实施，需要一大批

组织管理人员。通过访问相关领导及专家，经过讨论

和论证，认为在人员配置上应该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

合，充分发挥在职人员的优势，同时培养和挖掘新的教

育管理人员，相互协调配合。人员的配置主要从以下

三方面来选取：①各级各类学校的专职教师及专家学
者；②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人员；③有性教育特长的家
长、大学生性教育志愿者、热心性教育工作的志愿者。

首先，政府制定相关人员配置的文件，下发各地区、省

市，然后通过自愿报名的形式，培训考核确定人员，并

根据职务的要求及人员的实际情况，进行人员分配，明

确各自的职责，统一领导，形成“家庭、学校、社区”一

体化青少年性教育团队组织。

３．３．２　一体化模式的组织结构设置　建立“家
庭、学校、社区”一体化青少年性教育组织机构，就是对

具体的活动事宜、经费、人员培训、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

行进行有效的管理。一体化组织对成员的统一性要求，

不仅有其强制有形的一面，也有其规范无形的一面，这

主要表现为通过组织活动对其成员发挥影响作用，并利

用一定的传播手段和渠道，提倡一体化“应有”的思想观

念，并对其行为规范进行宣传和教化，从而使其各成员

与组织机构保持相对的一致，协调各种关系，平息各种

矛盾和冲突，维持整体的正常存在和良性运转。

３．３．３　一体化模式的运行机制　①青少年性教
育实施委员会的职责及主要工作：青少年性教育委员

会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研究

和制定开展实施工作的年度计划，规划并组织实施；指

导和配合家庭、学校、社区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制定有

关青少年性教育开展实施的法规和制度。它的具体任

务是：分析相关政策，确定相关的实施目标，制定实施

方案，协调下属部门开展工作。②一体化模式组织中
各个具体执行部门的功能与相互之间的协作：宣传部

的主要功能就是负责通过各种手段来传达国家的教育

方针、政策、法规，进一步宣传和细化青少年性教育的

政策、开展的背景、意义；组织部则主要是组织和协调

其下属机构的正常运行，同时多渠道多方面向社会筹

集资金，为青少年性教育组织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保

障；监督与评价部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促使

各地区能切实的落实青少年性教育的相关的法律法

规，切实推动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上述部门之间虽

然各负其责，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是相互依赖，相

互协作，相互支撑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各部门相

互协调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一体化模式的功能。

４　结束语

“家庭、学校、社区”一体化青少年性教育模式的

根本宗旨是以“健康第一”为理念，进而达到学校教育

社会化、社会教育学校化，家庭教育终身化，为提高整

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体化模式的实

质就是通过开展青少年性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活动

氛围，通过多种形式来唤起全社会对学生身体健康的

广泛关注，吸引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持青少年性

教育的开展。通过一体化的整合来实施青少年性教

育，营造一种全社会参与，使青少年性教育渗透到生活

的各个层面和阶段。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人力资源和

教育管理模式，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社会为依托、以家

庭为中心的一体化模式，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全国青

少年性教育模式。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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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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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张桂荣２

１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２山东省东阿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２００

【摘　要】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对性的基本
认识缺乏透明、正确的理解，同时对性卫生知识知之甚少，加上家庭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性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认识，所以

农村留守儿童的性盲目、性缺乏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家庭问题。

【关键词】性心理健康教育；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学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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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是指具有较好的自控能力，且能保持心
理上的平衡，能自尊、自爱、自信而且有自知之明［１］。

性健康教育主要是指传授给青少年关于性器官、性发

育、性举止、性生殖以及性卫生等方面的基础知识。那

么健康的性心理就是作出正常的性思维、正常的性行

为。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致使“留守儿童”这个新的弱势群体诞生。根据有

关资料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５８００万人，其心理
问题检出率高达５７．１４％［２］。随着经济、社会及文化

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特别是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

天，留守儿童的性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１　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殖健康教育问题
在当今愈来愈凸显

　　１．１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的低社会经济地
位的群体

父母外出打工后，他们大多生活在父辈老人的身

边，这些老人多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这些老人

大多基础教育水平偏低，教育观念落后且保守，不具备

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知识和教育理念，对于留守儿

童的关注仅限于解决温饱，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人身

安全、学习、品行、心理发展教育等方面受到一定的影

响。“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最为突出。

所以有问卷显示，教师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一般表现、

学习、品行和情绪感受上比非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严

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的滞后

趋势凸显。当前各种非主流性文化的传播，使得我国

农村留守儿童的性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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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系列的生殖健康问题。

１．２　性心理健康教育要求要根据孩子成长的不
同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加以培养

如今在广大农村，打工父母对子女的性心理健康

教育缺乏必要的认识。他们外出后，头脑考虑的仅是

如何赚钱供养家庭的支出，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的性心

理健康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状

态，特别是家庭性心理健康教育就成为一个令人堪忧、

而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父母长期与孩子分离，农村

留守儿童的家庭性心理健康教育就成为盲区。

１．３　青春期的性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责任教育
幼儿期教育要保护和善待自己的生殖器官、珍爱生

命。青春期性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责任教育。要对自己

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庭和社会负责。由于农村留守儿

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思想情感交流，缺乏性心理责任

教育。在人格方面，自尊水平低，应对方式消极，人际关系

和自信心方面显著地比非留守儿童差。青春期留守儿童

处于突变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青春期是他们行为、

习惯、性格、兴趣、爱好逐渐形成的关键阶段。处于青春期

发育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性健康教育方面，极易受当今各

种信息渠道、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影响。影视作品和畅销

小说中含有的情色内容极易被正处于青春萌动的农村留

守儿童模仿。由于家庭性安全教育的缺失，使得农村留

守儿童遭受性侵害的危险大大增加。

１．４　学校开展的性心理健康教育落后于留守儿
童的性态度和他们对性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

有资料发现学生的青春健康知识、性心理、性生理

知识存在许多问题、盲点和误区。学校的性心理健康教

育仅限于教科书上生理常识的教育，与孩子平常在快捷

网络、影视中接触的过于暴露的内容是不同步的。其间

就缺乏性心理健康教育的过渡过程———家庭与学校的

性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青春期发育、性生理、避孕、感

染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ＡＩＤＳ）及其他生殖健康知识宣
传的较少，致使留守儿童在学校的性心理健康教育是不

全面的。受当前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留守儿童对性行为

的态度日益开放，导致ＳＴＤ／ＡＩＤＳ（ＨＩＶ）的感染率、少女
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发生率上升［４］，损害了身体的健康。

２　家庭应该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
性心理健康教育

　　２．１　家庭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早期性教
育”对于留守儿童健康的形成有很关键的作用

家庭早期性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与否、开展的方式

方法等因素均影响到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３］。我们应

该意识到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是任何人不可替代的。家

庭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护孩子表面上不

受伤害，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构建一生的健康与幸福，

要让孩子形成健康的身体和心理、良好的心态、高尚的

性人格。因此，为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打工父母应

该首先从思想上认识到家庭性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要学习掌握一定的性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懂得孩

子生理心理发展规律。认识到性心理健康教育必须从

小开始，必须与文化思想、人际关系和自信心等方面的

教育同步进行，父母正确的引导和恰当的答复直接关

系到孩子的未来。性心理健康教育既是教育，更是指

导和帮助。

２．２　父母应将家庭作为留守儿童接受性心理健
康教育的第一课堂

遵循平时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和习惯，做到大方、

客观、自然讨论性方面的话题，做到看似无心，实则有

意。不要在孩子面前将性教育表现得很严肃或神秘，

让孩子不敢说真话。孩子们最渴望的是从家庭中获得

相应的性心理健康知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具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农村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其父母还

应该教育他们从道德层面上避免性行为，在性价值观、

性人格、性道德方面进行正确的引导。还可以充分利

用假期积极创造条件同孩子一起参观计划生育图片展

览，或通过影视资料直观了解性知识，并与孩子一起讨

论，消除他们对异性的神秘感。对性方面要从思想上

进行升华，培养出富有思维、更全面、更优秀的下一代。

３　学校应该重视留守儿童的性心理健康教育

３．１　学校要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殖健康现状，应转
变自身教育观念，关注他们的性心理健康教育

我国著名少儿卫生学专家叶恭绍教授指出：“从我

国青少年生理发育的情况来看，身高已经比过去提高

了，性发育也有了提前，性卫生知识的教育自然也应该

随之提前。”现在有的女孩在１０岁左右就来了月经，因
此提前给孩子讲性卫生知识，无论对生理保健和心理

健康的发展都会有好处。学校的性心理健康教育应该

从小学阶段开始，教育工作者要突出研究并掌握留守

儿童的心理发展动向，对早恋的信号要及时发现，及时

采取措施。要把一般的异性正常交往和早恋区分开

来，不要轻易地把早恋与思想落后、品质恶劣划等号。

学校要注意发现分析留守儿童的青春健康知识、性心

理、性生理等方面的问题、盲点和误区。尤其青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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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处于懵懂好奇状态，应及时给予全面的性心

理健康知识教育，减少青少年ＳＴＤ／ＡＩＤＳ（ＨＩＶ）的感染
率、少女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发生率。

３．２　学校要向留守儿童提供适宜的性心理健康
服务场所（可以推荐医院的生殖保健门诊）

对于中学阶段留守儿童的性教育，重点应在性道

德教育方面。应教育他们学会男女之间的正确交往，

使之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正确处理少

男少女之间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要自尊自

爱，使中学生男女之间保持正常的交往。老师要尊重

青少年的感情，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性德育和人生理想

教育。绝大多数青少年是积极要求进步向上的和通情

达理的，恰当的指导、良好的教育方法必然教育出优秀

的学生。学校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科学的性文化学习

环境，创造一个健康的，宽松的男女交往环境。学校的

性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限于教科书上生理常识传授，

应通过正规途径对留守儿童进行青春期发育、性生理、

感染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ＡＩＤＳ）及其他生殖健康知
识宣传。学校还需积极寻找教育对策，动员社会、家庭

多方因素，加强对留守儿童青春期问题的疏导和教育

力度，使性心理健康教育和生理发育同步，为留守儿童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４ 社会应该公开性心理健康教育

４．１　社会应该公开性心理健康教育包括性知识、
性态度、避孕套应用、性传播疾病（ＳＴＤ）的宣传，尤其
突出预防艾滋病宣传

青春期留守儿童正处于性意识觉醒、性机能成熟

的阶段，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所以社会应该

让留守儿童了解性传播疾病的途径及其危害性。还要

利用图片，画廊等条件，利用媒体宣传性心理健康与卫

生知识，使他们学会防卫亲身、调节亲身、发展和妥善

亲身，更好地避免在成长发育期间引起性心理疾病和

性心理掩盖。在学校和社会要开展男女留守儿童共同

参加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正常

的交往机会，使他们可以逐步认识到男女之间的正常

交往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破

除那种男女交往必然发展到性的错误观念，使得男女

交往从一开始就避免出现性敏感等异常心理。

４．２　性文化是每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性
伦理是社会道德中最敏感的一个领域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性文化、性道德的高低，是衡量

这个民族、国家道德与文明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性心

理健康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农村留守儿

童性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使他们对性抱有正确的态度和

情感，能够自觉调解和克服不良情绪，正确看待性生理

心理现象，这对于他们今后的恋爱婚姻和毕生的幸福是

至关重要的［５］。性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提升留守儿童的

性道德，避免性犯罪，维持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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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表明，中药凉血败毒汤在与西药阿奇霉
素和苄星青霉素联合治疗早期梅毒中，起到了明显的

增效的作用，大大提高完全治愈率，且无明显不良反

应，应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以便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身体

健康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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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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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分析影响这两者的有关因素并提出建设
性的意见。方法：使用ＳＣＬ－９０和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对１０４对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
平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ｔ＝－１５２９，Ｐ＞００５）；城镇中年夫妻的婚姻质
量显著高于农村夫妻（ｔ＝－２６９，Ｐ＜００１）；城镇中年夫妻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农村中年夫妻（ｔ＝６０００，Ｐ＜
００１）；夫妻婚姻质量影响夫妻的心理健康。结论：农村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与城镇夫妻相比较低，长期
的婚姻生活在夫妻之间会产生心理的相互感染，并对双方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关键词】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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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
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其思想内容之一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单位，

其结构的稳定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

障。而婚姻在家庭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可以说一切家

庭生活都是围绕婚姻生活展开的，同时夫妻关系也是

人际关系中最长、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婚姻生活因此也

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内容。目前国

内外对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具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着重探讨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常见的模式

有：研究夫妻个性特征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研究时间对

婚姻质量的影响，如家庭周期、结婚年数和年龄等；工

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休

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等。二是对不同群体

的婚姻质量状况调查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教师、飞行

员、护士等不同的职业群体的研究。三是有关婚姻质

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的研究，重点研究的是离婚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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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尤其是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在众多的研究中，

专门以中年夫妻为研究对象，以城乡为主要变量的有

关研究甚少。但是中年夫妻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其

婚姻质量不仅会对夫妻自身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同

时还会给家庭中的子女、父母等其他成员的生活满意

感、幸福感等方面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以中年夫妻

婚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城乡差异为研究假设

探讨，并最终试图探讨出提高夫妻婚姻质量的策略，为

营造中年夫妻幸福婚姻健康心理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工具
（１）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共有１５

个条目，问卷的评分范围为２～１５８分，分数愈高，婚姻
调适愈好。评分低于１００分者为婚姻失调，评分高于
１００分者为婚姻调适良好。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１］。（２）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该量表已被我
国学者大量使用，并证实有着较好的信效度。

１２　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随机抽取云南省不同州市的城乡中年夫妻

（界定生活在乡镇及乡镇以下地区的夫妻为农村被试，

县级及县级以上城市的夫妻为城镇被试）２５０人进行
调查和非结构访谈。按编号将每对夫妻问卷作为 １
套，在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２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为
２０８份，即１０４套，占调查人数的８３２％。来自农村５３
对，来自城市５１对。研究着重比较和分析了城乡中年
夫妻的婚姻质量及心理健康水平，并探讨婚姻质量与

夫妻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夫妻的平均年龄为（４７４０±５０３）岁，

其中丈夫平均年龄（４８５６±４９９）岁，妻子平均年龄
（４６２５±４８２）岁。婚龄１６～２８年。
２２　城乡夫妻婚姻质量比较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对城乡夫妻婚姻质量进行比

较，用配对样本ｔ检验对夫妻间的婚姻质量进行比较，
见表１。

表１ 夫妻婚姻质量的比较（Ｍ±Ｓ）

农村夫妻 城市夫妻 ｔ

婚姻质量 ９２．７９±２７．０４ １０１．８５±２１．０５ －２．６９０

妻子 丈夫 ｔ 农村妻子 城市妻子 ｔ 农村丈夫 城市丈夫 ｔ

婚姻质量 ９５．５０±２６．１２ ９８．９７±２３．０８ －１．５２９ ９１．７７±３０．５６ ９９．３７±２０．１０ －１．４９２ ９３．８１±２３．２３ １０４．３３±２１．８７－２．３７６

农村婚姻质量 ９１．７７±３０．５６ ９３．８１±２３．２３ －０．５５７

城市婚姻质量 ９９．３７±２０．１０ １０４．３３±２１．８７ －１．８５７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以下同

　　由表１可知，农村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城市夫妻的
婚姻质量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村夫妻的婚姻质量

９２７９±２７０４显著低于城镇夫妻的婚姻质量１０１８５
±２１０５。根据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婚姻调适测定量表的
结果解释标准，就平均分而言，农村夫妻婚姻调适失

调，城市夫妻婚姻调适良好。对妻子和丈夫的婚姻质

量进行分析，妻子的婚姻质量城乡差异不显著，而丈夫

的婚姻质量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丈夫的婚姻质

量１０４３３±２１８７显著高于农村丈夫的婚姻质量
９３８１±２３２３。

无论是在总体上、农村或城市，妻子与丈夫之间的

婚姻质量不存在差异，但是分析农村与城市两项的 ｔ
值发现，城市夫妻之间的ｔ＝－１８５７大于农村夫妻婚
姻质量差异的ｔ＝－０５５７，说明在一定程度，城市夫妻

之间的婚姻质量差异可能大于农村夫妻之间的差异，

同时表１表明，丈夫的婚姻质量无论在总体上、城市还
是农村都高于妻子的婚姻质量。

２３　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
夫妻ＳＣＬ－９０结果分的比较见表２。由表２可知

夫妻总体上在各因子以及 ＳＣＬ－９０总分上存在统计
学意义上的显著的城乡差异，而妻子在敌对因子上不

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丈夫在各因子上均存在显著的

城乡差异。

各因子的症状检出率显示，农村夫妻各项症状因

子检出率都高于城市夫妻，其中农村夫妻总分大于

１６０分的人数占到了所调查的农村夫妻人数的一半。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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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城乡夫妻在ＳＣＬ－９０的１０个因子分及总分的比较

各因子 农村夫妻 城市夫妻 ｔ

躯体化 １．９０±０．５６ １．５５±０．４２ ５．０６７

强迫 １．９１±０．６１ １．６３±０．４１ ３．９３８

人际 １．８０±０．６１ １．４７±０．４０ ４．０５４

抑郁 １．９３±０．６６ １．４２±０．４０ ５．７３７

焦虑 １．７４±０．６３ １．３９±０．４０ ４．０８６

敌对 １．８５±０．６３ １．４７±０．４６ ４．９７５

恐怖 １．５６±０．５４ １．２８±０．３８ ４．３７９

偏执 １．５４±０．５７ １．１７±０．３２ ５．７４９

精神病性 １．６３±０．５３ １．３１±０．３８ ４．９０５

其他 ２．０３±０．６６ １．６０±０．４７ ５．３６２

总分 １６３．８２±４８．１０ １３０．７６±２９．４９ ６．０００

农村妻子 城市妻子 ｔ 农村丈夫 城市丈夫 ｔ

躯体化 １．８９±０．５５ １．６５±０．４２ ２．４２６ １．９２±０．５７ １．４６±０．４１ ４．７６７

强迫 １．９５±０．６４ １．６８±０．４４ ２．５０９ １．８７±０．５８ １．５７±０．３７ ３．１０７

人际 １．７８±０．５９ １．５０±０．４２ ２．７８６ １．８３±０．６４ １．４２±０．３７ ４．０５４

抑郁 １．９４±０．７５ １．４８±０．４３ ３．８９３ １．９１±０．５７ １．３７±０．３８ ５．７３７

焦虑 １．７６±０．６４ １．４８±０．４２ ２．６８７ １．７２±０．６２ １．３１±０．３７ ４．０８６

敌对 １．７５±０．６３ １．５５±０．５３ １．８０８ １．９４±０．６３ １．３９±０．３７ ５．５１７

恐怖 １．５４±０．５３ １．３４±０．４２ ２．１５８ １．５７±０．５５ １．２１±０．３３ ４．０８６

偏执 １．５３±０．５３ １．１７±０．３１ ４．３２７ １．５４±０．６１ １．１７±０．３３ ３．８１６

精神病性 １．６６±０．５７ １．３６±０．４３ ２．９９９ １．５９±０．５０ １．２６±０．３２ ４．０７７

其他 ２．０３±０．６８ １．６２±０．４９ ３．５６２ ２．０２±０．６４ １．５９±０．４５ ４．００６

总分 １６３．９８±４９．４０ １３５．９８±３２．５４ ３．４２６ １６３．６６±４７．２３ １２５．５５±２５．３５ ５．１５３

表３　因子症状检出率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 农村夫妻（ｎ＝１０６） 城镇夫妻（ｎ＝１０２）

躯体化

强迫症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４８１％

４８１％

３８７％

４６２％

３７７％

３９６％

２６４％

２５５％

２８３％

５３８％

５００％

１５７％

２０６％

１０８％

９８％

８８％

１１８％

６９％

１％

６９％

２１６％

１５７％

２４　夫妻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
关系及回归分析

全体夫妻婚姻质量与各因子之间成负相关（Ｐ＜

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全体丈夫婚姻质量除与恐怖和其
他两个因子上成负相关但是相关不显著（Ｐ＞００５）
外，其婚姻质量与其余各因子均成显著的负相关；农村

夫妻婚姻质量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妻子或丈夫与各因子

成负相关，但是农村夫妻总体上与恐怖因子的相关不

显著（Ｐ＞００５），农村妻子婚姻质量与躯体化、焦虑两
个因子相关不显著（Ｐ＞００５），农村丈夫的婚姻质量
与躯体化、强迫、人际、焦虑、恐怖、偏执及其他７个因
子相关不显著（Ｐ＞００５）；城市夫妻婚姻质量除了其
他这一因子上城市全体夫妻及丈夫与之成弱的正相关

外，其余婚姻质量与各因子均成负相关，城市夫妻总体

上与躯体化、抑郁有显著的相关（Ｐ＜００５或 Ｐ＜
００１），城市妻子只在敌对因子上有显著相关（Ｐ＜
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城市丈夫在抑郁因子上有显著相
关（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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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夫妻婚姻质量与其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相关性

总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全体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３８ －０．２６２ －０．３０２ －０．２８４ －０．４１８ －０．２６８

妻子 －０．３６３ －０．２５３ －０．３３６ －０．３０８ －０．４２６ －０．２４４

丈夫 －０．３０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９ －０．４０１ －０．２８６

农村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３６ －０．２２７ －０．３１３ －０．２８１ －０．４３０ －０．２５５

妻子 －０．３７８ －０．２６４ －０．３５０ －０．３１４ －０．４５５ －０．２５５

丈夫 －０．２８５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３ －０．３８４ －０．２５６

城市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４ －０．２８４ －０．１６７

妻子 －０．２３９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０ －０．２１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２２

丈夫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３ －０．２８１ －０．１７４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全体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１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８７ －０．３２７ －０．１８３

妻子 －０．３０４ －０．２８１ －０．３３３ －０．３４６ －０．２５９

丈夫 －０．３２７ －０．１０９ －０．２４８ －０．２９３ －０．０９０

农村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１５ －０．１５９ －０．２９２ －０．３７３ －０．２０５

妻子 －０．２９２ －０．２８０ －０．３３７ －０．３９５ －０．２７３

丈夫 －０．３７５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７ －０．３３９ －０．１１１

城市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４

妻子 －０．２７９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１

丈夫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７

表５　夫妻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回归分析

Ｒ ａｄｊＲ２ Ｂ Ｂｅｔａ ｔ Ｐ Ｆ

全体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３８ ０．１１０ －０．５９４ －０．３３８ －５．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２６．５９９

妻子 ０．３６３ ０．１２３ －０．６１２ －０．３６３ －３．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４６

丈夫 ０．３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５５９ －０．３０４ －３．２２１ ０．００２ １０．３７７

农村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３３６ａ ０．１０５ －０．５９８ －０．３３６ －３．６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６５

妻子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８ －０．６１１ －０．３７８ －２．９１５ ０．００５ ８．４９４

丈夫 ０．２８５ａ ０．０６３ －０．５７９ －０．２８５ －２．１２０ ０．０３９ ４．４９５

城市婚姻质量 夫妻 ０．２１０ａ ０．０３５ －０．２９４ －０．２１０ －２．１４８ ０．０３４ ４．６１３

妻子 ０．２３９ａ ０．０３８ －０．３８７ －０．２３９ －１．７２４ ０．０９１ ２．９７２

丈夫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８ －０．１４５ －１．０２８ ０．３０９ １．０５６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调查的全体夫妻的婚姻质
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解释力为１１０％，Ｂｅｔａ系数为 －
０３３８（ｔ＝－５１５７，Ｐ＝００００）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婚
姻质量越高，ＳＣＬ－９０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全体妻子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解释力为

１２３％，Ｂｅｔａ系数为－０３６３（ｔ＝－３９３０，Ｐ＝００００）达
到显著水平，全体丈夫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解

释力虽只有 ８３％，但是 Ｂｅｔａ系数为 －０３０４（ｔ＝－

３２２１，Ｐ＝０００２＜００５）也达到了显著水平。见表５。
从表５可以看到农村夫妻婚姻质量无论是在总体

上还是夫妻自身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都具有一

定的解释力，并且 Ｂｅｔａ系数在００５的水平上都达到
显著水平，但是城市夫妻虽然在总体上的婚姻质量对

心理健康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Ｂｅｔａ系数在００５的水
平上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夫妻自身的婚姻质量对各自

的心理健康水平的解释力极低，Ｂｅｔａ系数也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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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水平。

３　讨　　论

婚姻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婚姻当

事人对婚姻的主观感知是衡量夫妻婚姻质量的一大敏

感指标，同时婚姻生活中的各种婚姻变动会对夫妻的

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对于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域的夫

妻，由于文化水平、孩子数量、经济负担以及其他各种

精神与物质资源拥有量的差异，会使其婚姻质量存在

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婚姻质量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

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本次

调查的群体为中年夫妻，这一群体结婚年数大多在２０
年左右，由于长期的相处，使得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

小，对于婚姻幸福度的感受性也趋于一致，因此彼此对

婚姻的满意度、评分标准的高度相似造成了差异的不

显著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夫妻的婚姻质量平均分大于

１００，农村夫妻婚姻质量小于１００，按照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
婚姻调适测定量表结果的解释可知，农村夫妻的婚姻

调试失调，城镇夫妻婚姻调试良好，城镇夫妻婚姻质量

高于农村夫妻。这一结果与张萍等［２］的研究结果相

反，笔者认为由于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关系，

其发展和维护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和能力，在本次调

查中城镇夫妻相对农村夫妻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受

教育程度，因此他们可能会更有意识去进行情感交流，

同时有能力相互支持，使得他们有较高的婚姻满意感。

此外，城乡夫妻个体婚姻资源量的差异也可能是导致

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妻子

的婚姻质量不存在城乡差异，而丈夫的婚姻质量存在

城乡差异，探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

以及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有关，而其更深入的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就心理健康水平来说，城镇夫妻心理健康水平高

于农村夫妻（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及总分城市夫妻分数低
于农村夫妻）；从表 ３的症状检出率也可以看到，在
ＳＣＬ－９０评分中出现症状因子的农村夫妻多于城镇夫
妻。这可能是由于城乡夫妻拥有的各种社会、物质资

源量的差异造成，［３］相比较而言，城镇夫妻的学历、职

业、收入水平、物质资源等都比农村夫妻的更高、更丰

富，但是大部分农村中年夫妻却需要抚养多个孩子、需

要承担一些与自己能力不相符的社会责任，这就使得

在生存竞争中农村夫妻会感受更多的压力，从而影响

其心理健康水平。同时研究表明全体夫妻以及农村夫

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ＳＣＬ－９０大部分因子
及总分）分别成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婚姻质量对夫妻心

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在总体上以及农村夫妻上的影响较

为显著，但是对城市夫妻各自的影响相对较弱。回归

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解释

力在总体上以及农村夫妻上更为显著，在城市夫妻上

这种解释力不显著。笔者认为可能是城市夫妻与农村

夫妻相比，其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和复杂，这就使得婚姻

生活占其日常生活内容的比例比农村夫妻的小，影响

其心理健康的因素除了婚姻质量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

素起着作用。同时可能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城市

夫妻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会有维持良好夫妻关系的自

觉性，能有意识地调节和化解夫妻生活中的矛盾，懂得

并具有有效的方式来及时的沟通以消除家庭环境的紧

张，从而促进了夫妻婚姻生活的和谐，更好地维持自身

的心理健康。

４　改善婚姻状况的策略

１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构建
良好的夫妻关系。现代社会中，尤其是中年夫妻中，部

分男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夫妻的和睦来源于“男

主女从”的家庭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以

及我国政策方针对女性地位的肯定，使得我国女性越

来越重视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不再一味地

屈从于男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夫妻双方应充分

意识到，虽然生活在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男女不是

中性的，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必然会表现

出某种性别差异性，但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维

持良好的夫妻关系，应该在坚持以性别平等为核心价

值取向的前提下，使这种性别差异能保持在合理的限

度之内。［４］因此良好的婚姻质量应该依靠夫妻双方在

互相尊重彼此差异的同时，以平等的原则进行夫妻互

动来实现。

２面对中年的各方面变化应该调整好心态。按
照埃里克森的观点中年期的个体，主要的人生课题为

“繁殖对停滞”。人到了中年生理心理机能开始逐渐

地衰退，各种资源又从以前的不断获得开始转向为丧

失，出现了各种“中年危机”。面对自身生理心理发展

的新阶段，中年夫妻应重新调整人生的目标以顺应自

然发展的规律以减少由丧失和衰退带来的各种心理压

力，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由这些压力引发夫妻关系的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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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例优生优育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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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孕产妇优生优育知识知晓情况，更好的指导优生优育工作。方法：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结
果：听说过出生缺陷的占８１６％，做过孕前检查的孕产妇有３２６人，占调查总人数的４６８％。做过孕前检查的孕产妇中，
９９１％的妇女认为孕前进行检查是必要的。结论：孕产妇获取出生缺陷相关信息最主要的方式是报纸、杂志、书刊，其次
是电视、广播，与亲戚朋友交谈等，而从医生和计生人员处得到的知识相对较少，需要加强。

【关键词】优生优育；晓情情况；产前检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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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缺陷发生，一级预防
是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应当重视对育龄妇女进行孕

前及孕早期的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其保健意识，促进保

健行为，为此，笔者对６９７例孕产妇优生优育知识知晓
情况进行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调查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在我院接受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的孕妇、
产妇为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其中孕妇在满１２孕周后
方被纳入调查对象范围。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在产检门诊、产科病房和

孕妇学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与调查对象面对面

访谈，逐项问答，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中实行调查人员

签名制，审核员现场对调查问卷进行复核。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２１．１　分娩年龄分布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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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孕产妇及其配偶分娩年龄构成

年龄（岁）
孕产妇

例数（人） 百分比（％）

配偶

例数（人） 百分比（％）

１９～２４ １４１ ２０．２ ６５ ９．３

２５～２９ ２８４ ４０．７ ２０３ ２９．１

３０～３４ １６０ ２３．０ ２１７ ３１．１

３５～４５ １１２ １６．１ ２１２ ３０．４

合计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１．２　文化程度　孕产妇和配偶的文化程度均
以小学及以下和研究生及以上最少，分别占 ２７％、
４４％和１３％、４９％，见表２。

表２ 文化程度构成

文化程度
孕产妇

例数（人） 百分比（％）

配偶

例数（人） 百分比（％）

　初中及以下 １９０ ２７．３ １７２ ２４．７

　高中／中专 １７８ ２５．５ ２０６ ２９．６

　大专 １５４ ２２．１ １３８ １９．８

　本科及以上 １７５ ２５．１ １８１ ２６．０

合计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１．３　民族　在民族构成上，孕产妇及其配偶均
以汉族为主，见表３。

表３ 民族构成

民族
孕产妇

例数（人） 百分比（％）

配偶

例数（人） 百分比（％）

　汉 ６３８ ９１．５ ６４１ ９２．０

　回 ３４ ４．９ ３０ ４．３

　维 ５ ０．７ ７ １．０

　其它 ２０ ２．９ １９ ２．７

合计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６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２　产妇类型
调查对象中初产妇５８８例，占８４４％，经产妇１０９

例，占１５６％。
２３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分为低（＜１万元）、中低（１万元 ～）、

中高（３万元～）和高（５万元 ～）四个水平组，构成比
分别为７８例，占１１２％；２１７例，占３１１％；２２６例，占
３２４％；１７６例，占２５３％。

２４　孕产妇对出生缺陷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２４１　出生缺陷及其常见类型知晓情况　所有

被调查孕产妇中听说过出生缺陷的占８１６％；在未听
说过出生缺陷的人中听说过先天性畸形的占８５９％。
常见出生缺陷类型中知晓率最高的是唇腭裂，其次多

指／趾、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畸形、唐氏综合征和脑积
水，知晓率最低的是地中海贫血。

２４２　出生缺陷信息需求和获取途径　５５１％
的孕产妇在怀孕前主动了解过预防出生缺陷相关知

识。孕产妇获取出生缺陷相关信息最主要的方式是报

纸、杂志、书刊，其次是电视、广播，与亲戚朋友交谈等。

２５　孕产妇预防出生缺陷的相关行为
２５１　计划妊娠相关情况　接受调查的孕产妇

中，认为妊娠应当有计划的占９５１％。本次妊娠是计
划妊娠的比例为７０４％。计划妊娠的孕产妇中，其配
偶有吸烟行为的２８５人，其中４１１％的人为怀孕做准
备而戒烟；２８８％的人虽未戒烟但避免在妻子面前吸
烟；３０２％的人既未戒烟也未避开妻子吸烟。计划妊
娠的孕产妇中，其配偶有饮酒行为的３５２人，其中为怀
孕做准备而戒酒的占５３７％，未戒酒的占４６３％。
２５２ 孕期营养补充情况　大多数孕产妇都在

孕期采取了营养补充措施。分别有９１５％和６３％的
孕产妇在孕期提高了蔬果食用量和豆类及豆制品的食

用量。孕期增补了钙、维生素、铁和锌的孕产妇的比例

分别达到９１０％、８０８％、７８５％和７２５％。此外，在
孕期能够规律作息，保障睡眠时间的孕产妇有

７５８％。
２６　出生缺陷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情况
２６１　婚前检查　被调查孕产妇中，３１６％的调

查对象做过婚前检查；８５０％的孕产妇认为做婚前检
查是有必要的，其中做过婚前检查的占３５６％。做过
婚前检查的孕产妇中，认为有必要做婚前检查的占

９５９％；在未做过婚前检查的孕产妇中，认为有必要做
婚前检查的占８０１％。在未接受过婚前检查的妇女
中，７１５％的人表示如果婚前检查免费她们会考虑接
受检查。未做婚前检查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未要求

的占２２４％，其次是没婚前检查意识、婚前做过体检、
身体好不需要检查、没有时间。因费用高、不好意思而

未做婚检的均低于１０％。
２６２　孕前检查　调查结果显示，做过孕前检查

的孕产妇有３２６人，占调查总人数的４６８％。做过孕
前检查的孕产妇中，９９１％的妇女认为孕前进行检查
是必要的。未做孕前检查的主要原因有意外怀孕、自

认为身体好不需要检查、没孕前检查意识和孕前做过

体检。做过孕前检查的３２６人中，常规检查项目如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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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肝功能、妇科检查、白带常规的检查率较高；特殊

检查项目如 ＴＯＲＣＨ检查、ＡＢＯ溶血和染色体的检查
率较低。尿常规、肝功能、妇科检查、白带常规都检查

过的占３９０％；上述八个项目全检的占４６％。
２６３　产前检查　被调查的孕产妇中首次产前

检查时间在孕１２周以内（含孕１２周）的有５５９人，占
８０２％。首次产检时间最早为孕 ２周，最晚到孕 ３２
周，中位数为孕８周。从时间分布来看，孕４周和孕８
周（含）之前接受第一次产前检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和５１９％。首次产前检查晚于孕８周的孕产妇
中，有５４６％的妇女未做过孕前检查。

产前检查项目中体重、血压、血常规、尿常规和 Ｂ
超的检查率均为１００％，三维彩超检查率和唐氏综合
征筛查的检查率均较低，分别为 ６８６％、２４１％。三
维彩超检查和唐氏综合征筛查都做过的孕产妇仅占调

查总人数的２２７％。
孕早期检查率仅在分娩年龄上表现出差异性，孕

早期检查率最高的２５～２９岁组的孕产妇。
不同分娩年龄、文化程度、产妇类型、家庭收入水

平的孕产妇的三维彩超和唐氏综合征筛查的检查率不

同，见表４。

表４　不同特征孕产妇孕早期检查、三维彩超检查和唐氏综合
征筛查情况

Ｎ ％
孕早期

检查

三维

彩超

唐氏综合征

筛查

分娩年龄组

　１９～２４ １４１ ２０．２ ７０．２ ５４．３ １５．０

　２５～２９ ２８４ ４０．７ ８６．６ ７３．２ ２８．９

　３０～３４ １６０ ２３．０ ７９．４ ７３．８ ２６．３

　３５～４５ １１２ １６．１ ７７．７ ６８．５ ２０．７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９０ ２７．３ ７５．８ ５２．４ １０．１

　高中／中专 １７８ ２５．５ ７８．７ ６６．９ ２５．８

　大专 １５４ ２２．１ ８１．２ ７０．６ ２２．９

　本科及以上 １７５ ２５．１ ８５．７ ８６．９ ３８．９

产妇类型

　初产妇 ５８８ ８４．４ ８０．６ ７０．９ ２５．９

　经产妇 １０９ １５．６ ７８．０ ５７．４ １４．８

家庭收入水平

　低 ７８ １１．２ ７５．６ ６３．２ １５．８

　中低 ２１７ ３１．１ ７９．３ ６２．２ ２１．２

　中高 ２２６ ３２．４ ８５．０ ７０．４ ２３．５

　高 １７６ ２５．３ ７７．３ ７７．３ ３２．４

３　讨　　论

加强对优生知识的宣传，采用电视、海报、宣传标

语、年报、宣传册、讲解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尤其是对

遗传、药物、感染、环境和婚前咨询和诊断等薄弱的知

识进行系统的宣传普及，提高居民优生知识的了解状

况和掌握程度。

妊娠的前３个月是胚胎发育的关键时期，是致畸
的最敏感时期。先兆流产是自然淘汰形成，从胚胎

因素看，先兆流产本身反应了胚胎发育受障碍，或有

异常，有畸形，或绒毛有退行性变性，或有染色体异

常，年龄越大的孕妇，越容易发生染色体变异和胚胎

发育异常，不利于优生优育。剖宫产是一种创伤性

手术，既有损产妇身体健康，不利于产后修养，又极

大地妨碍产后乳汁的分泌，产后母乳不足，极大地影

响新生儿、婴儿的喂养及生长发育［１］。妊高征、糖尿

病、子宫肌瘤等增加了妊娠的危险，对孕妇及胎儿均

有极大的危害。因此无论是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

看，还是从保护孕产妇健康的角度来看，妊娠年龄极

为重要［２］。女性应该选择在最佳生育年龄 ２４～２９
岁怀孕分娩，这样既有利于个人家庭，又有利于社会

国家，造福子孙后代。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孕产妇中听说过

出生缺陷的占８１６％，出生缺陷信息需求和获取途
径５５１％的孕产妇在怀孕前主动了解过预防出生缺
陷相关知识。孕产妇获取出生缺陷相关信息最主要

的方式是报纸、杂志、书刊，其次是电视、广播、与亲

戚朋友交谈等。而从医生和计生人员得到的知识相

对较少，目前状况是大部分人只有怀孕后才到医院

来，唯一正规途径来自于婚前检查，除此之外她们不

知道如何从医生处获取优生知识。当孕妇到社区建

小卡时，作为孕妇的初诊医生，不仅要对其进行临床

检查，更应对其进行有关出生缺陷预防知识的宣传。

很多孕妇没有意识到妊娠最初几个星期的健康状

况、患有慢性病、接受药物治疗、职业或生活中接触

有害物质、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对胚胎可能产

生的影响。因此，要经济有效地提高我国出生人口

素质，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首先要实现出生缺陷

预防模式的转变即从产前—围产保健预防模式转变

为孕前—围孕保健预防模式［３］。而预防出生缺陷健

康教育是“孕前—围孕保健预防模式”的重中之重。

社区可以为育龄妇女发放有关预防出生缺陷的宣传

小册子，增设优生专题板报和宣传橱窗，加大宣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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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识的力度［４］。将出生缺陷预防与民政部门的婚

姻登记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婚前医学检查与预

防出生缺陷的关系及有关预防出生缺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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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和不和睦。而处于中年危机中的夫妻更应该有意

识地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由于夫妻之间缺

乏交流而导致的彼此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沟通是拉

近夫妻心灵和思想距离的有效桥梁，夫妻双方都应意

识到交流的重要性。

３建立和巩固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成员、同事、
朋友都是个人的支持系统。心烦时学会主动地寻找

这些人诉说、求助，这对个人情绪的宣泄，压力的减

轻会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有朋友的支持，也可将对

婚姻中的各种冲突的注意力转移分散，避免婚姻矛

盾的激化。

４寻求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指导机构的帮助。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以帮助夫妻解决协调婚姻关系为目

的专门从事婚姻咨询工作的机构。当夫妻不能自己解

决婚姻出现的问题，甚至婚姻关系面临崩溃的时候就

可以寻求这些专业的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通过他们

不仅可以帮助夫妻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解除情绪的困

扰，还可以帮助夫妻重新审视和反省自己的婚姻，促进

自身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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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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黎　妍２　冯文艇３　罗晋甘３

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２
２深圳市龙岗区南湾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３
３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监护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１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连续行为干预对女性性服务者接受预防艾滋病的效果。方法：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数法相结合方式选取我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实施连续行为干预，分析其掌握艾滋病预防相

关知识和行为的结果分析。结果：干预后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并且中、低档场所的

女性性服务者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总体比较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月收入越高者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ＯＲ＝１６２３）；安全套观点总分越高、安全套使用
的自我效能总分较高的人员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结论：连续行为干预可以帮助女性性服务者掌握艾滋病预防相关

知识和行为，减少高危行为的发生，应该继续在娱乐场所推广实施。

【关键词】行为干预；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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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大陆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
数量在逐年上升，报告显示 ＨＩＶ感染者中经异性性传

播的比例已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０７％上升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３７９％ ［１］。由此可见，性传播途径正在将我国艾滋病

疫情的传播由高危人群推向一般普通人群，而作为娱

乐场所的性服务者由于接触人群较多，是性传播艾滋

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行为干预［２］。但

是在我国目前在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定期监测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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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行为干预在各地区并没有很好的展开［３］。我们联合

本市疾病防控中心深入娱乐场所，对女性性服务者进

行随机抽样，并进行行为干预，效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市娱乐场所女性性服务者为研究对象，时

间为３年，从２００９年１月开始，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结束。我
们将所研究的娱乐场所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其中高

档娱乐场所为夜总会、ＫＴＶ、酒吧、桑拿以及洗浴中心；
中档娱乐场所为发廊、洗脚按摩店、宾馆；低档娱乐场

所为街头、小饭店。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数抽样相结

合的方式，每年研究对象人数保持在４００名，年龄在
１８～３６岁，平均（２３７±５２）岁，本地人约占７１％，外
地人为２９％，其从业时间均在６个月以上。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推荐的调查问卷，以《英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行

为检测调查问卷》［４］为模板，调查内容包括女性性服务者

性生活史、学历、家庭婚姻、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安

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开始于干预前即基

线调查，结束于干预完成后１个月，测评量表保持一致。
在调查过程中均得到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实施调查人员

为各个娱乐场所所在社区人员开展，这些社区人员均接

受专业培训有相关知识，了解其管辖区域情况，并且在调

查过程中始终遵循自愿、保密和尊重的原则。

１２２　行为干预　干预方式主要包括①发放宣
传小册子，在其工作地点张贴预防艾滋病海报，在娱乐

场所开座谈会结合个人咨询；②开展同伴教育：在娱乐
场所对其领班或１～２名工作时间较长与其他工作人
员较熟悉、语言表达流利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教

育，并通过她们面向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健康预防知识

的宣传，并且对于经常存在高危行为的工作人员要督

促其使用安全套减少此种行为的发生。③社区医院诊
疗服务：选择娱乐场所所在社区的较好的医院组织医

生对女性性服务者的健康知识教育以及提供免费的安

全套，提供咨询、检测；④结合网络：为了避免面对面交
流中性服务工作人员一些问题羞于提出，我们提供网

站知识宣传，配合宣传录像以及电子邮箱、即时聊天工

具供其提问。对于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则作为现场

教育的主要内容。干预的内容：①宣传艾滋病的传染
源、传播途径、危害、临床表现以及预防措施；②督促她
们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权衡短期收益和长期健康的关

系，帮助她们端正态度，正确认识疾病。干预人员每个

月发放宣传资料录像和免费的安全套，每个季度组织

开展预防知识教育讲座，每年对当年工作进行评估。

１３　效果分析评价
通过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预

防相关知识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以及健康咨询检测

情况等方面，比较干预前后的差别。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收回的有效问卷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包录入

建立数据库，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
卡方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等，用 ＳＡＳ９０统计软件
进行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接受干预的女性性服务者一般情况
女性性服务者中大部分人在中档娱乐场所工作，

低、高档娱乐场所工作人数相当；她们的学历以初、高

中或技校毕业为主，占８０％以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从事性服务工作时间多为６～１８个月；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１１
年比较，研究对象的工作场所、学历、从业时间差异不

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女性性服务者的收入多集中在５０００元以下占总人数
的７７７５％，５０００元及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收入者较少；而
２０１１年５０００元以上和１００００元以上收入者人数大幅
增多，均明显多于２００９年的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女性性服务者基本情况比较

项目　子项目 ２００９年（ｎ＝４００）２０１１年（ｎ＝４００） Ｐ

工作单位

　高档场所 ８７（２１．７５） ９１（２２．７５） ＜０．０５

　中档场所 ２３１（５７．７５） ２４３（６０．７５） ＜０．０５

　低档场所 ８２（２０．５０） ６６（１６．５０） ＜０．０５

教育

　小学及以下 ４５（１１．２５） ４２（１０．５） ＜０．０５

　中学或高中 ３２６（８１．５０） ３２０（８０．０） ＜０．０５

　大学 ２９（７．２５） ３８（９．５０） ＜０．０５

工资（ＲＭＢ）

　＜５０００ ３１１（７７．７５） １６７（４１．７５） ＞０．０５

　５０００～ ５７（１４．２５） １４８（３７．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７．２５） ８３（２０．７５） ＞０．０５

　拒绝透露 ３（０．７５） ２（０．０５） ＜０．０５

从事性服务时间（月）

　６～ １６２（４０．５０） １５６（３９．００） ＜０．０５

　１２～ １６５（４１．２５） １７４（４３．５０） ＜０．０５

　１８～ ７３（１８．２５） ７０（１７．５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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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干预后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显

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干预前后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问题
２００９年

（ｎ％）

２０１１年

（ｎ％）
χ２ Ｐ

ＨＩＶ是一种传染病 ９３（２３．２５） ２８５（７１．２５） １０３．２１ ＜０．０５

ＨＩＶ是一种病毒性疾病 ６９（１７．２５） ３１４（７８．５０） １３７．８６ ＜０．０５

血液传播的 １４８（３７．００） ３４１（８５．２５） ７５．６ ＜０．０５

注射针头共享 １７２（４３．００） ３５０（８７．５０） ５４．２７ ＜０．０５

性传播 １５５（３８．７５） ３６７（９１．７５） ６０．０７ ＜０．０５

多性伴侣 ７３（１８．２５） ２８６（７１．５０） ８６．３５ ＜０．０５

８１（２０．２５） ３０６（７６．５０） ６７．８８ ＜０．０５

母婴传播 １０３（２５．７５） ２９４（７３．５０） １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０５（２６．２５） ３６１（９０．２５） １３０．０３ ＜０．０５

一般日常接触不传染

５２（１３．００） ３１７（７９．２５） ８９．５２ ＜０．０５

ＨＩＶ潜伏期

ＨＩＶ会传染 ６８（１７．００） ３２４（８１．００） ７７．９１ ＜０．０５

不告知他人 １１５（２８．７５） ３７５（９３．７５） １２１．１６ ＜０．０５

仅给性伴侣说 １４７（３６．７５） ３６７（９１．７５） １０３．８９ ＜０．０５

１００％使用避孕套 ７１（１７．７５） ３７５（９３．７５） １２５．５５ ＜０．０５

２３　女性性服务者安全套使用情况
高档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安全套使用率在干预前后

都较高，在 ９０％以上，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中、低档场所的女性性服务者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

均明显高于干预前。从总体看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显

著高于干预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不同场所女性性服务者干预前后最近１个月性行为中安
全套使用率比较

工作场所 教育前 教育后 Ｐ

高档场所 ７８（８９．６６） ８４（９２．３１） ＞０．０５

中档场所 １７５（７６．１９） ２２０（９０．５３） ＜０．０５

低档场所 ４０（４８．７８） ４９（７４．２４） ＜０．０５

总共 ２９３（７３．２５） ３５３（８８．２５） ＜０．０５

２４　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月收入越高者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

（ＯＲ＝１６２３）；安全套观点总分越高、安全套使用的自我
效能总分较高的人员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见表４。

表４　女性性服务者安全套使用的多因素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结果

项目 ＯＲ ９５％ ＣＩ ＳＥ Ｚ Ｐ

每月收入 １．６２３ １．２１６～２．１６５ ０．１４７ １０．８１８ ０．００１

避孕套

观点得分
３．０２３ １．１５２～７．９２９ ０．４９２ ５．０５４ ０．０２５

避孕套的使用

自我效能得分
２．８８７ １．０７９～７．７２８ ０．５０２ ４．４５６ ０．０３５

３　讨　　论

目前，我国处在预防艾滋病的严峻时期，其中静脉

注射毒品和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５］，所以

针对高危人群进行干预以及监测十分必要。我国卫生

部针对这一情况在各个环节采取了切实有效的综合的

艾滋病防治（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ＣＲ）［６］工作，而对所开展工作的效果评估也显得颇为
重要。现在国际上对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督导评估体系

主要有５个层次，包括投入（ｉｎｐｕｔ）、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产
出（ｏｕｔｐｕｔ）、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影响（ｉｍｐａｃｔ）［７，８］。在我
国商业性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在各个地区的娱乐

场所仍然普遍存在［９，１０］，对于女性性服务者常由于各

地公安机关检查而经常更换工作场所，并且无法较好

接受正面的宣传知识，无疑给艾滋病的预防加大了难

度。针对这一复杂情况，目前的研究表明［１１，１２］行为干

预对女性性服务者的知识和行为均有较好的改变，有

助于预防工作的进行。我们深入我市的娱乐场所在女

性性服务者中开展连续行为干预，并对艾滋病预防的

效果进行分析。

本项研究主要采取与各个娱乐场所所在社区的管

理人员以及医院医务工作者合作为主要模式，选择社

区人员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对本社区人员、一般情况等

较了解，容易与在娱乐场所的女性性服务者沟通。只

要对这些社区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便可以

很好的配合我们研究人员开展行为干预工作。这种结

合社区管理人员的方式开展艾滋病预防的项目，在西

方国家中较为普遍，且已取得不错效果［１３，１４］。连续行

为干预也是目前各国预防艾滋病的主要策略［１５］，其主

要内容包括集中女性性服务者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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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讲座，在娱乐场所发放宣传资料，联合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发放免费的安全套，在她们中间开展有效

的同伴教育，并且积极运用网络资源进行网络宣传，以

及网上在线提问解答等方式，连续干预行为内容参考

ＨｏｎｇＹ，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Ｄ［１６，１７］等专家的研究结果。本项
研究历时三年，从２００９年１月开始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结
束，工作人员每个月发放宣传资料和录像及免费的安

全套；每个季度组织开展预防知识教育讲座，每年对当

年工作进行评估［１８］。在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上，我

们的研究结果是干预后女性性服务者艾滋病相关知识

知晓率均显著高于干预前，这与 Ｍａｌｔａ，Ｍ等［２１］专家

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在安全套使用上中、低档场所的

女性性服务者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均明显高于干预

前，并且从总体看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率显著高于干预

前，这与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Ｌ［２２］等专家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回归分析影响安全套使用因素，我们研究表明，月收入

越高者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ＯＲ＝
１６２３）；安全套观点总分越高、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
总分较高的人员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越高，这与Ｐｉｃｋｌｅｓ，
Ｍ．［２３］等专家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综上所述，连续行为干预可以帮助女性性服务者

掌握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和行为，减少高危行为的发

生，应该继续在娱乐场所推广实施［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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