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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治疗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于
本中心接受治疗的２３８个ＩＶＦ－ＥＴ周期，根据ＷＨＯ推荐的Ｄｉｆｆ－Ｑｕｉｋ染色方法及评价标准进行精子形态学分析，共分
为三组：Ａ组：５％＜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１０％，Ｂ组：１０％＜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１５％，Ｃ组：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１５％，比较各组精子形态与 ＩＶＦ－ＥＴ治疗结局的关系。结果：各组间女方年龄、不孕年限、男方年龄、女方基础 ＦＳＨ值、
Ｇｎ天数、Ｇｎ总量、ｈＣＧ日Ｅ２值、ｈＣＧ日Ｐ值、内膜厚度、获卵总数、ＭⅡ卵数等结果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三
组患者的受精率、２ＰＮ受精率、多精受精率、２ＰＮ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质胚胎率、着床率、妊娠率、流产率、多胎率等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当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５％时，精子形态对常规ＩＶＦ的治疗结局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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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男
方因素占不孕症病因的比例约为２５％ ～４０％［１］，因此

正确评估男性不育患者的生育力十分重要。精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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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价男性生育力最客观和最直接的检测方法，而精

子形态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精子功能，是指导临床

诊断及治疗方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精液参数［２］，但由

于染色方法及评判标准方面存在的差异，精子形态学

分析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结局的预测价
值始终存在争议［３，４］。为了更深入了解正常形态精子

百分率对常规体外受精治疗结局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
验手册》第４版［５］推荐的精子形态学分类标准，对在

本中心接受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治疗的
２３８例患者的男方精液进行严格的形态学评估，回顾
性分析精子形态与ＩＶＦ－ＥＴ结局之间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中心接受
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２３８例，不孕病因主要
为女方输卵管因素或男方少、弱、畸精子症，其中原发

不孕１０１例，继发不孕１３７例。女方平均年龄（３２９±
４２）岁，不育年限（４３±２９）年，男方平均年龄（３４４
±５６）岁。共完成２３８个取卵周期，２１７个移植周期。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主要试剂　①精子形态学检查：Ｄｉｆｆ－

Ｑｕｉｋ快速染色法试剂盒购自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
有限公司。②体外受精和胚胎培养：ＡＳＰ，ＭＯＰＳ，Ｇ－
ＩＶＦ，Ｇ１，Ｇ２，ＨＳ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及 ＳｐｅｒｍＧｒａｄ等培养液均
为瑞典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公司产品。
１２２ 精液分析 男方禁欲２～７ｄ，以手淫法取

精于洁净的专用取精杯中，待其液化后按照《ＷＨＯ人
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
第４版［５］标准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及精子形态学分析。

精子形态学分析采用 Ｄｉｆｆ－Ｑｕｉｋ试剂进行染色，１００
倍油镜下观察不少于２００个精子并进行形态评估，分
别记录正常形态、头部畸形、颈部及中段畸形和尾部畸

形精子的个数，最后计算出正常形态精子占全部计数

精子的百分率。所有标本的精液分析及精子形态学分

析均由１名技术人员人工操作完成。
１２３ 控制性促排卵 超排卵方法按照本中心

常规方案，当有２个以上优势卵泡直径达到２０ｍｍ时，
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２５０μｇ，３６ｈ后经阴道 Ｂ

超引导下取卵，获得的卵子置于３７℃、６％ＣＯ２培养箱
内待授精。

１２４ 精液处理、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 男方

取精后１ｈ之内，采用密度梯度离心及上游法处理精
液，处理后置于ＣＯ２培养箱中待用。取卵后４～６ｈ，向
装有卵子的四孔皿中加入精子，使精子的最终密度为

１０万条ａ＋ｂ级精子／卵子，置３７℃、６％ＣＯ２培养箱中
进行过夜培养。授精后 １６～２０ｈ剥除颗粒细胞并观察
卵子受精情况。取卵后４８ｈ、７２ｈ观察卵裂及胚胎发育
情况，并进行卵裂期胚胎评级，选择评级较高的胚胎在

Ｂ超引导下进行胚胎移植。本中心优质胚胎评判标准
为：正常受精（２ＰＮ）来源，第２天为３～５细胞，第３天
为７～９细胞，碎片≤２０％，卵裂球大致均一且无多核、
空泡等现象。移植后１４ｄ验尿和血 ｈＣＧ为阳性，则确
诊为生化妊娠；移植后４周超声见妊娠囊则确诊为临
床妊娠。

１２５ 分组 按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将结果分

为三组，Ａ组：５％＜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１０％，即中
度畸形组；Ｂ组：１０％ ＜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１５％，
即轻度畸形组；Ｃ组：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１５％，即
正常组。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结果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
±ｓ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基本资料统计结果比较
在２３８例取卵周期中，Ａ组、Ｂ组、Ｃ组的正常形

态精子百分率分别平均为 （７８±１４）％、（１２３±
１４）％和 （１９５±４２）％，各组之间在女方年龄、不孕
年限、男方年龄、女方基础 ＦＳＨ值、Ｇｎ天数、Ｇｎ总量、
ｈＣＧ日Ｅ２值、ｈＣＧ日Ｐ值、内膜厚度、获卵总数、ＭⅡ卵
数等结果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对 ＩＶＦ－ＥＴ结局的影

响

三组患者的受精率、２ＰＮ受精率、多精受精率、
２ＰＮ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质胚胎率、着床率、妊娠
率、流产率、多胎率等结果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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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组之间基本资料统计结果的比较

Ａ组 Ｂ组 Ｃ组 Ｆ值 Ｐ值

周期数（ｎ） ４８ ９３ ９７ － －

女方年龄（岁） ３３．０±４．１ ３３．２±４．２ ３２．１±４．５ ０．７８１ ０．４５９

不孕年限（年） ４．４±２．７ ４．２±３．０ ４．１±２．６ ０．１０３ ０．９０２

男方年龄（岁） ３５．２±６．６ ３４．４±４．８ ３４．０±５．７ ０．７５５ ０．４７１

基础ＦＳＨ值（ＩＵ／ｍｌ） ７．４±２．８ ６．９±２．５ ７．０±２．０ ０．６１０ ０．５４４

Ｇｎ天数（天） １０．９±２．１ １０．６±１．９ １０．７±２．６ ０．２４６ ０．７８２

Ｇｎ总量（支） ３４．３±１３．０ ３２．３±１２．０ ３１．０±１２．６ １．１２６ ０．３２６

ｈＣＧ日Ｅ２值（ｐｇ／ｍｌ） ２５９１．３±１３６１．３ ２８３７．３±１９００．９ ２６７９．２±１９２６．５ ０．３３８ ０．７１３

ｈＣＧ日Ｐ值（ｎｇ／ｍｌ） １．１±０．７ １．２±２．２ １．１±１．０ ０．３２２ ０．７２５

内膜厚度（ｍｍ） １１．７±２．６ １１．７±２．７ １１．４±２．７ ０．３０５ ０．７３７

获卵总数（枚） １１．７±６．０ １１．６±６．５ １２．０±６．４ ０．１１６ ０．８９０

ＭⅡ卵数（枚） ９．７±５．３ ９．７±６．２ １０．０±５．７ ０．０７０ ０．９３２

表２　各组间ＩＶＦ－ＥＴ结局的比较

Ａ组 Ｂ组 Ｃ组 χ２值 Ｐ值

取卵周期（ｎ） ４８ ９３ ９７ － －

移植周期（ｎ） ４５ ８０ ９２ － －

受精率（％） ７４．８（４１８／５５９） ７５．０（８０６／１０７４） ７４．９（８７０／１１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９９２

２ＰＮ受精率（％） ６４．９（３６３／５５９） ６２．５（６７１／１０７４） ６１．４（７１４／１１６２） １．９６７ ０．３７４

多精受精率（％） ５．７（３２／５５９） ７．５（８１／１０７４） ６．７（７８／１１６２） １．９５３ ０．３７７

２ＰＮ卵裂率（％） ９８．９（３５９／３６３） ９９．３（６６６／６７１） ９９．９（７１３／７１４） ４．４８８ ０．１０６

可移植胚胎率（％） ８１．８（３４６／４２３） ８０．９（６６２／８１８） ８０．９（７３０／９０２） ０．１６６ ０．９２０

优质胚胎率（％） ３６．４（１５４／４２３） ４０．０（３２７／８１８） ３７．６（３３９／９０２） １．８０９ ０．４０５

着床率（％） ２８．７（２９／１０１） ３４．１（６２／１８２） ３４．３（７４／２１６） １．０８６ ０．５８１

妊娠率（％） ４０．０（１８／４５） ５５．０（４４／８０） ５６．５（５２／９２） ３．６１７ ０．１６４

流产率（％） ５．６（１／１８） １１．４（５／４４） ９．６（５／５２） ０．４９４ ０．７８１

多胎率（％） ３３．３（６／１８） ３４．１（１５／４４） ３０．８（１６／５２） ０．１２７ ０．９３８

３　讨　　论

精子质量是ＩＶＦ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精
子形态是反映精子质量及功能的重要参数之一［６］。研

究发现，头部异常的畸形精子由于运动速度慢而无法

到达输卵管壶腹部使卵子受精。当精子头部表面缺乏

某种细胞表面蛋白时可能会造成顶体的异常，导致精

子丧失与卵子透明带结合的能力，进而引发受精失

败［７］。另外，体内高水平的活性氧也会促使精子质膜

发生过氧化反应，导致精子形态及活力发生异常并影

响受精［８］。目前有关精子形态的评定标准和它在体外

受精中所起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２－４］，有研究［２，９，１０］认

为精子形态可对 ＩＶＦ结局起预测作用，但是也有不同
的观点［４，１１］，认为精子形态与 ＩＶＦ结局没有相关性。

为此，我们回顾性分析了在本中心接受 ＩＶＦ－ＥＴ治疗
的２３８例患者，探讨精子形态是否会对 ＩＶＦ结局产生
影响。

２０１０年，《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分析实验室技
术手册》第５版［１２］正式出版，但随之而来的是第５版
手册中有关正常精液参考值，特别是形态学部分引发

的巨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第５版手册推荐的精子活动
力及精子形态学等参数的评估标准缺乏循证医学的支

持［１３］。第５版手册提出正常精子形态临界值为４％，
Ｓｋａｋｋｅｂａｅｋ［１４］认为以４％作为正常形态的参考值下限
似乎太低，并对其如何在临床上指导患者的诊断及治

疗提出了质疑。另外，Ａｒｉａｇｎｏ等［１５］也表示对第 ５版
手册（图谱）中一部分正常形态精子的评估结果持不

同意见。因此，本研究仍采用《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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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液分析及精子形态学检测方法及评估标准，本研

究的结果对临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内外的研究［９，１６］均显示：当正常形态精子百分

率＜５％时，ＩＶＦ受精率均低于３０％，导致受精失败，并
建议这些患者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治疗，故
本中心对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５％（严重畸精子症）
的患者行ＩＣＳＩ治疗。因此，本研究只分析了正常形态
精子百分率＞５％时，精子形态对常规ＩＶＦ治疗结局的
影响。既往研究认为，精子形态必须与精子密度、精子

活力等其它参数联合评估，方能对男性生育力和 ＩＶＦ
治疗结局进行较好的预测［１７］。本研究在授精时控制

加精的最终密度为１０万条ａ＋ｂ级精子／卵子，从而尽
可能消除了精子形态以外因素的影响。同时，本研究

的结果显示，各组之间在女方年龄、不孕年限、男方年

龄、女方基础 ＦＳＨ、Ｇｎ天数、Ｇｎ总量、ｈＣＧ日 Ｅ２值、
ｈＣＧ日Ｐ值、内膜厚度、获卵总数及ＭⅡ卵数等结果的
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各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５％时，
三组间的受精率、２ＰＮ受精率、多精受精率、２ＰＮ卵裂
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质胚胎率、着床率、妊娠率、流产

率、多胎率等结果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尽
管Ａ组的妊娠率（４００％）略低于Ｂ组（５５０％）和Ｃ组
（５６５％），但亦无显著性差异，这与 Ｋｅｅｇａｎ［４］等及 Ｈｏ
ｔａｌｉｎｇ［１１］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精子形态对ＩＶＦ结局
的预测价值是有限的。这也许和本研究的样本量小有

关，我们还将扩大样本量继续研究。也有可能是经过密

度梯度离心和上游的处理，一部分形态异常的精子被剔

除掉了，得到了较好的临床结局。本研究中总体受精率

和妊娠率分别是 ７４９％（２０９４／２７９５）和 ５２５％（１１４／
２１７），说明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５％且精子密度及活
力达到常规ＩＶＦ要求的患者选择常规ＩＶＦ治疗是可行
的，并且能够得到满意的结局。当然，也有少数患者会

发生受精失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其精子的形态正常但

功能异常，导致精子与卵子透明带结合的能力降低或缺

失，当这类患者再次行助孕技术时，选择卵胞浆内单精

子注射（ＩＣＳＩ）治疗往往能获得满意的受精率和妊娠结
局。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研究精子的功能，因为形态

正常并不一定说明精子功能正常［１８，１９］。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当正常形态精

子百分率＞５％时，精子形态对常规ＩＶＦ治疗结局的预
测价值有限，行常规ＩＶＦ治疗能够获得满意的受精率及
妊娠率。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结合

精液常规的其它参数仍能够很好的评估男性生育力，并

为体外受精方式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然而，精子形

态分析结果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由于染色方

法、评判标准以及技术人员的主观性等均可造成结果的

差异，该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实验室内部及各

实验室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内部及外部质量

控制体系，来减小精子形态分析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及人

为因素的干扰，以确保形态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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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Ｈ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患者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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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ＦＳＨ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对精子ＤＮＡ碎片化的影响。方法：将９３例诊

断为特发性少、弱精子症的患者根据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４７例肌肉注射ＦＳＨ７５ＩＵ，ｑｏｄ；对照组４６例口服维

生素Ｃ０１ｇ，ｔｉｄ。分别治疗３个月，观察治疗前后两组精液参数及其精子 ＤＮＡ碎片的变化。结果：治疗组精子浓度、精

子活动力和精子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组精子活率与对照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ＦＳＨ能够明显提高特发性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液参数，机制可能是通过改善精子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关键词】ＦＳＨ；特发性少、弱精子症；精液参数；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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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Ｓ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据统计不孕不育我国发病率在１２５％左右，其中
男性不育因素约占４０％。少、弱精子症是导致男性不

育的最主要因素，但对于其发病机制研究甚少，临床中

更是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来改善精子的质量。

据报道ＦＳＨ可以通过改善精子超微结构和精子
线粒体ＤＮＡ的聚合提高精子质量与浓度［１－３］。我们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生殖中心就诊的
９３例特发性少、弱精子症患者，肌肉注射 ＦＳＨ治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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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入选标准
依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

实验室检验手册》（第四版），精子浓度小于２０×１０６／
ｍＬ的症状称为少精子症（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４］；精液参数
中前向运动（ａ级＋ｂ级）的精子小于５０％且ａ级运动
的精子小于 ２５％的症状为弱精子症（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
ｍｉａ）［５］。入选标准如下：（１）精子浓度在１０×１０６ｍＬ
和２０×１０６ｍＬ之间的少精子症患者；ａ级＋ｂ级精子活
动力小于５０％且ａ级运动的精子小于２５％的弱精子
症患者；（２）血 ＦＳＨ／ＬＨ值正常或 ＦＳＨ／ＬＨ值低于正
常值的患者；（３）ＤＮＡ碎片化检查异常标准大于１０％
的患者。

１２　排除标准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患者皆不入组：（１）性功能障

碍患者；（２）服用抗癫痫药或抗肿瘤药等有碍生精及
精子活动药物的患者；（３）由于重度的精索静脉曲张、
免疫性、器质性损伤、内分泌异常、感染等，造成精子活

率、活力、密度皆低于正常值的患者［４］；（４）未按规定
用药的患者；（５）不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
１３　分组与治疗方法
将符合入组标准的９３例病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

组肌肉注射 ＦＳＨ（商品名福特蒙，ＩＢＳ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Ｂｉｏ
ｃｈｉｍｑｕｅＳＡ）７５ＩＵ，ｑｏｄ；对照组口服维生素 Ｃ（山东
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司）０１ｇ，ｔｉｄ。两组均以３个月为
一疗程，复查精液常规，比较治疗前后精液参数（包括

精子浓度、精子活力与精子活率）及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的变化。

１４　检测方法
（１）精子运动轨迹分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ｐｅｒ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Ａ）：用来检测精子的浓度、精子活力等
主要动态学参数指标。（２）精子染色质结构分析
（Ｓｐｅ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ｓａｙ，ＳＣＳＡ）：通过流式细
胞仪对受损 ＤＮＡ所占比例进行分析。（３）伊红 －苯
胺黑染色法（Ｋｉｔ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ｖｉｔａｌｉｔｙ）：用
来检测精子活率。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根据资料类型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１１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经配对 ｔ检验，分析比较治疗前、后各项观察指
标有无差异，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为无
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精液参数比较
一个疗程后，两组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如表１

所示。对于对照组，治疗后的ａ级精子活动力、精子活
率、精子浓度与治疗前相比，均无明显改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的 ａ＋ｂ级精子活动力与
治疗前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于治疗组，治疗后的 ａ级精子活动力、ａ＋ｂ
级精子活动力、精子浓度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的精子活率
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治疗后的精子活
动力、精子浓度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治疗组治疗后的精子活率则无明显改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数据证明治疗组在改
善精子活动力、精子浓度方面优于对照组。

表１　治疗前、后两组精子活动力、活率及浓度的比较（珔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ａ级精子（％） ａ＋ｂ级精子（％） 精子活率（％）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 １５．３４±３．１８ ３３．１７±７．３７ ５７．０８±１６．９２ １３．４７±２．３８

治疗后 ４６ １６．０６±３．６５ ３６．８３±６．１６★ ５７．７３±１６．２２ １４．８５±３．７３

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７ １４．７９±２．７９ ３１．３７±７．６９ ５６．７２±１５．２７ １２．９９±１．９４

治疗后 ４７ ２１．２１±４．３０★☆ ５０．２９±１２．９３★☆ ５７．１１±１５．０３ ２３．５６±４．１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比较
一个疗程后，两组治疗前、后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对

比如表２所示。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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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后的ＤＮＡ碎片化指数也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两组药物治疗对 ＤＮＡ碎片有
改善作用。尽管如此，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治

疗后的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有明显改善作用，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治疗组在治疗效果方面优于
对照组。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比较（珔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 ２１．６４±４．９１

治疗后 ４６ １７．１３±３．３２★

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７ ２２．０６±４．１７

治疗后 ４７ １１．８９±３．６２★☆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Ｐ＜

００５

３　讨　　论

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调控睾丸的生精功能，下
丘脑释放的 Ｇｎ－ＲＨ首先作用于腺垂体，然后促进
ＬＨ、ＦＳＨ的合成和分泌。ＦＳＨ不仅可以促进早期精细
胞发育和精原细胞的分裂，还可以作用于间质细胞，分

泌雄激素结合蛋白促进精细胞的发育，从而促进精子

生成。ＦＳＨ能促进精原细胞的分裂和精细胞的早期发
育，改善精子的浓度和活动力［６］；应用 ＦＳＨ可改变精
子细胞的倍数，加快细胞的减数分裂，从而促进精子的

生成速度，提高精子的浓度［７］。本文的研究证明 ＦＳＨ
可以明显提高精子浓度和改善精子活动力。

精子ＤＮＡ碎片化指数不随季节变化具有稳定性，
精子ＤＮＡ碎片化程度与精子前向运动呈负相关，与精
子正常形态比例呈负相关［８－１０］。ＦＳＨ可以直接启动
精原细胞的分裂和早期精细胞的发育，使间质细胞分

泌雄激素结合蛋白促进精细胞的发育，从而改善附属

性腺的功能，精子生成微环境的改善对精子ＤＮＡ完整
性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本文研究表明，肌肉注射

ＦＳＨ治疗男性特发性少、弱精子症可有效提高患者精
液质量并有效改善精子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治疗费用
低，副作用小，是值得推广的方法。但是肌肉注射ＦＳＨ
只适应于血ＦＳＨ／ＬＨ正常或者ＦＳＨ／ＬＨ低于正常值的

患者，治疗范围具有局限性；ＦＳＨ改善 ＤＮＡ碎片化机
制尚不明确，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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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检测与抗生素的耐药性分析

方培群１　李伟豪２　姚清娇１

１普宁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服务中心男性科，广东 揭阳 ５１５３００
２普宁市妇幼保健院不孕不育专科，广东 揭阳 ５１５３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检测情况及其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方法：选取２００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５２０例男性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感染情况进行检测，并将其耐药性进
行统计分析及比较。结果：５２０例患者中支原体感染７６例，感染率为１４６２％，其中单纯解脲支原体比例最高，其次为解
脲支原体与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和单纯人型支原体感染，且不同类型的耐药情况存在明显差异，Ｐ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
差异。结论：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检出率较高，且不同分型的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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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是目前发现的最小的最简单的原核生物，
其常在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患者中检出，是严重影

响到人们生殖健康的病原菌之一。临床中较多研究认

为，其可能是导致男性不育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主要为

通过影响精子导致不育的［１］。而要对本类患者进行有

效干预，则对其感染情况进行充分了解是必要的前

提［２］。本文中我们就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

体检测情况及其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进行分析研究，现

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５２０例男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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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２～５１岁，平均年龄（３１８
±３７）岁；不育时间２０～１５５年，平均（７８±１７）
年；其中原发性不育４１９例，继发性不育１０１例。所有
患者均在知情且签署同意书的情况下参与本研究，且

均有近期应用抗生素史。

１２　方　法
将所有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感染情况进行检

测，并将其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及比较。５２０例男性
不育患者均采集精液标本，且均与禁欲５ｄ后采用手淫
法进行采集，注意试管要达到无菌标准，且在标本采集

的半个小时内将其送检，主要为检测其支原体感染情

况，故将标本采用支原体培养液进行培养。然后将所

有标本中的不同类型及总数的支原体检出情况进行统

计及比较，并将检出支原体进行药敏实验。进行药敏

实验的抗生素包括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克拉霉素、阿

奇霉素、米诺环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及诺氟沙星，后

将所有耐药性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及比较。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文中涉及的需要进行统计学处理的数据均为计

数资料，需要采用卡方检验的方式进行处理，其中选用

的统计学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并以 Ｐ＜００５表示有显
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类型支原体检出率比较
５２０例男性不育患者的精液标本中共检出支原体

感染者７６例，因此支原体感染率为１４６２％。７６例支
原体感染中，单纯解脲支原体感染者６４例，占所有感
染者的８４２１％；解脲支原体与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
者９例，占所有感染者的１１８４％；单纯人型支原体感
染者３例，占所有感染者的３９５％。单纯解脲支原体
感染者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比例，Ｐ＜００５，有显
著性差异。

２２　单纯解脲支原体感染抗生素耐药性情况分析
单纯解脲支原体感染中以诺氟沙星耐药性最高，

而交沙霉素敏感性最高，明显高于其他药物，Ｐ均 ＜
００５。详细分析数据见表１。

２３　解脲支原体与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抗生素
耐药性情况分析

解脲支原体与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中以罗红霉素

药性最高，而米诺环素敏感性最高，明显高于其他药

物，Ｐ均＜００５。详细分析数据见表２。

表１　单纯解脲支原体感染抗生素耐药性情况分析（ｎ＝７６）［ｎ（％）］

药物 敏感 中敏 耐药

交沙霉素 ７４（９７．３７） １（１．３２） １（１．３２）

强力霉素 ７１（９３．４２） ２（２．６３） １（１．３２）

克拉霉素 ５７（７５．００） ６（７．８９） １３（１７．１１）

阿奇霉素 ７１（９３．４２） １（１．３２） ２（２．６３）

米诺环素 ６２（８１．５８） ４（５．２６） １０（１３．１６）

罗红霉素 ５８（７６．３２） ５（６．５８） １３（１７．１１）

氧氟沙星 ３９（５１．３２） ６（７．８９） ３１（４０．７９）

诺氟沙星 ３０（３９．４７） １（１．３２） ４５（５９．２１）

表２　解脲支原体与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抗生素耐药性情况分
析（ｎ＝９）［ｎ（％）］

药物 敏感 中敏 耐药

交沙霉素 ７（７７．７８） １（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１）

强力霉素 ７（７７．７８）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２２）

克拉霉素 ６（６６．６７） １（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２）

阿奇霉素 １（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２） ６（６６．６７）

米诺环素 ９（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罗红霉素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１） ８（８８．８９）

氧氟沙星 ２（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２） ５（５５．５６）

诺氟沙星 ２（２２．２２） １（１１．１１） ６（６６．６７）

２４　人型支原体感染抗生素耐药性情况分析
人型支原体感染中以罗红霉素药性最高，而交沙

霉素和强力霉素敏感性最高，明显高于其他药物，Ｐ均
＜００５。详细分析数据见表３。

表３　人型支原体感染抗生素耐药性情况分析（ｎ＝３）［ｎ（％）］

药物 敏感 中敏 耐药

交沙霉素 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强力霉素 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克拉霉素 ２（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阿奇霉素 ２（６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

米诺环素 ２（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罗红霉素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氧氟沙星 ２（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诺氟沙星 １（３３．３３） １（３３．３３） １（３３．３３）

３　讨　　论

临床调查显示，已婚夫妇中的不育症发生率约为

１５％，而其中男性因素引起的不育症占５０％［３，４］，此即

为男性不育症。其主要原因是精子数量少、精子畸形

率高或活动度差，以及射精功能障碍或精液输出管道

阻塞［５］。其中精子异常方面的原因是导致男性不育的

主要原因，而在此类患者中较多为感染引起。而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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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染作为泌尿生殖道感染中所占比例较高者，其与

男性不育的相关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国内外的较多

研究显示［６，７］，支原体感染引起的男性不育占男性不

育患者的１５％左右，鉴于其较高的比例，对于其感染
的进一步研究非常必要，以为其治疗用药的选择提供

依据。而同时，近年来随着药物滥用情况的发生及存

在，病原菌耐药性的情况也较为明显［８］，因此对于此类

患者检出病原菌的耐药性分析也极为必要，以为其针

对性用药和改善治疗效果提供积极的临床依据。

本文中我们就两家医疗单位近几年中男性不育症

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检测情况及其对抗生素的耐药

性进行分析研究，以进一步了解其支原体各个分型分

比例及耐药性情况。研究显示，本院的５２０例男性不
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的支原体检出率为１４６２％，基
本与临床研究一致，同时其检出的支原体又以单纯解

脲支原体感染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解脲支原体与人

型支原体混合感染和单纯人型支原体感染，另外耐药

性也因分型的不同为呈现一定的差异，这均为临床用

药的针对性提供了依据。研究认为，支原体主要为通

过干扰精子正常发生从而导致其畸形有关，另外其还

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抗精子抗体的形成，进而导致

精子的异常，导致其不育［９－１１］。因此对于支原体的治

疗应早期正确进行，针对性应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综上

所述，我们认为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标本中支原体检出

率较高，且不同分型的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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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神经病变与勃起功能障碍研究进展

邓云山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男科，广西 贵港 ５３７１００

【摘　要】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男性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在其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阴
茎的勃起是神经支配血管充盈的过程，神经的病变会引起勃起功能的障碍。本文对糖尿病神经病变与勃起功能障碍的

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糖尿病；神经病变；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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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持久地丧失插入阴道
的能力和（或）不能维持阴茎硬度至射精，且病程维持

至少半年。Ｅ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患者其
Ｅ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３倍，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ＥＤ
的发病率逐渐增加。有研究报道到２０２５年我国将达
４０００万［１］。阴茎的勃起过程实质是由性刺激神经发

动、阴茎各级动脉供血增加、阴茎海绵体贮血充盈的结

果，其中的神经功能和血管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终将导致 ＥＤ。神经病变将导致阴
茎勃起功能障碍，本文就糖尿病神经病变与男性勃起

功能障碍的关系加以综述。

１　糖尿病性ＥＤ（ＤＭＥＤ）的流行病学研究

ＤＭＥＤ发病率较高，研究报道，１／３～１／２的男性
糖尿病患者会发生勃起功能障碍，而非糖尿病对照人

群的发病率仅为０．１％ ～１８％，而且在勃起功能障碍
的患者中，有４０％的患者患有糖尿病［２］。ＲｏｎａｌｄＫｌｅｉｎ
等［３］研究发现，ＤＭＥ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且随糖尿病病程有上升的趋势。

２　阴茎勃起的神经调节机制

２．１　周围神经调节
２．１．１　感觉神经调节通路　阴茎感觉神经调节

路径起源于阴茎皮肤、阴茎龟头、尿道黏膜和阴茎海绵

体内的神经感受器，由神经感受器发出各级神经纤维

汇合共同组成阴茎背神经束，与其他神经纤维共同组

成阴部神经，上行经神经的背根上升到脊髓。性冲动

激活神经感受器后，通过阴茎背神经、阴部神经、脊髓、

脊髓丘脑束，将性刺激信息传送到丘脑和皮质。阴茎

龟头的感觉神经末梢大部分为无髓鞘神经末梢，因此

阴茎皮肤和龟头的神经冲动通过阴茎背神经传入，起

到激发和维持阴茎勃起的作用，糖尿病患者的神经病

变损害了这些神经功能而引起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２．１．２　运动神经调节通路　骶２～４节段前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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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躯体运动神经中枢，其发出神经纤维走行至阴部

神经，支配阴茎球海绵体肌、坐骨海绵体肌、其他盆腔

与阴部海绵体肌。性刺激冲动通过阴茎躯体运动神经

纤维传导作用使骨海绵体肌收缩并压迫已经膨胀的阴

茎海绵体，增强阴茎海绵体内压，使阴茎血流量增多导

致阴茎坚硬勃起。

２．２　中枢神经系统调节机制
阴茎的勃起除了周围神经调节外，还有中枢神经

调节，主要有性刺激产生神经冲动刺激下丘脑视前区，

通过内侧前脑束、腹侧脑桥、黑质，向下传到脊髓外侧

束下行，再有下丘脑后部的性刺激产生的神经冲动下

传至胸腰髓（Ｔ１２～Ｌ３）的交感神经中枢，下丘脑前部
的性刺激产生的神经冲动向下传导至骶髓２～４（Ｓ２～
４）的副交感中枢［４］。上述通路共同构成了调节阴茎

勃起的高级中枢神经系统，有大脑皮质和皮下中枢，两

者的共同作用使阴茎海绵体血流量增加，血管压力增

强导致阴茎坚挺勃起。

３　糖尿病性神经损害

神经系统病变是 ＤＭ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由于
ＤＭ患者山梨醇旁路代谢增强引起山梨醇增多、神经
营养障碍、周围神经末梢所发生结构和功能的非炎症

性的病变。ＤＭ的神经病变可损害躯体交感神交经和
副交感神经，无髓神经纤维和小的髓神经纤维较早地

发生严重的变性和神经纤维缺失，从而导致阴茎对性

刺激感觉和性冲动传导功能障碍。因此ＤＭ神经病变
对导致ＥＤ起了很大的作用。

ＤＭ神经病变最初出现在支配阴茎海绵体的小的
无髓神经纤维，使阴茎对性刺激的感觉和传导功能发

生障碍，研究证实ＤＭＥＤ患者阴茎背部神经传导速度
明显下降［５］。这应该是ＤＭ神经病变躯体胆碱能的贮
存、合成、释放减少而致阴茎感觉神经的传导缺陷，使

来自勃起的副交感神经和在勃起过程中源于阴茎海绵

体的副交感神经传导减慢甚至中断所造成。

细胞学研究发现，ＤＭ大鼠阴茎神经纤维呈串珠
状、球形肿胀，有高度嗜银性及阶段性脱髓鞘和轴索退

行性变；Ｓｃｈｗａｎｎ细胞中糖原颗粒堆积、脂滴聚集的改
变［６］。说明ＤＭ大鼠的周围神经核自主神经都有不同
程度的器质性和功能性的改变。男性阴茎的勃起受交

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躯体感觉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的共

同参与，每一个环节都受到ＤＭ影响，糖尿病神经病变
导致神经损伤，如轴突病变和脱髓鞘等，导致支配阴茎

的神经传导通路发生障碍，因此支配阴茎海绵体的血

管肠肽能、胆碱能、肾上腺素能等的神经纤维受到损

伤，阴茎勃起相关的神经递质浓度降低不足以维持阴

茎的正常勃起，最终导致ＥＤ。

４． 神经递质改变与ＤＭＥＤ

４．１　ＮＯＳ的改变
ＮＯＳ是存在于阴茎海绵体的内皮和非肾上腺非胆

碱能神经末梢的一种酶，是人体及大鼠体内合成 ＮＯ
的唯一催化酶，ＮＯＳ抑制剂能诱发阴茎勃起，性刺激时
ＮＯＳ将左旋精氨酸转化成一氧化氮（ＮＯ），ＮＯ结合 Ｇ
蛋白共同激活鸟苷酸环化酶，产生环磷酸鸟苷

（ｃＧＭＰ）。ｃＧＭＰ通过激活依赖性的蛋白激酶，促使阴
茎海绵体胞质内血钙离子浓度降低，导致海绵体平滑

肌松弛，阴茎海绵体血流灌注迅速增加，白膜下静脉回

流受阻，阴茎坚挺勃起。因此研究认为 ＮＯＳ是阴茎勃
起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酶，分布在阴茎海绵体的神经、

内皮细胞和平滑肌上，在阴茎动脉血管平滑肌和海绵

体窦平滑肌的松弛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７］。主要是通

过ｃＧＭＰ的作用实现阴茎的勃起，ｃＧＭＰ是第二信使，
磷酸二酯酶可降解 ｃＧＭＰ，使 ｃＧＭＰ活性下降甚至失
活，而影响阴茎的勃起。

人体中ＮＯＳ以原生型（ｃＮＯＳ）和诱导型（ｉＮＯＳ）两
种形式存在，正常生理状态 ｃＮＯＳ主要存在于内皮细
胞、平滑肌细胞及脑细胞，只有病理状态时 ｉＮＯＳ才存
在于体内。神经原性 ｎＮＯＳ和内皮原性 ｅＮＯＳ是 ｃＮＯ
在人体内的存在形式。研究发现病理状态时神经纤维

的减少和ｎＮＯＳ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下降都会引起阴茎
勃起障碍。国内柳其中等［８］在动物研究中发现ＤＭ大
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神经原性型 ｎＮＯＳ神经纤维的数
量明显减少，且与病程呈正相相关。还有研究认为

ＤＭ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ｃＧＭＰ依赖性的蛋白酶活
性也降低［９］，因此认为 ＤＭ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ｅＮＯＳ活性的抑制酶可能和 ＲｈｏＡ／Ｒｈｏ激酶有关［１０］，

这些都提示在ＤＭ时阴茎勃起的信号传导通路发生了
改变，为ＤＭＥＤ的神经病变提供了依据。

ＮＯ是阴茎海绵体内主要的内皮因子，性刺激时，
副交感神经和非肾上腺素能非乙酰胆碱能神经末梢和

阴茎海绵体血管内皮细胞在 ＮＯＳ的作用下，将 Ｌ－精
氨酸合成 ＮＯ，调控阴茎的勃起，ＮＯ的含量与阴茎的
勃起程度正向相关，阴茎的 ＮＯ有两种来源［１１］，即来

源于阴茎海绵体的神经（ｎＮＯＳ）和阴茎内皮细胞
（ｅＮＯＳ），前者触发阴茎勃起反应，后者维持最大的勃
起状态。ＮＯＳ的不同形式对阴茎勃起程度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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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是很清楚，但多数学者认为不止一种神经源性

ＮＯ（ｎＮＯＳ）的异构体在起着重要作用。性刺激激活阴
茎海绵体产生ｎＮＯＳ和ｅＮＯＳ，促使阴茎海绵体细胞内
的ｃＧＭＰ积累的级联反应，在蛋白激酶 Ｇ（ＰＫＧ）的作
用下，使 ＳＭＣ细胞膜上 Ｃａ２＋通道的活性下降，阴茎
海绵体细胞内Ｃａ２＋降低，ＳＭＣ超极化，阴茎海绵体各
级血管平滑肌得到充分舒张，阴茎海绵体血流速度加

快、血流量迅速增加，使阴茎坚挺勃起［１２］。也有学者

认为阴茎血管内皮和海绵窦内皮上的 ｅＮＯＳ在勃起过
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１３］。目前 ＤＭＥＤ的机制
仍然不明确，大多数学者认为：ＤＭＥＤ病理改变为糖尿
病神经病变和血管内皮改变；其中主要是神经病变及

神经递质的改变；ＤＭＥＤ的促进因素是慢性高血糖的
病理损害，致使其他异常代谢途径或者糖尿病治疗导

致勃起功能障碍。有学者认为 ＤＭＥＤ是内分泌改变
的结果［１４］。因此ＤＭＥＤ的神经病变研究认为主要以
上述三种因素协同作用，促进ＥＤ的发生。
４．２　内皮素的改变
内皮素是内皮分泌的强力血管活性肽，内皮是血

管稳态、血管紧张度、血液流动及防止血管内血栓形成

的重要调节因素，动脉粥样硬化等大多数血管疾病病

变都是从内皮开始。内皮素具有较强的诱导阴茎海绵

体及血管不同平滑肌进行节律的收缩而勃起，本质上

是神经支配下阴茎海绵体血管的充盈过程，因而血管

内皮功能异常也会发生 ＥＤ。ＤＭＥＤ患者是由于高血
糖慢性作用，致使内皮细胞产生糖基化、缺氧诱发氧化

应激和自由基因损害等损伤因素刺激下可导致阴茎血

管内皮功能失调，表现为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下

降、血管通透性增加、白细胞黏附内皮细胞脱落和修复

等。尽管内皮功能紊乱涉及多种病理生理机制，但氧

化应激可能是内皮损伤的主要机制之一，ＤＭ可能通
过氧化应激机制介导内皮功能紊乱，导致 ＮＯ合成减
少、ＮＯ利用率降低等破坏了 ＮＯ和内皮的动态平衡，
致使阴茎各级平滑肌收缩无力、海绵体血管壁代谢异

常而引起的。ＥＤ可能是内皮功能紊乱的最早症状，是
心血管系统疾病最可靠的监测指标之一［１５］。糖尿病

可损伤内皮及其受体表现异常，相关研究发现 ＤＭＥＤ
的程度与内皮浓度呈正相性并且高于非 ＤＭ的 ＥＤ患
者。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等［１６］动物研究发现３个月和６个月的实
验性糖尿病兔的内皮素受体增加，而 ＮＯ减少，推测内
皮素在ＤＭＥＤ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能是
内皮细胞产生糖基化、诱发氧化应激和自由基因损害

等都会造成内皮损伤及其受体表达异常。再有研究发

现糖尿病大鼠 ＥＤ模型的阴茎海绵体白膜变薄，弹力
纤维和胶原纤维比例和排列异常，可能是糖尿病引起

阴茎海绵体静脉闭塞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１７］。ＤＭ可
通过多种途径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毒性作用，引起血

管内皮损伤使内皮素生成增多，引起阴茎海绵体平滑

肌功能受损，表现为阴茎海绵体血管硬化、闭塞等病理

改变，血管痉挛持久收缩而不能充分舒张，导致阴茎海

绵体内血流速度降低、血流量减少，海绵体体血压下降

而引起ＥＤ并促进ＥＤ的发展。
４．３　血管活性肠多肽（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

ｔｉｄｅ，ＶＩＰ）
ＶＩＰ节后神经纤维是存在于动物和人阴茎海绵体

组织的一种勃起神经递质，当阴茎勃起时ＶＩＰ被释放，
主要通过 ｃＡＭＰ途径调控阴茎勃起［１８］，是通过 ＮＯ结
合Ｇ蛋白共同激活鸟苷酸环化酶，产生环磷酸鸟苷
（ｃＧＭＰ），降低阴茎海绵体细胞内钙离子浓度诱发阴茎
平滑肌松弛产生阴茎勃起。也有认为阴茎的勃起和维

持是ＶＩＰ和乙酰胆碱能协同作用的结果，ＤＭＥＤ患者
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ＶＩＰ含量减少，但是阴茎海绵体内
注射ＶＩＰ并不能诱发勃起，说明在阴茎勃起过程中ＮＯ
起着重要的作用，而 ＶＩＰ不是主要的非肾上腺非胆碱
能神经介导递质，因此在阴茎勃起过程中是通过两种

（ｃＧＭＰ－ＮＯ和ｃＧＭＰ－ＶＩＰ）独立的途径调节的结果。
ＤＭＥＤ由于体内内皮细胞的糖基化、氧化应激等的作
用使患者ＶＩＰ和ＮＯ活性降低，环磷酸鸟苷（ｃＧＭＰ）生
成减少所造成的。

４．４　Ｃ肽
胰岛素原在转化酶的作用下可产生 Ｃ肽，Ｃ肽具

有多种生物学活性的多肽类激素，具备激素的特征，可

以与特异性受体结合，通过激活细胞内 Ｎａ＋ －Ｋ＋ －
ＡＴＰ酶和一氧化氮合酶（ｅＮＯＳ）等发挥激素样作用，影
响神经因子的合成和凋亡［１９］。有报道［２０］Ｃ肽具有提
高周围神经的功能，预防或扭转发展的神经结构异常

的作用。Ｋａｍｉｙａ等［２１］研究显示 Ｃ肽有神经保护和抗
凋亡作用，且能促进Ｃ纤维再生，从而起到延缓和减少
神经病变的作用。因此Ｃ肽与自主神经功能成正相相
关，当血管功能障碍时 Ｃ肽与胰岛素有很强的协同作
用。还有研究表明［２２］ＤＭ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神经病变
与Ｃ肽水平下降呈正相相关。动物研究证实［１８］Ｃ肽具
有延缓神经异常的作用及用来保护和改善功能异常的

神经，减少周围神经细胞和血管内皮的凋亡，因此Ｃ肽
能改善神经元活性、红细胞变形性，改善血供及营养；促

进神经元摄取营养物质，减少山梨醇生成；促进神经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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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再生，减轻神经元凋亡等，使神经元的功能和结构恢

复，通过阻止ＤＭ的神经病变进程，促进神经纤维的再
生和减轻神经细胞的凋亡等，延缓糖尿病神经病变的病

理生理改变，减少ＥＤ的发生或延缓ＥＤ的进程。

５　阴茎海绵体ＮＯ浓度改变

ＮＯ是内皮细胞源性的血管舒张因子，是反应内皮
功能的重要指标，也是介导阴茎勃起的一种重要神经

递质，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在阴茎勃起过程中起关键的调
控作用。ＮＯ在阴茎中主要是由海绵体内皮细胞内的
一氧化氮合成酶（ＮＯＳ）作用与左旋精氨酸（Ｌ－Ａｒｇ）
产生的。主要生理功能是通过改变阴茎平滑肌细胞内

的ｃＧＭＰ水平介导阴茎平滑肌的松弛，使阴茎动脉血
流增加，海绵窦内迅速注入大量的血流，牵拉白膜压迫

阻断静脉回流，从而完成阴茎的勃起。任何阻碍上述信

号传导途径的因素都会导致ＥＤ。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
神经性病变使阴茎海绵体内神经性内皮素活性增加，

ＮＯ减少，同时引起不可逆的蛋白交叉偶联以及改变纤
维结构来影响阴茎的弹性和细胞功能，因此ＮＯ合成减
少是ＤＭＥＤ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ＤＭＥＤ患者海绵
体组织内许多功能和结构改变可能是由糖基化产物

（ＡＧＥｓ）引起，ＡＧＥｓ类似于糖化血红蛋白（ＧＨｂ），与慢
性高血糖紧密相关。ＡＧＥｓ通过减少ＮＯ和增加内皮素
－１活性来影响内皮功能，在ＤＭ患者海绵体中，ＡＧＥｓ
既可以加重患者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又可以灭活

ＮＯ，损坏ＮＯ介导的内皮依赖性及非肾上腺能非胆碱能
神经源性舒张反应，进而产生ＥＤ。Ｘｕ［２３］等研究也证明
ＡＧＥｓ在体内和体外均可灭活ＮＯ。

６　结　　语

ＤＭ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也是引
起男性 ＥＤ的常见原因。ＤＭＥＤ的发病机制复杂多
变，神经病变是ＤＭＥＤ的重要机制。随着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神经病变机制中的神经递质在 ＤＥ中的作用
将越来越清楚。有效的控制血糖，早期而正确的阻止

神经病变，对临床预防和治疗 ＤＭＥＤ及其预后均有重
要的意义。糖尿病神经病变的研究进展将为 ＤＭＥＤ
的防治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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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治疗高龄高危重度前列腺增生

严景元　刘利权△　余俊杰　李　程　岳　良

眉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１０

【摘　要】目的：探讨分期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在高龄、高危、重度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分期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高龄、高危、重度前列腺增生患者８３例的临床资料，比较术前术后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残余尿量（ＲＵＶ）及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变化以及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率。结果：所有患者术后随访１～１２个月，与术前相比，术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５８±１２ｖｓ２６３±４５）、生活
质量评分（ＱＯＬ）（１１±０７ｖｓ４８±０７）、残余尿量（ＲＵＶ）（２０±１２５ｖｓ２４５±８０）及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２００±３５
ｖｓ４５±２２）较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显著性（Ｐ值均＜００５），无电切综合症及死亡病例，无真性尿失禁、输血及膀胱穿
孔发生。结论：分期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高龄高危重度前列腺增生患者具有安全性高、并发症少、疗效确切等优点。

【关键词】重度前列腺增生；高龄高危；经尿道等离子电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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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ｌ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１ｍｏｎｔｈｔｏ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ＩＰＳ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ｍａｘｉｍａｌ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ａｆ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ｒａｎｓ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ｔａｇｅｆｏｒｓｅｎｉｌ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ｈａ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ｌｅｓｓ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Ｓｅｎｉｌ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ＢＰＨ）是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原因中最为常见的
疾病，其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６０岁时大于５０％，
８０岁时高达８３％［１］。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高龄前列

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
年６月，采用分期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高危（包括
合并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脑梗塞、慢

性呼吸功能障碍、中重度贫血、血小板减少、糖尿病、高

血压）、高龄（年龄 ＞７０岁）、重度（体积大于 ８０ｍｌ）
ＢＰＨ患者８３例，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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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在我院住院患者
８３例，年龄７０～８６岁，平均（７４５±５４）岁；病程１～５
年，平均（２２±１１）年。所有患者均有明显的下尿路
梗阻症状，经直肠指检、Ｂ超检查、尿流率检测、血 ＰＳＡ
检查、ＩＰＳＳ评分明确诊断前列腺增生，并排除了前列
腺癌及神经源性膀胱。术前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
ＳＳ）１６～３５分，平均（２６３±４５）分；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４～６分，平均（４８±０７）分；残余尿量（ＲＵＶ）
６２～４５０ｍｌ，平均（２４５±８０）ｍ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１－
ｌＯｍｌ／ｓ，平均（４５±２２）ｍＬ；前列腺体积８０～１５８ｍｌ，
平均（８８５±１５３）ｍｌ。合并肝功能不全４例、双上尿
路积水肾功能不全１８例、脑梗塞３例、高血压２３例、
冠心病４例、糖尿病１２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１０例、
中重度贫血６例、血小板减少３例、其中急性尿潴留３８
例、尿路感染２１例、膀胱结石１５例、腹股沟疝１２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术前准备及常规治疗　①所有患者入院
后均行血常规、电解质、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血 ＰＳＡ、
尿常规等检查，完善心电图、心脏彩超、胸片、心肺功

能、腹部Ｂ超等检查；②上尿路积水及尿潴留、肾功能
不全患者予留置导尿管，控制尿路感染，改善肾功能后

再予手术。高血压患者应用药物控制血压在 １４０～
１６０／９０～１００ｍｍＨｇ，并稳定３～５ｄ；糖尿病患者经专科
会诊后正规治疗，术前空腹血糖控制在 ５６～
１１２ｍｍｏＬ／Ｌ；有心肌梗死及脑梗塞病史者，病情平稳
至少６个月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避免在急性
期手术并应使用有祛痰止咳药物和改善肺通气等治

疗；血小板减少及贫血患者应予成分输血至各项指标

在正常范围。

１２２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治疗（ＴＵＰＫＲＰ） 患

者取截石位，在持续硬膜外麻醉下，采用等离子双极电

切系统，电凝功率及切割功率分别为１６０Ｗ和３２０Ｗ，
冲洗液为等渗盐水，水压为５０～７０ｃｍ水柱。有尿道
狭窄者，需要行尿道扩张或尿道内切开处理，观察了解

双侧输尿管开口位置及前列腺增生情况、精阜距膀胱

颈口的距离，同时了解膀胱内有无肿瘤结石以及膀胱

憩室，合并膀胱结石者先行大力钳碎石或钬激光碎石

术。一期手术中以精阜为标志由膀胱颈口６点处从内
向外切除前列腺增生的腺体组织，然后自６点钟处开
始循序逐层逐段切除３～９点处将膀胱内口至精阜上

方的增生腺体切除，形成平整的通道，修整切除前列腺

尖部，即达到一期手术目的，手术时间控制在３０ｍｉｎ以
内。前列腺上半部待二期切除以缩短手术时间，结束

前仔细止血，用冲洗器吸进前列腺切除碎块后，留置

Ｆ２４三腔气囊导尿管，持续膀胱冲洗１～２ｄ，严密监测
生命体征变化。术后 ５～７ｄ行二期经尿道等离子电
切，二期手术于１２点处切除腺体，然后自上而下切除
９～３点前列腺侧叶，确切电凝止血，用冲洗器吸净前
列腺切除碎块后，留置 Ｆ２４三腔气囊导尿管。合并腹
股沟疝者，同期行无张力疝修补术，持续膀胱冲洗１～
２ｄ，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变化，术后５～７ｄ拔出尿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　　果

８３例患者均采用ＴＵＰＫＲＰ治疗，一期手术时间２０
～３０ｍｉｎ，平均２４ｍｉｎ；切除腺体重量３５～５５ｇ，平均４０ｇ；
术中失血量１０～６０ｍｌ，平均４０ｍｌ。二期手术时间１５～
２５ｍｉｎ，平均２０ｍｉｎ；切除腺体重量２５～４５ｇ，平均３５ｇ；术
中失血量１０～５０ｍｌ，平均３０ｍｌ。术后明显出血２例，经
牵拉尿管压迫止血及使用止血药后，出血渐止。术中、

术后无电切综合征病例出现，无真性尿失禁发生。３例
患者出现暂时性尿失禁，经盆底训练后３个月后恢复。
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为５～７ｄ，平均６ｄ。术后６个月
后，患者ＱＯＬ评分、ＩＰＳＳ评分、ＲＵＶ、Ｑｍａｘ均有显著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８３例患者ＰＫＲＰ术前及术后６个月各项指标比较（珔ｘ±ｓ）

指标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ＲＵＶ（ｍｌ） Ｑｍａｘ（ｍｌ／ｓ）

治疗前 ２６．３±４．５ ４．８±０．７ ２４５±８０ ４．５±２．２

治疗后 ５．８±１．２ １．１±０．７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０±３．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ＢＰＨ是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的疾病，其发病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

高危、重度ＢＰＨ患者也逐年增多。由于此类患者的手
术风险大、手术时间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给临床

治疗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因此如何有效、安全的

治疗此类患者是泌尿外科医师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目前 ＴＵＲＰ被认为是临床上治疗 ＢＰＨ的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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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２］。该术式优点是手术创伤小、疗效确切，但手术过

程中冲洗液吸收过多可导致血容量扩张及稀释性低钠

血症，其他术后并发症还包括尿失禁、逆行射精、膀胱

颈挛缩及尿道狭窄等，而ＴＵＰＫＲＰ具有热穿透浅、切割
精确、止血效果好等优点，且术中使用生理盐水作冲洗

液，术中术后出血及前列腺电切综合症（ＴＵＲＳ）发生率
减少［３，４］。本组８３例患者均无 ＴＵＲＳ发生，术后明显
出血２例，经牵拉尿管压迫止血、使用止血药后出血渐
止。同时 ＰＫＲＰ切割时热穿透深度有限，切面组织变
性少，不易形成焦痂，可有效避免尿道外括约肌免热损

伤及前列腺包膜穿孔，减少了术后尿失禁的发生

率［５，６］及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本组患者仅发生暂时性

尿失禁３例，经盆底训练后３个月后恢复。有报告采
用经尿道前列腺切开术及经尿道前列腺部分切除术取

得良好效果，但远期复发率较高［７］。也有学者报道一

期等离子电切治疗重度前列腺增生取得良好疗效，但

手术时间长，仍有部分患者需再次手术可能［８］。本组

病例采用分期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高龄高

危重度前列腺增生，有效的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

血及对重要器官功能的影响，最大限度降低了术中、术

后的风险及并发症，且术后随访满意。

通过本组病例，笔者体会到对高危ＢＰＨ患者的治
疗应注意以下几点：①围手术期个体化准备是关键，应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请相关科室医师会诊协助调整

各器官功能，处理各种并发症，基本满足手术和麻醉的

需要，术前充分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最大限度地降低手

术风险。②采用分期手术缩短手术操作时间，单期手
术尽量控制在３０ｍｉｎ内完成，一期手术中以精阜为标
志，主要将前列腺梗阻部位（３～９点内）切除，二期手
术切除剩余９～３点前列腺组织，切除后的通道要平
整、宽松，形成的通道以在膀胱半充盈时，将电切镜退

至精阜处可窥视到膀胱底部。③注意术中冲洗液温度
和速度，我们一般应用（３５～３６）℃ ０９％氯化钠溶液
冲洗以及调整合适的冲洗液高度，等温冲洗液则可有

效维持心功能的稳定及提高经尿道手术的安全性。④

麻醉方式尽可能采用持续硬膜外麻醉，术后留置镇痛

泵１～２ｄ，减少术后膀胱痉挛发生率［９］。⑤术前及术
后口服保列治１个月，有效减少术中术后出血。⑥为
了减少肺部并发症和减少血栓形成，鼓励病人多做深

呼吸、翻身拍背、加强下肢活动，术后常规使用润肠通

便药物，避免因便秘而导致术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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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并发症的护理方案探究

张立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平谷区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１２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ＴＵＲＰ）后并发症的护理方案，评价护理效果，探讨其临床适用性。
方法：选择从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我院行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的３９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总
结各项护理措施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及患者相关对该护理方案满意度的情况。结果：所有病例中并发术后出现血尿５
例（１２８％），尿失禁０例，尿道狭窄１例（２６％），应激性胃肠溃疡１例（２６％），膀胱痉挛３例（７７％），腺体残留１例
（２６％），术后感染４例（１０３％）；患者满意度为９７４％。结论：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并发症早期采取全面的
护理，同时严格执行各项操作程序的护理方案，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迅速康复，患者满意度也

高，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并发症；护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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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ｐａｓｍ，１ｃａｓｅ（２．６％）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ｌａｎｄ，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０．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
９７．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ｆｏｒＴＵＲＰ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ｃ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ｌａｎ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的最常见的疾病，随着我
国社会不断的老龄化，其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ＰＲ）是目前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较好的手术方式［１］，但术后患者易出现不同

类型的并发症［２］。我院针对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

发症的护理方案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３９例患者的年龄５８～８８岁，平均（７３±６１）岁；

病程３～９年。＜６０岁９例，６１～７０岁２２例，７１～８０
岁以上８例。合并冠心病１１例，高血压１８例，糖尿病
１１例。全部患者采用硬膜外麻醉行经尿道实施前列
腺电切术，手术时间３０～１００ｍｉｎ，平均４５ｍｉｎ。术中出
血量２０～２５０ｍｌ，平均７０ｍｌ。术后出血１０例，均为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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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患者；强烈膀胱痉挛４例，尿潴留８
例，尿道狭窄４例。术后住院时间８～２１ｄ，平均１０ｄ。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血尿、腺体残留的护理措施　积极的与患

者交流，为患者讲解出现血尿的原因及可能的情况，尽

量使患者消除焦虑情绪，密切关注患者一般生命体征。

同时行尿道冲洗，观察冲洗液及引流情况，随时调整冲

洗液的速度，定时挤压尿管，保持管道通畅。若出现引

流液持续呈鲜红色时应及时通知医生，配合用药，采取

必要的止血措施等。术后应指导患者合理饮食，预防

便秘引起伤口损伤而出血。

１２２　尿失禁的护理　首先对患者进行心理辅
导、减轻患者心理负担，要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解释发病

原因，说明预后，其次训练患者提肛肌功能。

１２３　膀胱痉挛　按照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解
痉、镇痛药物。稳定患者情绪，让患者尽量放松心情，

保证冲洗液温度适宜，及时调整导尿管气囊内液量。

１２４　应激性胃溃疡的护理　术后密切观察患

者的临床表现、排出物包括大便和呕吐物的色泽，一旦

发现有出血迹象，立即报告主管医师进行妥善处理。

１２５　感染　护理关键在于注意膀胱造瘘口、尿
道外口的碘伏消毒，１～２次／ｄ。对于长时间膀胱造瘘
者可用１‰新洁尔灭冲洗膀胱，１～２次／ｄ。冲洗膀胱
所用的管路２４ｈ更换１次。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各项护理措施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及患者对

该护理方案满意度的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计数资料数据统计。

２　结　　果

２１　各项护理措施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情况
所有病例中并发术后出现血尿５例，尿失禁０例，

尿道狭窄１例，应激性胃肠溃疡１例，膀胱痉挛３例，
腺体残留１例，术后感染４例。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术后并发症出现情况

并发症 出血 尿失禁 尿道狭窄 应激性溃疡 膀胱痉挛 腺体残留 术后感染

发生数 ５ ０ １ １ ３ １ ４

发生率 １２．８％ ０ ２．６％ ２．６％ ７．７％ ２．６％ １０．３％

　　２２　患者对该护理方案满意度的情况
针对该方案，患者满意度达９７４％，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２　患者满意度情况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差

３９ ３５ ３ １ ０

３　讨　　论

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是临床上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重要术式，现已普遍应用于临床，而其相关并发

症也逐渐被学者研究［３］。关于ＴＵＲＰ的术后护理的研
究也颇多［４－６］，也有学者专门针对术后并发症的护理作

了研究［７］，但是一个系统合理的护理方案仍存在争议。

我院针对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并发症研

究了相关的护理方案，结果发现使用该方案后，可以使

３９个病例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情况为：血尿５例，尿失
禁０例，尿道狭窄１例，应激性胃肠溃疡１例，膀胱痉
挛３例，腺体残留１例，术后感染４例。该方案取得较

为满意的结果。

术后出血是ＴＵＲＰ最常见的并发症，关于出血的原
因及诊治措施也有许多研究［８］，多因前列腺周围血管解

剖或引流管刺激创面所致，出血一般术后５ｄ左右消失。
尿失禁的发生应该与术中在切除前列腺尖部时组织切除

较多、较深、部分损伤尿道外括约肌有关［９］。而膀胱痉挛

多由前列腺残窝的放置的三腔尿管气囊压迫以及术后膀

胱冲洗、凝结在膀胱内血块刺激等造成。但规律的冲洗

可以较好的减少术后并发症，不但可以防止出血，也可以

预防膀胱痉挛，具体的注意事项和方法已有研究报道［１０］。

关于应激性胃溃疡，前列腺增生均为老年人，抵抗

外界因素变化的能力降低，由于手术创伤的刺激、术后

出血等多种因素，机体抵抗力下降，同时存在应激情

况，较容易诱发应激性胃肠溃疡，使其发生率增加。

关于感染，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在术前大部分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尿潴留，增加了感染的危险性，而术后又

要长时间放置导尿管，所以发生的可能性极高，许多患

者在术后发生高热、感染的情况，所以术后的消毒和体

温监测工作就十分必要。 （下转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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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引流治疗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囊肿的疗效分析

曹　益

岳池县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广安 ６３８３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切开引流治疗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囊肿的疗效。方法：选取８２例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
囊肿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１例，观察组患者接受后腹腔镜切开引流治疗，对照组患者则采用剖腹切开引流治
疗，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复发率、性功能恢复时间以及术后的一般情况进行观察。结果：观察组患者

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性功能恢复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出现伤
口疼痛、腰腹部肿块、感染、出血、腰痛、血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后腹腔镜切开引流是
治疗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囊肿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腹膜后尿囊肿；后腹腔镜切开引流；闭合性肾损伤；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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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患者出现闭合性肾损伤时，由于存在于肾脏内
的尿液会发生渗出，随着时间的延长，渗出的尿液则会

在腹膜后形成尿囊肿。此疾病的出现需要及时给予适

当的处理和治疗［１］。本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

７月在我院诊治的４１例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
囊肿患者采用了腹腔镜切开引流进行治疗，获得了比

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将过程及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院诊治的８２

例闭合性肾损伤并发腹膜后尿囊肿患者作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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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中男性４７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２１～５６岁，平均
年龄（３７９±５８）岁；其中有２５例为撞击损伤，１９例
为挤压损伤，２３例为肋骨骨折损伤，１５例为横突骨折
损伤。将两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

者在病因、损伤程度和年龄等方面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在术前常规胃肠减压，采用全身麻醉的

方法。观察组采用后腹腔镜切开引流治疗，使患者采

取健侧卧位，在肋脊角处做一个切口，大小约为２ｃｍ，
切开皮肤后分离皮下和筋膜等组织，将腹膜往前推移，

再放入气囊导管，往其中输入约５００ｍｌ的空气，时间维
持３～５ｍｉｎ，分别在腋前线肋缘下和腋中线髂嵴上做
一个切口，分别为５ｍｍ和１０ｍｍ，再往腹腔中输入一定
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压力控制在１２～１４ｍｍＨｇ。器械
进入到腹腔后，探查到病变位置，使囊肿充分被显露，

切开囊肿，将里面的囊液吸取干净，去除多余的囊壁，

再进行止血，残留的囊壁则用采用碘酊烧灼破坏囊壁

组织，放置引流管，将腹腔中的气体放出后缝合［２］。对

照组患者则采用常规的剖腹手术中切开引流，进入到

腹腔后的切开引流步骤同观察组。

１３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

复发率、性功能恢复时间，以及术后出现的伤口疼痛、

腰痛、腰腹部肿块、感染、出血和血尿等情况作为观察

指标，并对比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时间。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

别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
间和复发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明显较对照组少，手术时

间和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同时复发率也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一般情况结果
接受后腹腔镜切开引流治疗的患者术后伤口疼

痛、腰痛、腰腹部肿块、感染、出血和血尿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接受开腹切开引流治疗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ｍｌ）、住院时间（ｄ）和复发率［例（％）］、性功能恢复时间（ｄ）结果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 复发 性功能恢复时间

对照组 ４１ １３８±２７ ３４９±１０２ １６．７±５．２ ８（１９．５１） ６３．４３±２２．３４

观察组 ４１ ８９±１６ １８９±８７ ９．１±２．１ １（２．４３） ４１．２３±１９．８５

ｔ／χ２ － ９．９９７０ ７．６４１９ ８．６７７５ ４．４９３２ １４．８６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表示此项无数据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一般情况结果［例（％）］

组别 ｎ 伤口疼痛 腰腹部肿块 感染 出血 腰痛 血尿

对照组 ４１ １５（３６．５９） ８（１９．５１） ８（１９．５１） ９（２１．９５） １１（２６．８３） ９（２１．９５）

观察组 ４１ ５（１２．１９）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２（４．８８）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χ２ － ６．６１２９ ４．１０００ ４．４９３２ ５．１４４７ ７．４０４７ ７．２８８９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表示此项无数据

３　讨　　论

当患者腹部受到外界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损伤时，很

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腹部脏器的损伤，其中当肾脏出现自

身病变时，如肾肿瘤、肾积水、肾结核或肾囊性疾病，则

更容易出现损伤，肾脏损伤主要包括开放性损伤和闭合

性损伤，其中后一种损伤在临床上更为常见［３］。闭合性

肾损伤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腹部脏器损伤，当肾脏

出现损伤时，若对于患者的疾病没有进行及时的控制和

治疗，很可能出现并发症。其中尿囊肿则是由于肾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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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液发生外渗长时间在腹膜后出现积聚，从而形成囊

肿。囊肿中的囊液若没有被及时去除和引流，囊肿增大

破裂囊液流入到腹腔中而造成腹部感染［４，５］。

因此，对于闭合性肾损伤并发尿囊肿，临床上一般

需要给予及时的治疗，其中切开引流是临床上治疗此

疾病的一种比较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它可以将囊肿

内的尿液完全引流出来，比较快速的治疗疾病，减少患

者发生感染的几率［６，７］。其中经后腹腔镜切开引流还

可以减少手术创伤，降低手术对患者机体造成的损伤，

减少因治疗对患者机体的影响，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８，９］。本研究结果显示，闭合性损伤并发腹膜后

尿囊肿患者接受后腹腔镜切开引流治疗后的伤口疼

痛、腰腹部肿块、感染、出血和血尿的发生率明显较接

受开腹切开引流治疗的患者低，同时观察组的手术时

间和住院时间、术后性功能恢复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短，

术中出血量和复发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后腹腔镜

切开引流治疗的应用在治疗闭合性肾损伤并发尿囊肿

时可以获得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可以明显改善患者

的病情，促进患者的早期恢复，因此，此种治疗方式在

临床上可以进一步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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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１页）
　　另外，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还会发生不
同程度的尿路综合征：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难及尿

潴留。在拔导尿管时要为患者积极讲解，做好心理准

备等。

该项护理方案得到患者一致好评，患者满意度达

９７４％，有效的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患者同时也收
到了满意的疗效，方案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增生电切除术后并发症早

期采取全面的护理，同时严格执行各项操作程序的护理

方案，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

迅速康复，患者满意度也高，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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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输尿管镜在复杂输尿管上段结石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兰　勇　朱圣亮

恩施州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探讨ＵＲＬ、ＭＰＣＮＬ、ＥＳＷＬ在治疗复杂输尿管上段结石治疗中的作用。方法：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我院收治的复杂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３５例，随机分为三组，分别采用ＵＲＬ、ＭＰＣＮＬ和ＥＳＷＬ，观察三组患
者的术中改开腹手术例数、手术时间、手术取石成功率和术后并发症。结果：从手术的成功率的角度来讲，ＵＲＬ的成功率
最高；从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来讲，ＵＲＬ最理想；从取石成功率来讲，ＭＰＣＮＬ效果最佳。结论：临床工作者应该结合自
己医院的实际，患者的具体身体情况进行方案的选择，以期达到最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输尿管结石；ＵＲＬ；ＥＳＷＬ；ＭＰＣＮ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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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结石目前在临床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
势［１］，而较大输尿管上段结石经常会并发梗阻和感染，

如果延误治疗，严重时可以导致肾衰竭、败血症甚至是

死亡［２］。输尿管结石的主要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随

着现代诊疗技术和泌尿外科手术技术日新月异，传统

的开放手术因为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大，同时患者的

恢复时间缓慢，已经逐渐被微创外科技术所取代［３］。

目前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主要微创手术是体外冲击波碎

石术（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ＥＳＷＬ），但

是在针对复杂的输尿管上端结石时的疗效并不理

想［４］。目前在微创泌尿外科领域，经尿道输尿管镜取

石术（ＵＲＬ）和经肾穿刺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在复杂性输
尿管上段结石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优势［５］。本

文特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我院收治的复杂
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３５例，观察分析 ＥＳＷＬ、三种腔
镜技术在复杂输尿管上段结石中的应用。

１　一般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文连续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我院
确诊为复杂性输尿管结石的患者３５例，其中男性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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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１４例，平均年龄为（４５７１±３８７）岁（３２～７０
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腰部的绞痛、发热、血尿和肾积

水等。入组的全部３５例患者符合复杂性上段输尿管
结石的诊断标准［６］：①输尿管的结石在输尿管的内部
滞留超过了８周，同时结石的最大径超过了８ｍｍ；②输
尿管结石滞留部位水平以下的输尿管出现狭窄或者扭

曲；③静脉尿路造影剂无法通过输尿管结石的，并且在
同一侧的肾盂分离超过了５ｃｍ；④输尿管结石发生的
部位或者该部位以下的输尿管出现息肉。以上诸项，

有两项符合即可诊断为复杂性输尿管结石。排除标

准：①有同侧输尿管手术史；②近半年内有大手术史；
③双侧的输尿管上段均有结石；④输尿管上段结石合
并同侧的肾结石。随机将３５例患者分为三组，分别为
ＥＳＷＬ组、ＭＰＣＮＬ组、ＵＲＬ组，经统计学分析，三组的
患者在年龄、性别还是复杂性输尿管结石的类型方面

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该三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ＥＳＷＬ组：本组中采用的是 ＤｏｌｉＳ王者碎石机，采

用Ｂ超对结石的位置进行定位，电压为２２ｋＶ。对患者
进行震波碎石。

ＭＰＣＮＬ组：患者取截石位，经过患者的尿道插入
输尿管导管，在 Ｂ超的引导下对患者的肾盂穿刺金
针，当有尿液从穿刺针流出时，放入斑马导丝，使用导

丝把皮肾通道扩张开，然后置入输尿管镜，找到结石位

置之后插入钬激光光纤，将结石粉碎，待结石排除之后

留置导尿管。

ＵＲＬ组：患者取截石位，从患者的尿道置入输尿
管导管，并且在该导管的引导下放入输尿管镜，当输尿

管镜进入到结石位置时放置入钬激光光纤，把输尿管

中的结石粉碎，如果结石的直径较大，用取石钳取出，

在输尿管导管中置入双Ｊ管，并且留置导尿管。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三组患者的术中改开腹手术例数、手术时间、手

术取石成功率和术后并发症进行观察。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的统计软件分析包 ＳＰＳＳ１３０，数据以
“平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多组间的组间
比较采用的是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三组之间转开腹手术例数对比

在ＥＳＷＬ组中，有５例患者因为并发输尿管穿孔
而转为开腹手术继续进行；在ＭＰＣＮＬ组有２例患者因

为术中出血过多转为开放手术；ＵＲＬ组有２例患者转
为开腹手术，该２例患者因为器械损伤了输尿管黏膜，
出血导致手术视野不清晰而放弃微创手术，改行开腹

手术。ＥＳＷＬ组的手术成功率为５８３３％，ＭＰＣＮＬ的
手术成功率为 ８１８２％，ＵＲＬ的手术成功率为
８３３３％。经统计学分析之后发现 ＥＳＷＬ组的手术成
功率明显低于 ＭＰＣＮＬ组和 ＵＲＬ组（Ｐ＜００５），而
ＭＰＣＮＬ组和ＵＲＬ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手术情况的对比

２２．１ 手术时间对比　ＥＳＷＬ的手术平均时间
为（４３２８±８７１）ｍｉｎ；ＭＰＣＮＬ的手术平均时间为
（５０３５±７９１）ｍｉｎ；ＵＲＬ的手术时间平均为（４０１２±
９３４）ｍｉｎ；三组之间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２ 手术取石成功率对比　ＥＳＷＬ手术后３
月的结石清除率为７５％（９／１２）；ＭＰＣＮＬ组为９０９％
（１０／１１）；ＵＲＬ组为８３３３％（１０／１２）；三组之间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患者手术成功率、手术平均时间和结石清除率之间

的比较结果

组别 例数
手术成功率

（％）

手术平均时间

（ｍｉｎ）

结石清除率

（％）

ＥＳＷＬ １２ ５８．３３ ４３．２８±８．７１ ７５．００

ＵＲＬ １１ ８３．３３ ４０．１２±９．３４ ８３．３３

ＭＰＣＮＬ １２ ８１．８２ ５０．３５±７．９１ ９０．９０

　　注：与ＥＳＷＬ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３ 术后并发症对比　ＥＳＷＬ组的１２例患者
中有３例出现术后并发症，均为肉眼血尿，在术后的１
～３ｄ内自行消失；ＰＣＮＬ的１１例患者中有２例患者出
现肉眼血尿，在术后的２ｄ内自行消失；ＵＲＬ组的１２例
患者中无明显并发症发生。

３　讨　　论

输尿管的结石一般来自于肾脏，其中包括了肾结

石自肾脏进入输尿管或者是患者经体外震波碎石之后

体内的碎石坠落入输尿管所致。原发性的输尿管结石

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尿盐晶体可经尿液流入膀胱。输

尿管结石可以引起患者输尿管或者肾梗阻，并且能够

导致其扩张冲水，一旦梗阻时间过长可导致患者出现

肾衰竭［７］。复杂性的输尿管上段结石在输尿管结石的

基础上包括以下特点［８］：①输尿管结石较硬且大；②输
尿管结石在输尿管中的癳顿时间过长；③该输尿管结
石被肉芽组织包裹；④输尿管存在息肉或者狭窄。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２７　　　·

ＥＳＷＬ一直以来都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主要的微
创方法，而且是目前临床上公认的最为安全有效的治

疗输尿管结石的方法，但是因为人体的输尿管腔较为

狭小，这就导致结石周围的液体空隙并不是很大，那么

冲击波的空化作用就会大为减弱，对于复杂性输尿管

上段结石的治疗效果不佳［９］。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等［１０］发现如

果在结石停留部位以上存在着中度以上的积水的患者

中，ＥＳＷＬ的治疗成功率仅仅为３５％，低于预期。周高
峰等［１１］人发现 ＥＳＷＬ的手术治疗成功率为４３％。在
本组研究中发现 ＥＳＷＬ组的手术成功率为５８３３％，
高于国内外文献的报道，可能与微创手术技术的改良

和操作者素质的提高有关，但是仍然低于 ＭＰＣＮＬ和
ＵＲＬ组（Ｐ＜００５），提示 ＥＳＷＬ对于复杂性输尿管结
石的治疗成功率较低，常常需要开腹手术进行辅助。

在本组研究中发现ＥＳＷＬ平均手术时间低于 ＭＰＣＮＬ，
但是高于ＵＲＬ，与ＭＰＣＮＬ的手术操作较为复杂有关，
ＵＲＬ的操作在目前临床上已经较为成熟，平均手术时
间较低。ＥＳＷＬ的并发症以肉眼血尿为主，与向阳
等［１２］报道的一致，与输尿管镜反复摩擦损伤输尿管黏

膜有关。从本组研究中可以看出，ＥＳＷＬ并不能作为
治疗复杂性输尿管上段结石的首选手术

ＭＰＣＮＬ在治疗输尿管结石的疗效较为显著，且可
以同时进行多通道手术，而且手术的可重复性强，患者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痊愈［１３］。ＭＰＣＮＬ可以将较为纤
细的输尿管镜取代以往传统微创手术使用的较为粗大

的肾镜，选取合适的穿刺部位之后，可以抵达患者的输

尿管中段，以达到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目的［１４］。王

强东等［１５］报道３５例患者中仅有２例失败，结石清除
率达到了 １００％。毛峥等［１６］发现在本组研究中发现

ＭＰＣＮＬ的术后并发症主要为术后的肉眼血尿。在本
组研究中发现，ＭＰＣＮＬ的手术成功率为８１８２％，取石
成功率为９０９％，术后并发症主要为肉眼血尿，与文
献报道一致。但是ＭＰＣＮＬ的手术时间较长，操作较复
杂，对医院设备和人员素质提出较高要求，不利于广泛

开展，故不应作为首选术式。

ＵＲＬ在治疗输尿管结石中的疗效较为确切，并且
碎石率较高，并且整个手术对患者的组织创伤较小，可

以使患者快速得到恢复，在处理双侧结石和被息肉包

裹的结石时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１７］。但是有文献［１８］

报道ＵＲＬ在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中的疗效并不理想，
和其碎石之后结石可以通过扩张的输尿管进入肾脏、

造成手术后的结石残留有关。ＵＲＬ是否成功与输尿
管扭曲程度、结石周围是否完全包裹和结石是否移位

有很大关系，越扭曲、完全包裹、结石移位进入肾盂都

严重影响手术效果。但是林西斌等［１９］报道输尿管上

段结石排净率为８５％。在本组研究中发现 ＵＲＬ的手
术成功率为 ８３３３％，高于 ＭＰＣＮＬ，但是差异并不显
著，取石成功率为８３３３％，取石成功率与林西斌等人
报道的一致，低于 ＭＰＣＮＬ，但是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发
现术后的并发症，与国内文献［２０］有出入，可能与操作

者操作技术的改进有关。从本组研究中可以看出ＵＲＬ
可以作为治疗输尿管结石的首选术式，但是要注意其

可能造成的并发症，在 ＵＲＬ术式治疗无效的时候，可
以考虑行ＭＰＣＮＬ术式进行治疗。

杨飞亚等［２１］报道在对耻骨后腹膜外进行保留尿

道的腹腔镜前列腺切除术时，在取得完美疗效的同时，

患者的性功能仍能保留完整，而且能够顺行射精，维持

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本组研究中，我们发现三组的患

者术后性能力无影响，能够顺利完成性生活，且均为顺

行射精，与国内文献报道一致，说明内镜手术能够完整

的保留患者的性能力，这与内镜手术对患者的创伤较

小、很少造成患者血管和神经的损伤有关。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微创治疗手术方法都各有自

身的优点和缺点，从手术的成功率的角度来讲，ＵＲＬ
的成功率最高；从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来讲，ＵＲＬ最
理想；从取石成功率来讲，ＭＰＣＮＬ效果最佳。临床工
作者应结合自己医院的实际情况、患者的具体身体情

况进行方案的选择，以期达到最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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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治疗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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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腹腔镜治疗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我院妇科共收治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２９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分析术后疼痛缓解情况。结果：２９例患者术
前疼痛评分为（７４±２５）分，术后疼痛评分为（３１±１７）分，术后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有显著性差异（ｔ＝７６５９４，Ｐ＜
００１）。术前与术后疼痛各等级例数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３４３７２３，Ｐ＜００１）。结论：腹腔镜手术是治疗子宫直肠
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腹腔镜；　子宫直肠陷凹；　子宫内膜异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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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２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ｅｃｔａｌｐｏｕｃ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ｒｅｌｉｅ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ｗｅｎｔｙ－ｎｉｎ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ｓｈａｖｉｎｇ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７．４±２．５），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３．１±１．７）．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ｔ＝７．６５９４，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ｉ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ｐ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χ２＝３４．３７２３，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ｓａｓａｆｅ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ｅｃｔａｌｐｏｕｃ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ｅｃｔａｌｐｏｕｃ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具有生长能力及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
腔以外部位者，称为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ＥＭＴ）。当子宫内膜异位后病灶发生在腹膜下浸润深
度≥５ｍｍ时诊断为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后（ｄｅｅｐ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ＤＩＥ），可见于子宫直肠陷凹、
于宫骶韧带、阴道穹隆、直肠阴道隔等。ＤＩＥ与痛经、
肛门坠痛、性交痛、排便痛和慢性盆腔痛等疼痛症状密

切相关，尤其是发生在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我院采用腹腔镜下分离子

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妇科共收治

的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２９例，年龄２７～４９
岁，平均年龄３４５±３９岁。２９例患者术前均无高血
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病史，术前半年均未服用激素类

药物及其他药物治疗，均有盆腔疼痛，三合诊时可以触

及子宫直肠陷凹结节；术前行阴道及肠道准备；术中探

查无明显子宫腺肌症及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标

本经病理证实均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前及术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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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均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对疼痛程度进行评分。
１２　手术方法
于月经干净后３～７ｄ入院，行血尿常规、凝血时

间、肝肾功能、血离子、Ｂ超、心电图检查，排除腹腔镜
手术禁忌证，术前禁食及灌肠，清洁脐部，取头低臀高

膀胱截石位，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手术。

取脐下缘气腹针穿刺注入气体建立气腹，保持压力为

１２～１４ｍｍＨｇ，置入腹腔镜。腹腔镜进入腹腔后，探查
整个盆腔。右下腹麦氏点、左下腹分别套管针穿刺。

首先常规检查子宫、附件及盆腔情况，分离两侧卵巢、

输卵管、子宫体、阔韧带、直肠、大网膜、盆腔腹膜、子宫

膀胱腹膜陷凹、子宫直肠陷凹等处粘连。对于严重的

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者，子宫直肠陷凹消失

或部分消失，可由一名助手将举宫器向上举，另一手经

肛门进入直肠作为引导，通过腹腔镜分辨子宫直肠陷

凹解剖结构和粘连界限，钝、锐性方法分离粘连，对子

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行活检及电凝。创面

出血时可选用双极电凝，创面注入生物蛋白胶或透明

质酸钠防止术后粘连。

１３　评价方法
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是国际上常用的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法，将疼痛程度用 ０～１０分表示，０表示无疼
痛，１０分表示剧烈疼痛，是一种评价急性和慢性疼痛
的方法。３分以下为轻度疼痛，受试者有轻微的疼痛，
可以忍受，不影响休息；４～６分为中度疼痛，受试者疼
痛并影响睡眠，尚能忍受，应给于一定的处理；７～１０
分为重度疼痛，受试者疼痛难以忍受，影响饮食和睡

眠。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经过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９例患者术前 ＶＡＳ为（７４±２５）分，术后 ＶＡＳ
为（３１±１７）分，术后 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有
显著性差异（ｔ＝７６５９４，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术前与
术后 ＶＡＳ各等级例数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 ＝
３４３７２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术前和术后患者ＶＡＳ评分情况

组别 例数 ０～３分例数 ４～６分例数 ７～１０分例数

术前 ２９ １ １３ １５

术后 ２９ ２１ ８ ０

３ 讨　　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率高，有年轻化趋势，可累及

盆腔内外多个脏器，有囊肿、结节、斑块等多种病理形

态，可引起痛经、不孕、盆腔包块等多种不同的临床症

状。当发生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ＤＩＥ）时疼痛
会更加明显［１］，常常可放射到腰部、大腿内侧等部位；

可有肠道和泌尿道的刺激症状；可伴随焦虑、烦躁、失

眠等症状，并可出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

酶等因子含量的改变［２，３］，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临床疼痛症状，主要

是因为病灶的侵润性生长过程中引起局部的炎性因子

及致痛因子的分泌增加；深部浸润的异位结节，在月经

期由于体积增大或在性生活时外力作用下，可以压迫

位于该部位的感觉神经而导致疼痛。ＤＩＥ中发生在子
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较常见且疼痛明显。有学

者认为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盆腔内异症侵

入子宫直肠窝，继而出现直肠窝封闭并向直肠阴道隔

深部生长而形成；也有的认为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

异位症可能来源于苗勒管遗迹化生的腺肌瘤。

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位症可向两侧侵犯，累

及骶韧带，形成质地较硬的异位结节，加上周围纤维组

织增生，瘢痕形成，使得骶韧带增粗、挛缩，并与侧盆壁

腹膜粘连，导致输尿管走行发生改变，从而失去正常解

剖形态，引起其他并发症的发生［４］。因此，子宫直肠陷

凹子宫内膜异位症应尽早积极给予治疗，其治疗方法

有很多种，包括多种药物治疗和不同手术方式治疗。

由于药物治疗疼痛缓解率较低，于停药后容易复发，因

此手术成为治疗的首选［５］。近年来由于腹腔镜技术的

不断提高，同时腹腔镜又具有放大作用，对辨别病灶非

常有优势，因此目前腹腔镜下处理子宫直肠陷凹子宫

内膜异位症成为首选。但术前应充分准备，手术操作

过程中应注意解剖层次，规范操作，避免副损伤。视觉

模拟评分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疼痛强度评价方

法，具有简单、有效等特点。ＶＡＳ数值越大反映患者疼
痛越重，反之，则疼痛越轻。本研究提示患者术后ＶＡＳ
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与术前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ｔ
＝７６５９４，Ｐ＜００１）；术前与术后 ＶＡＳ各等级例数相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３４３７２３，Ｐ＜００１）。

总之，腹腔镜手术是治疗子宫直肠陷凹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由于该病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因此应做到早期预防、及时诊断并积极治疗。

（下转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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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及对产后月经的作用分析

张志茹　李薇薇　马小红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产科，新疆 昌吉 ８３１１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采用低位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产后月经的作用，评价其疗效，探讨其临床
适用性。方法：选择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行前置胎盘剖宫产术的患者，随机选取了４８例采用低位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的患者作为实验组，另外选取了同时期的３０例采用宫腔塞纱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实验组患者术中出血
量情况。随访观察比较两组产妇产后恶露持续时间及月经恢复正常的所需的周期。结果：实验组患者在术中阴道出血

量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产妇随访的产后恶露持续时间和月经恢复时间及月经一般
情况比较，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采用低位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可以明显减少产
妇的出血量，有助于患者较好的恢复体质，且对后期的月经无明显不良影响，可以作为前置胎盘剖宫产术比较理想的术

式，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低位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月经

ＬｏｗＢ－Ｌｙｎｃｈｓｕｔｕｒ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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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ｌｏｃｈｉａ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ｎｄ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ｉｆ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ｌｏｗＢ－Ｌｙｎｃｈｓｕｔｕｒｅｉｎ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ｈｅｌ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
ｄｕｃ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Ｉ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ｗａｙ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ｗＢ－Ｌｙｎｃｈｓｕｔｕ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产后出血仍然是产科分娩期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
并发症，其中前置胎盘是引起妊娠晚期出血的常见原

因之一［１］。关于前置胎盘剖宫产的术式研究是目前剖

宫术中研究的热门主题。我院在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

采用低位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同时研究其对产后月经的
影响情况，现将研究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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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为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

行前置胎盘剖宫产术的患者，在分娩前最后一次 Ｂ型
超声检查明确提示为前置胎盘的患者。排除有严重妊

娠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严重脏器疾病引起

的出血等的患者。胎盘前置的诊断标准：中央性前置

胎盘，胎盘组织完全覆盖宫颈内口；部分性前置胎盘，

胎盘组织部分覆盖宫颈内口；边缘性前置胎盘，胎盘附

着于子宫下段，边缘达子宫颈内口但不超过宫颈内口；

低置胎盘，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边缘距离子宫颈内口

＜７ｃｍ，但未达宫颈内口。根据术中处理措施的不同，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４８例，年龄２１～３８岁，
平均为２８２±３８岁，平均产次１８±１２，平均产次
１４±１６；对照组３０例，年龄２０～４０岁，平均为２８１
±２９岁，平均产次１９±１１，平均产次１５±１５。两
组患者年龄、妊次、产次情况、术前凝血功能等一般资

料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方　法
实验组患者在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采用低位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具体方法为：产妇将胎盘娩出后，医师
先将子宫托出，从子宫前壁切口下缘５ｃｍ左右处从距
右侧缘３ｃｍ处进针，注意进针点尽量低于子宫的出血
活跃区。圆针穿入宫腔达切口上缘３ｃｍ处从侧方出
针，然后加压拉至宫底，接着绕过宫底至后壁，与前壁

大致部位进针至宫腔，水平出针至左侧后壁。子宫切

口左右侧部位进出针大体相同。最后于切口下拉紧缝

线的首尾部，同时给予宫体加压，使子宫呈一纵向压缩

状后打结。观察子宫质地恢复血流后关腹。对照组患

者采取宫腔塞纱，具体方法为：产妇将胎盘娩出后，将

宫腔纱布条从宫底开始，由内向外一层层填紧宫腔，另

一端从宫颈口逐渐填塞子宫下段最后达阴道内，观察

无活动性出血，缝合子宫切口。术后加强预防感染等

治疗，术后２４ｈ取出纱条。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实验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其他手术一般情况。

随访观察比较两组产妇产后恶露持续时间及月经恢复

正常的所需的周期。术中出血量的计算：手术后所有

用于止血的医疗用品的主要包括敷料、纱条、纱垫重量

减去术前用品的重量，然后按照血液比重１０５ｇ换算
为１ｍＬ，再加上吸引瓶内血量及术毕清理出的阴道流

血量之总和。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ａ＝００５为标准，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产妇术中出血量等其他手术一般情况
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出血量比较提示：实验组患

者在术中阴道出血量及术后记录的２４ｈ总出血量均
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术中出血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实验组 ４８ ４６１．２±１１９．８

对照组 ３０ ６７１．０±１７９．６

２２　两组产妇产后恶露持续时间及月经一般情
况的比较

产后恶露持续时间和月经恢复时间及月经一般情

况等分析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恶露及月经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恶露持续时间（ｄ）月经恢复次数 经量（ｍｌ）

实验组 ４８ ２８．９±２．５ １．６１±０．４９ ９８．２±２．６

对照组 ３０ ２９．１±２．８ １．５２±０．６１ ９７０６±３．３

３　讨　　论

妇产科中的产后出血指的是胎儿娩出后２４ｈ内
失血量超过５００ｍＬ左右，是分娩期比较常见的较为严
重的并发症。由于胎盘因素引起的产后出血也不为少

数，前置胎盘就是其中一种，且完全性前置胎盘可以反

复多次的出血，量多甚至可以令患者休克；边缘性前置

胎盘相对危害轻微；部分性前置胎盘根据其覆盖面积，

危险程度处于前两者之间。近年来随着剖宫产术的普

及应用，产后出血也难免增加。手术本身的损伤加上

产后恶露的排出，无疑加重了患者的病情。针对前置

胎盘剖宫产的术式研究依旧是一个热门主题，目前大

多数研究者着眼于低位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及其改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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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预防和治疗产后出血，已经收到了比较好的疗

效［２－６］。该术式主要是通过机械样纵向挤压子宫，使

血管也被动挤压，从而使血流缓慢、凝固形成血栓止

血，同时可以促进子宫收缩进一步压迫血窦止血。且

该术式也不是通过使动脉血供完全中断而止血，而是

通过降低动脉压，血流明显减少缓慢止血，所以不会导

致子宫缺血坏死。整个手术操作简单，安全，易于掌

握，可以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７］。

本院基于此也结合自身条件，研究了前置胎盘剖

宫产术中采用低位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我院实行的可
能性和有效性，及对产妇术后月经的影响情况，结果显

示采用该术式的患者在术中阴道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随访的远期疗效及对月经

（包括恶露持续时间、恢复正常月经所需时间、第一次

月经量及并发症等）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未有明显统

计学意义。总体上来说，就是采用低位Ｂ－Ｌｙｎｃｈ缝合
术既达到了产后少量出血的目的，又对患者之后的月

经情况没有过多的影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疗方法，

可以在临床上广为普及应用。

综上所述，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采用低位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可以明显减少产妇的出血量，有助于患
者较好的恢复体质，且对后期的月经无明显不良影响，

可以作为前置胎盘剖宫产术比较理想的术式，适合临

床长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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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苯三酚用于促进产程进展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余玲玲１　王依满２

１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１１１５
２台州市立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间苯三酚用于促进产程进展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择产科分娩的足月妊娠初产妇７６例，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产妇进入潜伏期后以催产素２５Ｕ加入５％的葡萄糖５００ｍｌ静脉滴注，根据宫缩强度调节滴
速。观察组产妇在出现规则宫缩且中等强度时予以间苯三酚８０ｍｇ静脉注射；对照组产妇不使用间苯三酚。结果：观察
组产妇的潜伏期和活跃期均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产妇第二和第三产程时间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剖宫产 ４例，对照组产妇剖宫产 １３例，观察组产妇的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６７７，Ｐ＜
００１）。观察组产妇的宫颈水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６５，Ｐ＜００５）。两组产妇软产道裂伤、产后２４ｈ出血量
和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间苯三酚应用于产妇自然分娩中可明显缩短总产程时间，
降低了剖宫产率，促进了宫颈软化和扩张，减轻宫颈水肿，不增加软产道裂伤、产后出血量和新生儿窒息率，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间苯三酚；产程；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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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妇分娩中宫口的扩张程度主要取决于宫缩的强
度和宫颈的弹性这两方面，如出现宫颈痉挛或水肿导

致宫颈弹性变差，会增加分娩时的阻力，引起产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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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或停滞，增加了产妇的痛苦，提高了剖宫产率。此

时应用宫颈松解剂，提高宫颈弹性，解除宫颈痉挛和水

肿，可加速产程的进展，减少了剖宫产率［１］。以往临床

上常使用阿托品和地西泮等药物来松解宫颈，虽有一

定的临床疗效，但副作用较明显，部分产妇疗效欠理

想［２］。间苯三酚是一种新型的非阿托品非罂粟碱类的

纯平滑肌松解剂，能迅速解除宫颈痉挛及水肿，减少分

娩时的阻力，促进产程的进展，对母儿无明显的不良影

响，安全性较高［３］。本研究观察了间苯三酚用于促进

产程进展的疗效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我院产科分娩
的足月妊娠初产妇７６例。均为初孕妇，单胎头位，临
产前１周未采用过促宫颈成熟药物；产前检查无阴道
分娩禁忌证，胎心监护示 ＮＳＴ反应型。知情同意下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３９例，年龄２０～３４岁，平
均（２７２±２９）岁；孕周３７～４２周，平均（３８９±１５）
周。对照组３７例，年龄２１～３５岁，平均（２７５±２７）
岁；孕周３６～４２周，平均（３９１±１７）周。两组孕妇在

年龄、孕周等临床资料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产妇进入潜伏期后以催产素２５Ｕ加入５％
的葡萄糖５００ｍｌ静脉滴注，根据宫缩强度调节滴速。
观察组产妇在出现规则宫缩且中等强度时予以间苯三

酚（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４０ｍｇ／支，批号
１００９２３）８０ｍｇ静脉注射；对照组产妇不使用间苯三酚。
观察并比较两组产妇潜伏期、活跃期、第二和第三产程

时间、剖宫产率以及产科并发症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数据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产妇潜伏期、活跃期、第二和第三产程

时间的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潜伏期和活跃期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两组产妇第二和第三产程时间比较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潜伏期、活跃期、第二和第三产程时间的比较（珔ｘ±ｓ）

组别 ｎ 潜伏期（ｈ） 活跃期（ｈ） 第二产程（ｍｉｎ） 第三产程（ｍｉｎ）

观察组 ３９ 　５．２７±１．６４ 　２．５６±０．７５ ３８．７±７．８ １０．２±１．９

对照组 ３７ ７．５４±２．２８ ４．１４±１．１３ ３９．４±９．２ １０．６±２．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剖宫产率的比较
观察组产妇剖宫产 ４例，对照组产妇剖宫产 １３

例，观察组产妇的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
６７７，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产妇产科并发症的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宫颈水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χ２＝５６５，Ｐ＜００５）。两组产妇软产道裂伤、产后
２４ｈ出血量和的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产科并发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宫颈水肿 软产道裂伤 产后２４出血量（ｍｌ）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观察组 ３９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１４５．８４±５１．２６ ９．５１±１．４７

对照组 ３７ ９（２４．３２） ３（８．１１） １５１．３７±５８．７２ ９．４６±１．５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产道是决定自然分娩的四大因素中最重要的因

素，产程中软产道松弛程度，特别是宫颈的松弛度是影

响胎儿娩出的最主要的因素。如产程出现宫颈痉挛和

水肿，会增加分娩阻力，导致产程延长，增加了产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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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４］。以往临床上常采用阿托品和地西泮促进宫颈

扩张、解除宫颈痉挛。但地西泮静脉推注后可通过胎盘

进入胎儿的神经中枢，对心血管及呼吸有抑制作用，会

出现新生儿肌张力低和反应差的情况。阿托品是Ｍ胆
碱受体阻断剂，应用于可抗胆碱样的副作用，如口干、面

色潮红及胎心加快等不良症状，限制了其临床应用［５］。

间苯三酚是一种亲肌性解痉药，可选择性作用于

痉挛的泌尿生殖道和消化道平滑肌，对正常的平滑肌

影响较少；间苯三酚对胆碱受体的亲和力不明显，使用

后不会产生抗胆碱样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间苯三酚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较少，不会引起血压下降、心率加

快、心律失常等副作用，安全性较好［６，７］。间苯三酚以

往临床上常应用于胃肠道、泌尿系统急性痉挛性疼痛，

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近年来研究发现间苯三酚具有

宫颈松解作用，可促进解除宫颈痉挛，促进宫颈扩张，

从而缩短分娩时间，减少产妇痛苦，提高阴道分娩成功

率［８］。马金凤等［９］研究发现间苯三酚应用于产妇自

然分娩中可促进产妇宫颈管的扩张，有利于胎头更好

地移入宫颈部位，缩短阴道分娩总产程时间，减轻产妇

分娩时的疼痛，提高了阴道分娩率，降低了难产率，对

母婴无不良影响。吴英杰等［１０］研究发现间苯三酚应

用于产妇自然分娩中可促进宫颈软化和扩张，缩短分

娩的总产程时间，对新生儿评分和产后出血影响少，未

见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产妇

的潜伏期和活跃期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剖宫产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宫颈水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两

组产妇第二、第三产程时间、软产道裂伤、产后２４ｈ出
血量和的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表明产妇自然分娩中应用间苯三酚可明显缩短分娩时

潜伏期和活跃期时间，缩短总产程，降低了剖宫产率，

促进了宫颈软化和扩张，减轻宫颈水肿，不增加软产道

裂伤、产后出血量和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对母儿无明
显的不良影响，安全性较好。

总之，间苯三酚应用于产妇自然分娩中可明显缩

短总产程时间，降低了剖宫产率，促进了宫颈软化和扩

张，减轻宫颈水肿，不增加软产道裂伤、产后出血量和

的新生儿窒息率，对母儿无明显的不良影响，安全性较

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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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ＭＣｕ与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与不良反应比较分析

朱志红

抚宁县计划生育服务站，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３００

【摘　要】目的：比较ＭＣｕ型宫内节育器和与ＴＣｕ２２０ｃ型宫内节育器的避孕效果和不良反应。方法：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选择来我站要求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健康育龄女性２６０例，按照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１３０例。ＭＣｕ
组置入ＭＣｕ型宫内节育器，ＴＣｕ２２０ｃ组置入ＴＣｕ２２０ｃ型宫内节育器。所有放置者均于植入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
１２个月各随访一次，观察两组女性的避孕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Ｍｃｕ组在置入术后的疼痛发生率、脱落率、因症取出
率、带环妊娠率均低于ＴＣｕ２２０ｃ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Ｍｃｕ型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好，置入后不良反应
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ＭＣｕ型宫内节育器；ＴＣｕ２２０ｃ型宫内节育器；避孕；不良反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ＭＣｕａｎｄＴＣｕ２２０ｃ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ＺＨＵＺｈｉｈ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ｕｎ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Ｈｅｂｅｉ０６６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Ｃｕ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ＩＵ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Ｃｕ２２０ｃＩＵ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１，２６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ｗｈｏｗｅｒ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ＵＤｉｎ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ＭＣｕＩＵＤ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
ＭｃｕａｎｄＴＣｕ２２０ｃＩＵＤ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ＴＣｕ２２０ｃ．Ａ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ａｆｔｅｒ１ｍｏｎｔｈｓ，３ｍｏｎｔｈｓ，６
ｍｏｎｔｈｓ，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ＴＣｕ２２０ｃ，
ｇｒｏｕｐＭＣｕｓｈｏｗｅｄｌｏｗｅｒ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ａｋｅ－ｏｆｆｒａｔｅｄｕｅｔｏ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ｃｕＩＵ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ｌｅｓ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Ｃｕ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ＴＣｕ２２０ｃ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宫内节育器（ＩＵＤ）是我国目前育龄女性最主要的
避孕措施，占所有育龄女性避孕措施的 ６０％ ～
７０％［１］，具有安全、可靠、经济、有效、可逆和简便的优

点。但是ＩＵＤ品种多样，各种 ＩＵＤ置入后的避孕效果
及不良反应亦有较大差异，如何选择一种避孕效果相

对较好、不良反应相对较少的ＩＵＤ，对于提高ＩＵＤ置入
术后育龄女性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２０１０年 ２

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们选择２６０例来我站要求行 ＩＵＤ
置入术的健康育龄女性，随机分组后分别放置ＭＣｕ型
ＩＵＤ和ＴＣｕ２２０ｃ型ＩＵＤ，并观察两种 ＩＵＤ的避孕效果
和不良反应，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有来站要求行ＩＵＤ置入术的健康育龄女性，按照
来站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１３０例。所有女性
在行ＩＵＤ置入术前要求月经规律、妇科及实验室检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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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Ｄ禁忌症、无铜过敏史。两组女性在年龄、孕次、产
次、ＩＵＤ放置时间、宫腔深度等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女性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范围 平均

孕次（次）

范围 平均

产次（次）

范围 平均

宫腔深度（ｃｍ）

范围 平均

ＩＵＤ置入时间（ｄ）

范围 平均

ＭＣｕ １３０ ２１～４５ ３１．５±２．４ １～３ １．８±０．７ １～２ １．１±０．３ ６．５～８．５ ７．４±０．８ ３～７ ４．３±１．４

ＴＣｕ １３０ ２０～４５ ３１．３±２．６ １～３ １．７±０．９ １～２ １．１±０．４ ６．５～８．７ ７．７±１．０ ３～７ ４．５±１．１

　　两组之间各项指标均Ｐ＞００５

　　１２ 材料与方法

材料：ＭＣｕ型ＩＵＤ由辽宁省鞍山市爱母医疗有限
公司生产；ＴＣｕ２００ｃ型 ＩＵＤ由江苏省无锡市医疗器械
厂生产。置入时间：月经干净后３～７ｄ内。放置方法：
征得受术者同意后，由我站技术娴熟、经过系统培训的

专业技术人员，选择合适 ＩＵＤ后，在严格无菌操作、遵
循《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操作技巧和步骤下，一次

性置入成功。

１３ 观察指标

在ＩＵＤ置入术后１、３、６、１２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询
问并记录受术女性的以下几方面内容：（１）自觉症状，
是否发生腹痛、腰背痛、性交痛等；（２）每个月月经量
与ＩＵＤ置入术前的改变情况，有无不规则阴道出血；
（３）ＩＵＤ是否发生下移或脱落；（４）是否发生带器妊
娠；（５）是否发生因症取出以及ＩＵＤ的续用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ＩＵＤ放置１２个月临床效果比较
两组ＩＵＤ在脱落率、因症取出率和续用率方面具

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ＭＣｕ型 ＩＵＤ显著低于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ＩＵＤ；在带器妊娠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ＭＣｕ型ＩＵＤ和ＴＣｕ２２０ｃ型ＩＵ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脱落率 因症取出率 续用率 带器妊娠率

ＭＣｕ １３０ １．５４％ １．５４％ ９８．４６％ ０．７７％

ＴＣｕ １３０ ６．１５％ ６．９２％ ９０．７７％ １．５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ＩＵＤ放置１２个月不良反应比较
ＭＣｕ型 ＩＵＤ在放置术后不良反应方面明显低于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ＩＵ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ＭＣｕ型ＩＵＤ和ＴＣｕ２２０ｃ型ＩＵＤ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阴道异常出血 白带增多 腹痛、腰背痛 性交痛

ＭＣｕ １３０ ３．０８％ ３．８５％ ７．６９％ ０

ＴＣｕ １３０ ８．４６％ ６．１５％ ４．６２％ １．５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ＩＵＤ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普遍的一种简便、有效、
经济的可逆性节育措施，但 ＩＵＤ置入术后因存在月经
异常、阴道不规则出血、腹痛、腰背痛等不良反应［２］，常

常给女性置入患者带来不便和痛苦，严重者影响女性

的身心健康。如何为女性受术者选择最适宜的 ＩＵＤ，
是计生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 ＩＵＤ置入
术的效果受 ＩＵＤ自身质量、受术者个体差异、生活劳
动及置入技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３］，我们的两组 ＩＵＤ
的受术者，在年龄、孕次、产次、宫腔深度及劳动强度等

一般情况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最大限度的排除了外界

因素对治疗结果的影响［７］。

ＭＣｕ型 ＩＵＤ是用记忆合金这种新型医学材料制
成的，具有超强弹性、耐腐蚀和良好的组织相容性等特

点，同时它的完全开放的弓形设计，完全符合子宫动力

学，由于具有记忆功能，ＩＵＤ的形状不易变形、异位或
者脱落。弓形臂两端有铜粒，在输卵管开口处形成高

浓度铜离子区，有效的起到阻止精子和卵巢着床的作

用，最大程度起到了避孕的治疗效果［４］。由于ＭＣｕ型
ＩＵＤ的良好组织相容性以及光滑的表面、较小的铜表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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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剖宫产术中腹腔内冲洗与术后产妇发生感染的关系

王庆云　王　茜　袁晓洁　高德红　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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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探讨剖宫产术中应用甲硝唑进行腹腔冲洗对预防术后感染是否有效。方法：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９月我院产科住院患者行剖宫产术分娩的患者４００例。随机分为术中采用甲硝唑注射液冲洗腹腔的为对照组
（２００例），未冲洗腹腔的为观察组（２００例）。术中、术后各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１次。观察两组患者术中恶心、产后发热
及术后２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等感染指标的变换。结果：将两组结果进行比较，术中腹腔冲洗组恶心人数较未
冲洗组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１）。产后发热及术后２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结论：剖宫
产术中进行腹腔冲洗只能增加患者的恶心症状，但是对产后感染无明显效果。

【关键词】剖宫产术；腹腔内冲洗；术后感染；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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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ｄｏ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ｌｉｋｅｎａｕｓｅａｃａｓｅ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ｆｅｖｅ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ｅｕｃｏｃｙｔｅａｎ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ｔｗｏ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ｒｉｎｓｅ，ｍｏ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１）．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ｆｅ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ｕｃｏｃｙｔｅａｎ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ｒｉｎｓ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ｏｎ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ａｕｓ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ｕｔ
ｎｏｔ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ｒｉｎｓ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Ｎａｕｓｅａ

　　剖宫产是解决母婴并发症和难产的一项重要手
段，随着剖宫产率的增高，剖宫产手术并发症也随之增

多，其中感染最为常见。产褥感染是指分娩及产褥期

生殖道受病原体侵袭，引起局部或全身感染。分娩

２４ｈ以后的１０ｄ内，每日用口表测量体温４次，间隔时

间４ｈ，有２次体温≥３８℃为产褥病率。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选择龙南医院产科住

院的行剖宫产分娩的孕妇４００例，所有病例均妊娠满
３７周以上，无发热及明显阴道炎症或宫内感染等疾
病，孕周３７～４１周，平均（３８５±１５）周。年龄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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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岁，平均（３１±０５）岁。患者均为单胎，既往均无
心、肝、肾及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及出血性疾病病史，

无其他合并症，孕周、年龄、孕产次均差异无显著性。

产程中无胎心率 ＜１２０次／ｍｉｎ，新生儿≥２５００ｇ，无先
天或遗传疾病，羊水无Ⅱ度以上粪染，手术时间、血液
流失、子宫切口无显著差异。

１２　方　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在断脐后静

脉输液头孢一代抗生素预防感染，３０ｍｉｎ精点结束，术
后使用抗生素１次。逐层缝合子宫后用２５０ｍｌ甲硝唑
冲洗腹腔，将多余药液吸尽后关腹，为腹腔冲洗对照组

（２００例）；未冲洗腹腔的在缝合子宫后用盐水纱布擦
拭宫腔内多余血液及羊水，为观察组（２００例）。观察
两组患者术中恶心、产后发热及术后２ｄ白细胞及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等感染指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医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并进

行ｔ检验。

２　结　　果

将两组结果进行比较，术中腹腔冲洗组恶心人数

较未冲洗组高，对照组有９６例（４８％）出现恶心症状，
观察组有 ５０例（２５％）出现恶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１）。产后发热及术后２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术中腹腔冲洗对出现恶心情况的影响

组别
（珋ｘ±ｓ）

恶心 无恶心

腹腔冲洗组 ９６ １０４

未冲洗组 ５０ １５０

Ｐ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表２　术中腹腔冲洗对术后白细胞及中心粒细胞数的影响

组别

产前

白细胞

（×１０９）

中性粒细胞

（×１０９）

产后

白细胞

（×１０９）

中性粒细胞

（×１０９）
腹腔冲洗组 ８．１２±３．５２ ０．６５±０．０６ ９．３２±３．２５ ０．７５±０．０６

未冲洗组 ９．２４±３．１４ ０．７２±０．０７ ９．４３±３．１３ ０．６５±０．０６

Ｐ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妊娠本身，术中肠管受到刺激，低钾血症、麻醉剂、

术后镇痛泵的应用，均可以使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肠粘

连，阴道及宫颈存在的厌氧菌及需氧菌也可以使术后

发热［１］。所以单纯的局部冲洗腹腔未必可行，术后应

尽早下地活动，有利于宫腔内内胎膜或积血排除，减少

宫腔内感染，活动早，进食顺畅，精神状态良好，利于母

乳喂养，减少乳涨，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的机

会，机体体抗力，提高免疫功能，增加加速病情的恢

复［２，３］。

在常规剖宫产术中，缝合子宫后，视无渗、出血后

关闭腹腔，腹腔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血液，这些血液可自

行吸收。２００７年卫生部等三部门发布《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后，医院高度重视抗菌药物的合理使

用，药剂科及临床药学组也适时地开展临床药学工作，

干预临床用药，建议临床避免局部使用抗菌药物。由

于盆腔炎性疾病的病原体多为淋病奈瑟菌、衣原体以

及需氧菌、厌氧菌的混合感染，需氧菌及厌氧菌又有革

兰阴性及革兰阳性之分，故抗生素的选择应涵盖以上

病原体，选择广谱抗生素以及联合用药。

通过本次研究，使我们知道剖宫产术中腹腔冲洗，

并不能减少产后发热及感染，却增加了患者恶心等胃

肠功能紊乱的症状。产科合理用药与母婴健康息息相

关，应该引起产科工作者的重视，预防剖宫产感染、发

热及其他不良反应，探索更安全、简便、有效、经济的方

法，是医务工作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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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预防控制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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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循证医学的观点．对当今流行较为严重的梅毒预防控制问题加以研究，阐述了梅毒预防控制是性
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总体目标下进行的重要性。提示了过去预防梅毒的基本经验，并就当前梅毒控制及防治策略问题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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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预防是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总体目标下进
行的。我国控制性病艾滋病的基本防治方针是：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

不安全的性行为是性病传播的主要媒介，多年来

总结出健康促进、行为干预、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防病措

施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不可忽视多种性病的重叠和

其他传染病的相互交叉。

加拿大多伦多在２００２年报告的梅毒病例１７９人，
除４人外全部是男性，其中１４６例男性病人有同性恋
关系。调查发现，被诊断患有梅毒的很大部分病人也

是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多伦多２００２年报
告的１７９梅毒病人中的３４．１％是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在
美国纽约报告的４３４例同性恋梅毒患者中的６１％为
ＨＩＶ阳性。从各个中心收集的数据表明，梅毒正在通
过危险性行为进行传播，如与匿名的伙伴有性行为，在

性行为之前双方不了解对方的ＨＩＶ情况等。
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城市正在遭遇梅毒的暴发疫

情，其病人数量已经达到以往艾滋病发病高峰期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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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为什么会增加 ＨＩＶ感染的机会，其原因目前
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关专家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初

期梅毒引起的损害所致。美国北卡大学ＭｙｒｏｎｓＣｏｈｅｎ
博士的研究证明梅毒与艾滋病有致命的协同作用。研

究人员指出，通过各方面适当的干预措施，可以降低梅

毒以及其他ＳＴＤｓ的发病率。

１ 过去预防梅毒的基本经验

笔者认为，在全球梅毒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回顾一

下过去是非常必要的。过去，临床医学是以经验医学

为主，随着流行病学特别是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出现

了一些能够客观评价临床实践中所采用的治疗措施、

效果和方法，分层随机试验能够解决一些常见的临床

干预试验的基本问题。现代的循证医学提示不但要掌

握临床流行病学知识，还要有很好的与人沟通能力，耐

心帮助病人做出多种选择所必须的各种知识。

为了使年青一代医务工作者了解过去防治梅毒的

情况，激励后人在预防控制梅毒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特将几十年来我们老一辈皮防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同

时只能说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所做的工作作

一介绍，作为后人开展工作时的参考。

解放前，梅毒在我国的流行范围很广。解放后，由

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彻底消灭了娼妓制度，

铲除了性病的主要根源，而且建立了性病的预防科研

机构，培养了防治骨干，扩大了性病防治队伍。随着我

国各项医疗预防事业的迅速发展，婚姻法的贯彻，新法

接生，产前检查和公疗制度，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人民

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社会主义道德深入人心，

人民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再加上我国有几千年优良

传统的性道德，加上社会制度的变化，这样就消灭了产

生性病的社会条件。

关于梅毒的防治，根据新疆的性病防治情况，１９８０
年前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前１０年（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
后１０年（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近６年（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
即前１０年的成果，后１０年的动态，近６年的现状。

前１０年完成了全自治区的普查工作，用血清过滤
的办法从１５～６０岁的人群全部做血清检查，阳性者进
一步作病史询问和体检。前１０年中完成７３个县２４５
万人，普治普查患病人数１２万多人，全疆梅毒平均发
病率为４．９％，发病年龄４０～６０岁为最多。对１６００多
病例的分析，具有传染性的占２．７９％，心血管内脏梅
毒５％以上，潜伏性９１％，其他占０．６２％。

后１０年动态：抽样复查，全疆共复查１１万多人，
１５个县中有９个县未发现有传染性病人，说明流行情
况稳定、巩固，南疆还有流行。１９６６年和田地区有８９２
个病人。

后１０年的特点：北疆效果稳定，南疆有的地方有
流行，传染源由北南移。普查通过重点调查、重点地

区、重点人群抽样调查。在和田地区以自留人员、刑犯

人员发病为多。南疆查１３万人，发现７７０多病人中有
２００多传染性的病人。北疆查５６３８４人中发现１２３个
病人，３个有传染性。他们的防治经验是以“把两关抓
一线＂的办法发现病人，即把医院门诊关，把自留人员
和刑犯分子关，抓公路沿线关（也就是交通方便的，人

口流动多的地方），并对原来高发的地区进行重点调

查。

总结 １９８０年以前梅毒的预防措施有以下几点：
（１）各级领导要把性防工作放到议事日程上。政府重
视，部门负责，综合治理。防治性病并不是卫生部门一

家之事，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党、团、工、青、妇、公安、文

化、教育、服务等部门共同努力，齐抓共管，消除传染

源，控制性病流行。（２）努力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普
及防治性病知识，既防又治，防治结合，同时进行。宣

传教育是防，是带有社会性的复杂问题，进行时既要慎

重，又要策略，解决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性关系混乱的

因素，必须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打击社

会丑恶现象，禁止淫秽出版物，取缔色情卖淫嫖娼，反

对性滥活动。对高危行为人群、重点人群定期监测。

（３）宣传“传染病防治法”、“性病防治管理办法”，认真
贯彻婚姻法，要重视婚姻问题，提倡婚前检查、产前检

查。（４）在性病流行区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说明性
病的危害性，讲明梅毒对本人健康的影响，而对下一代

的危害，则是直接关系到民族健康兴旺的大事。同时

说明防治的办法，把有关梅毒的知识教群众掌握（归纳

几条线索，如：冶游史、生殖器溃疡、慢性不愈溃疡、生

育梅毒儿），让群众自报或互报。（５）要早期发现病
人。经过普查和社会调查、线索调查、追踪调查的方法

对有性接触史，患过梅毒，可疑症状，患过梅毒而经过

治疗者，梅毒病人的子女，有流产、早产、死产的患者，

心血管、神经梅毒可疑者，以及梅毒病人的亲属重点进

行调查，必要时作血清检查。对孕妇围产期作产前检

查时，应注意询问性病接触史，常规进行血清检查。无

论产前产后，只要发现患性病者，就要积极治疗。（６）
要积极治疗现症病人，要从已发现的现症病人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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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源和病人的接触者，对已经防治过的地区，还需要

加强管理，防止复发和补治遗漏掉的病人，要持之以

恒，一抓到底。对梅毒患者要一律登记造册，作定期追

踪检查。梅毒患者必须经足量的、规则的治疗，症状消

失或被控制，方可结婚，但要定期随访观察。正在进行

正规治疗而临床上无显发传染性的症状者，不影响就

业和就学，但应完成足量的治疗，并定期复查。（７）对
现症病人要进行管理，不宜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尤

其不能承担婴幼儿的护理、保育工作。（８）严禁输入
污染的血液及制品。严管献血员和血库贮血，以防止

直接输入梅毒血液引起的传染。一切器械特别是门诊

传染器械用具都要严格掌握常规消毒制度，推广使用

一次性器械。（９）把好海关检疫关，对出入境人员特
别是长期在国外定居的归国人员和入境长期定居的外

国人要做好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和血清检查，防止性病

传人国内。

２　性病控制的目标及防治策略

性病控制的目标应为：（１）阻断性接触感染的传
播；（２）防止疾病的发展及其并发症、后遗症的发生；
（３）降低感染 ＨＩＶ的风险。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
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推广安全套的使用，以及为性病

患者提供方便、有效和可接受的性病诊疗服务。

性病（包括ＨＩＶ感染）的传播速度由三个因素决
定：（１）易感人群暴露于感染者的平均频率；（２）平均
传播效率；（３）新感染病例保持传染性，并能不断传播
感染的平均时间即增殖率 Ｒｏ＝ｃ×β×Ｄ：β为一次暴
露平均传播效率，ｃ为更换性伴平均频率，Ｄ为新病例
感染后传播性的平均持续时间。

因此，通过以下的干预，可以预防性病在人群中的

传播：（１）降低更换性伴的频率，以减少性暴露的频
度；（２）降低传播效率（如使用安全套）；（３）缩短传染
性的持续时间（如促进求医行为）。

传统上，性病防治的策略一直是以临床诊断和治

疗为中心，但实际情况表明许多性病患者并不能得到

诊治。从医疗服务在性病管理中的应用模式中可以发

现，一直暴露或正在暴露于性病危险中的人数远远超

过性病门诊诊治的患者总数，所以尽管临床诊疗服务

是性病控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依靠提

供性病诊治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

性病防治策略中，预防性干预工作的开展是极为重要

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病毒性性病

（包括ＨＩＶ感染）来说，预防是唯一有效的措施。
性病门诊是开展预防活动的重要场所，它为预防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提供临床服务

的同时，可为那些促使性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提供性健

康教育、倡导安全性行为并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此外，

性伴通知、病例发现及筛选工作的开展可主动发现更

多的性病患者。

对于为性病患者提供临床诊治服务，应考虑服务

的质量。医务人员在为性病患者提供临床服务时应做

到：（１）采集病史；（２）危险因素评价；（３）体格检查；
（４）必要的实验室检查；（５）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
疗；（６）有关全程治疗与用药的医嘱；（７）健康教育和
咨询；（８）促进安全套的正确使用；（９）病例报告；（１０）
通知性伴及随访。

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也要考虑患者对服

务的满意程度评价。如果患者对所接受到的服务不满

意，那么即使从医学角度来看表现得再好，对性病的控

制也不会有多大意义。评价患者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有

两个重要的方面，即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接受性。而

性病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接受性，是决定意识到自己

可能作为被感染者寻求医疗帮助的重要因素。影响性

病医疗服务可获得性和接受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

要包括门诊服务时间不合适、候诊时间过长、医疗服务

设施较差、医务人员的评判态度、缺乏必要的交流技

巧、高昂的诊疗费用、缺乏个人隐私的保障，以及来自

社会的对性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

提供可获得的、可接受的并且有效的性病医疗服

务是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基础，因而为了实现性病的

有效控制，不仅要不断提高性病门诊的服务质量，并且

要尽快消除影响性病医疗服务可获得性和可接受性的

诸多因素。

３ ＷＨＯ防治ＳＴＤ的策略

１９８５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０）在日内瓦已告诫其
成员，ＳＴＤ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使人不安的水平，如果这
些疾病早期未得到足够的治疗，就可以引起严重的并

发症，这些并发症可以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严重的

后果。

ＷＨＯ明确指出防治措施的特殊目的：（１）减少与
高度可能被感染者进行性交，以减少对疾病的接触；

（２）应用阴茎套或其他预防性隔膜，以预防感染；（３）
贯彻发现病人及治愈病人的方案，提供有效的诊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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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设备并促进寻求健康的行为；（４）对无症状的感
染者，进行早期治疗，以减少感染的并发症；（５）做到
以上几点以减少疾病在社会上的传播。控制 ＳＴＤ的
主要防治策略有以下几方面。

３．１ 促进健康

提倡不乱性交，提倡在可能受感染的情况下使用

安全套或其他预防方法，提倡在可能受感染的性接触

后立即去做筛检试验，提倡出现症状时及早进行医学

检查，提倡规则治疗。其他措施如介绍性伴侣进行检

查及安排治疗等。

３．２ 发现病人

发现病人是任何一个控制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确认感染者同时给予快速治疗将减少疾病的并发

症及其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大多数方案都称为筛查，

就是筛选及发现病人的活动。

早期发现病人常决定于实验室检查，必须掌握准

确性、精密度、敏感性、特异性、正确性、简单性、预测

性。早期发现病人的原则：所调查的疾病应该是一重

要的健康问题，对此疾病应有一种能被接受的治疗方

案。诊断及治疗设施是可得到的。应该有可识别的潜

伏或早期有症状阶段，应有恰当的试验或检验方法，此

试验应能被人们所接受。对疾病的自然历史，包括从

潜伏期发展至有明显的疾病应有足够的认识。发现病

人的费用在经济上与可能得到医疗费用相平衡。发现

病人应该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而不会是一个“一劳

永逸”的计划。

３．３　统一全国的治疗方案
对病人及其性伴侣进行早期及足够的治疗是预防

ＳＴＤ病原微生物发生耐药菌株的增加、ＳＴＤ的传播及
对个别病人引起严重后遗症的有效方法。但落实本措

施的障碍有：提供治疗的人没有识别感染者的能力；选

择了无效的治疗方案；目前国内出现以游医广告效应，

正面知识反面利用，误导患者伤财害命，很多病人及其

性伴侣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

确立国家统一治疗方案的五项原则：（１）一组专
家研究得到的有关治疗资料。医务人员需要专家小组

的协助，复习最新的资料并使之与治疗措施相结合；

（２）用简单、直接的方法进行诊断与治疗，可能比用复
杂、精确的方法更可行更有效；（３）治病标准必须适合
医务人员设想的背景及条件；（４）应当鼓励流行病学
的治疗并使之标准化；（５）最适合的治疗建议要慎重
选择专家们，确保他们对这个国家及临床实践是熟悉

的，还应该鼓励他们多作一些选择。

３．４　接触者追踪及病人咨询
ＳＴＤ控制方案中，在追踪接触者时，常需患者积极

参与，鼓励病人承担寻找及查寻性伴侣的责任。

接触者追踪的类型分正式的接触者追踪和简单的

接触者追踪。前者为一昂贵的防病形式，后者费用少，

用此法可确认及找出病人的地址，并保证其性伴侣可

得到检查，而不必向医务人员说出他的姓名。所有与

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均需得到有关资料，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１）疾病的传播途径及潜伏期；（２）传染期；（３）
若不治疗对病人及其性伴侣的健康所带来的后果；

（４）性伴需要接受适当治疗的资料；（５）无症状感染的
可能性；（６）避免性关系直接到其性伴侣得到医学检
查为止；（７）每一性伴侣的行动计划。
３．５　ＳＴＤ防治规划的设计和给决策者展示的重

点问题

提出ＳＴＤ防治规划的设计：确定问题、确立重点，
设置目标与策略，计划的贯彻落实和评价等。ＳＴＤ防
治规划所覆盖的人群及此人群有关的控制活动，例如

某些控制先天梅毒的规划，指定所有孕妇均将包括保

证她们进行产前检查，必要时做血清学检查及治疗。

在确定问题可建立不同模型以考虑其他问题，例如先

天梅毒的问题与妊娠有关。

控制计划必须明确重要性，给决策者展示重点问

题：在有些国家中淋病是重要的，因为淋病能引发盆腔

炎性疾病。而另一些地方淋病也是重要的，是因为淋

病对便宜抗菌药物耐药。

在一些国家中，梅毒防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妊娠

废胎是常见原因，而其他国家中重点是梅毒的晚期表

现。

初步估价特定疾病的重要性可使决策者确信需要

对防治规划分配更多的资源。

估计ＳＴＤ的重要性表现在经济后果、社会后果，
预测未来的重要性，明确这类疾病直接医疗费用和并

发症的费用。间接费用如病假、残疾、早产儿死亡而引

起生产力丧失给社会带来的后果。１９７９年美国用于
ＳＴＤ引起盆腔炎性疾病费用１２亿美元，更为严重的后
果是，这些疾病引起不育、流产、早产、死产、新生儿死

亡及儿童残废。ＳＴＤ主要累及青年人，他们是国家的
未来，是下一代领导者及父母亲，预防措施对将来社会

幸福可能特别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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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预防和控制梅毒的建议

梅毒的预防和控制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防

控问题又不是单一梅毒而论，要与预防控制 ＳＴＤ的总
体规划来考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我国梅毒以长江以北边境地区
扫尾工作为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则从珠江三角洲流
行北移。同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国际上艾滋病以同
性恋者发病为主，随着吸贩毒的国际化，转向以吸毒者

共用针具、以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为主（５％以上），母婴
垂直传播在增多。故预防和控制性病不能靠传统的防

治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对于性病的预防和控制直

至消灭，只能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４．１　重视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在防治
中的作用

有人认为ＳＴＤ只限于性关系混乱的人，不了解无
辜的配偶及儿童可以被感染。良好的宣传教育说明

ＳＴＤ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是通过性交而传播的，所
以教育要围绕社会可接受的、合理的、有意义的目标进

行，从而努力促进采取安全性行为，推广使用安全套，

实施健康促进，以减少传播危险。

性道德观念的形成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生活中总

结出来的行为准则。健康的性行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预防ＳＴＤ。只有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才能使社
会上大多数人知道ＳＴＤ的严重危害，知道怎样洁身自
爱，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性病流行。

假若人们终身只保持夫妻间的性关系，则性病可

以消灭。因为只有合法的夫妻之间的性交才是洁净

的，除此之外都被认为不洁。从传统性观念上来说，不

是夫妻性交就是不贞不洁。另一方面，性交双方为非

夫妻，互相之间不受法律或道德的约束，他们中可以有

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有很多“性伴侣”，这便是性乱行

为，感染性病的机率极高。提倡高尚的性道德、一夫一

妻和减少性伴侣、性健康教育，是动员全社会预防性病

的最重要措施。

性病艾滋病是一种社会病，防控社会病的基本方

法是基层医生应用综合医学模式或新的医学模式作为

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基本武器。

４．２　建立“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防治模
式

性病控制的目的可以通过降低疾病发病率的一级

预防，即健康教育、保护高危人群、减少致病危险因素

而实现。也可以通过开展降低疾病的患病率，从而减

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二级预防，即早发现、早治疗而实

现。同时治疗要确保足量和规则，视病情的不同采用

针对性治疗方案，同时治疗性伴侣。

三级预防：Ｉ级：健康教育，心理教育为主。Ⅱ级：
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Ⅲ级：临床预防，防止并发
症。

在社区一级门诊应加强对性病的全面管理，做到

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对患者性伴进行追踪治疗和预防

教育。

临床工作者应根据临床病历进行对照性研究、回

顾性研究，比较最佳预防和治疗效果，得出一个最适宜

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过去我们做临床只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去考虑提出

有病早治，几十年来生物医学模式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发现有些性病患者在门诊部转了两天十多次

才敢进门咨询，可见性病患者的心理压力之大。恐惧

症的产生影响社会的参与，影响家庭的生活、朋友的交

往，同时给职业带来了压力。现在我们临床医生要回

归社会，从整体上去做。传统的医学模式，为人类健康

作出了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也

在发展，现已递进到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

变，逐步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变，建立

“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防治模式更切合实际。

４．３　努力提倡“知识求医，绿色治疗”
要教育民众知识求医，去除盲目性，增强自信心，

不要听信不利宣传，遏制商业炒作正面知识反面利用

的广告效应，禁止村野游医的小广告，要全面启动正规

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

鉴于国外性病多发国的情况，医院各科别都可能

遇到性病艾滋病患者，故医院整体进入性病艾滋病防

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为此，基层医疗单位的医护人

员有必要提前做好知识、技术培训工作，同时还应对该

类疾病的患者保持何种态度作基本训练。

门诊病人由于性病的隐匿性强，难以像其他病人

群那样接受医生教育。所以健康教育方式应有改变，

对此类疾病的门诊教育宜采用纸张形式，宣传效果会

更好。医学界在今天再不能坐在象牙塔中等待病人，

要切实引导，帮助患者早诊断、正规治疗。

在性病患者中，有些是属非意愿或称为非主动感

染疾病，可能更多的患者属于无辜被害人群，实际上也

存在一个对患者评价问题。由于我们医学教育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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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而梅毒又称为社会病，所以社会

学、生命伦理学方面也应成为基层医院开展性病艾滋

病培训的重要课程，这对于知识求医、绿色治疗是极为

必要的。

４．４　对患者传染性管理的几点看法
为了遏制梅毒的流行，根据临床实践对性病、艾滋

病患者的传染性管理还应该包括：（１）明确告诉患者，
该病是传染病；（２）在什么情况下会将疾病传染给别
人或他的配偶或性伴；（３）建议患者的配偶来医院作
检查；（４）避免对方感染的方法是什么；（５）征求患者
意见“是否通知患者家属？”如患者不同意通知家属，

可以采取第６个程序；（６）医生与患者签署“合同书”，
医生承诺为患者保密，患者承诺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严

格的预防措施。直到疾病治愈为止，并定期来诊所进

行检查和治疗。

４．５　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健康教育与大众预防
ＳＴＤ教育

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要有针对性，青少年的成

长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家庭父母是第一老师，学校和

家庭是德育的重要场所，要对未成年人关心爱护，给孩

子一片心灵的蓝天，所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环境、

教育的环境最重要。促成下一代在思想道德人格的健

康发展为中心，求真务实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培养健康

的社会公民和未来合格的父母。积极开展学校不同年

龄段的性教育，开展早期性教育（中学时期）与大众预

防ＳＴＤ的健康教育。使民众切实掌握梅毒的病因、传
播途径、临床表现、预后、如何危害下一代。做好健康

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兴旺发达

的大事。

４．６　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模式
健康促进是１９８６年 ＷＨＯ在渥太华提出的，指的

是个人及社会增加对健康影响因素的控制和改善其整

个健康的全过程。２０世纪后叶，疾病谱发生了变化，
中国社会面临着世界第一次卫生革命和第二次卫生革

命的双重压力。随着专科医生的比例失调、医疗费用

的高涨，导致了基层卫生保健服务网的进一步萎缩。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公共卫生作为世界的范例，２００２
年排在印度、埃及之后。

所以，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不符合已变化的客观

健康形势，因为人的健康状况与社会、心理、环境、生活

方式十分密切的关系。人的生命在稳态的维持之中。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年）》、《中国预防和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是两个非常务实的健康促进规划，工作目标明

确。性病防治工作者在普及性病防治知识，加强全科

医生的性病知识培训，发展社区医疗保健，改善患者生

活方式，促进健康的健康促进计划。

１９７８年ＷＨＯ《阿拉木图宣言》提出推动初级卫生
保健，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现在人们对初级卫

生服务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目前我国社区医学发展

迅速，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医学，社区、基层卫生机构

为主体，全科医生为骨干，通过健康教育，实现健康促

进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性病可防也可治，控制重

点应放在预防上，开展预防工作的关键在社会，社会工

作的基础在社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

更好的效果，使性病预防控制工作可持续性发展。

健康促进示范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１）了解社
区性病、艾滋病流行危险因素，掌握流动人口和防治重

点对象；（２）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普及社区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提高人们自我保健意

识和能力；（３）开展咨询服务；（４）向公众宣传尊重和
善待性病、艾滋病病人。营造一个理解、友善、宽容、健

康的有利于性病、艾滋病控制工作的社会大环境；（５）
开展性病规范诊治、咨询和预防教育，指导性病、艾滋

病病人恢复期的康复和家庭保健。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承诺，部门联动，全社会

参与也是非常关键的。

梅毒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性病，梅毒的并发症、后遗

症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人的健康与遗传基因有关（占

１５％），与环境因素有关（占 １７％），与医保有关（占
８％），更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占６０％）。所以，改
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减轻疾病的最佳途径，充分发挥

患者自身在防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

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正确认知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选

择。

（本文经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叶干运教

授、叶顺章教授、张君炎教授及首都医科大学崔小波教

授审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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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电离子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李日清１　程培华２△

１富川县皮肤病防治院皮肤性病科，广西 贺州 ５４２７００
２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观察联合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方法：５０例尖锐湿疣患者分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疗效观察，治疗组
采用在电离子祛除疣体的基础上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局部封闭，术后外搽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对照组单用
电离子祛除疣体。结果：治疗组治愈率９０％，对照组治愈率５５％，两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结论：联合治疗尖锐湿
疣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电离子；干扰素；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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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尖锐湿疣（ＣＡ）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具有传
染性强，复发率高的特点，目前治疗 ＣＡ虽然方法很
多，但愈后复发率高是临床医生所遇到的一个难题。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我们在电离子祛除疣体
的基础上，在皮损处采用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局部封闭，术后外搽重

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５０例ＣＡ患者均为选择皮损部位以方便局部注射
及外搽药者。排除男性龟头、尿道口和女性阴道壁、宫

颈有皮损的病人。选择男性皮损分布在冠状沟、包皮

内外板及肛周等；女性皮损分布于大小阴唇、阴道口及

肛周的病人。全部病例均来自我院 ２００７年 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５月来皮肤科门诊的患者，符合卫生部防疫司
编《性病防治手册》（１９９９年版）尖锐湿疣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最小１６岁，最大７８
岁，平均３６岁；病程１～１８个月；皮疹数目１～１５个，
平均４个。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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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０例患者临床资料的基本情况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

病程（月）

＜３ ３～６ ６～１２ ＞１２

皮疹数目（个）

＜３ ３～６ ６～１０ ＞１０

例数 ３２ １８ ３ ３４ ８ ５ ５ ３５ ７ ３ ８ ３２ ８ ２

平均 ３６ ５ ４

２ 治疗方法

５０例患者按就诊日期随机分为两组，两组间的年龄、
性别、病程以及数目、大小均有可比性。两组常规消毒后，

对照组用２％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行皮损局部浸润麻醉；
两组同样用多功能电离子治疗机祛除疣体，祛除疣体时

根据疣体大小适度调整输出功率，碳化清除疣体，同时碳

化疣体周围约２ｍｍ，深达真皮浅层。然后治疗组采用注
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１００万ＩＵ与２％盐酸利多卡因
注射液１～２ｍｌ混合，于皮损基底部作放射状注射；术后创
面每日外搽百多邦软膏预防感染，３ｄ后治疗组改搽重组
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２次／ｄ，共４周。全部病例随访６
个月，每月１次，详细记录复发情况和不良反应。

３ 疗效标准

临床痊愈：治疗后疣体全部脱落，术后６个月内无
新发皮损；复发：术后６月内在原处或在原治疗部位以
外的部位出现新的疣体。

４ 治疗结果

治疗组 ３０例治愈 ２７例 （９０％），复发 ３例
（１０％）；对照组 ２０例治愈 １１例（５５％），复发 ９例
（４５％），两组治愈率、复发率统计学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Ｐ＜００１），见表２。治疗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１例出现低热、１例出现头晕，均１ｄ后自行
消退；有２例外搽皮损处有轻微灼热不适，３ｄ后消退，
不影响继续治疗。

表２　两组治疗结果及疗效比较

例数 痊愈 ３个月复发 ６个月复发

治疗组 ３０ ２７（９０％） ０ ３（１０％）

对照组 ２０ １１（５５％） ２（１０％） ７（３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５ 讨　　论

ＣＡ是发生在生殖器及肛门周围皮肤表面的病毒
性赘生物，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目前

治疗方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有激光、冷冻、手术、刮除、

腐蚀疗法等，但愈后复发率高是一个难题。现在 ＣＡ
治疗不彻底，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亚临床感染
（ＳＰＩ）及ＨＰＶ潜伏感染（ＬＰＩ）未得到治疗是 ＣＡ复发
的主要原因［１］。车雅敏等发现 ＣＡ的发病和复发中，
局部免疫反应比全身免疫反应起更重要的作用［２］。为

了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减少复发，除彻底消除感

染病灶外，提高机体免疫力是目前治疗 ＣＡ必不可少
的治疗手段。这就提示我们在治疗 ＣＡ时，一方面要
针对病灶部位的病毒，另一方面还要针对病灶部位免

疫的调节，才能较好地解决复发问题。我们对入选病

例，治疗组采用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１００万 ＩＵ
与２％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１～２ｍｌ混合，于皮损基底
部作放射状注射，先用多功能电离子治疗机祛除疣体，

术后外搽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采用联合疗法，
其治愈率 ９０％（２７／３０），与对照组治愈率 ５５％（１１／
２０）相比有显著性疗效（Ｐ＜００１）。干扰素是一种具
有广谱抗病毒及提高免疫功能的生物剂，能有效地抑

制病毒，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机体对 ＨＰＶ感染
的防御反应，从而弥补物理治疗的不足。干扰素局部

注射治疗提高了局部细胞的免疫功能，可有效抑制病

毒在体内的播散，防止复发［３］；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
凝胶外搽皮损也具有调节免疫功能和广谱抗病毒作

用，可增强机体对 ＨＰＶ感染的防御性，且能增强自然
杀伤（ＮＫ）细胞的活性及巨噬细胞的功能，抑制疣组织
细胞增殖［４］。联合疗法，既有客观物理电离清除，又有

抗病毒，和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的用药，提高了治愈

率，从而有效抑制了该病的复发。观察过程中，未见明

显不良反应，仅１例有低热，１例有头晕，２例有皮肤轻
微灼热不适，均自行消退，不影响继续治疗。该疗法简

单经济，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患者易于接受，是治疗

ＣＡ的有效方法之一，值得临床选择应用［５，６］。

参考文献

［１］　曹吉祥．以醋酸白试验指引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尖锐湿疣

临床观察．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２２．

（下转第６３页）



·４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第一作者简介】周　容（１９７５－），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外
科护理相关的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６

·性传播疾病·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分析及护理对策

周　容　温　炬　马　静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广州 ５１０３１７

【摘　要】目的：分析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情况及相应的护理措施，评价护理的疗效，探讨其临床适用性。
方法：选择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于我科就诊的２１９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
为实验组１１０例和对照组１０９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的护理干预，实验组给予人性化护理干预措施。观察患者的心理改变
情况，治愈率及满意度调查。结果：大部分患者存在一定的恐惧、焦虑、多疑和忧郁情绪，两组患者治疗前心理存在的问

题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治疗２个月后实验组患者各种心理状况的人数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且实验组治愈率达９７３％，较对照组取得了更为满意的治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５，Ｐ＜００５），
也取得了较高的满意度，满意度达９８２％，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８７，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
者中仅有４例复发，而对照组患者中２５例患者病情反复，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９，Ｐ＜００５）。
结论：对于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应尽可能了解其心理情况并采取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达到更高的治愈率和依从性，

且可收到较高满意度，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女性；　尖锐湿疣；　心理；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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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种由 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引
起的性传播疾病，一般好发于外阴及肛门。３１～４０岁
年龄段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不为少数［１］。目前针对尖锐

湿疣患者的治疗也有许多研究，西医的和中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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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药物、电灼、微波等［２］。我院研究了２１９例通过护
理干预措施辅助治疗尖锐湿疣的效果评价，现将研究

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为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３１日于我院就诊的２１９例女性尖锐湿疣患，年龄１８～
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３±６２）岁。其中２０～２９岁８９例，
３０～３９岁９２例，４０岁及以上４１例。小学文化７９例，
初中文化１０６例，高中及以上文化３４例。病程１个月
以内的８８例，１～２个月 ８１例，３个月及以上 ５２例。
根据护理干预措施的不同，依照随机数字表的方式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１１０例，年龄１８～４２岁，
平均年龄（３３±５９）岁。其中２０～２９岁３６例，３０岁
～３９岁５２例，４０岁及以上２２例。小学文化３３例，初
中文化６１例，高中及以上文化１６例。病程１个月以
内的５２例，１～２个月３１例，３个月及以上１７例。对
照组１０９例，年龄１９～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２±８８）岁。
其中２０～２９岁３５例，３０～３９岁５３例，４０岁及以上２１
例。小学文化３１例，初中文化６０例，高中及以上文化
１８例。病程１个月以内的５０例，１～２个月４３例，３个
月及以上１６例。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病程及其
他一般资料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采用自拟问卷调查方法分析患者心理状态，问卷

中包括：①一般情况：患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
②家庭情况：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及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等；③了解患者情绪和心理状况：包括对待疾病的态
度、治疗方法的依从性等心理问题选项。

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激光（Ｊｃ４０型
ＣＯ２激光治疗仪）加阿维 Ａ胶囊口服（重庆华邦制药
有限公司），术后伤口用洁优神（国药准字Ｂ２００５００５８，
河南国药医药有限公司 ）。

对照组实施常规的护理干预，实验组给予人性化

护理干预措施，包括：①心理辅导：首先尊重患者的人
格，以诚恳的态度与她们交谈，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

使其对疾病的治疗充满信心，引导其向心理健康方向

发展。其次加强主动服务，来我科诊病的全过程中必

须认真地对待，包括主动接诊患者，主动询问患者有何

要求，提供必要的帮助，主动提供健康咨询，解决患者

就诊中的疑难，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②卫生宣教：定
时组织播放健康防治性病录像、发放性病防治资料等

措施，宣传预防性病的有关知识，如尖锐湿疣等的病

因、传播途径、临床症状、治疗方法及预后，使患者充分

了解病情，正确认识性病对健康的危害，自觉克服自身

的不良性行为，加强饮食的指导，家庭护理的指导，详

细讲述药物的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并要注意因人而

异；③保护性性医疗：不但要有丰富的皮肤病的知识引
导患者正确对待疾病，而且要学会用心理学和社会学

知识去分析、对待每一位患者，同时亦要为患者保守秘

密，不可谈论患者的隐私，尽量采取单独交谈的方式以

赢取患者的信任，对患者的相关护理措施实行保密原

则；④得当的护理措施：针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对于
护理人员的护理措施要求需要非常仔细、谨慎。大多

数患者的病变部位位于隐私处，那么要求在护理过程

中要有客观的态度，不嫌弃、不反感；⑤治愈后注意事
项：嘱咐患者注意以后的性生活，养成良好的性行为习

惯，帮助她们树立科学的生活观和健康观，尽量做好消

毒隔离工作，内衣用煮沸法消毒，被褥等经常在阳光下

曝晒。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的心理改变情况，治愈率及满意度调查。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ａ＝００５为标准，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改变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心理存在的问题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但治疗２个月后实验组患者各种心理状
况的人数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改变情况（例）

实验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恐惧 ３９ １０ ３６ ２２

多疑 １８ ９ １９ １３

忧郁 １９ ８ １９ １１

焦虑 ２４ １２ ２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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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治愈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治愈率达９７３％，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５，Ｐ＜００５），具体评分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愈情况（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１１０ ８６ ２１ ３ ９７．３％

对照组 １０９ ７１ １６ ２２ ７９．８％

２３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
实验组患者取得了较高的满意度，满意度达

９８２％，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８７，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１１０ １０８ ２ ９８．２％

对照组 １０９ ５９ ５０ ５４．１％

２３　两组患者疾病复发情况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中仅有４例复发，而对照组患

者中２５例患者病情反复，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９，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不低，尤其随着社会

多元化的发展，性病的发病人群在悄然增长。就尖锐

湿疣的临床特点及好发人群有学者做过较为细致的研

究［３］，而对于尖锐湿疣的治疗研究颇多，也取得了许多

疗效［４－８］，目前主要的方案包括激光，也有用电灼、微

波等各种物理疗法，必要时的微创手术等，同时还有药

物类干扰素及一些抗生素和中成药治疗，现在的外洗

疗法在性病的治疗中也有所涉及和应用。尖锐湿疣患

者人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人都有或

多或少的不同心理状态［９－１１］，针对她们的护理就要实

行不同的策略［１２－１４］，但一个综合性和作为参考标准的

护理措施仍然没有达到共识，寻求一个全面有效的护

理措施还需要我们在临床中仔细研究和应用。

对于女性尖锐患者而言，疾病本身的痛苦是一方

面，比如会阴部的瘙痒、溃疡、异味等。如果位于宫颈

口很可能导致不孕甚至引起其他病变。其次的心理痛

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科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先

进行了自拟问卷调查，以此初步判断患者的心理健康

状况，针对心理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护理指导，性病的患

者大体上都存在一定的恐惧、焦虑、多疑和忧郁情绪，

其中恐惧患者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焦虑。患者病情

初发时不适感可以忍受，等症状出现后首先会出现对

于疾病的恐慌，疾病的发展的可怕性和不良预后；其次

是就医的心理负担。一部分患者是因自己配偶感染，

她们首先表现的是伤心、愤怒，进而表现出对疾病的恐

惧和对预后的担忧，一部分患者的发生都是由于不良

性行为造成的感染，因此羞于就医，害怕被歧视等等；

再者，对疾病的治疗方法无知，不了解针对该病的治疗

措施而产生的恐惧。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焦虑情

绪，自认为得了性病就是不治之症，因而会产生自暴自

弃的心理。这些是我们护理的重点人群，要细心护理

才会收到满意的疗效。

所以我们设立的护理措施中人性化护理干预措施

包括：① 心理辅导：就女性患者而言，其本身就比较敏
感，所以心理安慰的作用非常强，那么要求我们首先就

要尊重患者的人格，以诚恳的态度交谈，耐心倾听患者

的主诉，引导患者向心理健康方向发展；②卫生宣教：
定时组织播放健康防治性病录像、发放性病防治资料

等措施，宣传预防性病的有关知识，使患者充分了解病

情，正确认识性病对健康的危害，自觉克服自身的不良

性行为；③保护性医疗：保护患者隐私，尽量采取单独
交谈的方式以赢取患者的信任，对患者的相关护理措

施实行保密原则；④治愈后注意事项：嘱咐患者注意以
后的性生活，养成良好的性行为习惯，尽量做好消毒隔

离工作。首先强调的就是针对上述两种心理状态的患

者，同时也关注其他心理问题的性病患者。

此次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前心理存在的问题无

明显差异，但治疗２个月后实验组患者各种心理状况
的人数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人性化护理干预组治愈率达９７３％，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也

收到了较高的满意度，满意度达９８２％，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各方面的满意答复给我们的护理方案得到有

力的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应尽可能了解

其心理情况，并采取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达到

更高的治愈率和依从性，且可收到较高满意度，适合临

床长期推广应用。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５１　　　·

参考文献

［１］　傅亚飞．１２４８例尖锐湿疣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７）：９５２．

［２］　吴国琼．尖锐湿疣的治疗进展．临床合理用药，２０１０，３

（１０）：１３９－１４１．

［３］　满洁．４１７例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分析．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０，８（７）：８５９－８６０．

［４］　陈富祺，李雪莲，郭祖安，等．α－２ｂ干扰素局封联合电

离子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疗效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

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１（４）：２４２．

［５］　黄壮峰，曾雪英，董佳辉．ＣＯ２激光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

女性尖锐湿疣８５例的护理体会．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

２０１１，１８（３）：１９８－１９９．

［６］　陈淑霞．女性尖锐湿疣的综合治疗和护理干预．中国误

诊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６）：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７］　刘艳，黄晶，路永红，等．甘露聚糖肽辅助治疗尖锐湿疣

的系统评价．医学综述，２０１２，１８（１８）：３０７１－３０７４．

［８］　李书考，宋丽，李敏，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尖锐湿疣

的临床研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９）：１０７５－

１０７６．

［９］　祝月苹，程云，邢海燕，等．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社会支持

及影响因素分析．护理学报，２０１２，１９（４Ｂ）：７－１１．

［１０］　祝月苹，程云，夏海鸥，等．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８

（１１Ｂ）：１４－１７．

［１１］　祝月苹，程云，夏海鸥，等．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生活质量

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７

－２０．

［１２］　李江筠．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门诊治疗与心理护理．护

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１０，７（２１）：１２２－１２３．

［１３］　庞文霞．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护理干预．基层医学论坛，

２０１０，１６（１８）：５１９－５２０．

［１４］　陈淑霞．女性尖锐湿疣的综合治疗和护理干预．中国误

诊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６）：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０６］

（上接第３７页）
面积等特点，受术者置入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

著降低。同时由于 ＭＣｕ型 ＩＵＤ不带尾丝，不会引
起置入术后性交痛。本组的观察结果亦证实了以

上优点。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 ＩＵＤ是国家计生委推荐的 ＩＵＤ，由于
具有避孕效果肯定、安全、简便、经济的优点，是目前

临床上，特别是农村育龄女性最常用的一类活性

ＩＵＤ［５］。铜表表面积可达２２０ｍｍ２，是 ＭＣｕ型 ＩＵＤ避
孕功能的 ２倍。但过大的铜表面积，使得置入术后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增高，且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 ＩＵＤ常常因
对子宫的刺激排斥反应而易脱落［６］。由于带尾丝，

置入术后易引起阴道感染和性交痛。从本组的资料

分析来看，ＴＣｕ２２０ｃ型 ＩＵＤ在置入术后不良反应发
生率方面明显高于 ＭＣｕ型 ＩＵＤ，但两者在避孕效果
方面差异性不明显。

本文统计资料显示，ＭＣｕ型 ＩＵＤ在置入术后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明显低于 ＴＣｕ２２０ｃ型 ＩＵＤ（Ｐ＜
００５），而两者的避孕效果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我们认为 ＭＣｕ型 ＩＵＤ放置、取出手术简捷，

避孕效果好，副作用小，是较为理想的 ＩＵＤ，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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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山东地区患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调查及药敏分析

邹建飞

莱芜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山东 莱芜 ２７１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山东地区患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物敏感性。方法：济南、潍坊等７所医院的门诊
及住院患者，采用支原体培养方法检测３５５０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中解脲支原体（Ｕｕ）及人型
支原体（Ｍｈ），用药敏试剂盒来检测支原体对１２种抗生素敏感性。结果：７８０例患者的支原体培养为阳性，阳性率为
２１９７％，其中解脲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６５３例（８３７２％）；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４０例（５１３％）；两者都为
阳性的患者为８７例（１１１５％）。近几年支原体感染有逐渐下降趋势。解脲支原体对四环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克拉
霉素及美满霉素敏感，人型支原体对克拉霉素敏感较差，解脲支原体合并人型支原体对克拉霉素耐药。结论：引起泌尿

生殖道的感染主要为解脲支原体，解脲支原体合并人型支原体感染可导致耐药性提高，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药物是强

力霉素、交沙霉素及美满霉素。

【关键词】山东地区；泌尿生殖道；支原体；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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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ｊｏｓａｍｙｃｉｎ，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ｗｈｉｌｅ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ｉｓ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ｕｒｅａ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Ｕｕ）ａｎｄ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ｈａ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ｇｅｎｉ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ｕｒｅａ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Ｔｈ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ｕｒｅａ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Ｕｕ）ａｎｄ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ｃｌａｒ
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ｄｒｕｇｓ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ｊｏｓａ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ｉ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病毒与细菌之间的能够独立存
在的微生物，人体中分离出的１６种支原体中有５种是
对人有致病性的，分别是解脲支原体、肺炎支原体、生

殖支原体、人型支原体以及发酵支原体，其中主要是解

脲支原体、生殖支原体及人型支原体引起泌尿生殖道

感染［１，２］。近年来，支原体感染有着逐年上升趋势，可

以导致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是非淋菌性尿道炎发病的

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可以引起附睾炎、前列腺炎、宫颈

炎、阴道炎、流产、输卵管炎、早产及男女不育等［３］。由

于抗生素广泛应用，支原体耐药株也在逐年增多，了解

支原体感染的情况并制订其合理治疗方案尤为必要。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５３　　　·

本研究分析了以济南、潍坊等７所医院的门诊及住院
３５５０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
物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的结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济南、潍坊等７所

医院的门诊及住院患者 ３５５０例，其中男 １２５例，女
３４２５例；年龄３～５５岁，平均（３４７±６７）岁。

１２　标本采集及试剂
使用无菌棉縂子插入男性尿道或女性宫颈 １～

２ｃｍ，旋转３～４次，刮取其上皮细胞和分泌物后即刻
送检。选用的是珠海黑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支

原体分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４］。

１３　方　法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培养２４ｈ后，

若Ａ排对照孔变成红色并且不混浊，则表示 Ｕｕ培养
结果为阳性；培养４８ｈ后，若Ｂ排对照孔变成红色并且
不混浊，则表示 Ｍｈ培养结果为阳性；培养７２ｈ后，若
Ａ、Ｂ两排液体均未变色，说明培养的结果为阴性。对
培养结果为阳性的１２种抗生素进行药敏试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且
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支原体培养为阳性不同年份的支原体感染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在 ３５５０例送检的患者中，７８０例

患者的支原体培养为阳性，阳性率为２１９７％，其中解
脲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６５３例，占总阳性例数中

的８３７２％；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４０例，占总
阳性例数中的５１３％；两者都为阳性的患者为８７例，
占１１１５％。见表１。

表１　支原体培养为阳性不同年份的支原体感染情况（例）

年份 调查人数 解脲支原体 人型支原体
解脲支原体＋

人型支原体

２００５ ４４０ ５０ １１ ９

２００６ ４４０ ８９ ４ １

２００７ ４４０ ９７ １ ２３

２００８ ４４０ １０３ ８ ２０

２００９ ４４０ １０３ ６ １９

２０１０ ４４０ ９９ １ ７

２０１１ ４４０ ７８ ６ ３

２０１２ ４６０ ３４ ３ ５

总数 ３５５０ ６５３ ４０ ８７

２２　支原体培养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年龄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７８０例支原体培养为阳性的患者

中，大多集中在２０～４０岁，其中≤２０岁的患者有 ３８
例，占４８７％；２０～３０岁的患者有３６４例，占４６６７％；
３０～４０岁的患者为２９１例，占３７３１％；≥４０岁的患者
有８７例，占１１１５％。见表２。

表２　支原体培养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年龄分布情况（ｎ＝７８０）

年龄分布（岁） 例数（例） 占有率（％）

≤２０ ３８ ４．８７

２０～３０ ３６４ ４６．６７

３０～４０ ２９１ ３７．３１

≥４０ ８７ １１．１５

２３　支原体为阳性的菌株药敏检测情况
７８０例支原体培养为阳性的样本对１２种药物的

药敏结果见表３。

表３　支原体为阳性的菌株药敏检测情况［ｎ（％）］

抗生素种类
Ｕｎ（ｎ＝６５３）

敏感 中介 耐药

Ｍｈ（ｎ＝４０）

敏感 中介 耐药

Ｕｎ＋Ｍｈ（８７）

敏感 中介 耐药

环丙沙星 １２２（１８．７） ３３０（５０．５） ２０１（３０．８） ６（１５） ２４（６０） １０（２５） ７（８．０） ６３（７２．４） １７（１９．６）

四环素 ５２３（８０．１） ４５（６．８） ８５（１３．１） ３２（８０） ６（１５） ２（５） ６１（７０．１） １２（１３．８） １４（１６．１）

左氧氟沙星 １５６（２３．９） １６７（２５．６） ３３０（５０．５） １２（３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３（３２．５） １４（１６．１） ４０（４６．０） ３３（３７．９）

阿奇霉素 ２９７（４５．４） ２０２（３０．９） １５４（２３．６） １０（２５） ２５（６２．５） ５（１２．５） １０（１１．５） ５９（６７．８） １８（２０．７）

强力沙星 ６０３（９２．３） ２３（３．５） ２７（４．２） ３６（９０） １（２．５） ３（７．５） ８５（９７．６） １（１．２） １（１．２）

罗红霉素 ２３４（３５．８） ２００（３０．６） ２１９（３３．５） ７（１７．５） ２８（７０） ５（１２．５） ９（１０．３） ６３（７２．４） １５（１７．３）

交沙霉素 ６０５（９２．６） ５（０．８） ４３（６．６） ４（１０） １（２．５） ３５（８７．５） ４０（４６．０） １４（１６．１） ３３（３７．９）

美满霉素 ６１０（９３．４） ２３（３．５） ２０（３．１） ３６（９０） １（２．５） ３（７．５） ８０（９２．０） ５（５．７） ２（２．３）

克拉霉素 ５６６（８６．７） ７０（１０．７） １７（２．６） ５（１２．５） ２５（６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３（１４．９） ９（１０．４） ６５（７４．７）

司帕沙星 ３０２（４６．２） ２１１（３２．３） １４０（２１．４） ６（１５） ３２（８０） ２（５） １４（１６．１） ３３（３７．９） ４０（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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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抗生素种类
Ｕｎ（ｎ＝６５３）

敏感 中介 耐药

Ｍｈ（ｎ＝４０）

敏感 中介 耐药

Ｕｎ＋Ｍｈ（８７）

敏感 中介 耐药

氧氟沙星 ５７（８．７） ３５４（５４．２） ２４２（３７．１） ３０（７５） ６（１５） ４（１０） １０（１１．５） ６３（７２．４） １４（１６．１）

红霉素 ８１（１２．４） ３６１（５５．３） ２１１（３２．３） ６（１５） ２８（７０） ６（１５） ５（５．７） ７６（８７．４） ６（６．９）

３　讨　　论

支原体是泌尿生殖道感染以及性传播疾病较为常

见的病原体，主要能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子宫内膜

炎、宫颈炎、输卵管炎、附睾炎、前列腺炎及不孕不育症

等疾病，并且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支原体感染率有

逐年上升趋势，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５］。

本研究通过对３５５０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患者
行泌尿生殖道分泌物的支原体培养以及鉴定，结果显

示：７８０例患者的支原体培养为阳性，阳性率为２１９７％，
低于国内一些地区的相关报道［６，７］。并且通过本研究可

以发现，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山东地区支原体的培养阳性率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与山东地区支原体感染

的预防、控制较好及新一代的抗生素的检出率较低有

关。其中解脲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６５３例，占总阳
性例数中的８３７２％；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为４０
例，占总阳性例数中的５１３％；两者都为阳性的患者为
８７例，占１１１５％，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差距较大，但与国
内的相关研究较为一致［８］。说明解脲支原体是山东地

区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的主要支原体。

本研究结果显示，７８０例支原体培养为阳性的患者
中，≤２０岁的患者有３８例，占４８７％；２０～３０岁的患者
有３６４例，占 ４６６７％；３０～４０岁的患者为 ２９１例，占
３７３１％；≥４０岁的患者有８７例，占１１１５％。说明山东
地区支原体感染的患者主要集中在２０～４０岁。

由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故对干扰细胞壁合成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并不敏感，所以在治疗上现大多选用能

影响细胞蛋白质和ＤＮＡ合成的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
及喹诺酮类等药物［９］。本研究药敏实验所选用四环素

类药物主要是美满霉素、四环素以及强力霉素；大环内

酯类的药物主要包括罗红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

霉素以及交沙霉素；喹诺酮类的药物主要有左氧氟沙

星、环丙沙星、司帕沙星及氧氟沙星。其中７８０例支原
体培养为阳性的药敏结果中，解脲支原体对强力霉素、

四环素、交沙霉素、克拉霉素及美满霉素较为敏感，分别

是９２３％、８０１％、９２６％、８６７％及９３４％，说明解脲
支原体单独感染对于四环素类的药物敏感度较高，同时

对一部分的大环内酯类的药物较为敏感，所以因阿奇霉

素、红霉素以及罗红霉素常用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治

疗，使支原体对此类药物的耐药性明显提高［１０］；而对于

喹诺酮类的药物一般不敏感，耐药性普遍较高，主要是

因为该类药物的使用较为广泛。人型支原体对强力霉

素、四环素、美满霉素及交沙霉素的敏感性较高，但是与

解脲支原体单独感染相比较，敏感性有明显下降，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克拉霉素敏感性很低，仅为
１２５％。两者的合并感染的耐药性表明其增加支原体
对药物耐药性，极大地扩大了耐药的范围。

综上所述，在山东地区引起泌尿生殖道的主要为

解脲支原体，解脲支原体合并人型支原体感染可导致

耐药性提高，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药物是强力霉素、

交沙霉素及美满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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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５（９）：１４４－１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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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疗效观察

王恒才　李军涛

济南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

【摘　要】目的：观察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患者的疗效。方法：治疗组７５例，采用生精片＋维生素Ｃ片；对照组

５５例，采用前列欣胶囊＋维生素Ｃ片。两组均为３０ｄ为ｌ疗程。治疗１个疗程后检查精液液化情况，３个疗程统计疗效。

结果：第二疗程治疗组总有效率６９３％，对照组总有效率４００％（Ｐ＜００１）；第三疗程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５３％，对照组

总有效率５６４％（Ｐ＜００１）。结论：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有明显疗效。

【关键词】精液液化异常；精液不液化；男性不育；中药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ｍｅ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Ｊｕｎｔ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ｎ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ｍｅ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７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ａｎ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５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ＬｉｅＸ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３０ｄａｙｓ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ｏ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ｏ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ｅｖａｌｕ

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９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００％ （Ｐ＜００１）．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５．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５６４％（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ａ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ｍｅｎ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ｍｅ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ｍｅｎｎ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精液不液化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之一，约
占男性不育的１２％～１１８％［１］，国内学者在对１０００
例不育男性精液常规的调查中发现１４８％的病人精
液液化不良［２］。不液化精液影响精子活力和活率，降

低精子穿透宫颈黏液能力，导致不育。本文从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３月应用联盛牌生精片（贵州联盛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联合维生素 Ｃ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疗效
满意，现总结如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共１３０例，均为我院生殖医学科男科门

诊患者。按就诊时间，随机分成治疗组７５例和对照组
５５例。其中治疗组年龄２４～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３
岁；对照组年龄２２～４３岁，平均年龄为３２６岁。精液
不液化症的诊断标准参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
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３］（第４版），连续
两次精液化验，其液化时间均 ＞６０ｍｉｎ，两次检查的时
间间隔７～２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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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治疗组　生精片每次１４１ｇ（３粒），每日

３次；维生素Ｃ片每次０５ｇ，每日３次；维生素 Ｃ每疗
程服１５ｄ。３０ｄ为ｌ疗程。
１２２　对照组　前列欣胶囊每次１５ｇ（３粒），每

日３次；维生素Ｃ片每次０５ｇ，每日３次；维生素Ｃ每
疗程服１５ｄ。３０ｄ为ｌ疗程。

治疗１个疗程后检查精液液化情况，３个疗程统
计疗效。

１３　疗效标准
治愈：精液６０ｍｉｎ内完全液化；显效：精液６０ｍｉｎ

不完全液化；无效：精液６０ｍｉｎ不液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组别

　结果

第一疗程

（治愈／显效）

第三疗程

（治愈／显效）

第三疗程

总有效率％

治疗组（７５例） ５２（４３／９） ６４（５５／９） ８５．３

对照组（５５例） ２２（１５／７） ３１（２０／１１） ５６．４

第二疗程：治疗组治愈４３例，显效９例，总有效率
６９３％；对照组治愈 １５例，显效 ７例，总有效率
４００％。统计学有极显著差异（卡方值 ＝１１１３４５，
Ｐ＜００１）。

第三疗程：治疗组治愈５５例，显效９例，总有效率
８５３％；对照组治愈 ２０例，显效 １１例，总有效率
５６４％。统计学有极显著差异（卡方值 ＝１３５３５２，
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正常男性刚射出的精液呈胶冻状，在５～２０ｍｉｎ后
便从粘稠状态变成液化状态。精液射精后，若在室温

下（２５℃）６０ｍｉｎ仍未能完全液化，称为精液不液化或
精液延迟液化。

精液的凝固与液化过程是由前列腺和精囊的分泌

物共同参与完成的，精液凝固是由精囊产生的凝固因

子引起，而精液液化是前列腺产生的蛋白分解酶等液

化因子引起。当液化与凝固因子间的平衡被打破，精

液可表现为液化异常［４］。

精液不液化的常见原因之一是前列腺炎，患者的

前列腺组织内炎性细胞浸润、纤维组织增生、腺小管水

肿阻塞，前列腺分泌活动减低，前列腺液分泌的质和量

发生变化，引起精浆中的酶学和精浆成分变化，如前列

腺特异抗原（ＰＳＡ）、酸性磷酸酶（ＡＣＰ）、尿激酶
（ｕＰＡ）、柠檬酸、微量元素锌等减少及 ＰＨ值的变化。
以上成分具有精液液化因子的活性，直接参与精液的

液化过程。以致使精液凝固—液化这种协调关系被打

破，发生液化异常［５］。

精液液化异常的治疗以改善前列腺分泌功能为目

标。主要手段是中药提高前列腺分泌功能、补充微量

元素及调节精液ＰＨ值及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
祖国医学中无精液不液化病名，多归纳在求嗣、精

冷、精浊范畴内。中医认为精液属阴津之类，《内经》曰：

“阳化气阴成形”。精液的正常液化，有赖于阳气的气化，

若肾阳先天不足，或大病久病之后，寒邪凝滞，损及肾阳，

导致气机不利，精液不液化。治当补肾益精，滋阴壮阳。

生精片方中鹿茸、人参补肾壮阳，益气；淫羊藿、补骨脂、仙

茅、杜仲温补命门；枸杞子、菟丝子合用，补肾壮阳，滋阴益

精；冬虫夏草、沙苑子、何首乌、桑葚、金樱子补益肝肾，滋

阴生精；马鞭草清热解毒；大血藤、银杏叶活血祛瘀。全方

十九味，共起补肾益精、滋阴壮阳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鹿茸内含雌激素、脂肪酸、胆固

醇、磷脂、雄茸胶脂、糖脂、硬骨素、蛋白质及钠、钙、磷、

镁等成分，具有性激素样作用。动物试验证实，用鹿茸

酊作皮下注射，几天后即见前列腺、精囊重量增加。冬

虫夏草与人参、鹿茸一起列为三大补药。据医学科学分

析，虫草体内含虫草酸、维生素Ｂ１２、脂肪、蛋白等。中医
认为，虫草入肺肾二经，既能补肺阴，又能补肾阳，主治

肾虚、阳痿遗精、腰膝酸痛。菟丝子等中药具有补肾养

血增精，改善睾丸内环境，增加精子营养和能量，提高精

子质量［６］；淫羊藿提取液有雄性激素样作用，以叶和根

部作用最强，果实次之；淫羊藿炮制品也能明显提高性

机能，增加附属性器官重量，提高血浆中睾酮的含量。

淫羊藿能明显促进幼年小鼠附睾及精睾腺的发育，对离

体培养的大鼠间质细胞能明显促进睾酮的基础分泌和

ｃＡＭＰ的生成［７］。杜仲具有强筋骨、补肝肾作用，温肾

壮阳，可增强性功能，调节阴阳的机能状态。

生精片含有鹿茸、冬虫夏草、黄精、菟丝子、枸杞

子、人参、沙苑子、淫羊藿、何首乌、桑葚、补骨脂、骨碎

补、仙茅、金樱子、杜仲、大血藤、马鞭草、银杏叶１９味
中药成分。具有补肾益精，滋阴壮阳的功效，对精液不

液化具有较好的疗效。本文联合应用生精片和维生素

Ｃ治疗精液不液化患者７５例，６０ｄ总有效率６９３％，
９０ｄ总有效率８５３％，明显高于对照组。

（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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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张昌军，Ｅ－ｍａｉｌ：ｓｙｃｊｚｈ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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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环磷酰胺对小鼠精子 ＤＮＡ的影响及姜黄素干预作用的研究

龚琴琴 １，２　张昌军１Δ　张　颖１　董毅飞１　王晓宁１，２　茹　雪１，２

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　要】目的：探讨姜黄素对抗环磷酰胺致小鼠精子ＤＮＡ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成年昆明小鼠随机分成４组：正

常组，模型组，姜黄素低、高治疗组。模型组和姜黄素低、高组小鼠按照４０ｍｇ／ｋｇ，腹腔注射环磷酰胺（ｃｐ），连续５ｄ，同时
姜黄素低、高组小鼠每天给予姜黄素混悬液１００ｍｇ／ｋｇ，２００ｍｇ／ｋｇ灌胃；正常组及模型组小鼠予等量０５％羧甲基纤维素

钠灌胃，共２８ｄ。观察小鼠精子低渗膨胀率，小鼠睾丸组织匀浆后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 －Ｐｘ）、丙二醛（ＭＤＡ）、活性氧（ＲＯＳ）含量及小鼠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结果：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组睾丸组织

ＳＯＤ与ＧＳＨ －Ｐｘ含量等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ＭＤＡ、ＲＯＳ含量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吖啶橙荧光
染色法（ＡＯＴ）显示：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组小鼠精子 ＤＮＡ的完整性明显升高，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结论：环磷酰胺可破坏小鼠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导致精子核成熟率下降；姜黄素可以改善环磷酰胺对小鼠精子 ＤＮＡ的
氧化作用，提高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

【关键词】姜黄素；环磷酰胺；精子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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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４０ｍｇ／ｋｇ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ｃｐ）ｆｏｒｆｉｖｅｄａｙ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１００ｍｇ／ｋｇ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ａｖａｇｅｔｏｌｏｗ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００ｍｇ／ｋｇｔｏｈｉｇｈ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０．５％ ｓｏｄｉｕｍｃａｒｂ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ｅｌｌｕ

ｌｏｓｅｇａｖａｇ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ｓｔｅｄｆｏｒ２８ｄａｙｓ．Ｔｈｅｎｗ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ｈｙｐｏｔｏｎｉｃ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
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ＧＳＨ －Ｐｘ），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ｍｏ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ｉｓ
ｓｕｅＳＯＤａｎｄＧＳＨ－Ｐｘ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ＭＤＳａｎｄＲＯ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Ａｃｒｉｄｉｎｅ

ｏｒａｎｇ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Ｏ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ｍｏ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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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ｐｅｒｍ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ｒａｔｅ．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ｉｎｍｉｃ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

　　环磷酰胺（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ＣＴＸ）是临床上常用
的抗肿瘤药物和烷化剂类免疫抑制剂，对睾丸有损伤

作用［１］，影响雄性生殖功能［２］及对后代的潜在致畸危

险，已经引起医患双方的高度关注。环磷酰胺可导致

生殖细胞损伤，使精子微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精子

细胞染色体易位、精母细胞 ＤＮＡ断裂，影响精子 ＤＮＡ
完整性，可能是由于自由基清除酶活性降低，使自由基

蓄积，类固醇激素合成酶的活性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脂

质过氧化反应，使生物膜结构破坏。姜黄素（ｃｕｒｃｕ
ｍｉｎ，Ｃｕｒ）属于植物抗氧化剂，是从莪术中提取出来的
酚性色素，研究报道Ｃｕｒ可以在体外清除自由基、对抗
脂质过氧化［３，４］。本实验拟探讨环磷酰胺对小鼠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的损害及其发生的可能机制，试用自由基
清除剂、抗脂质过氧化因子姜黄素，观察其对环磷酰胺

致小鼠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防治作用以及降低环磷酰
胺对精子发生的损害方面具有的重要临床意义。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　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选用ＳＰＦ级昆明种雄性小白鼠

４０只，体质量２５～３０ｇ，鼠龄６～８周。由湖北医药学
院动物中心提供，动物许可证号：ＳＹＸＫ（鄂）２００９—
００２１。于本实验室适应性喂养一周后用于试验。

１１２ 药品及试剂　姜黄素（美国 ｓｉｇｍａ产品，
纯度９４％）用０５％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配制成浓度
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ｋｇ混悬液；环磷酰胺（美国ｓｉｇｍａ产品）
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２０ｍｇ／ｍｌ水溶液。羧甲基纤维素
钠由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馈赠。ＳＯＤ、ＭＤＡ、
ＧＳＨ－Ｐｘ、ＲＯＳ试剂盒购自美国Ｒ＆Ｄ公司。
１１３　动物模型　ＳＰＦ级昆明雄性小白鼠４０只

随机分为４组，分别为正常组，模型对照组，姜黄素低、
高治疗组，各１０只。模型组和姜黄素低、高治疗组小
鼠按照４０ｍｇ／ｋｇ·ｄ腹腔注射环磷酰胺，连续５ｄ；正常
对照组用等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在造模同时，姜黄

素低、高治疗组小鼠每天给予姜黄素混悬液１００ｍｇ／
ｋｇ、２００ｍｇ／ｋｇ·ｄ灌胃；正常组及模型对照组小鼠予
等量０５％羧甲基纤维素钠，共２８ｄ，末次给药２４ｈ后

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取双侧睾丸组织及附睾。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精子检查精子悬液制备　应用扩散法收

集附睾尾精子。取双侧附睾置于放入１ｍＬ３７℃ ＰＢＳ
培养基中，用眼科剪剪碎，放置５ｍｉｎ，取５００μＬ精子混
悬液，加入１０００μＬＰＢＳ培养基中，调整精子浓度至２０
×１０１０Ｌ－１。
１２．２ 精子低渗膨胀实验（ＨＯＳ） 取待检标本

１００μＬ，加３７℃预温的低渗膨胀液１ｍＬ，混匀，置３７℃
水浴３０ｍｉｎ室温放置２ｍｉｎ后取１０μＬ于载玻片上，盖
上盖玻片，高倍镜下计数２００个精子。
１２．３ 氧化损伤指标测定　取单侧睾丸组织，

用４℃ＰＢＳ在冰水浴中制成１０％的组织匀浆，将匀浆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取上清待测。各指标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方法进行测定。

１２．４　吖啶橙荧光染色法（ＡＯＴ）测定精子 ＤＮＡ
完整性　小鼠处死后，取附睾组织制备精子悬液，参照
文献［５］用吖啶橙染液对精子进行避光染色。结果用荧

光显微镜（５２０ｎｍ激发光）观察精子，计算每只动物
２００条精子中绿色、红色和橙黄色精子数。其中绿色
为ＤＮＡ双链精子、红色为 ＤＮＡ单链、橙黄色为 ＤＮＡ
双链不稳定精子。计算出绿色荧光 ＤＮＡ双链精子的
百分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分析，全部数据以 珋ｘ±ｓ

表示，率的两两比较用卡方 χ２检验，组间比较用 χ２分
割法，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小鼠睾丸组织中 ＳＯＤ、ＧＳＨ －Ｐｘ、
ＭＤＡ、ＲＯＳ含量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低、高治疗组的
睾丸组织中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含量均有明显升高（Ｐ＜
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其他组睾丸组织中 ＭＤＡ、ＲＯＳ
含量均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低渗肿胀率的比较。与模型组比较，姜黄

素低、高剂量的膨胀率明显提高（Ｐ＜００１）。见表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５９　　　·

表１ 各组小鼠睾丸组织中ＳＯＤ、ＧＳＨ－Ｐｘ、ＭＤＡ、ＲＯＳ含量（珔ｘ±ｓ，ｎ＝１０）

组别 ＧＳＨ－ＰＸ（Ｕ／Ｌ） ＭＤＡ（ｎｍｏｌ／Ｌ） ＳＯＤ（Ｕ／ｍｌ） ＲＯＳ（ｎｇ／ｍｌ）

正常组 １０７．２１±２１．８３ １．２０±０．３５ １２．７６±５．２４ ８６．４６±１０．９３

模型对照组 ７５．８９±１５．８７ １．３２±０．３０ １１．５９±３．５７ ９７．７２±１４．０７

低剂量Ｃｕｒ组 ９６．５８±２４．３７△ １．１５±０．２９△ １４．００±４．６４△ ８３．４４±１２．３７△

高剂量Ｃｕｒ组 １１５．８７±２４．１２△ ０．９３±０．３３△ １８．９２±９．６６△ ７２．１３±１５．２６△

　　注：“Δ”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１；“※”与高剂量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精子膜完整性的比较（珔ｘ±ｓ，ｎ＝１０）

组别 总数 ｂ－ｇ型 ｇ型 总膨胀率

正常组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５ ４０８ ６５．２４±７．４５

模型对照组 ２０００ ５６５ １７５ ２８．２９±７．１８

低剂量Ｃｕｒ组 ２０００ １０２６ ３６４ ５４．９３±８．５８

高剂量Ｃｕｒ组 ２０００ １１８３ ４４８ ６２．３５±５．１９

２３ 姜黄素对小鼠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的影响。
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低、高治疗组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姜黄素对ＣＴＸ诱发小鼠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影响

组别
观察精子数

（个）

ＤＮＡ双链数

（个）

ＤＮＡ单链数

（个）

绿色荧光

ＤＮＡ双链

正常组 ２０００ １７１８ ２８２ ８５．９±９．３３

模型组 ２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０２４ ４８．８±１１．３２※

低剂量Ｃｕｒ组 ２０００ １４６８ ５３２ ７３．４０±７．９５※Δ

高剂量Ｃｕｒ组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６ ３９４ ８０．３０±６．６０※Δ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１；“Δ”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环磷酰胺摄入引起小鼠睾丸组织及其精子

的损伤

环磷酰胺是一种无活性前体药，经体内肝微粒体

Ｐ４５０酶系代谢生成酰胺氮芥和丙烯醛等有毒的亲电
子物质。这些有毒物质迅速与细胞组织的蛋白质、核

酸、脂质等分子结合，自由基清除酶活性降低，使自由

基蓄积，类固醇激素合成酶的活性发生改变，从而导致

脂质过氧化反应，使生物膜结构破坏，造成生殖细胞损

伤，使精子微环境发生改变。其诱导生殖细胞遗传物

质畸形或突变，主要是粗线期精母细胞和圆形精子细

胞功能基因差异表达，如 ＤＮＡ修复基因、热休克蛋白
及分子伴侣基因、氧化应激保护基因和精子细胞染色

体易位、精母细胞 ＤＮＡ断裂［６～１１］。本实验模型组小

鼠睾丸组织自由基清除的酶系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活性明
显下降，脂质氧化损伤产物ＭＤＡ、ＲＯＳ显著升高，导致
睾丸组织的损伤，使精子的微环境发生改变，从而使小

鼠精子膜和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的破坏。通过本实验模
型组小鼠精子的低渗膨胀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小
鼠绿色荧光 ＤＮＡ双链率也明显降低（Ｐ＜００１）。综
上所述，提示自由基及其氧化产物可能是环磷酰胺致

性腺损伤的机制之一。环磷酰胺也损伤 Ａ型精原细
胞自我更新增殖及分化所依赖的微环，精子由于缺乏

自我更新能力，所以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研究

某些药物降低环磷酰胺对睾丸生精功能的损伤，恢复

其生育能力，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３２　姜黄素对环磷酰胺所致小鼠精子ＮＤＡ损伤
的保护作用

通过观察活性氧对小鼠睾丸组织的过氧作用，研

究姜黄素对活性氧所致小鼠精子 ＤＮＡ氧化损伤的保
护作用，为姜黄素对抗脂质过氧化性的预防和治疗提

供理论依据。结果显示：在环磷酰胺介导的作用下，通

过检测睾丸组织匀浆中ＳＯＤ、ＧＳＨ－ＰＸ、ＭＤＡ、ＲＯＳ，与
模型组比较表现为ＳＯＤ、ＧＳＨ－ＰＸ的含量明显增加（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ＭＤＡ、ＲＯＳ的含量明显减少（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低、高剂量姜黄素可
能通过抗自由基和抗脂质过氧化作用保护睾丸组织，

高剂量的姜黄素对睾丸组织保护作用最显著，使精子

的微环境发生改变，从而拮抗环磷酰胺对精子膜和精

子ＤＮＡ完整性的破坏，通过低渗肿胀率，与模型组相
比姜黄素低高剂量组小鼠精子膨胀率明显升高（Ｐ＜
００１）。通过吖啶橙荧光染色法显示，与模型组相比，
姜黄素低、高剂量组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破坏明显减少
（Ｐ＜００５），其中高剂量组具有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１）。

通过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对环磷酰胺所致的小

鼠精子 ＤＮＡ防护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对抗自由
基［１２］、对抗脂质过氧化作用［１３］保护细胞膜，防止自由

基直接进入细胞内破坏 ＤＮＡ，从而稳定精子 ＤＮ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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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睾丸组织ＳＯＤ、ＧＳＨ－ＰＸ酶活性变异的发生，可
能会因抗氧化酶体内存有量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结局

或各自的反应速率、灵敏度的改变，提示机体处于氧化

应激状态下，ＳＯＤ是细胞清除过氧化氢、羟自由基、氧
自由基及超氧阴离子等自由基的特异性酶。ＧＳＨ－
Ｐｘ它特异的催化还原性谷胱甘肽，导致过氧化氢发生
还原反应，使过氧化氢分解，它是体内广泛存在催化过

氧化氢分解的一种重要的的酶，起到保护细胞膜结构

和功能完整的作用。脂质氧化损伤产物二者均是反映

氧化应激状态下机体受损伤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

其含量的多少预示脂质过氧化程度的轻重。

由于有时对机体内部的酶系常存在局限性，氧化

指标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基于氧自由基理论的干预

性研究，提高体内抗氧化系统、氧化损伤后产物指标的

灵敏度，选择的特异性指标显得更为重要就需要我们

进一步建立较完善的动物实验模型、检测指标及方法，

如ＭＤＡ、ＲＯＳ等这些反映机体损伤程度的指标，目前
的检测方法本身存在假阳性的缺陷［１４］。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发现，已有的

大量研究证实ｐ６６ｓｈｃ参与很多过程的调控，如氧化应
激、细胞凋亡及衰老等调节的过程。因此本实验还将

继续检测其灵敏度高的作为有效生物标志物，补充抗

氧化功能性评价的方法。ＡＯＴ的运用还存在一定争
议，有不少研究指出ＡＯＴ试验灵敏度不高，不够客观，
不值得推荐。但我们认为，该技术已较为成熟，与其他

方法相比时具有操作简单、费用低的优点，在临床上易

于常规开展，且能够满足一般临床及科研所需，因此可

以进一步用彗星实验来补充精子ＤＮＡ损伤的评价。
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分子水平探讨在姜黄素的作

用下能否改善环磷酰胺导致的睾丸生精障碍及其机

制，为姜黄素制剂的开发应用打下理论和实验基础，对

男性生殖功能的调节作用，也为男性不育症中药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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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银花泌炎灵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观察

胡恩宜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男性科，南宁 ５３００１１

【摘　要】目的：观察银花泌炎灵片对慢性前列腺炎属湿热下注型的患者疗效。方法：将１００例慢性前列腺炎属湿
热下注型患者按就诊先后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银花泌炎灵片，对照组给予前列平胶囊口服，共１个疗
程，３０ｄ，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疗效差异。结果：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银花泌炎灵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银花泌炎灵片；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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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ｘｉＴｒａｄ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Ｒｕｉｋ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ＹｉｎＨｕａＭｉＹａｎＬｉｎｇｐ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ｍｐ－ｈｅａｔｔｙｐｅＣｈｒｏｎ
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ａｍｐ－ｈｅａｔｔｙｐ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ＹｉｎＨｕａＭｉＹａｎＬｉｎｇｐｉｌｌ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ＱｉａｎＬｉｅＫ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３０－ｄａｙ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ＹｉｎＨｕａＭｉＹａｎＬｉｎｇｐｉｌｌ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Ｄａｍｐ－ｈｅａｔｔｙｐｅ；ＹｉｎＨｕａＭｉＹａｎＬｉｎｇｐｉｌ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Ｐ）是男性生殖
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好发于２０～４０岁的青壮年
男子，发病率甚高，据统计３５岁以上男性３５％ ～４０％
患有本病［１］。前列平胶囊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

注型的常用药，疗效已经确切，但是我们在２０１１年下
半年～２０１２年上半年用银花泌炎灵片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湿热下注型，设观察组和对照组，发现疗效更好，

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用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男性科在２０１１年

９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一年中门诊１０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病例符合美国国立卫生院（ＮＩＨ）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的
诊断标准［２］；病例根据中医症候诊断标准辨证，符合湿热

下注型［３］。１００例患者按就诊先后进行分型，并随机分成
观察组及对照组，最后得到观察组５０例，年龄２０～５０岁，
病程１～１２年；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２１～４９，病程１５～１１
年。每个病例均已经排除有原发性疾病和其他系统合并

症，如：慢性肾盂肾炎、前列腺肿瘤、膀胱炎、尿道炎、肾肿

瘤等基础性疾病。两组在年龄、病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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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病人年龄及病程的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病程

观察组 ５０ ３２．６±８．２２ ５．６±３．１１

对照组 ５０ ３２．７±７．７９ ５．４±２．７５

ｔ －０．０６２ ０．１６８６

Ｐ Ｐ＞０．５０ Ｐ＞０．５０

１２　方　法
观察组口服银花泌炎灵片，３次／ｄ，每次３片，对照

组口服前列平胶囊（西安千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

准字Ｚ２００２５６５１），３次／ｄ，每次５粒。所有病例共治疗１
个疗程，３０ｄ。对Ⅱ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则根据药敏结果
选用抗生素治疗，一般连用两周，复查前列腺液培养阴

性后停用抗生素。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前后都进行

前列腺指检、前列腺液常规检查各一次，并进行 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及中医症候评分。治疗期间，对所有病人每周
都进行前列腺治疗性按摩，观察其ＥＰＳ－ＷＢＣ变化，但
仅取治疗前及每个疗程结束时的结果进行比较。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４］

临床治愈：较治疗前中医证候评分减少９５％以上，
前列腺液检查白细胞２次（或以上）正常，指诊前列腺压
痛消失、质地正常或接近正常；显效：较治疗前中医证候

评分减少６０％ ～８９％，前列腺液检查白细胞减少６０％
以上，指诊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有改善；有效：较治疗前

评分减少３０％，前列腺液检查白细胞较前减少３０％ ～
５９％；无效：较治疗前中医证候评分减少３０％以下，前列
腺液检查白细胞减少３０％以下，指诊之前列腺压痛及质
地均较治疗前无改善。疗效判断标准中所列三项必须

同时具备，如一项达不到指标，则下降一个标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Ｐ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并采用ｔ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率
表示，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总体疗效
观察组疗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疗效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２９ １２ ６ ３ ９４％

对照组 ５０ １７ １３ ８ １２ ７６％

　　注：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对ＮＩＨ－ＣＰＳＩ的影响（表３）

表３　银花泌炎灵片对慢性前列腺炎ＮＩＨ－ＣＰＳＩ的影响（珔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１５．３±６．５８ ８．３±４．４８

对照组 ５０ １５．２±５．３３ １０．３±８．０６

　　注：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评分（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评分对比（珔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１６．４±５．７５ ７．７４±６．６３

对照组 ５０ １６．３８±５．７６ ９．９２±５．１４

　　注：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治疗前后的ＥＰＳ－ＷＢＣ的对比（表５）

表５　两组治疗前后的ＥＰＳ－ＷＢＣ的对比（珔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０ ２．３２±１．０６ ０．５４±０．３７

对照组 ５０ ２．４８±１．０８ ０．８６±０．６７

　　注：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中医称“精浊”，并认为其发展的三

个重要病理环节是肾虚、湿热、瘀滞。临床上多以湿热

下注多见［５］。慢性前列腺炎可能是由于前列腺及其周

围组织器官、肌肉和神经等在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下，出

现复杂的临床表现，即使在治疗后，但是由于感染、炎

症和异常的盆底神经肌肉活动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损害

和病理改变可能长期存在，表现为慢性、长期、反复发

作的特点。同时，前列腺在长期的慢性炎症作用下，前

列腺管上皮细胞发生变性、坏死，所产生的病理性产物

包括坏死的白细胞、上皮细胞、细菌体、微生物体等堵

塞管道，无法排泄出来，所以有些病人，特别是病程较

长的病人，在服用银花泌炎灵片后的早１～２周，前列
腺治疗性按摩时，ＥＰＳ－ＷＢＣ反比治疗前增加１～２个
加号，但ＮＩＨ－ＣＰＳＩ及中医症候评分降低５～１０分，这
种现象可能是前列腺腺管炎症减轻，腺体水肿改善后

腺管通畅，炎性病理性产物排泄通畅，故临床症状得到

改善，这时不能解释为治疗后病情反加重，因为随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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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治疗，ＥＰＳ－ＷＢＣ和 ＮＩＨ－ＣＰＳＩ及中医症候评
分才成正比的方向发展直至治愈。

银花泌炎灵片是针对尿路感染的病因、病机，经过

合理组方，采用现代科技精制而成的优质中成药，主要

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的功效，辅以补肾固本，扶正祛

邪，提高机体免疫力为主，精心选用道地优质中草药精

制而成，主要用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肾盂肾炎、前列腺

炎、尿道炎、膀胱炎等泌尿系感染疾病，能改善尿频、尿

急、尿涩等尿路刺激症状。在泌尿系感染中常见致病

菌有金葡菌、大肠杆菌、厌氧菌等。当前抗生素的不规

范的使用，导致人群中出现耐药菌株，很多泌尿系统感

染的病人病情反复发作，单纯的抗生素治疗并没有得

到满意的预期疗效。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系感染后不

规范治疗后的结果，是男科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因此，

由天然的、副作用少、无耐药性的中药制作而成的中成

药就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银花泌炎灵片属于纯天然植物道地取材大复方中

成药，以“清热解毒之冠”而著称的道地药材金银花为

君药配伍，金银花含有天然氯原酸，国外研究用Ｌｗｓ法
测定抗菌有效成分为氯原酸，具有消炎退热作用，并可

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抗菌实验结果表明：银花泌

炎灵片对常见的大部分病菌均有明显的杀灭作用［６］，

其他成份共计十味名贵药材，组方金银花、半枝莲、

蓄、瞿麦、石韦、川木通、车前子、淡竹叶、桑寄生、灯心

草多靶点协同作用，对泌尿系统感染有较好的疗效。

研究表明尿路感染病是各种病原菌在尿路繁殖而引起

的炎症反应，在感染的细菌中大肠杆菌、葡萄球菌占多

数，银花泌炎灵片是广谱、高效、低毒作用的消炎灭菌

药［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杆

菌等杀菌活性明显提高，对某些微生物如支原体、衣原

体也有杀灭作用。另方中半枝莲具清热解毒、活血祛

瘀、消肿止痛等作用，对改善病人的疼痛有很好的作

用；蓄、瞿麦、石韦、川木通、车前子、淡竹叶具有利

尿、清热的功效，导热下行，有利尿通淋之功，主要能改

善病人的排尿不利的症状；桑寄生益肝肾，扶正气，主

要改善病人的腰痛症状，《开宝本草》中云：主五淋，清

心火，利小便，有协同之功。慢性前列腺炎是很多男科

疾病的基础性疾病。病情反复、病程长、病因复杂、治

疗不及时或不当，可以造成性功能障碍、不育症，对家

庭和婚姻影响很大，病人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大，故治疗

药物的选择很重要。银花泌炎灵片在治疗 ＣＰ上疗效
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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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谢雪冰．α－２ｂ干扰素栓治疗女性宫颈尖锐湿疣疗效观

察．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９）：５８３－５８４．
［３］　吕娜，梁冰．电离子手术与赛若金局封联合治疗尖锐湿疣

疗效观察．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０２（６）：１８３．
［４］　杨铭华，等．阿达帕林凝胶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

治疗扁平疣疗效观察．临床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４（６）：３４３．

［５］　黄卿弟，黄金容，温景．龙胆泻肝汤加味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
疗外阴尖锐湿疣的临床观察．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１，１（２）：
３３．

［６］　郑优成．激光与干扰素联合斯奇康治疗尖锐湿疣９２例．
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０９，２（１６）：１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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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沈力晔（１９６６－），女，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性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１

·青少年性健康·

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实践探讨

沈力晔１　杨志坚２

１江南大学校医院，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２无锡市计划生育协会，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大学生的性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由于全社会的努力，大学生性教育已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实践丰富和创新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模式。本文具体讲述了

“同伴教育”在我校的建设和开展情况，也谈了“同伴教育”实践活动的体会和收获。以“同伴教育”为形式的性教育模式

值得在高校中推广。

【关键词】大学生；性教育；同伴教育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ＳＨＥＮＬｉｙｅ１ＹＡＮＧＺｈｉｊｉａｎ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Ｗｕｘｉ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ｓｍａｄｅａ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ｙｅａｒｓｄｕｅｔｏａｌｌｋｉｎｄ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ｓｂｕｔｍａｎｙ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ｕｎｓ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ｎｒｉｃｈ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ｓ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ｗｏｒｔｈ

ｔｏ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大学生的性教育是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校非常关注

的问题，虽然，我国大学生的性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普遍缺乏正规的性教育师资，教

育形式单一、呆板，内容枯燥，受教育面窄，不能满足大

学生的需求。据冯鹏等调查：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

比较缺乏，尤其是男生［１］。目前，大多数学校只是定期

做一些性知识的讲座，以性生理健康为主，做得好一点

的高校也只是把性健康作为选修课或在其他的选修课

如健康教育课中讲一些相关内容。而在中学期间接受

性健康教育的大学生更是极少，笔者对某高校随机抽

样７２０名大学生调查发现，中小学期间在学校接受过

性健康教育的只有７．５％，而且，内容只限于性生理健

康与卫生。大学生性知识的来源依次是：网络、社会、

家庭、学校［２］。另一方面，大学生中因“性困惑”产生

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大学生同居”、“大学生未

婚先孕”、“大学生是人流的主要人群”、“大学生援交”

等词不断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关鸿军研究认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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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教育能普遍提高大学生性知识水平，提升性道德

意识和性法律意识［３］。大学生急需科学系统全面的性

健康教育。

笔者在高校从事“性科学”公选课教学十余年，学

生选课踊跃，一课难求，现每学期开设两大班，每班近

１５０人，依然在４～５分钟之内全部选完，有些学生要

等四年才能选上，不少学生则选择旁听，甚至到了研究

生阶段或工作后再来旁听。《性科学》公选课教学内

容包括：中外性文化介绍、人类性发育、性功能、生殖系

统结构功能与相关疾病、性心理发育、两性性心理、男

女个性特点及差异、健康的两性交往方式、恋爱及婚

姻、性与情感危机的处理、性安全、性保护等。我国著

名性学家刘达临指出：性教育包括生理、心理、伦理和

法理，目的是要产生社会和道德所接受的态度和行为，

称之为“人格教育”或“人性教育”［４］。我校除了选修

课，还给入学新生做讲座，也请知名性学专家定期来校

作讲座。尽管这样，高校的性教育受众面还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寻找一种受众面广，学生能主动参与的教育

方式，于是在本市计划生育协会的共同协作下，进行了

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项目建设，探讨大学生性

教育的新模式，获得了一些体会，与大家交流。

１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介绍及本项目目的

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

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青少年尤其如此。特

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青少年往往能够听取或采纳同

伴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强有力的影响称为同伴压力。

同伴教育就是利用青少年的趋众倾向，利用同伴压力

的积极因素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方式。同伴教育通常

首先对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少年（同伴教育者）进

行有目的的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然后再

由他们向周围的青少年传播知识和技能，甚至向更广

泛的范围传播，以达到教育的目的［５］。

我校的同伴教育是我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我校医院

联合开展的生殖健康项目，其目的是开展大学生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增加他们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性安全

意识、培养他们健康的性价值观和健康负责任的性态

度和性行为。

２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项目基础建设

我校在２００１年开设的“健康教育”公选课中，性

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章节，２００２年开设“性科学”公选

课。２００８年起，学校开展了以“防艾滋病”为主题的同

伴教育活动。２０１０年起本市计生协会与我校协作培

训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主持人，并在我校建立基地

“大学生青春健康指导中心”。基地包括多功能活动

室、小组讨论室等，面积达９０平方米左右，配置了相关

的设备。

３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项目开展情况

“大学生青春健康指导中心”有四名专兼指导老

师，具有性学和心理学专业背景，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

经验。中心下设“大学生青春健康讲师团”一个学生

社团，讲师团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组织架构清晰；工作

小组设置及工作内容明确；目前共有讲师３５名左右，

分五个小组，每个小组一个主题，分别是性问题社会热

点讨论；两性情感危机的处理；健康的两性交往方式；

性敏感问题讨论；性安全性保护。以后根据需求还可

以增加工作小组和工作内容。

３．１　讲师团招新及培训内容

讲师团新成员来自“性科学”公选课、学校心理健

康朋辈社团培训部、活动中对同伴教育有兴趣的学生。

讲师团新成员为实习讲师，经过理论培训和实践操作

后方取得讲师证，可独立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并在

社团至少开展活动一年以上。

每年的１０～１２月份大学生青春健康指导中心对

新老讲师进行集中理论和实践操作培训，时间２４学时

左右。主要内容有：（１）同伴教育的概念及活动要求

等相关知识。同伴教育的概念前文已述。本项目具体

的活动形式如下：一次活动２０～３０名学生参加，有两

位学生主持人带领他们围绕“性与生殖”内容进行讨

论学习，活动中同学们对两性问题不再选择回避，而是

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主持人不做价值评判，但要引

导他们树立科学健康的性价值观、培养健康负责的性

态度和性行为。活动要求场地３０平方米左右，一般在

室内，每人一张凳子围坐一圈，一块黑板，一套简易音

响设备，大白纸数张，马克笔两支。（２）参与性活动基



·６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本工具的使用与实践。在同伴教育活动中使用的工具

有：各种游戏、讨论、辩论、讲故事、小视频等，主持人将

问题分类放在“问题马车”的不同部位如头部、中部、

尾部或放在休息室内。一次活动只能重点讨论一类问

题。（３）同伴教育脚本的制作、修改与实践。脚本的

内容包括：参加活动的对象及人数、活动主题、活动所

要达到的目的、活动流程，流程主要有活动盟约的订

立、开场游戏内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希望大家讨论

的问题方向、主持人的分析引导、活动结束所填写的反

馈表内容、活动道具、活动经费预算。脚本要在实践中

反复修改才能成为一份比较完善的脚本。（４）如何培

养主持人在同伴教育活动中的控场能力和应急反应能

力。本课程指导学生去应对在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如冷场、出现问题领袖、同学对活动内容的抵触反

对、同学们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不够等。（５）性生理知

识及相关疾病。介绍两性性与生殖系统的结构、功能

和常见病的防治。（６）两性性心理及两性个性的差

异。介绍两性性心理的区别，两性个性差异、现代两性

最具吸引力的性格特点等内容。（７）健康的两性交往

方式。学会健康的两性交往方式，懂得区分友情与爱

情。（８）两性情感危机的处理。学会科学地处理单相

思、失恋等问题，对婚前性行为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

析。（９）性与生育调节。生育调节的意义及避孕的具

体方法介绍。（１０）性安全、性保护。在学会健康科学

的两性交往基础上，也让同学们懂得安全套既能预防

性病又能预防非自愿妊娠。并教会学生们正确使用安

全套。

３．２　“同伴教育”五个主题及主要话题

（１）性问题社会热点讨论，主要话题：婚外性行

为、援交、第三者插足等。（２）两性情感危机的处理，

主要话题：严重的失恋、单相思的处理等。（３）健康的

两性交往方式，主要话题：对两性的审美、友情、爱情

等。（４）性敏感问题讨论，主要话题：贞操、处女情结、

婚前性行为等。（５）性安全性保护，主要话题：非自愿

妊娠、性病艾滋病防治等。

性教育的内容不仅仅指性安全与性保护，它的内

容是广泛的。所以，本校的同伴教育活动设置了五个

小组，分五个主题。以下就“性安全、性保护”这个主

题为例，简单介绍同伴教育活动是如何开展的。

活动主题：性安全与性保护；活动目的：引导学生

以科学健康的态度对待性问题，学会正确使用避孕套；

活动流程主要内容有：①热场游戏，让每位同学写下自

己最喜欢异性的性格特点后交主持人。②主持人介绍

本次活动的主题并与大家订立保密、尊重、倾听、不得

随意退场等盟约。③表白～拒绝游戏。④主持人引入

恋爱、性行为与性安全的话题，并与大家进行讨论。⑤
主持人给每人发一个香蕉和安全套，教大家学会正确

使用安全套。⑥吹安全套比赛，让大家进一步接触了

解安全套并吃掉活动中使用过的香蕉。活动结束请同

学们填写反馈表，让同学们对本次活动的内容、形式及

主持人的表现做一评价。最后，两位主持人对活动进

行文字总结并修改脚本。

３．３　讲师团的工作方式和督导制度

讲师团根据五个主题成立了五个工作小组，每个

小组至少有四名讲师和几名实习讲师，各小组有自己

的活动脚本１～２份，经过不断实战演练后印成文发给

小组成员，他们会到学校各院系各年级主要低年级做

自我宣传，然后以班级为单位预约，一般利用晚上或双

休日进行“同伴教育”活动，已培训的班级也会向其他

班级推荐，一个小组一学期要培训五场以上，有些活动

学生会邀请老师督导，本小组成员及小组之间也会相

互督导。活动结束，均需填写反馈表了解本场活动的

效果和不足，不断提高活动水平。

讲师团学生干部每周召开一次例会，讨论布置工

作，指导老师定期参加例会。

３．４　大学生青春健康指导中心对讲师的激励与

奖励

（１）指导中心要求每个小组每学期完成“同伴教

育”五场以上，并提供一份完整的活动脚本。（２）每年

举办脚本和主持人大赛，奖励优秀的脚本和主持人。

（３）每学期组织学生活动，寒暑假到社区为那里的中

学生讲述以“成长的烦恼”为主题的健康教育服务。

（４）注重团队建设，组织讲师团成员参观性文化博物

馆、骑行活动、野餐活动等。

３．５　经费支持

经费来自学校的健康教育专项经费及本市计划生

育协会、本市疾控部门和本校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对青

春健康“同伴教育”的资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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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大学生青春健康指导中心未来的工作方向

（１）培养本地区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主持人，朝更

高更优方向发展。本校培养的主持人除了在高校中开

展工作，也为社区青少年、企业青年员工及本市的中小

学生提供教育服务。（２）在扎实工作基础上，做“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的研究，以及大学生人群的性学方面研

究。

４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项目实践体会

高校性教育绝不仅指预防性病与艾滋病的教育，

教学内容是广泛丰富的，其核心是健康的两性交往方

式。性教育的形式除了公选课、讲座及其他形式的宣

传外，“同伴教育”是一种优秀的性教育模式，很受学

生欢迎。同学们在互相游戏中学习，对平时不好意思

讨论的话题各抒己见，从中领悟体会，改变生活理念和

生活方式。讲师们也很投入，能力不断提高。

在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活动中要注意以

下几点：（１）“同伴教育”主持人必须接受科学系统的

“性教育”和主持人技巧的培训后才能很好地承担主

持人工作。他们在活动中要去道德化，尊重别人的价

值观，保持中立。（２）学生社团要有指导老师的鼓励

和监督，老师定期与学生交流，解决学生在活动中遇到

的困难，回答学生的疑问，并提出一些工作建议，这样

才能保证高质量的“同伴教育”活动的进行。

５　结　　论

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系统的性教育是全社会必须关

注的问题，目前，大学生面临学习任务重课时紧等问

题，所以，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几乎不可能把性教育作为

大学生的必修课，而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目前大学生

紧缺又必须掌握的知识，高校中的性教育选修课和讲

座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实践证明，先对部分大学生

进行科学健康的性知识培训，再由他们以同伴教育的

形式在同学中进行传播的性教育方式，不但受教育面

广、效果好还很受学生欢迎，这种性教育模式值得在高

校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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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医学专业新生５４２例 ＨＩＶ／ＡＩＤＳ知识问卷调查

徐　哲１　张　冰２

１唐山市路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唐山市人民医院内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初入学医学专业大学生（临床、预防、口腔专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水平。方法：采用自行设计
的调查问卷，共计调查医学专业新生５４２名。使用统计软件包 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数据录入、管理和分析。结果：在被调查的
５４２名学生中，大部分能够写出 ＨＩＶ（７９５％）和 ＡＩＤＳ（８６２％）的全称；对于两者的区别，认识正确比分别为临床专业
１６７／１９２、预防专业１６１／１８０和口腔专业１４８／１７０；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艾滋病的常见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大部分
的学生都知道握手或玩耍、蚊虫叮咬等不会传播感染艾滋病，而３０３％的被调查者却错误地选择吸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
危因素。同时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注射吸毒者（ＩＤＵ）和卡车司机两类比较重要的风险类别的认知，正确报告比却只有
６１４％和５５０％，对于ＨＩＶ不可治愈（５８９％）和抗ＨＩＶ治疗可行性的认知（３１７％）也不容乐观。结论：医学专业大学
新生整体艾滋病知识水平较高，但一些知识项目仍有待加强教育。

【关键词】艾滋病；艾滋病毒；医学专业新生；知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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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艾滋病病人（ＰＬＨＩＶ）约 ７８万人，其中女性占
２８６％；艾滋病（ＡＩＤＳ）患者约为１５４万人；全人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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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为 ００５８％（００４６％ ～００７０％）。估计 ２０１１年
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４８万人，艾滋病
相关死亡２８万人。在７８万ＰＬＨＩＶ中，经异性传播占
４６５％，经同性传播占 １７４％，经注射吸毒传播占
２８４％，经既往有偿采供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传播占
６６％，经母婴传播占１１％。这表明我国艾滋病疫情
依然是低水平流行，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病人数量在增
加，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同时感染人群日趋多样

化［１］。

鉴于上述种种艾滋病流行的新特点，执行全面的

预防策略将继续成为控制疾病进展的主流。健康教

育／行为改变交流就是根据这一战略制定的关键要素。
基于此，我们必须持续获得关于 ＨＩＶ／ＡＩＤＳ的人群健
康知识水平，按照 ＰＤＣＡ原理（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
ｔｉｏｎ）对原计划进行修正［２］。在此背景下，我们进行了

此次调查研究，以评估本地医学大学初入学学生的关

于ＨＩＶ／ＡＩＤＳ的知识水平。

１　材料和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初入学的河北联合大学

２０１１年新入学的医学专业学生５４２名，其中临床医学
专业新生１９２名，预防医学专业新生１８０名，口腔医学
新生１７０名（平均年龄１９＋０４５岁）。分别于初入学
的３周内，经过向研究对象解释，寻求知情同意，并承
诺保密原则下，在志愿者调查员的监督下为新生提供

２０分钟的时间完成本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４２
份，回收５４２份，皆为有效问卷。

调查问卷问题选项主要集中在性别、籍贯、ＨＩＶ、
ＡＩＤＳ名词的完整形式和 ＨＩＶ／ＡＩＤＳ之间的差异、传播
途径、预防方法、行为风险、机会性感染以及抗 ＨＩＶ治
疗等项目。数据录入和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
件，Ｐ＝００５。

２　结　　果

在被调查的５４２名学生中，男生２６３名，占总调查
人数的４８５％；女生２７９名，占总调查人数的５１５％。
大部分学生能够正确地写出ＨＩＶ（４３１／５４２，７９５％）和
ＡＩＤＳ（４６７／５４２，８６２％）的全称；对于两者的区别，认
识正确比为临床专业１６７／１９２，预防专业１６１／１８０和口
腔专业１４８／１７０。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目前常
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见表１），大部分学
生都知道如握手或玩耍等社会活动以及蚊虫叮咬不会

传播感染，然而３０３％％（１６４／５４２）的学生却错误地

选择吸烟为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因素。对于注射吸毒者

（ＩＤＵ）和卡车司机两类比较重要的风险类别，正确报
告比分别为３３３／５４２（６１４％）和２９８／５４２（５５０％）；对
于ＨＩＶ不可治愈和抗 ＨＩＶ治疗可行性的认知分别为
（３１９／５４２，５８９％）和（１７２／５４２，３１７％），此结果不容
乐观。

表１　医大部分专业新生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知晓情况

入学专业
性别

男 女

家庭来源

城市 乡村

临床１９２ ９７ ９５ ８９ １０３

预防１８０ ８９ ９１ １１２ ６８

口腔１７０ ７７ ９３ ９７ ７３

总数５４２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９８ ２４４

调查项
正确回答人数

临床１９２ 预防１８０ 口腔１７０ 总数５４２

全称

ＨＩＶ １３７ １５５ １３９ ４３１

ＡＩＤＳ １６９ １４８ １５０ ４６７

两者区别 １６７ １６１ １４８ ４７６

传播途径

性传播 １８９ １８０ １６８ ５３７

血液传播 １７９ １５９ １５４ ４９２

注射传播 １８２ １５７ １５４ ４９３

母婴传播 １９１ １７８ １６９ ５３８

高危因素

暗娼 １７９ １６８ １６６ ５１３

注射吸毒者 １１７ １０５ １１１ ３３３

卡车司机 １０２ ９９ ９７ ２９８

吸烟 １３１ １２７ １２０ ３７８

非传播媒介

拥抱 １８４ １７９ １５９ ５２２

亲吻 １５５ １５３ １３９ ４４７

握手 １９１ １８０ １６８ ５３９

玩耍 １９０ １７７ １６６ ５３３

蚊虫叮咬 １８６ １６５ １５６ ５０７

预防措施

避孕套 １９２ １８０ １６９ ５４１

一次性注射器 １８９ １７４ １６５ ５２８

安全用血 １９１ １７７ １６０ ５２８

一次性刀片 １７８ １６４ １５５ ４９７

ＡＩＤＳ易患结核 １２８ １１２ １２３ ３６３

ＡＩＤＳ可治疗 ５７ ５１ ６４ １７２

ＡＩＤＳ不可治愈 １３１ １００ ８８ ３１９

　　χ２＝７９４，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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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为了确定新入学医学专业新生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相关
认识水平，我们对刚入学的医学专业（临床医学、预防

医学和口腔医学）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研究。由表所

示新生在男女性别和家庭来源方面无明显差别。调查

显示，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听说过艾滋病，大部分被调查

者可以正确书写ＡＩＤＳ（４６７／５４２，８６２％）和ＨＩＶ（４３１／
５４２，７９５％）的全称，前者高过后者，而且有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被调查者也知晓 ＨＩＶ／ＡＩＤＳ可以通过
无保护的性接触（５３７／５４２，９９１％）、输血（４９２／５４２，
９０８％）以及重复使用注射器（４９３／５４２，９１０％）等方
式进行传播。占据优势比例的被调查者能够识别常见

的对于ＨＩＶ／ＡＩＤＳ传播的曲解。需要指出的是，输血传
播（４９２／５４２，９０８％）和注射传播（４９３／５４２，９１０％）的
正确报告比例相对较低，提示我们应把此问题当作今后

健康教育的重点［３］。对于 ＨＩＶ／ＡＩＤＳ传播的误解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投身于

此［４］。而关于ＡＩＤＳ可以治疗此类知识，了解的人数是
最低的（３１７％），理应引起我们的警醒。
２０１１年我国艾滋病监测资料显示，艾滋病流行的危

险因素仍然广泛存在：共用注射器的注射吸毒者占

２５％；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暗娼有３２％；最近六
个月与多个同性性伴发生性行为的男男性行为者有

８７％，在肛交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男男性行为者只有
４４％。虽然注射吸毒的情况逐渐减少，但使用新型毒品
的现象占据多数，多性伴（异性性伴和同性性伴）现象愈

加显著［１］。同时期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受调查的１２３０名
非洲学生中高达６４％的人对安全性行为不以为然［５］。

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大多数人知晓艾滋病毒可以通过无

保护的性行为以及共用针头注射毒品的方式进行传播，

但是他们对于偶然接触、蚊虫叮咬、献血和艾滋病毒测

试等方面则不太了解［６］，与本研究结果相近。而埃塞俄

比亚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仅有一半的人认识到艾滋病是

无法治愈的［７］。可见不同地区艾滋病疫情及相关人群

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亦有共通之处。

而根据近年来的艾滋病国际流行特征，青少年逐渐成为

罹患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大学生是此年龄段的一个

特殊群体，很有必要对他们的ＡＩＤＳ防控知识水平进行
了解，而后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和途径。

新生们经过竞争激烈的高等入学考试后被大学录

取，因此他们的知识水平可能较高，然而在相似的教育

背景下，上述三专业学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水平却有

着明显的不足。专业知识不足或是理念错误可能会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其日常行为和沟通能力。但是对

于医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在医科大学的一段时间的学习

和教育，还是有足够的机会去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形

成积极的认知，并改变自身行为［８］。而在综合性的大

学中，医学生艾滋病防控知识的提高可以使得他们通

过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同伴教育。

５　结　　论

总体而言，近年来预防艾滋病的手段一直集中在

关于ＨＩＶ／ＡＩＤＳ的传播风险、预防方法以及推广正确
行为方式等方面。本研究显示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学生

了解ＨＩＶ／ＡＩＤＳ的神秘性从而破除对其的误解，还可
以帮助他们形成预防机会性感染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可用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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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这次旁听华中师范大学选修课《性科学概论》，听

说了节目《夜线》之“网”开一面，回去后便搜索了视频

观看，感触颇深。

节目开始介绍了“中国反色情网”的创办、思想以

及发展等，创办的缘由和初衷我认为都是比较好的，是

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色情网站的危害。比如她们谈到

一个孩子手淫的原因是其父母闹矛盾、吵架、搞婚外

情，导致小孩心理孤僻，然后接触色情网站并学会手

淫，并强调手淫是有害的，他们这样以后就完了等等，

所以创办“中国反色情网”。就这个例子我的想法是：

小孩是受父母教育和影响的，正是因为父母的不合、吵

架导致小孩过早接触到色情网站，为什么不对他父母

做出教育，而是首先去指责孩子心理及行为不健康，受

到了色情的危害呢。我认为父母作为成年人，对小孩

应该有责任心，两人应该和睦相处，通过各种办法和谐

家庭关系，给小孩做好榜样，小孩就是学习父母的、学

校的，是父母首先出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途径

应该是搞好中国成年人的性观念问题和家庭责任心教

育以及人际关系和睦相处的教育。

再就是两位“中国反色情网”的创始人强调的色

情网站对小孩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一点我很赞同，大

家都知道在中国小孩的性认知和自我认知能力及自制

能力是有限的，中国不断强调保护未成年就是因为他

们还未成熟，这一点是大家所认同的，但是让那些孩子

受到危害的是什么？不是性本身，不是手淫本身，而是

中国管理不善的色情网站，它们到处存在，小孩随便就

可以找到，甚至上网时可能还会自动弹出来，应该加强

对色情网站的管理。打个比方，这就跟拐卖无知儿童

是一个道理，是犯罪的，应该抓的是拐卖儿童的人，而

不是骂小孩，说你怎么这么笨呢，怎么被别人拐卖了

呢？小孩未成熟，他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应该保护。

所以我们应该去规范色情网站的传播途径，呼吁社会

抵制传播色情网站，而不是去责怪小孩，吓唬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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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网络置示问题的商榷

我看到中国反色情网站上有很多关于学生自述的

一些帖子，我觉得他们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对

此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２．１　儿童和小学生
据他们自己所说，大多数小学生都是因为色情网站

过早地进入他们的视线，很多不是他们自己去找的，而

是无意就看到了，或者家长不和睦、小孩好奇等原因接

触到了色情网站。然后感觉到了困扰，不知道怎么办。

我认为这种现象社会要好好反思，就如我上面所说

的，国家对色情网站以及对网吧的管理不规范等，严打

黑网吧但是还是存在黑网吧，导致小孩有意无意就接触

到了色情网站，还有就是家庭关系恶劣，没有正确的引

导小孩，家长或者学校也没有进行过合理的性教育，导

致他们好奇、探索却又没有好的途径去正确认识。我们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从规范色情网站、规范网

吧管理、加强家庭关系、加强家长和学校用正确的性教

育上去引导小孩，杜绝他们接触色情网站，即使接触到

了，有正确的性教育，也可避免受到伤害。

２．２　初、高中生
他们的年龄正处于青春期，正是性发育的黄金时

期，性激素分泌旺盛，对性的探知欲是很强的，这是人

类生理发育和心理成熟所必经的路程。可以从他们的

自述中看出，家长和学校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在网

络这么发达的时代，任凭他们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寻找

性的知识，肯定会涉及到色情网站、图像、视频等等，可

能会出现手淫等现象。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手淫本

身是无害的，正确的手淫不会导致疾病。有害的是这

件事带来的心理压力。为什么会有心理压力，就是因

为对手淫没有正确的认识。由于缺少性教育，高中生

对手淫这种性现象认识不清，在大多数的社会言论中

得知这是有害的，是下贱的，会导致各种疾病等等，在

这样强大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经常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了，同学看不起了，觉得自己猥

琐了等等，导致没有自信，学习积极性下降，甚至导致

心理障碍和生理障碍。还有大多数高中生对手淫认识

不够，不注意卫生，或者形成手淫癖（手淫癖是指即使

结婚了也几乎完全用手淫代替正常性交的习惯性癖

好），这样确实会对身体或家庭造成危害。

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初、高中生，

学校及家长要给予正确的性教育和心理指导，让他们正

确的认识男女性发育和手淫等现象，让他们逐渐成熟，

如果不经历这样的阶段，即使满了１８岁又怎么样？还
不是性盲一个，可能还会导致对后代的错误性教育。国

家应该设立正规的性科学教学和心理咨询室，辅导他们

的性心理，让他们正确认识性知识和社会舆论。

２．３　大学生和未婚的人群
两位创办人提到的一个大学生集体看片集体手淫

的事件，其中一个大学生认为这样的行为很败坏，寝室

有味道很不喜欢等等。确实大学寝室是一个多人公共

的场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觉得这应该是

隐私，那么他可以和寝室的同学交流，让大家性行为隐

私一些。对于他自己手淫后感觉很下贱的想法，那纯

粹是性认知不足，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性教育，当然这是中国大多数家庭和学校所不

具备的，我们也不能怪学生没有性知识。

对于大学生和未婚人群，我的建议是：你们马上要

面临恋爱、结婚等，可能会涉及到男女性行为，倘若现

在你们的性知识还很少的话，我建议你们多看看这方

面的书籍，多听听专家的讲座，赶紧把自己的性知识补

起来。如果连女朋友可能会有经前期紧张综合症和月

经期间需要注意身体等常识都不知道，估计这个恋爱

也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自己有包皮过长或者包茎，还不

知道应该去医院做手术的话，结了婚估计确实会有影

响了，所以你们应该抓紧时间加强性知识的学习。

２．４　已婚的人群
你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家庭关系

问题、出轨等情况，你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性盲

问题，比如不知道清洗包皮垢、性交前后不知道清洗等

基本性卫生知识，生殖疾病估计会影响你们的身体了。

又比如婚后有手淫现象，对方就觉得有问题，不忠或不

爱自己了，家庭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这些都是性知识

不够的表现。家庭的和谐很重要，特别是对你们的小

孩，你们起着榜样作用，在性教育上，你们起着启蒙老师

的作用，在小孩无知的情况下，你们起着性生理医生的

作用，难道你们希望男孩到了２０岁还没发现有没有包
茎或者隐睾症吗？这会对他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建

议你们照顾好小孩，自己家安好电脑，上网就在自家上，

合理安排小孩的时间，不要让小孩没事跑到外面那些黑

网吧去。正确引导小孩，做好榜样才是你们要做的。

对于两位创办人提到的《论语》和《黄帝内经》我

是很尊重的，它们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但要知道，

当时的科学发展是有限的，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科学，

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择其优。孔子的教育观是比较好

的，我们可以借鉴。对于“思无邪”这句，已有许多专

家解释过了，我不再赘述。诗经中也不乏对恋爱、性的

描述，难道都是色情吗，小孩们学习适当性知识难道就

是色情吗？色情网站应该对小孩杜绝，但是性教育总

的来说真的是“思无邪”。 （下转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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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是带着生机和希望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性的认识和理解，更能体现当今性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
所在。在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过程中最难以把握也最容易埋下问题的发展课题便是性的发展。本研究从心理学层面深入

探讨了青少年性认知发展、性行为发展、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现象，并从多个角度挖掘成因，提出相应的应

对策略，以期为家庭、学校及社会的性教育指明方向，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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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过去的中国，性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而

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将其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对待

了。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最不稳定的时期，这个时

期的个体生理成熟趋早而心理成熟滞后，不同步的身

心发展容易导致各种身心问题的发生。性作为这个时

期萌芽并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容易困恼青少

年的生活，使其无法顺利完成这一时期的发展任务而

进入下一人生阶段。二十年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

青少年的性心理问题，但大多是围绕青少年普遍存在

的性生理、心理困扰和性心理发展理论及现状展开的，

抑或单独从某一角度论述青少年的性行为偏差，很少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全面梳理青少年的性心理行

为问题，并深挖其成因以求找到应对之策，这也是本研

究的致力之所在。

１　青少年性认知偏差
———性别角色偏差的表现及成因

　　一个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两
种。前者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解剖学上的差别，而

后者也可以称为“性身份”或“性别角色”，它是个体在

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自己生理性别相适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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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１］。通俗点说就是个体所表现出的与生理性别

一致的气质、性格、思想感情和行为特征。

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男人还是女人，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具有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这种对自己男性特

质或女性特质作出的评价或持有的看法叫做“性别同

一性”，或译“性别自认”，性别同一性规定着异性间的

关系和对于性的态度［２］。如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反差现象：女生穿破洞牛仔裤，说话粗声大气，只和男

生玩；男生说话细声细语，为人处事扭扭捏捏，一见生

人就脸红。更有甚者长期男扮女装并自以为正常，这

无疑都是性别角色认同出现了偏差，长此以往，无形中

形成了与自身生理性别不相符的行为模式。

有调查显示：３、４岁儿童已获得性别认同的能力，４、
５岁儿童逐步获得性别稳定性的能力，５、６岁是性别一
致性发展的快速期，大多数的６岁儿童已获得性别恒常
性［３］。缘何如今已过性别恒常性关键期的青少年看似

仍未具备性别同一性？首先从客观现实上来说，独生子

女家庭俨然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家庭结构，这些独生子

女在家庭中缺少同龄的性别参照和性别对比；其次，从

早期家庭教育上来讲，有些父母无视子女的生理性别，

按自己的心愿来抚养孩子；另外，由于社会竞争的压力，

父母疲于奔命，与子女的沟通和相处时间减少，子女缺

少对同性父母榜样的模仿机会，同时，父母对子女的期

望也并不因性别差异而区别对待；当然，受大众传媒的

影响，更不乏青少年对“中性化偶像”的争先追捧和模

仿。由此，青少年性别中性化和性别模糊化的趋势愈演

愈烈，从而使自身的性别角色概念模糊不清。

２　青少年性行为偏差的表现及成因

性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生物基础，也是人类种族延

续的必由之路。但是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特

别是道德心理都不甚成熟。在如今这样一个风云多

变、真伪难辨的信息时代里，尤其容易受到不良性文化

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种性行为问题。

２１　青少年未婚先孕
２０１０年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

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人口所联合发布的《中国

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婚青少年中，

约有６０％对婚前性行为持较宽容态度，２２４％曾有婚
前性行为，其中有５１２％的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时未
使用任何避孕法。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

超过２０％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９１％的非意愿
妊娠诉诸流产。此次调查历时近２年，涉及１６４亿１５

岁至２４岁未婚青少年［４］。如今，未婚少女怀孕或流产

的消息更加频繁的见诸报端：“初生婴儿被遗弃，父母

均为未成年人；１１岁女孩怀有葡萄胎，父母浑然不知；
１３岁的初中生拿压岁钱做人流；１６岁女生做人流时不
慎被医成植物人……”５年前，中学生或大学生做人流
还会遮遮掩掩，现在，则是直接穿着校服就去了，种种

现象实在让人痛心不已。青少年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

心理上，都还未具备为人父母的条件，但是他们却屡尝

禁果，无视未婚先孕和人工流产对其造成的隐性伤害：

在人工流产过程中，少女可能会出现大出血、子宫穿孔

等并发症，术后还可能并发各种妇科炎症，多次流产甚

至会导致终生不孕；在心理上，未婚先孕的事实必定会

给少女及其家人带来负面影响，让他们觉得做了不光

彩的事，从而抬不起头，心情压抑而无法抒怀，甚至还

会造成两个家庭的矛盾而伤害彼此感情。这种种严重

的后果反应出的不仅仅是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更折

射出了社会道德监督的失职。

２２　青少年性犯罪
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犯罪的数量已经占到

我国总犯罪量７０％，其中性犯罪的比例超过３０％。犯
罪年龄集中在１４至１８岁之间［５］。如今七年过去了，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案例和

众多学者的数据分析预示着这比例一定是有增无减，

而年龄也是更趋低龄化。以前青少年性犯罪势单力

薄，多表现为强奸，但如今青少年性犯罪的情节日渐恶

劣，团伙性暴力性的性犯罪案件增多趋势明显，强奸杀

人、轮奸、鸡奸、性虐、奸淫幼女、强迫少女卖淫、网络裸

聊等等，犯罪手段的残忍性，犯罪形式的多样性、组织

性让成年人瞠目结舌，而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天津

市建新劳教所年龄最小的“轮奸犯”仅１４岁［６］，青少

年性犯罪的年龄越来越趋低龄化。这和青少年性早

熟、“黄色”影像的荼毒关系最大，当然家庭教育的缺

失，道德观、价值观歪曲，法纪观念淡薄也是导致青少

年性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

３　青少年性心理偏差的表现及成因

青少年性心理偏差是指青少年期出现的对于性的

认识及活动方面的问题，常见的有青少年性识别障碍、

性偏好障碍、性取向障碍，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较受

争议的性心理障碍———虚拟色情迷恋症［７］。

３１　性识别障碍
个体对自身生理性别的认同发生了紊乱，称之为

性识别障碍。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易性癖，又称性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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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症。其特征是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不接纳自

己的生殖器官及副性征。他们的穿着打扮、情感行为、

社会交往、工作选择处处按与自身相反的性别去要求，

不顾舆论压力和家人阻拦，坚决要求做变性手术［８］。

其实儿童早在３岁左右就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其
后随着与外界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对其的性别角色期

待，逐渐形成一套符合自己性别身份的行为系统。但

是有些儿童由于早期教育的缺失及不当，没有在关键

期内确立明确的性别身份，这就为后来的性别识别埋

下了祸根。虽然这类青少年并不占多数，但是越来越

吸引眼球的“伪娘”“变性”现象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对

青少年正确的性别角色认同的引导与教育刻不容缓。

３２　性偏好障碍
性偏好障碍又称性倒错，指采取偏离正常的行为

来取得性满足的心理倾向。在青少年中较常见的有恋

物症、异装症、窥阴症、露阴症等形式。恋物症指迷恋

非生命物体，以此作为刺激物唤起性幻想和性冲动。

常见于男性，迷恋对象常为女性的服饰。异装症：指穿

着异性服装，主要是为了获得性兴奋。窥阴症：反复出

现的窥视他人裸体或性活动，通常引起性兴奋和手淫。

露阴症：反复或持续出现在公共场合向他人暴露生殖

器，暴露时出现性兴奋［９］。调查发现成人的这类问题

大多开始于青春期，１８岁以前开始的约占半数［１０］。性

偏好障碍的形成原因大多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解释，精

神分析学派认为这与个体童年期被压抑的性心理发展

过程有关，行为主义则认为这是习得的一种行为，但更

准确的应该归咎于个体的动机和人格的部分缺失。

３３　性取向障碍
性取向是指个体性活动的对象是异性、同性或两

者兼有，是一种基本的性行为活动的性别指向，即我们

通常所讲的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１１］。这里主要讨

论近些年来在我国青少年中日渐多见的同性恋现象。

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认可了同性恋行为，而不再把它视

做一种疾病，但由于我国文化的特点，大多数人对于这

一现象依旧是无法完全接受。同性恋个体以同性为满

足性欲的对象，多见于未婚青少年。有学者调查发现，

同性恋大概占总人群的４％左右［１１］。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也一直备受争议，早期的性学家大多认为同性恋

主要是通过遗传决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

的证据能够证明此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过病态的家庭

结构致使儿童发生角色认同错乱似乎更能解释这种现

象。同性恋行为在我国是近几年才浮出水面并日渐公

开化的：有女学生直接牵着自己的“女朋友”去上课

的，也有男学生和“男朋友”公开接吻的……虽然有调

查显示人们对这种行为比以往表现出了更多的理解和

宽容，但是这种包容是极其有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道

德规范严谨且正统思想仍占主流的社会中，同性恋者

仍然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

３４　虚拟色情迷恋症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虚拟色情也随之潜入青

少年的生活，他们登陆互联网，浏览成人网站，在聊天

室里同其他网民进行网上虚拟性交，有时甚至发展到

在现实生活中与网友见面并性交。有些频繁登陆色情

网站的网民甚至形成了对电脑的条件反射，一登陆到

电脑甚至在电脑启动之前就会产生性兴奋。有学者认

为，当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寻求网络性爱的行为，甚至

在网络性爱影响到自己与亲近的人的关系时，他们仍

然无法停止这些行为，那么对这个人来说网络性爱的

迷恋就是一种真正的瘾［７］。虽然这种现象更频繁的发

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信息资

源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我国青少年中也已经出现这

种现象。尽管目前虚拟色情迷恋症还未被列入官方诊

断的范畴，也不能界定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网上色情资

源属于娱乐活动，何种程度就构成虚拟色情症，但是毫

无疑问的是，如果网络监管不力加之青少年辨识力与

自我控制力不强等原因，虚拟色情迷恋问题会愈演愈

烈。

４　青少年性心理行为问题应对之策

４１　性教育从娃娃抓起
这里所说的性教育包括性别教育，是广义的性教

育。儿童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期在 ２５岁至 ３岁左
右，因此在学前儿童期就要开始进行性别教育。儿童

早期形成的性心理定势及性别观念，是成年人高度明

确的性概念和信念的基础，也是影响成年性行为的重

要因素。在学前阶段不正确的性别教育甚至是导致成

年时期各种性问题和心理问题的根源［１２］。国外研究

也指出，几乎所有的要求手术变为女性的男性易性癖

患者，其幼年均有女性化行为；大约有２／３的男性同性
恋者，其幼年就有女性化行为；大约有一半的异装癖者

幼年就喜欢着女装。上述研究表明，成人的性变态与

儿童的性角色畸形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１３］。因

此，性别教育应该从小做起，尤其是家庭教育，家长不

能不顾儿童的解剖性别而根据自己的喜好人为地去为

孩子“选择性别”，当然也不能以严格的性别刻板印象

去要求孩子，性别角色教育已经由最初单维的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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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化教育走向适应当前竞争社会的双性化教育。坚

强勇敢、果断机智、温柔体贴、耐心细致……这些性格

特征不应被贴上性别标签，它们是两性共有的。只要

是孩子身上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品质就要加以鼓

励。父母一方面要意识到自身所扮演的性别角色模

式，但要尽量避免典型男性化和典型女性化倾向，父亲

也要从事家务劳动，照看孩子；母亲避免做专职家庭主

妇，也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鼓励孩子积极进

取。这样有利于孩子把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优秀品质综

合起来，为塑造双性化性别角色模式打下基础［１４］。

４２　安全度过“危险期”———青春期
有学者形象地将青春期叫做“危险期”，这很贴切

地描述了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

引导和教育，很容易走上“危险”的不归路，也很容易

为未来的发展埋下祸根。因此，青春期性教育不容忽

视，为了使青少年能够安全度过“危险期”，家庭、学

校、社会应该多管齐下。不仅要对青少年进行性生理

教育，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向他们传授“第二性征”等生

理知识，让他们了解生命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还

要辅以性心理教育，以平和的态度解答孩子出现的种

种疑问，对孩子出现的正常的性欲望和性冲动适时引

导，合理疏通，一旦发现孩子有任何心理行为的异常现

象，应及时寻求心理老师或心理医生的帮助；当然，性

道德教育也必不可少，对女孩尤其要进行恋爱观、贞操

观、忠洁观、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观念的教育，对男孩则

要重点进行责任感、使命感、理想抱负和家庭观念的教

育；同时，性法律教育和性保护教育也不可或缺，必要

的法律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与技巧也应该向青少年全

面传授。青春期是青少年自我意识飞速发展的第二个

关键期，这一时期也是早恋的常发期，对于早恋问题，

家长和老师都应该贯彻“宜疏不宜堵”的指导思想，不

要大惊小怪，也不能雷霆大怒，尝试和孩子平等民主对

话，说以利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或巧妙地采用“冷

冻法”———和孩子达成“协议”，暂时冷冻封存感情，等

考试过后再来细品这段感情，必有不一样的感触。总

之，随时掌握孩子的心理动态，。

４３　青少年性教育应纳入课程体系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要学习丰富的

科学文化知识，在人文素质上武装自己，同时在生理和

心理上也要迅速成长起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完善的人，

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并具备应对人生中可能发生的各类

事件的能力。虽然中学时期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从

“生物课”上了解了一些“性知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

因和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学校的性教育基本上

都是“点到为止”或根本不成系统，再加之青少年生理

成熟和心理成熟的不同步，无法辩证和坦然客观地面

对性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因此，将性教育纳入学校德育

课程或心理健康课程体系中来势在必行。通过专门的

课程开设和专职的教师授课，辅以科学的分班分层或

分性别分年龄的分组教学，向青少年系统科学地传授

性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文化、性法规和婚恋家庭、

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内容，以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婚

姻家庭观和性道德荣辱观，为其以后组建幸福家庭、融

入和谐社会打下牢固的基石。如今大学生婚前同居、

未婚先孕并流产、卖淫嫖娼、“包二奶”、“求包养”等现

象遍地开花，这其实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学阶段

性教育的缺口。性教育应该是终身教育，不应仅局限

于中学阶段，大学阶段也应该开设相应的必修课程，应

将性教育贯穿于生命发展的全过程。

４４　净化大众传媒，隔离“有色信息”
有调查显示，８０％以上的少年犯在“犯事”前都接触

过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书刊和音像制品［１５］。也有很

多调查揭示，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一种来源便是各种杂

志、音像制品和网络信息。这充分说明了大众传媒对青

少年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套用描述

网络利害的一句话，其实“大众传媒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青少年能够在成人的指导下科学正确地利用大众

传媒，那么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教育渠道。但是，如果

青少年只迷恋于一些不正规渠道所传递出的腐朽、肮脏

的“有色信息”，那么其心灵必定受到毒害。青少年的自

控力和分辨力都不甚成熟，很容易被垃圾信息蒙蔽双

眼，这也就给政府有关部门敲响警钟：加强对文化市场

的管理，加大对“贩黄”、“制黄”以及传播黄色诱惑行为

的整治力度，加强对传播、复制、发行淫秽、色情录相、光

碟等的不法经营者的打击，彻底清除文化市场中的“精

神垃圾”［１６］。净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让“有色信息”

没有机会和途径接近青少年，同时辅以科学规范地性教

育，相信必能还青少年一片晴空。

５　结　　语

弗洛伊德把人类一切活动的本源都归结于性，虽

然不被所有人认同，但也从另一角度折射出性对于人

类活动的重要意义。青少年性认知、性行为和性心理

的和谐发展是其生理和心理发展达到和谐统一的前

提。而如今青少年受不良性信息的刺激增多，性成熟

提前而性心理结构却不甚完善，因此，全面了解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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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知、性行为和性心理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偏差现象，一方面为青少年的成长道路扫清了障碍，另

一方面也为成年期可能出现的各种性问题找到症结之

所在，从而找出应对之策，为保障青少年未来的健康发

展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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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中国性科学教育的建议

３．１　加强对非法传播给未成年的色情网站的管
理及黑网吧的管理。打造一个对未成年人和谐的，健

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从传播途径上保护未成年人。

３．２　对家长进行性教育和家庭责任心及保持家
庭关系等方面的教育。家长是小孩学习的首个榜样，

家庭教育也是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教育之一，所以只有

一个和睦的家庭、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博学和民主的

家庭才能更好的引导小孩。

３．３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应该加强
性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应该设立性知识课堂，特别

是青春期，正确的性教育是引导他们正确发展和正常

发育以及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３．４　自身应该有自我保护和调节意识。我所说
的自我保护和调节意识是指学生在接触到性方面的东

西后，如果觉得不理解、不接受甚至产生心理压力、茫

然不知所措等情况，可以向老师咨询，可以与父母交

流。如果有些父母或者老师不好交流，可以向正规的

心理咨询师咨询，通过正确的认识来解除心理压力。

同时，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学习性知识，如现在有许

多青少年健康书籍，已经是比较符合科学的了，你们都

可以看一看，学一学。

我以前对性知识了解也不是很多，所以深感性盲

的危害。作为教师，我现正在研究性科学，希望对学生

有所帮助。我曾去农村支教，初中生物课上就有“人类

的生殖”这一节，我顺便就给他们进行了青春期的性教

育，感觉农村的孩子们其实很乐于学习，接受起来也很

快，对于正常的生理差异、月经、遗精等生理现象也能

够正确认识，再没有出现男孩子取笑女孩子月经这样

的事了，我很是欣慰。希望大家都关心性科学，关心孩

子的正常发展，扫除性文盲，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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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社会性别规范与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

白　璐　徐震雷△　汤海明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目的：了解中国社会性别规范与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的关系，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领域帮助自我不
和谐同性恋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２０名男同性恋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选取１８９名男同性恋者运
用男同性恋性身份认同问卷（ＴｈｅＧａ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以及自编社会性别情况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男同性恋
者普遍认同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性交模式的不同（３３５±１２７），但并不认同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社会性别特征（２４４±
０８０）。男同群体认为０的社会压力大于１（３０５±１２０），并且倾向于向异性恋者隐瞒自己的１、０身份（３０９±００８），而
不向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１、０身份（２５４±０８６）。性身份认同第三阶段在“对于１、０身份的理解”、“隐瞒１、０身份”及
“对具有女性特质的看法”方面多题的得分高于第四阶段（Ｐ＜００５）。结论：社会性别规范以及社会文化赋予１、０身份
的额外含义会给男同性恋者带来压力。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发展是同性恋者内心接纳自己性身份的重要转折，也是

从自我不和谐状态到和谐状态的重要过渡。

【关键词】男同性恋；自我不和谐同性恋；社会性别；性身份认同；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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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取向指向同性，从性爱本身来说是正常的，但性 身份认同不好可导致自我不和谐，自我不和谐可伴发

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人会试图寻

求治疗加以改变。因此 ＣＣＭＤ－３将自我不和谐同性
恋纳入了诊断标准中［１］。自我不和谐同性恋是指在性

身份认同过程中由于认为自己不同寻常、有缺陷而感

到十分痛苦的一种状态。当性身份认同完成，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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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能够达到自我和谐的状态［２，３］。

性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定，同性

恋性身份认同就是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把这种

身份整合到自我概念中［４］。性身份认同是自我认同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是一个比

异性恋更为凸显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身后存在一个大

的背景———社会主流文化并没有对同性恋这一性身份

完全接纳和肯定。性身份认同困难的同性恋者因为无

法认同自己是同性恋，担心被他人或家人排斥或是希

望经由心理治疗改变其性取向，会出现社会适应障碍

等问题，如焦虑、忧郁、失眠、恐惧、孤立等症状，个别的

会选择自杀，并且他们中有８０％以上的人会选择寻求
心理医生的帮助［２，５］。

国外学者致力于探索同性恋性身份认同发展的过

程，并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模型［６－１１］。其中Ｃａｓｓ提出的
模型经过了实证的检验，被认为是操作性最强的理论

模型，对临床心理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Ｃａｓｓ
模型基于人际和谐理论提出，该模型将同性恋的性身

份认同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１）认同困惑———
发现自己与众不同，性倾向开始个性化；（２）认同比
较———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恋，积极寻找相关信

息；（３）认同容忍———认为自己应该是同性恋，积极寻求
与同性恋群体接触；（４）认同接受———接受自己的同性
恋倾向，开始对一部分人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５）认
同骄傲———批判异性恋，以自己的性倾向为傲，活跃在

同性恋群体中；（６）认同整合———对异性恋不再有敌对
态度，心理与行为，性倾向与自我完全统一［６］。

社会性别指与性相关的行为、标准，人们表现出的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酷儿理论提出没有一种社会性

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是知识社会建构的

产物，而异性恋社会下建构的社会性别规范对于同性

恋者是不公平的，并且是十分有害的［１２－１４］。

本文以Ｃａｓｓ的六阶段模型为理论依据，以访谈和
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着重研究中国社会性别规范

与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的关系，希望探索中国社会

文化背景对于中国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过程的影

响，从而帮助临床心理工作者更好地理解自我不和谐

同性恋者，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领域如何帮助自我

不和谐同性恋者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男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排

除标准：根据男同性恋性身份认同问卷（ＴｈｅＧａｙ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进行排除。被试通过网络问卷平台
问卷星提交问卷，共回收问卷 ２０８份，有效问卷 １８９
份。年龄１６～４８岁，平均（２３９±４４）岁。受教育程
度：大专及以下２８人，大学本科１０８人，硕士及以上５３
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半结构性访谈法　以同性恋社区为依托，

采用滚雪球法寻找访谈对象，共２０人，皆为性身份认
同较好的男同性恋者。向被访谈者说明研究目的和保

密性原则，得到对方许可后根据访谈提纲进行半结构

式访谈。在正式访谈前，选取了两名男同性恋者进行

预备访谈，并对访谈提纲进行了修改。访谈内容主要

包括被访谈对象的一般资料、性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

以及重要影响事件和因素，并着重访谈了中国的社会

文化环境对于被访谈者性身份认同的影响。访谈时间

为５０分钟左右。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１２２１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生理

性别、心理性别、社会性别、受教育程度等。

１２２２　男同性恋性身份认同问卷（ＴｈｅＧａｙ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１５］　以 Ｃａｓｓ的六阶段模型为理
论基础设计的自评量表，能够测量出被试处于性身份

认同的哪个阶段。包含４５道是非题，每个阶段 ７道
题，其余３题为排除题（内容分别为：有同性恋的思想、
感觉和行为，至少有一题的答案选择“是”，否则排

除）。其余４２题１、０计分，哪一阶段得分高即被试处
在哪个阶段。若有两阶段分数相同者为双重阶段，在

最终问卷筛选中将被排除。该量表在国外的研究中被

大量应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研究者获得了量表设计者Ｄ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ａｄｙ的使
用许可。将问卷进行双人翻译及回译，并通过预实验

进行修正。经测查中文量表六阶段分量表重测信度均

大于０７，内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均在０６～０８５之
间。各条目与分量表总分的题总相关系数均在０３以
上。

１２２３　自编社会性别情况调查表　结合访谈
结果以及既往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男同性恋者更多

地用１、０来区分自己在伴侣中的身份。１、０的本来含
义为，在男男性行为中插入的一方为１，被插入的一方
为０。但在社会文化背景下１、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
会性别含义，如 １被认为是阳刚、男性化的代名词，０
被认为是娘娘腔、女性化的代名词。因此研究者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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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对于１、０的看法；１、０是否面对承受不同的
社会压力；是否会隐瞒自己的１、０身份等方面进行了
调查。题目采用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级
计分。

１３　统计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及方差分析等。

２　结　　果

２１　被试性身份认同阶段的分布
通过男同性恋性身份认同问卷（ＴｈｅＧａ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以下简称 ＧＩＱ）的测量，１８９名被试的
性身份认同阶段的分布见表１。

表１　性身份认同阶段分布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阶段一 ０ ０

阶段二 １８ ９．５

阶段三 ５３ ２８．０

阶段四 ７７ ４０．７

阶段五 １８ ９．５

阶段六 ２３ １２．２

总计 １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２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于１、０身份理解
的差异

题目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性交模式的不同，得分
为（３３５±１２７），各阶段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有４道题考察了男同性恋者对于１、０身份社会性
别含义的理解，分别为：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需要承担
的责任不同；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伴侣关系中地位的
不同；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强
弱；“娘”或“阳刚”能与０或１一一对应。平均得分
（２４４±０８０），具体见表２。
２３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１、０承受社会压

力理解的差异

有６道题考察了男同性恋者对于１、０身份承受社
会压力的理解，分别为：社会上对于１更容易接纳；社
会上对于０更容易接纳（反向）；社会接纳度与１、０无
关（反向）；１的社会压力比０大（反向）；０的社会压力
比１大；社会压力与 １、０无关（反向）。平均得分
（３０８±０５８），各阶段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
见表３。
２４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向他人隐瞒１、０身

份的差异

有两道题考察了男同性恋者是否会向异性恋者隐

瞒自己的１、０身份，分别为：我会对所有异性恋者隐瞒
自己１或０的身份；我会对某些异性恋者隐瞒自己１
或０的身份。平均得分（３０９±００８），具体见表４。

表２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于１、０身份社会性别含义理解的差异

阶段 责任不同 地位不同 男女特质强弱 娘与阳刚 平均分

阶段二（ｎ＝１８） （２．７２±１．０７） （２．３３±１．１４） （２．３９±１．１５） （２．０６±１．１１） （２．３８±０．６８）

阶段三（ｎ＝５３） （２．７７±０．９９） （２．８３±１．１６） （３．０２±１．１０）② （２．５５±１．０３） （２．７９±０．７３）②

阶段四（ｎ＝７７） （２．５７±１．２０） （２．４８±１．１０） （２．４３±１．１３）③ （２．００±０．８９）③ （２．３７±０．７７）③

阶段五（ｎ＝１８） （２．２８±１．２３） （２．２８±１．１８） （２．２２±１．２６）③ （２．１１±１．１８） （２．２２±１．０３）③

阶段六（ｎ＝２３） （２．０９±１．１６） （１．９１±１．０８）③④ （２．６１±１．２７） （１．７４±０．９２）③ （２．０９±０．７３）③

总体（ｎ＝１８９） （２．５６±１．１４） （２．４８±１．１５） （２．５９±１．１８） （２．１４±１．０１） （２．４４±０．８０）

Ｆ值 １．８５ ２．９８ ２．８１ ３．６５ ４．４７

　　注：② ：与阶段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与阶段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与阶段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于１、０身份社会压力理解的差异

阶段 对１更接纳
对０更接纳

（反）

接纳度与１、０

无关（反）

１压力大

（反）
０压力大

压力与１、０

无关（反）
平均分

总体（ｎ＝１８９） （２．９８±１．０８） （３．７０±０．７５） （２．４２±１．１０） （３．６５±０．８０） （３．０５±１．２０） （２．６５±１．１７） （３．０８±０．５８）

Ｆ值 ０．３７ １．１０ ０．４４ ０．１５ １．１３ １．７５ ０．４９

　　注：（反）指反向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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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向异性恋者隐瞒１、０身份的差异

阶段 对所有异性恋者隐瞒 对部分异性恋者隐瞒 平均分

阶段二（ｎ＝１８） （２．８９±１．１８） （３．６１±１．０９） （３．２５±０．９６）

阶段三（ｎ＝５３） （３．６２±１．１６）② （３．７０±１．１４） （３．６６±０．９３）

阶段四（ｎ＝７７） （２．６８±１．１４）③ （３．３８±１．１０） （３．０３±０．８１）③

阶段五（ｎ＝１８） （２．２８±０．９６）③ （２．８９±１．１３）③ （２．５８±０．９４）②③

阶段六（ｎ＝２３） （１．８７±０．８７）②③④ （２．６５±１．１５）②③④ （２．２６±０．８９）②③④

总体（ｎ＝１８９） （２．８３±１．２４） （３．３５±１．１６） （３．０９±０．０８）

Ｆ值 １２．６４ ４．５４ １２．４１

　　注：②：与阶段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与阶段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与阶段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有两道题考察了男同性恋者是否会向同性恋者隐
瞒自己的１、０身份，分别为：我会对所有同性恋者隐瞒

自己１或０的身份；我会对某些同性恋者隐瞒自己１
或０的身份。平均得分（２５４±０８６），具体见表５。

表５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向同性恋者隐瞒１、０身份的差异

阶段 对所有同性恋者隐瞒 对部分同性恋者隐瞒 平均分

阶段二（ｎ＝１８） （２．１１±０．９０） （２．８３±１．０４） （２．４７±０．７６）

阶段三（ｎ＝５３） （２．４２±１．０５） （３．４３±１．１２） （２．９２±０．８２）②

阶段四（ｎ＝７７） （２．０１±０．７０）③ （３．０９±１．２１） （２．５５±０．７８）③

阶段五（ｎ＝１８） （１．８３±０．７９）③ （２．５６±１．１５）③ （２．１９±０．７７）③

阶段六（ｎ＝２３） （１．７４±０．９６）③ （２．１３±１．２２）③④ （１．９３±０．９６）②③④

总体（ｎ＝１８９） （２．０８±０．８９） （２．９９±１．２２） （２．５４±０．８６）

Ｆ值 ３．３５ ４．５４ ７．０７

　　注：②：与阶段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与阶段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与阶段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于具有女性特质
看法的差异

有两道题考察了男同性恋者对于男同是否可以具

有女性特质的看法，分别为：不管是０还是１，都不能

娘，因为同志也是男人；娘不娘都无所谓，我娘我开心，

我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要做自己（反向）。平均得分

（３２０±１２１），具体见表６。

表６　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对于具有女性特质看法的差异

阶段 不能有女性特质 接纳自身特点（反） 平均分

阶段二（ｎ＝１８） （３．２２±１．４８） （３．５６±１．５４） （３．３９±１．２１）

阶段三（ｎ＝５３） （３．９２±１．１７） （３．４７±１．３７） （３．７０±０．９９）

阶段四（ｎ＝７７） （３．２１±１．３３）③ （２．９６±１．４６）③ （３．０８±１．１９）③

阶段五（ｎ＝１８） （３．４４±１．５８） （２．７８±１．３５） （３．１１±１．３０）

阶段六（ｎ＝２３） （２．７４±１．５７）③ （２．０４±１．３０）②③④ （２．３９±１．２３）②③④⑤

总体（ｎ＝１８９） （３．３８±１．４０） （３．０３±１．４７） （３．２０±１．２１）

Ｆ值 ３．７８ ４．８９ ５．６０

　　注：（反）指反向计分；②：与阶段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与阶段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与阶段四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⑤ ：与阶段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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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３１　社会性别规范对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同性恋者普遍认同１和０的

划分代表了性交模式的不同（３３５±１２７），但并不认

同１和０的划分代表了社会性别特征（２４４±０８０）。

既往研究显示，１（“主动”）和０（“被动”）两种类型的

男同性恋在男性化、女性化特征上存在差异，但研究中

同样显示男同性恋性别角色中双性化和未分化类型较

多［３，１６］。所以，虽然１、０的划分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

会性别特征，但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男性角色和女性角

色。既往的研究显示［１３］，在男同性恋群体内部，对于

１、０的划分实际上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性行为上的偏

爱，如自己更喜欢做插入的一方或被插入的一方，而且

对于大多数男同性恋者来说，１、０的身份是随时在转

变的。而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套用异性恋思维

模式来思考同性恋者的关系，１、０角色简单拿来附会

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本研究显示，男同群体认为０

的社会压力大于１（３０５±１２０），并且倾向于向异性

恋者隐瞒自己的１、０身份（３０９±００８），而不向同性

恋者隐瞒自己的１、０身份（２５４±０８６），这都可能与

社会文化赋予１、０身份的这种额外含义使得男同性恋

群体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以及男同群体内部对于１、０

的理解与异性恋者不同有关。

本研究显示，男同性恋者倾向于认为同志也是男

人，所以不能“娘”（３３８±１４０）。其实这一社会性别

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男同性恋群体中，社会文化建构了

社会性别规范，而依据现有的规范，男性具有女性的特

质是不被认同和接纳的。虽然随着后现代主意思潮的

出现和酷儿理论［１２］的兴起，人们已经逐渐对社会性别

规范进行反思，但这一规范对于社会的影响依然很大。

而男同性恋群体作为少数群体，受到社会性别规范的

影响更大。有研究材料显示［１３］，很多人将同性恋者在

性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同于其性别角色，这实际上

是将性别认同与性身份认同相混淆，是同性恋群体在

性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困惑和困难。通过

访谈发现，社会性别规范对于男同人群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使本身就具有女性特质的男同性恋

者感觉到很大的外界压力，影响其达到自我和谐的状

态；二是对于不具有女性特质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对具

有女性特质的男同性恋者充满了敌意，认为是他们的

存在使得社会上给男同性恋者尤其是划分到０身份的

男同性恋者贴上了女性特质、“娘娘腔”的标签。本研

究结果（男同性恋者倾向于认为同志也是男人，所以不

能“娘”）也体现了社会性别规范对于男同性恋群体的

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性别规范以及社会文化赋予１、０

身份的额外含义会给男同性恋者带来压力。

３２　社会性别规范与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的

关系

本研究显示，男同性恋者性身份认同的不同阶段

对于１、０身份及社会性别等问题的理解有差异，并且

主要体现在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发展。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的比较，在以下题目上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①１、０代表了男女性特质的强

弱［（３０２±１１０）ｖｓ（２４３±１１３）；Ｐ＜００５］；②
“娘”或“阳刚”能与０或１一一对应［（２５５±１０３）

ｖｓ（２００±０８９）；Ｐ＜００５］；③对异性恋者隐瞒自

己１或０的身份［（３６６±０９３）ｖｓ（３０３±０８１）；Ｐ

＜００５］；④对同性恋者隐瞒自己１或０的身份［（２９２

±０８２）ｖｓ（２５５±０７８）；Ｐ＜００５］；⑤不管是０还

是１，都不能娘，因为同志也是男人［（３９２±１１７）ｖｓ

（３２１±１３３）；Ｐ＜００５］；⑥娘不娘都无所谓，我娘我

开心，我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要做自己（反向）

［（３４７±１３７）ｖｓ（２９６±１４６）；Ｐ＜００５］。第四

阶段对于１、０身份和社会性别规范的认知以及对自我

的接纳都明显优于第三阶段。因此，在男同性恋性身

份认同三阶段向四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就１、０身份以

及社会性别规范等问题与男同性恋者进行讨论和澄

清，可能会有利于性身份认同的发展。

在Ｃａｓｓ的六阶段模型中，第三阶段（认同容忍）的

特点为：个体更强烈的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但这阶段

的他并不是真正的接受，只是容忍自身的同性恋而已，

基于本身人际、情感与性的需要，他开始与其他同性恋

者和同性恋亚文化接触，如果接触的经验是正向的，会

促使个体进入下一个阶段，负向的经验则会使个体更

加的贬抑自己。第四阶段（认同接受）的特点为：个体

已能进一步视同性恋为一种有效和正常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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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容忍而已，此时个体会重新建构其人际矩阵，

同性恋亚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加大。选择性暴露性身

份，是个体面对外界的方法，在公开场合个体仍以异性

恋者自居，但会选择性的对重要友善的亲友公开性身

份，在这个阶段的个体多半已经相当的满意自己的状

态，只有少数人仍无法维持满意的关系［１７］。第三阶段

到第四阶段的发展是同性恋者内心接纳自己性身份的

重要转折，也是从自我不和谐状态到和谐状态的重要

过渡。因此，当临床心理工作者对自我不和谐同性恋

者进行干预时，可以考虑关注来访者对于１、０身份的

认知以及社会性别规范的相关问题，帮助同性恋者从

自我不和谐状态转变为和谐状态。

综上所述，临床心理工作者针对自我不和谐的男

同性恋者进行工作时，可以加强对于社会性别问题的

关注，以帮助男同性恋者更好地自我不和谐状态转变

为和谐状态。相关的社会性别问题包括：当今主流的

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文化赋予１、０身份的额外含义，来

访者对于１、０身份和社会性别规范的认知，以及来访

者对自我１、０身份及社会性别特征的接纳等。

４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仅运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处于性身份认同不

同阶段的男同性恋者对于社会性别相关问题理解的差

异进行了比较，并不能推断出究竟两者哪个是因、哪个

是果。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详细分析

两者的因果关系，以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另外，

未来可以具体的临床心理工作中对比干预前后同性恋

者性身份认同以及自我和谐水平的差异，并通过临床

实践发展出一套针对同性恋性身份认同中社会性别问

题干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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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２０１０年杭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杭州市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满足进行了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避孕需求满足与其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在为外来育龄妇女提供避孕服务时，应更有

针对性和差别性。而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呈现的两大趋势性增长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能为流动人口提供

更有效率的生殖健康服务。杭州市应从生育控制型管理尽快向生殖健康型服务转型，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婚育期生殖

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并从三个基本立足点出发逐步完善生殖健康服务，通过财政专项投入来加大对外来育龄妇女的健康

干预，并将其视为杭州市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政府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过程中，还应采取

切实行动做好“农民工二代”的青春期生殖健康服务，通过吸引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或城市邻里中心等参与流动人口生

殖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来大胆尝试创建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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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般有三大因素综合推动城市

人口增长：一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城市行政区

划的扩展；三是持续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入。目前，我

国正在进入人口城市化的新阶段，在低生育率水平影

响下，未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将主要由第三个因素推动。

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

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１》预测，２０２０年我国
城镇人口将超过８亿，未来１０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
１亿人以上，流动人口向沿海、沿江等主要交通线地区
和大城市聚集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

作为省会城市及长三角城市群中重要的增长极，

杭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人口集聚具有较

为显著的拉力，因而也是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之

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杭州市常住人口

为８７００４万人，同五普相比，１０年共增加 １８２１７万
人，增长２６４８％，年平均增长２３８％。全市常住人口
中，市外流入人口为２３５４４万人，占２７０６％。显然，
如何为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提供更为科学、有序、有效

的公共服务，无疑是“十二五”乃至更长时间杭州所面

临的迫切问题。

近２０年来，生殖健康服务已成为国际社会促进人
口发展的重要政策领域之一。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大

会《行动纲领》提出的第一个生殖健康行动，“所有国

家应尽早，且不迟于２０１５年通过初级保健系统致力于
使各个年龄段的所有人获得生殖健康”。从公共服务

促进人口发展的理念与目标来看，流动人口生殖健康

公共服务的应对不足，不仅会影响到人口集聚地的社

会和谐稳定，而且从更广阔的层面会影响人口均衡发

展，对区域乃至全国未来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

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代际影响。因此，如何将大规模流

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框架与体系，

并从政策制定与实施中提供更有效率和更有针对性的

生殖健康公共服务，是现阶段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

作的一个亟需重视和发展的领域。本文以国家人口计

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杭州市样本点统

计数据为基础，试图对杭州市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

服务需求现状进行剖析，并从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政府

公共服务供给的视角提出粗浅建议，期待引起专家、学

者及实务工作部门的重视。

２　２０１０年杭州市女性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探讨流动人口中外来育龄妇女的生殖健
康需求，相关公共服务使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

在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与下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原始数
据的基础上，先按性别分离出女性外来妇女的动态监

测数据，然后进行相关基本情况的调查数据分析，进而

剖析这些基本数据与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服务发展之

间的关系。

２．１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容量及占比情
况

根据总观测样本数据，从性别划分来看（表 １），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动态监测样本中女性流动人口数为９７２
人，占总样本数的４８８％；下半年观测的样本值为９９６
人，占总观测样本数的４９８％。由于动态监测调查问
卷的发放同时具有随机抽样调查的特征，因此以上半

年和下半年动态监测样本的性别构成来看，２０１０年杭
州市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中，男性占比要高于女性，但

是两者差距较小。这也说明，由于杭州市女性流动人

口在总动态观测样本中所占比例接近５０％，在构建应
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中，应充分考虑到其中的性别

差异。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与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

育龄妇女相关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并

加以有针对性发展。

表１　２０１０年杭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容量性别构成

性别
上半年

样本量 占比（％）

下半年

样本量 占比（％）

男 １０２０ ５１．２ １００４ ５０．２

女 ９７２ ４８．８ ９９６ ４９．８

∑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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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年龄构成
从动态监测样本人群的年龄构成来看，杭州市外

来女性流动人口年龄分布较为集中，呈现年轻型年龄

结构的特点。从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女性流
动人口主要集中于３０～５０岁之间，５０岁以上及２０岁
以下分布较少。尽管下半年动态监测数据相对上半年

的观测值有较大的差异，主要集中于２０～５０岁之间，
但同样５０岁以上及２０岁以下女性人口分布较少。动
态监测数据说明，杭州市外来女性流动人口主要以青

壮年育龄妇女为主。年轻型流动人口的增加，可以缓

解目前杭州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流动人口增加形成

的“人口红利”对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

的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

女性流动人口和常住户籍女性人口在生殖健康服务内

容的提供和财政投入上应有所区别，即常住户籍女性

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应更多地考虑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养老及护理需求，而对女性流动人口应更多的

提供性教育培训、生殖健康、艾滋病性病防治、产前健

康筛查及产后护理等公共服务。

图１　２０１０年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年龄分布

２．３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就业水平及教
育构成动态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杭州市样本
女性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８０６人，占８２５％；下半年
为８６７人，占 ８７６％。显然，女性流动人口迁移具有
显著的就业动因，这一就业人口群体也是杭州市产业

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教育构成来看，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动态
监测数据都显示，杭州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整体文化程

度偏低，教育构成以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为

主体，分别为５２２％和５３９％，远远高于２００９年浙江

省女性就业者同等受教育水平（３９５％），也高于全国
水平（４５３％）。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
口合计占比为２６８％、２５９％，高于２００９年同类教育
程度水平（１７５％）和全国水平（２２６％）。见表２。

表２　杭州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受教育程度比较

受教育程度
２０１０上半年

样本 占比

２０１０下半年

样本 占比

２００９年

浙江 全国

未上学 ５０ ３．２ ４５ ３．０ ６．８ ７．１

小学 ２１２ １７．９ ２０４ １７．３ ３１．１ ３０．２

初中 ４８９ ５２．２ ５２５ ５３．９ ３９．５ ４５．３

高中 １５３ １９．５ １４５ １８．１ １１．７ １０．５

专科 ４３ ４．９ ５７ ５．７ ６．６ ４．５

本科 ２４ ２．３ １８ １．９ ４．２ ２．３

研究生 １ ０．１ ２ 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９

合 计 ９７２ １００．０ ９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２００９年相关指标的比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

司编：《２０１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全国女性就业人

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杭州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具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尽管不同年龄阶段监测样本女性人口

具有文化程度较低的特征，但是比较而言，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和９０年代出生的监测样本在较高文化程度上分
布较为集中。这说明尽管外来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整

体偏低，但是从趋势上来看，来杭外来女性人口的受教

育程度在提高。因此，从相对年轻人口受教育水平较

高的实际出发，应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来关注和发

展生殖健康相关的公共服务。

２．４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婚姻状况
从婚姻情况来看（见图２），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女性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中，未婚的有 ２７１人，初婚 ６８４
人，再婚的１３人，离婚的２人，丧偶的１人，具有相对
稳定的婚姻状况，离婚与再婚率较低。下半年动态监

测指标中，婚姻状况一栏有所调整，样本监测值为未婚

２２２人，在婚７６４人，离婚７人，丧偶３人。与整个动态
监测样本容量比较而言，女性未婚的比例要小于总体

水平（上、下半年分别为２４１％和２９１％），而已婚比
例要大于总体水平（上、下半年分别为 ７４５％和
７０２％）。这说明杭州女性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已
婚育龄期妇女。相对未婚流动人口来说，对生殖健康

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有着更为集中的需求，

客观上要求政府部门应更为主动地提供避孕节育、药

具发放和孕情检查，以及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知

识宣传、咨询等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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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婚姻状况

２．５　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生育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女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的生

育状况，本报告在原始监测数据的基础上，扣除“您共

有几个１５周岁及以下子女”限选中缺失数据的 ３７４
人，对剩下的５９８个动态监测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结
果发现，２０１０上半年外来女性流动人口中，有４人未
婚生育，仅占女性动态监测样本总数的０４％。在５９８
个监测样本中，生育一孩的样本数为３４１人，占５７％；
生育二孩的样本数为１４６人，占２４４％；拥有３个孩子
的样本数为９人，占１５％；其余１０２人尚未生育，占
１７１％。下半年动态监测数据中，未出现未婚生育现
象。剔除掉未的２２２个样本，剩下的７７４个有效样本
中，尚未生育孩子的有４１人；生育一孩的数量为３８２
人，占４９４％；生育２个孩子的妇女３０２人，占３９％；
生育３个孩子的妇女有４６人，占５９％；有４个孩子的
妇女３人仅占０４％。从监测数据来看，绝大多数的
外来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控制在二孩之内。从生育３个
及以上孩子的外来育龄妇女婚姻情况来看，主要发生

于再婚人群，在离婚及丧偶样本人群中没有出现。７７４
个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共生育孩子１１３６个，平均生育孩
子数为１５个。生育二孩的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年龄分
布来看，主要介于３０～４９岁年龄组别间。

从外来妇女生育孩子的地点来看，上半年样本观

测值显示，５３４人选择了在老家生孩子，占５４９％。从
最近一次在户籍地以外生孩子的地点选择来看，动态

监测数据统计中，该选项缺失值高达８６４个，在有效的
１０８个监测样本中，５３人是选择县／区及以上医院生育
孩子的，１７人选择到妇幼保健机构生育了孩子，２３人
则求助乡镇街道卫生院，４人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生
育，５６人才是通过其他途径在户籍地以外生孩子的。
没有人选择求助计划生育指导站，或是通过私人诊所

或在家产婴。在下半年的动态监测样本中，涉及一孩

出生地的有效观测值为７３３个，其中５０个外来妇女的
第一个孩子是在杭州出生的，占６８％，而在老家生育
第一个孩子的观测值为６７２个，达９１７％，其余１１个
观测样本的一孩出生地是在既非杭州也非老家的其他

地方。从二孩的生育地来看，有效观测样本数为３５１，
其中３６人二孩出生地为杭州，占１０３％；３０９人在生
育二孩时仍选择了回老家，占 ８８％；选择在“其他地
方”生育二孩的只有６人。生育三孩的有效监测样本
为４９个，其中４６人第三个孩子在老家出生，占９４％；
只有３人选择了杭州作为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地。生育
４个孩子的有效观测值为 ３个，出生地全部为老家。
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出生孩次的递增，在杭生育的比

例逐渐下降，而回原籍地出生的比例显著上升。

３　流动人口监测样本避孕需求满足
及相关数据分析

　　流动人口避孕需求的满足，一直是国内外女性生
殖健康领域专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数据的获取

一般较为困难。从２０１０年下半年动态监测有效样本
数据来看（见图３），杭州外来女性人口实际上呈现多
样化的避孕需求。在调查表涉及的１１种避孕方法中，
避孕方法的选择又相对较为集中于女性绝育、宫内节

育器和避孕套。其中宫内节育器是外来女性流动人口

选择最多的避孕方法，样本数达到３２７个，占总外来已
婚育龄妇女样本数的３２８％。女性绝育排在第二位，
占２０４％。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使用也较为普遍，其中
避孕套避孕法获得１３３个有效样本，居第三位，而紧随
其后的是口服避孕药。这说明，在为外来育龄妇女进

行计划生育管理及提供避孕公共服务时，重点应放在

查环（Ｂ超）及避孕药具的发放上。值得注意的是，未
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样本数也有３７个，占外来已婚育
龄监测样本数的３７％。

流动人口避孕行为的选择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影响。在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框架下，社

会经济、家庭与社区环境特征和人口学因素通过某些

不可测量的中间变量，如避免生育的动机、避孕措施使

用的有效性及使用某种方法的成本和效益等，都对杭

州外来女性育龄妇女避孕和避孕方法的选择产生一定

的影响。许多研究将妇女的文化程度当作育龄妇女个

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认为育龄妇女的教育程度越高，常

倾向于少要孩子，因此容易接受避孕（Ｃｏｎｎｅｙ，Ｃｈｏｅ，
１９９１）。为验证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与避孕方法选择
之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流动人口避孕

服务，本文对动态观测样本的受教育水平与避孕方法

进行了实证研究。将２０１０下半年原始数据中在避孕
方法选择问题上呈现缺失值的样本单位剔除后，整理

编制得到联表（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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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０下半年动态监测女性有效样本避孕需求满足调查

表３ ２０１０下半年监测样本避孕方式统计表

其期望值计算如下：

卡方 自由度 置信度 卡方（０．０５） 卡方（０．０１）

２４９．６４ ７０ ０ ９１ １００

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根据卡方检验可知，由于

表明杭州外来女性已婚育龄妇女群体中，女性的

避孕方法选择与其受教育程度具有相关性。受教育程

度直接影响育龄妇女对避孕知识的接受。由于不同文

化程度的外来育龄妇女其避孕措施使用和方法选择有

较大的差异，在为外来育龄妇女提供相应的避孕公共

服务和产品时，应充分考虑针对性和差别性。

４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服务现状

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提供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的宣

传咨询和技术服务是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重

点，而外来人口孕检是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重要内容之

一。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中，关于“您
户籍地政府是否要求您定期在现居住地参加孕检”一项

中，共获得６９２个有效观测值，占７１２％。其中，户籍地
政府要求外来妇女定期在杭州参加孕检的３０４人，占总
有效观测值的４３９％，而户籍地政府没有要求外来育龄
妇女在现居住地参加孕检的２０６人，占２９８％，另有１８１
人选择的是“不适合（包括绝育等情况）”。户籍地政府

要求外来育龄妇女在杭州参加每年１次孕检的有４２
人，要求参加每年２次孕检的１４６人，要求每年３次孕检
的３１人，要求每个季度进行１次孕检的７４人。可见，由
于原户籍地政府的要求和执行力度不一，外来育龄妇女

实际每年参加孕检的次数有较大的区别。

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我国各地计生部门将流动人

口孕检作为计划生育管理的重要工作。由于各地的规

定不一样，各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是由当地的具体状

况决定的，每个地区的处罚力度也不一样。目前，杭州

市外来女性育龄妇女一般需要携带妇女身份证、结婚

证、户籍地发出的计生证到现居住地居委会开具证明，

然后到外来人口中心进行检查，或是到指定医院进行Ｂ
超检查，并由 Ｂ超检查员出示计划生育孕检结果报告
单，然后再由外来人口本人寄回户籍地。从动态监测数

据来看，关于外来育龄妇女在杭州孕检，共获得５０７个
有效观测值，其中２６８人在杭州接受过孕检，其余２３９
则未在杭州接受过孕检。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内容的

缺失值高达４６５个。外来育龄妇女在杭州接受孕检的
报告，有２６９人是自己邮寄回原户籍地，另有３１人是由
杭州计生部门来解决寄送的，而回答“不清楚”的样本数

９个。这说明目前外来育龄妇女在杭孕检报告以孕检人
自己寄送为主。关于在杭孕检的收费，监测结果显示，

目前仅有２７１人接受全免费计生孕检，占２８％，２３７人接
受部分免费孕检，没有发现全部收费孕检的观测值，这

说明目前杭州对于外来育龄妇女已开始实现部分免费，

但是尚未实现全免费孕检服务覆盖。

从查环（Ｂ超）的动态监测数据来看，上半年相关的
４９８个有效观测样本中，在杭州接受查环（Ｂ超）服务的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８９　　　·

人数仅有８６人，占整个有效样本的１７３％，若以整体女
性流动人口观测值计算，则实际在杭州接受查环（Ｂ
超）的外来女性人口所占比例仅为８８％。在关于该项
服务是否收费的调查中，动态监测获得的有效样本值为

４９６个，占女性监测样本数的５１％。其中真正享受免费
的只有２３人，占有效样本值的４６％，９５４％的外来女
性不得不为查环（Ｂ超）自掏一部分费用。

从杭州市计生部门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的避孕套、

避孕药具的发放服务来看，上半年的４９４个相关选项的
有效观测值中，外来女性流动人口在杭州接受过避孕套

和避孕药的人数有１６个，仅占有效观测值总数比例的
３２％。然而在回答关于该项服务的收费情况时，回答
“全部免费”的却有２２９个有效观测值，这可能与流动人
口原户籍地免费提供的避孕套和避孕药服务有关。

比较而言，在为外来人口提供的生殖健康和计划

生育公共服务项目中，上／取环手术似乎更受外来育龄
女性的重视，该项服务的覆盖相对较高。在２５７个有
效样本观测值中，在杭州接受过上／取环手术的人有
２３８个，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９２６％。在关于该项服务
的收费情况的９１个有效观测样本中，８５人上／取环手
术全部免费，占９３４％。

总体来看，外来女性流动人口的人工流产比例较

低。动态监测上半年共获得１８个有效观测值，其中
１０人在杭州进行过人工流产手术，占５５６％。从该项
服务的收费情况来看，以外来女性自费为主，全部自费

的占６４７％。政府在这一方面的生殖健康服务基本
没有介入，在现有计生管理与服务体系中也缺乏这一

公共服务的设计与供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半年

动态监测中，增加了“生殖健康／计生咨询服务”调查
项，并获得了３３０个在杭咨询服务的有效观测值，占
４４７％。有关该项目收费情况的 ３３０个有效观测值
中，３２７个 （占９９１％）都是免费获得的。这说明杭州
在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的咨询服务做得比较
到位，相关的工作也较为主动。

５　结论与建议

２０１０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杭
州市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与

计生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正

视两大需求趋势性增长特征：一是女性流动人口中，外

来育龄妇女数量仍将不断增加，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与

管理的工作任务将更为繁重，相应的财政投入需求将

不断增长，这是外来育龄妇女生殖健康需求量的增长

趋势；二是外来育龄妇女生殖健康需求水平将突出的

增长，客观上要求政府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更有针对

性和更有效率。因而在理念和实践中，以关注人口发

展为核心的生殖健康公共服务也将完全不同于以前过

于关注生育控制及稳定生育水平为目标的计划生育管

理与公共服务。从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供求平

衡来看，现有计生管理服务体系及其公共服务的供给

远远滞后于女性流动人口群体的真实需求。基于这一

分析结果，以下几点在未来满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

求的体系设计及服务提供中很有必要给予考虑。

５．１　从生育控制型管理尽快向生殖健康型服务转型
由于绝大多数的外来育龄妇女在来杭以前就已生

育，在生育医疗的公共服务上，完善原户籍地的生育医疗

服务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流动人口受惠。而对杭州来说，

为外来女性流动人口提供生育医疗的公共服务，重点应

放在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及乡镇街道卫生院，关键是落实

生育保险和生育医疗服务的异地报销，为外来妇女提供

更便利和人性化的服务。由于外来妇女在杭州尤其是超

生生育的比例很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可能需要从防

范外来妇女违规在杭生育转向合法生育的产前、产中及

产后公共服务的机制建设和服务完善工作上来。

５．２　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婚育期生殖健康公共
服务体系

女性生殖道感染疾病主要为滴虫性阴道炎、霉菌

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尖锐湿疣、淋病、宫颈息肉、

附件炎、盆腔炎、衣原体感染等，与常住户籍人口比较

而言，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能力及文化程度等相对偏

低，因而生殖道感染疾病相对更为严重。作为一项基

本公共服务，流入地政府应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用于这

些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疾病的防治，将流动人口生殖

健康的有关信息纳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是

做好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服务。强烈建议取消孕检，将

有关的医疗资源用于流动人口定期妇女病普查，发现

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及早期生殖系统肿瘤，

从而达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促进杭州外来妇女健

康，提高妇女生活质量。

５．３　从三个基本立足点出发逐步完善生殖健康服务
若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流动人口的生殖

健康关注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至少应基于如下三个基本

立足点：一是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生存权（或生存的基

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流入地或是流出地

政府及社会为每位外来人员提供基本的就业保障、基

本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及基本的医疗，尤其是生育

保险和生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二是满足基本性尊严

（或体面）和生育基本权利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

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和文化服务；

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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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作为一个社会基

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涵盖范围会逐步扩展，

水平也会逐步提高。正因为如此，流入地政府在为流

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时，应摆脱传统以控制生育和管

理人口的观念约束。

５．４　财政专项投入加大对外来育龄妇女的健康干预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针对流动人口女性生殖健

康的有关研究表明，对外来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进行

积极健康的干预，可以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

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外来育龄妇女生殖健

康检查是一项群众性工作，需要组织专门队伍，由专业

人员和基层人员结合，逐级培训到位，资金保证，并得

到政府、卫生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才能同步顺

利完成。从２０１０动态监测问卷设计可以看出，动态监
测的内容在这一块还几乎没有涉及。因此，以后的监

测应进一步进行丰富，将控制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作

为防治妇女病的重点，加大生殖健康保健知识的宣传

力度和普查范围，持续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活动，指导外

来育龄妇女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增强妇女自我防病

意识和提高自我保健能力，不仅可以降低外来女性妇

女病的患病率，也有利于提升杭州健康城市发展水平。

５．５　采取切实行动做好流动人口子女青春期生
殖健康服务

现在我们经常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这里

忽视了一个很严重的代际问题，即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中除了给“农民工二代”提供与市民子女一样的

教育外，相关的服务还应延伸到“农民工二代”的青春

期生殖健康服务。这一服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流动

人口子女生殖健康提供实行全程生殖健康教育，而不

仅仅停留于提供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服务。有针对

性地为流动人口家庭提供子女生殖健康教育咨询服

务，计生部门协助教育部门在中小学进行生理、心理卫

生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和普及生殖健康、生育节育知

识，预防青少年妊娠。青少年妊娠最常见的不良结局

是人工流产，因此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５．６　创新生殖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的社会管理
对外来育龄妇女进行专题性的生殖健康教育与咨

询服务，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女性身心健康，而且可以更

有针对的服务促进妇女发展，以妇女的发展有效防范

生育率反弹。多因素分析发现，妇女自我治疗生殖道

感染的知识水平是影响是否利用卫生服务的重要因

素，妇女有关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的知识水平越高，利

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越大（ＲＲ＝２．７７）。由于外来育
龄妇女的保健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尤其缺乏经期、孕期

卫生保健知识。因此，提高外来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

对不同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开展以生殖健康为核心的健

康教育，做好生殖保健咨询服务，提高她们的生殖保健

知识水平和生殖保健意识，促进健康行为习惯的建立。

然而，这样的教育和咨询服务，仅靠政府不仅难以实

现，而且往往效果不一定很好。杭州应该在这一领域

大胆尝试创新社会管理，吸引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或

城市邻里中心等参与有关的生殖健康教育与咨询服

务，并将其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杭州市计生委的大力支

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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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道家性学说

道家哲学渊源：道家学说的哲学渊源是玄奥的，道家

学说的系统起源于《道德经》，写于公元前３世纪中叶，传
统上被归功于老子。几百年后的汉朝，另一位道家名著

《庄子》，巩固了《道德经》，老子最初使道家哲学得以形

成，而庄子发展了更多的哲学体系即玄学。庄子的道家

学说被视为对老子的超越，而老子被视为是天然之作。

广泛意义上的道，是一种宇宙运作的方式，由自然

事件引导其轨迹。道常常被定义为与不行动／不作为／
（或无为），一种卓然于能量之上的方式（德）；道家学

说传统的核心中阴和阳的概念对应着道和德（那种能

量）的意思。据说，一个真正的智慧探索者懂得这种能

量（德），但探索其方式（道）。孤独者和个人主义者所

珍爱的是对道和德的实践。

在某种程度上，道家可以概述为主要发明了中国

医药、针炙和像太极那样的武术的一群古代探索者们。

他们是身体与精神不相分离的博士，他们把性方面的

事视为个人整体健康和幸福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９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２２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道家幸福的所有目标是达到与道的和谐，道家与

潜在对立面（阴 －阳）和表像世界的融合有关。道家
教导要通过智慧和超然行为与宇宙规律结合，追求长

寿或永生是道家的另一和随后的目标。

道家性实践被认为是合阴阳致和谐的最重要的手

段之一，促进更好的健康和潜在的永生。

阴—阳：阴和阳的概念在道家学说里是很重要的，

因此也包含着在性方面的重要性。阳常常指雄性性

别，而阴则是指雌性性别。男人和女人在天地中是等

价的，但变成了分离的。因此虽然天地是永恒的，但男

人和女人却遭受着过早死亡。每个阴阳间的互动都是

有意义的。由于这种意义，在做爱中的每一个姿势和

动作都有重要意义。道家著作描述了大量特殊的性交

姿势，用来治疗或预防疾病。

三种能量／三种珍品———精（精、精华、身体和性能
量）、气（以太和呼吸能量）、神（心理和精神能量）：有

足够的精，身体才能生产足够的气；然后，有了足够的

气，身的平衡得以恢复。必须将此三宝进行敛藏精炼

以达到它们的最佳水平，使其平衡以获得“三宝”或

“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道士的性实践性相信，性能

量是人类最强大的能量，培养性能量的实践和恢复性

活力的运用是恢复元气和发展此“三宝”最有效和最

高效的方式。

在道家传统中，在身体、心理和精神的整体健康

中，性能量起着培育和使其更有价值的作用。对于所

有物质世界来说，它是生命之水或生命馈赠的精华。

道家视性能量为位于身体气之后的燃料，对性器官和

性腺的刺激提高了生命的力量，因而激发了从其它主

要内分泌腺（肾上腺、胸腺、甲状腺、垂体、松果腺）的

激素分泌。所以，道家的性练习帮助产生强有力的激

素分泌并刺激内分泌腺体的健康功能，而它们是掌控

着（我们的）身体的主人。道家性爱的主要目的是将

性能量转换为治愈的能量和活力，带来更好的健康和

可能的长生不老。

道家性实践：道家性实践并非是简单的“自我完善

练习”的另一形式，一些道士所实践的性的方式的字面

意思是“床上的艺术”或“房术”，这些实践也被认为是

“汇聚能量”或“汇聚精华”。实践者们相信，通过履行

这些性的艺术，个人就可以保持良好健康，获得长寿，

最终结合一些其它“精神”或炼金术实践，乃至不朽。

２　道家的性实践

男性控制早泄（向内的高潮，内射）：在道家的信

念中，精也会通过许多途径而丢失，最显著的是通过体

液的丢失而失去。精液被认为是包含最多精的液体。

许多道家实践者们把射出的精液与至关重要的生命活

力联系起来，过多的液体损耗结果导致过早衰老、疾病

和整体疲乏。道家实践者深信，降低或完全避免射精

是为了保存生命精华。随着这些性实践在过去几百年

来的代代相传，一些实践者给予射精更多的重视甚至

到了限制射精的地步。然而，“精液保留”（“藏精”）是

道家性实践的基本信条之一，道家信徒们强调精子保

留或内射的价值。道家持有这样的信念：一种内在的

高潮（内射）对生命和活力起着促进作用，而外部高潮

（早泄）带来死亡或失去健康和活力。内射是将躯体

高潮转换为充满能量（精力充沛）的高潮的最有效工

具，借此高潮能量上升到脊椎，刺激内分泌腺、能量系

统、神经系统和器官。无疑，甚至也包括精神水平、全

然的高潮在内的更高水平的高潮。

道家信徒们会采用练习来最大限度地刺激／提升
和保留他们的体液。道家信徒们有不同的方法来控制

射精。

为避免射精，一个男人可以做以下三件事的其中

之一：（１）最简单的方法：他可以在高潮之前立即抽
出。（２）第二种方法：他可以压迫会阴，因而保留了精
子。同时，如果做的不正确会导致一个逆行射精，道家

信徒们相信，精会行进上升到大脑并“补脑”（即还精

补脑），道家学者们把这一方法视为“中了头彩”。

（ＭａｎｔａｋＣｈｉａ．）。（３）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最先进
的，它同时运用到有意图的冥想。它涉及到道家信徒

们训练自己将射精冲动与高潮收缩（前列腺和射精

“泵”的盆腔肌肉收缩）分离开来。通过在高潮节点时

分离这些冲动，男人可以停止抽动但保持在他伴侣的

阴道里面，并用力紧缩盆底（“阻碍”初期的前列腺收

缩），同时采用一种有意图的冥想，这些道家信徒们认

为这样就改变了身体精子的方向，但身体精子所包含

的生命能量（精）从后背上升到了大脑中枢。使用这

种方法的男人仍然有高潮但不会射精。，最重要的是不

会失去他的勃起。这一准则规定，男人要配合有意图

的冥想，爬上逐步提升的高潮“楼梯”，以滋养和储存

大量的“精”。如果成功地实施，男性应该没有郁积在

睾丸的疼痛，他的尿液里也应该没有精液，也有实践家

们所预期的健康好处。那些练习这个方法的人们相信

它是获得长生不老的关键之一。

道家性实践中所采用的隐喻、想象、冥想：想象或

形象化技术，配合有意图的冥想，专注／聚集冥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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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是道家性能量培养中常常被采用的。一个例子是：

发自内心的微笑和高潮向上提升，这是由谢明德所创

立的，他是一位世界上知名的道家艺术的老师。道教

采用富于想象力的、有时候采用富于恢谐的隐喻来说

明他们对性的概念。例如，他们认为男人如火和女人

如水。火一旦开始点着了，燃烧得很快并且可以烧尽，

而另一方面，女人（或水）才刚刚开始沸腾或变热。因

此，男人必须控制他的火来延长他的高潮和勃起，那么

他就能够帮助女人达到她走向高潮的热身的自然阶

段，从而提高双方的体验。因此，男人的火（阴茎或林

伽）让女人的水（她的子宫或女阴）沸腾。如果这个男

人没有接受做爱艺术的训练，她的水会灭他的火。因

此，柔顺（阴）可以征服坚硬（阳），正如谚语所言的，流

动的河征服最坚硬的岩石（滴水穿石）。

性能量培养的实践：性能量，或精气，是一种非常

强大的生物能量形式。当某人达到唤起时，或欲火中

烧，正是某人在体内能感到的性能量在传播。然而，在

道家，性能量是超出一些为所欲为的不可控的色欲或

是长期失去的欲望。道家信徒把性能量培养技术运用

到自动调节和引导性能量的实践中，致力于发展这种

通向随时随地为愉悦、健康和心灵成长的性能量。道

家信徒相信，感到这种恢复活力、有规律的高潮能

量———理想情况是每天这样———以保持健康，这样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类通过高潮来孕育，高潮能量则

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中国传统医学或道家学说很早以前就勾画出能量

和微循环的路径。它是从性器官升起，然后沿着脊柱

上升到头部，顺着舌头和身体前部下降到你的肚脐，回

到你的性器官。运用心灵来推动能量沿着这个路径行

进。道家说：“心动则气动”。你汇聚你的专注力在何

处，气就向那儿汇集和增加。

高潮向上提升练习是一种技术，它能帮助男人和

女人把性能量从生殖器提升并让它穿越你身体的其余

部分来循环。对于帮助女人把培养性能量当作一个练

习，冥想聚集于阴道，玉蛋练习是一种特别的和关键的

技术。通过致力于使用玉蛋，女人能增强感觉，提高对

生殖器区域的意识，唤起阴道愉悦点，这些愉悦点是以

前被忽略的。这为女人铺设通往深度盆腔高潮是非常

有益的。

道家信徒们不仅教授练习或技术来增强合作的乐

趣，他们也鼓励为改善健康和活力的自制和自我意识。

他们清晰地教导提升性能量和体验的重要性，而不是

关注性器官和外部刺激。任何对性器官的关注仅仅是

用于为实践者们介绍更先进的理念。道家大师谢德明

说，道家性实践的目标如同熬鸡汤：如果你在水里煮鸡

和把提取其生命精华到水里，哪个更有价值？鸡还是

汤？显然，道家相信，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在做爱

期间生成的富于价值的能量比对性器官的刺激更至关

重要。因此，性能量的培养非常广泛，为我们的生命力

和健康的基础和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发挥着更加重

要的作用。

总结一下，道家的性学建议，学会培养一个人的性

能量将给予一个人性的自由，这是很少人能拥有的。

它会让你在你想要的时候唤起性，当你不想要的时候，

将此强大的性能量循环，恢复你的余生的活力。Ｍｉ
ｃｈａｅｌＷｉｎｎ，一位精通道家的高级指导者解释说，提供
给我们的性能量是一天２４小时都有的，但我们大多数
人让自己挨饿。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培养性能量，

感知巨大的快乐、改善健康，甚至在没有生殖器高潮的

情况下，去扩展在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和精神亲密，性

能量的本质是我们的健康、创造力和欢乐，无论在床上

还是不在床上。

道家的高潮：与现代主流媒体和公众的看法不同，

他们往往把大“Ｏ”看成全部和性终结。道家关于性高
潮的概念是一个多样性高潮水平扩展过程，从生殖器

性高潮到全身高潮，然后是来自灵魂／充满活力的交配
的灵魂／充满活力的性高潮。生殖器性高潮是最常被
体验到的高潮。它通常是快速的，而不释放大量的疗

愈能量。全身高潮来自导向你的大脑和全身的性能量

循环。它可以单独（独自）或双重（伙伴）实现。它会

释放治疗能量。灵魂高潮来自交换能量和与自己的伴

侣融合———“灵魂交配”。

通过培养性能量的实践，掌握扩大性能量的技能／
能力。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多元高潮体验，超越普通的

射精或贯穿整个身体和大脑的奇妙高潮，超出躯体的

限制，但在位于“三宝”———精气神的心理和精神

中———神的水平。神，可以和谐、生命力、健康达到最

优化，并能够实现长寿和潜在的长生不老。

３　道家观点与男性多元高潮

在笔者看来，趋向男性多元高潮的道家观点有三

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道家关于精子和价值和保

存精子的重要性的基本哲理。他们相信，降低频率或

完全避免射精以为了保留生命精华———精，预防过早

衰老、疾病和生殖器疲乏，从而保持健康和实现长寿。

第二个方面是射精控制。第三个方面道家关于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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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平扩展的进程，来自生殖器高潮，直至全身高潮，

然后是来自灵魂交配或称之为灵魂高潮，或称之为多

样高潮。

笔者对第一个方面即精子保留的看法：对于３５岁
以下的年轻男人来说，笔者不同意道家的观点。笔者

认为只要他们的身体告诉他们，男人们就应该去做，不

必太多束缚。然而，对于３５岁以上的男人，笔者同意
道家的观点。从激素的角度来看，３５岁以后的男人，
性激素的产生，诸如睾酮（Ｔ）开始下降，但由于衰老过
程，转换雌激素增加。在另一方面，如果射精的频率相

当于年轻时期，它可能表明更多的性激素从身体中减

少，结果导致重要性激素更少，即睾酮，它被保存于和

循环于身体中。这可能导致健康状况问题，并伴随衰

老或过早衰老。因此，对笔者来说，道家关于射精的理

论在超过３５岁的男人中，似乎有内分泌意义上的合理
性。一个例外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个人能够

以保持他生命力的补养剂的方式，来随时获得自然的

性激素。在这种情况下，道家概念的应用程度或许应

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笔者对第二个方面即射精控制的看法：道家已发

展出一些可靠的技术和练习来帮助男性获得控制射精

的技能和能力。笔者认为，任何对促进个人的性和精

神成长、充实的生活与持续的活力和健康有兴趣的男

人，应该在正确的指导／传授下学习和练习这些技巧和
技能。道教“射精控制”概念也能从生理学方面获得

支持的。男性射精是不同的且是和性高潮分离的。射

精是一个身体反射运动，它通过广泛的科学或临床实

践证据来重新定向或预防。获得一个自我控制、自我

调节射精的能力，将为男人提供在他自己兴趣所在的

某个时间、某种情况下去做的自由。

笔者对第三方面即多重高潮的看法：一个在生理、

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所有方面一起扩展的高潮类型，是

人类性行为的一个终极追求。它为男人去体验更强、

更长和伴随精神和人文元素的多维高潮的深度愉悦提

供了机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它可能在关于人类自我成

长、自我实现、人类潜能方面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和更全

面的视野，相应地为人生的其它方面有更好的创造性、

更健康带来了更多的能量；或许，这将减缓人的衰老过

程，并且实现潜在的“不朽”———精神上的而非躯体意

义的。当然，通过性能量的培养练习和恰当的射精控

制，允许男人去体验多元高潮，这并不排除任何男人做

出有时仅为基本的愉悦而不伴有精神或人文因素的选

择。但是男人会有更多的选择，在射精之前或不射精

的情况下有更高的多样高潮，射精时的快速生殖器高

潮，所有这些都在于他自己的选择。

多么美妙的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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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未成年人异性交往：爱河与溺水

余海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２０１０年某日２２时许，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接到
一名群众报案，称一些群众在某小区附近抓获了一名

劫持女孩儿的男性少年。接报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

发案地点，将报案人指认的行为人抓获。

经查，该男性少年朱某系海淀区一所私立中学学

生，年龄１７周岁。一年前曾与另一学校女生（案发时
１８岁）成为男女朋友。交往过程中女生感觉朱某存在
固执、鲁莽、跋扈等不易接受的个性；且每天都要与其

聊天３小时左右，严重影响学习，故提出分手要求。但
朱某因对女生已产生依赖心理不愿分手，遂多次采用

手机短信威胁、到其住处骚扰等方式要求女生不许分

手。时值案发那天，朱某事前购买了一把长为２０厘米
的单刃刀（经鉴定为管制刀具），并在被害女孩儿放学

回家的路上将其劫持至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威胁女

生继续与之交往。

交涉中女生表示不愿再与朱某继续恋爱关系，随

后女生父母赶来要将女生带回家。朱某此刻十分冲

动，即刻持刀搂住女生的脖子，一边威胁其父母后退，

一边将该女生拖拽至一院内，此间引来一些围观的群

众，有群众劝朱某：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朱某不听

劝告，还在执意威逼所有人后退，并在此过程中造成被

害人颈部轻伤。这时一些群众在其身后将朱某制服，

从而解救了被害人。

经检察机关审理后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最终以故

意伤害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检察官简析与寄语：

这是一个采用极端手段处理异性交往中情感矛盾

的典型案例。用违法犯罪方式不仅无法解决矛盾，而

且会促使矛盾更加复杂，最终害人又害己，此案就是典

型例证。

处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对异性产生好感，尝试青

春恋情是正常而普遍的现象，这是他们学习人际交往

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心理需求，也是身心健康成长的需

要。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学习人际交往，学习与异性正

常相处，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但是值得重

视的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学习活动往往冲动盲

目，缺乏理性思考，需要正确的引导。一方面，未成年

人对异性产生爱恋情感时，内心是一种新奇、忐忑而异

样的良好感受，是从未有过的心灵撞击，来势强劲，不

易控制。由于在日常教育中，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

会教育传统，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早恋”，而且这也是

孩子们的心理隐情，他们不知道此举会对自身产生怎

样的影响。碍于家庭、学校和环境的阻力，再经青春期

逆反心理的发酵，未成年人一般会选择“地下恋情”以

求获得心理满足。他们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意识到

“这件事”我应当早点跟家长或者老师说，以求得合理

妥善的情感安置，而是凭借着不成熟的“想当然”任其

发展，这种状况往往是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因此，

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正确的指导，避免盲目性带来的

不良后果，未成年朋友们可以考虑求助于家长、老师等

成年人或者求助于社会青少年咨询救助机构等第三

方，获得心理与行为的正确指导，让自己异性交往的人

际课程学习得顺利些，既促进学习进步，又有益于心身

健康发展，快乐成长；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家长、其他

监护人、学校老师或者其他成年人，在意识到孩子在

“早恋”时，不要大惊小怪，为此而着急焦虑、不知所

措。其实家长最担心的是耽误孩子的文化课程学习，

自毁前途；也有的怕孩子遭遇情感挫折使心灵健康受

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关爱而产生的正常情绪。此刻，

家长的态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有的家长采用

“堵”的方法：生硬地禁止双方来往，下禁令不许外出；

紧紧盯着孩子的动向：上下学接送、在家里严格限制孩

子接听电话、上网等等。这种强制压迫、控制的行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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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激发未成年人抵抗情绪，从而将孩子驱逐出家

门，造成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现象，使未成年子女处在

危险境地；其二、有的家长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认

为管不了因此而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其实，未成

年人是应当受到监护管理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都

证明处在“失管”状态的孩子，既有实施侵害的可能

性，亦有遭遇被害的危险性；其三、采取“疏”的方式：

态度上十分重视，经过慎重思考，在尊重与平等的基础

上要与孩子平心交谈，了解情况，作出分析，客观地加

以判断劝导、指导、引领；求助于社会相关机构一起做

好孩子的指导工作；在考虑孩子心理感受、征得孩子同

意的前提下适度与学校班主任、心理教师取得联系，共

同帮助孩子正确处理好异性交往关系。

本案中的朱某始终没有获得正确的情感指导和帮

助，因而使其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惹下难以弥补的恶

果。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值得重视：（１）无法面对
女友与其分手的现实，未能及时有效调节苦闷的心境，

是朱某采取极端方式寻求“解决”的直接原因。（２）长
期以来，朱某缺乏情绪宣泄的合理途径和方法，缺少与

友伴的积极沟通，这是导致其本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

因。（３）缺乏关爱是朱某寻求异性交往获得心理满足
的动因，朱某处于父母疏离以及家庭教育功能难以发

挥作用的境遇之中，这些均是导致发生本次事件的潜

在因素。（４）他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匮乏，不能预测自
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也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总之，没有合适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也不懂得

求助，缺乏法制观念，任凭自己肆无忌惮地发展情感关

系，致使势态走向恶化，最终导致犯罪。不仅未能达到

初衷，而且造成严重的情感伤害、权利损害，这是朱某

本人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个事件是留

给朱某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沉痛教训。实践证明，处理

未成年人异性交往宜“疏”，不宜“堵”。

目前，经过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介入诉

讼程序，对其进行充分的帮教，朱某情绪已得到有效疏

导。他真诚悔过，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且已与家人

获得共识，并在父亲的帮助下重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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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６页）
　　微量元素锌在前列腺液和精液中的含量明显高于
其他组织和体液中的含量。正常精液中锌含量高于血

浆中锌含量大约１００倍，精浆中的锌主要由前列腺分
泌。锌过低可降低精液蛋白酶的活性，从而降低精液

蛋白酶液化作用，引起精液液化异常。

锌是前列腺中重要的抗感染因子，人体内１００多种
酶的合成需要锌参与，精液的液化需要前列腺分泌的正

常含量的锌，合成足量的蛋白酶液化因子才能达到精液

的正常液化［４］。慢性前列腺炎时，前列腺组织中锌的含

量明显降低，前列腺分泌和合成的液化因子也明显降低，

导致精液不液化、精子活力下降，从而引起男性不育。因

此，精液不液化患者也可补充微量元素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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