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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ｆＭＲＩ）评价在视觉刺激条件下在阴蒂和Ｇ点涂抹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后的
脑激活状态。方法：健康妇女及性唤起障碍妇女各５名，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交叉对照研究。每一位受试者随机应用
前列腺素Ｅ１乳膏或安慰剂乳膏，两次访视间隔７天的清洗期。通过ｆＭＲＩ评价脑区域的激活状态。结果：在健康组中，药
物强于安慰剂的区域为左侧额上回、右侧前额叶，但是在双侧顶叶位置较弱；在患者组中药物组的激活状态在右侧顶叶

较安慰剂减弱。前列腺素Ｅ１在健康组左侧前语言区、右侧岛叶、左后扣带回和右侧顶叶的激活状态高于患者；在左侧梭
状回、右侧前额叶、左侧额上回患者的激活效应高于健康组。结论：前列腺素Ｅ１乳膏的作用是性刺激依赖的。右侧前额
叶、左侧额上回是与药物效应有关的激活脑区，患者和健康人之间的脑部不同激活模式可能与病因有关。

【关键词】前列腺素Ｅ１乳膏；女性；性唤起障碍；ｆＭＲ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ｌｏｃ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１ｃｒｅａｍ

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１，ＬＩＡＯＱｉｎｐｉｎｇ１，ＸＩＥＳｈｅｎｇ２，ＬＩＸｕｅｙｉｎｇ３，ＧＡＯＸｕｅｌｉａｎ１，ＬＵＭｉｎｇｑｉ４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４Ｎｅｘ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５２８４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ＭＲＩ）
ｄｕｒ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ｃｒｅａｍ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ｔｏｒｉｓａｎｄＧ－ｓｐｏ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ｄｅ
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ａｎｄｏｍｇｒｏｕ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ａ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ｔｏｔａｌ
ｏｆ５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５ＦＳＡＤｗｏｍｅｎ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ｏ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ｒｅａｍｉｎａ７－ｄａｙｗａｓｈｏｆｆ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ｃｏｒｄｔｈｅ
ｆＭＲＩｄａｔａｔ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ｒｏｔｉｃ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ｍ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ｃｒｅａｍｗｅ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ｐｌａｃｅｂｏ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ｇｙｒ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ｏｂｅ，
ｂｕｔｗｅａ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ｌｏｂ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ＳＡ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ｃｒｅａｍｗａｓｗｅａｋｅｒｉ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ｌｏｂ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ｃｒｅａ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ｏｂｅ，ｌｅｆｔｇｙｒｕｓ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 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４月　第２２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ａｎｄｌｅｆｔ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ｇｙｒ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ＳＡＤｗｏｍｅｎ，ｗｈｅｒｅ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ｗｅａｋ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ｂｒｏｃａ’ｓａｒｅａ，ｒｉｇｈｔｉｎｓｕｌａ，ｌｅｆｔ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ｅｇｙｒｕ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ｌｏｂ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ｒｏ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ｃｒｅａｍｗａｓ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ｇｙｒｕ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ｏｂ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
ｃｒｅａｍｔｏｐ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Ｆｅｍａｌｅ；Ａｒｏｕｓ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ｆＭＲＩ

　　女性性唤起障碍（ＦＳＡＤ）是较为常见的性功能障
碍之一，定义为“持续或反复发生的不能达到或维持足

够的性兴奋，并引起精神痛苦的状态”，主要表现为缺

少主观性兴奋，缺少生殖器润滑／充胀或其它机体反
应。但人类对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性唤起障碍的生理

基础知之甚少。现代功能成像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性

功能的电生理研究，已有的研究表明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
对ＦＳＡＤ有一定的治疗效果［１－５］。本研究试图通过功

能性核磁共振扫描（ｆＭＲＩ）评价在视觉刺激条件下应
用前列腺素Ｅ１乳膏后的脑激活状态，对ＦＳＡＤ的发病
机理及前列腺素Ｅ１乳膏的治疗作用进行初步研究。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５名健康志愿者和５名ＦＳＡＤ患者志愿者，入选标

准包括年龄≥２１岁；并在试验期内无妊娠计划，试验
前避孕至少 １月以上；患者符合 ＦＳＡＤ的诊断标准；
Ｒａｓｋｉｎ抑郁评分≤７分，Ｃｏｖｉ焦虑评分≤８分。排除标
准包括性创伤或性虐待未愈；心、肝、肾、精神疾病史；

前列腺素过敏及存在核磁共振禁忌症等任何可能对患

者造成危险的状况。

１．２　方　法
志愿者通过筛选，符合入选标准并无排除标准后签

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共两次访视。前列腺素Ｅ１乳膏由尼
克美（中山）有限公司提供。１０名受试者随机使用９００ｕｇ
前列腺素Ｅ１乳膏或安慰剂，经过间隔７ｄ清洗期后使用安
慰剂或药物。每次研究时在医师的指导下洗净手和外

阴，将药品均匀抹在阴蒂上，然后将剩余的药品抹在阴道

前壁５ｃｍ处。每次９００ｕｇ药品均需全部应用。应用药物
后受试者躺在ｆＭＲＩ扫描仪下，交替进行非性活动纪录片
和性活动片的实时视觉刺激用来激发脑部性反应的相应

部位。性刺激反应记录包括基线扫描以及交替的休息和

刺激反应。首先进行３ｍｉｎ的定位扫描，然后４２ｓ的基线
扫描，接着进入看纪录片的６ｍｉｎ休息／吸收期，随后看
６ｍｉｎ的性活动片。扫描分别在两个观看阶段的后３ｍｉｎ
进行。访视１ｈ需进行容积３ＤＴ１扫描。扫描结束后，采
用５级评分法受试者对观看纪录片和性活动片时的性唤
起程度进行自我评定。

磁共振仪器 ＧＥＳｉｇｎａＴｗｉｎｓｐｅｅｄ１５Ｔ，所得脑功
能图像由工作站按照时间顺序保存为ｉｍｇ格式文件，
通过联网的计算机提取出来。

１．３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经过头动校正，空间平滑，时间平滑，空

间标准化预处理，进行 Ｔ检验得到每个受试者的激活
图像，然后再通过ＡＦＮＩ进行全体样本 ＡＮＯＶＡ２检验。
主观性唤起评分运用ＳＰＳＳ９０软件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１０例受试者自愿参加试验，均完成研究无一例失

访。年龄范围３２～５２岁，５例患者年龄（４８±８２）岁，
健康受试者（４１４±５８）岁。患者组身高、体重为
（１６３０±２５）ｃｍ及（６６０±１２１）ｋｇ，健康受试者身
高、体重为（１６３０±２５）ｃｍ及（６５２±７７）ｋｇ。
２．２　磁共振扫描结果
药物和人群均出现不同的脑激活区效应，详见图

１～４。

图１　健康组药物作用在左侧额上回、右侧前额叶强于
安慰剂，在双侧顶叶弱于安慰剂

图２　 ＦＳＡＤ患者药物的激活状态在右侧顶叶较安慰剂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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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前列腺素Ｅ１乳膏在健康组左侧前语言区、右侧

岛叶、左后扣带回和右侧顶叶的激活状态高于患者

图４　前列腺素Ｅ１乳膏在患者左侧梭状回、右侧前额

叶、左侧额上回的激活效应高于健康组

３　自我评定性唤起水平

受试者性唤起水平提高率见表１。患者组性活动
片刺激后主观性兴奋程度安慰剂评分 １～２（１６±
０５），药物２～５（２８±１３）；健康志愿者组安慰剂评
分１～３（２４±０９），药物１～３（１６±０９）。经过回
归分析，视觉刺激（Ｗａｌｄ＝１３１７６，Ｐ＜０００１）和药物
因素（Ｗａｌｄ＝６８８１，Ｐ＝０００９）是影响性唤起的独立
因素，人群因素（Ｗａｌｄ＝００５４，Ｐ＝０８１７）影响无统计
学意义。

表１　主观性唤起提高情况

组别
药物

纪录片 色情片

安慰剂

纪录片 色情片

健康组 １／５ ３／５ ０／５ ３／５

ＦＳＡＤ患者组 １／５ ５／５ ０／５ ３／５

４　讨　　论

４．１　前列腺素Ｅ１乳膏外用可有效提高性唤起障

碍患者的性兴奋，但有赖于性刺激

女性性唤起障碍（ＦＳＤＳ）是指“持续或反复发生的

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性兴奋，并引起精神痛苦的状

态”。其主要表现为缺少主观性兴奋，缺少生殖器润

滑／充胀或其它机体反应，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用药物治
疗的性功能障碍。已经发现一些心血管的致病因素与

阴道和阴蒂功能障碍的发病有相关联系，因而，目前认

为女性性唤起障碍有希望用血管扩张剂进行治疗。在

国外的小样本研究显示，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对性唤起障
碍有一定的治疗效果［１－３］。而在中国４００例女性性唤
起障碍患者进行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中，证实了前

列腺素 Ｅ１乳膏的安全性，与安慰剂比较，前列腺素 Ｅ１
乳膏可改善女性性唤起水平［４，５］。同４００例的大样本
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可提高性唤起
水平，并发现性唤起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药物和视觉

刺激，单纯使用药物在非性活动纪录片的刺激下性唤

起出现及其程度均有限，因此说明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的
性唤起治疗作用是依赖于性刺激的。

４．２　右侧前额叶，左侧额上回是与药物效应有关
的激活脑区，核磁显示性唤起中枢反应的不同可能与

疾病本身有关

性活动的中枢反应尚不完全清楚，在人体进行相

关研究存在困难。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功能成像技

术为进行躯体功能的电生理研究提供了可能，目前已

经广泛应用于多学科领域，但对性功能的研究尤其性

反应的功能性解剖结构还知之甚少。在这些技术中，

脑功能成像技术在神经系统和动作神经科学起到了桥

梁作用。功能性磁共振技术（ｆＭＲＩ）可以检测到神经
活动与代谢相关的离散区域，它是通过检测与局部脑

血流及去氧血红素的相关的信号的变化而间接成像，

以测量脑局部皮层的激活状态。用ｆＭＲＩ进行成像研究
的好处包括：（１）非侵害性，不需注射或同位素标记；（２）
总的扫描时间可以很短，像每次运行可以１５～２ｍｉｎ；
（３）高分辨率的功能图像可检测１５×１５ｍｍ的激活
区。在ｋｗａｎｇｓｕｎｇＰａｒｋ等用 ｆＭＲＩ方法研究色情片引
起的女性性唤起的神经功能试验中，右脑额叶的下方

区域、脑岛回、扣带回、尾状核、胼胝体、苍白球、下颞叶

皮质和丘脑的脑部区域被明显激活［６］。本研究对包括

５名健康者和 ５名性唤起障碍女性志愿者应用 ｆＭＲＩ
进行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比较应用前列腺素 Ｅ１乳膏前
后脑部激活区的变化，发现右侧前额叶，左侧额上回是

与药物效应有关的激活脑区，这些区域与情绪及运动

相关。由于目前女性性唤起中枢部位尚未明确，但用

药后出现的新的脑激活区说明药物对性唤起除局部生

（下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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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患者非脱垂子宫阴式切除术５０例临床分析

陈家莲１ 杨盛琼２ 张　未１ 邓　黎１

１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２宜宾县妇幼保健院妇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６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对肥胖患者非脱垂子宫经阴道（阴式）切除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对术前已排除恶性病变的
非脱垂子宫有切除子宫指征的肥胖患者，分为阴式（ＴＶＨ）和腹式（ＴＡＨ）两组进行临床观察。结果：阴式组较腹式组平均
手术时间短（Ｐ＜００５），平均出血量少（Ｐ＜００５），术后疼痛、发热率低（Ｐ＜００５），肛门排气时间早（Ｐ＜００５），术后平
均住院时间短（Ｐ＜００５）。结论：ＴＶＨ较ＴＡＨ腹壁不留切口疤痕、无伤口愈合不良、手术时间短、损伤小、腹腔干扰轻、术
后胃肠功能恢复早、疼痛轻、发热率低，术后３～５ｄ出院。对于肥胖的子宫良性病变的患者，阴式子宫切除是一种理想术
式，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肥胖 非脱垂子宫；全子宫切除术；阴式子宫切除；腹式子宫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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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阴道手术是利用阴道天然的腔道实施手术。随
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选择安全性高、创伤小、

恢复快的手术途径是医患共同关心的问题。近３年我

院对肥胖患者实施的非脱垂子宫阴式切除术５０例，取
得了良好效果，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有子宫切

除术手术指征但无盆腔脏器脱垂的的肥胖患者５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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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３５～５４岁平均４３６岁、体重指数２８～３５、子宫小
于或等于１２周行阴式子宫切除术（ＴＶＨ），其中子宫肌
瘤２７例、子宫腺肌病１３例、宫颈上皮内瘤变５例、难
治性功血５例。有下腹部手术史７例，子宫活动，无明
显盆腔粘连；术前严格检查排除子宫恶性病变。选择

同期的、同病种的手术指征相同的非盆腔脏器脱垂的肥

胖患者５０例，年龄３５～５５岁平均４４１岁，体重指数
２８７～３４６，子宫小于或等于１２周，术前严格检查排除
子宫恶性病变，行经腹子宫切除术（ＴＡＨ）作对照。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ＴＶＨ的手术步骤［１］　（１）环切宫颈阴道

交界处的黏膜：暴露牵拉宫颈，于宫颈阴道交界处黏膜

下注入１∶２５０氯化钠肾上腺素液约２０ｍｌ，将金属导
尿管插入膀胱内，辨认膀胱后壁在宫颈前唇的附着点，

在其下方５ｍｍ环形切开宫颈阴道交界处黏膜，深达
宫颈筋膜，前壁切口距宫颈外口约１５ｃｍ，后壁切口
距宫颈外口约２５ｃｍ。（２）钝性＋锐性分离膀胱宫颈
间隙及子宫直肠间隙：用组织钳提起阴道前后壁切缘，

用弯组织剪紧贴宫颈筋膜向上推进，撑开分离两间隙

达腹膜反折。（３）处理子宫骶主韧带：用弯血管钳靠
近宫颈钳夹、切断子宫骶主韧带，１０号丝线缝扎残端。
（４）剪开前后腹膜反折，并向两侧延长。（５）处理子宫
动静脉和卵巢固有韧带及输卵管：用阴道压板及宫颈

压板暴露子宫阔韧带区域，于子宫峡部水平紧靠子宫

钳夹子宫血管及周围阔韧带，切断、１０号丝线双重缝
扎。用附件拉形钳将固有韧带、圆韧带、输卵管一并钩

住向下牵拉，撑开钳柄，于钩形钳两叶间钳夹、切断后

取出钩形钳，１０号丝线双重缝扎残端。（６）取出子宫。
（７）缝合盆腔腹膜及阴道残端，用４号丝线连续缝合盆
腔腹膜，并将子宫血管及附件断端缝于腹膜外，用２／０
可吸收线连续褥式缝合阴道黏膜，两侧端半荷包缝合固

定于附件残端上。用碘伏纱布卷填塞阴道，留置尿管。

１２２　ＴＡＨ手术 手术步骤参见文献。

１２３ 采用容积法 ＋面积法计算术中出血量，
术后三天常规复查血分析了解 Ｈｂ和 ＷＢＣ的情况　
两组患者术后均未采取镇痛泵镇痛，采用肌注盐酸哌

替啶镇痛。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为患者术后至患者自己

认为肛门排气的时间；患者出院标准术后肛门排气、体

温正常３ｄ、术后复查血分析 ＷＢＣ在４～１０１０９范围
内，经腹手术患者腹部伤口拆线，伤口愈合良好。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阴式组与腹式组术中、术后情况比较
阴式组５０例患者均成功经阴道切除，其中８例合

并有附件疾病同时行患侧附件切除。术中无一例膀

胱、输尿管、直肠损伤。阴式组与腹式组术中、术后情

况比较见表１。

表１　阴式组与腹式组术中、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阴式组 腹式组 Ｐ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４５．２５±３．．７５ ８３．４６±１０．２７ ＜０．０５

术中出血（ｍｉ） １２０．６５±１５．４３ ２２０．８３±１８．２１ ＜０．０５

术后住院天数（ｄ） ４．２１±０．８４ ９．８±０．７８ ＜０．０５

术后肛门排气（ｈ） ２５．５０±３．４５ ４８．３４±５．４１２ ＜０．０５

术后阵痛例数ｎ（％） ９（１８％） ４６（９２％） ＜０．０５

住院总费用（元） ６０００±３７６ ７０００±４２１ ＜０．０５

由表１可见阴式组与腹式组术中、术后５项指标
观察结果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病员发热、血分析变化
阴式组术后体温达到或超过３８℃的４例（８％），

腹式组 １１例（２２％），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术后３ｄ复查血分析 ＷＢＣ＞１０１０９的阴式组
３例，腹式组１３例，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２３　术后伤口情况
阴式组腹壁无伤口、无伤口愈合不良，腹式组有５

人伤口发生脂肪液化，４人经换药处理后用蝶形胶布
将伤口拉拢愈合，１人行二期缝合后愈合。
２４　随　访
术后３个月均门诊复查，全部盆腔三合诊无阳性，阴

道残端均愈合良好。随访１年，阴式组阴道顶端均无肉芽
组织生长，未见阴道顶端脱垂，腹式组有２人阴道顶端发
生肉芽组织，行息肉摘除。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３　讨　　论

３１　阴式手术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的患者逐渐增多，对于

需要手术治疗的肥胖患者，选择怎样的手术途径，减少

手术后的并发症是妇产科医生不断思索的问题，尤其

是向心性肥胖的患者，腹部脂肪组织的堆积，行开腹手

术，较厚的脂肪层遮挡视野，暴露困难，同时术后容易

发生伤口愈合不良。本组采用对非脱垂子宫的阴式切

除，腹部无伤口，保持了腹壁的完整美观，而经腹行子



· 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４月　第２２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宫切除术组有五例患者发生了腹部伤口脂肪液化，虽

经处理病员均治愈出院，但患者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

加，因换药时的疼痛，增加了病员的精神负担。

３２　阴式子宫切除较腹式子宫切除具有优势
阴道手术不经腹壁逐层切开和缝合腹壁，尤其对

肥胖的患者不需要更多时间缝合腹壁，缩短了手术时

间及麻醉时间，降低麻醉费用；经阴道手术于盆腔最底

部进行［２］，对肠管干扰小，术后粘连轻，术后发热率低、

肠功能恢复早，临床恢复快，术后３～５ｄ即可出院，缩
短住院时间，从而降低住院费用；经阴道术后减少了腹

部切口的创面，术中出血减少，阴道手术切口位于阴道

顶端，切口隐蔽，同时切口神经系内脏神经支配，对疼

痛的敏感性弱，术后疼痛不明显，术后镇痛少。本文通

过对比阴式组与腹式组子宫切除的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术后镇痛、发热率、肠功能恢复及住院时间，阴式

组均少于腹式组。

３３　阴式子宫切除可预防阴道项端脱垂，避免肉
芽组织生长

将盆底腹膜与阴道黏膜分开逐层缝合，将缝合子

宫附件及血管的断端包埋于腹膜外，使盆腔面光滑，减

少盆腔粘连的机率，将阴道黏膜连续褥式缝合，两侧端

半荷包缝合固定于附件残端上，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

使子宫附件对阴道顶端有牵拉作用，可以预防阴道顶

端脱垂［３］，避免阴道顶端肉芽组织生长。曾有报道阴

式子宫切除较经腹子宫切除阴道顶端发生息肉率高［４］

本文通过改变阴道顶端的缝合，无一例发生阴道顶端

息肉，也无一例阴道顶端脱垂。

综上所述，阴式子宫切除术与经腹子宫切除相比

较，具有腹部无切口、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疼

痛轻、肠功能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手术操作简

单，无需特殊器械，易于基层推广应用。对于子宫良性

病变的非脱垂子宫需要切除者，尤其是肥胖的患者阴

式子宫切除是最佳的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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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器作用外，还可能存在影响中枢反应的作用。而药

物在患者和健康人出现的脑部不同激活模式，部分脑

区激活作用增强而部分脑区激活作用减弱，可能与健

康组和患者性唤起阶段中，主观性唤起的脑活动区域

出现变化有关，即这些中枢反应的不同可能与发病原

因有关。另外在本研究中也发现在右侧丘脑、右侧海

马等特殊代表情绪的中枢部位也出现了脑激活区，但

这一发现并非被试效应和药物效应，而出现在交互效

应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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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延长术（附１６７例报告）

宋永胜　陈业权　李继根　贺小海　吴　淼　王汉锋　李亚明　丁学刚　苑　章

南京建国医院泌尿男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１

【摘　要】目的：探讨并总结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皮肤脱套固定延长整形术，矫治阴茎短小的手术方法及体会。方法：
２００９年８月开始对１６７例阴茎短小患者采用经冠状沟０８～１０ｃｍ环形切口，彻底松解阴茎皮肤至阴茎根部，则将阴茎背
浅、深悬韧带一并完全切断，冲洗创腔后便将脱套之阴茎皮肤复位，阴茎根部“３”、“９”点丝线缝扎固定皮肤，包皮内、外板环
形间断缝合。结果：１６７例阴茎短小患者术后延长２８～４７ｃｍ，平均３７ｃｍ。随访３月～３年无并发症发生。结论：本术式
阴茎延长效果满意，可靠，体表又无明显切口疤痕，是目前众多阴茎延长整形术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手术方式。

【关键词】冠状沟环切口；脱套固定；延长术；阴茎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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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对３１８例阴
茎短小患者进行了阴茎延长整形术，其中 １６７例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开始采用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延长整形
术，收到满意的手术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年龄２０～４３岁平均２７５岁，术前性激素６项检测

指标均属正常，常态阴茎长４～６ｃｍ、勃起长小于９５ｃｍ，
住院３～７ｄ，平均４５ｄ，随访３月～３年，无明显并发症
发现。３１８例患者中伴包皮过长２５９例，包茎４７例，本

次手术前已行包皮环切１２例。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延
长１６７例，经会阴部“Ｚ”形切口１２６例，经会阴部“Ｙ”形
切口１３例，经冠状沟与会阴部“Ｚ”形联合切口１２例。
采用硬膜外麻醉３００例，阴茎根部局部麻醉１８例。术
后阴茎延长：经冠状沟环切口延长２８～４７ｃｍ，平均
３７ｃｍ；“Ｚ”及“Ｙ”切口延长２０～３２ｃｍ，平均２８ｃｍ；
经冠状沟与会阴部“Ｚ”形联合切口延长３４ｃｍ。
１．２　手术方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仰卧在手术台上，会阴部术野碘

伏常规消毒，铺巾垫单。首先取经冠状沟背侧０８ｃｍ，
腹侧１０ｃｍ，将包皮内板环形切开，再依次环形切开内
膜及筋膜至白膜上，连同阴茎皮肤一并钝性分离松解，

使其完全彻底脱套至阴茎根部，再用甲状腺拉钩向背侧

牵引阴茎皮肤，充分暴露耻骨联合前间隙阴茎背悬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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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耻骨梳，紧贴耻骨联合前将阴茎背浅、深韧带一并离

断，残端电凝止血，耻骨联合前间隙用７号丝线间断缝
合数针，以缩小此间隙。此时，阴茎海绵体明显而自然

地向前舒展延伸，生理盐水冲洗创腔，仔细检查无活动

性出血，便将脱套之阴茎皮肤及筋膜，一同复位至冠状

沟，修整多余包皮内外板，再依次将筋膜断端、外板与内

板５－０可吸收线间断环形缝合两层。最后阴茎根部
“３”、“９”点分别丝线缝扎两针固定皮肤防脱离。手术
结束并照相，同时测量阴茎延长结果与术前比较。

１．３　术后处理
１、静脉应用抗生素３～５ｄ。
２、５～７ｄ拆除阴茎根部“３”、“９”点固定缝合线。
３、术后５ｄ嘱患者自行连续间断将阴茎头向前下

方牵引，防离断后韧带粘连。

４、弹力网套及纱布包扎阴茎体１０～１２ｄ。
５、术后６周开始恢复性生活。

２　讨　　论

随着东西方文化理念交流与沟通的深入，国人性观

念的认知亦在改变，对性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一些男性对自身阴茎外观短小，常感自卑，且感性生活质

量不满意［１］，迫切希望对阴茎进行延长整形。我们参考

二位龙氏［２，３］尸体解剖研究的结果与临床应用研究的经

验，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开始行经会阴部“Ｚ”形及“Ｙ”形切口
阴茎延长矫治阴茎短小，术后平均延长２８ｃｍ，然而有许
多患者对此延长结果不太满意，尤其是对会阴部有较大

之切口甚至有疤痕，表示难以接受这种延长术。在包皮

脱套松解延长固定术，治疗隐匿性阴茎成功经验的启发

下［４，５］，笔者自２００９年８月开始至今采用经冠状沟环切
口，阴茎皮肤脱套法行阴茎延长整形１６７例，平均延长
３７ｃｍ，取得了延长整形效果好，术后亦未出现勃起功能
障碍、皮肤顽固性水肿、感染及阴茎不稳定等现象，收到了

相当理想的手术矫治效果，深受患者及性伴侣的欢迎。

本术式能收到如此明显的延长效果，我们体会是：

必须要彻底离断阴茎背浅、深悬韧带，同时又要对阴茎

体皮肤及筋膜进行完全彻底松解。因为部分阴茎短小

患者的阴茎海绵体与纤维束有粘连现象［６］，在切断韧

带的同时，又松解了粘连的纤维束，阴茎海绵体便自然

而然地向前延伸，即可取得“双倍”的延长效果，特别

是感到其外观增长明显（附照片），自卑感消除，自信

心增强，双方性生活更加和谐。

我院３１８例延长术中有１２例采用经冠状沟与会阴部
联合切口整形，是由于患者在接受本次手术前已行包皮

环切，若选择会阴部“Ｚ”或“Ｙ”形切口则延长效果不甚理
想，如单纯选择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皮肤脱套延长整形，

虽然横断了韧带，又松解了阴茎皮肤和筋膜，海绵体伸展

延长情况也好，但当脱套之阴茎皮肤复位时，其阴茎皮肤

的长度就显得不够长，若勉强复位缝合，勃起的阴茎海绵

体伸展将受到限制，甚至引起勃起疼痛。因此，我们提醒

同行们对于已经行包皮环切者行阴茎延长整形时，要想

取得较好的延长效果，须选择经会阴部“Ｚ”形与经冠状沟
联合切口延长整形为宜，将会获得较好的延长效果，切勿

选择单一切口。本组１２例采用联合切口法，取得平均延
长３４ｃｍ的好结果，就充分说明以上这点。

图１　手术前后阴茎延长效果图

本组１６７例阴茎短小患者，经冠状沟环切口阴茎
皮肤脱套延长整形效果满意，恢复良好，均痊愈出院。

但也有一些并发症，存有一定风险，如 １例患者术后
１７ｈ耻骨联合前间隙出现血肿，另１例患者术后６ｄ阴
茎背侧出现血肿。前者出血的原因除凝血机制稍差

外，其主要原因是术中耻骨前间隙暴露不佳，手术操作

时比较困难，甲状腺拉钩牵拉时用力过大过猛，使术后

创面渗血，经及时清创引流后痊愈出院。后者阴茎背

侧血肿，是由于拆除阴茎根部固定线针眼渗血所致，血

肿清除后用弹力网套包扎１周后痊愈。因此说，本术
式手术中存有术野较小、暴露不佳、操作不便等缺点，

所以要求术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和手术技巧，特别

是在处理耻骨前间隙的韧带及缝合组织时，操作要轻

巧，止血要彻底，最好配有２名助手，充分暴露术野，协
助手术操作。当然麻醉也要效果好，肌肉松弛很重要，

所以本组３１８例患者中选择了３００例硬膜外麻醉，而
会阴部脂肪堆积者千万不要采用局麻。术后６天拆除
阴茎固定线后出现血肿，提醒术者在阴茎体使用弹力

网套包扎时，压力适中方法妥当，既要防止渗血又要预

防皮肤水肿发生。所以术后的周密观察和细致护理也

非常重要。 （下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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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卡前列甲酯用于无痛负压吸引术前预处理的观察

张庆华１ 果君媛２ 张宏伟１ 安亚丽１

１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妇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
２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麻醉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

【摘　要】目的：探讨无痛负压吸引术前阴道放置卡前列甲酯扩张软化宫颈适宜的给药时间。方法：采用前瞻性对
比研究，将３００例自愿要求行负压吸引术的妇女随机分为Ａ、Ｂ、Ｃ三组，Ａ组卡前列甲酯０５ｍｇ术前１ｈ放入阴道后穹隆，
Ｂ组术前２ｈ放入阴道后穹隆，Ｃ组为对照组不采用任何药物行负压吸引术。观察并比较各组在负压吸引术中宫颈松弛
程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效果、副反应等参数。结果：Ａ组、Ｂ组较Ｃ组在宫颈松弛程度方面具有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Ａ组与Ｂ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手术中出血量Ａ、Ｂ、Ｃ三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手
术时间和手术效果方面Ａ组、Ｂ组与Ｃ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无痛负压吸引术前阴道放置卡前列甲酯
０５ｍｇ可以有效地扩张软化宫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受术者痛苦；术前阴道上药时间１ｈ和２ｈ同样有效。

【关键词】卡前列甲酯；术前用药时间；扩张宫颈；无痛负压吸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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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Ｇ０５；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ｕｓｅｔｉｍ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静脉联合麻醉下负压吸引术已广泛应用临床多
年，现在依然成为患者接受终止早期妊娠的首选方式。

在临床工作中，临床医生仍在不断探讨和完善手术过

程。本文分析无痛负压吸引术前的预处理，比较术前

阴道放置小剂量的卡前列甲酯（ＰＧ０５）在不同的给药
时间，药物对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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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２月在我院要求行早

期妊娠终止术者３００例。年龄１９～４５岁之间，体重４５
～６５ｋｇ，妊娠５～１０周。术前详细询问病史，测量体
温、脉搏、血压，常规的内科检查，妇科双合诊检查，了

解盆腔情况，明确早孕诊断。辅助检查：（１）血常规、
血型、凝血象检查。（２）白带常规检查，了解阴道清洁
度，有无滴虫真菌及革兰氏阴性双球菌感染。（３）尿
ＨＣＧ检查及Ｂ超检查［１］。无手术和丙泊酚、卡前列甲

酯禁忌症。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分组　对符合上述要求的受术者３００例

采用前瞻性对比研究，其中２００例为观察对象，给予术
前预处理并在静脉麻醉下完成手术，分为 Ａ、Ｂ两组；
另１００例无静脉麻醉负压吸引术者为对照组 Ｃ组。Ａ
组（１１０例）Ｂ组（９０例）：术前阴道穹窿放置卡前列甲
酯０５ｍｇ，静脉给药丙泊酚和芬太尼；Ｃ组（１００例）：
术前无阴道放药，术中无静脉给药；三组术前均禁食水

４～６ｈ。
１２２　药物及给药方法　观察组阴道后穹隆放

置１枚０５ｍｇ卡前列甲酯，为东北制药总厂生产，Ａ组
术前１ｈ阴道放置，Ｂ组术前２ｈ阴道放置；术中静脉给
药芬太尼０１ｍｇ／支，为湖北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丙泊酚０２ｇ／支，为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Ｋａｂ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ｍ
ｂＨＤ－６１３４６ＢａｄＨｏｍｂｕｒｇｖｄＨ，Ｇｅｒｍａｎｙ制药。
麻醉师全程监护下手术，术毕麻醉师停止静脉给药。

１２３　判定指标　宫颈松弛程度判定以手术中
使用黑格氏宫颈扩张棒，由４号开始扩宫以１／２号递
增记录无阻力通过的最大号数为标准；记录从扩宫开

始到停止吸宫所需要的时间为手术时间，以分钟为单

位；手术后用滤网除去绒毛蜕膜后计量出血量为术中

出血量，以毫升为单位；患者对手术过程的耐受，分为

好即患者在术中能配合手术，无痛苦；中为可耐受手

术，轻度扭动肢体或痛苦；差为不能配合手术。

１３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Ａ、Ｂ、Ｃ三组间比较患者平均年龄、体重、停经天

数均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Ａ、Ｂ、Ｃ三组的未产妇
和经产妇比例分别为：６８２％，７１１％，７１０％ 和
３１８％，２８９％，２９０％，三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妊娠周数各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Ａ、Ｂ、Ｃ三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平均年龄（岁） 平均体重（ｋｇ） 平均停经天数

Ａ ２９．７７ ５４．８０ ５２．８４

Ｂ ２８．９６ ５５．９１ ５３．４６

Ｃ ２９．９９ ５６．５２ ５２．７１

２２　术中三组宫颈松弛程度比较
比较术中宫颈松弛程度，Ａ组 Ｂ组之间差异无显

著性（Ｐ＞００５）。术前用卡前列甲酯组（Ａ组，Ｂ组）
与未用药组（Ｃ组）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Ｐ＜
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Ａ、Ｂ、Ｃ三组术中宫颈松弛程度比较［例（
!

）］

组别 ＜５．０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Ａ ３（１．８） １２（８．２） １４（１２．７） １５（１３．６） ２７（２６．４） １６（１６．４） １５（１３．６） ８（８．２）

Ｂ １（１．１） ７（７．８） １９（２１．１） １０（１１．１） １６（１７．８） １５（１６．７） １１（１２．２） １１（１２．２）

Ｃ １０（１０） ２３（２３） ４０（４０） ２０（２０） ７（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３　术中情况：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和手术效
果的比较

比较三组术中出血量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手术时间和手术效果 Ａ、Ｂ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术前用卡前列甲酯组（Ａ、Ｂ组）与对照组（Ｃ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Ａ组 Ｂ组术前分
别有２３例、１９例轻微腹痛或阴道少量出血，两组均无
人流综合征发生，Ｃ组有 ６例人流综合征发生。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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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三组术中情况

组别
术中平均出血量

（Ｘ＋Ｓ）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手术耐受（例）

好 中 差

Ａ １８．６４±７．２８ ５．３±１．３ １０９ １ ０

Ｂ １９．５８±６．７６ ５．７±１．６ ８９ １ ０

Ｃ ２０．１８±７．９８ ８．５±１．５ ２０ ６３ １７

３　讨　　论

负压吸引术是选择终止早期妊娠最常选择的方

法，解决了受术者放弃继续妊娠的意愿，但同时该术式

对受术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常见并发症有人流

综合征，子宫损伤，宫腔粘连，术中出血等，减轻或避免

手术并发症是医生关注的问题。对医生而言在手术时

是否顺利取决于实施手术时患者能配合医生手术、负

压吸引时设定适宜的负压、选择适宜的吸管号数、扩张

子宫颈时顺利。在静脉麻醉下手术解决了受术妇女的

痛苦，使患者能配合医生手术；医生在手术时按操作规

程执行，设定和选择适宜的负压及吸管也是易于做到

的；扩张宫颈顺利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扩宫颈困难，

易造成子宫颈管撕裂损伤，延长手术时间，并由于宫颈

管损伤偶可在负压吸引术中发生羊水栓塞，宫颈损伤

血窦开放，为羊水进入血流创造了条件，这是极其严重

的后果。从表２中看到给予负压吸引术前预处理的两
组受术者，在术中宫颈的松弛度理想，扩宫不困难，减

轻了受术者因手术而导致的宫颈损伤。由于减少了术

中扩宫的阻力，从表３中也可以看出手术时间 Ａ、Ｂ两
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Ｃ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手术效果方面给予静脉麻醉的负压吸引术组（Ａ组、Ｂ
组）较无静脉麻醉组（Ｃ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以上说明术前预处理效果显著。

丙泊酚诱导麻醉起效快、可控性强但镇痛作用弱，

故配伍镇痛作用强，起效快的芬太尼。应用芬太尼联

合丙泊酚行无痛负压吸引术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

法［２］。卡前列甲酯是地诺前列腺素（ＰＧＦ２α）的衍生
物，前列腺素（ＰＧ）可使胶原分解酶活性增加，使胶原
纤维分解胶原束间隙扩大，宫颈松弛、软化而变短，利

于扩张宫颈，不良反应较天然前列腺素轻［３］。探讨、选

择负压吸引术前预处理方式减轻手术并发症是临床医

生的目的。既往已经有闵玉梅等［４］术前应用卡孕栓

１～２ｍｇ扩张宫颈的临床经验。
观察无痛负压吸引术前１ｈ、２ｈ阴道放置卡前列甲

酯栓０５ｍｇ，展示了宫颈的松弛作用，术前应用小剂量
卡前列甲酯降低了患者的费用，使用方便，容易在临床

中被患者和医生接受。同时本文的观察发现由于放置

卡前列甲酯后的药物作用，有４２例患者感觉不同程度
的腹痛和少量阴道出血，易造成患者的焦虑，所以缩短

患者等待手术时间更利于患者，故主张术前１小时阴
道放置卡前列甲酯。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无１例人流
综合征发生，对照组有６例人流综合征发生，所以如果
条件许可采用静脉麻醉下负压吸引术并给与术前预处

理有利于受术者，可以减低手术并发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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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性不育患者 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检测及其意义

杜　强１　邹宝林２　潘永峰３　李　铮４　宋永胜５　吴　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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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确我国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和男性不育人群中的ＣＦＴＲ基因Ｍ４７０Ｖ多态性分布情况，以探讨ＣＦＴＲ
基因Ｍ４７０Ｖ多态性改变与男性不育之间的关系。方法：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临床诊断明确的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６７
例、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患者９５例，以及因女方因素拟行试管婴儿助孕、精液常规检查正常的男性１３５例。外周血基因
组ＤＮＡ抽提，应用Ｃｙｃ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法检测Ｍ４７０ＶＳＮＰ类型，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视为有显
著性差异。结果：三组比较（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与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患者以及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无统计学差异（Ｐ值分别为０４２２１和０１７９４，Ｐ＞００５）。ＭＶ基因型为最常见的基因
型，在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的基因型频率为０４２９６，其次为ＶＶ基因型，基因型频率为０３７０４，最少见的为ＭＭ基因型，基
因型频率为０２。ＭＭ、ＭＶ、ＶＶ基因型在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的分布符合哈迪 －温伯格平衡定律（χ２＝１７８７１，Ｐ＝
０１８１３，Ｐ＞００５）。Ｖ４７０等位基因为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最常见的等位基因，其等位基因频率为０５８５２，Ｍ４７０等位基因
与Ｖ４７０等位基因在生育能力正常的男性人群中的分布比例约为０７∶１，相比欧洲白种人（１∶１）偏低。结论：中国ＣＦＴＲ基
因Ｍ４７０Ｖ多态性改变本身与患者罹患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或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无关。Ｍ／Ｍ、Ｍ／Ｖ、Ｖ／Ｖ基因型在中国
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的分布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定律，Ｍ４７０与Ｖ４７０的分布比例约为０７∶１。

【关键词】ＣＦＴＲ基因；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非梗阻性无精子症；聚合酶链反应；单核苷酸多态性

ＣＦＴＲＭ４７０Ｖ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ＵＱｉａｎｇ１，ＺＯＵＢａｏｌｉｎ２，ＰＡＮ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３，ＬＩｚｈｅｎｇ４，ＳＯＮＧ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５，ＷＵＢｉｎ５

１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ｈｅｎＪ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ｎｊｉ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ｈｅｎＪ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４７０Ｖ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ｍａｌｅ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ｐｒｏｂｅ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６７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５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ｎ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１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ｓｅｓｅｍｅｎｗａｓｎｏｒｍａｌｂｕｔｔｒｙ
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ｆｅｍａｌｅ．Ｗｅｄｉｄ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ｙｃ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ｔ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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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Ｍ４７０ＶＳＮＰｔｙｐｅ，ｕｓｅｄＳＰＳＳ１３．０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ｄｅｕｓｅｏｆ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Ｐ＜０．０５ｗ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ｈａｖ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ＧＦＴＲｇｅｎｅＭ４７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ｌｌｅｌｅ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４２２１，０．１７９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Ｍ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ｓ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４２．９６％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ｍａｌｅ’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ｉｌｙ，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ＶＶ０．３７０４ａｎｄＭＭ，ｔｈｅｒａｒｅｓ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０．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ＭＶ，ＶＶ，ＭＭ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χ２＝１．７８７１，Ｐ＝０．１８１３，Ｐ＞０．０５）Ｖ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ｗａ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ｅｓｔａｌｌｅｌ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ｍａｌｅ，ｗｈｏｓｅ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ａｓ０．５８５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ａｎｄＶ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ｉｎｎｏｒ
ｍａｌｍａｌｅｗａｓ０．７∶１，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Ｗｈｉ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１∶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ＦＴＲＭ４７０Ｖｐｏｌｙ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ｓｎｏ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ＢＡＶＤａｎｄＮＯＡ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Ｖ，ＶＶ，ＭＭ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
ｅｎｔｗｉｔ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ａｎｄＶ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ｌｅｗａｓ０．７∶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ＦＴＲ；ＣＢＡＶＤ；ＮＯ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ＳＮＰ

　　囊性纤维化跨膜转导调节因子（ｃｙｓｔｉｃｔｉｂｒｏｓｉｓ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ＣＦＴＲ）基 因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ｒｓ＝２１３９５０）［１］为 ＣＦＴＲ基因外显子
１０上１５４０位点上Ａ→Ｇ多态导致的氨基酸替换，属于
错义突变，其突变等位基因 Ｍ／Ｖ多态性能影响 ＣＦＴＲ
蛋白氯离子通道活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 Ｍ４７０
和Ｖ４７０的比例不同［２］，Ｍ４７０Ｖ表达情况与个体胰腺
功能、肺功能、生育能力等密切相关［３，４］。国内黄沁

等［５］曾检测我国健康人群中Ｍ４７０Ｖ表达情况，为中国
ＣＦＴＲ基因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重要的遗传学资料。
但在我国生育力正常和不育人群中的 Ｍ４７０Ｖ分布情
况尚不清楚，是否与我国男性不育发生相关也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利用 Ｃｙｃ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法检查中国精子发生
正常人群与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以及先天性双侧输

精管缺如患者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分布情况，以
探讨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改变与男性不育之间
的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临床诊断明确的非梗阻性

无精子症的男性患者６７例、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的
男性患者９５例以及因女方因素拟行试管婴儿助孕、精
液常规检查正常的生育力正常男性１３５例。非梗阻性
无精子症病例入选标准：①不育病史；②查体双侧睾丸
容积正常或小于正常（小于１２ｍｌ）；③三次精液常规检
查（离心沉淀镜检）均未见精子，排精后尿沉淀亦未见

精子（排除逆行射精和不射精），精液 ｐＨ值正常，精浆
果糖及糖苷酶定量分析正常；④生殖激素检测 ＦＳＨ正
常或升高（大于１２ｍＵ／ｍｌ），染色体检查正常；⑤睾丸
活检病理Ｊｏｈｎｓｅｎ积分法评分介于２～８分之间。以上
我院入选病例６７例。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入选标
准：①除原发不育外无其他囊性纤维化疾病症状或表
现；②查体双侧睾丸大小发育正常，双侧扪不到输精

管；③三次精液常规检查（离心沉淀镜检）均未见精
子，排精后尿沉淀亦未见精子（排除逆行射精和不射

精），精液 ｐＨ值呈酸性，精浆果糖及糖苷酶定量分析
显著低于正常；④生殖激素检测及染色体均正常；⑤附
睾或睾丸穿刺取到精子。生育力正常男性入选标准：

①因女方因素拟行试管婴儿助孕；②查体双侧睾丸发
育正常；③精液常规检查正常；④染色体检查正常。
１２　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采集外周血２ｍｌ，ＥＤＴＡ抗凝。使用 ＤＮＡ抽提试

剂盒（ＥＺ１ＤＮＡＢｌｏｏｄ２００μｌ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在ＢｉｏＲｏｂｏｔ
ＥＺ１（ＱＩＡＧＥＮ）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上自动抽提
ＤＮＡ，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ＤＮＡ浓度，ＯＤ值介于１８
～２０之间留用，否者重新抽提。将提取的 ＤＮＡ编号
冷冻保存于

!

８０℃冰箱。
１３　引物及探针合成
参考 ＮＣＢＩｐｒｉｍｅ－ｂｌａｓｔ［６］，应用软件 Ｐｒｉｍｅｒ５０

自行设计引物，上游引物 ５′－ＣＴＴＣＴＧＣＴＴＡＧＧＡＴ
ＧＡＴＡＡＴＴＧＧ－３′，下游引物５′－ＧＣＴＴＴＧＡＴＧＡＣＧＣＴ
ＴＣＴＧＴＡ－３′，由大连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合成引物并制作相
应的荧光探针应用 Ｃｙｃ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法检测 Ｍ４７０ＶＳＮＰ
类型（详细信息见表 １）。检测用引物及探针经验证
ＰＣＲ产物电泳显示为特异性目标条带，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结果与 ＰＣＲ产物测序结果相符，可以用于
Ｍ４７０ＶＳＮＰ位点的分型检测。
１４　Ｃｙｃ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

Ｍ４７０Ｖ
将冷冻保存的ＤＮＡ样本常温解冻，按照Ｃｙｃｌｅａｖｅ

ＰＣＲＣｏｒｅＫｉｔ（ＴａＫａＲａＣｏｄｅ．ＤＣＹ５０１）说明书的操作方
法配制ＰＣＲ反应液，构建反应体系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反应条件，使用ＡＢＩ７５００（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上机检测，
反应条件为：（１）预变性 ９６℃，３０ｓｅｃ；（２）变性 ９５℃，
５ｓｅｃ；（３）退火５７℃，１５ｓｅｃ；（４）延伸７２℃，３４ｓｅｃ；（５）终
末延伸７２℃，５ｍｉｎ；（２）－（４）共５０个循环。反应结束
后根据检测结果结合扩增曲线分析，判定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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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Ｍ４７０Ｖ检测用探针、引物信息（探针序列大写字母代表ＳＮＰ位点，括号内的碱基是ＲＮＡ碱基）

基因名称 引物及探针序列 解链温度（℃） 产物长度（ｂｐ）

ｒｓ２１３９５０

－Ｆ ５’－ＣＴＴＣＴＧＣＴＴＡＧＧＡＴＧＡＴＡＡＴＴＧＧ－３’ ５７．１５７

－Ｒ ５’－ＧＣＴＴＴＧＡＴＧＡＣＧＣＴＴＣＴＧＴＡ－３’ ５６．６７８

－Ｐ１ ５’－（ＦＡＭ）ｃｔｔｃｔａａｔｇ（Ａ）ｔｇ（Ｅｃｌｉｐｓｅ）－３’ ２６．５６

－Ｐ２ ５’－（ＨＥＸ）ｔｃｔａａｔｇ（Ｇ）ｔｇａ（Ｅｃｌｉｐｓｅ）－３’ ２６．３６

２６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卡方检验，Ｐ

＜００５视为有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分别记录检测结果（见表２），三组比较（生育力正
常男性人群与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患者以及非梗阻

性无精子症患者）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基因型和等位基
因分布频率无统计学差异（Ｐ值分别为 ０４２２１和

０１７９４，Ｐ＞００５）。ＭＶ基因型为最常见的基因型，在
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的基因型频率为０４２９６，其次
为ＶＶ基因型，基因型频率为０３７０４，最少见的为 ＭＭ
基因型，基因型频率为０２。ＭＭ、ＭＶ、ＶＶ基因型在生
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的分布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定
律（χ２＝１７８７１，Ｐ＝０１８１３，Ｐ＞００５）。Ｖ４７０等位基因
为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中最常见的等位基因，其等位基

因频率为０５８５２，Ｍ４７０等位基因与Ｖ４７０等位基因在生
育能力正常的男性人群中的分布比例约为０７∶１。

表２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

样本类型／例数（２ｎ）
Ｍ４７０Ｖ基因型频率

ＭＭ ＶＶ ＭＶ

Ｍ４７０Ｖ等位基因频率

Ｍ Ｖ

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２ｎ＝１９０） ２２（０．２３１６） ２６（０．２７３７） ４７（０．４９４７） ９１（０．４７８９） ９９（０．５２１１）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２ｎ＝１３４） １０（０．１４９３） ２６（０．３８８１） ３１（０．４６２７） ５１（０．３８０６） ８３（０．６１９４）

生育能力正常对照（２ｎ＝２７０） ２７（０．２） ５０（０．３７０４） ５８（０．４２９６） １１２（０．４１４８） １５８（０．５８５２）

　　　　　χ２ ３．８８ － － ３．４４ －

　　　　　Ｐ ０．４２２１ － － ０．１７９４ －

３　讨　　论

ＣＦＴＲ基因于 １９８９年被 Ｒｉｏｒｄａｎ首次克隆并鉴
定［７］，它位于７ｑ３１２，全长１８８，７０４ｂｐ［８］，共有２６个内
含子，２７个外显子，ｍＲＮＡ序列 ６１３２ｂｐ，编码 １条由
１４８０个 氨 基 酸 组 成 的、命 名 为 ＣＦＴＲ（ＯＭＩＭ
６０２４２１）［９］的肽链，相对分子质量约为１６８，１７３。体内
ＣＦＴＲ蛋白的功能是由其基因型决定的，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ｒｓ＝２１３９５０）［１］为 ＣＦＴＲ基因外显子
１０上１５４０位点上Ａ→Ｇ多态导致的氨基酸替换，属于
错义突变，在外显子１０上１５４０位点碱基为Ａ，编码氨
基酸为Ｍｅｔ（甲硫氨酸），碱基为Ｇ编码的氨基酸为Ｖａｌ
（缬氨酸），其突变等位基因 Ｍ／Ｖ多态性能影响 ＣＦＴＲ
蛋白氯离子通道活性。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

中Ｍ４７０和Ｖ４７０的比例不同，Ｍ４７０Ｖ本身既与生育能
力相关，欧洲人群 Ｍｅｔ４７０相比 Ｖａｌ４７０生育能力更
低［２］。但Ｍ４７０Ｖ在我国生育力正常和不育人群中的

分布情况尚不清楚。为明确我国生育能力正常男性人

群和不育症患者中Ｍ４７０Ｖ发布情况，本研究利用Ｃｙｃ
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ｅ法检测生育力正常男性人群与先天性双侧
输精管缺如患者以及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 ＣＦＴＲ基
因Ｍ４７０Ｖ多态性分布情况，以探讨ＣＦＴＲ基因Ｍ４７０Ｖ
多态性改变与男性生育力正常人群以及先天性双侧输

精管缺如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先天性

双侧输精管缺如、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睾丸生精功能障

碍）以及生育能力正常的男性之间Ｍ４７０Ｖ多态性分布
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中国 ＣＦＴＲ基因 Ｍ４７０Ｖ多态性改
变本身与患者罹患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或非梗阻性

无精子症可能无关。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大多与

ＣＦＴＲ基因内含子８的ＴＧ－ｒｅｐｅａｔｓ、ｐｏｌｙ－Ｔ相结合有
关［１０－１４］。单纯Ｍ４７０Ｖ改变在男性不育人群与正常人
群中可能并无差异，但是当 ＴＧ－ｒｅｐｅａｔｓ、ｐｏｌｙ－Ｔ与
Ｍ４７０Ｖ协同作用时，可能下调 ＣＦＴＲ蛋白表达水平。
二者或多者协同作用，进而导致 ＣＢＡＶＤ发生，甚至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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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生精功能下降。Ｍ４７０Ｖ决定氯离子通道的内在活
性，Ｍ／Ｍ４７０同 ＴＧ１１／１１或 ＴＧ１１／１２，Ｍ／Ｖ４７０同
ＴＧ１１／１１可产生功能较高的 ＣＦＴＲ，Ｍ／Ｍ４７０同 ＴＧ１２／
１２相结合，可降低功能完善的 ＣＦＴＲ蛋白的产量，Ｖ／
Ｖ４７０与 ＴＧ１１／１１相结合可降低氯离子通道蛋白的活
性，从而导致ＣＦＴＲ基因功能下降［１５］。因此我们下一

步的研究有必要拓展到 ＴＧ－ｒｅｐｅａｔｓ，ｐｏｌｙ－Ｔ等其他
ＣＦＴＲ基因多态性改变或基因突变位点，进一步分析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明确Ｍ４７０Ｖ与其它基因
位点间的协同作用。

同时，我们的研究表明 ＭＭ、ＭＶ，ＶＶ基因型在正
常生育力男性人群中的分布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定
律。在生育力正常的男性人群中 Ｍ４７０与 Ｖ４７０等位
基因分布频率比例大致为０７∶１，这与在健康中国人
群中检测的结果相近０８∶１，相比欧洲人的比例１：１
要低［１６］，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传染性腹泻病曾

是亚洲国家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７］。Ｖ４７０可以
使ＣＦＴＲ蛋白氯离子通道活性下降，有助于罹患传染
性腹泻时减少液体流失，从而减轻疾病的损害，有助于

提高腹泻性疾病患者的存活率［１８，１９］。在我们的研究

中ＭＭ４７０基因型分布频率在３０％左右，亦说明中国
人群 ＣＦＴＲ蛋白氯离子通道活性可能低下，但正常生
育男性和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以及先天性双侧输精

管缺如患者之间未见明显不同。Ｍ４７０Ｖ是否会与其
它基因位点突变协同作用而影响患者生育能力，罹患

相关疾病等有待我们进行相关研究［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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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Ｆ５０８ｄｅｌＣＦ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４７０ａｌｌｅｌｅ．ＪＣｙｓｔＦｉｂｒｏｓ，２００７，６（１）：１５－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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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秀萍（１９７６－），女，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
产前检验方面的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

·性医学·

孕中期母血清产前筛查３１４２例结果分析

杨秀萍１　赵建鹏２　高　峡１　李天君２

１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室，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２张家口市中心血站，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通过对孕妇孕中期血清甲胎蛋白（ＡＦＰ）、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Ｆｒｅｅβ－ＨＣＧ）、游离雌三醇
（ｕＥ３）检测，结合Ｂ超和羊水细胞染色体检查，进行以唐氏综合征（Ｄｏｗｎ′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Ｓ）为主的疾病筛查。方法：采用芬
兰Ｗａｌｌａｃ公司提供的ＤＥＬＦＩＡ试剂盒测定ＡＦＰ、Ｆｒｅｅβ－ＨＣＧ及ｕＥ３值。结果：３１４２例孕中期孕妇中筛查出高风险１９６
例，其中唐氏综合征高风险１３２例，１８－三体高风险３３例，神经管缺陷高风险３１例。以３５岁年龄为界分组相比较年龄
大的孕妇组风险率显著增高。筛查后进行羊水细胞染色体检查９８例，发现唐氏综合征２例，神经管缺陷高风险中做 Ｂ
超发现胎儿脊髓膨出１例。结论：孕中期进行产前筛查非常必要，对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产前筛查；孕中期；唐氏综合征；１８－三体；神经管缺陷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３１４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ＹＡＮＧＸｉｕｐｉｎｇ１，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ｐｅｎｇ２，ＧＡＯＸｉａ１，ＬＩＴｉａｎｊｕｎ２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ｃｒｅｅｎＤｏｗｎ’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ｅｒｕｍ
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Ｐ），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ｂｅｔａｓｕｂｕｎｉｔ（Ｆｒｅｅβ－ＨＣＧ），ｆｒｅｅｔｈｒｅｅｆｅｍａｌｅａｌｃｏｈｏｌ（ｕＥ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Ｐ，Ｆｒｅｅβ－ＨＣＧａｎｄ
ｕＥ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ｂｙＤＥＬＦＩＡｋｉ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ｌｌ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１４２ｃａｓｅｓ，１９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ｔｏｂｅ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３２ｃａｓｅｓ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Ｄｏｗｎ’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３３
ｃａｓｅｓｏｆ１８－ｔｒｉｓｏｍｙ，３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ｔｕｂ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ａｔｌｏｗｅｒｒｉｓｋｔｈａｔ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３５．Ａｍｏｎｇ９８ｃ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ｏｏｋ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ｏｗｎ’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ｏｕｔ．Ｏｎｅ
ｃａｓｅｗ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ｍｙｅｌｏｍｅｎｉｎｇｏｃｅｌｅｂｙｄｏｉｎｇ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ｍｉ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ｂｏｒｎｄｅ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Ｄｏｗｎ’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１８－ｔｒｉｓｏｍｙ；Ｎｅｕｒａｌｔｕｂｅｄｅｆｅｃｔｓ

　　孕妇血清产前筛查是通过定量测定孕妇血清中某
些生化指标，结合孕妇的年龄孕周体重等参数，并运用

筛查软件计算出孕妇怀有唐氏综合征（２１－三体）以
及爱德华综合征（１８－三体）、开放的神经管缺陷
（ＯＮＴＤ）患儿的风险。通过产前筛查，确定目标人群
再作产前诊断，可提高检出率，对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

质，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具有重大的意义［１］。现将本院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ｌ１年１２月３１４２例孕妇的产前筛查结
果分析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本院接受产前检查

的孕中期（１５～２０＋６周）的妇女３１４２例，年龄２０～４２
岁。在知情同意条件下建立孕妇档案记录，将孕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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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等于３５岁和小于３５岁分为两组。
１２　方　法
孕妇空腹抽取静脉血２～３ｍｌ，分离血清。采用ＰＥ

公司提供的ＤＥＬＦＩＡ试剂盒，芬兰ＶＩＣＴＯＲ１４２０型时间
分辨免疫荧光仪，检测孕中期孕妇血清 ＡＦＰ、Ｆｒｅｅβ－
ＨＣＧ及ｕＥ３的含量。结合孕妇的年龄、体重、是否双
胎、有无糖尿病及吸烟史等参数，采用Ｒｉｓｋｓ２Ｔ风险评估
软件计算２１－三体、１８－三体综合征和ＮＴＤ的风险。
１３　判断标准
２１－三体高风险的切割值为１／２７０；１８－三体综

合征高风险的切割值１／３５０；当ＡＦＰＭｏｍ≥２５时判断
为ＮＴＤ高风险。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对筛查结果进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三种疾病风险筛查结果
３１４２例孕妇中，共筛查出高风险人群 １９６例，其

中唐氏综合征高风险１３２例（４２％），１８－三体高风险
３３例（１０５％），开放的神经管缺陷高风险 ３１例
（０９９％）。
２２　两个年龄组孕妇比较
大于等于３５岁的孕妇组和小于３５岁的孕妇组相

比较唐氏综合征高风险率差异有显著性（χ２＝７８６０，Ｐ
＜００１），见表１；两个年龄组相比较１８－三体高风险
率差异有显著性（χ２＝１３７１，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１　两组孕妇唐氏综合征（ＤＳ）高风险率比较

年龄 ｎ ＤＳ高风险数 ＤＳ高风险率

＜３５岁 ２９１６ ９８ ３．３６％

≥３５岁 １８１ ３４ １８．７８％

合计 ３１４２ １３２ ４．２％

　　注：≥３５岁与＜３５岁组比较，χ２＝７８．６０，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

表２　两组孕妇１８－三体高风险率比较

年龄 ｎ １８－三体风险数 １８－三体风险率

＜３５岁 ２９１６ ２６ ０．８９％

≥３５岁 １８１ ７ ３．８７％

合计 ３１４２ ３３ １．０５％

　　注：≥３５岁与＜３５岁组比较，χ２＝１３．７１，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

２３　高风险孕妇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核型分析
结果

１９６名高风险孕妇中有９８名孕妇在知情同意的情

况下接受羊水穿刺检查胎儿染色体，诊断出唐氏综合征

胎儿２例，１８－三体胎儿０例，其他染色体异常４例。
２４　其他结果
３１例神经管畸形筛查高风险孕妇进行 Ｂ超诊断，

发现神经管缺陷胎儿１例。低风险孕妇最终分娩发现
唐氏综合征１例。

３　讨　　论

唐氏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智力障碍，同时伴发严重

心脏病及多发性畸形。随着遗传性疾病的逐渐增加，

唐氏综合征早已明确为产科常见检查项目之一［２］。我

国活产婴儿中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约为 ０５‰ ～
０６‰，男女之比为３∶２。该病对患儿的家庭造成长期
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也对我国的人口素质、国

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待唐氏综合征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早发现，终止妊娠。

１８－三体是仅次于先天愚型的第二种常见染色体三体
征，表现为多发畸形。这种畸形一般会流产或胎死宫

内，少部分能到足月分娩，但多在一年内死亡。神经管

畸形是一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出生缺陷。

在接受产前筛查的３１４２例孕妇中，大于等于３５
岁的孕妇有１８１例，在这１８１例中２１－三体高风险的
有３４例，所占比例为１８７８％；１８－三体的有７例，所
占比例为３８７％；远远高于这两种高风险在总人数中
的比例４２％和 １０５％。现今社会高龄孕妇越来越
多，由于女性过了３５岁肌体处于下滑趋势，胎儿畸形
的发生率增加，所以年龄因素是评估的重要指标。

在诊断出的怀唐氏综合征胎儿２例孕妇中，１例
孕妇自述曾患有精神分裂症，孕期曾服用治疗精神分

裂的药物；１例孕妇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考虑药物
或病毒有干扰胎儿早期发育的作用。

产前筛查本身不是一种诊断手段，经过筛查得到

的高风险病例必须再通过其它诊断方法检查作最后的

诊断［３］。在筛查前后应给予孕妇有关筛查的咨询，如

果孕妇得到的筛查结果是高风险因而产生紧张忧虑焦

躁的情绪，要尽量对孕妇进行解释，在心理上安抚疏

导，说明进一步检查的必要性。

在筛查过程中，低风险孕妇最终分娩发现唐氏综

合征胎儿１例，说明产前筛查并不能１００％ 筛查出唐
氏综合征胎儿，存在漏筛的可能性。在孕妇接受产前

筛查时应签署知情同意书，医生须宣教告知孕妇有漏

筛的可能，避免产生医疗纠纷。另外，由于风险值是以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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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春蒲（１９７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
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７

·性医学·

需氧菌性阴道炎及混合感染的临床表现研究分析

孙春蒲

高阳县中医医院妇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５００

【摘　要】目的：对ＡＶ需氧性阴道炎以及ＡＶ混合感染患者进行观察研究分析。方法：对我院就诊的４１６例有阴道

炎症状的患者初步判断并进行指标检查。结果：４１６例患者中ＡＶ及混合感染患者６２例，其中只患 ＡＶ者２６例（４２％）、

ＡＶ＋ＢＶ者１６例、ＡＶ＋ＴＶ者９例、ＡＶ＋ＶＶＣ者１１例。实验室检查：２６例只患ＡＶ者中，１６例ＡＶ者阴道分泌物呈现黄

或绿稀薄脓性阴道物（６２％）；２３例患者阴道清洁状况ＩＩＩ－ＩＶ（８８４６％）；阴道 ｐＨ值大于４５的患者２２例（８４６％）；１１

例患者阴道分泌物增加（４２３％）。结论：本文对ＡＶ临床特征进行实验室检查，对 ＡＶ及混合 ＡＶ诊断和区别其它感染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需氧性；阴道炎；混合感染

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ＮＣｈｕｎｐ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Ｇａｏ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０７１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Ｖ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

ｍａｄ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ｈｅｃｋｏｎ４１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４１６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６２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ｄｂｏｔｈＡＶ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６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ＡＶ（４２％），１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Ｖ＋ＢＶ，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Ｖ＋ＴＶ，

ａｎｄ１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Ｖ＋ＶＶＣ．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２６ｃａｓｅｓｗｈｏｏｎｌｙｈａｄＡＶ，１６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ｄａｙｅｌｌｏｗｏｒｇｒｅｅｎｔｈｉｎｐｕｒｕ

ｌｅｎ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ｔｈｅｉ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６２％）；２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ｌｅ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ｆＩＩＩ－ＩＶ（８８．４６％）；２２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ｗａｓｏｖｅｒ４．５（８４．６％）；ａｎｄ１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４２．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ｏｎＡＶ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Ｖ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Ａ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是ＢＶ（细菌性阴道病）、ＴＶ（滴
虫阴道炎）、ＶＶＣ（外因引导假丝酵母菌病），但是针对
ＡＶ的发病原因不是很清楚［１］。本文对 ＡＶ的研究是
初步了解临床特征，通过对患者的临床就诊和检查指

标进行对比研究，为ＡＶ及ＡＶ混合感染的患者治疗提
供临床参考。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患者对象资料
本研究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４１６例符合阴道炎

症状的患者，并且患者入院登记的相关资料信息非常

齐全。患者阴道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在阴道分泌物增

加或有异味，外阴道感染；患者均处于可以生育的时

期。研究选取的患者不包括妊娠期妇女、患者在７ｄ内
使用了治疗阴道炎的药物以及月经来潮，如果患者在

３ｄ之内使用了阴道润滑剂或进行性交也不在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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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范围内。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患者的症状检查　对患者临床检查：外

阴、宫颈和阴道壁是否有充血、浓密分泌物和水肿的症

状；观察患者的阴道分泌物的性状，主要观察分泌物的

多少、颜色等。

１２２　患者的指标检查　下面是患者相关指标
的检查［２］：（１）阴道的清洁度检查以及 ｐＨ值检查，主
要是通过检查分泌物，同样将患者阴道侧壁的分泌物

取出，分别放在实验用的玻璃片上，一张放入生理盐水

１滴，在光镜下检查滴虫、菌丝、线索细菌等等，剩下的
一张中加入 ＫＯＨ，１０％，同样滴入１滴，检查细菌，如
菌丝、芽孢等。取患者阴道１／３处的部分分泌物放在
实验室玻璃片上，以期观察细菌，在浸有油的光学显微

镜（×１０００）下观察细菌，如菌丝、芽孢等，在观察前进
行革兰染色，以期能够更好的观察细菌［３］。然后用ｐＨ
精密试纸来测定患者阴道的酸碱度。（２）胺实验：在
窥镜上的部分阴道分泌物中加入ＫＯＨ，１０％，２滴。
１２４　统计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了ＳＰＳＳ１１５医

学统计软件，患者阴道分泌物的性状检查和分析采用

χ２检验，还有 ＡＶ和混合感染的阴道炎病症的观察。
ＡＶ实验室检查阴道的清洁程度、阴道的 ｐＨ值测定和
胺实验，研究分析采用构成比。

２　结　　果

２１　实验结果
针对ＡＶ及ＡＶ混合患者结果显示：只患ＡＶ的患

者是２６例（４２％），混合感染的 ＡＶ患者有３６例。ＡＶ
混合感染的患者中 ＡＶ＋ＢＶ１６例，ＡＶ＋ＴＶ９例，ＡＶ
＋ＶＶＣ１１例，其中ＡＶ＋Ｂ患者最多（４４％），ＡＶ＋ＴＶ
患者最少（２５％）。
２２　ＡＶ及混合感染患者表现分析
只患有ＡＶ的患者中有１６例患者主要是阴道分

泌物性状改变（７０％），其余的患者出现阴道分泌物增
加或是外阴道有不舒服的感觉［４］。ＶＶＣ和 ＡＶ＋ＶＶＣ
患者主要是外阴道出现瘙痒，分泌物有异味的主要是

ＢＶ和ＡＶ＋ＢＶ患者。
２３　患者阴道分泌物的性状分析
患者阴道分泌物的检测，阴道物的颜色：ＴＶ患者，

主要是黄绿色；ＢＶ患者，主要是灰白色或是白色；ＡＶ
患者，主要是黄绿色，这与 ＴＶ患者相类似。混合感染
的患者，ＡＶ＋ＢＶ，呈现ＡＶ黄绿色１１例（１１／１６），呈现

ＢＶ灰白色或白色的有４例（４／１６）；ＡＶ＋ＴＶ，均呈现
黄绿色；ＡＶ＋ＶＶＣ，呈现黄绿色或是黄色。阴道物的
性状：ＴＶ患者主要稀薄且脓性或是泡沫状；ＢＶ患者呈
现均匀状；ＡＶ患者主要是稀薄且脓性，这与 ＴＶ患者
相类似；ＶＶＣ患者，呈现凝乳状。混合感染的患者，ＡＶ
＋ＢＶ，呈现 ＡＶ性状的有１１例，呈现 ＢＶ性状的有４
例；ＡＶ＋ＴＶ，均呈现泡沫状或者是稀薄浓性；ＡＶ＋
ＶＶＣ，呈现凝乳状７例（７／１１），呈现泡沫或是稀水性的
４例（４／１１）。

２４　对象检查结果分析
２４１　患者阴道ｐＨ值分析　患者阴道ｐＨ值 ＞

４５的是只患 ＡＶ、ＴＶ、ＢＶ；ｐＨ值≤４５大部分是只患
ＶＶＣ的患者。大部分 ＡＶ混合感染的患者阴道 ｐＨ值
＞４５。见表１。
２４２　患者阴道清洁度分析　患者阴道的清洁

度是Ｉ－ＩＶ度。２６例只患 ＡＶ、９例只患 ＴＶ的阴道清
洁度为 ＩＩＩ－ＩＶ度，分别为 ２３例（８７６％）、７例
（７７８％）；ＡＶ及混合感染的患者阴道清洁度是 ＩＩＩ－
ＩＶ度。９７例中只患 ＶＶＣ的为２４例（２４７％），１８８例
ＢＶ患者的阴道清洁度为Ｉ－ＩＩ。见表１。
２４３　患者阴道分泌物的胺试验分析　患者的

阴道分泌物胺实验阴阳性检测，２６例只患 ＡＶ的患者
胺实验检测为阴性有２４例（９２３％）；ＶＶＣ的患者呈现
阴性。混合感染的患者中，ＡＶ＋ＢＶ中大部分患者呈现
阳性，ＡＶ＋ＴＶ中一部分患者呈现出阳性。见表１。

表１　研究ＡＶ患者实验室检查的指标分析

类别 总例数阴道ｐＨ值＞４．５清洁度ＩＩＩ－ＩＶ 胺试验阳性

ＡＶ ２６ ２１（８２．３％） ２３（８７．６％） ２（７．６％）

ＶＶＣ ９７ １６（１６．８％） ２４（２４．７％） ０（０）

ＢＶ １８８ １５１（８０．１％） ０（０） １５８（８４．２％）

ＴＶ ９ ７（７／９） ７（７７．８％） ４（４／９）

ＡＶ＋ＶＶＣ １１ ９（９／１１） ９（９／１１） １（１／１１）

ＡＶ＋ＢＶ １６ １６（１００％） １０（１０／１６） １４（８７．５％）

ＡＶ＋ＴＶ ９ ７（７／９） ８（８／９） ３（３／９）

　　注：表示例数没有超过２０例，不计算百分数

３　结　　论

３１　ＡＶ临床特征分析
阴道 ｐＨ值升高是 ＡＶ与 ＢＶ相似的临床表现，

不同的是 ＡＶ是需氧菌增加，而正常的过氧化氢的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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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缺失或者减少。体现在阴道的分泌物增多，颜

色黄绿色，甚至有异味，性交期间疼痛，或者外阴瘙

痒等等。

３２　ＡＶ鉴别诊断
３２１　临床表现　临床熟知的阴道炎有 ＶＶＣ，

ＴＶ，ＢＶ［５］，至于 ＤＩＶ（脱屑性阴道炎），目前临床上有
观点认为，ＡＶ是ＤＩＶ的病变前期，ＤＩＶ主要临床表现
是有脓性白细胞和阴道炎性反应，鳞状上皮细胞炎性

体征。

３２２　阴道分泌物　多数 ＡＶ患者主诉阴道分
泌物为稀薄脓性黄绿色，但也应与ＴＶ鉴别诊断。
３２３　阴部异味　临床上常见 ＡＶ患者主诉阴

道异味，多数其他阴道炎患者呈鱼腥味，但 ＡＶ并不是
鱼腥味，所以若患者主诉鱼腥味的阴道炎时，要首先考

虑ＴＶ、ＢＶ的可能性，与ＡＶ鉴别诊断。
３２３　外阴瘙痒　临床研究发现，３２％的 ＡＶ患

者并不主诉外阴瘙痒，或者说相较于其他阴道炎，ＡＶ
患者程度较轻，如果患者主诉严重外阴瘙痒，应考虑

ＶＶＣ感染，若ＡＶ患者主诉外阴瘙痒，那么多数是 ＡＶ
合并ＶＶＣ或者ＴＶ［６］。
３２４　性交痛　ＡＶ患者主要症状就是性交痛，

主要因其阴道中存在大量白细胞，外阴充血，出现红肿

的炎性反应，所以要鉴别诊断盆腔炎、宫颈炎［７］。ＡＶ
患者多数为性交时疼痛，而非 ＣＶ患者的性交后第２
天严重疼痛，所以患者主诉性交痛时，医务人员应该注

意阴道的清洁度，与ＣＶ感染区别开。
综上所述，在研究ＡＶ时，重点注意鉴别诊断是否

混合感染，有无其他合并症，同时在诊断其他阴道炎的

时候也注意是否合并ＡＶ［８］。目前临床上对ＡＶ的研究
还不甚详细，所以未来Ａ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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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血清中ＡＦＰ、Ｆｒｅｅβ－ＨＣＧ和 ｕＥ３的浓度为依据，
结合孕妇的年龄、体重、是否双胎、有无糖尿病及吸烟

史等参数，采用配套的筛查软件进行计算，故此提供正

确全面的资料能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４～６］。

筛查结果为高风险的孕妇接受羊水穿刺的比例较

低，分析有以下三种原因：①害怕穿刺会伤及胎儿；②
考虑羊水穿刺的费用；③对筛查结果抱有怀疑态度。
由于随访有难度，所以未接受羊水穿刺的孕妇最终分

娩结果不详。

产前筛查实验快速简单，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在社会上应加强宣传力度，普及群众对产前

筛查的认识。产前筛查对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使产前

筛查更为准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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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责任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产１００例临床疗效观察

肖忠群　姜　静　眭　琼　张　勇　陈　玉

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究全程责任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产的临床疗效。方法：对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

我所住院分娩的１００例孕妇采用全程责任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产仪进行助产，并选取同期１００例孕妇行自然进

展生产，对比两组孕妇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总产程，并对分娩方式、产后出血情况、产儿并发症及产后抑郁评分等情况

进行统计。结果：观察组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降低阴道助产及剖宫产率，产后出血情况明显减少，产后抑郁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全程责任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产能够明显缩短产程，减少产妇待产和分娩的痛苦，降

低母婴并发症，是广大孕产妇自然分娩的新选择。

【关键词】全程责任制陪护；气囊助产；产后出血；产前阵痛；缩短产程；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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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分娩是一类常见且安全有效的分娩方式，而
近年来我国自然分娩率呈下降态势，随之而来的是

剖宫产率不断上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妇及胎儿

的并发症［１］，且增加了其经济负担，因此，提高自然

分娩率是目前降低妊娠并发症、提高新生儿质量的

关键。目前临床广泛推荐的方案为全程责任制陪护

或气囊仿生助产，而关于两种方法配合的疗效鲜有

研究，因此，我院对收治的１００例产妇采用全程责任
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产仪进行助产，并选取

同期１００例自然进展生产产妇进行对比，现将研究
方法及结论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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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住院分娩

孕妇２００例，符合下列条件者纳入研究对象：①单胎头
位，初产妇，孕周在３７～４２周；②正常骨盆，无明显头
盆不称；③孕期无严重并发症。在产妇及其亲属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成两组，其

中观察组１００例，年龄２３岁 ～３４岁，平均年龄（２６７
±３１）岁，应用全程责任制陪伴分娩配合气囊仿生助
产仪；对照组 １００例，年龄 ２２岁 ～３５岁，平均年龄
（２５９±３２）岁，产程自然进展。两组产妇年龄、产次
及孕周等一般资料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本临床研究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①对照组。产程中应保持有效宫缩，若宫缩不理

想，则应用催产素静滴；②观察组。方法：１）产前建立
信任，了解产妇需求；２）产妇进入产程，临产一开始即
由一位富有爱心，态度和蔼，善解人意，精通妇产科专

业知识的专业助产士陪伴并处理产程；３）持续的心理
护理：解除患者恐惧焦虑心理；４）严密观察产程，监测
胎心音，了解宫口进展情况；５）当宫口扩张３～４ｃｍ以
上，排除胎位异常，软产道异常，无头盆不称。胎先露

－１以下，使用气囊仿生助产仪，签署气囊助产同意
书。第１步：气囊必须准确置于宫口，气囊直径设置为
８０ｍｍ。第２步：人工破膜，当宫颈被扩张至５ｃｍ即行
人工破膜，观察羊水性状，如发现羊水污染，立即对症

处理，必要时改为急诊剖宫产术，并及时做好记录；６）
健康教育：给予饮食指导，宫口开全后指导产妇正确应

用产力，卫生及乳喂养知识宣教；７）填写“全程责任制
陪护配合气囊仿生助产技术观察表”。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总产程，并对分娩

方式、产后出血情况、产儿并发症及产后抑郁评分等情

况进行统计：①分娩方式：统计自然分娩与剖宫产孕妇
数量；②产后出血情况：孕妇产后出血量≥３００ｍＬ视
为产后出血；③产儿并发症：新生儿出现呼吸困难、肺
部损伤、消化道出血即记为出现并发症，先天性心脏病

等遗传病不纳入并发症范畴；④产后抑郁评分：对产妇
分娩后进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ＳＤＳ评分越高
示抑郁程度越严重，得分５０分以上即为抑郁，５３～６２
分为轻度抑郁，６３～７２为中度抑郁，７３分以上为重度

抑郁。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

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检验水准设定为 ａ＝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认为其
有统计学差异性。

２　结　　果

２１　产程及产后抑郁评分对比
观察组平均第一产程４５ｈ，第二产程０４ｈ，总产

程４８ｈ，对照组分别为８３ｈ，１３ｈ及９５ｈ，观察组第
一、第二及总产程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
组产后平均 ＳＤＳ评分３９４，未显示抑郁症状；对照组
平均 ＳＤＳ评分为 ５５２，显示轻度抑郁；观察组产后
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产程及产后抑郁评分对比（珔ｘ±ｓ）

组别 例数 第一产程（ｈ）第二产程（ｈ） 总产程（ｈ） ＳＤＳ评分

观察组 １００ ４．５±２．１ ０．４±０．２ ４．８±２．２ ３９．４±６．０

对照组 １００ ８．３±２．９ １．３±０．４ ９．５±３．５ ５５．２±７．３

ｔ ４．３３９ ３．５１７ ５．５２４ １２．６３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出血情况、分娩方式及产儿并发症对比
两组产妇均产１胎。观察组４例产后出血，１４例

剖宫产，２例产儿出现并发症；对照组１３例产后出血，
剖宫产３８例，６例产儿出现并发症。观察组产后出
血、剖宫产及产儿并发症例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出血情况、分娩方式及产儿并发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剖宫产 产儿并发症

观察组 １００ ４ １４ ２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３ ３８ ６

χ２ １８．６２９ ７．５１４ ３．３３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项目在产程全程中实行一对一的陪护，从临产

开始就由专业的助产士陪护，当宫口开大２ｃｍ后就进
入产室一直陪在产妇身边，不仅要完成专职的陪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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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要认真仔细观察产程，当宫口扩张３～４ｃｍ，胎头
－１以下胎位正常，无胎儿窘迫情况用气囊仿生助产
仪扩张阴道上段及阴道下段。通过以上两种方法的结

合，可以减少待产时间，缩短产程，减少产后出血，显著

降低母婴并发症，减少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提高阴道分

娩率，提高产科质量。该技术被证明安全、有效、操作

简单方便。依据循证医学对符合适应证者施术，它能

显著缩短产程、减轻产妇分娩痛苦、减少母婴并发症、

促进自然分娩而降低剖宫产率、提高产科质量，并能协

助解决产科领域内诸多疑难棘手问题，显示了新技术

的生命力。

全程责任制陪护减少了产程中痛苦，并及时发现

与解决问题，气囊助产仪是利用特制的气囊充气扩张

宫颈与软产道，使其达到胎头大小，以减少先露部下降

阻力，为顺利分娩创造良好条件。本次研究观察组产

后平均 ＳＤＳ评分３９４，未显示抑郁症状；对照组平均
ＳＤＳ评分为５５２，显示轻度抑郁；观察组产后 ＳＤＳ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可见该方案能够有效减轻产妇分

娩痛苦，降低抑郁情况的发生。气囊助产仪具有仿生

性，依据自然分娩生理规律，逐渐扩张软产道，促进自

然分娩，主要作用如下：①机械刺激并促进宫颈成熟，
使宫颈平滑肌纤维，弹力纤维及结缔组织松弛，同时反

射性引起垂体后叶内源性催产素与前列腺素的合成与

释放，使宫颈软化，缩短及扩张，加速宫缩，增加产力，

明显缩短产程。本次研究观察组平均第一产程４５ｈ，
第二产程０４ｈ，总产程４８ｈ；对照组分别为８３ｈ，１３ｈ
及９５ｈ。观察组第一、第二及总产程均明显少于对照
组，也印证了上述结论；②破膜后先露部直接压迫宫颈
及子宫下段，反射引起宫缩，同时破膜后血清与羊水中

的钙及前列腺素增加，胞质内游离的钙激活肌原纤维

收缩系统而引起宫缩；③气囊扩张阴道的同时也压迫
直肠，反射性引起产妇有便意感，并不自主向下用力屏

气的动作，迫使先露下降；④该仪器利用特制可扩张乳
胶气囊，充分扩张宫颈与阴道，同样达到胎头大小，等

于提前模拟胎头作用，势必会排除或减少先露部下降

阻力，为顺利分娩提前创造了良好条件。应用气囊助

产可促进产程进展及减少母婴并发症，气囊扩张阴道

法以机械扩张软产道的同时也压迫直肠，使产妇不自

主地产生向下用力屏气的动作，迫使先露下降；此外充

气扩张软产道，会减少先露部下降阻力，为顺利分娩提

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并发症的对比中，我们发现，

观察组４例产后出血，１４例剖宫产，２例产儿出现并发
症；对照组１３例产后出血，剖宫产３８例，６例产儿出
现并发症。观察组产后出血、剖宫产及产儿并发症例

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是由于产程缩短，减少了产力

消耗时间，降低了因产程较长而导致的宫缩乏力、胎儿

窘迫、手术率增高、产后出血情况增加等并发症的发

生。应用气囊助产仪扩张阴道，如操作得当能明显缩

短产程、降低手术产率及母婴并发症的发生，目前已在

全国千余所医院推广使用。据田扬顺教授介绍，妇女

正常分娩主要靠子宫收缩力及腹肌力量，克服扩大宫

颈口、阴道及盆底肌层组织的阻力，使软产道达到胎头

大小，保证胎儿顺利通过产道。“气囊仿生助产技术”

是利用特制的气囊，在计算机程序控制下，通过充、放

气提前模拟胎头作用扩张软产道，使之达到胎头大小，

从而减少胎儿先露部下降的阻力［８］，使初产妇临时变

成“经产妇”，提前为顺利分娩创造良好条件。

综上所述，“气囊仿生助产术”由于具有仿生性，

符合自然分娩生理规律，且不使用任何药物，不会发生

由于技术操作引起的危及母婴的并发症，因此能够明

显缩短产程，配合全程责任制陪护分娩，能够有效减少

产妇待产和分娩的痛苦，降低母婴并发症，是广大孕产

妇自然分娩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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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巨大胎儿发生的相关因素探讨及其分娩方式选择

秦松鹏

山东铝业医院妇产科，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讨论巨大胎儿发生的有关因素，并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方法：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分娩巨大胎儿的２０５例孕妇作为观察组，并选择同期在我院分娩正常体重胎儿孕妇２０５例做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在年
龄、孕周、孕产次、体重、并发症、分娩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讨论巨大胎儿发生的因素。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孕

周、孕产次方面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超体重孕妇明显多于对照组。从并发症和出血情况来看，观察组容易出现
各种并发症和出血（Ｐ＜００５）。两组在分娩方式上有明显差异：观察组以剖宫产为主（９０７３％），对照组以顺产为主
（６３４２％）。结论：超体重孕妇更容易分娩巨大胎儿。对于巨大胎儿而言，剖宫产是一种较为理想和安全的分娩方式。

【关键词】巨大胎儿；分娩方式；超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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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ｐｒｏｎｅｔｏｈａ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０．７３％）
ｗｈｉｌｅｅｕｔｏｃｉａｗａ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３．４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ｄｅｌｉｖ
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ｆｏｒ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巨大
改变，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孕妇怀孕后，

出于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活动量明显减少，营养过

剩，导致部分新生儿体重过重，给新生儿以及孕妇带来

了潜在风险［１－３］。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共
安全分娩２０５例巨大胎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有

关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进行妊娠
分娩的孕妇，所有孕妇均系单胎分娩。其中２０５例分
娩巨大胎儿孕妇为观察组，并选择２０５例分娩正常胎
儿孕妇为对照组。

１２ 方法

分析两组患者的入院病历及相关资料，比较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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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龄、孕周、合并症、孕产次等方面的差异。同时结

合我院临床实际，分析适合巨大胎儿的分娩方式。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学处理。Ｐ＜００５为存
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孕妇年龄、孕周、孕产次、超体重比较
两组年龄、孕周、孕产次及超体重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年龄、孕周、孕产次及超体重比较

组别 年龄（岁） 孕周（周） 初产妇（例，％）超体重（例，％）

观察组 ２９．７３±２．８５ ３９．２±４．７ １８２（８８．７８） １３７（６６．８３）

对照组 ２９．６３±２．９４ ３８．７±４．６ １８６（９０．７３） ４６（２４．４１）　

　　注１、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如果孕妇分娩体重≥８５ｋｇ则为超体重孕妇

两组在年龄、孕周以及初产妇比例方面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但是两组孕妇在体重方面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其中，观察组超体重例数有 １３７例，比例为
６６８３％，而对照组仅有４６例，２４４１％的孕妇出现超体重。

２２　两组并发症（合并症）及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两组孕妇并发症（合并症）及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见表２。

表２　两组并发症及产后出血情况比较［例（％）］

组别 糖尿病 羊水过多 高血压 产后出血

观察组 ５０（２４．３９） ９（４．３９） ３０（１４．６３） １０（４．８８）

对照组 ６（２．９２） １（０．４９） １７（８．２９） ３（１．４６）

　　注：１、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糖尿病包括糖耐量异常

两组在糖尿病、羊水过多、高血压方面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从产后出血情况来看，观察组有１０例患
者出现产后出血，而对照组仅有３例，差异显著。
２３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见表３。

表３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例（％）］

组别 剖宫产 顺产 难产

观察组 １８６（９０．７３） １０（４．８８） ９（４．３９）

对照组 ７２（３５．１２） １３０（６３．４２） ３（１．４６）

　　注：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观察组主要以剖宫产为主，共有１８６例（９０７３％）
的孕妇实施了剖宫产。而对照组以顺产为主，有１３０
例（６３４２％）通过顺产分娩婴儿。两组均有难产孕
妇，观察组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巨大胎儿出现的因素

医学上认为胎儿体重超过４０００ｇ则为超体重胎儿
或者巨大胎儿［５］。由于胎儿体重过大，在分娩的时候

将会给产妇以及胎儿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因

此积极预防巨大胎儿发生概率、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

对于产妇和胎儿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６］。从本研究

的结果来看，巨大胎儿的出现与孕妇超体重有密切的

关系。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孕妇的营养供给明

显改善，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部分家庭不

仅让孕妇吸收过度的营养，而且出于安全等多方面的

考虑，孕妇的正常活动被压缩，这样的一加一减，导致

孕妇超体重现象日益增多。事实上，胎儿营养水平与

孕妇营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国外学者证实［６－８］，如

果孕妇摄入的营养过多，更容易导致超体重胎儿的形

成。针对这一情况，为了避免巨大胎儿出现，孕妇在怀

孕的过程中，要注意营养的合理搭配，尤其是要尽可能

的减少高脂肪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针对胎儿发育

的特点，在怀孕３个月后，孕妇及亲属可以通过咨询妇
幼专家，改善自己的饮食结构，尽可能地达到各种营养

元素的合理搭配和充分吸收。同时，孕妇还要在自己

身体条件的许可下，适当的进行一些活动，比如慢走，

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劳动，从而避免过多的营养摄入

给胎儿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３２ 巨大胎儿孕妇常见的合并症（并发症）

相比于分娩正常体重胎儿的孕妇，分娩巨大胎儿

孕妇更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其中高血压、糖尿病、羊

水过多以及出血是常见的并发症。国外学者证实，如

果孕妇在妊娠期合并糖尿病，分娩巨大胎儿的概率可

以超过４０％。而无糖尿病的孕妇，分娩巨大胎儿的概
率不会超过１０％。从本研究来看，观察组中妊娠合并
糖尿病的孕妇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有５０例近２５％
的孕妇在妊娠期具有糖尿病，而对照组仅有６例不到
３％的孕妇有糖尿病。高血压也是妊娠期妇女常见的
合并症。根据杨云［８］的研究，在２４０例分娩巨大胎儿
的孕妇中，有１３３３％的妊娠期妇女患有高血压，而对
照组仅有不到８％的孕妇患有高血压。从本研究的结
果来看，如果妊娠期妇女在妊娠期患有高血压，其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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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胎儿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未患有高血压的妇女。羊

水过多是一种严重影响孕妇分娩的合并症。而巨大胎

儿在分娩的过程中诱发大出血的风险较之正常体重胎

儿要高。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妊娠期妇女在怀孕过程

中，要注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防范，同时养成良好的作

息与生活习惯，为未来分娩提供良好的基础。

３３ 巨大胎儿分娩方式的选择

分娩是婴儿从母体来到世界的桥梁。分娩方式的

选择与胎儿及母体的安全息息相关。随着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达，剖宫产技术已经成熟，并广泛运用到妇产科

学中。巨大胎儿由于体重过大，采取正常的引导顺产

往往难以奏效，因此在分娩过程中，剖宫产成为主要的

分娩方式。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２０５例巨大胎儿中，
有１８６例近９１％的孕妇选择了剖宫产手术，而选择顺
产的孕妇仅有１０例；与对照组孕妇中７２例选择剖宫
产和１３０例选择孕妇顺产的例数相比，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另外，本研究也证实，巨大胎儿在分娩中，出现
难产以及大出血的风险较大。［１１］因此，在进行分娩的

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做好有关准备，从而更好的应对各

种突发性情况，确保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

事实上，随着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检测技术的不

断发展，巨大胎儿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预防［１０］。从专

业医生的角度讲，可以通过 Ｂ超等现代检测仪器，预
估胎儿体重，并根据孕妇的具体情况提供专业的意见。

对于孕妇及家庭而言，则需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养成良

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适当运动［１２］。通过医院和自身的

努力，从而避免巨大胎儿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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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塞露灌肠治疗前列腺增生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王　园　张淑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泌尿外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４

【摘　要】目的：观察应用开塞露保留灌肠治疗前列腺增生尿潴留的疗效。方法：对７２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尿潴留
患者在使用传统诱导排尿无效后，利用不同剂量（２０ｍｌ、４０ｍｌ、６０ｍｌ）开塞露保留灌肠治疗，并观察排尿时间。结果：７２例
尿潴留患者中５２例排尿，总有效率７２．２％。４０ｍｌ组及６０ｍｌ组有效率明显高于２０ｍｌ组，而４０ｍｌ组及６０ｍｌ组之间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开塞露保留灌肠可促进排尿，开塞露用量在４０～６０ｍｌ为宜。

【关键词】开塞露；保留灌肠；尿潴留；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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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Ｈ）是导致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最为常见的一种良
性疾病。ＢＰＨ可以引起后尿道因外界压力而改变形
状，导致尿道阻力升高，尿液排出困难，尿潴留随之产

生。尿潴留是 ＢＰＨ的常见并发症，多数患者在疲劳、
着凉、辛辣饮食等情况后发生，给患者生活和工作带来

了诸多不便和烦恼，严重者常引起其它症状的发生，在

治疗方面留置导尿方法往往不成功。笔者对本院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间收治的７２例 ＢＰＨ并发
尿潴留的患者使用开塞露灌肠，治疗效果良好，在这里

进行归纳。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共有７２例，年龄６１～８９岁，中位年龄７４２
岁。患病时间２个月 ～１７年。经三维彩超、国际前列
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评分）、经肛门直肠指诊、尿流动力
学等相关检查确诊为 ＢＰＨ，前列腺大小在 ３２ｃｍ×
３３ｃｍ×４３ｃｍ～４２ｃｍ×５４ｃｍ×５８ｃｍ，ＩＰＳＳ评分：
２４～３２分。其中并发尿路感染３３例，膀胱结石１８例，
血尿７例，双肾积水５例。
１２ 实验方法

所有患者均为出现尿潴留后留置尿管未成功者，

将他们随机分为三组（２２例、２４例、２６例），分别使用
开塞露２０ｍｌ、４０ｍｌ、６０ｍｌ进行灌肠，告知患者忍耐５～
１０ｍｉｎ，直至出现无法忍耐的排便感时再排尿。结果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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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使用开塞露后５～１５ｍｉｎ内排出尿液者为有
效，１５ｍｉｎ以后不论有无尿液排出，均为无效。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处理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开塞露使用剂
量与患者排尿之间的分析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７２例尿潴留患者中５２例排尿，总有效率７２２％。
４０ｍｌ组及 ６０ｍｌ组有效率均明显高于 ２０ｍｌ组（Ｐ＜
００５），而４０ｍｌ组及６０ｍｌ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不同剂量开塞露保留灌肠排尿比较

组别 排尿例数 未排尿例数

２０ｍｌ组（ｎ＝２２）① ７ １５

４０ｍｌ组（ｎ＝２４）② ２０ ４

６０ｍｌ组（ｎ＝２６）③ ２５ １

　　Ｘ２＝２６８０２，Ｐ＜０００５，Ｘ２２－１＝１２５６４，Ｐ＜０００５，Ｘ２３－１＝２２１９６，

Ｐ＜０００５，Ｘ２－３２＝１０７８，Ｐ＞００５

表２　不同剂量开塞露保留灌肠排尿时间比较

组别 排尿时间

２０ｍｌ组（ｎ＝２２）① １２．６±３．２

４０ｍｌ组（ｎ＝２４）② ６．３±１．４

６０ｍｌ组（ｎ＝２６）③ ６．７±２．７

　　Ｆ＝５３１７，Ｐ＝００００，ｑ２－３＝１２９１９，Ｐ＜００５，ｑ２－１＝０５６５，Ｐ＞

００５，ｑ３－１＝９３８３，Ｐ＜００５

３　护　　理

３１ 心理护理 ＢＰＨ患者
由于反复出现尿频尿急渐进性排尿困难，药物治

疗短期效果不十分明显，大部分患者对ＢＰＨ的了解较
少，无法对疾病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因而会产生较重

的心理负担，对治疗产生不利的影响。医疗护理人员

要充分地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使患者

对自身的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多多与患者沟通，解除患

者的思想负担，使其减轻焦虑的心情，树立起战胜疾病

的信心。

３２ 加强卫生宣教

３２１ 多饮水 ＢＰＨ患者往往出现尿频尿急渐
进性排尿困难，膀胱内尿液不能排净而导致尿潴留，膀

胱炎时有发生，患者尿痛明显，夜尿次数增多，大多数

患者为了减少排尿次数而尽量少饮水，反而加重了尿

路感染，进而尿频尿急尿痛更加明显，造成恶性循环。

医护人员应该向患者解释多饮水的作用，鼓励患者增

加饮水量，以每天饮水１５００ｍｌ至２０００ｍｌ为佳，用自身
的尿液冲洗膀胱。

３２２ 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在日常饮
食和生活中有许多情况可以诱发前列腺腺体充血，导

致前列腺增大，进而出现尿潴留，例如大量饮酒、长期

吸烟、情绪波动（过度兴奋或紧张）等刺激。因此，医

护人员在患者治疗过程中要向患者指出保持良好的饮

食和生活习惯的重要性。例如戒烟忌酒，避免食用刺

激性较大的食物，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过大的波

动。平时注意勤洗澡，及时更换内衣内裤，多吃新鲜水

果和蔬菜，可食用香蕉和蜂蜜以软化大便，减少便秘发

生的几率。早睡早起，定时排尿，避免长时间憋尿导致

尿潴留，必要时可做排尿日记。

３２３ 避免过度劳累，注重劳逸结合　过多的
运动或长时间的久坐均可导致会阴部的静脉血液流速

减慢，回流不畅，导致前列腺腺体充血［１］，进而影响患

者排尿，易引起尿潴留的发生。所以要告知患者避免

运动过度或久坐，注重劳逸结合。

３２４ 慎用药物　某些药物可通过各种作用途
径导致尿潴留的发生率增加，医护人员应该告知患者

哪些药物要谨慎使用。镇静类药物和抗抑郁等精神类

药物能够降低尿道括约肌对排尿反射的敏感性，因而

出现尿潴留的几率大大增加。抗胆碱类药物、托特罗

定、阿托品等Ｍ受体阻滞剂能够降低膀胱逼尿肌的收
缩力，导致排尿无力进而出现尿潴留。使用各种利尿

剂后，可导致尿液大量增加，若不及时排尿，则造成膀

胱过度充盈产生尿潴留。其他药物如肌松剂，麻黄碱，

抗组胺药，解热镇痛药，抗心律失常药，抗高血压药等

亦可导致尿潴留。

４ 讨　　论

ＢＰＨ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大部分患者都会发生一
次或多次尿潴留，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尿潴留

后患者下腹部耻骨上区可触及胀大的膀胱，压之有疼

痛及尿意感，同时尿路感染的危险性增加，部分患者可

以发生急性肾盂肾炎、菌血症甚至尿脓毒症。糖尿病

或者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几率更

大。临床上治疗尿潴留的主要方法为留置导尿，但是

（下转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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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女性锻炼行为现状区域调查分析

赵　伟　王　茜　刘微微　高燕敏　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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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围绝经期女性锻炼行为现状调查分析。方法：以便利抽样法选取我院下属两个社区卫生站所辖围
绝经期女性 １４１３人，采用统一编制的社区体育锻炼情况调查表，由经专业培训调查人员，对既定人群行问卷调查。
结果：围绝经期女性能进行规律锻炼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３３３％ ，每周锻炼少于３次的占总人数的５３５％ ，１３２％围绝
经期女性从不参与锻炼运动。５６～６０岁年龄段锻炼行为较其他年龄段增高显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愿意参与运
动锻炼。结论：医护人员需要帮助指导女性根据自身的能力尽早选择制定合理、安全、有效的锻炼方式，帮助围绝经期女

性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围绝经期；锻炼；经常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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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ｂｏｕ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ｏｎ
ｔｈｅｓｅｓ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ｌｙ３３．３％ 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ｄｉ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５３．５％ ｏｆｔｈｅｍ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ｄ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ａｗｅｅｋ，ａｎｄ１３．２％ ｏｆｔｈｅｍｎｅｖｅｒｈａ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ａｇ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ｏｆ５６ｔｏ６０ｈａｄｍｏｒ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ａｎ
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ｇ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ｈｅｌｐｔｏｇｕｉｄｅｗｏｍｅｎｔｏｄｒａｗｕｐａ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及生活压

力的增加，导致部分女性提早进入围绝经期，由此形成

一个值得医学界关注的社会问题［１］。研究表明，有规

律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肥胖、癌症、心血管疾病及

性机能障碍等生理疾患，而且能够降低焦虑水平、维持

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２］。进行规律体

育锻炼对于女性顺利渡过围绝经期时期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对身体无任何毒副作用而又简便易行的方法

日益受到关注。本研究对围绝经期女性锻炼行为现状

进行调查，相关因素进行测量分析，为促进围绝经期女

性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以便利抽样法选取

我院下属两个社区卫生站所辖围绝经期女性１４１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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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①年龄４０～６０岁。其中４０～４５岁３５１例，
４６～５０岁３９２例，５１～５５岁３６５例，５６～６０岁３０５例，
平均（４６５７±３５２）岁 ；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３２９例
，高中７１３例 ，大专及以上３７１例；已绝经４８２名，未绝
经９３１名。②未绝经者近六个月内出现月经周期不规
则、经期延长、经量增加等症状。③有读写能力 ，能独
立完成问卷 ，精神健康，自愿参加此研究者。排除标

准：严重视、听力障碍，严重下肢疾患和心肺疾患，不

能理解内容者。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编制的社区体育锻炼情况调查表，由经

专业培训调查人员对既定人群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

姻、月收入等；体育锻炼情况调查包括参加锻炼的次

数、强度及时间、锻炼的目的、不经常参加锻炼的原因、

认识锻炼的必要性等，并对体育锻炼经常参与率人群

特征进行分析。

１３　统计法
全部资料经收集和整理后输入计算机数据库，按

系统分类统计各种异常检查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０１０统计软
件包进行分析。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现状
２１１　体育锻炼经常参与率　本次调查两个社

区４０～６０岁围绝经期女性居民１４１３人，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者４７１人，占总人数的３３３％。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定义为：每周参加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３次或
以上，每次持续至少３０分钟。每周锻炼少于３次的占
总人数的５３５％ ，１３２％从不参与锻炼运动。
２１２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　在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围绝经期女性中，有５９４％的女性表示自
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维护健

康，４８５％的女性是为了增加社会交往，３５６％的女性
认为锻炼保持身材健美从而提高自信，１０７％的女性
认为锻炼可以调节精神，提高适应能力。

２１３　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本次调查
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围绝经期女性有４５７％认为工
作压力大和家务繁多，没有足够精力和时间有规律的

参加体育锻炼，其他客观原因依次排序如下：缺乏专业

教练指导（２１４％）、缺乏锻炼场地及设施（１７７％）、
缺乏锻炼相关知识 （１２３％）、经济条件不允许
（２９％）。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原因中５７９％

认为锻炼没必要，１９１％不喜欢运动锻炼，１７１％认为
自己不适合锻炼。

２２　体育锻炼经常参与率人群特征
见表１、表２。

表１　体育锻炼经常参与率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 调查人数
体育锻炼

经常参与人数

经常参与率

（％）

４０～４５ ３５１ ６６ １８．８

４６～５０ ３９２ １０４ ２５．４

５１～５５ ３６５ １２５ ３４．２

５６～６０ ３０５ １７６ ５７．７

合计 １４１３ ４７１ ３３．４

表２　体育锻炼经常参与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文化程度 调查人数
体育锻炼经常

参与人数

经常参与率

（％）

初中及以下 ３２９ ６２ １８．７

高中 ７１３ ２１５ ３０．１

大专及以上 ３７１ １９４ ５２．５

合计 １４１３ ４７１ ３３．４

３　讨　　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问题成为社会生

活中的核心问题。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围绝经期女性

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群体，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围绝经期

女性锻炼行为不理想，能进行规律锻炼的人数仅占总

人数的 ３３３％，每周锻炼少于 ３次的占总人数的
５３５％，１３２％围绝经期女性从不参与锻炼运动。出
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围绝经期女性承担着社

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压力，家庭事务繁多、工作压力大

是绝大部分围绝经期女性运动不足的客观原因。导致

运动不足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参与锻炼的动机 ，认

为锻炼对健康状况不会产生影响。医护人员应帮助女

性认识到规律锻炼是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措施，科学

的运动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有利于缓解压力和

保持心情舒畅，有益于身体心理健康，认识的改变形成

态度和信念的基础，从而产生进行规律锻炼的主观愿

望，激发参与兴趣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

调查结果显示，围绝经期女性锻炼行为把增强体

质维护健康作为体育锻炼活动的首要目的。其次是增

加社会交往及保持身材健美，可见参与规律锻炼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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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女性对锻炼身体的目标认知已经比较明确。医护

人员应帮助女性提高规律锻炼健身意识，尤其使其认

识到健康是高效率工作的保障，是高质量生活的前提，

对改善人的生理机能、心理活动、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

具有积极的作用，帮助更多的围绝经期女性有计划有

组织的经常性的参与各种体育锻炼活动，提高围绝经

期女性规律锻炼经常参与率。

在调查者中，５６～６０岁年龄段锻炼行为较其他年
龄段增高显著，可能因为５６～６０岁年龄段的女性从工
作岗位上退休后，更需要与朋友沟通 ，她们对以锻炼

身体为目的的运动显示出更大的热情，也更加注重锻

炼的社会交往功能，愿意以锻炼身体为途径，增加人际

交往范围，互相沟通交流 ，使情绪得到有效宣泄，维护

心理平衡的同时在锻炼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

满足一种成就感。教育程度高者体育锻炼动机水平较

高，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懂得参加体

育锻炼对自己身体的意义，自我保健意识强，她们一般

具有较好的职业，更加注重自我的发展，更愿意参与到

运动锻炼中来。

有研究表明［３］运动锻炼能缓解围绝经期女性抑郁、

紧张、焦虑等症状，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睡眠，产生积极

心理效应，激发积极生理应答及社会适应力，以达到提

高围绝经期女性生活质量的目的。但是良好的锻炼习

惯养成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医护人员需要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帮助指导女性根据自身的能力尽早选择制定合

理、安全、有效的锻炼方式，每天适当参加有效锻炼，适

当维持体内激素水平，改善围绝经期症状［４］，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帮助围绝经期女性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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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留置尿管容易并发尿路感染、脓毒症、尿道损伤、

尿路结石、尿道狭窄，并可能诱发鳞状细胞癌的发生。

其他方法有如针灸、前列腺部尿道支架置入、拟副交感

神经类药物和α受体阻滞剂类药物等，但这些方法都
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临床上较少使用。最近我们

应用开塞露灌肠治疗ＢＰＨ尿潴留７２例，其中５２例有
效，有效率为７２２％。开塞露的主要成分为甘油、三
梨醇和硫酸镁。甘油可直接刺激直肠壁增加肠蠕动，

通过盆神经和髂腹下神经的兴奋将神经冲动传到脊髓

骶段的初级排便中枢，同时将冲动上传到大脑皮层，引

起排便反射［２］。与此同时引起膀胱逼尿肌强力收缩，

括约肌松弛，辅以膈肌以及腹直肌收缩，通过这一系列

反射，使腹内压和膀胱内压增高，引起排尿［３］。这种方

法简便易学，对患者没有创伤及副作用，起效快，费用

较低，在临床中易于推广。使用时先让患者侧卧位，双

膝弯曲，用力张口呼吸。然后剪去开塞露顶端并保证

顶端尽量圆滑，不要有棱角，涂上凡士林或挤出少许药

液起到润滑的作用，然后将开塞露的开口端插入肛门

３～４ｃｍ，慢慢地把药液挤入，整个过程要手法轻柔，避
免刺破黏膜引起疼痛、出血甚至肠穿孔等并发症［４］。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开塞露用量 ４０ｍｌ组及

６０ｍｌ组有效率均明显高于２０ｍｌ组（Ｐ＜００５），而４０ｍｌ
组及６０ｍｌ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说明灌注
量应以４０ｍｌ以上为宜，灌注时手法轻柔，灌注后要慢慢
将开塞露拔出，避免药液溢出而影响治疗效果。本组有

２０例无效，可能与开塞露的剂量不足，患者神经传导减
弱等情况有关。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护理人员的首

要责任［５］，故护理人员应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采

用各种护理方法，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进而改善

ＢＰＨ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健康水平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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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防治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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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循证医学的观点，阐述了梅毒等性病防治应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点。提示了临床流
行病学在梅毒预防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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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医学模式已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更为突出是患了性病的人，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什么

样的人容易患性病？给我们临床医生提出了新的课题。

１　梅毒防治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１１　社会因素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根据流行病学调研分析，

三间分布（人间、空间、时间）在梅毒临床中的意义很

大，高危人群中如歌舞厅女招待、卖淫嫖娼者发病率就

高。临床实践中各种性病相互作用，性病和艾滋病相

互之间的协同作用。人际关系中工作状态、朋友交往、

上网网恋、娱乐休闲和非法黄色文化对人的影响等等

精神卫生问题值得思考。婚姻家庭、失业失意、职业因

素等在性病患者中比例高，服务性行业中小姐发病多，

商人发病多。地域分布以经济发达地区多、城镇多，流

动人口中低文化者发病多等等。

１２　心理因素
性病患者的心理负担重、失诊率高、治愈率低。由

于性病患者多是由于与异性性交中感染性病，一旦患

病不仅产生生理痛苦，而且也将对其心理带来重大打

击。尤其是女性患者，必须要考虑个人名誉损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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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家庭压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性是神秘的，谈性是黄色的。社会对

性病病人的看法，周边对性病病人的看法，家庭和病人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朋友交往、工作单位对病人的看法

造成了心理因素的形成。很多病人认为性病是脏病，

是见不得人的下流病，是违背传统道德的，故谈性色

变，谈性可耻。

在门诊最常见性病病人看病匿名，有的病人在门

诊门口转了几次才敢进门。许多患者在就诊时极怕遇

到熟人，就诊时如坐针毡。有的这里治几天，那里打几

针，不完成治疗，不能坚持疗程。有的怕医生不保密，

有的怕上报会追访，有的怕被工作单位发现会处理。

故许多患者不找大医院就诊，更不到自己合同医院就

诊，大多数患者的心理是找专科医院就诊，而公办的又

往往是传染病院。为避开追访，许多人只好按照小广

告找村野游医或到小医院就诊。因为这种心理作怪，

许多人不到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不去医院；而治疗中一

旦见效，马上就走，殊不知性病的治疗最重要的是根除

性治疗。

由于缺乏性病防治知识正面宣传，受非法宣传品

的影响，受虚假广告和游医的欺骗，患者付出了高昂的

医药费，且被误诊和误治。有的正规医院医生对性病

解释不当，如梅毒的血清固定问题，ＡＩＤＳ、ＣＡ、ＨＳＶ等
尚无生物学治愈方法，客观造成患者长期处于患病和

带毒状态，对医治失去信任，悲观失望。

另一类病人是恐梅症。国际上１９５７年 Ｍａｃｐａｉｎｅ
氏就有报道，患者怀疑自己得性病，怀疑自己未治愈，

怀疑医生技术低，怀疑化验单不准确。有的害怕性病

的人，别人家的凳子不敢坐，与医生不敢握手，对家庭

成员中用具、衣物过分小心。

在社会高阅历者中更有虚拟症状，应引起诊治医

生高度重视，有的患者叙述自己在什么地方、经某教授

诊治过，化了几千、几万元钱，什么地方好与坏。鉴于

上述，主诊医生要慎重处置，必要时要核查化验结果

（如梅毒血清），必需向患者做耐心的解释。

２　梅毒防治中的流行病学特征

２１　重视临床流行病学对诊断性病的作用
流行病学是研究特定人群中与健康相关的状态、

事件的分布和决定因素，并用以控制健康问题的学科。

流行病学的两个重要架设前提是：疾病不是随机

发生的，而是有原因的；疾病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有

规律的。

流行病学主要研究和探索健康问题的规律是什

么，它用疾病发病的频率、疾病患者的分布特征和什么

因素是影响疾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研究的基本问

题。搞清楚这样三个基本问题，将使我们明白疾病的

严重情况，同时对防控某种疾病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梅毒的临床流行病学的分析是有利于防治策略的

制订。

２２　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的“三间分布”
由于梅毒属社会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又是一个

很大的课题，ＷＨＯ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城市化
扩大，西方生活方式是发展中国家性病流行的主要因

素。在流行病学调研中，应注意分析人间、空间、时间

的分布在梅毒流行中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对防治工作，

对防治策略的制订都颇具意义。

２２１　人间　诸如性别差异、年龄分布、教育水
平、职业分布、经济收入、婚姻构成、传染来源、发病情

况等等。

２２２　空间　诸如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思想观念大
变化，由封闭转向开放，市场经济大发展，社会人口大流

动。该地区性病发病及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健康教育、干

预措施、综合治理和梅毒流行情况，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

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情况，城市与农村，社会与

家庭，民俗习惯，文化结构等等。哪一种空间易传播？

２２３　时间　诸如感染时间、发病时间、感染后
的治疗情况、死亡情况等等。

２３　临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本文南方以广东、北方以新疆为例，检索了两地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梅毒流行情况，分析梅毒的临床流行
病学特征的部分情况。

２３１　广东省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梅毒流行病学情况
（１）梅毒的发病情况：广东省２１个市７９个县的性

病防治及医疗机构上报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累计报告梅毒
５５２１３例，年增长从 １９８７年 ００８／１０万 ～２００１年
１４１０／１０万，年平均增长率７０４１％。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
梅毒发病每年平均 ＜１００例，年均递增１１０８％，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快速增长，年均递增１５６２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发病稳定，相对处于较高水平。（２）发病率：１９８７～
２００１年梅毒年均发病率为 ５０８／ｌ０万，年均递增
７０４１％。其中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梅毒年均发病率０１１／
１０万，年均递增１１２７％，为低流行低增长期。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梅毒年均发病率 ７８６／１０万，年均递增
１５４１９％为中流行高增长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梅毒年
均发病率为１４１０／１０万，为中流行低增长期。１９９４～
２００１年梅毒构成比呈上升趋势，年均递增１０３６５％。
（３）地区分布：梅毒发病主要在沿海开放城市。广州
（１５５１０例）、深圳（１０４７９例）二市占广东省全省病例
总数的４７１２％，其次为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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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汕头、珠海。山区和内地城市也迅速增长，如梅

州（２３１０例）、韶关（１４０５例）、肇庆（１１０４例）等城市，
这说明梅毒由沿海开放城市向内地城市、农村蔓延。

（４）性别分布：５４４０８例梅毒中，男性 ２９８９９例，女性
２４５０９例，男女之比 １２２∶１。一期梅毒男性多于女
性，二期梅毒女性多于男性，也说明女性硬下疳发病部

位隐蔽，出现漏诊、误诊。（５）年龄分布：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梅毒发病主要集中 ２０～２９岁（２３８６３例），占
４３８６％；其次３０～３９岁（１６９４９例）占３１１５％；４０～
４９岁（６８８２例），占 １２６５％；≥５０岁 ４６７８例，占
８６％；１５～１９岁（１５６７例），占２８８５％；≤１４岁４４９
例，占０８３％；不详２０例，占００４％。提示加强青少
年性道德教育和性行为安全保护措施的重要性。（６）
文化程度：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梅毒发病以中学、小学文化

为主，分别为 ４３０８８例和 ９２５５例，各占 ７４２３％和
１７０ｌ％；其次为大专文化３５１６例，占６４６％；文肓７６１
例，占１４０％；学龄前儿童４１９例，占０７７％；不详７１
例，占０１３％。提示加强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７）
职业分布：以工人为主，１１７９７例，占２１６８％；无业待
业者９０２１例，占１６５８％；个体者８５７２例，占１５７５％；
农民６６９３例，占１２３０％。（８）婚姻构成：在５４４０８例梅
毒患者中，已婚３５６９０例，占６５９０％；未婚１８６５０例，占
３４２８％；不详６８例，占０１２％。提示已婚者是梅毒发
病主体。（９）传染来源：非婚性接触 ４１６８１例，占
７６６ｌ％；配偶间传染９３４４例，占１７１７％；间接传染２３０６
例，占４２４％；经血传染８３例，占０１５％；母婴传染３７２
例，占０６８％；不详６２２例，占１１４％。提示性病主要由
非婚性生活引发。见表１。

　　２３２　新疆全区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性病流行的特点
（１）历年报告的性病病例仍呈上升趋势，梅毒的

增长率虽低于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淋病，但从梅毒

分期看，有一半以上病人为早期传染性梅毒，足以说明

梅毒流行的活跃。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报告梅毒 ６２１７例，
其中早期梅毒 ２４８３例占 ５６０２％，１９９３年早期梅毒
２６５例，２０００年增至 ７１７例，较 １９９３年增长了
１７０５７％；１９９４年报告晚期梅毒、胎传梅毒各 １例，
２０００年分别增至８例和６例。早期和晚期梅毒的增
多，是梅毒流行趋于严重的指标之一。（２）５０岁以上
年龄组性病发病增长速度加快，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７年中
平均增长率５７０４％，比性活跃期２０～４９岁年龄组平

均增长２７３０％。５０岁以上者２０００年比１９９４年增长
了１２７６７％，而２０～４９岁年龄组增长了６２２％。提
示５０岁以上中老年人性病患者的增长速度超过性活
跃年龄组。此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性病流行新动向。
（３）公职人员性病发病率增长速度加快，已接近其他
职业者总和。公职（含干部、军警）与其他职业（含工

人、农民、供销、饮服、驾驶员、个体、无业、儿童、学生、

其他）相比，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公职人员发病平均增长率
为２５５３％，其构成比自１９９４年的１３０１％增至２０００
年的１４１１％，而其他职业者同期发病人数平均增长率
仅为２７１６％，其构成比呈下降趋势，自１９９４年的８６９８％

（下转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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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梅毒螺旋体实验室检测技术概述

田庆华１　李天君１　李延伟１　赵 锋１　徐云鹏１　于文静２

１张家口市中心血站检验科，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２张家口市第六医院检验科，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梅毒检测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梅毒方法也随之不断更新变化。本
文就ＶＤＲＬ、ＵＳＲ、ＲＰＲ、ＴＲＵＳＴ、ＴＰＨＡ、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金标法、ＦＴＡ－ＡＢＳ、ＷＢ、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ＰＣＲ等梅毒的实验室
检测方法的原理与优缺点做一个较全面的评述，藉此对各实验室选择适合的检测技术有所帮助。

【关键词】梅毒螺旋体；血清学检测；化学发光；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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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ｎ；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梅毒是国家规定的血液筛查的项目之一，在乙肝、
丙肝、艾滋三个项目已经开始采用核酸筛查血液时，梅

毒检测现阶段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可以用在血液筛查中

提高血液筛查效果呢？最近２０多年，随着科学技术的
迅速发展，梅毒的检测方法与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不仅表现在检测试剂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断提高上，还

表现在化学发光技术与核酸检测技术（ＮＡＴ）的引入。
笔者现就梅毒螺旋体的实验室检测技术做一评述。

１　使用类脂质抗原的梅毒螺旋体
血清学检测技术［１］

　　此类试验主要包括 ＶＤＲＬ、ＵＳＲ、ＲＰＲ、ＴＲＵＳＴ等，

其中ＶＤＲＬ和ＵＳＲ需要使用显微镜观察结果，ＲＰＲ和
ＴＲＵＳＴ用肉眼观察结果。
１．１　ＶＤＲＬ（性病研究实验室试验）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最为常用的梅毒血清学试验。

反应素（梅毒螺旋体破坏机体组织过程中，机体产生的

相应抗体）与抗原（从牛心中提取的心磷脂和从鸡蛋

黄中提取的卵磷脂及胆固醇等有效成分）发生反应，试

验时的摇动，使得反应素与抗原反应，形成的颗粒互相

粘附，形成显微镜下可见的凝集沉淀，即为阳性。

ＶＤＲＬ试验有几个缺点，即抗原需要每日配置；血清标
本需加热灭活；要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因此，后来又

推出了改良的ＵＳＲ和ＲＰＲ。
１２ ＵＳＲ（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本方法对 ＶＤＲＬ抗原进行了改良，即将 ＶＤＲＬ抗

原稀释后，再将抗原悬液离心，然后在沉淀物中加入含

有ＥＤＴＡ－Ｎａ２即氯化胆碱等的缓冲液。ＥＤＴＡ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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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半年内不变性，氯化胆碱可以灭活补体，这样就无

需每天配置抗原，也无需血清加热灭活，但仍需显微镜

下观察结果。

１．３　ＲＰＲ（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本方法是在ＵＳＲ抗原的基础上，加入特制的活性

炭颗粒，这样，抗原抗体反应呈现出黑色的凝集颗粒，

在白色纸片上，肉眼易于观察。

１．４　ＴＲＵＳＴ（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本方法是在前述抗原试剂中加入了甲苯胺红。甲

苯胺红是一种颗粒均匀的化学染料，阳性结果呈现出

红色的凝集颗粒，更加便于观察。目前，用于梅毒筛查

的常用方法是ＴＲＵＳＴ和ＲＰＲ。
上述４种试验都使用类脂质抗原，采用凝集反应

方法测定，操作简单快速，但４种方法的特异性较差。
多种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等，会出现生物学

假阳性。有报道在没有梅毒感染史的正常人群中上述

实验会有０１％的阳性率。ＴＲＵＳＴ方法曾经用于血液
筛查，但从２０００年起逐渐停用，取而代之的是灵敏度
和特异性更高的酶免方法。

２　使用密螺旋体抗原的梅毒螺旋体
血清学检测技术

　　此类试验是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试验，比较常用
的有如下几种。

２１ ＴＰＨＡ（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
本实验是以梅毒螺旋体作为抗原的间接血细胞凝

集试验。所用抗原为将梅毒螺旋体ｎｉｃｈｏｌｓ株经超声裂
解后得到的可溶性抗原成分，用其致敏火鸡或羊红细

胞，然后用Ｒｅｉｔｅｒ株（无毒株）制成的吸收剂稀释血清，
吸收血清中的非特异性抗体。经过上述处理后 ＴＰＨＡ
试剂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较高。本试验无需特殊设备，

尚未实现自动化检测，试验中可发生自凝现象，需引起

重视。由于ＴＰＨＡ试剂成本较高，且不能实现批量自动
化检测，因此本方法暂不适合用于血液筛查。

２２ ＴＰＰ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本实验原理与 ＴＰＨＡ类似，其所用凝集颗粒为明

胶颗粒而非红细胞。ＴＰＰＡ在２００２年为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推荐用作梅毒确证试验，其灵敏度和特异性

均较高，但试剂价格较贵。据文献报道，ＴＰＰＡ与
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之间符合性很好［２，３］。

有报道称 ＴＰＰＡ试验可以实现自动化检测［２］，但

未见ＴＰＰＡ试验自动化的明确报道。ＴＰＰＡ的自动化
检测也是笔者科研立项的题目。如果 ＴＰＰＡ可以实现

自动化检测，那本方法是很适宜用作血液筛查的。应

用ＴＰＰＡ作为血液筛查方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项
确认试验，还在于进行献血者告之时给予肯定的结果，

从而避免引起各种纠纷。

２３ ＥＬＩＳ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本方法所用试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采用基因

工程的方法，得到高纯度的梅毒螺旋体外膜蛋白作为

抗原，大大提高了试剂的特异性。用于检测 ＴＰ的 ＩｇＧ
和ＩｇＭ抗体。大量的试验表明其与 ＴＰＰＡ，ＴＰＨＡ有较
好的相关性［２，３］。本试验操作简单，可实现自动化检

测，是梅毒血清学诊断试验的首选方法。现阶段血液

筛查要求使用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试剂进行筛查，本

方法应用已经十分成熟。

２４　金标法
本法是以基因工程生产重组纯化的ＴＰ外膜蛋白，

采用胶体金标法和免疫层析技术进行ＴＰ抗体的检测，
该方法快速，简便，但有假阳性的结果，需做进一步的

确认试验。本方法主要用于街头血液ＴＰ的快速筛查。
２５ ＦＴＡ－ＡＢＳ（荧光螺旋体抗体吸附试验）
本试验为定性试验，是公认的“经典”血清学试

验。它是将Ｎｉｃｈｏｌｓ株抗原涂在玻片上，然后用 Ｒｅｉｔｅｒ
株制成吸收剂加入待测血清中，３０ｍｉｎ后将混合血清
加在涂有抗原的玻片上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然后用 ＰＢＳ
缓冲液冲洗晾干，加上荧光素标记的抗人 ＩｇＧ，３７℃孵
育后冲洗晾干，最后用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由于本

试验需要荧光显微镜，以及不能进行自动化检测，因而

不适合应用于血液筛查中。

２６ ＷＢ（蛋白印迹技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蛋白印迹试验逐渐发展起来，它

是一种膜上免疫测定技术。首先将梅毒螺旋体

Ｎｉｃｈｏｌｓ株菌体细胞用超声波破碎，再使用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将梅毒螺旋体各种抗原成分分开形成不同区

带，经电转印可将这些条带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作

为抗原，最后用酶标技术检测病人血清中的相应特异

抗原。如果出现特异性区带１５５ＫＤ和４５ＫＤ，这时即
可确诊梅毒。这种方法通常作为筛查阳性标本的确认

试验。ＲＰＲ，ＦＴＡ－ＡＢＳ，和 ＴＰＨＡ，ＴＰＰＡ等试验出现
的假阳性，用本实验检测均为阴性，有研究表明本方法

要优于上述这些方法，是一种很不错的确认试验。

３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本法是化学发光法和免疫分析法结合的产物，是

将具有高灵敏度的化学发光测定技术与高特异性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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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反应相结合，它采用化学发光反应试剂标记抗原或

抗体，等其与待测物经过一系列反应后，测定发光强度

以确定待测物的含量。该方法广泛用于各种抗原、抗

体、酶、药物等物质的检测，是一项最新的免疫测定技

术［４］。在检测梅毒抗体方面，三甲医院临床实验室逐渐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在近几年的文献中

多有报道，其结果与 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等符合性较好［５，６］。

由于其自动化程度高，检测快速，灵敏度特异性与ＴＰＰＡ
持平或更高［５］，因此在血液筛查检测中也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其唯一不足之处在于检测成本较高。

４ ＰＣＲ（聚合酶链反应）

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对于梅毒螺旋体的基因结

构已经清楚［７］，是由１，１３８，００６个碱基对组成的环状
ＤＮＡ链，有１０４１个开放读码框架，已经发现 ＴＰ膜抗
原有２２种，内鞭毛蛋白３６种，其中外膜蛋白４７ＫＤ蛋
白和内鞭毛３７ＫＤ蛋白具有高度免疫原性。以下就常
用ＰＣＲ的方法做一介绍。
４１ 常规ＰＣＲ
常规ＰＣＲ首先要选取适宜的靶基因进行扩增。

早在１９９０年，国外有学者使用ｔｍｐ基因作为靶基因来
设计相应引物，之后又曾尝试过 ｂｍｐ、４７Ｋｄａ等基因，
但效果均不理想。２０００年时，经研究比较发现，ｐｏｌＡ
基因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８］，随后将其用于引

物设计。经过临床试验验证，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达到

９５８％和９５７％，效果显著。常规ＰＣＲ后期工作比较
繁琐，因其需要做凝胶电泳。本试验需要重点控制的

环节是防止扩增产物受到污染。

４２　多重ＰＣＲ
本方法在常规 ＰＣＲ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使

用靶基因作为引物设计上采用了多个特异性抗原基因

设计多个引物同时扩增几条 ＤＮＡ片段。试验的反应
原理、反应试剂、操作过程都与常规 ＰＣＲ一样。有学
者应用多重 ＰＣＲ检测梅毒螺旋体感染者的标本后再
与确认ＰＣＲ比较，其一致率达９９３％，而且该方法很
适合在常规实验室使用［９］。

４３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１０］

本方法是在ＰＣＲ反应体系中加入荧光基团，利用
对荧光信号积累的实时检测来监测整个 ＰＣＲ进程，最
后通过标准曲线对未知模板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Ｈｏｌｌａｎｄ及其同事最早提出了 ＴａｑＭａｎ原理［１１］。利用

这一原理，设计出了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使用实时荧光
ＰＣＲ仪实时检测荧光信号。在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的基

础上，进一步又发展了 ＭＧＢ探针［１２］。我国学者徐瑾

等构建了重组质粒 ＰＭＤ１８－Ｔ－ＴＰ，建立了利用 ＭＧＢ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的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１３］。几年之后，
Ｌｅｓｌｉｅ等使用改进的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与血清学方法
比较，结果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
高。与常规ＰＣＲ相比，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不仅不需要
电泳确证，因其采用闭管荧光检测，还大大减少了假阳

性。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的过程自动化程度高，其高灵
敏度和特异性也使其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的各领域。

４４　巢式ＰＣＲ
又称二次ＰＣＲ，也即进行两次扩增。本方法首先

用外引物进行第一轮ＰＣＲ，利用第一次扩增的ＤＮＡ序
列内部的一对引物再次扩增。有报道称巢式 ＰＣＲ可
检测１６ｆｇ的ＴＰＤＮＡ，因此适用于检测血清等标本中
微量的梅毒螺旋体。多名学者设计试验对巢式 ＰＣＲ
与常规 ＰＣＲ、血清学方法进行比较［１４］，实验结果显示

巢式ＰＣＲ与血清学方法无显著性差异，但与常规 ＰＣＲ
有显著性差异。由于巢式 ＰＣＲ使用了两对引物进行
了两次扩增，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得到了增强，故可以

作为血清学方法的补充用于梅毒螺旋体的诊断。

４５　逆转录ＰＣＲ（ＲＴ－ＰＣＲ）
本方法首先是提取目标细胞中总 ＲＮＡ，利用 ｍＲ

ＮＡ做为模板，反转录生成ｃＤＮＡ，然后将ｃＤＮＡ做为模
板扩增，即可获得目的基因。虽然检测结果优于常规

ＰＣＲ，但其操作较常规 ＰＣＲ繁杂，注意事项较多，故不
利于推广使用。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最近几

年发病率逐年上升，这种情况对输血安全构成了严重威

胁。实验室检测梅毒的方法较多，梅毒研究中常使用

ＷＢ、ＴＰＰＡ和ＰＣＲ三种方法；临床实验室常用的方法有
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ＴＰＰＡ、化学发光法等［１５］；血液筛查是使用

不同厂家的两种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为了提高血液筛查水
平，根据不同实验的特点，建议在血液检测中使用ＴＰＰＡ
或化学发光法筛查梅毒，以便更好的保证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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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６］

（上接第３６页）
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８５８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公职人员较
其他人群性病发病数增长速度加快是值得关注的特点。

（４）已婚者成为性病患者的主体。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性病患者不再是无知少年、待业青年，而是已婚大青年

及中年人成为性病患者的主体。１９９４年报告已婚者
２５７４例，１９９８年报告５８７９例，比１９９７年３７３３例增长了
５７４９％，而２０００年报告比１９９９年增长了６２９９％。自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已婚患者平均构成比为７０６９％。这也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性病流行的特点。见表２。

３　结　　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医学的发展，对梅毒等性病

的防治不能单纯依靠生物医学模式。临床医生更要顺

应时代的发展，以循证医学的观点防治性病。正视临

床流行病学在防治性病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梅毒等

性病得以预防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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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东兴（１９７８－），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
皮肤性病方面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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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影响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

张东兴　刘　诗　刘　雄　姚明珠　赖洪涛

梅州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广东 梅州 ５１４０２３

【摘　要】目的：分析尖锐湿疣（ＣＡ）复发的危险因素，并探讨相应的干预对策。方法：回顾自２００６年６月份以来，入
我院治疗的尖锐湿疣（ＣＡ）患者的资料，对患者的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如饮酒、吸
烟、熬夜情况、野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患者的皮损发生部位、范围、颜色、数目、感染ＨＰＶ病毒的
亚型、复发的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筛选采用Ｓｔｅｐ
ｗｉｓｅ法，评价影响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嗜酒（ＯＲ＝１７６９，９５％ ＣＩ：１４２０－２１１５）、熬夜（ＯＲ＝６４４７，
９５％ ＣＩ：１８２６－２２７６９）、皮损发生在肛周（ＯＲ＝０８６３，９５％ ＣＩ：０７０９－１０５１）、皮损ＨＰＶ型别为１６型（ＯＲ＝１５３９，
９５％ ＣＩ：１０４２－２６３５）、皮损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ＯＲ＝３６４０，９５％ ＣＩ：２１６９－６１９３）等是尖锐湿疣（ＣＡ）复发的主要
促进因素。结论：针对尖锐湿疣（ＣＡ）复发的危险因素，我们提出了尖锐湿疣（ＣＡ）患者应注意禁止饮酒、不熬夜；在肛
周，治疗时的物理疗法，深度要达到疣体的底，范围要大于疣体。

【关键词】尖锐湿疣（ＣＡ）；危险因素；复发；干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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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ｐ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尖锐湿疣（ＣＡ）又称尖圭湿疣，生殖器疣或性病
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感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ＨＰＶ有多种类
型，引起本病的主要类型为 ＨＰＶ１、２、６、１１、１６、１８、３１、
３３及３５型等，其中ＨＰＶ１６和１８型长期感染可能与女
性宫颈癌的发生有关［１］。尖锐湿疣通常半数以上的患

者会复发，复发的原因可能与尖锐湿疣损害或 ＨＰ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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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彻底去除有关，也可能与尖锐湿疣接种感染有

关［２］，也可能与接触被ＨＰＶ污染的物品如被污染过的
毛巾、短裤有关，也可能与性伴 ＨＰＶ感染或患尖锐湿
疣而又未经彻底治疗相关。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导致

细胞免疫系统平衡失调或缺陷而也可能引起复发［３］。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各因素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

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如饮酒、吸烟、熬夜情况、

野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等，以

及患者的皮损发生部位、范围、颜色、数目、感染 ＨＰＶ
病毒的亚型等情况，与尖锐湿疣（ＣＡ）复发的情况，分
析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措施。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来源于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入我

院治疗的尖锐湿疣（ＣＡ）的患者２０５例，对患者的一般
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

如饮酒、吸烟、熬夜情况、野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传染性伴侣的情况等、患者的皮损发生部位、范围、颜

色、数目、感染ＨＰＶ病毒的亚型、复发的情况进行了回
顾。在２０５例患者中复发的患者共１３８例，未复发的
患者为６７例。复发的患者均有尖锐湿疣（ＣＡ）的典型
表现，行醋酸白试验显示阳性［４］。１３８例复发的患者
中，男性复发的患者占 ５１例，女性复发的患者占 ８７
例，病程（９７±５７）个月；６７例未复发的患者中，男性
患者占４５例，女性患者占２２例，病程（８４±４３）个月。
１２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是ＳＰＳＳ１７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以尖锐湿疣（ＣＡ）的复发情况为因变量，以对患者
的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

人行为如饮酒、吸烟、熬夜情况、野游史、安全套的使用

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以及患者的皮损发生部位、范

围、颜色、数目、感染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的情况为自变
量，采用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和多因素非条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筛选采用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的观察资料与复发的情况
统计患者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

活习惯等，并计算复发的频数，见表１。

表１　患者一般资料和复发的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组别
复发情况

复发（理论频数） 复发（理论频数）
合计

性别

　男性 ５１ ６４．６２ ４５ ３１．３８ ９６

　女性 ８７ ７３．３８ ２２ ３５．６２ １０９

年龄

　１５～ １０ １１．５８ ７ ５．６２ １７

　２０～ ６５ ５３．０８ １４ ２５．７７ ７９

　３０～ ２５ ３７．６４ ３１ １８．２７ ５６

　４０～ １８ １４．４８ ４ ７．０３ ２２

　５０～ ２０ ２０．２０ １０ ９．８０ ３０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５０ ６４．１７ ４５ ３１．１６ ９５

　高中及高中以上 ８８ ７３．８３ ２２ ３５．８４ １１０

嗜酒

　有 ５４ ４７．２９ １６ ２２．９６ ７０

　无 ８４ ９０．７１ ５１ ４４．０４ １３５

熬夜

　是 ５４ ５２．５９ ２４ ２５．５３ ７８

　否 ８４ ８５．４１ ４３ ４１．４７ １２７

部位

　一般部位 ８３ ９０．７１ ５２ ４４．０４ １３５

　肛周 ５５ ４７．２９ １５ ２２．９６ ７０

损害的数量

　单个 ９ ２６．５４ ３０ １２．８８ ３９

　多个 １２９ １１１．４６ ３７ ５４．１２ １６６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

　ＨＰＶ１６ １５ １３．９９ ６ ６．７９ ２１

　其它 １２３ １２４．０１ ６１ ６０．２１ １８４

复合感染

　是 ７９ ９１．６８ ５７ ４４．５１ １３６

　否 ５９ ４６．３２ １０ ２２．４９ ６９

２２　患者的观察资料与复发的情况的单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统计患者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生活习惯等及是否复发进行单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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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患者一般资料和复发的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ν Ｐ ＯＲ值
总体ＯＲ的９５％可信区间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性别 ０．１８２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４ ０．４５０ １．５４４

年龄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６ ４２．６５９ ３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１０．７５ １．１４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９８８ ０．３１８ ９．６６０ 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９ ０．２００ ０．６９４

嗜酒 ２．０３１ ０．５４７ １３．８０２ １ ０．０００ ７．６２１ ２．６１０ ２２．２５６

熬夜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０ ２．７７７ １ ０．０９６ ０．８６０ ０．７２１ １．０２７

部位 －０．１４７ ０．１００ ２．１５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２ ０．８６３ ０．７０９ １．０５１

损害的数量 －０．３４５ ０．３０１ １．３７５ １ ０．２４１ ０．７０２ ０．３８９ １．２６８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 ０．５００ ０．２２９ ４．７６４ １ ０．０２９ １．６４９ １０．５２ ２．５８５

复合感染 １．３４５ ０．３１３ １８．４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 ２．０７９ ７．０９３

　　２３　患者的观察资料与复发的情况的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将患者的单因素分析结果中的嗜酒、熬夜、皮损部

位、皮损型号等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显示嗜酒、熬夜、皮损发生在肛周、皮损ＨＰＶ型别为１６
型、皮损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等是尖锐湿疣（ＣＡ）复发
的主要促进因素。见表３。

表３　患者一般资料和复发的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ν Ｐ ＯＲ值
总体ＯＲ的９５％可信区间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嗜酒 ０．５７１ ０．１６８ １．３１７ １ ０．００１ １．７６９ １．４２０ ２．１１５

熬夜 １．８６４ ０．６５３ ８．３０７ １ ０．００３ ６．４４７ １．８２６ ２２．７６９

部位 １．５１９ ０．４０３ １３．５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 ０．７０９ １．０５１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 ０．９０２ ０．２１９ ４．８６４ １ ０．０２９ １．５３９ １．０４２ ２．６３５

复合感染 １．６４５ ０．４１３ １８２．６９６ １ ０．０４０ ３．６４０ ２．１６９ ６．１９３

３ 讨　　论

由于尖锐湿疣潜伏期通常为３个月，短者１个月，

长者可达６个月以上［５］。因此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尖

锐湿疣危害众大，需了解尖锐湿疣的复发原因，从而有

效预防尖锐湿疣的复发。尖锐湿疣通常半数以上的患

者会复发，复发的原因［６］：（１）尖锐湿疣损害或 ＨＰＶ
无法被彻底去除。（２）尖锐湿疣接种感染。（３）被
ＨＰＶ污染的物品成为新的传染源，如被污染过的毛
巾、短裤等。（４）性伴 ＨＰＶ感染或患尖锐湿疣而又未
经彻底治疗的。（５）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导致细胞免
疫系统平衡失调或缺陷而引起复发。积极消除不利因

素，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尖锐湿疣也会渐渐烟消云散。

吸烟酗酒降低免疫力，尖锐湿疣易复发。湿疣目前还

没有绝对能防止复发的药物［７］，是否复发的关键在于，

治疗是否彻底和患者自身的身体情况。对患者的配偶

或性伴侣应作检查，如患有尖锐湿疣，同时进行治

疗［８］，否则，可造成患者再感染。尖锐湿疣的判愈标准

是疣体消失，一般在治疗后３个月内治疗部位无再生
疣即为基本治愈［９］。在治疗前对所有尖锐湿疣患者均

应先作醋白试验，以辨认出病变范围，尤其是处于亚临

床感染的病损［１０］，以减少复发。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各因素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

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如饮酒、吸烟、熬夜

情况、野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

等和患者的皮损发生部位、范围、颜色、数目、感染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等情况与尖锐湿疣（ＣＡ）复发的情况
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为嗜酒、熬

夜、皮损发生在肛周、皮损 ＨＰＶ型别为 １６型、皮损
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等因素。故本研究认为防治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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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疣的复发应做到以下几点：（１）尖锐湿疣在用物理
疗法清除疣体时，深度应达到疣体基底部，范围应超出

疣体边缘。（２）应重视湿疣的亚临床状态，尤其是疣
体数量多、范围大的患者。物理治疗前最好利用醋酸

蛋白试验发现不典型疣体及亚临床状态皮疹。（３）尖
锐湿疣的治疗采取序贯性综合疗法，即物理治疗 ＋疣
体基底部药物封闭（如干扰素、白介素Ⅱ、氟尿嘧啶
等）＋外用抗复发药物（以咪喹莫特为佳）。（４）教育
患者要做较长时间防治湿疣复发的准备。据临床观

察，尖锐湿疣治疗后 １个月内为高复发期，超过２个月
以上复发较少。因此尖锐湿疣物理治疗后，其防复发

治疗要坚持２～３个月［１１～１２］。同时治疗后短时间内

不宜大量饮酒、熬夜，１个月内应避免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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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研究

舒　辉

孝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方法：２９０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均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各为１４５例。对照组采用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观察组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末
次治疗后１周疣体清除率、复发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前后血清ＴＮＦ－α与ＩＬ－２水平及生存质量。结果：（１）对照组
与观察组末次清除率分别为７２９２％（１４０／１９２）、９８４０％（１８５／１８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对照组与
观察组复发率分别为４２２０％（４６／１０９）、６９２％（９／１３０），二者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３）对照组与观察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００％（２９／１４５）、９６６％（１４／１４５），二者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４）观察组
与对照组治疗后ＴＮＦ－α分别为（０４７±００３８）μｇ／Ｌ、（０５６±００５４）μｇ／Ｌ，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与对照组治疗后ＩＬ－２分别为（８３６２±１９０２）μｇ／Ｌ、（６１３８±８３８）μｇ／Ｌ，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
根据患者生存质量评价标准，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生存质量总得分分别为（１０９±５）分、（１３４±７）分，二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尖锐湿疣，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治疗后患者生
存质量大大提高，应在临床上加以推广并应用。

【关键词】ＣＯ２激光疗法；薄芝糖肽；尖锐湿疣；生存质量；ＴＮＦ－α；Ｉ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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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由人类
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１］。

我院自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始，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
治疗尖锐湿疣，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资料源于２００７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入住
我院的２９０例经临床诊断为未伴其他症状的尖锐湿疣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１８０例，女１１０例；年龄１７～
６３岁，平均（４５９±１１０）岁；病程３ｄ～３ａ，平均（１３７
±８３）个月；疣体总数３８０个。将本组随机均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疣体数等方

面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入选及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疣体数 ＜３个，单个疣体最大直径 ＜
５ｍｍ，相邻疣体的间距≥３ｍｍ，疣体多数分布于外生殖
器或者尿道口两处。入选前２周之内未接受其他局部
性的治疗，且在入选前４周之内没有接受全身性治疗。
本组所有患者均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２］。排除标

准：疣体位于阴道之内、子宫颈或者肛门、肛周之内；患

有皮肤光过敏症及卟啉症患者；对试验用药（卟啉类药

物）有药物过敏者；瘢痕体质者，出现严重免疫功能低

下者；有药物滥用史者［３］。

１３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 ＣＯ２激光机（成都国雄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生产）进行治疗，功率范围为２０～５０Ｗ，将皮损
及其周围１～３ｃｍ范围之内皮肤黏膜碳化去除。每周
３次激光，一个疗程为６周。术后应用薄芝糖肽（北京
赛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５ｍｇ，肌注，隔日１次，一共注
射１０次。对照组：单纯采用激光治疗（方法与观察组
同）。两组患者术后均给予浓度为１％的聚维酮碘液
及莫匹罗星软膏外涂，以预防继发性细菌感染以及促

进创面的愈合。

１４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末次治疗后１周进行复诊，持续时间
２～３ｄ，隔日复诊１次，比较疣体清除率、复发率、不良

反应发生率、治疗前后血清 ＴＮＦ－α与 ＩＬ－２水平及
生存质量。

１５　ＴＮＦ－α及ＩＬ－２检测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清晨进行空腹采血，抽血时间为治

疗与治疗后第（３０±３）ｄ。所采血２ｈ之内置于冷冻离
心机中将血清分离出来，并置于 －２０℃温度条件下进
行保存，统一测定以减少批间的误差。采用上海科华

ＳＴ－３６０酶标仪及美国Ⅰ －２０００免疫发光分析仪（购
自于美国雅培公司）对血清 ＴＮＦ－α与 ＩＬ－２进行检
测。ＴＮＦ－α的检测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ＩＬ－２采用
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进行检测，具体的方法及步骤均
严格按照ＴＮＦ－α放射免疫盒、ＩＬ－２检测试剂盒操作
说明书进行。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治疗之后疣体出现完全脱落，创面愈合非常

好，在治疗后３个月内未发现新皮损；复发：治疗３个
月后内病灶部位或者其周围出现新发疣体。

１７ 患者生存质量评价标准

本研究中使用的患者生存质量评估标准为：总共

为１４４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项目：患者的自觉症状、
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心理情绪状态以及躯体生理功能

状态等。严格按照上述几个项目，对两组患者的生存

质量进行评分［４］。

１８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及

分析，统计数据采用 χ２检验，统计资料采用 ｔ检验，组
间差异以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疣体清除率对比
两组患者末次治疗后１周，对其疣体清除率进行

对比，观察组为９８４０％（１８５／１８８），对照组为７２９２％
（１４０／１９２），其中男性尿道口疣体清除率观察组为
９８５１％（１３２／１３４），对照组为６９９２％（８６／１２３）；非尿
道口疣体清除率观察组为９８１５％（５３／５４），对照组为
７８２６％（５４／６９）。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２９２，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１显示观察组治疗前后
疣体清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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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后对照组与观察组疣体清除率比较

组别
治疗前

例数 疣体数

１周

清除数 清除率％

２周

清除数 清除率％

末次治疗后１周

清除数 清除率％

男性尿道口

　观察组 １０９ １３４ １１５ ８５．８２ １２３ ９１．７９ １３２ ９８．５１

　对照组 ９８ １２３ ６５ ５２．８５ ７４ ６０．１６ ８６ ６９．９２

非尿道口

　观察组 ３６ ５４ ４０ ７４．０７ ４７ ８７．０４ ５３ ９８．１５

　对照组 ４７ ６９ ４３ ６２．３２ ５１ ７３．９１ ５４ ７８．２６

合计

　观察组 １４５ １８８ １５５ ８２．４５ １７０ ９０．４３ １８５ ９８．４０
　对照组 １４５ １９２ １０８ ５６．２５ １２５ ６５．１０ １４０ ７２．９２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图１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疣体清除情况

２２ 治疗后两组疣体复发情况对比

观察组治疗３个月后复发率为６９２％（９／１３０），
明显低于对照组（４２２０％，４６／１０９），且二者差异具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８７８，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治疗后对照组与观察组疣体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痊愈例数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Ｐ值

男性尿道口 ＜０．０１

　观察组 ９５ ５ ９０ ５．２６

　对照组 ７３ ２２ ５１ ３０．１４

非尿道口 ＜０．０１

　观察组 ３５ ４ ３１ １１．４３

　对照组 ３６ ９ ２７ ２５．００

合计

　观察组 １３０ ９ １２１ ６．９２ ＜０．０１

　对照组 １０９ ３１ ７８ ４２．２０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２水平对比
观察组治疗前后 ＴＮＦ－α与 ＩＬ－２水平出现变

化，且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后两
种指标水平不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与
观察组治疗后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２水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对比

根据患者生存质量评价标准，治疗后观察组生存

质量要明显优于对照组，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安全性评价

对照组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００％
（２９／１４５）、９６６％（１４／１４５），二者差异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χ２＝７７６４，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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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前后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２水平的比较（μｇ／Ｌ，珔ｘ±ｓ）

组别
例数

（ｎ）

ＴＮＦ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４５ ０．５８±０．０５９ ０．５６±０．０５４ ６２．３３±１７．０２ ６１．３８±８．３８

观察组 １４５ ０．５７±０．０５１ ０．４７±０．０３８△ ６１．３８±１５．５６ ８３．６２±１９．０２△

　　注：与本组治疗前对比，ｔ检验下，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ｔ检验下，△Ｐ＜００５

表４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比较（分，珔ｘ±ｓ）

组别 自觉症状 心理情绪状态 躯体生理功能状态 日常生活 社会活动 总得分

对照组 ５５±６ １２±５ １８±７ １７±５ ２２±７ １０９±５

观察组 ６３±５ １３±４ ２３±８ ２５±３ ２３±６ １３４±７

　　注：与对照组相比，ｔ＝３０２０，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ＣＡ是由ＨＰＶ感染而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主要
通过性接触进行传播，非常容易复发。ＨＰＶ感染的出现
及预后与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紧密性关系，特别是

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相关［５］。目前，已有研究证实，

在有免疫缺陷状态者或者恶性肿瘤患者人群中尖锐湿

疣的发生率最高。目前，临床治疗ＣＡ的方法较多，但是
共同的缺点就是治疗的复发率较高。究其原因，主要包

括存在亚临床感染、患者再次接触再次感染以及患者并

发有局部其他疾病，例如男性有包皮龟头炎、包皮过长

等；女性有阴道炎或慢性宫颈炎等［６］。而被感染者的细

胞免疫功能也同其治疗之后的复发关系十分密切，近年

临床研究发现，ＣＡ患者存在全身与局部的免疫功能障
碍或低下，且发现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与ＣＡ转归之间
的关系十分密切。一般而言，ＣＡ发生复发，主要是与
ＨＰＶ不能有效地激发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统，以及 ＨＰＶ
改变了感染细胞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ＭＨＣ）分子
水平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等方面有关［７］。

ＣＯ２激光属于大功率激光，因此其能量非常之大，
其能量的９５％以上会被靶组织所吸收，因此对组织的破
坏会精确地局限于照射的具体部位，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ＣＡ的一种较为理想而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末次治疗后１周，对其疣体清除率进行对比，
观察组为９８４０％（１８５／１８８），对照组为７２９２％（１４０／
１９２），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这说明了，ＣＯ２
激光联合薄芝糖肽的功效比单独应用ＣＯ２激光照射要
好。而且单独使用复发率也较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联

合治疗组复发率为６９２％，明显低于单独使用 ＣＯ２照
射组的复发率４２２０％。薄芝糖肽是灵芝属薄树芝菌丝
体通过现代生物科技技术纯化分离出的具有较高活性

的糖肽类物质。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表明，薄

芝糖肽具有很强的免疫调节作用，能促使免疫细胞中

ＤＮＡ的合成及细胞增殖，能明显促进人体免疫细胞产生
和释放γ－干扰素、白介素－２、白介素－６，增强机体的
细胞免疫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

后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２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此外，本研究还对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
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治疗后生存质量总得分

为（１０９±５）分，观察组为（１３４±７）分，二者存在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这说明了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
能够明显提高ＣＡ患者的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联合薄芝糖肽治疗尖锐湿疣，
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疗后患者生存质量大大

提高，应在临床上加以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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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匹多莫德预防尖锐湿疣复发及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

王　畅　莫征波

湖南省脑科医院皮肤性病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目的：研究匹多莫德预防尖锐湿疣复发的疗效及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８２例尖锐湿疣患者随
机分为研究组（ｎ＝４２）及对照组（ｎ＝４０）。所有患者均给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去除疣体，局部伤口愈合后外用咪喹莫特，
研究组加用匹多莫德口服，３个月后评价疗效及不良反应，治疗前及治疗后３个月时采集外周血检测 Ｔ淋巴细胞亚群。
结果：对照组复发率（３５００％）高于研究组（１１９０％），两组间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治疗后 ＣＤ３＋、
ＣＤ４＋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上升，ＣＤ８＋百分比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后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有变化，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Ｔ淋
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Ｔ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相比，研究组 ＣＤ３＋、ＣＤ４＋百分比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均高于对照组，ＣＤ８＋百分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４２８５％，对照组为４２５０％，两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未见全身不良反应。结论：匹多莫德能提高尖
锐湿疣患者的免疫功能，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失常，与咪喹莫特联合应用可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

【关键词】匹多莫德；尖锐湿疣；免疫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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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ＣＤ４＋／ＣＤ８＋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ｏｆＣＤ３＋，ＣＤ４＋ 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Ｄ４＋／ＣＤ８＋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ＣＤ８＋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２．８５％ ａｎｄ４２．５０％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Ｎ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ｍａ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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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类
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是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本

病复发率高，目前尚无理想的预防复发方案。我科于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应用匹多莫德联合咪喹莫
特预防尖锐湿疣复发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研究结

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纳入标准
愿意参加本研究，符合ＣＡ诊断标准［１］，初次就诊

患者。排除标准：已怀孕或哺乳期的患者；巨大尖锐湿

疣者；对匹多莫德、咪喹莫特过敏者；肿瘤患者或免疫

功能低下、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全身衰竭者；中途退

出研究者。

１２　一般资料
尖锐湿疣患者８２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研究组４２例，男３４例，女８例，平均年龄２９５２岁，病
程１６天～６个月；对照组４０例，男３３例，女７例，平均
年龄３０４８岁，病程１８天～５个月。两组患者年龄、性
别、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临床治疗 所有患者均给予二氧化碳激

光治疗去除疣体，局部伤口愈合后外用咪喹莫特，１
包／次（２５０ｍｇ）３次／周（每周１、３、５或２、４、６晚上各用

药１次），连续用药２个月。研究组加用匹多莫德（商
品名：万适宁，河北太阳石药业出品）口服，２片／次
（０８ｇ），２次／ｄ（１周后改为１次／ｄ），连续用药２个
月。两组均观察３个月后评价疗效及不良反应。
１３２ 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所有参与研究的

ＣＡ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后３个月时采集外周血检
测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百分比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实验采用美国产的 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
流式细胞仪（美国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检验样本。
１４ 疗效评价［１］

治愈的判断标准是肉眼可见之疣体被消除，治疗

３个月内，在治疗部位无新生疣体；复发为疣体消除
后，无不洁性接触史，３个月内出现新生疣体且醋酸白
试验阳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两组间复发率采用 χ２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Ｐ＜００５被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结果

对照组复发率高于研究组，两组间复发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４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复发１次 复发２次 复发３次 复发４次 复发５次 痊愈 复发率

研究组 ４２ ２ １ １ １ ０ ３７ １１．９０％

对照组 ４０ ６ ２ ２ ２ １ ２７ ３２．５０％

　　２２　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百分比及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上升，ＣＤ８＋百分比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后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有变化，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Ｔ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
组治疗后 Ｔ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相比，研究组
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均高于对照组，ＣＤ８＋

百分比低于对照组，两组 ＣＤ３＋、ＣＤ４＋百分比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２３ 不良反应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４２８５％，对照组为
４２５０％，两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
反应主要是给药部位局部不良反应，包括红斑、水肿、

糜烂、灼热、疼痛、瘙痒，严重程度均为轻度，部分患者

予以生理盐水湿敷、莫匹罗星外涂，均不影响继续用

药。两组均未见全身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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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尖锐湿疣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检测结果（珔ｘ±ｓ，％）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研究组（４２例）

　治疗前 ６１．１７±４．６２ ３５．７９±５．６０ ３５．１７±５．２８ １．０４±０．２０

　治疗后 ６３．７４±４．８４△ ３９．０２±５．９２△ ３１．９５±５．１３ １．２５±０．２４△

　ｔ值 －９．２０８ －１１．０５９ １６．５３５ －１５．５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４０例）

　治疗前 ６０．８５±５．５４ ３５．９５±５．９２ ３４．７３±６．０２ １．０６±０．２１

　治疗后 ６１．０３±５．１２ ３６．３３±５．５３ ３４．２３±５．７７ １．０８±０．１９

　ｔ值 －０．３８９ －１．２１２ １．６６９ －１．７６３

　Ｐ值 ０．６９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６

　　注：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常

见的性传播疾病，主要表现是生殖器、会阴和肛门部位

的疣状增生物。尖锐湿疣治疗中最大的困难是其复发

率高，我国统计尖锐湿疣近期复发率约为３８％，国外复
发率报道为１０％～９５％。复发原因与局部人类乳头瘤
病毒的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患者免疫功能异常、治

疗不正确等多种因素有关［２］，目前认为ＣＡ患者全身及
局部细胞免疫功能的低下，包括Ｔ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的异常以及细胞因子失衡等［３］。因此去除疣体后的免

疫调节治疗是预防尖锐湿疣复发的主要方法，干扰素是

目前临床上预防尖锐湿疣复发比较公认的免疫调节剂，

但多因副作用大、需注射治疗使患者依从性差。咪喹莫

特是治疗ＣＡ的外用免疫调节药物，无直接杀死病毒作
用，但可诱导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多种白介素、肿瘤坏

死因子、干扰素等，可提高局部细胞免疫应答而发挥抗

病毒作用。有研究显示［４］激光后外用５％咪喹莫特乳
膏可有效预防尖锐湿疣复发，疗程以８周较为理想。本
研究中单用咪喹莫特的对照组的复发率要高于同类研

究［４］，考虑与观察期长短及患者性别、病程、病情等不同

有关。匹多莫德是新型口服免疫调节剂，可提高巨噬细

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吞噬活性，激活自然杀伤细胞，促进

淋巴细胞增殖，使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４＋）与抑制性Ｔ细
胞（ＣＤ８＋）的比值升高恢复正常，并通过刺激白介素－２
和γ－干扰素的释放从而促进细胞免疫反应［５］。针对

ＣＡ患者全身及局部细胞免疫功能的低下，为了探求ＣＡ
患者更低的复发率，笔者采用了匹多莫德系统口服和咪

喹莫特局部外用的联合治疗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激光

治疗后单用咪喹莫特的对照组复发率高于匹多莫德和

咪喹莫特联合治疗的研究组，两组间复发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证明单用咪喹莫特的对照组

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各项指标有所变化，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局部外用咪喹莫特并不能

提高机体系统免疫能力，而是通过诱导局部免疫反应发

挥抗病毒作用。加用匹多莫德的研究组治疗前后

ＣＤ３＋、ＣＤ４＋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上升，ＣＤ８＋百分
比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研究组 ＣＤ３＋、ＣＤ４＋、及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均高于对照组，ＣＤ８＋百分比低于对照组，两组
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匹多莫德可从系统
的途径提高ＣＡ患者的免疫功能，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
的失常，以治疗和预防ＣＡ的复发。本研究临床使用过
程中出现了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但多以红斑为主，

均不影响继续用药，两组均未见全身不良反应。总之，

匹多莫德联合咪喹莫特分别从系统和局部的途径改善

ＣＡ患者全身及局部细胞免疫功能的低下，有效控制尖
锐湿疣复发，且临床使用安全，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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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的 Ｍｅｔａ分析

梁　思　宋佩华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目的：评价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通过检索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
书馆、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ＮＫＩ等数据库，查找头孢曲松和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随机对照试验。试验数据采
取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纳入３个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头孢曲松在治疗早期梅毒后１年内在皮疹
消退和ＲＰＲ转阴方面（ＯＲ＝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０９－１７１］，Ｐ＝０６３）和普鲁卡因青霉素相比无明显差异。结论：头孢曲松
是治疗早期梅毒的有效药物。

【关键词】头孢曲松；早期梅毒；随机对照试验；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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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梅毒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而青霉素 Ｇ是治
疗梅毒的首选药物［１］。但目前存在很多对青霉素过敏

的病例，因此需要一种抗生素可以替代青霉素对梅毒

进行治疗。头孢曲松属于第三代头孢菌素，其具有组

织穿透能力强、作用维持时间长、中枢神经系统浓度高

及抗菌谱广等特点［２］。故本文对头孢曲松和青霉素治

疗早期梅毒的疗效进行了系统比较。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１１　观察对象　符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控制中心２００７年制定的《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指
南》对早期梅毒诊断的患者［３］，年龄及性别不限，排除

有头孢菌素及青霉素过敏的患者、妊娠患者。

１１２　研究类型　本研究纳入已发表的随机对
照试验文章，排除非随机对照试验和回顾性研究。

１１３　干预措施　治疗组为头孢曲松 １０ｇ／日
共１０～１５ｄ，对照组为普鲁卡因青霉素８０万单位／日
共１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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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结局指标
随访１年，观察皮疹消退、ＲＰＲ滴度转阴情况及药

物不良反应。

１３　检索策略
电子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及

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检索时间截止到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输入中文检索词“头孢曲松”，“普
鲁卡因青霉素”及“随机对照试验”，英文检索词

“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ｐｒｏｃａｉｎｅｂｅｎｚｙｌｐｅｎｃｉｌｌ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
１４　评价分析
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异质性分析，如无异质性使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相对
危险度及其９５％可信区间。用 Ｉ２判断异质性大小，Ｉ２

小于２５％为低度异质性，Ｉ２在２５％ ～５０％ 之间为中
度异质性，大于５０％为高度异质性。若研究间无高度
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如存在高度异质

性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偏倚风险评估按分配序列的产生、盲法的实施、结

果数据的完整性和选择性报告等四个方面来评估，将

偏倚风险分为Ａ、Ｂ、Ｃ三级，Ａ级为低度风险，需完全
满足以上４条标准；Ｂ级为中度风险，其中有１项或以
上的标准为不清楚；Ｃ级为高度风险，其中有１项或以
上的标准为不满足或未使用［４］。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到３１篇文章，通过阅读文献纳入 ３篇，３

篇文献均为中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级。

２２　纳入研究方法学质量评价
根据风险偏倚评估，按分配序列的产生、盲法的实

施、结果数据的完整性和选择性报告等四个方面来评

估，将纳入的３个试验均评为Ｂ级。
２３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３１　疗效评价　共纳入了 ３个随机对照试

验［５－７］，其中治疗组头孢曲松１０２例，对照组普鲁卡因
青霉素１３２例。

试验１研究对象６０例（男４１例、女１９例），年龄
２１～５５岁，平均（３３３４±８５７）岁。治疗组３０例，用头
孢曲松１０ｇ静点，１次／日共１０天，对照组３０例用普鲁
卡因青霉素８０万Ｕ肌注，１次／日共１５天。两组各完成
随访２７例，共失访６例患者，为了尽量保留信息，缺失
值在治疗组、对照组中分别作为“无效病例”、“有效病

例”处理。两组患者皮疹在１年内均消退，但每组各有１
例患者ＲＰＲ未转阴。两组均无不良反应［５］。

试验２研究对象９６例（男５５例、女４１例），年龄
１７～７２岁，平均年龄２７８岁。对照组６４例，Ｂ组
３２例。对照组６４例采用普鲁卡因青霉素８０万单位
肌注，１次／日共 １５天。治疗组 ３２例采用头孢曲松
１０ｇ肌注，１次／日共１５天。两组患者１年内皮疹均
消退，对照组１例 ＲＰＲ未转阴，治疗组 ＲＰＲ均转阴。
对照组出现１例皮肤过敏反应，而治疗组患者无明显
不良反应［６］。

试验３研究对象７８例（男５２例、女２６例），年龄
在１８～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３岁。治疗组４０例，给予头
孢曲松注射剂１ｇ肌注１次／日共１５天；对照组予以普
鲁卡因青霉素Ｇ８０万Ｕ肌注每日１次共１５天。两组
皮损均在１年内消退，治疗组１例 ＲＰＲ未转阴，对照
组均转阴［７］。

异质性分析显示，Ｐ＞００５，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做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 ＯＲ＝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０９－
１７１］，Ｐ＝０６３；菱形与垂直线部分相交，表明在治疗
早期梅毒时，头孢曲松的疗效与普鲁卡因青霉素相比

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２　不良反应发生率　３个ＲＣＴ中，不良反应

为对照组发生 １例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０７％（１／
１２９），治疗组无不良反应发生，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２３３　发表性偏倚　由于本篇文章纳入文献较

少，故未进行漏斗图分析。

表１　头孢曲松和普鲁卡因青霉素ＲＰＲ转阴情况的比较 （下转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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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干扰素联合冷冻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和护理

张利玲

监利县人民医院皮肤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３３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γ－干扰素联合冷冻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和护理。方法：治疗组３７例应用γ－干扰素疣体局部
注射，同时联合冷冻治疗；对照组３３例单纯冷冻治疗。两组均实施相关护理。结果：治疗组治愈率为８３７８％，复发率为
１６２２％；对照组治愈率为５４５５％，复发率为４５４５％。两组治愈率和复发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χ２＝７１０，Ｐ＜００１）。结论：γ－
干扰素联合冷冻治疗尖锐湿疣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实施护理措施对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复发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尖锐湿疣；疗效观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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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Ｎｕｒｓｉｎｇ

　　尖锐湿疣（ＣＡ）是目前国内外发病较多的性传播
疾病（ＳＴＤ）之一，其发病率在 ＳＴＤ中居第２位。目前
治疗方法较多，但均有较高复发率。我们采用 γ－干
扰素联合冷冻治疗尖锐湿疣取得满意疗效，现将其疗

效和护理介绍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７０例患者来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院皮
肤性病专科门诊，均符合卫生部防疫司颁布的诊断标

准。男５０例，女２０例，年龄１６～６２岁，平均３０３岁，

病程１８天～５个月，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３７例，其
中男２７例，女１０例；对照组３３例，男２３例，女１０例。
皮损部位见于龟头、冠状沟、包皮内板、尿道口、阴道

口、大小阴唇、阴道、肛周。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常规消毒后，用γ－干扰素１００万 Ｕ（商品
名：上生雷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局部疣体注

射，同时用棉签浸液氮冷冻疣体至完全变白，根据皮损

大小进行１～３个冻融周期。γ－干扰素局部注射 １
次／ｄ，连续１０次为１个疗程。对照组单纯使用液氮冷
冻皮损治疗。所有患者采用１次或分次将原发疣体全
部冷冻治愈。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两组患者在皮损

完全消退后每２周复诊１次，随诊时限为６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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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疗效标准［１］

痊愈：皮损完全消退，创面愈合，治疗结束后 ６个
月内治疗部位及周围无疣体出现，醋酸白实验阴性；复

发：无再接触史情况下，疗程结束后６个月内治疗部位
及周围出现新疣体或醋酸白实验阳性。

１４ 结　果
治疗组治愈率为 ８３７８％（３１／３７），复发率为

１６２２％（６／３７）；对照组治愈率为５４５５％（１８／３３），复
发率为４５４５％（１５／３３）。两组治愈率和复发率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χ２＝７１０，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γ－干扰素与冷冻联合治疗ＣＡ疗效观察

组别 例数
初发

治愈

复发治愈次数

１ ２ ３
合计 复发率

治疗组

对照组

３７

３３

３１

１８

６

８

０

６

０

１

６

１５

１６．２２％

４５．４５％

２　护　　理

２１ 治疗前护理

２１１ 治疗前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尖锐湿

疣主要是由性接触传染，其次由污染的衣服、卫生器具

传染。医护人员在治疗前应先洗手，戴口罩及一次性

手套，患者必须使用一次性垫单、窥阴器等，以免交叉

感染，所使用一次性物品均要销毁。患者的日常用具

要单独使用，内衣、内裤单独清洗。

２１２ 治疗前准备 根据皮损大小制作合适棉

签，准备好消毒制剂及创救性药品。

２２ 治疗中护理

医护人员在常规准备后用５％醋酸溶液敷皮损５
分钟，显示出亚临床感染病灶，以免治疗遗漏。治疗中

极少数患者冷冻进程中出现全身反应，如出现头晕、面

色苍白、恶心呕吐、心悸等，给予卧位安静休息，必需时

进行给氧等抢救性治疗。

２３ 治疗后护理

治疗后护理主要针对副作用和并发症护理。冷冻

后皮损出现一过性刺痛、灼痛，若少数患者不能耐受可

服用止痛药对症处理；若出现水疱血疱，一般不需处

理，让其干燥、结痂；包皮部位治疗后应将包皮拉下，以

免水肿引起包皮嵌顿；注射干扰素患者部分出现头痛、

关节痛和发热等，口服解热镇痛药后症状消失。

２４ 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

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表现有一定特殊性，羞愧隐

讳是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２］，并且患者缺乏对本病的

基本认识，有时不完全配合检查治疗，所以对患者进行

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有很重要意义：（１）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视病人为亲人，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病人

的隐私。（２）以诚相待，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并且认
真解释患者疑问。（３）告诫患者要洁身自爱，避免把
疾病传给配偶，并且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４）进
行必要健康教育，宣传尖锐湿疣的防治知识，减轻患者

的心理压力，增强对治疗的信心，提高患者保护意识，

杜绝再次感染。

３ 讨　　论

近年来，尖锐湿疣发病率居高不下，并且逐年增

加；且复发问题也是临床治疗中的一大难题。尖锐湿

疣复发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功能抑制，亚临床感染存在

以及非皮区存在 ＨＰＶ的潜伏感染所致。黄蓉等［３］研

究证明：ＣＡ病人白介素Ⅱ（ＩＬ－２）、γ－干扰素水平明
显低于正常人水平，特别是反复发作者的水平更低。

重组γ－干扰素是人体重要吞噬细胞刺激因子，
具有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生物活性，同时干扰素

提高ＮＫ细胞和 Ｋ细胞的杀伤活性，增强单核巨噬细
胞功能。液氦冷冻治疗可使 ＣＡ组织水分外渗，形成
一次性炎变，在炎变反应中，可激活吞噬细胞，使机体

产生类似于接种 ＣＡ病毒抗原，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
功能。有研究表明 ＣＡ患者在抑郁、焦虑方面发生率
高达７５２％及８８１％［４］，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可降

低患者免疫功能，免疫功能下降可导致ＣＡ复发。
本研究采用γ－干扰素联合冷冻治疗 ＣＡ，取得较

好效果，且复发率低。因此，我们在一般常规治疗中，

给予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解除患者精神负担，树立战

胜疾病信心，同时发现和处理并发症，这对患者康复和

减少复发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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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消汤对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液细胞因子的影响

覃兆伟　周　凯　梁永协　朱　闽△　荀建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男性科，南宁 ５３００１１

【摘　要】目的：观察湿热消汤对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水平的影响。
方法：将１２０例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给予湿热消汤和银花泌炎灵片口服，以２８天为１疗
程。观察治疗前后各组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ＴＮＦ－α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疗程结束后，与治疗前比
较两组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ＴＮＦ－α水平明显降低（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结论：湿热消汤可降低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水平，这可能是
湿热消汤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机理之一。

【关键词】前列腺炎；湿热消汤；ＩＬ－１β；ＩＬ－６；ＴＮＦ－α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ｏｎ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ｏｆⅢ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ＱＩＮＺｈａｏｗｅｉ，ＺＨＯＵＫａｉ，Ｌ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ｅ，ＸＵＮ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ＺＨＵＭ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Ｒｕｉｋ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Ｘ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ｏｎ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
ｍａｓｓ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Ⅲ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ｃａｓｅｓｏｆⅢ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ｈｕａＭｉｙａｎｌ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
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Ｅａｆｔｅｒ２８ｄａｙ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
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１）．Ｔｈｅ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
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ｓｏｆⅢ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Ⅲ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ｈｉｒ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ｏｔｉｏｎ；ＩＬ－１β；ＩＬ－６；ＴＮＦ－α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前列腺在
病原体或／和某些非感染因素作用下，临床症状以排尿
异常及慢性盆腔疼痛为特征的一类综合征，主要好发

于青壮年男性。在我国，基于人口数量的横断面研究

表明，８４％的男性被确诊具有前列腺炎症状［１］。我们

在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使用湿热消汤治疗ⅢＡ

型前列腺炎，并对治疗前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白细胞

介素－１β（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ｂｅｔａ，ＩＬ－１β）、ＩＬ－６和肿瘤坏
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ＴＮＦ－α）水
平的变化进行了观察，现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病例选择
所有入选病例均为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男性科门诊就诊患者，均符合美国国立卫生院关于Ⅲ
Ａ型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２］，符合中医症候诊断标准

辨证为湿热下注型前列腺炎［３］。排除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前列腺癌、神经原性膀胱、尿道畸形或狭窄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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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官能症、前列腺肿瘤患者；排除合并有如心血

管，脑，肝，肾和造血系统严重原发性疾病、过敏体质或

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１２ 一般资料

共１２０例患者纳入观察对象，以就诊顺序按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６０例。两组患
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　方　　法

２１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湿热消汤（由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

院制剂科制备提供，处方组成：金钱草、丹参、板蓝根、虎

杖、苍术、黄芪、神曲、甘草等组成，每付煎为２００ｍｌ，分２
袋装），１００ｍｌ／次，２次／ｄ；对照组口服银花泌炎灵片（吉
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１９９９１０９０），４粒／
次，４次／日；两组均以２８天为１疗程。
２２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按摩液 ＩＬ－１β、ＩＬ
－６和ＴＮＦ－α水平的变化情况。标本采取前禁欲３
～５天，用新洁尔灭消毒尿道外口，以无菌收集管收集
约１ｍｌ前列腺按摩液，于 －２０℃冰箱内保存，统一测
量。使用双抗夹心免疫酶联吸附法（ＥＬＩＳＥ法）检测，
检测试剂盒为上海史瑞可生物公司产品，采用ＲＴ６０００
全自动酶标分析仪（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

司）在４５０ｎｍ读取Ａ值，绘制标准曲线，根据各标本Ａ
值在标准曲线上查得相应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ＴＮＦ－α
的浓度。

２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以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３　结　　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浓度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
组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 ＩＬ－１β浓度水平均有不同程
度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ｔ＝－７６１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１）；两
组患者ＩＬ－６浓度水平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ｔ＝－２１７１，Ｐ＝００３４＜００５）；两组患者 ＴＮＦ－α
浓度水平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ｔ＝
－３０１７，Ｐ＝００４４＜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按摩液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ｐｇ／ｍｌ，珔ｘ±ｓ）

ｎ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ＴＮＦ－α
治疗组

　治疗前 ６０ ２９．１３±９．１９ １１７．７５±２５．０７ ８５．９０±１４．５２

　治疗后 ６０ １２．２８±３．０２△▲ ７８．８３±１２．３３"▲ ４２．３２±８．７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０ ２７．５８±８．１４ １１０．１５±２３．１１ ８２．０７±１４．５９

　治疗后 ６０ １９．９０±５．６１▲ ８３．７２±１５．２０▲ ４５．３３±８．４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

较▲Ｐ＜００１

４　讨　　论

ＣＰ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常见于２０～５０岁男
性，３４岁左右是最高发病年龄段，但到７０岁以后又出
现发病率增高，ＣＰ的发生率占男性患者的 ９％ ～
１４％，约有５０％的男性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会受其影
响［４］。目前，现代医学对 ＣＰ的发病机制仍不甚清楚，
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多元化学说”表明前列腺并

非是ＣＰ的疾病或单一疾病实体，而是一个多环节、多
层次、多组织参与的疾病表现。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到

目前尚没有统一、规范的治疗方案，仍然处于经验性治

疗阶段，与循证医学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长久以来，

在临床上对ＣＰ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研究表明免疫
因素可能在其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５］。

细胞因子是由一类免疫细胞和相关细胞产生的具

有调节功能的高活性多功能可溶性小分子蛋白，调控

机体的免疫反应正常进行，根据其在感染和炎症反应

中起的作用可分为：①促炎性细胞因子，如ＩＬ－１、ＩＬ－
８、ＴＮＦ－α等；②抗炎性细胞因子，如 ＩＬ－４、ＩＬ－６、ＩＬ
－１０等；③调节性细胞因子，如ＩＬ－２［６］。促炎性细胞
因子在组织的炎症反应过程中起促进作用，抗炎性细

胞因子可抑制炎症反应及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两

者的平衡将影响组织创伤和炎症的结局［７］。

ＩＬ－１β主要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内皮细胞等
产生，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并有致热和介导炎症

的作用。ＴＮＦ－α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具有介导
抗肿瘤以及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参与发热和炎症的发

生等作用，是重要的致炎细胞因子；在慢性非细菌性前

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 ＴＮＦ－α水平明显升高，
表明ＴＮＦ－α在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ＴＮＦ－α和 ＩＬ－１β还可通过激活
核转录因子 κＢ途径，引起自身免疫反应而发挥其生

（下转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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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庄　瞞　万焕真

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外科，上海，２００１２０

【摘　要】目的：探讨脱水淫羊藿素（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ｃａｒｉｔｉｎ，ＡＨＩ）同系物对中老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作用。方法：抽
取２０例５０～７０岁中度ＥＤ患者，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观察、记录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ＮＰＴ、ＩＣＩ、ＰＳＶ的变化。结果：治
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勃起功能均有改善。结论：从淫羊藿和苦参中提取的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对中老年男性ＥＤ有治
疗作用，疗效与枸橼酸西地那非试验数据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

【关键词】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勃起功能障碍；同系物配伍

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ｃａｒｉｔ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Ｈｕａｎｚｈｅ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ＭｉｎｈａｎｇＴＣ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ｃａｒｉｔ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ｅ
ｄｉｕｍ－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２０ｃ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５０ｓａｎｄ７０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ＮＰＴ、ＩＣＩ、ＰＳＶ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ｃａｒｉｔ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ｌｅａｃｈ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Ｓｏｐｈｏｒａ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ｄａｔａ（Ｐ＞０．０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ｃａｒｉｔ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ｕｅ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过
去３个月中，阴茎持续不能达到和维持足够的勃起以
进行满意的性生活［１］。据国际流行病学调查勃起功能

障碍的发病率占成年男性的５０％左右，４０岁以上男性
中、重度 ＥＤ的发病率为 ５０％，７０岁的发病率为
１５０％［２］。国内冷静等［３］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ＥＤ
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４０～４９岁年龄组勃起功能
障碍为３２８％，而到７０岁以上年龄组达８６３％。ＥＤ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笔者从淫羊藿和苦参中提

取的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作为有效组分配伍［４］制成

ＡＨＩ同系物制剂，治疗中老年中度男性功能性 ＥＤ取
得满意疗效，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年龄在５０～７０岁，病程大于６个月，勃起功能积
分（ＩＩＥＦ－５）在８０～１１０分的中度功能性ＥＤ患者，并排除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脑血管意外，脊髓损伤等合并疾

病的门诊患者２０例。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其中治疗组１０例给予ＡＨＩ化合物治疗（２５ｍｇ／次，１次／ｄ，
每晚睡前服用，连续口服６个月），对照组１０例给予枸橼酸
西地那非治疗（２５ｍｇ／次，１次／ｄ，每晚睡前服用，连续口服６
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病情程度及勃起功能积分

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 药物与含量测定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８，辉瑞制
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０８３０１１）；注射用前列腺素Ｅｌ（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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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字 Ｈ１０９８００２４，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２１１７Ｓ）；ＡＨＩ同系物来源朝鲜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ｋｏｒｅａ
ｎｕｍ）和苦参（淄博康华中药公司）各１００ｋｇ，粉碎后用
６０％的乙醇固定（固 －液比为 １２：１），再经 ８０℃回流
９０ｍｉｎ，提取三次，过滤，水溶部分依次用石油醚（６０～
９０℃），二氯甲烷，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分别回收溶
剂。乙酸乙酯部分经硅胶柱分离［５］，得 ＡＨＩ化合物
０６８ｍｇ／ｋｇ。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与电喷雾质谱联用技术
（ＨＰＬＣ－ＥＳＩ）测定ＡＨＩ同系物，保留时间（ｔＲ）６８８ｍｉｎ，
分子离子峰６８９，源内ＣＤ质谱数据５３６和３７１。
１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１４１ 疗效标准　按照国际勃起功能评分问卷
（ＩＩＥＦ－５）≤２１分诊断为 ＥＤ；治愈：治疗后性交机会
达７５％以上成功，或勃起功能积分≥２１分；显效：治疗
后性交机会达５０％以上成功，或勃起功能积分较前增
加７０～１４０分；有效：治疗后性交机会达２５％以上成
功，或勃起功能积分较前增加 ＜７分；无效：治疗后性
交机会成功率无变化，或勃起功能积分无增加。

１４２ 夜间阴茎肿胀试验（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
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ＮＰＴ）　用进口纸带进行，连续测量６个夜晚，
在患者睡眠良好时，红、黄、蓝３纸带全部断裂为正常勃
起；红、黄、蓝３纸带全未断裂为夜间无勃起；仅红色断
裂为无效勃起；黄、蓝２条纸带断裂为勃起不充分。并
使用阴茎硬度测试仪夜间多次测试，判断标准为正常：

强度≥１００、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勃起次数≥６；轻度异常：
强度８０～１００、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勃起次数≥６；中度异
常：强度４０～８０、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勃起次数＜６；重度
异常：强度＜４０、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勃起次数＜６。
１４３ 阴茎海绵体注射血管活性药物试验

（ＩＣＩ）　直接将血管活性物质注进阴茎海绵体内，诱发
勃起，从诱发勃起的时间、硬度、勃起角度、持续时间来

判定阴茎的血流供给和静脉回流情况。注射药物：前

列腺素Ｅｌ１０～４０μｇ。患者自行注射后１５ｍｉｎ，勃起角
度＞９０°，维持勃起时间 ＞１５ｍｉｎ，为 ＩＣＩ阳性（正常）；
勃起角度＜６０°，维持勃起时间不足３０ｍｉｎ，而且不能
进行性交，注射２次以上仍无改善为ＩＣＩ阴性。
１４４ 彩色双功能超声检查（ＣＤＵ）　是一种无

创伤性检查，高频探头可观察阴茎有无病理性改变，

４５ＭＨｚ脉冲测距探头可进行血流分析，测定血流率，
结合ＩＣＩ观察注射前后阴茎血流情况，了解阴茎动脉
血供和静脉闭合机制。主要参数有：动脉收缩期最大

血流流率（ＰＳＶ）＞２５ｃｍ／ｓ为阴茎动脉血供正常。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有效率提高

参照国际ＥＤ诊断原则进行ＩＩＥＦ－５评分发现，治
疗组、对照组在治疗后平均勃起功能积分分别比治疗

前增加了８７分和９２分。治疗组ｌ０例，显效６例，有
效３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为９００％；对照组１０例，
显效７例，有效２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为９００％。
ＰＳＶ数据显示，治疗组、对照组在治疗后平均血流流率
分别为 ２７５４ｃｍ／ｓ、２８６０ｃｍ／ｓ，阴茎动脉血供正常。
两组比较，治疗组疗效与对照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治疗后勃起强度、持续时间有改善

根据ＮＰＴ诊断标准，使用阴茎硬度测试仪对ＥＤ患
者进行治疗前后测试，数据显示：治疗组、对照组在治疗

后平均夜间勃起强度分别比治疗前增加了 ５７７和
５８９；平均勃起持续时间增加了１５９ｍｉｎ和１９２ｍｉｎ；平
均勃起频率增加了３４次和３６次；平均总勃起时间增
加了１２３３ｍｉｎ和１５４９ｍｉｎ；膨胀均大于２～３ｃｍ。两组
数据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勃起功能改变情况比较

组别 ｎ
ＩＩＥＦ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ＮＰＴ试验（阳性率）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ＣＩ试验（阳性率）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ＳＶ（ｃｍ／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０ １２．６ ２１．３ ０．０％ ９０．０％ ０．０％ ９０．０％ １９．８ ２７．５

对照组 １０ １３．９ ２３．１ ０．０％ ９０．０％ 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３ ２８．６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阴茎硬度测试仪数据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夜间勃起强度

治疗前 治疗后

平均勃起持续时（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平均勃起频率（次）

治疗前 治疗后

平均总勃起时间（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０ ４６．６ １０４．３ ６．８ ２２．７ ２．９ ６．３ １９．７２ １４３．０

对照组 １０ ４８．２ １０７．１ ７．３ ２６．５ ３．１ ６．７ ２２．６ １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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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ＨＩ同系物成分推测应包含淫羊藿有效成分淫羊
藿苷的代谢产物：脱水淫羊藿素和去甲基脱水淫羊藿

素［６］。而苦参中也应包含异脱水淫羊藿素和降脱水淫

羊藿素［７］，其具体成分和含量有待进一步验证。

笔者观察到淫羊藿苷对试验兔阴茎海绵体、阴蒂海绵

体组织内ｃＧＭＰ有浓度依赖增高效应［８］。试验结果也表
明，经过ＡＨＩ同系物治疗ＥＤ与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效果
相当，勃起阳性率提高９０％，每周性生活平均１次以上的患
者由治疗前的０例（００％）上升到９例（９００％），给患者的
勃起带来了质的变化，也给患者带来很好的性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还发现，患者在服用 ＡＨＩ同系物后，除性
功能改善外，体能也有明显改善，几乎所有患者用药后

都自觉精力提高，但至今未见相关的文献报道。

现代中药学配伍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按照病情

和药性将两种以上中药配合使用或者是按照君臣佐使

的法度加以组合确定，而是采用标准提取物配伍、中药

有效组分配伍［９］和有效成分同系物配伍。其中中药有

效成分同系物配伍，不但遵循中药传统配伍理论的整

合起效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医的配伍理论，又符合现代

医学病理、药理理论，目前虽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但为

中药客观化、直观化以及国际化和标准化提供了依据，

也为有效成分的配伍使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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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梅毒的发病率近年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而青霉素是治

疗梅毒最常用的药物。但由于对青霉素过敏患者相对较

多，且一些抗生素治疗梅毒效果不佳，因此为了有效的控制

梅毒需要寻找一种和青霉素效果相当的替代药物。１９８２年
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可使用头孢曲松治疗梅毒［８］。头孢曲

松属于第三代头孢菌素，其具有组织穿透能力强、作用维持

时间长、中枢神经系统浓度高及抗菌谱广等特点［２］，因此本

文通过比较头孢曲松和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疗

效，来验证头孢曲松的安全和有效性。

本文纳入３篇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表明经过治疗两组患者皮疹均消退，每组各有２例未
转阴，经检验在ＲＰＲ转阴方面两组无显著性差异。且
治疗组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试验１应用头孢曲松时间为１０天，而试验２和３
为１５天，试验１治疗组２７例患者中有１例 ＲＰＲ未转
阴，试验３中治疗组４０例患者中有１例 ＲＰＲ未转阴，
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使用头
孢曲松治疗１０天和１５天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通过本文分析表明头孢曲松是治疗早期梅毒安全

有效的药物，但现有样本量较小，且３篇文献质量评价

为Ｂ级，主要问题为未提出采用合理的盲法，无法消除
选择性偏倚，故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试验及更大的样本

量以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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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项目“社

会工作视野下西部留守女童遭性侵的预防与辅导”的成果

（ＸＸＪＹＢ１１１５）。
【第一作者简介】龙　玲（１９８６－），女，教师、社会工作师，主要
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方向的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１

·性健康·

国内性教育研究三十年：文献计量及内容分析

龙　玲　陈世海

宜宾学院法学院，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借助ＣＮＫＩ分类分析工具，结合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对３０年来国内性教育研

究的７４６篇文献进行了统计。统计发现：国内性教育研究成果丰富，发文量逐年增长；发文范围非常宽泛，没有明显的集

中分布；核心作者群还未成熟，跨学科合作有待加强；成果引用率不高，缺少基金支持；青少年和大学生性知识、性心理、

性道德、性教育是３０年的研究焦点。

【关键词】性教育；三十年；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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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

文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笔者
利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文献高级检索工具，设定“题
名 ＝中英文扩展（性教育）并且关键词 ＝中英文扩展
（性教育）（精确匹配）”，选取了４个文献数据库：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

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了 １９８２年 ０１月
０１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３０年）国内性教育研究
领域的所有文献，检索的时间是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３１日。
剔除了重复发表的文章和无效的文献，共检索出有

效文献７４６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６７６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５１篇、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１９篇、“中国博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０篇。

２　文献增长与发文分布

２．１　性教育研究相关文献增长
１９８２年，国内性教育研究文献 ３篇，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８４年０篇，１９８９年发表文献２２篇，文献数量成倍增
加且没有规律。１９８２年至 １９９３年，国内性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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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发表的文献数量和文献累积数较小，文献累积率

在０至３００％间波动，根据文献指数增长规律，笔者将
该时期定为国内性教育研究的起步期。１９９４年到
２００３年，年发表文献的数量从９篇增加到３３篇，发文
数量逐年增长且文献累积率在１０％左右，文献积累率
与研究起步期相比波动不大，笔者根据文献指数增长

规律，将该时期定为国内性教育研究的积累期。２００４
年发表文献５６篇，首次突破５０篇且该年发表文献的
数量较前一年大幅增加，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国内性教育
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逐步增长，结合“普赖斯文献指数

增长规律”［１］笔者判断，国内性教育研究自２００４年进
入发展期且延续至今。从文献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

从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１１年，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经历了起
步期、积累期和发展期。性教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是

较敏感的话题，从事性教育相关研究的学者较少，性教

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见表１。
２．２　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发文分布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分析工具，对文献来源

数据库进行了统计，７４６篇有效文献来源于各类期刊
的有６７６篇，来源于学位论文的５１篇，１９篇来源于会
议论文。由此可见，性教育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各类

期刊中，期刊是重要的发表阵地。笔者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
计软件对文献发表的期刊进行了统计，７４６篇文献发
表在３０４种期刊中。笔者统计了发表性教育研究文献
数量排名前３０位的刊物。发文量排名前三十位的刊
物中，北大核心期刊１５份（参照２００８版北京大学图书
馆核心期刊目录）［２］。《中国性科学》是发文量最大的

期刊，发表性教育研究文献８４篇；中国学校卫生发文
量３０篇，排名第二；中国学校卫生和外国中小学教
育发文量都是２３篇，排名第三。从排名前三的４种
期刊可以看出，学生一直是国内性教育关注的焦点

群体，不少学者尝试引入国外的性教育，对国内的性

教育进行创新。笔者对 ３０４种期刊进行了统计，发
表１００篇以上文献的刊物０份；发表２０篇至３０篇文
献的期刊有３份，占期刊总量的 ０９９％；发表 １０篇
至１９篇文献的刊物有４份，占期刊总量的 １３２％；
发表５至９篇的刊物１２份，占期刊总量的 ３９５％；

发表２至４篇的刊物７５份，占期刊总量的２４６７％；
仅发表１篇的刊物 ２０９份，占期刊总量的 ６８７５％；
平均每份刊物发表性教育文章２２２篇。６８７５％的
期刊只发表了１篇性教育研究文献。数据说明国内
性教育研究的文章发表非常宽泛，没有明显的集中

趋势，性教育研究文献主要发表在性科学、教育类、

医学类期刊上。见表２。

表１　性教育研究年载文量与累积率分析表

发表年度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发文篇数 ３ ０ ０ ９ ２

文献累积数 ３ ３ ３ １２ １４

文献累积率 － ０ 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６７

发表年度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发文篇数 １４ １２ ２２ ９ ７

文献累积数 ２８ ４０ ６２ ７１ ７８

文献累积率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８６ ５５．００ １４．５２ ９．８６

发表年度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发文篇数 １４ ５ １７ １４ ２１

文献累积数 ９２ ９７ １１４ １２８ １４９

文献累积率 １７．９５ ５．４３ １７．５３ １２．２８ １６．４１

发表年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发文篇数 １１ １４ ２４ ２１ ２３

文献累积数 １６０ １７４ １９８ ２１９ ２４２

文献累积率 ７．３８ ８．７５ １３．７９ １０．６１ １０．５０

发表年度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发文篇数 ２８ ３３ ５６ ６４ ５２

文献累积数 ２７０ ３０３ ３５９ ４２３ ４７５

文献累积率 １１．５７ １２．２２ １８．４８ １７．８３ １２．２９

发表年度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发文篇数 ６２ ６１ ３５ ５５ ５８

文献累积数 ５３７ ５９８ ６３３ ６８８ ７４６

文献累积率 １３．０５ １１．３６ ５．８５ ８．６９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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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发表性教育相关论文数量排名前三十位的刊物分布表

文献出版来源 发文篇数 文献出版来源 发文篇数 文献出版来源 发文篇数

中国性科学 ８４ 青年研究 ８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４

中国学校卫生 ３０ 中国青年研究 ８ 当代教育论坛 ４

外国中小学教育 ２３ 青年探索 ６ 道德与文明 ４

中国健康教育 ２３ 衡水师专学报 ６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４

性学 １８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６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４

中国校医 １２ 科技信息 ５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４

卫生职业教育 １２ 生殖与避孕 ５ 中国校外教育 ４

当代青年研究 １０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５ 中华男科学杂志 ４

中国公共卫生 ９ 中国特殊教育 ５ 江西教育科研 ３

中国妇幼保健 ９ 思想理论教育 ５ 教师之友 ３

　　《性学》２０００年后更名为《中国性科学》

３　研究者发文情况分析

３．１　作者发文量分析
笔者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分析了７４６篇文献的

作者，统计到作者６５７人。发表１篇文章的作者高达
５９９人，占作者总数的９１１７％；发表２篇文章的作者
４２人，占作者总数的６３９％；发表３篇文章的作者９
人，占作者总数的１３７％；发表４篇文章的作者３人，
占作者总数的０４６％；发表５篇文章的作者占作者总
数的０１５％；发表６篇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０３０％；
发表 ７篇性教育文章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 ０１５％。
国内研究性教育领域的作者中，９１１７％只发表了一篇
文章，对该领域的探索只是一时兴起，缺乏后续的关注

和挖掘。发表１篇以上文章的作者占８８３％，他们在
该领域有一定的积累，对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性

教育研究领域需要持续关注。见表３。

表３　作者发文量分布表

发文数

（篇）

作者数量

（人）

占作者总数的

百分比（％）

占发表一篇文章

作者数的百分比（％）

７ １ ０．１５ ０．１７

６ ２ ０．３０ ０．３３

５ １ ０．１５ ０．１７

４ ３ ０．４６ ０．５０

３ ９ １．３７ １．５０

２ ４２ ６．３９ ７．０１

１ ５９９ ９１．１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５７ １００．００ －

３．２　核心作者群分析
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中，８８３％的作者发表的文

章超过１篇，这５８位作者共发表文章１４７篇，占总文
章数量的１９７１％，平均每位作者发表文章２５３篇，他
们是性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文献计量学中的

“普赖斯定律”（ＰｒｉｃｅＬａｗ）认为，核心作者群体完成了
该研究领域中５０％以上的论文［３］。数据显示，国内性

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关注和从事性教育相关研究的核心

作者群正在形成中。

３．３　发表文献被引数量分布分析
性教育研究领域发表文献的被引情况，被引次数

最高为１８６次的文章１篇；被引用０次的文章３０４篇，
占性教育研究文章总数的４５０１％，即没有被引用的文
章接近总文章数的一半；被引用１次的文章１０５篇，占
文章总数的１４０８％；被引用２～９次的文章２５１篇，占
文章总数的３３６５％，即有１／３的文章被引用了２～９
次；引用 １０次及以上的文章 ５６篇，占文章总数的
７４９％。数据显示，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的高频被引的
文章较少，引用率较高的文章发表时间较早，参考价值

有限。性教育研究领域虽然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

高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但是数量较少，影响力有限。

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利

用，有超过４０％的文章没有被引用，文章的价值没有得
到体现，文章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和学术浪费。见表４。
３．４　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国内性教育研究领域独著的论文５０６篇，占文章总

数的６７８３％；两人合著的论文１３８篇，占文章总数的
１８５０％；３人合著的论文４８篇，占文章总数的６４３％；４
人合著的论文２２篇，占文章总数的２９５％；５人合著的
论文占１２１％；６人合著的论文占２２７％；７～９人合著
的论文较少，占文章总数的０８０％。统计数据显示，独
著是性教育研究领域论文的主要形式，超过一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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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独著；合著论文的比例达到了３２１７％，即１／３的
论文是合作完成；性教育研究领域主要是２名作者合
作，２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占文章总数的１３６７％，性教育

研究领域的合作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同研究单位、不同

学科之间的合作急需加强，跨单位、跨学科的合作将为

性教育领域带领新的发展。见表５。

表４　单篇文章被引频次分布

被引频次（次） ０ １ ２－９ １０－１９ ２０－４９ ６５ １０５ １８６

文章篇数（篇） ３０４ １０５ ２５１ ４５ ８ １ １ １

百分比（％） ４０．７５ １４．０８ ３３．６５ ６．０３ １．０７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表５ 作者合作情况统计表

作者人数（人） 篇数（篇） 所占比率（％）合著率（％） 合作度

９ ２ ０．２７

８ １ ０．１３

７ ３ ０．４０

６ １７ ２．２７

５ ９ １．２１

４ ２２ ２．９５

３ ４８ ６．４３

２ １３８ １８．５０

１ ５０６ ６７．８３

３２．１７ １．６２

３．５　基金支持情况
由于性教育研究获得的国家级基金资助较少，笔

者将高校自设基金和教育部基金、省级以上社会科学

基金都纳入统计［４］。获得各类基金资助的文献仅有

２３篇，占总文献量的３０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支持的文章１篇，占文章总数的０１３％；获得教育部
基金支持的文章１篇，占文章总数的０１３％；获得世
界卫生组织基金支持的文章 ５篇，占文章总数的
０６７％；获得美国福特基金支持文章３篇，占文章总数
的０４０％；获得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基金支持文章１
篇；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支持文章１篇。笔者发现，
获得各类基金支持的作者，主要是性教育研究领域的

著名学者和著名的青少年研究机构。性教育研究在中

国虽然经过３０年的发展，虽然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和重视，但是性教育研究获得的资助情况不容乐观，性

教育研究急需各类基金的大力支持。见表６。

４　总　　结

４．１　研究起步期（１９８２—１９９３）
笔者利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分析工具，对文献的学

科类别进行了分析。性教育研究的文献主要分布在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两个学

科。在研究起步期，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性教育、性知

识、性道德和性病等。学者从女童早孕等社会问题意

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的性教

育，在性教育中注意道德教育，从而让青少年了解青春

期，了解性知识，健康成长。性教育研究起步期的主要

特点是：第一，性教育研究领域最初的研究者主要来自

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第二，起步期学者研究的热点

不集中，文献中探讨性教育的很少；第三，研究深入程

度较低，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

表６ 基金资助分布情况

资助基金名称
发表论文篇

数（篇）

所占比例

（％）

世界卫生组织基金 ５ ０．６７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４ ０．５４

美国福特基金 ３ ０．４０

上海科技攻关计划 １ ０．１３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开放课题基金 １ ０．１３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 １ ０．１３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基金 １ ０．１３

教育部基金 １ ０．１３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１ ０．１３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基金 １ ０．１３

陕西省教委基金 １ ０．１３

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基金 １ ０．１３

宁夏大学科研基金 １ ０．１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１ ０．１３

４．２　研究积累期（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
性教育研究的文献主要分布在“教育理论与教育

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高

等教育”等领域，学者主要分布在教育学、社会学领域。

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青少年和大学生是学者关注

的焦点群体，有学者开始关注特殊群体的性教育如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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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学生、残疾学生等；学者主要关注青春期的特征和性

心理，少数学者开始关注中学生的性心理；学者开始采

用社会学的调研方法，大多对中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４．３　研究发展期（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
在研究发展期，国内性教育研究文献的学科分类

排在前五位的是“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高等教

育”、“中等教育”、“社会学及统计学”和“医药卫生”。

学者关注大学生群体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尤其是女生

的性教育，学者关注一夜情、网络性爱，关注性爱的危

险，尤其是性病、艾滋病等疾病在性爱中的传染，医学

卫生学科在性教育研究成果达到了２３篇。发现问题
和给出对策是文章的主要写作结构。

从总体上来看，三十年来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性教

育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性教育、性知识、性道德是３０年
国内性教育研究的热点。第一阶段学者呼吁关注中小

学生的性健康、性道德；第二阶段学者侧重于研究学生

青春期的特征，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性心理；第三阶段的

研究涵盖了青少年和大学生性教育教育方式多样性、

对策的可操作性等等多个方面，且较好的结合了时代

热点。性教育研究文献主要分布在教育学、社会学、医

学、心理学等学科，学科间的合作，多学科交叉、多方法

结合、新视角的运用将是必然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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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作用。ＩＬ－６是细胞因子网络中一种具有多种生
物学活性的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

产生，能激活、诱导 Ｔ、Ｂ淋巴细胞分化，增强单核细
胞、ＮＫ细胞杀伤靶细胞的作用，趋化并激活中性粒细
胞，促进中性粒细胞的溶酶体活性和吞噬功能；ＩＬ－６
能下调ＩＬ－１、ＴＮＦ－α等促炎性因子的合成，抑制部
分促炎性因子的产生，因此 ＩＬ－６是重要的抗炎性细
胞因子；ＩＬ－６在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
的水平高于健康人，认为是ＣＰ较有价值的指标。

ＣＰ属于中医的“精浊”范畴，湿热蕴结是本病的
主要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指出：“诸转反戾，

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张氏医通》：“色白如泔，或如

腐花腐浆，而马口不干者为湿，色黄赤而不结靥者为

火，此皆为浊，胃中湿热下流也。又浊而清者为湿，痛

者，湿兼热也。”中医药治疗 ＣＰ以组方灵活、整体调节
为特点，在改善病人的自觉症状和疗效的持久性方面

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

本次研究的湿热消汤有清热利湿解毒，活血化瘀

止痛之功。方中金钱草利水除湿通淋、解毒消肿；丹参

祛瘀止痛、活血通经；苍术燥湿健脾；板蓝根清热解毒；

虎杖清热利湿解毒；黄芪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神

曲健脾和胃；甘草调和诸药。其中金钱草、丹参同为君

药，共奏清热利湿解毒、活血化瘀止痛之功；板蓝根、虎

杖、苍术为臣药，加强君药清热利湿解毒的作用；黄芪、

神曲为佐药，功能健脾和胃，同时也能防全方寒凉太过

损伤脾胃；甘草为使药，调和诸药。

本次研究表明，湿热消汤可降低ⅢＡ型前列腺炎
患者前列腺按摩液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水平，
这可能是该方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机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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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研究

曲红梅１　魁发瑞１△　袁晓梅２　周宾堂１

１西北民族大学医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２庆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护理部，甘肃 庆阳 ７４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模式。方法：采用匿名自填式问卷，对４５０名女大学生进行调
查。结果：教育前后对生理的认识、避孕知识、怀孕流产，性病艾滋病知识有大幅度的提高，对婚前性行为、同居、性行为

中使用避孕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教学目标与教学理念赞同的占８０％，教学内容８５６％，教学计划７６５％，教学手
段７５７％。结论：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中开展生殖健康教育采取理论授课＋咨询的模式是有效的。

【关键词】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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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提出“２０１５年人人享有生殖
健康”的全球策略 ，但是我国近年来大学生非意愿性

妊娠，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越来越多［１，２］。

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缺乏，可使大学生在两性交往

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增加不必要的伤害［３］。

女大学生是不安全性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导致成人期

严重或永久性的损害，给下一代造成隐患。通过此次

研究，对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模式进行评

价，促进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相关态度和行为的正向转

变，培养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自我维护能力，逐步建立

适合少数民族综合性大学生殖健康教育有效模式。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某少数民族大学选修《现代女性生理保健》课的

在校本科女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调查了４５０名
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４４０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７８％。
１２　方　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以匿名自填方式进行调查。

在课前发放问卷，课后再发放相同问卷，在发放问卷前

讲解问卷的填写说明及调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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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调查内容
课前、课后调查均包括女大学生的年龄、所学专

业、所在年级、生源、宗教信仰、家庭一般状况、性生理

知识、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性行为状况、性病艾滋病、

教学体系评价等。

１４　数据录入与分析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录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一

般统计描述，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女大学生４４０人，学生来源于中国２０

余省、市、自治区。其中汉族学生１９８人，占４５％，其
余为回、藏、维吾尔、朝鲜、满、蒙古、苗、壮、彝、瑶族等

少数民族学生，占５５％。宗教信仰，穆斯林１０２人，占
２３２％；无宗教信仰占 ７６８％。来自农村 ２８４人，占
６４５％；来自城市１５６人，占３５５％。二年级学生３３６
人，占７６４％；三年级学生１０４人，占２３６％。文史科
学生 １４７人，占 ３３４％；理工科学生 １０８人，占
２４５％；其他专业１８５人，占４２％。女大学生年龄１８
～２５岁，平均年龄（２１±１１２６）岁。

２２　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见表１。

表１　教育前后生理生殖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

教育前

人数 率（％）

教育后

人数 率（％）
χ２ Ｐ

对生理的认识 ９５ ２１．６ ２７０ ６１．４ １４３．３７ ０．０００

避孕知识 ７９ １８．０ ２７５ ６２．５ １８１．５５４ ０．０００

怀孕流产知识 ３６ ８．２ ２６３ ５９．８ ２６１．０２８ ０．０００

性病艾滋病知识 ７０ １５．９ ２８７ ６５．２ ２２１．９３８ ０．０００

表１显示教育前和教育后相比女大学生对性生
理、避孕知识、怀孕和流产知识、性病与艾滋病知识的

回答正确率有所增加，教育前后对生理的认识、避孕知

识、怀孕流产、性病艾滋病知识的认识均有显著差异。

教育后对生理的认识从２１６％上升到６１４％，对避孕
知识的认识从 １８％上升到 ６２５％，怀孕流产知识从
８２％上升到５９８％，性病艾滋病知识从１５９％上升
到６５２％，教学有一定效果。
２３　大学生性态度行为的改变情况
见表２。

表２　大学生教育前后性态度调查

大学生同居

赞同 反对 顺其自然

婚前性行为

赞同 反对 顺其自然

性行为使用避孕套

赞同 反对 顺其自然

教育前 １１（２．５） ２７３（６２．０） １５６（３５．５） ２３（５．２） ２２０（５０．０） １９７（４４．８） ３１８（７２．３） ３８（８．６） ８４（１９．１）

教育后 ５（１．１） ３１０（７０．５） １２５（２８．４） １８（４．１） ２７０（６１．４） １５２（３４．５） ３５０（７９．５） ３１（７．０） ５９（１３．４）

χ２ ８．０１８ １１．５１４ ６．６１４

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７

　　表２大学生同居、婚前性性为、性行为使用避孕套
教育前后均有显著性差异对大学生同居、婚前性行
为，反对的人增加，赞同性行为使用避孕套的人也增

加，所以教育后女大学生保护意识增强。

２４　教学体系情况
见表３。

表３　教学体系评价

教学目标与理念

赞同 一般 反对

教学内容

赞同 一般 反对

教学计划

赞同 一般 反对

教学手段

赞同 一般 反对

汉族组 １９１１５２（３４．５）３９（９．０） ０（０） １６１（３６．７）３０（６．８） ０（０） １４２（３２．３）４９（１１．１） ０（０） １４２（３２．３）４９（１１．１） ０（０）

少数民族组 ２４９２００（４５．４）４９（１１．１） ０（０） ２１５（４８．９）３３（７．６） ０（０） １９５（４４．３）５３（１２．０） １（０．３） １９１（４３．５）５７（１３．０） ０（０）

χ２ ０．０３７ ０．５０６ １．８７９ ０．４２０

Ｐ ０．８４７ ０．４７７ ０．３９１ ０．５１７



·６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４月　第２２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表３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发现教学目标与理念、
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汉族组与少数民族组大学生评价

无显著性差异，教学目标与教学理念，赞同的占

７９９％、教学内容８５６％、教学计划７６６％、教学手段
７５８％，总体教学效果良好。

３　讨　　论

３１　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课前问卷调查发现，生殖健康知识主要来源于书

籍杂志、网络、朋友交流，生殖健康知识缺乏。在课前

调查发现认为需要生殖健康知识的占４７３％，少数民
族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来源良莠不齐，有些书籍杂

志、网络知识诱导大学生的性行为。对生殖和避孕知

识一知半解；自我保护意识差等均可导致意外怀孕，进

而造成未婚青少年人工流产比例的增加。教育前

９２％的女大学生认为需要接受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９５％以上的女大学生认为性生理知识、怀孕、避孕、流
产知识对大学生来说很重要。

教育后对生理的认识从２１６％上升到６１４％，对
避孕知识的认识从１８％上升到６２５％，怀孕流产知识
从８２％上升到５９８％，性病艾滋病知识从１５９％上
升到６５２％，教学有一定效果。在教育前女大学生性
知识的知晓率远远低于武汉大学的调查［４］。教育前

３８％和５０％女大学生对大学生同居、婚前性行为持赞
成和默许态度，８６％的女大学生认为发生性行为时没
必要使用避孕套。女大学生观念对怀孕流产知识缺

乏，性行为防护意识差，使得近几年来女大学生未婚先

孕、人工流产、妇科炎症的发生率增加。因此，生殖健

康教育的开展刻不容缓，要通过开选修课的方式给女

大学生传播关于性生理、避孕、性行为防护、性病的防

治、流产危害等方面系统全面的知识。在授课的过程

中采用讲授和咨询相结合的方式传授生殖健康知识，

教育后女大学生对大学生同居、婚前性行为持反对态

度分别为７０５％，６１４％；７９５％的女大学生认为，在
性行为时要使用避孕套。通过选修课教育促进大学生

的生殖健康相关态度和行为的正向转变，培养大学生

的生殖健康自我维护能力。

性观念开放是发展趋势，但性知识贫乏却可能严

重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发展［５］，无保护性性行为可产

生严重的后果。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中开展生殖健康

教育可以传授相关知识，减少意外怀孕、ＡＩＤＳ及其它
性传播疾病的发生，可以让她们在大学及以后的人生

中学会保护自己，促进生殖健康。少数民族女大学生

接受教育前后生理生殖知识和性行为态度有很大变

化，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６］。通过生殖健康教育可正

确认识和指导性行为，从而防止高风险性行为与意外

妊娠；从长远来看，降低生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比单

纯研究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有效［７］。

３２　探讨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有效的教育模式
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教育，要通过社会、家庭、学校

几个环节来完成。由于性功能上的成熟且当下政策允

许在校大学生恋爱、结婚以及社会的网络化，女大学生

的观念更趋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的态度。少数

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边缘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文

化落后，教育资源馈乏［８］，加之家庭教育也是薄弱环

节，所以她们在性面前更无知。大部分大学生中学时

期生殖健康教育知识缺乏，许多家长和他们的孩子谈

论性话题时感到尴尬，或是由于家长本身没有受过良

好的性教育，无法为孩子提供正确的性知识［９］。其它

国家也同样面临家长跟孩子谈论性时尴尬的场景［１０］。

目前现代女性生理保健在我校已开展了四年，在

教育中重视与女大学生迫切需要的问题相结合，在讲

授的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并不断充实的课程内容，涵

盖的内容有生理解剖、怀孕、流产、避孕，性病艾滋病的

防治，女性一生各个时期的保健、妇科病的防治。本课

程教学内容很贴近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现状，经过几

年的教学，这门课程更为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女

大学生对教学目标与及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计

划、教学手段的赞同率分别占 ７９９％，８５６％、
７６６％、７５８％，总体教学效果良好。汉族组与少数民
族组在教学体系的评价上无统计学差异。在课程结束

后有些同学认为对男性健康知识设计的比较少，因此

在２０１２年的教学中将增加男性生理解剖及相关保健
知识。

本研究表明在生殖健康教育模式中采取讲授＋咨
询是被同学们所赞同的，同时也表明这种有针对性的

生殖健康教育能给女学生带来性知识的丰富、性态度

的改变，从而使她们受益［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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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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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在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她们对健康教育方面的需求，为学校采取有针对
性的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某市５所高校在校女学生３１４９人进行生殖健康知
识问卷调查。结果：在校女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比较匮乏，８２４％的学生不知晓人流的危害以及人流手术后的注意事
项；９５％的学生不会自查乳腺；７５％的学生不了解阴道炎、附件炎、宫颈炎等妇科常见疾病；７２４％的学生不懂得避孕知
识；仅７５８％的学生知晓白带的正常颜色。被调查的学生中城市生源的妇科基础知识明显高于农村生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大三学生多个选项明显高于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校女大学
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理想，急需对她们开展妇科知识健康教育。

【关键词】女大学生；妇科知识；健康教育；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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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ｆ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ｌ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８２．４％ 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９５％ 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ｄｎｏｔ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ｈｏｗｔｏｃｈｅｃｋｂｒｅａｓ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７５％ ｏｆｔｈｅｍ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ｖａｇｉ
ｎｉｔｉｓ，ａｎｎｅｘ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８０％ 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ｎｏｔ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ｉ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７４％ ｏｆｔｈｅｍ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ｏｒ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ｔｈ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ｃ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
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连年扩招，女大学生数量
在逐渐增加。相应地，女大学生群体也逐渐成为一个

值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大学阶段正是女性人体生

理和心理急剧发展变化的时期。在此阶段，学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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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其生殖健康意识和生殖健康

水平，这对她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近些年来，女大

学生的生殖道感染、非意愿妊娠以及妇科病发病率有

上升趋势［１］。为了探讨在校女大学生对妇科知识的掌

握程度，以便有针对性的开展健康教育课程，２０１２年３
月６日～２０日我们对某市５所高校１～３年级女生进
行了生殖健康知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河北省某市５所高校１～３年级在校女大学生。

本次调查共发放３１４９份调查表，回收３１４９份，回收比
为 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 ３１００份，答卷有效比为
９８４％。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在取得各学校管理部门及

领导同意后，选取１～３年级的学生，讲解研究目的及
填写注意事项，学生自愿填表，匿名调查，限时填写，填

完后现场收回。对收集上来的问卷按年级归类，不合

格的给予剔除。剔除标准：①问卷有漏项未回答的；②
不能辨认字迹，模糊不清的。匿名填写有效保证了问

卷填写信息的真实性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１３　调查内容
调查项目包括年级、年龄、生源地等基本信息以及

有关生殖健康知识方面的相关问答，有单选和多选题

以供选择。

１４　资料分析
对合格问卷进行编码，统一格式，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统计和 χ２检验。对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Ｐ＝００５。

２　结　　果

此次回收有效问卷中共调查１～３年级女大学生
３１００人，其中一年级 １１１２人（占 ３５８７％），二年级
１０９０人（占３５１６％），三年级８９８人（占２８９７％）；在
回收有效问卷中城市来源２３８５人（占７６９％），农村
来源７１５人（占２３１％）；学生年龄范围为１７～２３岁，
平均年龄（１９３±１１）岁。

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女大学生对妇科基本知识的

掌握情况不容乐观，仅５７％的学生知晓人工流产是
如何操作的仅１７６的学生知晓人流对人体的危害以
及人流手术后的注意事项仅４８７％的学生知晓妇女
的基本生殖解剖结构仅７５８％的学生知晓白带的正
常颜色仅５％的学生知道如何自检乳房；仅１３％的学
生偶尔做过乳房的自我检查。５０％的学生完全不知晓
妇科炎症相关知识。学生对月经期注意事项相关知识

普遍掌握较好，答题正确率普遍在８０％以上。不同生源
地女大学生对妇科知识掌握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不同生源地女大学生对妇科知识回答结果（％）

项目
农村（ｎ＝７１５）

人数 ％

城市（ｎ＝２３８５）

人数 ％
χ２ Ｐ

知晓女性月经期的注意事项 ５７６ ８０．６ １９８６ ８３．３ １３６．３７５ ０．０００

经期或月经前后有不适 ６１４ ８５．９ １４２１ ５９．６

白带颜色异常或味道异常 ５５６ ７７．８ １８２９ ７６．７

使用过阴部护理液 ５７６ ８０．６ ２００８ ８４．２

周围同学有人工流产的经历 ２８２ ３９．４ ５７７ ２４．２

提倡婚前性行为 ４６７ ６５．３ １９３９ ８１．３

知道自检乳房的重要性 ３８２ ５３．５ １４０５ ５８．９

知道人工流产是如何操作 ５９ ８．３ １１９ ５．０

阴部护理液可预防妇科疾病 ５２６ ７３．６ １４５０ ６０．８

有必要做妇科检查 ６１５ ８６．１ ２１４６ ９０．０

知道如何计算排卵期 ５０３ ７０．４ １８２９ ７６．７

知晓白带的正常颜色 ４８３ ６７．６ １８６７ ７８．３

　　由上表可以看出，城市生源地学生与农村生源地
学生掌握妇科相关知识程度不同，且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自由度为１１）。不难看出总体上城市生源
地学生掌握相关妇科知识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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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女大学生获得妇科知识的主要渠道
学生获得妇科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网络、报刊书籍、

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网络（７０６％）、报刊书籍
（６７８％）以及电视（５４３％）是学生学习妇科知识的
三个主要来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朋友选项以

５０９％的比率排列第四，这说明同伴教育在学生获得
妇科健康知识的途径中的重要性，而由学校组织的专

家讲授和咨询服务则分别排列在倒数第二和第一位，

仅占１１６％和６２％。见表２。

表２　在校女大学生妇科健康知识获得来源

来源 人数 所占比（％）

网络 ２１８８ ７０．６

报刊书籍 ２１０２ ６７．８

电视 １６８３ ５４．３

朋友 １５７８ ５０．９

宣传栏、广告栏 １３５１ ４３．６

广播 ９４６ ３０．５

医生 ４６８ １５．１

专家讲授 ３６０ １１．６

咨询服务 １９２ ６．２

２５　女大学生获得妇科知识最喜欢的方式
调查显示，学生获得妇科知识最喜欢的方式以专

业老师讲授为第一位，占 ５０１％，其次为网络，占
３９６％，同伴教育排列第三，为１９５％。见表３。

表３　在校女大学生获得妇科知识最喜欢的方式

方式 人数（ｎ＝３１００） 合计（％）

专业老师讲授 １５５３ ５０．１

网络 １２２８ ３９．６

同伴教育 ６０５ １９．５

２６　女大学生性行为及对生殖健康的态度、行为
及结果

在回答“你会尝试婚前性行为吗？”这一问题时，有

２４０６人回答“是”，占调查人数的７７６％；有性交经历的
７３８人，占调查人数的２３８％；在回答“你知道安全的避
孕知识吗？”问题时，有８５６人选择“是”，占调查人数的
２７６％，其中，最近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的为
１２６人，使用率仅为１７１％；在回答“在校园免费发放安
全套，你会领取吗？”问题时，有９１５人选择“是”，占调查
人数的２９５％；在回答“如果感到生殖器官不舒服或异

常，你会怎么做？”时，只有１６％（４９６）的人选择“去看医
生”，３５％（１０８５）的人选择“不去理会”，５６％（１７３６）的学
生认为“只有已婚女性才有必要做妇科检查”。

３　讨　　论

青少年正处在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心

理和生理健康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而作为青少年当中

的特殊群体，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尤其值得关注。很

多大学生第一次远离父母独立生活，学习上的压力和

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往往使她们更容易罹患各种妇科

疾病。但与此同时，在校女大学生并没有掌握她们所

急需的妇科知识，这就为生理、心理健康埋下隐患。这

一时期的妇科疾病会严重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给她

们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极大的不便［２］。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性解放”思想逐渐被我国青

少年所接受、效仿，婚前性行为较为普遍，发生率在７０％
以上［３］。而我们的调查显示，女大学生有初次性经历的

年龄提前，１５岁以前有性经历的人数为７６人，占有性经
历人数的１０３％，但是与较低年龄发生的性经历相比，
她们并没有掌握相应的妇科健康知识。究其原因，主要

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生殖健康教育在我国各个年龄

的人群当中普遍缺乏［４］。在女大学生入学之前，她们没

有接受过系统的生殖健康教育，从而导致中国女大学生

的生殖健康知识普遍欠缺［５］。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校女大学生对妇科等相关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并

不理想。多数女学生对诸如“排卵期”、“白带颜色”、

“女性外阴保健”等与基本的女性生理相关的知识尚不

知晓；７７６％的女大学生提倡尝试婚前性行为，但是
７２４％的人不知道如何安全避孕，８２４％的女大学生不
知晓人工流产的危害；再加之无痛人流广告带有误导性

的描述，很多女生认为人流无非是一个小手术而已，从

而选择多次人流，为生殖健康埋下隐患。

在感到生殖器官不舒服时，只有 １６％的人选择
“去看医生”，３５％的人选择“不去理会”，５６％的学生
认为“只有已婚女性才有必要做妇科检查”；对妇科病

羞于启齿，因为年轻对妇科病的重视程度不够，等等，

都有可能使得她们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从而导致病

情的延误。９３％的女生非常渴望获得生殖健康等妇科
知识，希望在经期护理、阴部护理、避孕方式以及流产

等方面获得专业的指导；然后，在学生获得妇科健康知

识的渠道中，学校组织的专家讲授仅占１１６％ ，可见

在妇科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方面，学校的相关工作并

未满足女大学生的健康需求。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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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如何在泌尿外科教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的初步探讨

吴小军　周占松△　李为兵　卢根生　陈志文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泌尿外科研究所，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探讨如何在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方法：在对临床医学２００９级１６６名学生
的泌尿外科教学中，对多个章节穿插了性及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如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早泄、性病及前列腺炎等，授课结

束后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几乎全部学生对该授课方式很有兴趣，对大纲要求的内容也掌握得更好，同时，还额外获得了

性及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教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高。结论：在临床医学专业的理论课学习中，可在泌尿外科教学的

适当章节穿插性及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使大学生获得比较全面及正确的性及生殖健康知识。

【关键词】生殖健康；性；教育；大学生；泌尿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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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及生殖是人类的生理本能。人在出生后，父母
亲一般很忌讳与孩子探讨“性”的问题，在中小学阶

段，也只是在生理卫生里面有非常简单的教育。而进

入大学，大多数学校没有开设“性及生殖健康教育”方

面的内容，大学生往往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了解性及

生殖健康方面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准确性，有些内容

甚至会对大学生产生误导。因此，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应该是是大学生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泌尿外科教学包括肾上腺、肾、输尿管、膀胱及尿

道等尿液生成及排泄系统，也同时包括男性生殖系统，

如睾丸、输精管、精囊及射精管等，牵涉到阴茎勃起、生

育等临床问题，因此性及男性生殖健康方面的内容应

该主要由泌尿外科学的老师来为学生讲授。但目前开

展性及生殖健康教学的大学很少，教科书上的相关内

容很简单，而且以学生自学为主，学生很难对此部分内

容有比较准确及全面的掌握［１］。我科在对２００９级临
床医学本科生的教学中，在不影响大纲要求的理论课

内容讲授的前提下，穿插了性及生殖健康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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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及方法

１１ 对　象
以２００９年级临床医学５年制本科１６６名学生为

授课对象。

１２ 实施方法

１２１ 泌尿、男生殖系统外科检查及诊断章节

本章节的内容主要是泌尿系统，也包括男性生殖

系统的常见症状及辅助检查手段。在第一节“泌尿、男

生殖系统外科疾病的主要症状”中，包括“男性性功能

症状”，对“勃起功能障碍”、“射精障碍”、“血精”三个

症状有简单的“定义”，我们对这个内容进行了扩展，

增加了阴茎勃起生理过程、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病因、

检查手段、早泄的病因及治疗原则。通过这些内容的

讲解，使学生初步了解了阴茎勃起的过程、影响因素及

检查方式，对早泄的诊治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１２２ 泌尿系感染章节

１２２１　泌尿、男生殖系感染概述。在“诱发因
素”内容中，强调了女性尿道的解剖特点：短、粗、直、距

肛近以及其生殖生理特点，造成女性容易出现“尿路感

染”，比较多见的是“蜜月期膀胱炎”。还有个重要诱

因，就是“性生活”。性生活容易导致尿路感染的机理

是：①机械运动导致损伤；②阴道、肠道菌群移至尿道
口；③尿道口细菌上行进入膀胱；④男性尿道细菌和女
性阴道细菌相互转移；⑤避孕套、避孕药可改变阴道菌
群、ｐＨ值等，一方面使原来非致病菌变为致病菌，另一
方面促进致病菌的定居和粘附；⑥肛交和包皮过长也
是泌尿道感染的易感因素。

１２２２ 下尿路感染。对“尿道炎”进行了重点

讲述，包括“淋菌性尿道炎”及“非淋菌性尿道炎”，两

个病都与生殖健康密切相关，也是泌尿外科门诊的常

见病。在临床表现内容中，强调“性接触”是传播的主

要途径，并配合典型的图片加以介绍，还对诊断及治疗

方法进行了必要讲述。在这部分内容中，还向学生提

及性病的预防方式，提出“避孕套”在性生活中的重要

性。

１２２３ 男生殖系感染。“前列腺炎”是泌尿外

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约占门诊量的４０％左右，严重
影响男性生殖健康，因此，“前列腺炎”是需要重点讲

授的内容。在讲授中，对前列腺炎的流行病学、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进行了详细讲述。急性前

列腺炎比较容易讲解，但“慢性前列腺炎”的分类有很

多种，牵涉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治疗效果不很确切，

社会上很多“专科医院”就是用提高男性生殖健康、专

治“前列腺炎”作广告，使不少患者上当受骗，钱花了

数万，但病情一点都没缓解。前列腺炎的症状牵涉到

“排尿症状”、“疼痛”、“性功能障碍”、“精液异常”，甚

至“神经官能症”等。因此，此部分的内容牵涉到男性

生殖健康的绝大多数内容，我们通过一些典型病例来

进行讲解，并对前列腺疾病的认识误区进行了纠正。

１２３ 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章节

在“阴茎癌”内容中，需要强调包皮过长、包皮垢

刺激，卫生习惯不佳等是阴茎癌的重要病因，因此有必

要对“包皮过长”及“包茎”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讲解。

通过典型图片向学生介绍了什么是“包皮过长”及“包

茎”，主要讲解了包皮过长及包茎的危害性，比如容易

引起包皮龟头炎、排尿困难、包皮嵌顿等，最主要是可

能导致“阴茎癌”。还补充讲述了包皮环切的适应症，

手术方法及术后注意事项等。

２ 教学效果评估及结果

在全部理论课教学结束后，全体学生填写不记名

问卷调查表，对问卷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见表１。

表１　在泌尿外科教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的教学评价

　　　　　调查内容 ｎ 认可 认可（％）

认识到生殖健康知识的重要性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对性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１６６ １６４ ９８．８

对新婚预防尿路感染有较深认识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对前列腺炎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１６６ １６２ ９７．６

对性病相关知识及预防有一定认识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对包皮过长及包茎有较深认识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增强了学习兴趣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提高了教学满意度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３　讨　　论

生殖健康是指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包括精神、身体

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２］。而性健康与生殖健康也

密切相关。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是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及我国已越来越受到广大教育

工作者的重视［３－５］。大学生作为青少年人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究竟掌握多少？通

过哪些途径获得相关知识？怎样对他们进行宣传、教

育而增强他们对性及生殖健康的认识能力？是各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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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据调查，婚前性行为在大学

生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初次性行为的年龄越来越小，对

婚前性行为、甚至同居的接受程度在增加［６，７］。婚前

性行为与性病、泌尿生殖系感染、意外妊娠、人流及不

孕等密切相关，对生殖健康有很大影响，而大学生们却

对性病知识、如何避孕、男女生殖器官生理特点等了解

很少，因此对大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性及生殖健康教育

非常重要。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在国外开展得较早，在 ２０年
前，美国就开始对青少年进行针对性性教育，使美国少

女怀孕率显著下降。在我国，有关大学生的性与生殖

健康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较多高校还不太重视性及

生殖健康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国通用的教科书。

一些高校通过自编教材，通过选修或讲座的方式，给大

学生进行一些相关主题的教育，如婚前性行为、艾滋病

防治、性卫生保健及男女性器官的解剖与生理等，使大

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态度、观念和行为有了明

显的提高和转变［８］。

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生，由于有医学知识作

铺垫，也上了解剖课，对男女生殖系统应该有初步的认

识，但他们对性及生殖健康知识同样很缺乏。在我们

进行性及生殖健康知识的讲授中，对“阴茎勃起机理”

进行提问，几乎没有人能比较准确的回答，大多数学生

还处于比较害羞的状态。对“性病最常见的有哪几

种”进行提问，仅有少数学生能回答１～２种。可见，医
学专业的大学生仍需不断获得全面、正确的性及生殖

健康类知识，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在泌尿外科教学中，我们通过对教学大纲内容的认

真备课，在保证大纲内容必须让学生了解及掌握之外，

还通过大量的图片及一些视频，在多个章节穿插了性及

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通过授课结束后进行的问卷调查

发现，几乎全部学生对该授课方式都很有兴趣，对大纲

要求的内容也掌握得更好，同时，还额外获得了性及生

殖健康的相关知识，教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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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谱系理论在性学领域应用的探索

陶　林

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生殖与性医学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

【摘　要】谱系理论是非常有用的理论工具，尤其是在认识事物的本质方面。谱系理论学在精神病学中广泛应用，
但在性学界未能受到关注。作者对性学领域内谱系利用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总结，目的是引起学术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谱系；性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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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性学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学科，从教学、研究和临床
应用的角度，谱系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概念和工具，

近年来有关谱系障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的文章在各
种国外精神病学期刊中屡见不鲜，但在性学界还很少

有人提及，鉴于此，本文在收集一些重要的数据或研究

成果之后，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目的是为了促进谱系

理论在性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

１　谱系概念及其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应用

谱（Ｓｐｅｃｔｒｕｍ）：将发射物或波的诸分量按某种可
变特征（如波长、质量和能量）分开并排列而成的一种

系列。声谱指耳朵能够感觉到的声音范围。光谱指赤

橙黄绿青蓝紫的连续排列。谱也可以称为谱系，有时

也称为连续体或连续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含义接近。汉语
词汇中有类似含义的还包括级别（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和梯度
等。精神病学领域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概念是取物理学的光

谱的涵义，指某些精神症状之间或某些疾病之间有某

种有机的联系，称为谱或谱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精神病学词
典中只有三个与谱系有关的词汇。（１）心理治疗谱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各种心理治疗的技巧。
（２）精神分裂症谱（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一系列假
设的具有典型精神分裂症遗传病因的精神病理状态，

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严重程度方面，严重

程度决定于产生这种谱系状态的遗传素质的环境或遗

传调节。（３）亚情感障碍谱（Ｓｕｂ－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一个随着诊断和分类系统而变化的不够准确的
术语，指一系列不符合重症情感障碍诊断标准的心境

异常状态，不够诊断标准的原因是：①在病程上这些障
碍是长期的、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和自限性的；②这
些障碍是微妙的和难于限定的，而不是清楚的和容易

鉴别的；③不能将这些障碍单独分离开来，也不能预期
何时会发作。由不同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所提出的这类

障碍包括：快速循环型、心境恶劣障碍、非典型的抑郁或

躁狂、歇斯底里的烦躁不安（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和隐匿性抑郁。
目前临床精神病学中使用的谱系概念仍然很乱，

至少包括３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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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全以症状的连续性或不可明确界定为理
由，称为谱系障碍，如焦虑抑郁谱系；抑郁的痴呆谱系，

严重程度谱，金西的性别定向的谱系理论。（２）以共
同具有的遗传特点为联系，按症状严重程度形成谱系，

如精神分裂症谱系。（３）以一类药物对不同疾病的疗
效作为证据，认为这类疾病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称

其为谱系障碍，如强迫谱系障碍、情感谱系障碍；心境

谱系障碍 。

在精神病学中，谱系理论研究对于分类和治疗都

最有实践意义的是强迫谱系障碍。强迫谱系障碍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是由 Ｈｏｌ
ｌａｎｄｅｒＥ提出的，开始时称为与强迫相关的障碍（Ｏｂ
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作者根据 ＳＳ
ＲＩ不但可以治疗强迫症，而且能够治疗一些与强迫相
关的障碍，这就提示作者考虑这些障碍之间是否存在

一定的连续，最后作者提出强迫谱系的概念。目前被

广泛接受的强迫谱系障碍包括躯体变形障碍分类中的

躯体变形障碍和疑病症；在分离障碍中的人格解体；进

食障碍中的神经性厌食和贪食；分裂强迫类别中的分

裂性强迫症和强迫性分裂症；抽动类别中的ｔｏｕｒｅｔｔｅ综
合征；属于神经科的希德汉姆氏舞蹈病、癫痫、亨廷顿

氏舞蹈病、斜颈、基底节障碍、孤独症、广泛性发育障

碍；冲动类别中的拔毛癖、病理性赌博、自杀行为、偷窃

癖、强迫购买和强迫的性行为，以及在冲动人格障碍中

的边缘人格和反社会人格障碍。强迫谱系障碍与强迫

障碍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强迫谱系障碍具有强迫

障碍的以下特点：①症状表现；②人口学统计资料；③
家族史；④神经生理改变；⑤患病率；⑥临床病程；⑦选
择性的抗强迫治疗；⑧行为治疗的有效性。这也表示
强迫谱系障碍与强迫障碍有一定的重叠。分析一下强

迫谱系障碍中的疾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强迫谱系障

碍的一端是强迫行为，以寻求安全为目的，另一端是冲

动行为，以冒险为目的。寻求安全者为减少焦虑和不

适感，寻求冒险者为增加愉快感。强迫行为者体内五

羟色胺高，前额叶活动增多，而冲动行为者五羟色胺减

少，前额叶活动减低。ＳＳＲＩ治疗谱系障碍的结果表明
强迫行为治疗反应出现晚，有一个延迟期，一旦有效，

其疗效与使用药物持续一样长的时间，而冲动行为疗

效出现早，但随着治疗疗效不断减低。

２　谱系理论在性学领域的应用

２．１　金赛性取向分类谱系
金赛是一位伟大的性学研究先锋，他最早提出并

且应用谱系理论。对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关系或比例

问题历来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题目。什么是异性恋，什

么是同性恋，什么是双性恋，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呢？其实三类人都存在，还有很多不典型的同性恋、异

性恋或双性恋也广泛存在，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不一

定是同性恋，同性恋的人并不一定有同性恋行为。金

赛第一次提出０～６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七级分类的方
法，妥善而且完满地解决了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存在

的特定的和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之

间没有分水岭，是一种过渡关系，这个七级分类方法就

是谱系理论的创造和应用，不但反应了性取向问题的

实质也描述了性取向表现的现象。金赛是最早应用谱

系理论来解决从异性恋到双性恋再到同性恋之间的过

渡问题，这也是最早的谱系理论的研究、教学和临床应

用。这也称为金赛性取向连续谱。

２．２　卡普兰的性与婚姻治疗谱系
性反应周期最早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提出

的，后来美国的性治疗师卡普兰又提出她自己的性反

应周期。性治疗最早也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提

出的，后来卡普兰又撰写了《新的性治疗》一书，提出

了她自己的性治疗观点。我认为卡普兰是精神病学

家，她能够将性医学和精神病学很好地整合，她在性治

疗中提出将个人、伴侣、家庭和社会看成一个连续统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的理念就是谱系（Ｓｐｅｃｔｒｕｍ）理论在性治
疗中的应用。目前我国很多男科医生在治疗性功能障

碍的时候只关心个人，也就是男性病人本身，以服用万

艾可为主要治疗方式，将长期服用万艾可或同类药物

作为最佳方案，所有实验室检查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

用途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卡普兰在完成对个人

的病史或临床的检查评估后，将注意力放在病人和伴

侣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是评估他们两个伴侣之间的交

往方式，冲突模式，冲突解决模式，个人的沟通技巧以

及沟通效果等，她还特别关注伴侣之间如何利用冲突

或巧妙解决夫妻矛盾的技巧。而且将家庭作为背景来

评估夫妻之间的性或婚姻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

关系和相互影响，最后才是社会背景，将夫妻和家庭

问题放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之中去评价或分析，这样

对于解决夫妻问题，制定性治疗方案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我国性治疗领域能够实践夫妻或伴侣治疗

的专家可谓为数不多，能够应用完整的个人、夫妻、

家庭和社会谱系理论分析和解决伴侣之间的冲突或

性功能障碍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这种理念值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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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和推广应用。

２．３　性治疗中的系统脱敏治疗
系统脱敏治疗是心理学或行为医学治疗中的常见

治疗方法，在性治疗中也经常使用。约瑟夫·沃尔皮

（ＪｏｓｅｐｈＷｏｌｐｅ）发明了一种消除焦虑治疗性功能障碍
的方法，心理学术语叫做系统脱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ｅｎｓｉ
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方法用来治疗对性活动有焦虑的病人。
约瑟夫·沃尔皮认为当个体肌肉放松的时候，就不会

产生焦虑，这一观点早已得到药理学的证实。目前使

用的抗焦虑剂都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放松了，焦虑就消

失了，通过剧烈的体育活动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

是在通过教会病人学会深度放松技巧之后，让病人想

象可能引起焦虑的刺激，以此消除目标焦虑。系统脱

敏的一个常见做法就是将引起病人焦虑的刺激分为不

同的级别，这个部分包括恐怖分级（ｆｅａｒ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从
不引起焦虑的刺激到引起焦虑的最高刺激排列表。系

统脱敏本身就是使用了谱系理论，逐渐过渡是治疗的

关键。

我们下面看一看泰德妻子患阴道痉挛时的恐怖分

级清单：

（１）我和泰德一起出去看电影。（２）泰德和我回
家，家中只有我们两个人。（３）泰德用胳膊搂我。（４）
泰德用鼻子碰我的脖子。（５）泰德抚摸我的胸部。
（６）泰德脱掉我的衣服。（７）泰德把自己的衣服脱掉。
（８）泰德刺激我的阴蒂和阴道。（９）泰德把手指放入
我的阴道。（１０）泰德把阴茎插入我的阴道。治疗的
方法是让病人从不会引起焦虑的刺激级别开始，如果

在想象刺激３０秒后仍然没有焦虑反应，那么再深度呼
吸３０秒，进入下一个刺激级别。直至通过所有级别的
障碍而不会感到焦虑，最终达到完成阴茎插入阴道的

性交。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感集中训练方法的原理也

是系统脱敏法。他们将性感集中训练方法作为性治疗

的基本方法。该治疗的目标就是消除患者因目标导向

而产生的焦虑。性感集中训练方法包括七个步骤，从

最低刺激级别的裸体抚摸开始到最高刺激级别的性

交，训练过程循序渐进，其实就是谱系理论的具体应

用。

２．４　马斯洛的人生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Ａｂ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ｏｌｄＭａｓｌｏｗ，１９０８～１９７０）是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生于美国纽约州，父母

是犹太人。他主张人本心理学要以正常人为研究对

象，以研究人的经验、价值、欲求、情感、生命意义等重

要问题为其主要目的。他自己倡导的人本主义心理学

称为第三势力。后人称精神分析为心理学第一里程

碑，行为主义是第二里程碑，而人本主义是第三里程

碑。

在马斯洛看来，人类是由一系列具有生命意义和

满足内在需求所驱动的高级动物。这些需求使人处于

不满足的状态：一种需求获得满足之后，另一种需求就

接着要求被满足。他最后归纳出五种互相关联的人类

基本需求，并构成一个需求的层次结构。（１）生理需
求（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ｅｄｓ）：如对于食物、水分、氧气、性、
排泄和休息等的需求。这些需求在所有需求中占绝对

优势。如果所有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此时有机体将全

力投入为解除饥饿的服务之中。（２）安全需求（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ｅｄｓ）：即对于稳定安全、秩序、受保护、免受恐吓和混
乱的折磨等需求，如果生理需求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

足，就会出现安全需求。（３）归属和爱的需求（ｂｅｌｏｎｇ
ｉｎｇ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ｏｖｅｎｅｅｄｓ）：如需要朋友、爱人或孩子，渴
望在团体中与同事间有深厚的关系等。如果生理需求

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归属和爱的需求就

会产生。（４）自尊需求（ｅｓｔｅｅｍｎｅｅｄｓ）：共分为两类，一
是，希望有实力、有成就、能胜任、有信心，以及要求独

立和自由；二是，渴望有名誉或威信、赏识、关心、重视

和高度评价等。这些需求一旦受挫，就会使人产生自

卑感、软弱感与无能感。（５）自我实现的需求（ｓｅｌｆ－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就是促使自己的潜能得以实现的
趋势。这种趋势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

物，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例如，音乐家必须演

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这样他们才感到最大的快乐。

但是，为满足自我实现需求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

的。自我实现需求的产生有赖于前述四种需求的满

足。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从低级到高级，也是

谱系理论的具体应用，也是一个过渡过程，没有从低级

跨越到高级的可能性。

２．５　性互动的马尔兹层次
在性行为发生学情景之中，人们的自我认识和关

系改善是至关重要的。马尔兹（Ｍａｌｔｚ）１９９５年开发了
一个包括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人类性欲望表达的层次模

式，这也是标准的性爱谱系理论的示范。马尔兹将性

能量看成是一种中性的能量，性行为的意图和各种顺

序会把性行为引到消极或积极的方向。也就是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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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中性）向两极发展。如同正负数，中间是０，向正是
$

１层次，
$

２层次，
$

３层次；向负是 －１层次，－２
层次，－３层次。性互动的三个积极层次建立在相互
选择、关爱、尊重和安全的基础之上。

$

１层次是积极
的角色实践，反应社会或宗教习俗定义完好的性别角

色，在这种风俗中（异性恋）男性主动发起性行为，女

性被动接受，他们相互尊重，没有强迫和怨恨，有强烈

的安全感和可预见性。为了生儿育女和释放性张力是

性生活的主要目的。
$

２层次是做爱，强调通过个人
的性创造和性体验实现相互愉悦。传统的性别角色行

为被搁置一边，性行为被拓展为情欲娱乐的探索性实

验。通过性的自我表达，创造了更多的亲密交流，使得

性伴侣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现自己。
$

３层次是真正的
性亲密，性行为带来一种两心一体的共同感觉，这是一

种自己和对方都存在的联系感，带有在情绪体验当中

对身体的膜拜。感官快乐的享受包括彼此丰富的爱情

表达。

感情的甜蜜和开发是关键，彼此都获得了更加深

刻的整体感。真正的性亲密也许是瞬间的高峰体验，

或者是以完整的做爱和双方获得性高潮作为特征。

马尔兹也同时指出，性互动也许是烦恼的或创伤

性的折磨，这往往是一个人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在

她消极的层次中，每个层次都更加具有破坏性。 －１
层次是非人性的互动，以缺少对自己或他人的关心和

尊重和责任心为标志，也许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这种行

为给他们自己或性伴侣带来消极的后果，包括意外妊

娠或性病以及艾滋病感染等。忍受不愉快的性行为或

对性伴侣有隐瞒（性健康或性体验的意义）多发生在

这个层次之中，这些体验导致不舒服或不愉快或不自

在的情感。－２层次是虐待性互动，在意识清楚的情
况下，一个人强迫支配另外一个人。非暴力的熟人强

奸或乱伦都属于这个层次，主要是违背性伴侣的意志

而进行的强迫性的性行为。强迫性的言语交流或洗脑

也属于这个层次，通过扭曲的思维，性剥削者把他或她

对另一个人的加害合理化，或者拒绝承认这种性行为

是具有伤害性的。这种行为或体验往往伤害了受害者

的自尊。－３层次是暴力性互动，是将性能量使用在
敌意的表达上，性器官成为了武器或靶子。连续性的

淫乐杀人狂或强奸犯以及在战争中的强暴成为这个层

次的典型极端例子。

要将性表达作为一种自我认识或关系改善的行

为，就应该体验一种积极的性互动层次，适应个人的价

值体系。层次越高，性表达越完善，性关系越和谐。马

尔兹的性互动层次理论是谱系理论的又一个范例，从

中点向两边的端点延展，总共有七个点，也就是七级。

３　应该引进谱系理论的性学领域

３．１　性行为研究领域
３．１．１　普通或违法性行为谱系　一般提到性行

为都是从正常向异常过渡，这就是谱系，从社会能够广

泛接受的性行为到社会不太能够接受的性行为直到社

会谴责或严惩的性行为也是谱系。接吻、抚摸、性交、

口交、肛交。一对一的性行为，一对二的性行为，多人

之间的性行为。异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双性性行

为。从婚前守贞到夫妻之间的婚后性行为、婚前性行

为、婚外性行为、包养情妇或情夫、嫖娼或卖淫、强奸、

强奸少女、强奸杀人也是谱系。

３．１．２　非典型性行为谱系　非典型性行为也可
以称为性偏好异常或性偏好障碍，以往被称为性变态，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诊断标准（ＣＣＭＤ－３）将其称
为性心理障碍，但没有与国际接轨。世界卫生组织的

精神疾病诊断标准（ＩＣＤ－１０）和美国精神病诊断和统
计手册（ＤＩＳＭ－ＩＶ）仍然沿用性偏离障碍，改成性心理
障碍的问题是没有多少人懂得这个概念。对于性偏离

障碍的认识是逐步的，也是转变巨大的，从原来认识是

精神障碍，是性变态，要给予惩罚，到认为是心理问题，

需要矫治，到现代能够接受他们以自己认可的方式生

活，除了严重和个别的性偏好仍然不能为社会和法律

所允许之外，大多数的性行为方式已经被接受或默许。

在世界范围内，淫乐杀人狂、娈童癖、奸尸癖和强奸等

几乎是所有国家和文化都谴责和惩处的。我们应用谱

系理论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性偏好问题，性偏

好问题基本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正常到异常的一

个过渡期，也就是谱系过程。窥阴症、露阴症、恋物症、

易装症、恋童症、摩擦症等都是从轻到重的过渡谱系状

态。以窥阴症为例，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有窥视女性性

器官的欲望，只是自我约束程度不同而表现各异。模

特表演、裸体艺术等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窥阴症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

３．２　性功能研究领域
３．２．１　性欲望大小谱系　在性医学或性社会学

领域，对于性欲亢进问题历来带有歧视的观点，在我国

的传统文化之中，性欲亢进似乎与不良道德之间有一

定的联系。尽管性欲亢进也曾经是，甚至一直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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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诊断名词，但性欲亢进往往是作为性行为的表

现而提出的，并没有严格的诊断标准。性欲亢进如果

是精神病患者的表现，那么问题不在于性欲亢进本身，

而是精神病造成的对性行为缺乏抑制或没有羞耻感导

致的外在表现。如果是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躁狂状态之

下的性欲亢进，那么只应该做出精神疾病诊断，也就是

躁狂症，表现为性欲亢进，而不是真正的性欲亢进。如

果是脑瘤引起的性欲亢进，也应该做出脑瘤的诊断，性

欲亢进只是临床表现之一，不应该是诊断。如果没有

任何躯体疾病，也表现为性欲亢进，这也应该作为特殊

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轻率的诊断。性欲高低因人

而异，从高到低，结果就有了性欲亢进和性欲低下。性

欲亢进和性欲低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就如同喝酒的

能力一样，有些人可以喝三斤酒，有些人只能喝三钱

酒，差异非常显著。但我们只将饮酒作为能力来评价，

往往能喝酒的人自以为是，为自己的酒量而自豪。其

实性欲的高低也是符合谱系理论的，从低到高逐步变

化，每个人都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应该用谱系

理论来描述或解释性欲的高低问题，这种去医学化的

处理能够缓解夫妻之间的矛盾，解释性问题时的社会

意义在于没有对错，没有责任，没有好坏，促进夫妻之

间的理解和沟通。性欲亢进与性欲低下两极之间就是

一种谱系的连续状态，当然多数人处于中间。

３．２．２　性高潮潜伏期谱系　无论性欲还是性高
潮潜伏期的差异，其实如同身高和体重一样，都是差异

造成的，但也构成了一个谱系过程。男性性高潮潜伏

期也称为射精潜伏期，是指从阴茎插入阴道到射精的

时间长度，最为严重的早泄患者在阴茎还未插入之时

就已经射精，这就是比较严重的早泄，甚至影响生育。

有些男性射精时间很长，甚至可以不射精，医学上称为

射精障碍。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是指从阴茎插入阴道

到获得性高潮的时间，女性获得性高潮的时间，也就是

性高潮潜伏期有长有短，因人而异。很难达到性高潮

的女性称为性高潮缺失或性高潮障碍。影响女性达到

性高潮的因素有很多种，与男性射精过早有很大的关

系。男性或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也是从快到慢的，期

间的时间数据也是一个谱系过程，多数人是从１ｍｉｎ到
２０ｍｉｎ之间。社会上往往存在一个误解：男性的射精
潜伏期越长越好，而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越短越好。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如果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很短，而

男性的射精潜伏期很长，女性会讨厌这样的性生活，如

同受罪，并不快乐。男性与女性性高潮潜伏期同步或

稍长，或者能够随性生活的要求和体力情况随时变化

才是真正良好的性能力。应用谱系理论来研究男性的

早泄或女性的性高潮障碍能够减少夫妻之间的矛盾或

怨恨，也利于互相理解和帮助，尤其是要进行性治疗的

夫妻，这种谱系理论的解释是必要的。谱系理论还为

我们提出一个性匹配的问题，如果射精快的男性遇到

性高潮潜伏期短的女性也不存在早泄的问题，只是男

性的射精潜伏期短与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长之间形成

了矛盾，所以性治疗要夫妻配合，夫妻从两端向中间靠

拢，也就是男性的射精潜伏期短（早泄）与女性的性高

潮潜伏期长同时进行治疗，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性高潮潜伏期匹配的理论，应用男女性高潮谱

系理论解释早泄和女性性高潮缺失之间的关系，并且

倡导男女双向治疗。）

３．２．３　性别角色的谱系　性别三元化，即男性、
中性、女性。性别角色或性别表现多样化。典型的男

性，男性特性为主的男性；中性，兼具男性和女性的特

点；典型的女性，女性特点为主的女性。如果用谱系方

法看待男性或女性，应该是极端的男性，超男（也许是

ＸＸＹ）－典型的男性－普通的男性 －略带女子气的男
性－比较多女子气的男性－不男不女的中性－较多男
子气的女性－略带男子气的女性－普通的女性－典型
的女性—超女（ＸＹＹ）。
３．３　性道德领域谱系理论的应用
３．３．１　性道德观的发展　社会上逐渐形成的规

范的标准成为一个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性价值观和性道

德观。道德观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

得到的普遍承认的限定对与错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相

关。个体出生在某一社会中，就习得到其性道德观。

传统性道德观的规则是性别和绝对禁止，而不是对某

一特殊的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下给予特殊的行为指导。

保守的道德观念是传统的，但不是所有传统的道德观

都是保守的。现代观念对道德现状造成威胁。任何改

变，像承认同性恋的权利或维护对早期妊娠的自由选

择权，这些都被视为破坏传统的道德；这些“威胁”对

不道德的性行为产生很强烈的冲击。

现代的性道德观是如何发展的呢？

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ＪｅａｎＰｉａｇｅｔ）之后，劳伦
斯·考尔伯格通过让孩子们回答一些假设的伦理难题

进行了关于伦理及其发展进程的研究，希望能够发现

儿童进行伦理思维判断的不同阶段。尽管这项研究有

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它一直受到其他专家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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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劳伦斯·柯尔伯格所做的和所辩论的是什么

呢？他根据美国儿童和世界不同国家的儿童对假设的

道德两难题目做出的回答创造出一种评分体系。例

如，Ｈｅｉｎｚ的故事向孩子提出：如果海因斯的妻子身患
绝症，只有一种药物可以治疗，不接受这种药物治疗，

她就会死去。药商因是独家生意，将价格提高十倍，索

价２０００元，海因斯只筹到１０００元，于是向老板提出先
垫付一半遭到拒绝。第二天夜里，他潜入药房偷走药

物，救了妻子的命。问题：海因斯做法对不对？为什

么？通过分析对象的回答，来判断对方对行为的道德

判断过程中是遵从规则、权威，还是遵从他人的利益和

需要。多数孩子认为海因斯先生不应该偷药，因为偷

东西不是好人。在此基础之上，柯尔伯格通过大量的

研究，利用其评分手册，将道德的社会化过程顺序分为

三期６个阶段。柯尔伯格观察发现，有些成年人仍然
未能超越第二期第 ３、４阶段。这样的道德社会化水
平，会导致因为动机与道德情感的冲突而焦虑，影响自

身的社会化适应。

在一级（前传统道德观）第一阶段，即受外界支配

的道德观，所谓正确的事情就是服从权利，避免违反会

处以惩罚的具体规则。做正确事情的原因就是避免惩

罚和畏惧权势，从道德观现实的角度来看好与坏都在

于行为，一个具体的好或坏的行为主要看是否真实持

续不变。一般认为儿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以此作

为社会观念，而不能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或采纳他人的

观点。

在一级（前传统道德观）第二阶段，即个人主义

的、工具主义的（唯心实用主义的一种，主张“有用即

真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观点）道德观。

所谓正确的就是遵循看其是否符合既得利益的规则，

并让他人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当然他们知道这些利

益可能会有冲突，所以对此做出公平的交换。做正确

事情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意识到其他人

的利益。社会观点是具体的个人主义观点，其中每个

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这些利益互相矛盾，使正确的东西

成为只是与特定的情况和个人的观点相对而言。

在二级（传统道德观）第三阶段，即人际之间标准

道德观，正确的东西是要符合你周围的亲友对你所抱

有的期望；做得好意味着要有良好的动机，对他人表示

关心，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忠诚、尊重和感情；做正确

事情的原因包括有必要在自己眼里和他人眼里做个好

人，愿意关心他人，信仰“金科玉律”（基督教《圣经·

新约》中的待人规则，即你想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也要

怎样对待人家），以及愿意循规蹈矩；社会观是某个体

与其他个体有相应关系，意识到相互的情感和期望，为

尽某种义务互相做出知恩图报的行为。

在二级（传统道德观）第四阶段，即社会体系道德

观，正确的行为是完成你所承诺的职责，遵守法律，为

社会做出贡献；做正确事情的原因包括使社会机构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运作，避免违反法令，自我意识迫使自

己尽职尽责；社会观接受限定社会作用和道德规则的

体系并在这种体系的框架内考虑个体的关系，以此把

社会的看法与人际间的许诺或动机区分开来。

在三级（有原则性的道德观）第五阶段，即人权和

受社会限制的道德观。所谓正确的东西一般就是指坚

持社会对道德的约定———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人们有各

种不同的价值观和观点看法，并且规定对某人所处群

体只是相对而言的。做正确事情的原因首先包括对法

律的一种义务感，因为社会约定要遵守法律、左近社会

福利及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第二包括对家庭、朋友和工

作的自觉奉献；第三是关注法律和职责的确以合理使

用为基础———“尽可能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观承

认价值与权利先于社会和社会依附，承认权利需要在

法律上和道德上围绕一致赞同的观点、约定、公正及适

当的过程做出合理的决定。

在三级（有原则性的道德观）第六阶段，即普遍伦

理原则，正确的东西就是遵守自我的选择的关于正义

的普遍伦理原则：即人权平等和尊重个人的尊严。如

果法律违背这些原则，那么这些原则有优先权，而不是

法律；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做正确的事情的原因是信

仰普通伦理原则的有效性和遵守这些原则的责任感；

社会观被称为道德观，社会方式被视为由普遍的正义

原则转换而成，否则就不值得尊重。有理性的个体承

认正义的本质以及人自身一定要被视为目标加以对

待。

劳伦斯·柯尔伯格认为最后一级的道德发展水平

是最具有伦理价值的。这种突破性的提法正是他完成

通过时间观察所确定的最佳道德观，说明他已经从“判

断”转向“应该”也说明 Ｋａｎｔ和 Ｒａｗｌｓ是正确的，而亚
里士多德、Ｈｕｍｅ、Ｂｅｎｔｈａｍ和米尔（Ｍｉｌｌ）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劳伦斯·柯尔伯格还认为道德各个阶

段的过渡源自于个体用适应性心理结构寻求解决道德

问题；如果目前的结构不能使某一道德问题适合于某

一道德阶段，那么就会出现调整使之升入较高一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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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阶段。因此，环境道德问题产生道德冲突；需要进行

适应现实的道德推理，当社会环境适当时，就通过适合

目前道德结构达到适应，以及当现实需要这样的理性

适应时，通过在高一级阶段中取得新的平衡从而达到

适应。这样，一个经过实践的“判断”就成为一个适应

性的“应该”。

劳伦斯·考尔伯格声称其六阶段是一系列有结构

的整体，具有普遍性，顺序不变，不可退行，并越来越完

整。劳伦斯·考尔伯格的最高阶段假设了一个与西方

文化有关的技术先进的社会。最后，最充分的伦理理

论一定是综合性的，而不只局限于司法问题。

表１　劳伦斯·考尔伯格道德社会化三期６阶段理论

　　　　　　分期 阶段 　　　　　　　特征

道德成规期（ｐ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第１阶段 缺乏善恶观，因惧怕惩罚而服从规范

第２阶段 为寻求行为后的奖赏而遵守规范

道德循规期（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第３阶段 为寻求行为认可，遵守“好孩子”规范标准

第４阶段 服从团体规范，尊重法律权威，初具法制观念

道德自律期（ｐ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第５阶段 尊重法制，相信法律是为大众利益而制定

第６阶段 认识人性尊严，凭自己的良知

　　３．３．２　我国性道德谱系理论的建设　我们经常
谈到性道德，我们也经常谈到性道德教育，以至于现代

社会将人格教育与性教育合二而一。如何看待性道德

问题？性道德应该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以社会文化或

习俗为标准？大众莫衷一是。如果了解“小月月事

件”就不难了解国民的道德现状，如果看了“非诚勿

扰”就会理解现在青少年的性道德的基本状况。难怪

有识之士惊呼见死不救就是“法制”教育的恶果。作

为学术研究，我提出性道德的谱系研究或应用观点，我

也喜欢用道德梯度的概念。其实谱系、梯度或连续体

或连续统是一个意思，它们都表明一个渐变过程。

我国自古尊儒重教，在道德教育方面儒家学说可

谓家喻户晓，君子与小人的两极道德理论是社会道德

的理论基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讷于言，

而敏于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西方也是如此，圣

母情节与妓女情节构成了性道德两极理论。

两极性道德理论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非此即彼，非

好就坏，非对即错，泾渭分明。但这样的高标准性道德

可以是世人学习的榜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让普

通人做到。中国人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一旦做不

到，就会一不做，二不休，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走极

端，完全彻底抛开面子，其不良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破

罐子破摔”。做不成圣女不如就做荡妇，做不成良家妇

女就做妓女了。这种案例在古典小说或现代小说里比

比皆是，老鸨规劝处女卖淫时懂得只要有了第一次，以

后就驾轻就熟了，因为这些少女知道不是处女了就无所

谓名声和尊严了。这就是性道德两极化的弊病。

我们说社会性道德歧视既维护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同时也促进了性道德沦丧。一失足成千古恨，为什么

会成为千古恨呢？就是性道德两极化在作怪。不允许

犯性道德错误，犯了性道德错误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

会。某城市有一个初三女生考上了重点高中，在体检

的时候发现了她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学校通过她查出

了令其怀孕的男友，也考取了高中。最后的结局是将

他们双双开除。我们不能说这样做完全不对，学校是

在维护教学秩序。可是，如果站在学生本人或双方家

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来个换位思考，还会采取这样的态

度和手段吗？双方家长见到亲属、邻居、同事或领导怎

么解释，两个孩子今后如何互相面对，如何看待自己，

如何看待社会。青少年恋爱导致的性行为就完全应该

让他们自己去承受吗？社会和学校以及家长没有责任

吗？这种处分也是性道德两极化的恶果，从而毁掉了

两个孩子的青春，即使通过奋斗他们也会在事业上成

功，但他们的心理永远是伤痕累累，他们的性爱不会那

么甜蜜，这就是弗洛伊德特别重视儿童早期性经历的

深层原因。

性道德谱系就是承认性道德从低到高，不是绝然

分离的，非此即彼的，是过渡的，承认性道德的谱系理

论，就是承认性道德的发展与自我完善过程，科学的性

道德观念就是允许失误，允许失误是成长过程的一部

分。知识有积累过程，认识有提高过程，性道德也有成

长过程，性道德的形成有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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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成熟是心理和社会成熟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道德的谱系表现在社会上很常见。我们拿最为

涉及性道德的违法性行为为例，看性道德谱系现象。

社会上的一些色情服务场所，有各种各样的性服务，而

这些性服务涉及到性道德的界限问题。如果从性道德

角度看，违反性道德最轻的性服务也是挣钱或小费获

得最少的性服务，违法性道德最高的性服务，也是挣钱

最多或获得小费最高的性服务。按摩女能够提供的性

服务从异性按摩、为男性手淫（俗称打飞机）、让男性

抚摸乳房、抚摸生殖器官、发生性交行为，为嫖客提供

特殊或变态的性服务。

如果一位性工作者感染 ＨＩＶ，她的行为也会涉及
性道德，如果她报复社会，就会不带安全套卖淫，疯狂

卖淫报复社会，也可以金盆洗手，不再卖淫，不伤害无

辜男士；也可能为了生计继续卖淫，坚持使用安全套，

这样的性道德也是值得称赞的。

解放前旧社会的黑道也有一些道规或行规，一些

帮会定下一些手下人必须尊重的约定。例如，偷盗团

伙还有三不偷：看病钱不偷，棺材钱不偷，卖身钱不偷。

这些钱都是救急的钱，偷了这种钱，丢钱的人家人性命

难保或自己走投无路，所以不能这样做。如果能够遵

守这些约定，至少这些人的怜悯之心没有完全泯灭，还

有最后的道德底线。现今社会一些性工作者的卖淫行

为的真正目的是挣钱为父母盖房和供弟妹或子女读

书，她们到底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呢？其实性道德也是

一个相对的问题。道德里面包括不道德，不道德里面

有时也包含道德。以往不道德的事件今后可能是道德

的，目前道德的行为在今后社会可能是不道德的。道

德与不道德重叠。性道德的变迁向我们展示：早期从

一而终是做人的根本，离婚受到社会歧视，反对婚前性

行为与处女情结处于封建社会的巅峰期，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谁离婚谁就是陈世美，现在社会上陈世美比比皆

是，司空见惯。离婚的法律手续简单化和简便化说明

国家对待离婚的基本态度。外遇合法不合理（法律与

道德的关系），其实合法就是合理，合法就是最低的社

会道德标准，我们经常说受到道德法庭的制裁，为什么

政府的法庭不制裁呢？法律就是社会的导向。

应用谱系理论研究性道德的目的就是提倡科学的

性道德观念。性道德在善恶两极中间，自愿、无伤害、

负责任、重承诺和无欺骗的性道德是值得倡导的，符合

个性化、多样化、无伤害的快乐的原则，应该鼓励弃恶

从善，鼓励大恶变小恶，鼓励小恶变无恶，由无恶向小

善，小善向中善，中善向大善发展。虽然“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有些夸张，但能够接受改正错误仍然是值得赞

成的［６］。

图１　性道德的五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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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不孕症妇女心理状态调查以及护理干预

杨小娟　高翠萍

西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２

【摘　要】目的：调查不孕症妇女心理状态并探讨其护理干预措施。方法：选取我院诊治的１１３例不孕症妇女为观
察组，另选１１３例在我院接受体检的正常育龄期妇女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填写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
表（ＳＤＳ）评估其心理状态，同时对不孕症妇女进行心理疏导、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积极进行健康宣教、提供辅助生殖技
术信息、鼓励夫妻同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及指导健康生活习惯等心理护理干预，比较护理前后评分变化。结果：观察组

患者焦虑评分（６０７±３８）及抑郁评分（６１５±４９）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１１３例不孕症妇女中，有８３２％（９４
例）处于焦虑状态，有８１４％（９２例）处于抑郁状态，且焦虑、抑郁程度随患者年龄、不孕时间、治疗周期、经济收入的增加
和受教育程度的降低而增加，家庭不和睦患者焦虑及抑郁状态比家庭和睦患者严重（Ｐ＜００５）；经心理护理干预后，观察
组患者焦虑及抑郁评分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１）。结论：临床诊疗中应重视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心理护理
措施。

【关键词】不孕症；焦虑；抑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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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指结婚１年以上，同居、有正常性生活、
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能生育［１］。不孕症虽然不是

致命疾病，但直接关系到个人身心健康，夫妻感情和家

庭和睦。不孕症妇女往往受到各方面压力，由此引发

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因素［２，３］，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

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孕症治疗效果。因此我院通过对

１１３例不孕症妇女进行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调查



·８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４月　第２２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４

其心理状态并探讨护理对策，现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确诊

收治的不孕症妇女１１３例，平均年龄（３２５±１１）岁，
平均病程（３６±０９）年，其中原发不孕３７例，继发不
孕７６例。患者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７例，高中
及技校学历３８例，初中、小学学历３８例；职业：农民４２
例，工人２７例，教师及医务人员２４例，职员及公务员
２０例。所有患者均无严重躯体病史、无严重神经和精
神系统疾病史。另选取我院体检中心提供的正常育龄

期妇女１１３例，平均年龄（３３１±０７）岁。患者其文化
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５例，高中及技校学历３３例，
初中、小学学历４５例；职业：农民３４例，工人３１例，教
师及医务人员２５例，职员及公务员２３例。两组对象
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心理状态调查　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４］对观
察组和对照组进行心理状态调查。填表前由调查人员

统一讲解说明，然后独立填写表中全部项目。评分标

准：ＳＡＳ标准分界值５０分，５０～５９分为轻度焦虑，６０～
６９分为中度焦虑；６９分以上为重度焦虑；ＳＤＳ标准分
界值５３分，５３～６２分为轻度抑郁；６３～７２分为中度抑
郁；７２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１２２　心理护理干预 （１）心理疏导。不孕症

可造成个人痛苦、夫妻感情破裂、家庭不和等社会问

题，医护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心理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影

响，指出患者心理问题的症结所在，做好心理疏导工

作。鼓励夫妻双方详细全面检查身体，及时发现不孕

症原因，改善全身功能状态［５］。同时建议患者多交往

朋友、参加户外活动，缓解紧张心情，减轻对妊娠的过

度注意，解除自卑，树立正确生育观，积极接受治疗。

（２）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不孕症的临床诊治过程实
际上是医患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的紧密合作过程，因

此医护人员对患者要同情、热情，富有耐心和爱心，主

动接近并理解她们，使患者从心理上产生对医护人员

的信赖［６］。接诊时态度友善、认真倾听，回答问题认真

详细，合理安排就诊及检查治疗，留下咨询联系方式使

患者可以随时联系。同时保护患者隐私，必要时单独

就诊护理，减轻患者紧张、焦虑情绪，针对不同个体情

况，给予适当的心理指导，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

配合治疗。在等待治疗结果和面对治疗失败的时候，

护士要对她们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尊重患者的自主

权，保护患者自尊。（３）健康宣教。根据患者不同的
受教育水平及家庭环境，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孕

育健康知识，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如面对面

解答患者疑问，发放知识手册，开展怀孕课堂等，详细

介绍不孕症生理病理知识及各种检查方法、目的及注

意事项，为患者提供就医指导。引导不育夫妇与医务

人员沟通，讨论自己的病情，共同参与治疗方案的选

择，使他们能够正确应对治疗带来的变化，增强受孕信

心，积极配合治疗［７］。（４）提供辅助生殖技术信息。
经治疗仍不能怀孕或无法自然受孕者，护理人员可向

患者介绍辅助生殖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如促排卵

治疗、人工周期治疗、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８］。介绍

辅助生育的适应症、并发症、治疗手术所需时间、费用

和成功率等信息。同时向患者介绍成功受孕的例子，

最好能让其他患者现身说法，使患者留有一线希望。

（５）夫妻同治。不孕症常常涉及夫妻双方的问题，因
此一开始就对夫妻双方进行诊治对于患者夫妻及医护

人员都是恰当的。医护人员应和不孕夫妻一起探讨他

们的期望，讲解有关疾病的发生、发展经过及治疗前

景，鼓励患者与家属积极配合，夫妻同诊同治，相互支

持，共同分担治疗压力，减轻患者精神负担，保持情绪

稳定。（６）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
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好

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从精神上关心患者，减轻心理负

担。特别是动员患者的丈夫在生活和精神上多安慰、

体贴患者，不要给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帮助其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９］。（７）生活健康指导。帮助患者改掉不
利于生育的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睡眠不足、不规

律起居等。指导患者健康饮食，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的食物，少吃油腻、高热、高盐食品，保持体重适中。

了解患者性生活史，指导患者性行为的时机、频度，增

加受孕机会。

１３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运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对计数
资料进行χ２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
说明有差异。

２　结　　果

观察组患者焦虑评分（６０７±３８）及抑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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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５±４９）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１１３例不孕症妇女中，有 ８３２％（９４例）处于焦虑状
态，有８１４％（９２例）处于抑郁状态，且患者焦虑、抑
郁程度随患者年龄、不孕时间、治疗周期及经济收入的

增加而增加，随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而降低，家庭不和睦

患者焦虑及抑郁状态比家庭和睦患者严重（Ｐ＜
００５），见表２。经心理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焦虑
及抑郁评分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１　不孕组和对照组焦虑及抑郁评分情况（珔ｘ±ｓ）

组别 ｎ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对照组 １１３ ３９．１±４．６ ３７．２±５．３

观察组 １１３ ６０．７±３．８ ６１．５±４．９

ｔ ３８．５ ３５．７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２　不孕症妇女焦虑、抑郁情况比较［例（％）］

个人变量 Ｎ
焦虑程度

重 中 轻 无
χ２

抑郁程度

重 中 轻 无
χ２

年龄（岁）

　≤２５ ２８ １ ９ ６ １２ ２４．６ ０ ９ １２ ７ ２１．９

　２６～３５ ５４ １１ １７ ２１ ５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１

　≥３５ ３１ １３ ７ ９ ２ １１ ９ ８ ３

家庭和睦

　不和睦 ３４ １５ ９ ７ ３ ７．２ ５ ９ １４ ６ １３．２

　和睦 ７９ １０ ２４ ２９ １６ １９ ２３ ２２ １５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３７ ３ ９ １５ １０ １３．８ ４ ７ １６ １０ ７．４

　高中、技校 ３８ ７ １１ １３ ７ ７ １１ １３ ７

　小学、初中 ３８ １５ １３ ８ ２ １３ １４ ７ ４

不孕时间（年）

　≤３ ４０ ５ ７ １８ １０ ９．３ ２ ８ ２１ ９ １１．６

　３～５ ３７ ８ １０ １３ ６ ５ １３ １２ ７

　≥５ ３６ １２ １６ ５ ３ １７ １１ ３ ５

治疗周期（个）

　≤２ ６２ １０ １２ ２７ １３ １０．４ １１ １７ ２３ １１ １４．３

　＞２ ４１ １５ ２１ ９ ６ １３ １５ １３ ０

经济收入（元／月）

　≤１５００ ４０ ５ ７ １７ １１ ６．１ ３ ９ ２１ ７ ８．３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４２ ９ １０ １５ ８ ６ １２ １３ １１

　≥３０００ ３１ １１ １６ ４ ０ １５ １１ ２ ３

　　Ｐ＜００５

表３　观察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调查（珔ｘ±ｓ）

ｎ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１１３ ６０．７±３．８ ６１．５±４．９

护理后 １１３ ５２．６±２．７ ５３．９±３．８

ｔ １８．５ １３．０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不孕症虽无生命危险，但由于病程漫长，治疗过程

复杂且结果不确定性强，常给患者带来夫妻感情不和、

家庭不稳定的巨大痛苦［１０］。此外，受中国“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影响，不孕症妇女往往受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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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正常心理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压力［１１］。长期处于紧张

状态，可导致生理机能紊乱，诱发躯体疾病，在一定程

度上加重病情，不利于对不孕症的治疗，使患者陷入恶

性循环。

由于不孕症妇女心理状态与许多因素有关，因此

在采取躯体治疗的同时还要注重分析不孕症患者的心

理状态。焦虑是不孕症妇女普遍存在的不愉快情绪，

表现为面容紧张、眉头紧锁，伴有不良情绪及强迫行

为，严重者甚至有心慌、头晕、大小便频繁、失眠等临床

表现［１２］。抑郁则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面容呆板、少

言寡语、动作减少、失眠早醒等。本研究运用焦虑自评

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对不孕症妇女进行

心理状态调查发现，１１３例不孕症妇女中，有 ８３２％

（９４例）处于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有８１４％（９２例）

处于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对比同时期在我院进行体

检的正常育龄期妇女发现，不孕症妇女焦虑评分（６０７

±３８）及抑郁评分（６１５±４９）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且患者焦虑、抑郁程度随患者年龄、不孕

时间、治疗周期及经济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受教育程

度的增高而降低，家庭不和睦患者焦虑及抑郁状态比

家庭和睦患者严重（Ｐ＜００５）。通过对不孕症妇女进

行心理疏导、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积极进行健康宣

教、提供辅助生殖技术信息、鼓励夫妻同治、构建和谐

人际关系及指导健康生活习惯等心理护理干预发现，

护理后不孕症妇女焦虑及抑郁评分均显著下降（Ｐ＜

００１）。由此可见，对不孕症夫妇的心理关怀及心理疏

导应贯穿治疗的全部过程，其治疗结果和心理状态的

变化对患者影响巨大。对不孕夫妇治疗早期进行心理

护理干预可使其重获信心，积极配合各项检查及治疗。

治疗过程中应该和患者积极沟通交流，及时发现患者

心理状态变化并加以疏导干预，排除影响治疗的不利

因素，使其以最好的心态直面诊疗过程的各种困

难［１２，１３］。对于经治疗仍不能怀孕或无法自然受孕者，

更应重视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可向患者介绍辅助生殖

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让他们怀有希望，即使最终未

能治愈，也能走出阴影，为自己开拓一片天空，提高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不孕症妇女较正常育龄期妇女存在较

严重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

可显著缓解患者心理问题，因此临床诊疗中应重视不

孕症患者心理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心理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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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会导致道德滑坡吗
———基于对滑坡理论的反驳

张　健　王龙龙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　要】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会瓦解传统婚姻价值观，导致乱伦、多偶制等现象出现，最终引起社会基本
道德的丧失，然而，这种论证并不充分。滑坡理论分为逻辑滑坡、经验滑坡和价值滑坡三种类型。首先，逻辑滑坡理论以

结果主义为导向，使用修辞的手法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理由，但这种论证并不真实，甚至可以说逻辑滑坡并不存

在；其次，经验滑坡理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实证的路径以明确的经验数据表明，同性婚姻和道德滑坡之间并没有必然

的因果联系；最后价值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危及公共道德。然而，滑坡理论并没有提出公共道德判断的标准。滑坡理

论认为同性恋者应服从异性恋主流道德走入异性婚姻模式，但是，这种道德强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相反，同性恋者进入

异性婚姻却给社会道德带来了冲击。

【关键词】同性婚姻；滑坡理论；道德滑坡；同性恋

Ｓａｍｅ－ｓｅｘ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ｍｏｒ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ｒｅｂｕｔｔａｌｔｏ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ｌｏｐ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Ｌｏｎｇｌｏ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ｌｏｐ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ｅｘ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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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ａｍｅ－ｓｅｘ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ｌｏｐ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

　　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一般以平等人权、自由主义作
为论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而反对者则会抛出“滑

坡理论”。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会危及道德、宗教、

伦理，会瓦解传统婚姻价值观，会导致乱伦、多偶制等

现象出现，最终引起社会基本道德的丧失。面对美国

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２００３年４月议员 Ｓａｎｔｏｒｕｍ质疑
说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人们就有重婚、多偶制、

一夫多妻的权利”［１］。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了中

国［２］。滑坡理论至少听上去很合乎逻辑。因为如果同

性婚姻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应该受到法律承认的

话，那么依此类推，基于自愿的乱伦、多偶制等也同样

应该获得法律的承认，但这样就造成社会混乱的局面。

可见，同性婚姻将导致道德的滑坡。因此，滑坡理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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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性婚姻遭遇的重要阻力之一，反思滑坡理论的

基本路径也就成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何以可能的关键。

１　滑坡理论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滑坡理论［３］是这样一种论证：我们今天应当抵制

（或支持）某种行为或决定，因为支持（或抵制）该行为

或决定将可能使我们今后不得不支持（或抵制）其他

明显应当抵制（或支持）的行为或决定。用公式就可

以表述为：如果今天允许Ａ，则可能导致今后不得不允
许Ｚ，而Ｚ是应该予以反对的，所以，今天应不允许 Ａ。
同性婚姻滑坡理论认为：如果今天允许同性婚姻（Ａ），
将会瓦解传统婚姻价值观（Ｂ），导致今后不得不允许乱
伦、多偶制（Ｃ）直至社会基本伦理道德滑坡（Ｚ）；而社会
基本伦理道德滑坡（Ｚ）是应予反对的；所以，今天应不允
许同性婚姻合法化（Ａ）。滑坡理论包含了两个基本要
素［４］。首先，前后彼此联系但差异不断增加的事例构成

的斜坡。它包括了处于斜坡坡顶的“当前事例”Ａ和位
于坡底明显应予反对的“危险事例”Ｚ。在Ａ和Ｚ之间
还有一连串和Ａ的差异逐渐增大而与Ｚ的差异不断缩
小的其他事例，如Ｂ、Ｃ……Ｙ等，这些若干其他事例将
二者联结起来构成了一个斜坡。其次，斜坡上没有合理

的停止点。滑坡理论中斜坡上的事例往往是以族相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的形式出现的，斜坡上每一级的事例与位
于其上面一级的事例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同性婚姻

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丧失滑坡

构成了斜坡的两端。而“传统婚姻价值观瓦解”（Ｂ）、
“乱伦、多偶制出现”（Ｃ）等道德滑坡现象则是前后彼此
联系而差异不断增加的事例。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

姻”（Ａ）、“传统婚姻价值观瓦解”（Ｂ）、“乱伦、多偶制出
现”（Ｃ）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斜坡上的各要素之间具
有巨大的相似性而使斜坡变得“光滑”。允许同性婚姻

合法化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允许乱伦、多偶制等行为合法

化，进而导致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滑坡。

同性婚姻的滑坡理论有逻辑滑坡理论、经验滑坡

理论和价值滑坡理论三种基本类型［５］。下面，文章主

要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和质疑同性婚姻的滑坡理论论

证。

２　逻辑滑坡理论

逻辑滑坡理论认为，根据某个命题，允许Ａ将不可
避免地导致不正当的Ｂ和Ｃ。Ｒａｃｈｅｌｓ把这种逻辑滑坡
理论的过程解释为：“一旦我们采取了极其关键的第一

步，既然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之后其他的类似实践，然

而，由于后继的其他实践在道德上是明显不可接受的，

因此滑坡理论认为最好不要采取第一步。［６］”据此，我们

可以把质疑同性婚姻的逻辑滑坡理论概括为：假设人们

同意同性婚姻，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人们将会沿着道

德滑坡的斜坡滑下去，直至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丧失。

然而，滑坡理论并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从本

质上讲，滑坡理论是一种修辞手法［７］。修辞是一种论

辩艺术。它的出发点是命题的“可能性”，这与形式逻

辑所关心的“真”完全不同。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

修辞手法就开始用于说服性的论辩演说中。与形式逻

辑严肃的理性面容、呆板的形式以及复杂的规则相比，

滑坡理论的修辞手段确实有更为生动、形象、感性的特

点。这是它从古至今在说服性活动中给人印象深刻的

根本原因。然而，由于修辞手段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要

求，它的结论往往是或然性的，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正如波斯纳所说：“为什么修辞或文风很重要？原

因是许多法律问题都无法以逻辑的或经验的说明来解

决［８］”。滑坡理论者借助修辞的力量去说服那些对同

性婚姻持中立态度的人。可能存在着一大批人，他们

既不坚决反对也不坚定地支持同性婚姻。但是在传统

婚姻价值观瓦解；乱伦、多偶制现象出现等基本伦理道

德问题上，他们是坚决反对的。这些人受滑坡理论的

影响而变得摇摆不定，如果没有滑坡理论的话，他们可

能会适度支持同性婚姻，或至少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

去反对。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被滑坡理论所说服，他们

就可能转向反对同性婚姻。显然，我们看到此处滑坡

理论的论证并不诚实。他们以结果主义为导向，他们

一开始就认为滑坡的第一步（同性婚姻）本身是非常

糟糕的。他们论证目的并不是去关心道德滑坡，他们

真正目的是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并且，“同性婚姻”、“传统婚姻价值观瓦解”与“乱

伦、多偶制出现”存在明显区别［９］。甚至可以说，这个

斜坡是不存在的。同性婚姻和乱伦、多偶制等存在先

天与后天的明显区别。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医学研究越
来越表明同性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因素所决

定的，这是同性恋者本人不能决定的。生物本质主义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借助自然科学从脑结构、遗传
学、基因等角度论证了同性恋具有先天不可改变的特

征，这就意味着同性恋是天生的，同性恋者本人没有能

力对此作出选择［１０］。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先天

因素说驳斥了主流社会所认为的同性恋只是为了追求

“好玩”、“时髦”、“刺激”等结论。同性恋无法改变自

身性取向的生理原因也为同性婚姻提供了支持。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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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和多偶制则不同，他们更多地来自于后天。多偶制

是对公民平等权和妇女权益的公然挑衅。乱伦禁忌是

社会恒古不变的规则。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产生了

“同姓不婚”的说法，可谓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禁忌。将

同性婚姻和乱伦、多偶制混为一谈是滑坡理论者立足

于异性恋角度，不去深入了解同性恋者生活的结果。

滑坡理论将同性婚姻类比为乱伦、多偶制等丧失伦理

道德的行为模式，这样的论证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进

一步给同性恋者带来了污名化。

３　经验滑坡理论

逻辑滑坡理论本身并不是因果必然性的论证。它

以结果主义为导向使用修辞手法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

化提供理由。这很难令人信服。与逻辑滑坡理论不同，

经验滑坡理论是对如果我们支持某种行为或决定，将会

导致我们支持什么样的令人反对的行为或决定作出实

证调查。一般来说，经验滑坡理论具有最大的可信度。

经验滑坡理论的基本要求可以表述为：为了表明同性婚

姻合法化引起了社会道德的滑坡，就必须通过实证调查

研究。如果根据调查结果表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传统

婚姻价值观瓦解；乱伦、多偶制等现象出现；社会道德滑

坡现象出现升高，并且，这种比率升高是因为同性婚姻

合法化引起的，那么也就否定了同性婚姻的正当性。只

要有充足可靠的经验事实证明这一点，同性婚姻必然面

临经验事实强有力的诘难而步履维艰。然而，问题在

于，经验的事实是否证明了这一点呢？同性婚姻可能会

发生恐怖的后果，但是，滑坡理论者并没有提供证据表

明同性婚姻合法化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

相反，在世界上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

区并没有出现滑坡理论者所说的恐怖后果。２００９年
爱荷华州通过立法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根据

该州公共健康部门（Ｉｏｗ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统计，当年只有２０２０对同性恋者登记结婚，这其中包
括了本州的８１５对同性恋者，其余绝大部分登记结婚
的同性恋者来自于其他未允许同性结婚的州。类似的

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北欧国家瑞典在同性

伴侣登记法实施８年后，对进入登记伴侣关系的人数
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只有１５２６对同性恋者登记结
婚，但是同期异性恋登记人数达到了２８万对，二者之
间的比例达到５∶１００００。在丹麦，在允许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１０年时间里面，登记为同性伴侣关系的只有
４０００多名同性恋者。荷兰在２００３年同性婚姻合法化
后，一共有 ５７５１对同性恋者结婚，占荷兰人口不到

００４％。所以，就目前来说，在实行同性婚姻的国家和
地区，同性婚姻始终占据极小的比例，没有直接的证据

或实证资料证明同性婚姻导致了传统婚姻价值观瓦

解，更没有出现滑坡理论所说的乱伦和多偶制等恐怖

场景。这些国家更没有出现道德伦理丧失的场景［１１］。

历史总是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上个世纪初，美国

女权运动的兴起使欧美国家的妇女获得平等的投票权

和参政权，当时就有反对的声音：既然允许妇女投票，

为何不让猫狗猪羊享有同样的投票权？五十年前，当

美国加州法院率先将跨种族通婚判为合法时，也有人

危言耸听说：重婚、乱伦和人兽婚合法化将指日可待。

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滑坡理论者危言

耸听的结果不仅没有出现，而且，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

人格贬损已经沦为历史的耻辱［１２］。此时，同性婚姻反

对者将滑坡理论老调重弹，显然是他们理屈词穷的表

现。其实，同性婚姻合法化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滑坡理

论中出现的逻辑规则和经验事实，它涉及的核心问题

是公共道德。正因如此，真正对同性婚姻论证构成威

胁的是价值滑坡理论。

４　价值滑坡理论

对于同性婚姻，价值滑坡理论的基本观点可归结

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价值滑坡认为同性婚姻危及到社会公共道德

进而导致社会崩溃。持这一观点的人可以追溯在二十

世纪法理学论战中的自然法学家德富林［１３］。他认为，

公共道德的存在是每个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社会要存在

就必须有公共道德。一个社会必须有一套公共道德观

念，是一种先天的真理。缺乏共同的政治观、道德观和

伦理观，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历史表明，道德纽带

的松弛是社会瓦解的第一步。”任何道德结构的变化都

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必须面对

社会一脉相承和传之久远的伦理、信仰、道德、家庭观念

和生活模式。离开信仰、道德、生活方式等文化传统，任

何人都无法生存。而一个社会离开这些，也将陷入混

乱。

其次，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违背了传统的道德

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是孝道，传宗接代

是婚姻的主要责任。并且，传统道德对基本“人伦”的

看法也是与异性恋是相配套的。从《孟子·滕文公

上》提出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叙，朋友有信”开始，一直到张之洞的“五伦之要，白

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张之洞《劝学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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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五伦（基本的社会人际关系及其相应的规范要

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里几乎被看作为不变的道德

准则。同性恋关系相对于占据主流的“人伦”来说是

一个异己者，在人们认可的基本人际关系里尚无容身

之处，更遑论“人伦之理”。所以，同性婚姻对传统婚

姻价值观念造成了冲击，同性恋者应该服从于传统婚

姻观念，走入异性婚姻。

总之，同性婚姻是一个滑向道德伦理滑坡的

“坡”。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人们必将沿着同性婚姻

这一可怕的斜坡堕落到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的罪恶境

地。所以，同性婚姻必须予以禁止。从这里，我们看

到，价值滑坡理论直接涉及到了同性婚姻争论中的核

心问题———公共道德和传统道德。然而，价值滑坡理

论也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会导致公共道德松

弛进而导致社会瓦解。然而，问题在于，规定和审查公

共道德的标准并非滑坡理论的一部分。在多元甚至矛

盾的社会道德观念中，应该执行哪种道德标准？德富林

提出了判断公共道德的标准，即“一个正常人的理智判

断加上憎恶感情”。然而，这一标准也存在问题［１４］。

“理智判断”、“憎恶感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现

在就连“同性恋”在经历非病理化之后也划入了“正常

人”的范畴。道德是流变的和多元的。判断标准可能随

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要把“公共道德”、“社会

风化”和“公众良心”这样的客体说清楚是很难的。随着

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人们的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变化着

……没有一个永恒的、终极的、适用于各个历史发展时

期的道德规范，道德只能是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在中国

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显然，公共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

本身对价值滑坡理论的论证效力提出了质疑。

其次，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对公共道德产生了冲

击。同性恋者应该走入异性婚姻。问题是，这种道德强

制本身是否道德？正如哈特所认为的，道德最可贵的一

点在于“自愿的自我约束，而非对强制的屈服［１５］”，而强

制则取消了这种服从的道德性。就算同性恋者迫于压

力而服从主流道德，这也是异性恋主义的结果。同性恋

者的这种服从缺乏道德必须的“认同”和“自愿”，这违

背了道德的本质要求。道德强制在形式上取消了服从

的道德性，产生了道德强制的悖论。社会不能牺牲一部

分人的道德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道德，不能将大多数人

的偏好强加于少数人，更不能将大多数人的爱好虚构为

人类的文明和道德，否则，这就无异于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说，异性婚姻的性别基础构成了压迫性制度的基

础，它在本质上是异性恋取向的强权政治话语，它使男

人压迫女人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获得了制度上的合法

性与正当性［１６］。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最后，同性恋进入异性婚姻是否道德？目前，我国

一方面完成了同性恋实质意义的非罪化和非病理化；

另一方面主流道德并不认同同性婚姻；中国的同性恋

者受制于主流道德的影响极少数选择单身，而是走进

异性婚姻。同性恋违背自身性取向与不感兴趣的异性

进入传统婚姻模式看起来是对主流道德的妥协和驯

服。然而，显然，这样的异性婚姻违背了婚姻法的“夫

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在大量的“同妻”新闻报道

中，同性恋跟异性结婚被指责为欺骗、侮辱，毁掉了对

方一生的幸福。这样的结果道德吗？这是主流道德的

胜利吗？这样的婚姻是否大多数都以解体而告终我们

并不清楚，这需要更多的实证调查，但是不需要考虑，

我们就知道，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充满了欺骗和最

起码的一方不幸福。

据张北川教授估计约有１０００万中国女性嫁给了
男同性恋者，并且有８０％ ～９０％的男同性恋者正在打
算结婚或已经结婚。目前保守的估计，国内的“同妻”

人数不少于１０００万。同性恋者违背自身性取向，违背
“夫妻相互忠实的义务”，背着“欺骗”、“不忠诚”的骂

名走入异性婚姻，不仅对自己造成伤害，而且也侵犯了

配偶的知情权、配偶权甚至健康权。这样导致“两败俱

伤”的异性婚姻模式是否道德呢？因此，滑坡理论认为

同性婚姻可能导致道德滑坡，这仅仅是可能，然而，如

今，同性恋者迫于主流道德压力，走入异性婚姻给配偶

双方造成的伤害却实实在在对道德产生了冲击，导致

了道德的滑坡。

结　　语

同性婚姻不会导致道德滑坡，更不会冲击社会基

本伦理。滑坡理论强大的修辞手法掩盖了事实的真实

性。这为那些不加反思地反对社会改革的人提供了论

证的手段。布亭（Ｂｕｔｌｉｎ）所说：“近些年来，滑坡理论
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滑坡理论难以

用严格的方式支持其所赖以建立的预测性断言并将其

形式化，而且还在于那些保守人士经常不加区别和批

判地使用滑坡论来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１７］”。所

以，我们需要探寻滑坡理论背后的真实，而不是修辞。

霍姆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保持真实的话，我们必须

考虑的是事物而不是言词，或者至少我们必须随时将

我们的言词翻译成为它所基于的事实［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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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正在逐渐地瓦解着婚姻的

性别基础。与此相适应，传统的婚姻道德和婚姻价值

观也随之不断演变。现代社会崇尚个性，平等自由的

理念深入人心。婚姻也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同性

婚姻并不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相反，它只是一

种道德形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变

迁的产物。道德是一个多元与变动的概念，而不是一

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就

是权利。法治的人文性决定了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在不

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１９］。同

性婚姻合法化是一个道德的时代变迁问题。在这个价

值多元化时代，人们开始关注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少数

人的权利，这本身就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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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述结果，学校今后可从入学开始，采用不同
的重点宣传手段，以学校医疗部门及红十字会为主，整

合全校各方面资源，通过校报、校园广播、校内专题网

站、发放宣传手册、展板展览、举行专题讲座等多种宣

传手段，在校内广泛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有计划地对女

大学生开展生殖保健教育、性教育以及避孕知识的指

导，以减少不安全性行为及其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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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话语的社会性别分析
———是超越，还是另一种回归

杨志红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女同性恋者作为性多元人群中的一个群体，有其独特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规
范着女同性恋者的言行举止和她们的身份认同。单从性爱对象来看，女同性恋者无疑是对传统异性恋关系的挑战和超

越；但若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女同性恋者的话语模式，我们会发现那可能是另一种对主流异性恋关系的回归。本文通

过对国内某大型女同性恋社区网站的文本分析，探讨主流异性恋语境对女同性恋话语模式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女同性恋

者名符其实的多元话语实现的可能性。

【关键词】女同性恋；社会性别；异性恋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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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ｓｂｉａｎ；Ｇｅｎｄ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　问题的提出

女同性恋，也称拉拉，依其外在性别特质的不同可

将女同性恋分为Ｔ、Ｐ、Ｈ三种性角色。Ｔ是指打扮偏向
男性化或在性爱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女同性恋者；将

打扮和行为符合传统女性特点或在性爱关系中较为被

动的女同性恋者称为Ｐ；而对于那些外表没有很明显的
偏向男性及女性或在性爱中可依据不同情况处于主动

或被动地位的女同性恋者，则可称为Ｈ，即不分。

拉拉作为性少数人群，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这套

话语体系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训着拉拉的恋爱关

系、衣着言行等社会生活模式。但是在一个整体上是

异性恋话语权占主流地位的语境下，拉拉的话语模式

无形中也深深地浸染着异性恋语素的色彩。她们的性

别角色、身体意向等知识的产生和实践有传统异性恋

话语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二元对立的写照，这样一

种写照不禁使人怀疑拉拉的同性之爱到底是对异性恋

话语的挑战还是另一种谨慎回归。接下来本文将通过

对国内一个大型女同性恋网站论坛———拉拉后花

园———的一些主题做话语文本分析，探讨主流异性恋

语境对女同性恋话语模式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女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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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名符其实的多元话语实现的可能性。

拉拉后花园①是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拉拉社

区，汇集海内外５０多万用户，论坛帖子总数已超过千
万。论坛由话题区、靓相区、心情区、ＴＰ衣柜、交友区
等２０余个版块构成，本文将对部分版块中的一些内
容，运用社会性别等相关理论进行文本分析。

２　女同性恋性别角色划分的二元模式

在拉拉后花园的交友区有“征 Ｐ”、“征 Ｔ”、“不
分”、“其他”这样四个主题，但总体上看，帖子内容大

部分是关于Ｔ“征Ｐ”或Ｐ“征Ｔ”这两个主题的，且各自
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几段摘引自“征Ｐ”这个
主题里一些帖子的内容：

“以前虽然常被误认成男生，但没觉得自己很男，

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如果不知道直接当我是男的，那好

吧，我是爷Ｔ……身高１６２，绝对不会结婚，没车没楼没
积蓄，正努力工作希望将来能实现这些目标，目前工作

是挺辛苦的薪水还算可以……说了那么多废话只想说

想找个能在一起生活，以终身伴侣为前提目标交往的

Ｐ。我会对你好……”
“……本人Ｔ，８０后，大学毕业，在杭州有稳定工

作。喜欢性格温柔，有女人味的、没有结婚压力的 Ｐ
……”

“……我，３３岁，未婚且也不会结婚，身高１６０，产
地浙江嘉兴，有稳定工作，经济独立……希望你是温

柔，知性，长发最好是马尾，不在婚姻内，年龄在３０～
３８之间，生活简单一点的女人……”

“本人２６，研究生毕业近２年，之前１年在泰国某
大学担任中文外教；现在租房，就职于一机关单位。希

望寻觅２２～３０岁之间的纯Ｐ（最好长发），不结婚是我
的底线，再者不要嫌弃我，做到这两点实属不易。最后

两个字：珍惜。”

“本人８５年的 Ｔ，２６岁了，较中性但不 ｍａｎ，工作
稳定，不混圈，想找个……２５岁以下，１６０ｃｍ左右或以
下都可以，活泼可爱且乐观向上。我喜欢有女人味的

ｍｍ，长发最好……为避免无法相处，我希望我的另一
半是善解人意且小鸟依人的……”

在“征 Ｐ”这个主题里发帖的基本都是 Ｔ，偶尔会
有Ｐ找“ＰＰＬ”（两个Ｐ恋爱）的，但很少，以上几段都摘
引自几个Ｔ发的帖子。由于大多数Ｔ偏向中性甚至男
性的外形打扮，并且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男性的性别

角色，即Ｔ是“老公”，Ｐ是“老婆”，所以Ｔ在征友时会
强调描述自己的工作及收入、车房等物质情况，这与传

统异性恋关系中男性要在经济上给女性提供物质保障

的模式如出一辙。而 Ｔ对 Ｐ的征友要求，如“性格温
柔”、“有女人味”、“长发”、“善解人意”等，均体现了

异性恋关系中“老婆”该有的女性气质规范。我们再

看几则Ｐ“征Ｔ”的帖子内容，会发现这样的角色划分
与期待并非偶然。

“……找一个性格开朗，态度积极，身高不矮于

１６３（ｃｍ），善良懂人情的 Ｔ……经济要独立，态度能包
容的……”

“（我）今年虚岁二十三，９０年，双子座，（身高）
１６３，偏瘦，头发正在养长……希望对方……有正当职
业、经济基础以及收入稳定。２５岁以上的，（身高）１６３
以上……”

“我是一个时而安静，时而爱闹的人……我需要很

多的爱，需要你的疼爱……限身高１６５以上，２５岁起，
有责任感上进心（的Ｔ）……”

“小女子重庆人也，想征一个依靠回家，希望你身

高在一米七以上，可以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是脾气好，

会照顾人。我今年二十一了，可以说小鸟依人……希

望可以在你怀里撒娇……”

从这几段简短的帖子内容里，可见 Ｐ征“老公”的
身高要求、经济独立等物质要求，以及希望对方会“包

容”、“疼爱”自己，并且“有责任感上进心”等这些期待

都与主流社会异性恋关系中女性对男性的要求基本一

致。

女同性恋者在生理性别上都是女性，但在具体的

恋爱情境中会有一方的社会性别偏向男性，并且会尽

力满足主流社会规范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待，呈现出

坚强、勇敢、不轻易流泪等性别特质；另一方则依旧符

合温柔、体贴、需要被保护等传统女性气质的特点。虽

然拉拉中也有性别角色不分（即 Ｈ）的人，但大多数在
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后，会依据对方的性别角色而相应

的将自己定位为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性别角色。伴随着

女同性恋者“老公”“老婆”的相互称谓而来的，是与主

流异性恋男性－女性的二元性别框架基本一致的社会
生活模式。所以可以说，女同性恋者虽然在性爱对象

的选择上实现了不拘一格多元化的超越，但其思想上

依然深受主流异性恋二元话语体系的影响和禁锢，没

有真正摆脱异性恋霸权主义的权力控制范围。

① 拉拉后花园网址：ｈｔｔｐ：／／ｂｂｓ．ｌｅｓｓｋｙ．ｃｏｍ／。本文如无特别说明，所引
帖子内容均来自此论坛，且为了行文规范及方便读者理解，在引用时

对部分帖子内容中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等已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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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圈内，圈外———多元还是二元，
解放还是禁锢？

　　通常，同性恋者喜欢用“圈内”“圈外”这样的术语
来区分同志和非同志人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同性恋

“圈内”的人建构有自己的话语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

但大多数时候，这些话语及符号与主流异性恋社会对男

女两性的刻板印象和标准不谋而合，所谓的多元不过是

一种谨慎的二元回归。女同性恋中的Ｔ、Ｐ二元角色划
分意识不仅存在于恋爱关系中，而且在她们的日常生活

中也实践着这种“男性～女性”的性别结构框架，这一点
从拉拉们关于身体意向的讨论中可见一斑。

比如说，有很多Ｔ觉得自己的“胸大”，想穿束胸①又
担心对身体不好，为此而苦恼。关于这一点，有人回帖说

“自然点就好，不用太刻意”；也有人建议说“大就大吧，你

要去聚会什么的就穿束胸呗，平时生活里就随它去了吧。

管它咋样呢，胸大又不是错，既然没人嫌Ｐ胸小，那就也
别嫌Ｔ胸大！大小还不都是个胸。”但即使是这样，还是
有Ｔ觉得“胸大”很尴尬，想方设法的缩小胸部。

“胸的事真是烦死人了，想去做缩胸手术。有哪个

Ｔ也一直为胸大而困扰着，有做过缩胸手术和想做缩
胸手术的吗？集思广益，做个沟通！”

“我大得连穿束胸都跟没穿一样，所以就不穿了，

穿女人那玩意。”

“我看新闻说台湾有小 Ｔ做平胸手术了，效果还
可以，查了下国内几千块也不是特别贵，可能以后我也

会去做。”

“有办法，不是有减肥膏嘛，往胸部上抹就好了。”

除了为“胸大”而苦恼的 Ｔ，还有纠结于身高问题
的Ｔ。

“为什么长得不高呢，爸爸妈妈都１７０多，为什么
我没有遗传到呢，伤心啊！”

“郁闷啊，身高不够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老婆。

唉，郁闷！！现在的Ｐ眼光又还很高，恼火。”
在Ｔ为自己身高不够高而“伤心”“恼火”的时候，

也有Ｐ为自己太高或太胖而自卑无奈。
“觉得超级喜剧，为什么每个 Ｔ告诉我的同一句

话就是‘你太高了’，我只知道矮了可以增高，高了难

道你叫我压缩……要是下辈子我能矮点，请赐给我１
米５０的身高。身高，成了我的自卑开始，越来越觉得，
能谈到对象，是多么渺茫的事情啊……”

“是不是没人喜欢胖女孩，因为胖，都没有人爱。”

表面上看，很多 Ｔ打破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

范，不再按照主流社会为女性设定的规范来穿衣打扮以

及塑造自己的女性气质形象，这是一种女性解放自己身

体的行为，也似乎是一种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但是，

她们刻意地追求男性化的外在形象，按着社会上对男性

的性别角色期待来要求自己，如希望自己高一些，甚至

不惜牺牲身体健康或通过做手术等医学手段来抹杀自

己生理上的女性性别特征，这些显然是按照异性恋二元

性别框架中男性的标准在塑造自己同性恋关系中所承

担的“老公”的角色。另外，大多数Ｐ除了秉性及装束上
符合主流社会性别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也会按照异性恋

二元话语中女性的身体意向标准来塑造自己，如不能太

高，以瘦为美等。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女同性恋依旧没

有走出异性恋二元化的社会性别结构，性爱对象的多元

化选择行为无法遮掩其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二元化性别

结构。而一些Ｔ对自己身体意向中女性生理结构的厌
恶和否决，竟然称女性内衣为“女人那玩意”，更显示了

其被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所禁锢的可悲情景。

４　真正的多元，有多远

话语是福柯话语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他看

来，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

构，而且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福柯在《话语

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

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１］当

话语披上真理与科学的外衣时，其所产生的权力机制

对人的身体与意识的规训作用是持久而深远的［２］。

我们生活在一个异性恋主流社会中，所有的价值

观念与伦理体系都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我们使用的

语言是异性恋世界的语言，我们发出的声音也是异性

恋世界的声音，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被异性恋

的两性模式塑造成了一种样子［３］。异性恋主流社会关

于“男－女”性别角色二元划分的话语机制，建构着两
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这为女同性恋ＴＰ身份的建构提供
了模板。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

序模式，无形中强化了女同性恋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一

方抹杀自身女性特征的意识和行为。

所以，要真正实现女同性恋的多元话语模式，就要

改变整个社会二元性别的话语机制及其依附的权力体

制；需要主流异性恋社会的多元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

更需要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作为保障。

（下转第９６页）

① 束胸，现代主要指女同志（ｌｅｓｂｉａｎ）中Ｔ穿戴的一种用来束缚胸部以达到
平胸效果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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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性犯罪改变人生轨迹，一失足成千古恨

余海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家住西北某市的被害人小芹（女）自初中二年级
时开始喜欢本校高一年级足球队员小波（男），并以书

信方式表达了爱慕之情。平时小波参加比赛时，小芹

常给他送水和吃的东西。小波对小芹的追求深感自己

有吸引力，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一直没有想

过他与小芹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同学、朋友、还是恋

人？但也从未拒绝过小芹的关爱。就这样你来我往保

持着信件、网上聊天形式的异性交往关系。这种关系

使小芹对小波充满了期待，她梦想着与小波能够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甚至结婚，这是她的心愿。这样年

复一年，经历了７年的光阴。
某日，在北京某高校完成论文答辩、即将毕业的小

波得到了小芹要来北京旅游的信息，他欣然答应了，并

表示这么多年自己虽在北京读书，其实也有好些地方

不曾去过，借此陪小芹的机会他也想到名胜古迹转转。

一天上午，小芹抵达北京。小波将小芹安排在学

校附近的一个宾馆里休息，随后小芹去卫生间洗漱，小

波坐靠在床上看电视。小波昨夜因与同学通宵达旦玩

已有些困倦，看着电视似乎要睡去，昏沉中感觉小芹在

亲吻他的双唇。此刻，小波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小

芹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这是他几次交友恋爱女孩儿

们主动示爱给他的惯性思维。于是两人沉醉在性爱之

中。此间小波脱去小芹的内裤和丝袜，无法抑制的生

理反映迅速膨胀到极致。就在此关键时刻，内心充满

矛盾的小芹提出了疑问，“你爱我吗？”“你的女友怎么

办？”“你能跟我结婚吗？”，突如其来的一连串问题，使

小波极不耐烦，他即刻答道：“我不可能和你恋爱，不可

能娶你！”更过分的是小波还抱怨小芹长得不好看，从没

有过与小芹恋爱的想法，似乎他愿意与小芹做爱还便宜

了小芹似的。受到极大侮辱的小芹如同当头一棒，先是

惊愕，随后急转为愤怒，她不可遏止的复杂情绪让她无

法控制自己，她一边责骂一边用双手全力地抓打小波的

身体：“你这个混蛋、骗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小波

用力抓住小芹的双臂，这时充分勃起的阴茎在小芹的外

生殖器官周围碰蹭数下后便射精了。此后，极度扫兴的

小波带着不满的情绪愤然离开了宾馆。

小芹，一个人呆坐在那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失

落、悲伤、懊悔、愤怒种种无可名状的感受，止不住的泪

水扑簌簌地流淌着，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这

么多年自己耗费青春切切地等待、期盼、梦想着的白马

王子竟是如此冷漠、无情、甚至下流；她心里哭诉着不

停地责问自己：“这就是我的初恋？！我一直苦苦追求

的爱人吗？！”。

无限的痛苦、失衡使她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这个

倍受屈辱的地方。

她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五月的北

京虽然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但是小芹却丝毫感觉不到

阳光和春天给她的温暖和抚慰，她的心身是那么冰冷、

孤独而无助，她的心彻底碎了……

小芹给在北京的亲戚拨通电话告诉了她们刚才发生

的一切。亲人们在愤慨与痛心之中有的告诉她一定要出

这口恶气，狠狠地治治这个没良心的小子！有的则主张

跟小波联系一下，询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家人通过电

话与小波联系后得知小波确实不想与小芹建立恋爱关

系，也没想过娶她。于是家人向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机构

报了案，并让小波到当地管辖的派出所把情况讲明。

小波前往派出所后因涉嫌强奸犯罪先后被采取刑事

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由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于当

年年底被法院以强奸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检察官简析与寄语：

此案系人身性权利遭受侵害的案件。是在异性交

往过程中男性青年小波因最终违背妇女小芹的意愿，

采用暴力强迫手段意图与之发生性交行为而形成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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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犯罪案件。

通过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检察官数次帮教，行为人

小波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是由于遭受了大学生

中“性自由”倾向的影响，由玩弄女性的不道德意识和腐

朽思想所致。在大学生中存在着一种性行为自由化的现

象，特别是未婚以恋爱关系相处的适龄青年，发生性关系

似乎是人之常情。外观形象高大、五官端正的体育生，更

是对自己充满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众多女性的主动追

求和主动示爱，小波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没有接

受过性教育，没有建立起性道德观念、责任观念、法制观

念，因而对性诱惑没有“拒绝”的意识，也不懂得“拒绝”的

方法。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使他一次次地放纵自己

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自己有相恋女友也不放过与其

他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机会，使他最终走向犯罪。对性道

德和法律的无知是酿成他悲剧的主因。

一个孩子发生犯罪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他的行为不仅伤害被害人的心身，使其心理、人格

尊严与性权利蒙受了被人践踏与玩弄的耻辱。

而且当小波被送进看守所的那一刻起，他曾经心

目中的“做武警”、“做警察”那一切美好的理想与愿望

顷刻间都成了梦想、泡影，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他远在家乡的父母———一双残疾老人，他们满怀

期望的那份望子成龙之情、切切等待儿子归来的那颗

恋子之心也伴着“噩耗”的传来在绞痛中破碎了……

小波伏在帮教他的检察官肩头失声痛哭着，“三年

呢！如果我能够回到爸妈的身边照顾他们该有多好！

我却走到了这里！……”泪水无法释去刑罚惩处的巨

大压力；洗刷不掉强奸罪名带来的耻辱……

好沉痛的教训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个案例告诉人们，异性交往应当遵守社会道德

与国家法律规范。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懂得自

尊自爱；应当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性，是具有

生理、心理与社会属性的行为。是涉及道德与法律、关

乎他人与自己的前途命运、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

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并不懂得男女性生

理、心理状态的不同差异，有些女性喜欢异性后往往以

为能够以“以身相许”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真挚感情；

有些则以为可以以此“定终身”；还有的属于一时冲动

的盲从，这些认识和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一个女性轻

易地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不仅不会赢得异性的尊重，还

会使别人认为你轻浮、不懂得自尊自爱，不会引起对方

对你感情的重视，对现实的恋爱和将来的婚姻都可能

带来负面影响，种种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伤害自己，也

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而一些男性对女性往往是以“来

者不拒”的心态来处理异性关系，一般是在性兴奋时满

足性欲需求，并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和可能承担的责任

等，实际上这种心态和做法都会埋下不确定的安全隐

患，也是与社会道德相悖的。但是，而当男性对女性实

施性行为是在违背妇女主观意愿情况下，符合法律规

范规定的采用暴力、威胁或其他非暴力手段的欺骗、借

醉酒、麻醉之机等等要件情景时，就会形成极错现象而

造成犯罪发生。所以男性要懂得尊重女性，懂得拒绝，

学会拒绝，严于律己，以免铸成大错；女性也应当洁身

自爱，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约束在一定的纪律、社会道

德与法律范围内，避免因放纵而造成被害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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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４页）
　　要实现以上这些觉醒与改变，需要我们整个社会
的各种媒介传达出的信息是以多元、包容、尊重与平等

的后现代理论为价值导向的。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

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告别了

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的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

图抹杀或消灭差异；它尊重并承认各种关于社会构想、

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选择［４］。

此外，我们的主流社会还要试着摒除异性恋同性

恋这样的关乎身份政治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机制，给个

体以真正的选择的自由权。个人应当拥有进行性选择

的权利，拥有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从事自己喜欢的

性行为、建立自己喜欢的性关系的权利［５］。而且，摒弃

了性取向的二元对立后，关于同性恋的相对正确的知

识和信息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广泛的传播。这样，异性

恋者对同性恋者就会多一些了解和理解；而同性恋者

自己也可以真正明白性别气质的多样化，抛开主流异

性恋社会“男 －女”的二元化性别框架及其依附的话
语，真正实现性行为与性选择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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