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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精液中白细胞对精液各主要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１６例男性不育患者的精液质量，
根据ＷＨＯ推荐的方法进行精液常规及精子形态学分析，利用联苯胺法进行白细胞检测，并将患者分为白细胞精子症
（＞１×１０６／ｍＬ）和非白细胞精子症（≤１×１０６／ｍＬ）两组。结果：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ｎ＝１５２）相比，白细胞精子症组
（ｎ＝６４）的精子密度明显降低［（３８３６±２３１６）×１０６／ｍＬｖｓ（４７１４±１９７０）×１０６／ｍＬ，Ｐ＜００１］，活动率明显下降
（４３５０％±１１４９％ ｖｓ４８１７％±１０２８％，Ｐ＜００１），ａ＋ｂ级精子比率明显下降（３１００％±１０６４％ ｖｓ３５８７％±１０６６，
Ｐ＜００１），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明显降低（１０７５％ ±４４０％ ｖｓ１２３１％±３８４％，Ｐ＜００５），而白细胞精子症组的精液
液化异常发生率较非白细胞精子症组明显增高（１４０６％ ｖｓ４６１％，Ｐ＜００５）。结论：白细胞精子症可导致精子密度、活
动率及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的降低，并可引起精液液化异常发生率的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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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ＷＨＯ定义，射出精液中白细胞密度大于１×
１０６／ｍｌ即可诊断为白细胞精子症［１］，其发生率在

１０％～３０％［２］，可以在没有炎症症状或者精液细菌感

染的情况下发生［３］。精液白细胞增多的主要原因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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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系统的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不良刺激、长期接触

有毒物质或辐射、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等。白细胞精子

症对男性生育的影响文献报道不一，已有证据表明白

细胞精子症会产生过多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
ｃｉｅｓ，ＲＯＳ），进而引发氧化应激（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Ｓ），
对精液质量产生不利影响［２，４］，甚至会影响接受辅助

生殖技术（ＡＲＴ）治疗患者的妊娠结局［５，６］，也有研究

认为白细胞精子症不会影响ＡＲＴ结局［７，８］。为了进一

步了解精液中白细胞与精液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来我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不育男性精液质量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来我院生殖中心
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２１６例，年龄２１～５３岁，平均年
龄（３４０６±５９９）岁。婚后正常性生活未避孕１年以
上不育，体检均未发现睾丸、附睾及输精管异常，无外

伤及遗传性疾病家族史，女方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精液常规及形态学分析 患者禁欲２～７

ｄ，以手淫法取精于洁净的专用取精杯中，待其液化后
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
室检验手册》（第４版）［５］标准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及精
子形态学分析。精子形态学分析采用 Ｄｉｆｆ－Ｑｕｉｋ试剂
进行染色，１００倍油镜下观察不少于２００个精子并进
行形态评估，分别记录正常形态、头部缺陷、颈部及中

段缺陷和尾部缺陷精子的个数，最后分别计算出正常

形态精子占全部计数精子的百分率，畸形精子指数

（ｔｅｒａ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ｎｄｅｘ，ＴＺＩ，即缺陷总数／缺陷精子
数）及精子畸形指数（ｓｐｅｒｍ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ＤＩ，即缺
陷总数／计数精子总数）。所有标本的精液分析及精子
形态学分析均由１名技术人员操作完成。
１２２ 白细胞检测 采用联苯胺染色法检测，

待精液完全液化后，取新鲜混匀精液１０μＬ于载玻片
上，加入 １０μＬ联苯胺染液，混合均匀，加盖玻片于
３７℃放置２０ｍｉｎ后镜检。

１２３ 分组 按精液中白细胞浓度将患者分为

两组：白细胞精子症组：即精液中白细胞 ＞１×１０６／
ｍＬ，ｎ＝６４例；非白细胞精子症组：即白细胞≤１×１０６／
ｍＬ，ｎ＝１５２例。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结果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显著，Ｐ＜００１为差异极显著。

２ 结　　果

２．１　白细胞对精子质量各主要参数的影响
两组患者的年龄、禁欲天数、精液体积及 ｐＨ值等

因素均无差异，但是白细胞精子症组的精子密度、活动

率、ａ＋ｂ级精子比率均明显低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
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白细胞精子症组的正常形态
精子百分率显著低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Ｐ＜００５），
而两组的ＴＺＩ及ＳＤＩ均无明显差别。见表１。

表１　白细胞对精液质量各主要参数的影响

白细胞精子症组 非白细胞精子症组 Ｆ值 Ｐ值

例数（ｎ） ６４ １５２

年龄（岁） ３４．２８±６．１７ ３３．９７±５．９３ ０．１２３ ０．７２６

禁欲（天） ５．００±２．１６ ４．７８±２．０７ ０．４８２ ０．４８８

体积（ｍＬ） ２．２４±０．８７ ２．５５±１．１８ ３．６４３ ０．０５８

ｐＨ值 ７．３７±０．１６ ７．３３±０．１５ ３．４３２ ０．０６５

密度（×１０６／ｍＬ） ３８．３６±２３．１６ ４７．１４±１９．７０ ８．０３７ ０．００５

活动率（％） ４３．５０±１１．４９ ４８．１７±１０．２８ ８．６６１ ０．００４

ａ＋ｂ级精子比率（％） ３１．００±１０．６４ ３５．８７±１０．６６ ９．４０９ ０．００２

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１０．７５±４．４０ １２．３１±３．８４ ６．７８８ ０．０１０

ＴＺＩ １．３４±０．１２ １．３２±０．０９ ２．２４８ ０．１３５

ＳＤＩ １．１７±０．１４ １．１６±０．１０ ０．０３２ ０．８５８

　　注：与白细胞精子症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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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白细胞对精液液化及粘稠度的影响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白细胞精子症组的精液液化

异常比率显著高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１４０６％ ｖｓ
４６１％，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精液粘稠度异常比
率无明显变化。见表２。

表２　白细胞对精液液化及粘稠度的影响

分组 例数（ｎ） 液化异常（％） 粘稠度异常（％）

白细胞精子症组 ６４ ９（１４．０６％） ２９（４５．３１％）

非白细胞精子症组 １５２ ７（４．６１％） ６８（４４．７４％）

χ２值 ５．８７３ ０．００６

Ｐ值 ０．０１５ ０．９８３

　　注：与白细胞精子症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精液质量是反映男性生育力的重要指标，因此，

对男性精液质量进行正确的评估十分重要。按照

《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
经验手册》［１］（第４版）进行男性生育力的评估，要对
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精子形态及精液中白细

胞浓度等参数进行分析。虽然有报道称精液中白细

胞的功能是为了清除异常的精子，白细胞会对精子

形态产生有利影响［９］，但更多的研究显示白细胞精

子症会影响精子功能［２，８，１０，１１］。精液白细胞中大约有

９５％是嗜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它们会产生 ＲＯＳ，
引发氧化应激，诱导细胞凋亡并导致精子数量减

少［１２］，损伤精子质膜，降低精子活动率和受精能力，

并损伤精子 ＤＮＡ［１３］，从而导致男性不育。其可能的
机制是：位于精子中段的线粒体鞘是精子运动的供

能中心，富含 ＡＴＰ，当精液中的白细胞增多时，大量
释放的 ＲＯＳ可使精子线粒体内外膜上不饱和脂肪酸
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ＡＴＰ合成减少，最终影响精液
质量［１４］，导致精子顶体反应和卵细胞融合能力下降，

ＤＮＡ片段增加。另外，白细胞含有的过氧化物酶、弹
性蛋白酶和胶原酶，以及白细胞产物白介素８（ＩＬ－
８）、γ－干扰素（γ－ＩＦＮ）和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
α）等也会对精子产生损伤作用，使精子运动能力降
低。最近有研究显示白细胞精子症患者精液中更易

检出精子 ＤＮＡ碎片［１５，１６］，白细胞精子症可以诱发精

子ＤＮＡ损伤，并有级联放大效应，因为精液白细胞特
别是嗜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激活增加，可释放比

未激活白细胞多１００倍的 ＲＯＳ［１７］，这说明过多的白
细胞是精液中产生 ＲＯＳ的主要来源［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比较，白细

胞精子症组的精子密度［（３８３６±２３１６）×１０６／ｍＬｖｓ
（４７１４±１９７０）×１０６／ｍＬ，Ｐ＜００１］、活动率
（４３５０％ ±１１４９％ ｖｓ４８１７％ ±１０２８％，Ｐ＜０
０１）、ａ＋ｂ级精子比率（３１００％ ±１０６４％ ｖｓ３５８７％
±１０６６，Ｐ＜００１）及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１０７５％
±４４０％ ｖｓ１２３１％ ±３８４％，Ｐ＜００５）均显著降
低。有研究表明，精液白细胞浓度与精子活动率呈显

著的负相关，但与精子密度无关［２，１１］。Ｂａｒｒａｕｄ－Ｌａｎｇｅ
等［６］分析了１９５５份精液标本，发现白细胞数增多与精
子参数（包括精子密度、精子总数及活动率）的降低存

在明显的相关性。另外，Ｍｏｓｋｏｖｔｓｅｖ等［１０］的研究结果

表明白细胞精子症与精子密度、活动率及正常形态精

子率等参数均呈明显的负相关，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

一致。

白细胞与精子形态关系密切，这可能是因为白细

胞和致炎症因子相互作用会对精子发生与成熟产生不

利影响［１９］，导致精子形态异常。同时，精液中 ＲＯＳ的
增多也可导致精子形态异常，Ｈｅｎｋｅｌ等［１４］报道白细胞

的增多可明显导致外源性ＲＯＳ的产生，而精子形态主
要受外源性ＲＯＳ影响，精液ＲＯＳ的产生与正常形态精
子比率有显著的负相关性［１１］。另外，白细胞的增多可

能诱发潜在的ＤＮＡ损伤，破坏精子染色质结构，也可
能导致精子形态的异常。

本研究还发现，白细胞精子症患者的精液液化异

常比率明显增高（１４０６％ ｖｓ４６１％，Ｐ＜００５），这
可能是由于大量白细胞引起的附属性腺功能改变，

使精浆中液化与凝固因子比例失衡，导致精液液化

异常。另外，有专家指出精液中白细胞不排除来自

前列腺液，当精液中白细胞 ＞５个／ＨＰ时，建议临床
行前列腺液检查，以鉴别诊断前列腺疾病与白细胞

精子症［２０］。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白细胞精子症可导致

精子密度、活动率、ａ＋ｂ级精子比率、正常形态精子百
分率等参数明显降低，白细胞精子症患者的精液液化

异常比率明显高于非白细胞精子症组，但其对精液粘

稠度、ＴＺＩ及ＳＤＩ的影响无明显变化。目前，白细胞精
子症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临床上对于有炎症症状

的白细胞精子症患者可通过抗炎或抗氧化治疗降低精

液中白细胞浓度，以改善精液质量［２１，３］，提高正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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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百分率［２２］，也可以通过补充硒或维生素Ｅ来改善
精子活动率，提高男性生育力。对于精液质量明显下

降的白细胞精子症患者还可以通过密度梯度离心联合

上游法优选出高质量精子，再利用辅助生殖技术

（ＡＲＴ）提高受孕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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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６（８６）：６０１－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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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心理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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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慢性前列腺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因素与疾病的相互关系。方法：将２６４例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按照有无性功能障碍分为患者组和对照组，采用一般调查表调查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采用９０项症状自
评量表（ＳＣＬ－９０）、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分别对两组进行评定。结果：对照组与患者组的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分、ＳＤＳ总分和ＳＡＳ总分进行比较，两组评分存在显著差异；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ＳＤＳ总分、ＳＡＳ总分为慢性
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结论：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

ＣＰ症状严重程度及性功能障碍与心理障碍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性，对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是
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心理因素；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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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作为男性常
见的一种疾病，大约一半的男性一生的不同时期曾出

现过前列腺炎的症状［１］。其主要表现为排尿异常症

状，如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尽、排尿困难、腰骶部等

部位不适或疼痛，以及性功能障碍［２］。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性欲减退、射

精痛、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和勃起功能障
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美国学者的一项调查发
现，ＣＰ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非常高，其中性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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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达到６６％，射精痛为５６％，ＰＥ和ＥＤ为３１％［３］。而

临床诊断的 ＣＰ患者，只有部分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
性功能障碍，研究结果证实，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与前列

腺炎病情的相关性不显著［４］，ＣＰ症状的轻重程度与
ＰＥ、ＥＤ严重程度也均无明显相关性［５］。最新的研究

发现，ＣＰ导致性功能障碍更多的是与心理因素有关，
如焦虑、抑郁和恐惧等心理障碍，都是 ＣＰ致性功能障
碍的心理因素［６］。本研究以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

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患者的心理因素与疾病的

相互关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样本选择
从我院泌尿外科门诊选取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２６４

例，根据有无性功能障碍分为两组，其中无性功能障碍

的为对照组 １４９例，年龄 ２１～７５岁，平均（３６８５±
７０４）岁；有性功能障碍的为患者组１１５例，年龄２２～
７７岁，平均（３５７６±７７５）岁。所有患者病程３个月
以上，基本资料完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符合美

国国立卫生院制定的 ＣＰ诊断标准，其中患者组选取
主要以患者具有性欲减退、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中的

一项为标准。排除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障碍，无其他

相关躯体疾病和外伤。

１２　测验方法
采用一般调查表调查病人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

身高、体重、职业、病程，采用 ９０项症状清单（ＳＣＬ－
９０）、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价
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ＮＩＨ－
ＣＰＳＩ）［７］测定两组的症状评分情况，等级评定０～９分
为轻度，１０～１８分为中度，１９～３１分为重度。经检验，
对照组与患者组在年龄、身高、体重、职业、病程以及疾

病严重程度方面差异不显著。

１３　数据统计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对对照组和患者组一般资料和心理
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对患者组慢性前列腺炎评分和心

理健康评分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将对照组与患者组的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
ＳＤＳ总分和 ＳＡＳ总分进行比较，两组评分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患者组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ＳＤＳ总分、ＳＡＳ总分上差异非常显著（Ｐ＜
００１）。以 ＳＣＬ－９０总分大于１６０分、阳性项目数超
过４３项或者任何一个因子分≥２分这三项其中任意
一项为标准判定结果有精神病理学意义，则患者组

有４５例，占３９％，对照组有１１例，占７４％，两组差
异非常显著（χ２＝２３６９，Ｐ＜００１）。结果表明，慢性
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存在明显的心理问

题。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ＳＣＬ－９０、ＳＤＳ、ＳＡＳ评分结果对比分析（珔ｘ±ｓ）

对照组（ｎ＝１４９） 患者组（ｎ＝１１５） ｔ Ｐ

躯体化 １．４５±０．５７ ２．０８±０．４９ ５．８３ ＜０．０１

强迫 １．５７±０．４７ ２．２３±０．６５ ６．０３ ＜０．０１

人际关系敏感 １．６６±０．６３ ２．３５±０．５２ ３．１７ ＜０．０１

抑郁 １．６８±０．５７ ２．２１±０．４６ ８．７６ ＜０．０１

焦虑 １．８９±０．６１ ２．３３±０．５９ ７．５６ ＜０．０１

敌对 １．４８±０．４４ ２．０７±０．３９ ３．９８ ＜０．０１

恐怖 １．５８±０．４２ １．３５±０．２１ １．７９ ＞０．０５

偏执 １．４９±０．８０ １．６３±０．５５ １．８１ ＞０．０５

精神病性 １．３８±０．６０ １．８９±０．４３ １．８７ ＞０．０５

ＳＤＳ总分 ４０．９１±６．２５ ５７．８９±７．１２ ８．９０ ＜０．０１

ＳＡＳ总分 ４２．３１±７．０６ ６４．５６±８．３４ ７．６３ ＜０．０１

２２　将两组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因子以及ＳＤＳ总分、ＳＡＳ总分与
两组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
对照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仅与敌对、ＳＡＳ总分相关显著
（Ｐ＜００５），与ＳＤＳ总分相关性非常显著（Ｐ＜００１），
而患者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与所有因子及 ＳＤＳ总分、
ＳＡＳ总分相关性都非常显著（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ＳＤＳ、ＳＡＳ总分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相关性分析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ＳＤＳ总分 ＳＡＳ总分

对照组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３ ０．２４５ ０．３６７ ０．４５３ ０．１２７ ０．５６２ ０．４３６

患者组 ０．６７１ ０．５７８ ０．８９１ ０．８３２ ０．７６５ ０．４５７ ０．７８６ 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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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分别以两组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为因变量，
以所有因子为自变量对两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对照组ＳＤＳ总分对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有显著的回归效
应，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４６１６，Ｐ＝０００１），
变量能够预测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１１％，而患者组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焦虑、ＳＤＳ总分、ＳＡＳ总分对 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有显著回归效应，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Ｆ
＝３５８６２，Ｐ＝００００），变量能够联合预测 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的５６％，提示上述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慢性
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

素。见表３。

表３　影响两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心理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组别 变量 标准化系数β ｔ Ｐ 校正决定系数Ｒ２ａｄ Ｆ Ｐ

对照组 ＳＤＳ总分 ０．０７８ ４．２９１ ．００１ ０．１１０ ２４．６１６ ．００１

患者组

人际关系敏感 ０．２８３ ５．０４６ ．０００

抑郁 ０．９６０ ４．３２８ ．００２

焦虑 ０．８７５ ２．８１４ ．０３８

ＳＤＳ总分 ０．８９７ ５．０６７ ．００１

ＳＡＳ总分 ０．６８２ ５．６２３ ．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３５．８６２ ．０００

３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常伴有性功能障碍，最常见表

现为不同程度的性欲下降、勃起功能障碍和射精障碍，

性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使他们的精

神与肉体遭受极大的折磨。前列腺炎伴发性功能障碍

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以往的研究认为前列腺炎伴发

性功能障碍与器质性病变相关，如前列腺炎症刺激所

致腺体萎缩、纤维化以及精阜病变［８］，但目前的研究表

明前列腺炎伴发性功能障碍更重要的原因是功能性

的，心理因素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９］。在临床上，慢性前

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患者经详细检查可能难以发现

神经血管和病理性性激素水平的改变，甚至不少患者

慢性前列腺炎尚未痊愈，经心理干预后性功能却已恢

复正常。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三个临床常用的量表

ＳＣＬ－９０、ＳＡＳ、ＳＤＳ以及问卷调查对慢性前列腺炎伴
性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研究，探讨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

能障碍与心理因素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慢性前列腺

炎伴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慢性前

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ＳＤＳ总分、ＳＡＳ总分上与单纯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差异非常显著。进一步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进
行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对照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仅
与敌对、ＳＡＳ总分相关显著，与ＳＤＳ总分相关性非常显
著，而患者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与所有因子及 ＳＤＳ总
分、ＳＡＳ总分相关性都非常显著。最后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发现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ＳＤＳ总分、
ＳＡＳ总分为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疾病严重
程度的影响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相一致［１０］。

结合本地区前列腺炎伴发性功能障患者的临床资料，

笔者认为其心理因素可能与以下几种情况有关：（１）
患者因前列腺炎的不适症状产生焦虑和恐惧，从而对

自己的性功能产生怀疑；（２）外界社会因素如电视媒
体等夸大了前列腺炎疾病对性功能的影响，医务人员

的误导均可对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３）患者自
身年龄、文化程度和性格以及配偶和家庭的影响。

总之，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与心理因素关

系密切，大多数患者出现抑郁、焦虑和人际关系敏感等

心理问题。根据患者心理状态并制定个体化的心理干

预措施对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的治疗是必

要的。目前，对于心理因素对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

障碍的作用机制还不明确，也缺乏统一有效的评价标

准，因此在心理因素对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的

影响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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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利那新联合坦索罗辛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

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效果观察

张　成１　周玉泉１　徐　刚２　王永红３

１伊宁市农四师医院泌尿外科，新疆 伊犁 ８３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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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索利那新联合坦索罗辛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来我院进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出现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４８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观察组给予索利那新５ｍｇ、坦索罗辛０２ｍｇ，口服，１次／ｄ，连续１周。对照组仅于疼痛时给予吲哚美辛栓剂对症治疗。

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膀胱过度活动症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前列腺症状评分，评价药物的疗效及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４８例患者均在住院部完成治疗，观察组用药时间约为７～１０ｄ，平均８５ｄ，待患者尿失禁、尿频等症状消失后停药。

治疗前两组的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ＩＰＳＳ评分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 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

ＩＰＳ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对照组三项评分

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中仅１例出现口干症状，未见头晕、便秘、头痛等不良反应，其余患者未出现不

良反应。结论：索利那新联合坦索罗辛用于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过度症疗效显著，可显著改善膀胱过度症

状，不良反应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索利那新；坦索罗辛；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膀胱过度活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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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Ｏｎｌｙｏｎ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ｄｒｙｍｏｕｔ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ｒ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
ｔｈｅ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ｏｌｉｆｅｎａｃ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ａ
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ｃａｎ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ｏｕ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ｔ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ｈａｖｉｎｇｌｏｗｅｒ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ｌｉｆｅｎａｃｉ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

　　前列腺增生症是老年男性的常见泌尿系统疾病，
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但困

扰ＴＵＲＰ术后患者的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其治疗方法
多采用给予胆碱受体联合拮抗剂（琥珀酸索利那新）

和α－受体拮抗剂（坦索罗辛）［１］。为探讨索利那新
联合坦索罗辛治疗 ＴＵＲＰ术后膀胱过度症的疗效，我
院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来我院进行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术后出现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４８例，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来我院进行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出现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４８例，
年龄５９～７０岁，平均年龄（６４２±２４）岁。术前询问
病史，进行 Ｂ超、尿流动力学、肛门指检等检查，确诊
后，根据纳入标准筛选。纳入标准：①经过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无前列腺增生症状，ＰＳＡ＜５μｇ／Ｌ。②术后
７ｄ拔除导尿管，出现尿急、尿失禁症状，膀胱过度活动
症评分（ＯＡＢＳＳ）≥５分。排除标准：术前膀胱容量小
于２００ｍｌ、膀胱收缩力下降者，有严重胃肠道疾病、重
症肌无力、青光眼患者，对胆碱受体拮抗剂及 α－受体
拮抗剂过敏患者，排除糖尿病、心肺功能障碍患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给药方法　观察组给予索利那新５ｍｇ、坦

索罗辛０２ｍｇ，口服，１次／ｄ，连续７～１０ｄ。对照组，仅
于疼痛时给予吲哚美辛栓剂，对症治疗。

１２２　观察指标　术前术后均对两组患者均进
行膀胱过度活动症评分（包含每次尿量、每日尿频、尿

失禁次数、最大尿速率等方面［２］）、生活质量评分及国

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包含憋尿困难情况、尿不尽、间断

性排尿、尿线变细等方面，轻度症状：０～７分，中度症

状：８～１９分，重度症状：２０～３５分［３］），对比前后治疗

效果，并比较两组间的疗效差异。同时记录患者的药

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发生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组所有研究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数据用 ｔ检验，
组间对比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４８例患者均在住院部完成治疗，观察组用药时间
约为７～１０ｄ，平均８５ｄ，待患者尿失禁、尿频等症状消
失后停药。治疗前两组的 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ＩＰ
ＳＳ评分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
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ＩＰＳ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与治疗前比
较，存在显著性差异，对照组三项评分与治疗前比较，

无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１。观察组患者中仅１例
出现口干症状，未见头晕、便秘、头痛等不良反应，其余

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

表１　观察组术前及术后 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ＩＰＳＳ评分
情况比较（珔ｘ±ｓ）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ＯＡＢＳＳ评分 １０．８３±２．７４ ２．７１±１．０７ １０．８７±２．９２１０．２１±２．７４

ＱＯＬ评分 １７．８３±７．６８１０．８３±２．７４１８．０３±７．８７１６．８３±９．７４

ＩＰＳＳ评分 ４．８３±１．６１ ２．０６±１．２８ ４．７９±１．５１ ４．６±１．３２

３　讨　　论

前列腺增生症治疗的首选方式为 ＴＵＲＰ，ＴＵＲ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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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容易出血增加，血块堵塞导管，延长置管时间；术后

容易出现膀胱痉挛，产生疼痛，尿液外溢，出现尿频尿

失禁，性生活质量下降，因担心排尿而逐渐排斥夫妻间

正常的性生活［４］。ＴＵＲＰ术后出现膀胱过度活动症的
主要原因是：①手术操作过程中容易刺激损伤膀胱黏
膜［５］。②患者术前存在膀胱逼尿不稳定［６］。③血凝
块堵塞留置尿管。④精神因素，如紧张、焦虑等。⑤膀
胱冲洗液温度低。

以前临床对膀胱痉挛的治疗以解痉镇痛药物为

主，膀胱痉挛出现常出现急剧且持续时间短，而镇痛药

物发挥需要一定时间，往往存在药物起效前痉挛已经

结束的情况，效果很不理想。胆碱能受体和肾上腺素

受体介导控制膀胱及前列腺平滑肌的舒张与收缩，其

中Ｍ胆碱受体和α受体激动后，均易产生膀胱和前列
腺逼尿肌收缩［７］。

膀胱中的胆碱受体以Ｍ２和Ｍ３受体为主，但膀胱
平滑肌的收缩主要依赖 Ｍ３受体，索利那新是新型的
强效Ｍ３受体拮抗剂，可阻断选择性地Ｍ３受体与乙酰
胆碱的结合，阻断钙离子耦合激活膀胱逼尿肌收缩，防

止膀胱痉挛的发生，从而发挥抑制膀胱逼尿肌过度收

缩和蓄尿作用，且有效地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８］。坦

索罗辛为α１受体拮抗剂，可抑制膀胱逼尿肌收缩，也
具有降低尿潴留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索利那新与坦索罗辛合并治疗膀胱

过度活动症，治疗后 ＯＡＢ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ＩＰＳＳ评
分均明显低于吲哚美辛组，膀胱过度症状显著改善，使

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可恢复夫妻间正常性生活，提高患

者性生活的质量，缓解患者对性生活的心理压力，达到

较高的患者满意度，治疗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低，仅

１例出现口干的不良反应。总而言之，索利那新联合
坦索罗辛用于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过度症

疗效显著，可显著改善膀胱过度症状，不良反应低，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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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

勃起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徐少强　胡海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康复医学科，生殖医学中心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摘　要】勃起功能障碍是男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常见并发症，笔者总结近年来相关研究文献，从
神经、血管、内分泌等方面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关系及治疗做一简述。

【关键词】阴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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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是指在每晚７ｈ
睡眠时间内呼吸暂停反复发作在３０次以上，每次发作
时间持续１０ｓ以上，或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ａｐ
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ＨＩ，即平均每小时睡眠中的呼吸
暂停加上低通气的次数）大于等于５次／ｈ。其主要表
现为睡眠时打鼾并且伴有呼吸暂停和呼吸表浅，反复

发生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睡眠呼吸结构紊乱，从而

使全身血液动力学发生改变，使组织缺血缺氧，导致白

天嗜睡和心脑肺血管等并发症。继而引起多个系统器

官功能障碍和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

命［１，２］。目前，ＯＳＡＨＳ已成为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慢性

睡眠呼吸疾病，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其发病率在

２％～４％，且多见于中老年男性，是多种全身疾患的独
立危险因素［３］。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
不能达到和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以获得满意的性生

活［４］，是男性 ＯＳＡＨＳ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近年
来，随着人们对阴茎勃起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 ＯＳ
ＡＨＳ是ＥＤ的重要危险因素，ＯＳＡＨＳ与 ＥＤ的发生密
切相关［５］，但其具体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本文就

检索到的文献，针对器质性 ＥＤ的病因，从神经、血管、
内分泌等方面对 ＯＳＡＨＳ与 ＥＤ的关系及治疗做一综
述，以期为临床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　ＯＳＡＨＳ与ＥＤ的关系

１１　神经方面
阴茎维持正常的勃起功能需要有神经系统的控

制，任何神经通路及其内的神经递质发生异常均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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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ＥＤ。
１１１　神经通路　阴茎海绵体内有交感和副交

感神经两种。交感神经兴奋引起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和

海绵体动脉收缩，导致勃起阴茎松弛；副交感神经兴奋

引起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和海绵体动脉的松弛，从而导

致阴茎勃起［６］。ＯＳＡＨＳ患者因夜间反复发生呼吸暂
停而导致的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以及 ＰＨ的失代偿，
刺激中枢和外周化学感受器，使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

神经张力下降，最终导致ＥＤ的发生［７］。

１１２　神经递质　一氧化氮（ＮＯ）是一种重要的
神经递质，在阴茎勃起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男

性在受到性刺激时，阴茎海绵体内的神经元末梢会释

放出 Ｎ０，ＮＯ通过激活平滑肌细胞的鸟甘酸环化酶使
鸟甘酸（ＧＭＰ）转化为环鸟甘酸（ｃＧＭＰ），细胞内的
ｃＧＭＰ升高可导致阴茎平滑肌松弛，阴茎内血流量增
加，海绵体充血，阴茎勃起［８］。由于 ＯＳＡＨＳ患者夜间
反复发生呼吸暂停所导致的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

睡眠结构紊乱，造成患者血管内皮损害，从而导致一氧

化氮的合成下降，成为 ＯＳＡＨＳ患者发生 ＥＤ的主要原
因之一［９］。

１２　血管方面
阴茎的勃起需要阴茎动脉血流增加，所以任何动

脉血管疾病都可能会影响血流的速度，从而导致阴茎

海绵体供血不足，成为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１０］。

国内外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ＯＳＡＨＳ与
高血压的发生密切相关，４５％ ～４８％ＯＳＡＨＳ患者合并
高血压，３０％高血压患者合并ＯＳＡＨＳ。ＯＳＡＨＳ已成为
高血压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子，是独立于年龄、体

重、饮食等重要发病因素之一［１１］。血压受生理活动的

影响具有明显昼升夜降的特点，而ＯＳＡＨＳ患者因缺氧
引起血管内皮功能的异常［１２，１３］，失去了正常人的这种

节律变化，导致２４ｈ平均血压高于正常，使心血管疾病
和其他器官损伤的危险性有所增加。同时，血管内皮

功能的障碍使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活性降低或减少，
与ＥＤ的发生密切相关。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被激
活，释放出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等缩血管物质破坏血管

收缩和舒张功能的平衡，使器官血液供应不足，最终导

致ＥＤ的发生。
１３　内分泌方面
阴茎的勃起除了受神经、血管支配外，体内的内分

泌激素水平的变化也在起到重要作用。性激素水平的

变化作为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发病因素之一，已

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１４］。对男性性功能影响最大的

内分泌系统是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其调控下分泌
的雄激素是正常性反应、自发勃起和性活动所必需的。

其中，睾酮的生物活性最强，在维持性功能、促进性器

官发育等方面起主要作用。因此，睾酮水平的下降是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５］。蒋光锋等［１６］

通过测定４６例 ＯＳＡＨＳ患者和１６例健康体检男性血
清睾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ＯＳＡＨＳ患者体内Ｔ水
平与健康体检者相比明显降低，与既往国内外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１７－１９］，并且血清Ｔ水平与睡眠呼吸紊乱指
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血清Ｔ水平与ＯＳＡＨＳ患者病情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缺氧越严重，血清Ｔ水平下降越
明显。但也有研究显示，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与性激

素水平无关，李国平等［２０］通过测定８４例 ＯＳＡＨＳ患者
和４２例健康成年男性的性激素水平，结果显示两组间
性激素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该方面的研究目
前尚无统一结论，仍需进一步研究。

１４　其　他
瘦素（ｌｅｐｔｉｎ）是一种由肥胖基因编码并由脂肪细

胞分泌的蛋白质激素，除了调整机体的摄食和能量代

谢外，还参与生殖、内分泌及免疫功能等的调控［２１］。

其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可作用于下丘脑－垂
体－性腺轴的各个层次，通过位于下丘脑的长型受体
调节性行为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释放［２２］。ＯＳ
ＡＨＳ患者因体内具有较高浓度的瘦素而影响性激素
的分泌，从而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２３］。国外研究

表明，ＯＳＡＨＳ患者血清 ｌｅｐｔｉｎ及受体（ｌｅｐｔｉｎＲ）水平
是升高的［２４］。国内的相关研究与该结论一致，杨陵懿

等研究发现，ＯＳＡＨＳ患者的血清 ｌｅｐｔｉｎ水平比健康对
照组高，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出现这种结果

是由于ＯＳＡＨＳ所引起的睡眠剥夺和长期慢性睡眠不
足，导致瘦素 ２４ｈ分泌节律发生了改变，ＯＳＡＨＳ使
ｌｅｐｔｉｎ－ｌｅｐｔｉｎＲ调节系统基本失去了调节代偿的作
用［２５，２６］。另外，随着 ＡＨＩ增加，ＯＳＡＨＳ患者夜间血氧
饱和度下降，产生低氧血症，进而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以及血管紧张素升高和血压波动，这些均可使瘦素水

平有所增加。

王玮等［２７］通过选取４５例 ＯＳＡＨＳ患者和１５例健
康者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发现 ＯＳＡＨＳ患者血清 ｌｅｐｔｉｎ
水平比单纯肥胖者高，并且随着 ＡＨＩ的增加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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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瘦素可影响生殖系统的发育，正常男性及轻中度

ＯＳＡＨＳ男性患者的瘦素与睾酮水平呈负相关。但对
于重度患者来说，虽然随着瘦素水平升高睾酮降低，但

两者之间失去了相关性。说明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

体内的激素分泌发生了紊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失

调，从而表现出异常肥胖、性欲减退和勃起功能障碍。

２　治　　疗

２．１　行为干预
肥胖是导致ＯＳＡＨＳ的重要危险因素［２８］，因此，通

过体育锻炼和减肥可降低 ＯＳＡＨＳ和 ＥＤ的发病率。
保证持续有效的充足睡眠，在睡眠时尽量采取侧卧位

睡姿，可使上气道阻塞或塌陷消失或减轻。可通过采

用“网球衣”改变患者睡眠时的体位，来达到治疗或减

轻症状，阻止病情发展的目的。

２．２　手术治疗
包括悬雍垂腭咽成形术（ＵＰＰＰ）、等离子体消融、

各类上下颌骨手术等。其中 ＵＰＰＰ是国内外目前公认
的最有效的手术方法之一［２９］，国内外报道其有效率为

５０％～８０％，已在临床上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李
佳等［３０］在ＵＰＰＰ基础上采取改良缝合技术，对于减轻
术后疼痛、改善中重度ＯＳＡＨＳ患者生活质量有明显疗
效。但由于ＯＳＡＨＳ的发病机理尚不是十分清楚，患者
解剖特点不同，上气道阻塞部位亦不相同，存在较大个

体差异，且术后远期易复发，故不作为治疗首选［３１］。

２．３　保守治疗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ＣＰＡＰ）是目前应用最广泛且

有效的保守疗法，通过维持持续的正压以支持上气道，

使塌陷的上呼吸道扩张，消除睡眠时的气道阻塞，其能

彻底阻断患者夜间呼吸暂停和改善患者夜间低氧血

症［３２］，从而将睡眠时机体的氧和状态提高，不仅能明

显减轻ＯＳＡＨＳ患者临床症状，还可减少心血管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并发症［３３－３５］，是中、重度 ＯＳ
ＡＨＳ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３６］。

相关的临床实验显示，ＣＰＡＰ可改善患者主客观
症状和生活质量［３７］，长期使用 ＣＰＡＰ能提高呼吸中枢
对低氧和高二氧化碳的敏感性，使氧分压升高、二氧化

碳分压降低，达到降低血压和肺动脉压的目的，进而改

善预后［３８］。陈于荦等［３９］研究表明，ＣＰＡＰ能有效改善
ＯＳＡＨＳ合并 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其机制可能是
经ｎＣＰＡＰ治疗后 ＯＳＡＨＳ患者血浆 ＮＯ、ＮＯＳ水平上

升，从而使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改善、降低了血管氧化应

激程度，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及血管舒张，从而改善 ＯＳ
ＡＨＳ患者的性功能［４０］。

综上所述，由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所导致的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因素较多。可能是由一

个因素所主导，也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神经、血管、内分泌等因素有关，治疗上以治疗始动

因素为主。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

重要课题，对ＯＳＡＨＳ患者ＥＤ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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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术式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杨　山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在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９６例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Ａ组和Ｂ组，Ａ组患者给予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而Ｂ组患者给予

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比较Ａ组和Ｂ组患者在手术所需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住院费用、碎

石成功率、结石排尽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等疗效指标。结果：Ｂ组患者在手术所需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

住院费用明显少于／低于Ａ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Ｂ组患者碎石成功和结石排尽率明显少于／低于 Ａ组，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Ｂ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明显差于Ａ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是，两组患者在手术并发症

方面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住院时间短和术后

住院费用低等特点。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具有排石成功率和结石取尽率均很高等特点，因此，结

石较大、停留时间较长的患者最好选择输尿管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反之，则选用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

【关键词】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输尿管结石；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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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上段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输尿管上段结石能够导致肾脏积水，严重者甚至出现

尿毒症，影响患者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１，２］。近

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微创技术在输尿管上

段结石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迄今为止，关于

输尿管上段结石微创治疗方案众多，疗效尚存在一定

的差异，未形成统一的规范［３－５］。为此，学者们和泌尿

外科医师一直致力于探寻安全高效的微创治疗方案，

为优化输尿管上段结石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笔者采用

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

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
９６例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现将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１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
科收治的９６例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１）患者术前经过相关检查确诊为输尿管上

段结石；（２）患者输尿管上段结石停留时间＞３月；（３）
患者均为单侧输尿管上段结石，且均有不同程度的肾

积水；（４）患者有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和微创
经皮肾镜碎石术指征；（５）患者小学以上文化，无交流
和沟通障碍；（６）患者明确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签
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患者身体基础情
况欠佳导致患者不能耐受手术；（２）结石位于第四腰
椎以下；（３）患者为单侧输尿管上段结石；（４）患者为
儿童、老年人、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５）患者受文化
程度、听力或者智力等影响而存在交流和沟通障碍；

（６）患者有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和微创经皮
肾镜碎石术治疗禁忌症；（７）患者为重症精神疾病，
无完全行为能力。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本研究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 Ａ组和 Ｂ组，两组
患者在性别构成、平均年龄、平均病程、平均结石长

径和结石部位具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性／女性）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平均结石长径（ｃｍ） 结石部位（左／右）

Ａ组 ４８ ３０／１８ ４６．５３±１３．６３ ２．１３±０．６８ ０．９５±０．２６ ２７／２１

Ｂ组 ４８ ３２／１６ ４６．３５±１３．５９ ２．２４±０．６５ ０．９３±０．２７ ２９／１９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医疗小组医师和同一麻醉医师

完成手术。两组患者均在全身麻醉方式下进行手术治

疗。Ａ组患者给予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而 Ｂ组
患者给予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

１２１ Ａ组患者手术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并

在患者腹部垫软枕。手术穿刺点选择在患者第１２肋
缘下、腋后线和肩胛下线之间，而穿刺目标盏则选取中

盏或下盏。在 Ｂ超引导下将１８Ｇ穿刺针进入患者目
标肾盏，术者在穿刺成功后留置导丝，在 Ｘ线透视下
观看导丝是否位于患者肾盂或者输尿管内，明确穿刺

通道和结石位置，记录穿刺深度，拔出穿刺针，沿导丝

扩张穿刺通道 Ｆ１６后，再置入 Ｐｅｅｌ－ａｗａｙ鞘。置入

Ｆ８９输尿管硬镜，用功率为６０Ｗ钬激光对患者进行
碎石。在对患者碎石结束后，留置Ｆ６输尿管支架管和
Ｆ１４肾造瘘管。
１２２ Ｂ组患者手术方法 患者取截石位，术者

将输尿管镜置入膀胱后找到输尿管开口，向患者输尿

管内置入４Ｆ输尿管导管１ｍｍ，旋转输尿管镜，并利用
导管挑起患者输尿管口前唇，输尿管镜在进入患者的

输尿管后恢复正常位，循管腔直视下上行到患者结石

部位。术者管腔直视下窥清结石后，降低水压后置入

气压弹道碎石机（ＥＭＳＩＩ代）撞针，采用连续脉冲方式
将输尿管结石粉碎小于３ｍｍ，而对于较大的结石则采
用取石钳取出。

１３ 手术观察指标 收集Ａ组和Ｂ组患者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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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住院费用、

碎石成功率（在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或者微创

经皮肾镜碎石术术后残留结石碎块直径 ＜５ｍｍ则认
为碎石成功）、结石排尽率（在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

石术或者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术后１个月复查 ＫＵＢ
和／或超声检查进行判断）和并发症发生率等临床指标。
１４ 统计学处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
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
数资料以绝对值或者构成比表示，如果计量资料呈正

态分布且方差齐采用 ｔ检验，如果计量资料不符合正
态性分布则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则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所需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和

术后住院费用比较

Ｂ组患者手术所需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住院
费用明显少于／低于 Ａ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所需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和术后住院费用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所需时间

（ｍｉｎ）

术后住院时间

（ｄ）

术后住院费用

（元）

Ａ组 ４８ ４３．７１±１５．８５ ５．９４±１．２３ ３３２５．６５±４３８．４９

Ｂ组 ４８ ２５．２７±１２．５４ ３．２６±１．２８ ２８３７．２８±４２５．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
各种并发症分布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输尿管损伤

（例）

术后感染并高热

（例）

术中并发出血

（例）

胸膜损伤

（例）

肾盂损伤

（例）

输尿管损伤

（例）

合计

（例）

Ａ组 ４８ ２ １ １ １ ０ ０ ５

Ｂ组 ４８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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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碎石成功和结石排尽率比较

Ｂ组患者碎石成功及结石排尽率明显低于 Ａ组，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详见表４。
２４ 两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比较

Ｂ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明显差于 Ａ组，有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详见表５。

表４ 两组患者碎石成功和结石排尽率比较

项目 例数 碎石成功（％） 结石排尽（％）

Ａ组 ４８ ４８（１００．００） ４８（１００．００）

Ｂ组 ４８ ４３（８９．５８） ４２（８７．５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欲

入组时 ２周后

性高潮

入组时 ２周后

Ａ组 ４８ １３４．５８±２２．３９ １０３．５９±２０．４６ １３６．８５±２６．５１ １０５．１２±２１．４７

Ｂ组 ４８ １３５．４９±２１．３６ １２１．９５±２１．６３ １３５．７７±２７．４８ １２１．５６±２２．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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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近些年来，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快速发展，泌尿

外科常见的输尿管上段结石也开始逐渐引入该项技

术来进行治疗。虽然我国在临床上开展这项技术也

有一定的时间，但是，目前对于输尿管上段结石的微

创手术治疗方式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手术方案众

多，尚未达成共识［６－８］。为此，探寻安全高效的微创

治疗方案意义重大，能够为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提供

参考依据。

本研究笔者分别采用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

术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９６例输尿管上段结
石患者，结果发现 Ｂ组患者在手术所需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住院费用明显少于／低于 Ａ
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Ｂ组患者碎石成功和
结石排尽率明显少于／低于 Ａ组，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Ｂ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明显差于 Ａ组，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是，两组患者在手术并
发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这与以往研究
报道结果一致［９，１０］。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经皮肾

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具有手术

所需时间短、并发症少、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住院费

用少等优点，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失败率，究其原

因可能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１）患者的输尿管
开口狭窄、患者的输尿管水肿或未找到开口而导致

术者无法置入输尿管镜，最终术者碎石效果欠佳，存

在一定的失败率；（２）术者在对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
进行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时患者的结石上移

入肾内，导致治疗失败；（３）患者输尿管因出血断裂、
穿孔、黏膜下假道等原因存在而导致患者手术失败；

（４）患者输尿管有狭窄、扭曲、畸形等生理扭曲变形
情况，导致术者不能将输尿管镜送达结石部位，最终

治疗失败。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的最大优点在于

其能最大限度的碎石和排出碎石，本组实验中其碎

石率和碎石排出率均为 １００％，显著高于 Ｂ组（Ｐ＜
００５）。笔者认为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成功的关键
要点在于：（１）穿刺部位采用超声定位，准确合理，不
易伤及重要脏器；（２）工作鞘的摆放位置，只有其位
置摆好了，才能利于碎石的排出［１０］。

综上所述，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具有手术

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住院时间短和术后住院费用

低等特点，而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

石具有排石成功率和结石取尽率均很高等特点。因

此，结石较大、停留时间较长的患者最好选择输尿管气

压弹道碎石术治疗，反之，则选用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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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胎盘蛋白１４的相关研究进展

郭彩霞　高红艳　陈继明△　李　沁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３

【摘　要】胎盘蛋白１４（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４，ＰＰ１４）是一组子宫内膜合成的糖蛋白，其表达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调

控，主要作用有免疫抑制、诱导细胞分化、促血管生成以及调节精子与透明带的结合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其在临床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正常妊娠、流产、异位妊娠、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妇科恶性肿瘤等方面。本文就近年对

ＰＰ１４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关键词】ＰＰ１４；妊娠；不孕症；ＩＶＦ－ＥＴ；子宫内膜异位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４

ＧＵＯＣａｉｘｉａ，ＧＡＯＨｏｎｇｙ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ｍｉｎｇ，ＬＩＮＱ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ｒ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Ｓｏｏｃ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１３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４（ＰＰ１４）ｉｓ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Ｐ１４ａｒ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ｏｆＰＰ１４ｉ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ｉｔｐｌａｙｓ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ｎｄｇｙ

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ｅｔｃ．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ｉｌｌｓｕｍｕｐ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ＰＰ１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Ｐ１４；ＩＶＦ－Ｅ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胎盘蛋白１４（ＰＰ１４）是１９８２年 Ｂｏｈｎ等从足月胎
盘分离出的一组糖蛋白，由于其最早在胎盘中提取出

来，习惯称其为 ＰＰ１４。过去认为 ＰＰ１４主要位于胎盘
的滋养叶组织，目前的研究认为ＰＰ１４是由晚分泌期以
及蜕膜化的子宫内膜功能层腺上皮细胞分泌，但目前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胎盘组织能分泌产生这种，故又

将ＰＰ１４蛋白改称为 ｇｌｙｃｏｄｅｌｉｎ。随着对 ＰＰ１４的研究
的不断深入，其在临床上的相关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

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１　ＰＰ１４相关情况的概述

ＰＰ１４作为一种脂质载体蛋白，相对分子量为
２８０００，由１６２个氨基酸组成，糖的含量为 １７５％［１］。

ＰＰ１４可由子宫内膜腺上皮表达，其表达水平与子宫内
膜的变化周期有关，ＰＰ１４在增生期子宫内膜细胞内表
达水平较低，而在分泌期子宫内膜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且在月经前期表达水平达到高峰，随着月经来潮，ＰＰ１４
表达水平逐渐下降，在月经中期排卵前降至最低水平。

由此可见子宫内膜细胞分泌 ＰＰ１４的变化规律与月经
周期是同步的。

ＰＰ１４的分泌与产生受很多因子调节，其中研究最
多的是孕激素。孕激素可使子宫内膜分泌的 ＰＰ１４呈
４～９倍的增加；另一个研究较多的因子是米非司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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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是一种抗孕激素药物，在正常月经周期时给

予可以减少子宫内膜组织分泌 ＰＰ１４以及降低血液循
环中的ＰＰ１４浓度，而在妊娠早期给予米非司酮却不能
降低ＰＰ１４的表达。此外，Ｂｒｏｗｎ等实验表明，ＰＰ１４的
表达还与血清雌激素浓度呈正相关。其它研究发现，

松弛素也可能与ＰＰ１４的分泌相关，松弛素可以在整个
月经周期中刺激ＰＰ１４的分泌。Ｓｔｅｗａｒｔ等（１９９７年）发
现，在黄体期和早孕期松弛素在血清中的变化规律类

似于ＰＰ１４。而 Ｆａｚｌｅａｂａｓ等［２］的研究则表明，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能促进 ＰＰ１４在子宫内膜组织中
的表达。另有研究表明，子宫内膜细胞ＰＰ１４的表达可
能还受到组蛋白的去乙酰化以及乙酰化酶抑制剂曲古

抑菌素Ａ（ＴＳＡ）的影响。
ＰＰ１４的主要生理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１）免疫

抑制作用。ＰＰ１４可以抑制ＩＬ－１和 ＩＬ－２分泌以及
抑制活化的Ｔ细胞表达ＩＬ－２受体，抑制抗ＣＤ３抗体
和植物血凝素诱导的淋巴细胞增生，抑制 ＮＫ细胞的
活性，诱导的 Ｔ细胞凋亡。（２）诱导细胞分化。ＰＰ１４
能促进滋养叶细胞表达 ＨＣＧ［３，４］。ＰＰ１４还可能促进
肿瘤组织的分化。研究表明，对于浆液性卵巢癌，高分

化肿瘤组织中 ＰＰ１４水平要高于低分化组织，且存在
ＰＰ１４阳性表达的肿瘤患者５年生存率高于阴性表达
者，这提示ＰＰ１４与浆液性癌卵巢的分化以及患者的预
后可能密切相关［５］。（３）促进 ＶＥＧＦ的表达及新生血
管的生成。Ｈａｙｅｓ等［６］取 ＨＣＧ反应正常的 ＩＶＦ－ＥＴ
患者的卵丘细胞进行培养，发现重组ＰＰ１４能促进卵丘
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提示ＰＰ１４具有促进
卵泡血管生成的作用。（４）调节精卵结合。Ｏｅｈｎｉｎｇｅｒｓ
等（１９９７年）发现，ＰＰ１４能抑制精子与卵子透明带的
结合，因而认为ＰＰ１４可能具有抗生育的作用。

２　ＰＰ１４与临床

２１　ＰＰ１４与妊娠
２１１　ＰＰ１４和正常妊娠 非孕女子的血清ＰＰ１４

水平较低为１５～４０μｇ／Ｌ，妊娠５周以后，母血清 ＰＰ１４
的水平增高，６～１２孕周其峰值为６００～２２００μｇ／Ｌ，１２
周后 ＰＰ１４开始下降，２４周以后稳定在２００μｇ／Ｌ左右
直至足月。可见在孕妇血清中 ＰＰ１４浓度的变化与
ＨＣＧ相类似。羊水中 ＰＰ１４于 １２～２０孕周达峰值
２３２ｍｇ／Ｌ，较母体血清的水平高，２９～３４周开始ＰＰ１４水
平下降。与其它的胎盘蛋白相比较，羊水内ＰＰ１４的含
量明显增高，这又提示蜕膜组织是ＰＰ１４的来源之一。

２１２　ＰＰ１４和流产　Ｗ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等（１９９８年）
指出血清ＰＰ１４是评价子宫内膜功能的最可靠指标，尤
其可反映腺上皮细胞在胚胎种植和胎盘形成中的作

用。在正常月经周期，相对的低水平的ＰＰ１４明显地与
胚胎着床及妊娠异常相关。正常自然妊娠妇女血清

ＰＰ１４浓度高峰出现在妊娠的前３个月。血清ＰＰ１４浓
度在黄体后期存在习惯性流产倾向的妇女低于正常妊

娠妇女。血清ＰＰ１４浓度＜７μｇ／ｍｌ可以引起自发性流
产。妊娠妇女出现阴道不规则流血，若同时伴有血清

ＰＰ１４水平的下降，较血清 ＰＰ１４浓度正常但合并阴道
不规则流血者发生流产的危险性高出５倍［７］。

２１３　ＰＰ１４和异位妊娠 血清中 ＰＰ１４是评价
子宫内膜功能的可靠指标，ＨＣＧ是滋养细胞的标志，
两者结合起来在临床上可显示出非正常植入的变化。

异位妊娠妇女（ＥＰ）血清ＰＰ１４水平要比正常宫内妊娠
妇女低。近年来，ＥＰ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无论生
育还是未生育的妇女，对手术治疗都有一定的恐惧，而

手术本身也有一定的风险及术后的并发症，希望通过

保守治疗 ＥＰ成为患者和医生的共同愿望。早期 ＥＰ
（即妊娠４～５周）的保守治疗效果好、治愈率高，治疗
后输卵管恢复正常，再育率高，因而关于早期 ＥＰ的诊
断也有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 ＰＰ１４在 ＥＰ诊断中的
作用倍受关注。Ｓｔａｂｉｌｅ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异位妊娠
患者血清ＰＰ１４水平低于正常水平的第５百分位数。
Ｆｏｔｈ［８］等研究结果也与这一结论相吻合。因此，ＰＰ１４
与ＨＣＧ的结合或将有助于ＥＰ的早期诊断。
２２　ＰＰ１４与避孕
研究发现一定水平的 ＰＰ１４可以抑制精子与卵子

的结合，且ＰＰ１４是评价子宫内膜功能的最可靠指标。
而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在胚胎着床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雌、孕激素，多肽激素及前列腺素通过调节转录因

子、细胞因子及蛋白分子（如 ＰＰ１４）的活性，对子宫内
膜容受性的形成造成影响。这些相应的生物活性分子

会随月经周期发生周而复始的改变，它们对内膜容受

性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然而具体作用机理尚不够清

楚，需要更进一步研究阐明。

２３　ＰＰ１４与不孕
２３１　ＰＰ１４与不孕症　ＰＰ１４是分泌期子宫内

膜的产物中含量最多者，人们将它作为衡量子宫内膜

功能的最好的生化指标，可能参与阻止母体对早期胚

胎的免疫反应。在正常无刺激的月经周期中，其相对

的低浓度明显地与胚胎着床与妊娠的异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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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ｅｎｔｚｅｒｉｓ等（１９９４年）研究发现不明原因不孕症患者
的子宫内膜由增生期向分泌期的分化明显滞后于血清

性激素水平的波动，其内膜 ＰＰ１４水平在 ＬＨ高峰后４
天，仍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同期血清ＰＰ１４水平也比对
照组低。还有研究表明，ＰＰ１４具有抑制精子与透明带
结合的作用，在浓度 ＞５０ｕｇ／ｍｌ的 ＰＰ１４中，９５％的精
子会受到抑制。

２３２　ＰＰ１４与子宫内膜容受性 针对不孕妇

女，ＩＶＦ是目前常用技术之一，而促排卵技术又是 ＩＶＦ
的关键步骤之一。它通过刺激卵巢多个卵泡发育，以

获取更多量的卵子，从而提高妊娠率。但是诸如子宫

内膜容受性的不同步及胚胎植入障碍、黄体功能不足

（ＬＰＤ）、空泡综合征（ＥＦＳ）及卵巢肿瘤等问题并没有
完全解决。子宫内膜在月经周期中仅于极短的着床窗

内表现出最大的胚泡种植容受性，此过程受到细胞因

子、蛋白分子的调控。胎盘蛋白能有效抑制母体子宫

内膜自然杀伤（ＮＫ）细胞的活性，从而避免母体子宫内
膜发生排斥胚胎的反应。而相对低浓度的 ＰＰ１４则明
显与异常妊娠有关，这可能是ＰＰ１４通过影响子宫内膜
的容受性对胚胎着床进行调控，抑制了母体的抗胎儿

同种异型抗原的免疫排斥反应。

２３３　ＰＰ１４对 ＩＶＦ－ＥＴ结局的预测　血清
ＰＰ１４能否有较好预测 ＩＶＦ－ＥＴ的结局尚存在不同的
观点。Ｙｄｉｎｇ等（１９９２年）研究发现 ＩＶＦ－ＥＴ患者妊
娠组血清ＰＰ１４浓度低于未妊娠组，说明 ＰＰ１４可能对
ＩＶＦ－ＥＴ患者妊娠结局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以往认
为ＩＶＦ－ＥＴ妊娠者血清ＰＰ１４浓度会低于自然月经周
期妊娠者，但Ｍｉｅｔｔｉｎｅｎ等（１９９４年）的研究认为ＩＶＦ－
ＥＴ妊娠以及冷冻胚胎解冻后移植成功妊娠者的血清
ＰＰ１４浓度，与自然月经周期出现 ＬＨ峰后９～１０ｄ，１４
～１５ｄ，７０～７７ｄ的血清 ＰＰ１４浓度接近。Ｓｕｚｕｋｉ等
（２０００年）检测ＩＶＦ－ＥＴ患者血清ＰＰ１４浓度，发现ＥＴ
后妊娠组孕妇血清 ＰＰ１４浓度升高，在 ＥＴ后第８ｄ，妊
娠组和未妊娠组妇女血清ＰＰ１４浓度出现明显差异，并
且取卵日内膜厚度 ＞７ｍｍ浓度和内膜为均一回声者
的血清ＰＰ１４浓度升高。Ｊｏｈｎｓｏ等（１９９３年）比较自然
妊娠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妇女妊娠前３
个月血清ＰＰ１４的水平。研究发现，自然妊娠的妇女在
妊娠４～１０周时ＰＰ１４水平上升为妊娠前的７～８倍，
而ＩＶＦ－ＥＴ妇女的血清 ＰＰ１４水平上升不明显，由此
推测卵巢促排卵后获得的妊娠可能会改变子宫内膜功

能。ＩＶＦ－ＥＴ单胎妊娠者的血清 ＰＰ１４水平低于双胎

妊娠者，而多胎妊娠者血清ＰＰ１４水平又与双胎妊娠者
相近，这提示双胎妊娠可能使子宫内膜产生ＰＰ１４的能
力达到最大。而经过医源性减胎后，先前多胎妊娠者

的血清ＰＰ１４水平又会低于双胎妊娠者，这提示减胎手
术可能会降低部分子宫内膜分泌 ＰＰ１４的功能。因此
认为，ＰＰ１４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子宫内膜的容
受性，并对ＩＶＦ－ＥＴ结局有一定预测作用。
２４　ＰＰ１４与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ＭＳ）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当前妇产科临床最为关注的

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９］。研

究表明［１０］，ＰＰ１４在 ＥＭＳ患者血清中表达比正常人
明显升高，并且 ＥＭＳ越严重，ＰＰ１４上升越明显［１１，１２］，

ＥＭＳ经孕激素治疗后血清 ＰＰ１４水平会相应下降。
另有相关研究报道［１３］，在位子宫内膜 ＰＰ１４的表达受
到卵巢雌孕激素的影响，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的异位子宫内膜基本不受卵巢雌孕激素周期性变化

的影响。在位子宫内膜 ＰＰ１４的表达在增殖期呈中
度阳性和弱阳性表达，分泌期子宫内膜多数呈强阳

性表达，小部分呈中度阳性或弱阳性表达；而卵巢子

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异位子宫内膜无论是在月经周期

的卵泡期还是黄体期多数均呈强阳性表达。还有研

究认为，早期 ＥＭＳ异位内膜主要向腹腔液中分泌
ＰＰ１４，晚期 ＥＭＳ的异位内膜则主要向血液中分泌
ＰＰ１４。另外，ＰＰ１４可以在异位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
中聚集，引起 ＥＭＳ妇女盆腔局部 ＰＰ１４浓度的升高，
浓度升高程度与 ＥＭＳ盆腔受累范围相关，由此推测
正是盆腔中过高浓度的 ＰＰ１４抑制了精子与卵子的
结合，从而导致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不孕［１４，１５］。

由此，ＰＰ１４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２５　ＰＰ１４与妇科肿瘤
由于 ＰＰ１４具有免疫抑制、诱导细胞分化、促进血

管生成等作用，故推测ＰＰ１４对肿瘤的生长可能具有促
进作用。Ｂａｌｔｅｎｂｅｎｇ等（１９８７年）认为，血清中的 ＰＰｌ４
水平可能是预测某些恶性卵巢肿瘤的一项潜在的有用

指标；但也有人认为ＰＰ１４不是卵巢恶性肿瘤的敏感指
标［１６，１７］。子宫内膜癌、子宫颈鳞癌、子宫颈腺癌和乳

腺肿瘤中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ＰＰ１４［１８］。有研究发现
ｐｐ１４在子宫内膜癌、子宫颈腺癌和子宫颈鳞癌的阳性
率分别为７３％、６０％和５３３３％［１４］，说明它与这些肿

瘤的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因此ＰＰ１４作为一种标记
物，用于上述肿瘤诊断具有潜在价值［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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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其　它
Ｊｕｌｋｕｎｅｎ（１９８６年）研究提示测定血清 ＰＰ１４的水

平可区分有否有排卵出现；Ｂｏｌｔｏｎ等实验表明，子痫前
期患者妊娠晚期 ＰＰ１４水平呈升高趋势。因此推测子
痫前期患者发生特征性病理生理变化可能与 ＰＰ１４在
子宫内膜的异常表达存在一定的关系［２０］。

３　小　　结

综上所述，ＰＰ１４是一种与妊娠的发生、进展密切
相关的糖蛋白，具有免疫抑制、诱导细胞分化、促进血

管生成等作用。ＰＰ１４在正常妊娠的监测、流产预测、
异位妊娠及不孕症诊断、避孕及 ＩＶＦ－ＥＴ结局的评
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及妇科恶性肿瘤预后评估

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ＰＰ１４分子水平的作用机制
以及合成调控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其在疾病发生中的

作用和变化仍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随着研究深入，

可以期待ＰＰ１４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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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生活的影响

毛丽伟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５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生活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
年６月妇科收治的１０７例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Ａ组和Ｂ组，Ａ组患者采用子宫全切术进行
治疗，Ｂ组患者则采用次全切除术进行治疗。采用最新的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和手术后６个月调查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情况。结果：入组时，两组患者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维度得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手术
后６个月，Ｂ组患者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Ａ组患者，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子宫肌
瘤患者子宫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生活的影响较小，应慎重采用子宫全切术。

【关键词】子宫全切；子宫次全切；子宫肌瘤；性生活；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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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子宫平滑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
一，多见于３０～５０岁妇女，严重的影响着女性身心健
康［１，２］。部分患者因病情需要必须接受手术治疗，次全子

宫切除、全子宫切除和扩大子宫切除术是最常见的手术

方式［３，４］。既往研究多针对手术方式间疗效的差异，而关

于子宫的缺失或部分缺失对患者性生活的影响研究报道

所见甚少。为此，本研究笔者采用最新的国际女性性功

能评估量表调查我院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妇科收治
的８０例子宫肌瘤患者，探讨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
子宫肌瘤患者性生活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妇科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
１０７例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患者
均有子宫肌瘤典型的症状和体征；（２）患者经期待疗
法或者药物疗法不能改善患者症状；（３）患者均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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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手术指征；（４）患者无言语交流障碍，能够与医务人
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５）患者愿意配合问卷调
查并独自完成问卷内容的填写；（６）本研究经过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排除标准：（１）患者受文化
程度、听力或者智力等影响而存在言语和沟通障碍；

（２）患者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问卷调查。根据手术方
式不同分为Ａ组和Ｂ组，在Ａ组３９例患者中，年龄在
３３～５１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８７±９６８）岁；病程为１个
月～６年，平均病程为（３８９±１５４）年；在 Ｂ组６８例
患者中，年龄在３５～５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９２１±９２７）
岁；病程为１个月 ～６年，平均病程为（３９３±１５７）
年。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和平均病程方面具有可比

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采用最新的国际女性性功能

评估量表调查患者。在问卷调查前，对参加本研究的

调查员进行培训，并于培训结束后对调查员进行笔试

考试和专家面试考核，调查员在考试考核合格后才允

许其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时间选择在患者

入院时和手术后６个月。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时，使
用统一的指导语，注意调查期间说话的方式和方法，告

知患者本研究仅作科学研究，完全保密，减少因患者的

顾虑而影响资料的真实性。本研究进行调查研究时发

放１０７份问卷，回收１０７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２２ 调查工具和评价方法 国际女性性功能

评估量表［５］包括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性行为

异常症状和射精时间等６大方面。本研究调查包括性
欲、性唤起方面和阴道性交达兴奋比例、性高潮、性心

理、性行为异常症状５大方面内容。该量表各维度分
数愈低，提示患者该维度功能损伤越严重。

１４ 统计学处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采用 ｔ检验和 χ２检
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双侧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入组时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

各维度得分比较

入组时，两组患者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维

度得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６个月国际女性性功能评

估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

手术后６个月，Ｂ组患者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
表各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Ａ组患者，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入组时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珋ｘ±ｓ）

时间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症状

Ａ组 ３９ １３４．３８±２４．３６ １３０．２５±１６．８９ １３６．８３±２６．４８ １３５．６５±１９．４５ １２９．１７±１６．３７

Ｂ组 ６８ １３５．４５±２２．３７ １３１．２８±１７．５１ １３５．５７±２７．４６ １３６．２３±１９．４７ １２７．９８±１８．４７

ｔ值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６个月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珋ｘ±ｓ）

时间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症状

Ａ组 ３９ １０２．５９±２２．５６ １０４．５７±１７．６９ １０５．１２±２２．４５ １０７．６４±１７．４８ １０６．５７±１６．６９

Ｂ组 ６８ １３１．７５±２０．６７ １３３．２８±１８．５１ １３３．５８±２３．７６ １３２．５３±１７．４９ １２７．８８±１７．４９

ｔ值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子宫肌瘤是最常见女性生殖器良性肿瘤之一，患

者多无明显症状，少数患者出现月经过多、盆腔包块、

继发性贫血、压迫症状、不孕和流产等到医院就诊而发

现子宫肌瘤［６，７］。在期待疗法或者药物疗法不能改善

患者症状的情况下手术仍是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如果

患者不符合仅行病灶或肌瘤切除则需要行子宫切除

术［８，９］。由于女性特征性器官子宫特殊的“社会 －性
－心理”地位，所以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切除后精神、心
理状态和性生活质量是学者们和临床医师关注的焦点

问题之一。为此，探究手术方式间治疗效果的差异外，

还要关注手术方式选择对患者精神、心理状态和性生

活质量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 （下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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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观察

冯金辉１　陈丽萍１　支　霜１　王晓峰１　朱雪琼２

１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２５０１２
２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１３

【摘　要】目的：观察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米非司酮１２５ｍｇ／ｄ对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期间到我院就诊的子宫肌瘤患者进行为期６个月的治疗，观察其疗效及随访。结果：米非司酮治疗可有效缩小肌瘤体积，纠
正贫血及改善生活质量。结论：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虽不能完全替代手术治疗，但在临床上可以取得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子宫肌瘤；米非司酮；疗效分析；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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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
ｂｒｏ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Ｆｅｂ．２０１１ｔｏＦｅｂ．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２．５ｍｇ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ｄａｙ
ｆｏｒｕｐｔｏ６ｍｏｎｔｈｓ．Ｗ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ｖｏｌ
ｕｍ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ｎｅｍ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ａｎｎｏｔｔｏｔａｌｌ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ｕｔｅｒ
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ｉｔ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是妇女常见的良性肿瘤病，约３５％的３６
～４９岁的妇女患有此疾病［１］，她们中的一部分还表现

出严重阴道流血症状，导致合并患有不同程度的缺铁

性贫血。子宫肌瘤也是大部分医院子宫切除的适应

症。切除子宫对女性健康及激素水平的影响巨大，不

利于提高患者治愈后的生活质量。于是临床医生尝试

了多种保守治疗子宫肌瘤的药物，包括孕酮、达那唑、

孕三烯酮片、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和孕酮受体

调节剂等。孕酮受体调节剂表现出潜在的疗效，其他

药物则不理想。研究表明使用年限最长的孕酮受体调

节剂（乌利司他和ＰｒｏｅｌＬｅｘ）在子宫肌瘤治疗中都有显
著疗效［２］。于是作为纯度最高的孕激素受体拮抗剂米

非司酮受到了大量临床医生的关注，并不断尝试用米

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为了减轻患者经历外科手术的

痛苦，同时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本院尝试应用米非司

酮治疗子宫肌瘤，收到了良好的结果。为了清晰的呈

现本院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现对本院２０１１
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病例的
临床治疗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期间到我院就诊的子

宫肌瘤患者 ８２例，年龄 ３０～５５岁，平均年龄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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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包括单身和经产妇。均有不规则阴道流血一个

月以上，同时伴有腹痛。在治疗前三个月以上未使

用过激素类药物。经过 Ｂ超、妇科检查后均符合子
宫肌瘤的诊断标准［３］。有单发的和多发的。其中肌

壁间肌瘤患者３９人，浆膜下肌瘤患者１２例，黏膜下
肌瘤患者１０例，多发性肌瘤患者２１例。患者都进行
了病理性刮宫，全部为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过长或

腺囊型增生。患者排除全身脏器疾病，自行要求进

行内科保守治疗。

１．２　治疗方法
使用米非司酮１２５ｍｇ／ｄ［４］，月经第１～３ｄ用药，

每晚睡前服用，持续用药６个月。患者用药前，均由 Ｂ
超医师和妇科医生进行基线检查，包括 Ｂ超测量患者
肌瘤体积（三维径线）、肝肾功能检查、血常规（主要血

红蛋白计数），生活质量量表得分。用药后，每个月进

行肝肾功能、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完成６个月治疗
后，由同一Ｂ超医师和妇科医生进行病情评价。患者
结束用药后，持续随访６个月以上。
１．３　统计方法
数据的分析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版，计量资料使用配对

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视为有
统计学意义。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１）痊愈：症状消失，患者月经正常，围绝经期妇

女顺利闭经，肌瘤消失或者体积缩小≥８０％；（２）有
效：患者症状减轻，月经明显减少，肌瘤体积缩小２０％
～８０％；（３）无效：患者症状持续，月经量基本不变，肌
瘤体积缩小≤２０％。有效率 ＝痊愈率 ＋有效率［１４］。

贫血纠正的评价，血红蛋白计数≥１２０ｇ／ｄｌ［１５］。生活
质量量表得分分数较基线期提高为主观症状改善，不

变或较低则主观症状无改善［８］。

２　结　　果

患者完成６个月的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估。８２个
患者都完成了６个月的治疗疗程。并进入了后期随访
阶段。

２．１　肌瘤的体积变化
患者按要求服药６个月后，进行 Ｂ超检查确定瘤

体的大小。８２例患者，痊愈者 １９例，占总病历数的
２３２％。总有效率为８４２％，共６９名患者治疗有效。
具体分析见表１。

表１　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疗效 例数 占总病例数的百分比

治愈 １９ ２３．２％

有效 ５０ ６１．０％

无效 １３ １５．８％

其中有１３例患者的效果不明显。停药后，有效组
患者随访的结果是，治疗结束后有５名围绝经期患者
（４７～４８岁）停药后未见月经复潮，顺利进入绝经期，
６４名患者在停药后一定时间内恢复了正常月经。４名
在随访过程中，出现子宫增大，选择子宫切除治疗。药

物无效患者组最后只能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大部分

选择了子宫切除。表２中是治疗前后患者肌瘤的平均
体积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得到的关于治疗前后肌瘤体
积平均值差异的统计学分析结果，Ｐ＜００１，可见存在
了显著性差异，肿瘤体积有所减小，通过分析得到，平

均缩小的比例为４８％，说明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可
以有效的缩小肌瘤的体积。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肌瘤体积（ｃｍ３）分析（例）

例数（ｎ） Ｍｅａｎ±ＳＤ ９５％可信区间 Ｐ 治疗后缩小的比例 治愈例数（ｎ） 总有效率

治疗前（０个月） ８２ １０６±９２ ９６～１１６ ＜０．０１ ４８％＃ １９ ８４．２％

治疗后（６个月） ８２ ８１±９０ ７１～９２

　　被试肌瘤的平均体积；＃治疗后肌瘤平均缩小的比例

　　血红蛋白、腹痛和生活质量评分在治疗后也有了
显著性的改善，除治疗无效的患者外，血红蛋白在对药

物敏感的患者中有９４２％的恢复到正常水平，贫血治
愈，通过卡方检验，治疗前后贫血患病率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１＜００５；腹痛的改善率也有８７０％，通过

χ２检验，治疗后腹痛改善有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评
分的平均值在治疗后提升了４０分，通过卡方检验，提
升有统计学意义。可见用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从

临床表现（血红蛋白的浓度和腹痛）到主观感受是对

患者有益的。具体分析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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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患者症状改善情况

治疗前 治疗后 Ｐ

血红蛋白（≥１２．０ｇ／ｄｌ）（例） ０ ６５ ＜０．０１

腹痛减轻（例） ０ ６０ ＜０．０１

生活质量评分（分） ６０ １００ ０．０４

在治疗过程中，虽然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但是患

者全部完成了 ６个月的治疗疗程。常见的不良反应
有：子宫内膜增生，消化系统的不耐受（如恶心、呕吐、

腹泻等），体重增长和潮热（即皮肤升温，每天定时的

满脸通红，感到心跳加快或／和感觉焦虑）。其中消化
系统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约有７０％的病人发生了此不
良反应。不良反应的情况见图１。

图１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柱状图

３　讨　　论

子宫肌瘤包括两种受体：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

体，他们在子宫肌瘤中的含量也比在肌层的含量丰富，

子宫肌瘤中雌孕激素受体的雌二醇含量又比正常子宫

肌瘤组织含量高，所以被认为与子宫肌瘤细胞的增值

有密切关系［５］。由于孕酮受体调节剂在子宫肌瘤治疗

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疗效，所以我们推断米非司酮对子

宫肌瘤会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子宫肌瘤细胞的生长依

赖于类固醇［６］，核分裂在黄体期最活跃［７］。最近也有

大量研究从生物化学、组织学和临床方面提供了证据，

表明孕激素在肌瘤生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米非

司酮作为一种新型的化学合成的甾体类药物，作用机

制主要是竞争性与孕激素受体结合，从而阻断孕激素

的作用［８］，被运用于治疗子宫肌瘤的治疗，可以有效的

减小了肌瘤的体积。本次临床观察也证明了这一观

点。孕激素拮抗剂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还与

孕激素受体的量及基因表达有关［９］。米非司酮还可有

效地纠正贫血，使阴道不规则流血现象消失，大大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米非司酮可以

有效地使围绝经期子宫肌瘤患者提前闭经，使子宫肌

瘤自然萎缩，达到良好的内科治疗效果。

对于未生育或者年纪较轻的患者，米非司酮可以

作为外科手术的替代疗法，缩小肌瘤体积，也可避免手

术对这部分患者的身心伤害。

在国外关于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试验已

经很多，有米非司酮剂量不同对子宫肌瘤的治疗效果

的双盲比较的临床试验［２］，有米非司酮２５～５ｍｇ剂
量作为外科手术前用药的疗效观察试验［９］，也有与其

他治疗方法对比疗效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１０］。大

量的临床试验中米非司酮的使用剂量从５～５０ｍｇ不
等，用于降低子宫肌瘤的体积［１１］。但是最适合的治疗

剂量还需要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不断探讨。

现在国内临床使用米非司酮的剂量多为１０ｍｇ／ｄ
和１２５ｍｇ／ｄ。本院医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集及临床
经验将剂量定为１２５ｍｇ／ｄ，并观察临床疗效及预后。
对本院的８２例病人的治疗疗效分析表明：１２５ｍｇ／ｄ，
持续６个月治疗，有效的减少了肌瘤的体积，改善阴道
不规则流血的症状，停止了阴道流血，进而纠正了缺铁

性贫血。治疗结束后大部分患者恢复了正常月经，患

者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生活质量评分量表等分治

疗前后有显著提高。疼痛的减轻及阴道流血症状的改

善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同时米非司酮药物治

疗的有效性也使患者减少了对疾病的担忧，减轻了精

神压力。治疗过程中，病人最常出现的不良反应是恶

心呕吐等。由于体内激素浓度的变化，也存在体重增

长、内膜增生、潮热等激素相关的不良反应，虽然出现

的病例数较少。米非司酮不良反应与剂量的大小有

关［１２］，１２５ｍｇ的使用剂量也存在了一定程度的不良
反应。但是８２例患者都顺利完成了６个月的临床治
疗，无中断治疗情况，可见１２５ｍｇ剂量的米非司酮的
不良反应是轻微且可以耐受的。结果中提到患者的预

后较好，随访半年只有４例子宫增大需要行外科手术
治疗，其余都顺利复潮，部分围绝经期患者顺利进入绝

经期。

我院使用的６个月治疗时间是否是最适当的，继
续用药是否会有更好的临床效果，还需要后续的临床

资料来证明。半年随访期也较短，更长时间的随访观

察还需要继续进行。长期以来药物治疗都存在普遍的

停药后反复的情况，虽然本组临床观察的病例得到了

（下转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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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疗效分析

喻晓琴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２３６０

【摘　要】目的：研究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月我院接诊的１５２例子宫肌瘤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７６例患
者。实验组采用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进行手术，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进行治疗。结果：治

疗后，发现实验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排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实验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６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０３％），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结论：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开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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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
严重影响女性健康。目前，临床常采用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剔除术对患者进行手术，效果良好［１］。创伤小，术

中出血量少，明显优于传统的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２］。

我院对７６例子宫肌瘤患者采用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
除术进行手术，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接诊的１５２例患者经各项检查显示，均为子宫肌

瘤患者。其中，实验组７６例，年龄３２～５８岁，平均年
龄为（４３２±３４）岁；子宫肌瘤个数为３～６个，平均为
（３１±１４）个；子宫肌瘤的直径测定为３～８ｃｍ，平均
为（５６±１７）ｃｍ。对照组７６例，年龄３３～６０岁，平
均年龄为（４３５±３３）岁；子宫肌瘤个数为２～６个，平
均为（３２±１４）个；子宫肌瘤的直径测定为３～９ｃｍ，
平均为（５７±１５）ｃｍ。两组患者的年龄和病情状况
等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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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　法
实验组患者采用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

进行手术。具体操作为：（１）对患者进行全麻，患者采
取膀胱截石位；（２）于肚脐正中行纵切口，并置入腹腔
镜，进行常规观察；（３）于患者左右麦氏点位置插入两
个尺寸为０５ｃｍ的 Ｔｒｏｃａｒ，对患者子宫肌瘤的状况进
行观察（大小、位置以及个数）；（４）采用６Ｕ单位的垂
体后叶素对患者进行局部注射稀释，并用单极电钩与

患者子宫前或后壁作一纵形切口，对瘤体进行剔除，将

其置于子宫直肠窝处，待处理；（５）对瘤腔进行缝合，
并于切口表面涂抹生物蛋白胶，以防止粘连；（６）取出
瘤体，对腹腔进行常规的防感染冲洗。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进

行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后，对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排气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进行记录分析，并对患者出现的并发

症进行比较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来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当 Ｐ＜
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效果分析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术中出血量、手

术所用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进行了

比较分析，发现实验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排气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的比较分析

组别 病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ｈ）
排气时间

（ｈ）
住院时间

（ｄ）

实验组 ７６ ４５．１±４３．３ １．３±０．６ １３．１±４．１ ５．３±１．５

对照组 ７６ ７１．１±４４．１ ２．４±０．５ ４５．２±４．３ ７．７±１．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情况的比较分析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

行比较分析，发现实验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６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０３％），两组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情况的比较分析

组别 病例数 腹痛 尿频 切口感染 总发生率

实验组 ７６ ０ ５ ０ ６．６％

对照组 ７６ ６ ９ ８ ３０．３％

３　讨　　论

目前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如果没有及时

治疗可导致女性不孕、流产、尿频、排尿障碍等危害，是

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对于子宫肌瘤患者的治疗，应综

合考虑患者年龄、生育需求、分娩方式等多种因素［３］。

目前，临床采用的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可显著减

少患者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并发症，是临床首选的手术方

案［４，５］。但是，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实

际病情状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才能达到最好的治

疗效果［６］。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使用，显著降低

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患者术中出血量，也降低了患者术

后并发症，其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开腹手术［７－９］。

本研究显示，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明显

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排气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对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实验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明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进行治

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

总之，采用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临床效

果良好，可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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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与卵巢癌 Ｓｋｏｖ３细胞放疗敏感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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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以ｓｈＲＮＡ干扰ＣＨＫ１在卵巢癌Ｓｋｏｖ３细胞中的表达，观察其２Ｇｙ照射后细胞凋亡情况。方
法：采用ｓｈＲＮＡ技术沉默Ｓｋｏｖ３细胞中ＣＨＫ１的表达，用流式细胞仪观察细胞凋亡率。结果：Ｘ射线照射后４ｈｒ和２８ｈｒ，
转染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的Ｓｋｏｖ３细胞的凋亡百分数为２１５３％±２５１％、１５３０％±２５７％，显著高于单纯转染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
６１７组（Ｐ＜００５），显著高于转染ｓｈＮ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的Ｓｋｏｖ３细胞照射组（Ｐ＜００１），显著高于Ｃｏｎｔｒｏｌ组、ｓｈＮＣ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组（Ｐ＜０００１）。结论：沉默Ｓｋｏｖ３细胞中ＣＨＫ１的表达，可以明显提高卵巢癌细胞对Ｘ射线照射的凋亡敏感性。

【关键词】ＣＨＫ１；卵巢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

ＬＩＡＯＱ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Ｄａ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Ｎ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ａｑｉｎｇ１６３４５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２Ｇｙ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Ｋ１．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ｕｓｅｓｈＲＮＡｖｅｃｔｏｒｔｏｓｉ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Ｋ１ｉｎ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
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４ｈｒａｎｄ２８ｈｒＸ－ｒａ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ｈｅ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ａｒｅ２１５３％±２５１％ ａｎｄ１５３０±２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ｓｈＮ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ｈＮ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Ｋ１ｉｎ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Ｘ
ｒａｙ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１；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细胞周期检测点是保证细胞的遗传物质正确复制并
被精确传到下一代的调控机制。检查点激酶１（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１，ＣＨＫ１）是细胞周期重要检测点激酶［１］。目

前研究提示ＣＨＫ１的高表达与肿瘤的耐药、不良预后有
关。本课题将针对ＣＨＫ１基因６１７位点的ｓｈＲＮＡ表达载
体导入Ｓｋｏｖ３细胞，观察辐射后对Ｓｋｏｖ３细胞凋亡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人卵巢癌细胞株Ｓｋｏｖ３细胞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ｐＧＰＵ６／ＧＦＰ／Ｎｅｏ购自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
限公司；ＢｂｓⅠ、ＢａｍＨⅠ、ＰｓｔⅠ、Ｔ４ＤＮＡｌｉｇａｓｅ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ＴＭ２０００购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ＨＫ１
的引物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ＣＯ２培养箱选
用日本三洋公司１ＷＣＤ－１７５Ｓａｎｙｏ；恒温水浴箱选用
北京长安科学仪器厂 ＳＢＨＷ２－１；深部 Ｘ射线治疗机
选用飞利浦公司；ＦＡＣＳｃａｎ流式细胞仪选用美国 ＢＤ
公司。

１２　细胞培养
用含１０％小牛血清、１００Ｕ／ｍｌ青霉素、１００μｇ／ｍｌ

链霉素的ＤＭＥＭ培养基培养，置于３７℃、５％ＣＯ２培养
箱中培养卵巢癌Ｓｋｏｖ３细胞。
１３　载体构建和筛选
根据人 ＣＨＫ１基因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选择 Ｃ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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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用ｓｈＲＮＡ设计软件，选择 ＣＨＫ１干扰 ＲＮＡ的靶
点，设 计 ｓｈＲＮＡ。同 时 选 取 无 关 序 列 ＧＴＴＣＴＣ
ＣＧＡＡＣＧＴＧＴＣＡＣＧＴ构建对照载体 ｓｈＮＣ。取 ｐＧＰＵ６／
ＧＦＰ／Ｎｅｏ载体２μｇ，通过ＢｂｓⅠ和 ＢａｍＨⅠ酶切后测序
鉴定并用脂质体介导转染 ｓｈＲＮＡ载体。应用 ＲＴ－
ＰＣＲ和免疫组化筛选出有效的ｓｈＲＮＡ表达载体ＣＨＫ１
ｓｈＲＮＡ－６１７。
１４　照射条件及流式检测
转染ｓｈＲＮＡ后２０ｈ，用 ＰＢＳ洗细胞，加２ｍｌＰＢＳ后

采用飞利浦Ｘ线治疗机对Ｓｋｏｖ３细胞进行照射。照射
电压为２００ｋＶ，电流为１０ｍＡ，总照射量为２Ｇｙ，剂量率
０２８７Ｇｙ／ｍｉｎ。照射后更换新鲜的培养基，继续培养
４ｈ或２８ｈ（转染后２４ｈ或４８ｈ）收集细胞，ＰＢＳ洗３次，每
次离心８００ｒｐｍ，５ｍｉｎ；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染色１０ｍｉｎ，ＰＢＳ洗３
次。应用ＢＤ公司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细胞凋亡。
１５　分　组
选不予任何处理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作为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转

染ｓｈＮＣ的Ｓｋｏｖ３细胞不予任何处理作为ｓｈＮＣ组；Ｓｋ
ｏｖ３细胞经 Ｘ线照射的作为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组；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
－６１７转染 Ｓｋｏｖ３细胞作为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组；将
转染ｓｈＮＣ的Ｓｋｏｖ３细胞给予Ｘ线照射作为ｓｈＮＣ＋ｒａ
ｄｉａｔｉｏｎ组；将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转染 Ｓｋｏｖ３细胞经 Ｘ
线照射的作为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组。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４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平均值±标准差

（珋ｘ±ｓ）的比较采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Ｘ射线照射后４ｈｒ，转染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的Ｓｋ
ｏｖ３细胞的凋亡百分数为２１５３％ ±２５１％，显著高于
单纯转染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组（ｔ＝４３９６５，Ｐ＝
０００１３＜００１），显著高于转染ｓｈＮ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的Ｓｋ
ｏｖ３细胞照射组（ｔ＝４８３６８，Ｐ＝００００７＜００１），显著
高于Ｃｏｎｔｒｏｌ组、ｓｈＮＣ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组（ｔ＝２０５５４０，ｔ＝
８７５４１，ｔ＝１８２９８１，Ｐ＜０００１）。Ｘ射线照射后２８ｈｒ
转染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的凋亡百分数
为１５３０％ ±２５７％，显著高于单纯转染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
－６１７组（ｔ＝２８６７０，Ｐ＝００１６８＜００５），明显高于转
染ｓｈＮ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照射组（ｔ＝３８１８６，
Ｐ＝０００３４），显著高于Ｃｏｎｔｒｏｌ组、ｓｈＮＣ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组
（ｔ＝１３９５４４，ｔ＝７５８８８，ｔ＝１３５４０１，Ｐ＜０００１）。见
表１。

表１ Ｘ射线照射对转染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

凋亡的影响（珔ｘ±ｓ）％

ｈｒｇｒｏｕｐ ｎ
Ｓｋｏｖ３－４ｈｒ

ｍｅａｎ±ＳＤ

Ｓｋｏｖ３－２８ｈｒ

ｍｅａｎ±Ｓ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６ ０．４２±０．１７ ０．５９±０．２５

ｓｈＮＣ ６ ８．２５±２．７４ ５．２３±１．９９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６ ２．１８±０．６４ ０．９７±０．３４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 ６ １３．５２±３．６９ １０．９２±２．７２

ｓｈＮ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６ １１．３９±４．４８ ９．８５±２．３７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６ ２１．５３±２．５１ １５．３０±２．５７

３　讨　　论

人类ＣＨＫ１基因位于染色体１１ｑ２４，编码４７６个氨
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是丝氨酸／苏氨酸蛋白质激酶，在
ＤＮＡ损伤引起的细胞周期检测点调节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ＣＨＫ１由ＳＱ／ＴＱ区、Ｎ端激酶区域、一个可
变连接区和 Ｃ端抑制性区域构成。ＳＱ／ＴＱ区有保守
的丝氨酸－谷氨酰胺或是苏氨酸 －谷氨酰胺序列，当
ＤＮＡ损伤后，该位置被共济失调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突
变基因（ａｔａｘｉａｔｅｌａｎｇｉｅｃｔａｓｉａｍｕｔ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ＡＴＭ）和运动
失调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突变基因 ＡＴＭ相关基因
（Ａｔａｘｉａ－ｔｅｌａｎｇｉｅｃ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Ｒａｄ－３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ＴＲ）磷酸
化从而激活ＣＨＫ１。研究发现Ｎ端激酶区域有与促凋
亡因子同源的氨基酸残基序列，可通过自身磷酸化修

饰来达到促进凋亡的作用。Ｃ端抑制性区域目前体外
研究发现可以抑制ＣＨＫ１活性。

当ＤＮＡ遭受紫外线、电离辐射、病毒、化学物等因
素影响后导致 ＤＮＡ损伤，从而激活 ＣＨＫ１，致使细胞
阻滞在 Ｓ期、Ｇ２／Ｍ期检测点［２］，使受损的 ＤＮＡ得以
及时修复，从而维持基因组的完整性。ＣＨＫ１是 Ｓ期
检查点所必需的，当 ＤＮＡ合成受抑制时，被磷酸化激
活的ＣＨＫ１可以使阻断的复制晚期起始点重新激活，
并确保已阻滞的复制叉完整。同时，ＣＨＫ１在Ｇ２期阻
滞中扮演关键角色，对 Ｇ２期检测点的调节主要通过
ＡＴＲ－ＣＨＫ１－ＣＤＣ２５Ｃ［３］路径实现的。当 ＤＮＡ复制
阻滞，解旋酶还在继续解链，这样就形成单链 ＤＮＡ－
复制蛋白 Ａ复合体。该复合体可通过 ＡＴＲ的相互作
用蛋白来募集ＡＴＲ，同时募集和激活下游复合物将其
结合到拖延复制叉处。拓扑异构酶Ⅱ结合蛋白１结合
Ｒａｄ９－１－１激活 ＡＴＲ，活化的 ＡＴＲ再使 Ｒａｄ１７和
Ｒａｄ９－１－１磷酸化，将信号进一步传递到下游。

ＣＨＫ１在肿瘤细胞 ＤＮＡ损伤应答系统中起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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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导调节作用，不但可调节肿瘤细胞的周期检测

点［４］，还可以参与肿瘤细胞 ＤＮＡ修复、转录和凋亡
等［５］。因此，ＣＨＫ１成为消除Ｇ２期阻滞的靶分子。我
们研究发现Ｘ射线照射后４ｈｒ和２８ｈｒ，转染ＣＨＫ１ｓｈＲ
ＮＡ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的凋亡百分数显著高于单纯转染
ＣＨＫ１ｓｈＲＮＡ－６１７组（Ｐ＜００５），显著高于转染ｓｈＮ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的 Ｓｋｏｖ３细胞照射组（Ｐ＜００１），显著高于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ｓｈＮＣ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组（Ｐ＜０００１）。通过我们
研究，采用 ＲＮＡ干扰技术来抑制卵巢癌 Ｓｋｏｖ３细胞的
细胞周期检查点ＣＨＫ１蛋白表达，可以消除放射线引起
ＤＮＡ损伤后诱导的Ｇ２期阻滞，可增强肿瘤细胞对射线
治疗的敏感性，这为卵巢癌放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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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６页）
　　本研究对比我院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妇科
收治的１０７例行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
患者性生活，结果发现：入组时，两组患者国际女性性

功能评估量表各维度得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手术后６个月，Ｂ组患者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各
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 Ａ组患者，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人们对子宫有
着特殊的“情结”，子宫全切后她们会出现焦虑、紧张、

恐惧的情绪，加上去除宫颈后阴道解剖结构的改变，更

加重了焦虑、紧张、恐惧的情绪。虽然术后患者可以和

正常人一样开始工作、学习，但子宫的缺失对自身生理

的不完整耿耿于怀，从而影响了患者术后的性生活。

而次全子宫切除的患者因其保留宫颈，阴道解剖结构

的相对完整，对患者手术后的性生活影响不大。可见，

我们在对子宫肌瘤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不仅仅要

关注治疗的效果，还要关注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生活

质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交流

和沟通，让患者清晰了解自己手术后婚姻质量下降的

关键影响因素，正确面对疾病，让患者的配偶了解并参

与手术方式的选择，并鼓励患者家属尤其是丈夫在情

感上支持、关爱患者，促进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和婚姻质

量的恢复和性生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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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的诊断

及治疗特点分析

马　军

河北钢铁集团宣化钢铁公司职工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泌尿系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的诊断及治疗特点。方法：收集我院从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６

年３月间入院治疗的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３５例。平均年龄３９±１５（２５～５５）岁，病程平均时间为１３±０６（１～

４）年。按照病变部位分型分为：输尿管左侧１８例，右侧１７例。临床上以腰腹部不适为发病特点，影像学检查肾盂分离

２５±０２（２０～４５）ｃｍ，输尿管中上段扩张１３±０１（１０～２０）ｃｒｎ。１５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结果显示均为

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为患者服用１７α－乙炔睾丸酮２００ｍｇ，２次／ｄ，疗程为半年～１年。结果：３５例患者均得到

完整随访，随访年限平均为３８±０９（１～５）年，其中３３例患者治疗效果良好，未见复发。２例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

者于术后２年出现复发，进行内置输尿管支架管后给予口服１７α－乙炔睾丸酮及注射戈舍瑞林治疗，治疗４个月后治疗

成功。结论：输卵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由于前期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术前确诊困难，需术后进行病理确诊。在治疗上采取

手术效果显著，术后进行药物配合可减低和预防复发的机率。

【关键词】泌尿系统；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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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ｓ．１８ｏｆ３５ｏｆ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ａｎｄ１７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ｗａｉｓｔ

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ｐｅｌｖｉ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２５±０２（２０～４５）ｃｍａｎｄ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１３±０１

（１０～２０）ｃｍ．Ａ１ｌ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ｇｏｓｅｒｅｌｉｎ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０．５－１ｙｅａ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ｆｏｒ３８±０９（１－５）ｙｅａｒｓ．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２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ｓｔｅｎｔ，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ｇｏｓｅｒｅｌ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ｕｅｔｏ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Ｓｕｒｇｅｒｙ

　　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临床较为罕见的疾 病，由于其在临床上特异性的症状较少，很难进行早期

诊治。但子宫内膜异位症侵袭性较强，治疗后极易复

发率高，这就对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我院从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３月间入院治疗的输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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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３５例，进行了完整的随访观
察，现将病例总结回顾报道如下。

１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从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３月间入院治

疗的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３５例，其中左侧１８
例，右侧１７例。年龄２５～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９±１５）
岁；病程为１～４年，平均时间为（１３±０６）年。发病
时临床表现多以腰腹部不适为主（详见表１）。尿常规
检查共１９例患者未见异常，镜下发现血尿患者３例。
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肾盂分离２５±０２（２０
～４５）ｃｍ，输尿管中上段扩张１３±０１（１０～２０）
ｃｍ，其中５例患者显示输尿管下段占位伴重度肾积
水、肾皮质菲薄，进一步 ＥＣＴ检查 ＧＦＲ６ｍｌ／ｒｎｉｎ。为
患者行ＩＶＵ检查发现３５例患者中３３例患者存在不同
程度的肾积水，另外２例患者患肾１ｈ内未见显影。行
ＣＴ学检查示输尿管下段狭窄５例，输尿管盆腔段狭窄
３０例。行逆行造影检查示输尿管狭窄２９例，输尿管
下段狭窄４例，２例插管出现失败。

表１　３５例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主要临床表现

临床主要表现 例数 百分比（％）

腰腹部不适 １６ ４５．７％

没有症状或表现为痛经 １０ ２８．６％

肉眼或镜下血尿 ４ １１．４％

排尿困难 ３ ８．６％

高血压 １ ２．９％

下肢水肿 １ ２．９％

１．２　方　法
１８例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在术前未明确

诊断，详细告知患者病情及手术目的，为患者签订手术

同意术后行手术治疗。其中４例患者行肾输尿管全长
切除术，１５例患者行输尿管病变切除输尿管膀胱吻合
术、１６例患者行输尿管端端吻合术。术后送病理检
验，确诊疾病。

２　结　　果

经病理确诊，３５例患者均为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
症。术中镜下观察见输尿管的黏膜及肌壁间腺体增

生，腺体内衬为子宫内膜样细胞，出现囊状扩张和破

裂，破裂的黏液渗透到周围的间质中。术后为患者服

用１７α－乙炔睾丸酮２００ｍｇ，２次／ｄ，疗程为半年 ～１
年，３５例患者均得到完整随访，随访年限平均为３８±
０９（１～５）年，其中３３例患者治疗效果良好，未见复
发。２例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于术后２年出现
复发，进行内置输尿管支架管后给予口服１７α－乙炔
睾丸酮及注射戈舍瑞林治疗，４个月后症状得到解决
治疗成功。

３　讨　　论

３１　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
子宫内膜异位症具有侵袭力强的特点，一般临床

上对侵犯膀胱的病例比较多见，而输尿管子宫内膜异

位症仅占总体的１５％左右［１］。对于输尿管子宫内膜

异位症的治疗上，早期的诊治是治疗的关键，但由于其

早期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因此对诊疗工作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据文献报道，临床上对输尿管子宫内膜

异位症的诊断时间从症状出现至确诊平均达到了４年
以上［２］，而对于一些出现突出体征的患者进行检查发

现，其中约有１／４以上的患者出现了肾功能的损伤。
在本组研究中，没有临床症状或变现为痛经的患者为

２８６％，４５７％的患者仅出现腰腹部不适，１８例患者
未能在术前明确诊断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占到

５１４％。５例症状明显的患者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显示输尿管下段占位伴重度肾积水、肾皮质菲薄，进一

步ＥＣＴ检查ＧＦＲ减低为６ｍｌ／ｒｎｉｎ，充分证明了该疾
病早期诊断的难度。因此我们认为，根据输尿管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对一些高发的病变部位及具

有高危险因素的患者应高度的警惕，如有卵巢异位症

病史的患者等。在为患者进行检查时，创伤、重复性及

价格都是考虑的关键。彩色多普勒超声由于无创，可

重复性强又有经济的价格，因此在临床上常常将其作

为首选的辅助检查。但对于一些输尿管尿路梗阻严重

的患者还需进行其他检查如 ＣＴ、ＭＲＩ、ＩＶＰ等，本组研
究中采取彩色多普勒超声、ＩＶＵ及ＣＴ在术前的检测和
术中对比均达到了１００％的吻合度。
３２ 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

临床上对于输尿管内膜异位症的主要治疗方式为

手术治疗，药物保守治疗在临床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尤

其是对于出现输尿管及尿路梗阻的患者，手术是唯一

的治疗手段。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日趋完善，该术式在

治疗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上被广泛使用，但对于输尿

管－膀胱移植术，开腹手术仍是首选的方法。文献上
（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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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与药物保守治疗对异位妊娠的临床疗效比较

闫学花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１００

【摘　要】目的：研究腹腔镜手术与药物保守治疗对异位妊娠的临床疗效，并将两者进行比较。方法：选取我院自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收治的确诊为异位妊娠的患者７２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６

例。试验组患者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药物保守治疗。测定并进行分析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不具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治愈率８５５６％远大于对照组的治愈率

４４４４％（Ｐ＜００５）。对比两组的远期疗效，观察组宫内妊娠成功率 ７５％高于对照组宫内妊娠成功率 ３０５６％（Ｐ＜

００５），观察组盆腔炎发生率８３３％低于对照组盆腔炎发生率５０％（Ｐ＜００５）。结论：药物保守治疗可用于异位妊娠的

临床治疗，但疗效与腹腔镜手术比较后发现腹腔镜手术治疗完全性好，跟进调查远期疗效也较好，所以腹腔镜手术应作

为异位妊娠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

【关键词】腹腔镜手术；药物保守治疗；异位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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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ｇｅｒｙ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ｃｕｒｉｎｇ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因受精卵在正常附着位外的部位错误的着床、发
育而引起的生殖系统的疾病称为异位妊娠［１］。此病可

给子宫及输卵管带来一系列病理改变，治疗不及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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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再次受孕的困难甚至威胁生命，因此及时有效的

治疗对异位妊娠患者尤为重要。腹腔镜手术是一种现

代新型的治疗方式，而药物保守治疗则相对传统，现为

探讨并比较两者对治疗异位妊娠疗效，我院特做此次

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

期间７２例异位妊娠的患者分为两组，经临床观察、血
ＨＣＧ水平测定、超声检查和血浆孕激素的检查，符合许华
《异位妊娠的诊治进展》中关于异位妊娠的诊断标准，排

除黄体破裂、宫内妊娠先兆流产和功能性子宫出血等患

者。对照组３６例，年龄２５～４２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６４
±０９）岁，其中输卵管妊娠１７例；观察组３６例，年龄２３～
４１岁之间，平均年龄（２７±０，４）岁。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药物保守治疗，给药方案为甲氨蝶呤

１ｍｇ／ｋｇ，隔日进行肌肉注射。观察组采用腹腔镜手术
治疗，在静脉复合麻醉和置入 ＣＯ２气腹的配合下进
行，于脐下作小切口植入腹腔镜，在左、右骼前上棘连

线的中外１／３交点分别作穿刺进行治疗［２］。记录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并进行跟进调查，判断疗

效，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异位妊娠的疗效标准分为，治愈：治疗后两周所有

症状体征检测正常；显效：治疗后２周血清 ＨＣＧ和 Ｂ
超检测包块明显下降，腹痛、阴道流血都显著减少；有

效：治疗后１４ｄ血清ＨＣＧ大于１５％且小于５０％，Ｂ超
显示包块缩小大于等于１／３且小于２／３，有腹痛，阴道
流血；无效：出现剧烈疼痛或输卵管破裂症状，进行进

一步治疗［３］。总有效为治愈、显效和有效之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总有效率相差 １１１１％，χ２＝

１９３，Ｐ＞００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患者的治
愈率相差４１１２％，χ２＝１００１，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效果比较［例数（％）］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３６１６（４４．４４）１０（２７．７８）６（１６．６７） ４（１１．１１）３２（８８．８９）

观察组 ３６２９（８５．５６）４（１１．１１） ３（８．３３） ０（０） ３５（９７．２２）

２２　两组远期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再次妊娠时宫内妊娠成功率相差

４４４４％，盆腔炎的发病率相差 ４１６７％，Ｐ＜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远期疗效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再次异位妊娠 宫内妊娠成功 盆腔炎

对照组 ３６ ８（２２．２２） １１（３０．５６） １８（５０％）

观察组 ３６ ４（１１．１１） ２７（７５％） ３（８．３３）

χ２ － １．６０ １４．２７ １５．１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异位妊娠（ＥＰ）是由于输卵管病变、功能不良，宫
内节育器放置、受精卵游走等造成的受精卵异位着床

生长的腹部常见急性病［４］。异位妊娠大部分为宫外

孕，因此又称其为宫外孕，但两者并不相等，ＥＰ除宫外
孕还包括子宫肌壁间、宫颈处等子宫体腔以外部位的

妊娠。异位妊娠大部分是宫外孕中的输卵管妊娠，随

妊娠的发展，输卵管管壁变薄、管腔缩小，进一步演变

可出现输卵管妊娠流产、输卵管妊娠破裂甚至继发性

腹腔妊娠［５］。异位妊娠的治疗可分为手术治疗和药物

治疗，药物保守治疗以甲氨蝶呤最为受推荐使用。近

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 Ｌｉｐｓ
ｃｏｍｂ、Ｐｏｔｔｅｒ、Ｂａｍｈａｒｔ等［６］分别进行实验室研究，现已

可总结出以下结论：（１）甲氨蝶呤在治疗异位妊娠方
面有效；（２）肌肉注射甲氨蝶呤较口服效果更好、副作
用更少；（３）单剂量给药产生副作用较少，多剂量给药
则疗效好，因此以具体情况确定给药方案［７］。手术治

疗是异位妊娠的主要治疗方式，但传统的开腹手术对

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大，１９７３年腹腔镜手术首次用于异
位妊娠治疗就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好评［８］。腹腔镜

手术即医生在患者腹部不同处开３个以毫米计大小的
创口，在开口处分别插入腹腔镜的镜头和手术器械，镜

头进入腹腔后通过摄像技术将拍摄到的腹腔内图像呈

现在专用显示器上，医生通过显示器多角度的观察患

者腹腔内部，配合精密的手术设备进行的手术［９］。腹

腔镜手术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效果基本相同甚至更好，

（下转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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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临床特征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研究

周秀梅　池鸿斐　陈丽玮　金秀花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２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ＶＣ）的临床特征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方法：对１１２０例ＶＶＣ患者进
行临床特征分析，阴道分泌物标本采集、真菌培养及体外药敏实验。结果：单纯型 ＶＶＣ占 ３６７９％，重度 ＶＶＣ占
３７７７％，ＲＶＶＣ占１４３８％，非白假丝酵母菌ＶＶＣ占１１０７％。重度ＶＶＣ的特征最为严重（Ｐ均＝００００），以白假丝酵母
菌最多见（Ｐ＝００００）。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依次为制霉菌素、克霉唑、氟康唑、伊曲康唑、益康唑、咪康唑及酮康唑，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白假丝酵母菌是 ＶＶＣ主要的病原体，复杂型 ＶＶＣ临床较为常见且临床特征较单纯型
ＶＶＣ严重。白假丝酵母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仍有较高敏感性，制霉菌素、克霉唑抗真菌敏感性较高，可以供临床治疗选
用。

【关键词】假丝酵母菌；外阴阴道；抗真菌药；微生物敏感性实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ＶＣａｎｄ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ｄｒｕｇｓ

ＺＨＯＵＸｉｕｍｅｉ，ＣＨＩＨｏｎｇｆｅｉ，ＣＨＥＮＬｉｗｅｉ，ＪＩＮＸｉｕ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Ｒｕｉａｎ，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
（ＶＶ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１１２０ＶＶ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ｆｕｎ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ｐｅｆｏｒｍ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ｉｍｐｌｅＶＶ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３６７９％ ｏｆａｌｌ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ｓｅｖｅｒｅＶＶ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３７７７％，ＲＶＶ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１４３８％ 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
１１０７％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ＶＶＣ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００００）．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ｐａｒｔ．（Ｐ＝００００）．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ｎ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ｌｏｔｒｉｍａｚｏｌｅ，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ｉｔｒ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ｏｎ
ａｚｏｌｅ，ｍ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ｔｏｋｅｔ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ｉｓａｍａｊｏ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ｏｆＶ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ＶＣ，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ｓｍｏ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ｔｈａｎｓｉｍｐｌｅＶＶ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ｈａｓ
ｈｉｇｈ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ｎ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ｌｏｔｒｉｍａｚｏｌｅ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ｇｒａｍｓｉｓａｌｓｏｏｆ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Ｖｕｌｖａｖａｇｉｎａ；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
ＶＶＣ）是由假丝酵母菌（亦称念珠菌）引起的常见外阴
阴道炎症，分为单纯型和复杂型 ＶＶＣ［１］。白假丝酵母
菌是主要的致病菌，而有研究显示非白假丝酵母菌

ＶＶＣ的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２］，加之近２０年的抗真
菌药物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出现了耐药现象，增加了

ＶＶＣ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难度。本研究通过对１１２０例
ＶＶＣ患者临床特征分析及菌株分离和药敏实验，为临
床治疗ＶＶＣ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门诊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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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０例非妊娠期ＶＶＣ患者，年龄１７～５７岁，平均年龄
（２８４７±３７２）岁。
１２　研究方法
要求所有患者３ｄ内无阴道冲洗、放药和性生活

史。采用灭菌棉拭子采集阴道侧壁分泌物，置于

０９％ＮａＣｌ溶液试管内。以１０％ＫＯＨ湿片法采用显
微镜观察标本。所有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标本进行

真菌培养，并随机选择２１０株对白假丝酵母菌菌株进
行体外抗真菌药敏实验，均根据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３　判断标准
ＶＶＣ：外阴瘙痒、灼痛、黏膜充血、白带增多；阴道

分泌物镜检、假丝酵母菌培养阳性。根据 Ｓｏｂｅｌ［３］分
类，对外阴瘙痒、灼痛、黏膜充血、白带增多等症状进行

评分，分为０～３分，评分越高越重，总分 ＜７分者为轻
度；≥７分为重度。根据临床症状及病原菌分为单纯
型ＶＶＣ及复杂型ＶＶＣ，包括重度 ＶＶＣ、复发性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ＲＶＶＣ）、非白假丝酵母菌 ＶＶＣ。药
敏实验：氟康唑、克霉唑、益康唑、咪康唑、酮康唑，敏感

（Ｓ）为抑菌圈直径≥２０ｍｍ；中介（Ｉ）为直径 １２～
１９ｍｍ；耐药（Ｒ）为直径≤１１ｍｍ。制霉菌素、伊曲康
唑，Ｓ为直径≥１５ｍｍ，Ｉ为直径１０～１４ｍｍ，Ｒ为无抑菌
圈。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多组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Ｋ－Ｗ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ＶＶＣ患者临床特征
本组１１２０例 ＶＶＣ患者，单纯型 ＶＶＣ为 ４１２例

（３６７９％），重度ＶＶＣ为４２３例（３７７７％），ＲＶＶＣ为
１６１例（１４３８％），非白假丝酵母菌 ＶＶＣ为 １２４例
（１１０７％），各类型ＶＶＣ各临床特征评分及总分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００），重度 ＶＶＣ的特征
最为严重。见表１。

表１　ＶＶＣ患者临床特征评分比较（例）

特征
单纯型ＶＶＣ

（ｎ＝４１２）

重度ＶＶＣ

（ｎ＝４２３）

ＲＶＶＣ

（ｎ＝１６１）

非白假丝酵母菌ＶＶＣ

（ｎ＝１２４）

（Ｋ－Ｗ）

χ２
Ｐ

外阴瘙痒

　０分 ２１ ２ ９ １７ ２６４．６５８ ０．０００
　１分 １４２ １７ ５９ ６４
　２分 ２４０ ３２１ ６８ ４０
　３分 ９ ８３ ２５ ３
灼痛

　０分 １７３ １０６ ６１ ５０ ６７．４５３ ０．０００
　１分 ２２１ ２５７ ８５ ６７
　２分 １７ ４６ １２ ６
　３分 １ １４ ３ １
黏膜充血

　０分 ２１５ ２５ １７ ３９ ４３６．８７６ ０．０００
　１分 １６５ ８５ ４８ ５９
　２分 ３０ １３８ ４９ １９
　３分 ２ １７５ ４７ ７
白带增多

　０分 ２５ ２ ８ １８ ３２４．７８５ ０．０００
　１分 １７３ ２１ ３２ ５３
　２分 １６４ １７９ ６５ ３４
　３分 ５０ ２２１ ５６ １９
总分

　０分 １１ ０ ４ ５ ６３８．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１～３分 ８２ ０ ２７ ２９
　４～６分 ３１９ １１ ４３ ５２
　７～８分 ０ ３０３ ６３ ３０
　９～分 ０ １０９ ２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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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真菌培养菌株类别
本组１１２０例 ＶＶＣ患者，共分离假丝酵母菌１１５３

株，其中３３例同时感染２种假丝酵母菌。白假丝酵母
菌 １０３５株 （８９７７％），光 滑 假 丝 酵 母 菌 ８９株
（７７２％），近平滑假丝酵母菌１２株（１０４％），热带假
丝酵母菌 １１例（０９５％），克柔假丝酵母菌 ３例
（０２６％），无名假丝酵母菌３例（０２６％）。各种类假
丝酵母菌构成比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８９７４３，Ｐ＝００００），以白假丝酵母菌最多。

２３　抗真菌药物敏感性
２１０株白假丝酵母菌，对７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依次为制霉菌素、克霉唑、氟康唑、伊曲康唑、益康唑、

咪康唑及酮康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２ ２１０株白假丝酵母菌的抗真菌药物敏感性

药物 Ｓ Ｉ Ｒ

氟康唑 １９３（９１．９０） １５（７．１５） ２（０．９５）

克霉唑 ２０６（９８．１０） ４（１．９０） ０

益康唑 １６８（８０．００） ４０（１９．０５） ２（０．９５）

咪康唑 １４２（６７．６２） ５７（２７．１４） １１（５．２４）

酮康唑 １１２（５３．３３） ９８（４６．６７） ０

制霉菌素 ２１０（１００） ０ ０

伊曲康唑 １７８（８４．７６） ３２（１５．２４） ０

χ２ １２．７４９ １６．７３４ ７．５６８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女性生殖道寄生着多种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

其具有较强的自洁功能和防御能力，病原体无法致病，

但由于经期、抵抗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等因素，生殖

道防御屏障被破坏，条件致病菌则得以侵犯机体发生

感染。其中白假丝酵母菌所致ＶＶＣ约占９０％以上，是
最主要的假丝酵母菌，而光滑假丝酵母菌则是ＶＶＣ患
者中最常见的非白假丝酵母菌［４－６］。本研究显示，白

假丝酵母菌占 １１２０例 ＶＶＣ患者 １１５３株菌株的
８９７７％，仍然是最主要致病菌，非白假丝酵母菌则是
光滑假丝酵母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

菌、克柔假丝酵母菌，以光滑假丝酵母菌较多见，与文

献报道结果一致。

假丝酵母菌所致 ＶＶＣ具有外阴瘙痒、灼痛、黏膜
充血、白带增多等临床特点，并依据不同程度的症状分

型。本研究重度 ＶＶＣ占 ３７７７％，单纯型 ＶＶＣ占
３６７９％，ＲＶＶＣ占１４３８％，非白假丝酵母菌 ＶＶＣ占
１１０７％，复杂型 ＶＶＣ较单纯型 ＶＶＣ多，说明临床
ＶＶＣ患者可能由于延误治疗、反复用药、体质及病情
变化可能使病情加重，反复不愈。范红燕等［７］认为，复

发性ＶＶＣ可能存在复合细菌性阴道病或解脲支原体
的情况，从而加剧病情的发展和治愈的难度，极易导致

病情反复。

本研究比较不同类型ＶＶＣ进行各临床特征评分，
结果显示，各类型ＶＶＣ各临床特征评分及总分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以重度ＶＶＣ的特征最显著。各临床
特征评分主要为２～３分，总分≥７分；单纯型 ＶＶＣ的
症状较轻，各临床特征评分主要为０～１分，总分 ＜７
分；ＲＶＶＣ和非白假丝酵母菌 ＶＶＣ则均存在不同程度
临床特征，ＲＶＶＣ较重。说明白假丝酵母菌所致单纯
型ＶＶＣ是临床常见 ＶＶＣ类型且症状体征较轻，非白
假丝酵母菌所致ＶＶＣ临床特征则可能较之严重，而重
型及复发性ＶＶＣ临床特征更明显。因此，单纯型ＶＶＣ
临床就诊率可能较其他类型低，从而延误治疗导致疾

病进展。

较多研究报道阴道假丝酵母菌对唑类药物的敏

感性［４－６］，而对制霉菌素类的药敏研究较少。针对白

假丝酵母菌仍是 ＶＶＣ主要的病原体，本研究对随机
抽取的２１０株白假丝酵母菌进行体外抗菌药物敏感
性实验，包括６种唑类抗菌药和制霉菌素，结果显示
２１０株白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益康唑及咪康唑存在
轻度耐药，说明耐药仍较罕见，对制霉菌素的敏感性

达１００％，克霉唑敏感性为９８１０％，均有较高的敏感
性，其次为氟康唑、伊曲康唑、益康唑、咪康唑及酮康

唑，与既往多项研究存在差异［４，５］，但与近年研究结

果相似［８，９］，考虑可能与长期唑类药物的广泛使用抗

真菌的敏感性降低有关。提示在日后的研究中制菌

霉素对假丝酵母菌的治疗效果应受到重视，并应根

据药敏实验选择敏感性高的抗真菌药物，避免由于

抗真菌效果差而降低治愈率或反复发作，增加耐药

的可能。

综上所述，白假丝酵母菌是 ＶＶＣ主要的病原体，
复杂型ＶＶＣ临床较为常见且临床特征较单纯型 ＶＶＣ
严重，单纯型ＶＶＣ可能由于症状不明显而延误治疗使
病情加重。白假丝酵母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仍有较高

敏感性，耐药仍罕见，但对制霉菌素的敏感性最高，可

以作为临床用药的指导，提高抗真菌疗效，降低复发

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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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尚不能

完全替代手术治疗。但显著的治疗效果已经可以降低

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切除的比例。总而言之，低剂量的

米非司酮持续６个月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肿瘤体积和
阴道流血现象，并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更大

样本的临床观察还需要进行，用以评估疗效的保持时

间和长时间的注射是否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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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ＢａｉｌｅｙＰＬ，ＥｇａｎＴＤ，Ｓｔａｎｌｅｙ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ｏｐｉｏｉｄａｎｅｓ
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ｎ：ＭｉｌｌｅｒＲＤ，ｅｄ．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１：２７３－３７６．

［４］　ＺｅｎｇＣ，ＧｕＭ，ＨｕａｎｇＨ．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ａｗｉｔｈ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
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ｏｒ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ｌｉｎ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９８（３３）：４９０－２４９．

［５］　李艳文．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观察．中国实用
医药，２０１２，２６（７）：１５８～１５９．

［６］　ＳｏｕｌｅｓＭＲ，ＭｃＣａｒｔｙＫＳＪｒ．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ｓ：ｓｔｅｒｏｉ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Ａｍ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２（１４３）：６－１１．
［７］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Ｋ，ＦｕｊｉｉＳ，ＫｏｎｉｓｈｉＩ，ＮａｎｂｕＹ，ＮｏｎｏｇａｋｉＨ，

ＭｏｒｉＴ．Ｍｉｔｏ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９（１６０）：６３７－
４１．

［８］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Ｓ，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Ｓ．Ａｓｔｕｄ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ＲＵ－４８６）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
ｔａｕｔｅｒｉ．ＮｉｇｅｒＭｅｄＪ，２０１１（５２）：１５０－２．

［９］　周丽蓉，俞瑾，孙梅，等．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
床疗效及机理探讨．上海医学，１９９８，２１（６）：３１６－
３１９．

［１０］　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ＥｓｔｅｖｅＪＬ，ＲｉｖｅｒóｎＡＭ，Ｃ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Ｍｉｆｅ
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２．５ｍｇｖｅｒｓｕｓ５ｍｇｄａｉ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ｉｏ
ｍｙｏｍａ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Ｊ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４）：７５
－８４．

［１１］　ＭａｌａｒｔｉｃＣ，ＭｏｒｅｌＯ，Ａｌｌｅｒｍ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ｍｉｆｅｐｒｉｓ
ｔｏ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Ｆｅｒ
ｔｉｌ，２００８（３６）：６６８－７４．

［１２］　ＥｎｇｍａｎＭ，ｇｒａｎｂｅｒｇ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Ｒ，ｅｔａｌ．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
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ａｉｌ．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０９（２４）：
１８７０－１８７９．

［１３］　陈刚，蒋秋丽．不同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腺肌病的疗
效比较研究．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１６（１１）：１６７７－１６７８．

［１４］　张建海，徐海．射频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
观察．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１，２７０（０９）：７３．

［１５］　陈昭日，陈相英，戴淼，等．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并
发贫血的效果观察．潍坊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２）：９７
－９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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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冯明月（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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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电刺激联合中药灌肠治疗女性慢性盆腔疼痛的临床研究

冯明月　王中洁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广西 钦州 ５３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电刺激联合中药灌肠治疗女性慢性盆腔疼痛的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就

诊于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的慢性盆腔疼痛女性患者９０例，分为三个组，每组３０例。Ａ组：给予单纯中药

灌肠治疗；Ｂ组：给予单纯电刺激治疗；Ｃ组：进行电刺激联合中药灌肠治疗。通过观察对比三组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

３个月的疼痛评分及临床症状体征等指标判断疗效。结果：三组治疗后疼痛评分均降低，Ｃ组治疗后疼痛评分显著低于

Ａ、Ｂ两组，疗效显著高于Ａ、Ｂ两组。结论：电刺激联合中药灌肠可显著缓解女性慢性盆腔疼痛的症状，是一种安全、疗效

较好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慢性盆腔疼痛；电刺激；中药；保留灌肠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ｅｍａ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ｍ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

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ｙｕｅ，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ｊｉｅ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Ｑｉｎｚｈ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ｘｉ５３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ｅ

ｍａ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０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３

ｇｒｏｕｐｓ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３０ｃａｓｅｓ．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ｅｍａｏｎｌｙ．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Ｇｒｏｕｐ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ｅｍａ．Ｐａｉｎ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ａｉｎ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ｓ

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ｅｍａ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ｎｅｍａ

　　慢性盆腔疼痛（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ＣＰＰ）是一种妇
科常见症状［１］，疼痛定位于盆腔，但可以起源于盆腔内

或盆腔外的器官及周围组织。慢性盆腔疼痛通常指持

续达到或超过６个月的非周期性盆腔疼痛，影响机体
功能或导致衰弱［２］。患者往往合并有腰骶部疼痛、痛

经、性交痛以及排便疼痛等躯体症状，甚至产生抑郁症

的表现，严重影响妇女生活质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渴望找到真正导致其疼

痛的原因并希望得到安全而有效的治疗。广西钦州市

妇幼保健院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对９０例慢性
盆腔疼痛女性患者进行电刺激联合中药灌肠治疗，收

到很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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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在 ２０１１年 ６月 ～
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妇科符合慢性盆腔疼痛表现的、临床
病例资料完整的门诊患者共９０例（排除妊娠、急性感
染及恶性肿瘤），随机分为三组。其中 Ａ组３０例，平
均年龄（３５９０±１０７４）岁；疼痛评分（ＶＡＳ）平均值
（６３３±１８８）；其中慢性盆腔炎１５例，子宫内膜异位
症８例，盆腔瘀血综合症７例；病程平均值（１８９８±

３４６）月。Ｂ组３０例，平均年龄（３３８７±１０６８）岁；疼
痛评分（ＶＡＳ）平均值（５９３±１９５）；其中慢性盆腔炎
１３例，子宫内膜异位症９例，盆腔瘀血综合症８例；病
程平均值（１３０４±２３８）月。Ｃ组 ３０例，平均年龄
（３５２７±７８６）岁；疼痛评分（ＶＡＳ）平均值（６１３±
１８５）；其中慢性盆腔炎１４例，子宫内膜异位症８例，
盆腔瘀血综合症８例；病程平均值（１６９３±３０９）月。
三组患者年龄、病程、疼痛评分、病情轻重程度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前
三组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病程（月） ＶＡＳ评分（分）
临床类型（例）

盆腔炎 内异症 盆腔瘀血

Ａ组 ３５．９０±１０．７４ １８．９８±３．４６ ６．３３±１．８８ １５ ８ ７

Ｂ组 ３３．８７±１０．６８ １３．０４±２．３８ ５．９３±１．９５ １３ ９ ８

Ｃ组 ３５．２７±７．８６ １６．９３±３．０９ ６．１３±１．８５ １４ ８ ８

　　１２ 疼痛评分（ＶＡＳ）
ＶＡＳ疼痛评分标准（０～１０分）。０分：无痛；３分

以下：有轻微的疼痛，能忍受；４～６分：患者疼痛并影
响睡眠，尚能忍受；７～１０分：患者有渐强烈的疼痛，疼
痛难忍，影响食欲，影响睡眠［３］。

１３　慢性盆腔疼痛的诊断标准
１３１ 西医标准［４］　①慢性盆腔炎引起的盆腔

疼痛：反复下腹痛、伴腰骶部疼痛，可伴发热及（或）血

白细胞升高。白带多呈脓性，妇科检查附件区增厚或

扪及包块，压痛，子宫活动常受限，Ｂ超可提示盆腔积
液或（和）结缔组织粘连图像。②子宫内膜异位症引
起的慢性盆腔疼痛：可表现为反复下腹疼痛、性交痛，

或进行性痛经。可结合腹腔镜检查、超声检查及血清

ＣＡ１２５检测等明确诊断。③盆腔瘀血引起的慢性盆腔
疼痛：表现为下腹坠痛、腰骶胀痛、性交痛，可伴月经量

增多，白带增多，妇检未见阳性体征，可依靠盆腔造影、

盆腔彩超或手术明确盆腔静脉迂曲、增粗或成团。

１３２ 中医辨证［５］　①湿热蕴结：下腹疼痛，腰
骶酸疼，带下量多，色黄或黄白。可伴低热，口干苦。

尿黄，便结或溏而不爽。舌黯红有瘀点或瘀斑，苔多黄

腻，脉弦数。②湿瘀互结：下腹隐痛坠胀，腰骶酸痛，带
下稍多，色白质稀。疲乏，纳呆便溏。舌黯淡，有瘀点

或瘀斑，苔白腻，脉缓涩。③寒湿凝滞：小腹冷痛畏寒，
腰骶酸痛，带下量多，白色稀状，形寒肢冷，面色清白，

舌淡且有齿痕，苔白腻，脉沉紧细滑。④气虚血瘀：下

腹绵绵作痛，腰骶酸痛，带下量多，色白。可伴乏力疲

倦，面色白。食少纳差，或有盆腔炎性包块。舌淡苔薄

白，脉细弦。

１４　方　法
Ａ组：给予中药方：皂角刺８ｇ、木通９ｇ、乳香９ｇ、红

藤３０ｇ、败酱草３０ｇ、蒲公英３０ｇ、三棱９ｇ、莪术９ｇ、苏木
９ｇ、赤芍９ｇ、桃仁８ｇ、红花８ｇ、山银花１５ｇ、黄芩１５ｇ、黄
柏１５ｇ、黄连１５ｇ。水煎１００ｍｌ，保留灌肠。方法：患者
排空肠道后，将肛管插入直肠内２０～２５ｃｍ左右；将温
度３９～４０℃左右的药液缓慢滴入，灌肠后患者最好能
平卧２０ｍｉｎ。１次／ｄ，１０ｄ１疗程，１个月后行第２个疗
程，连续治疗２疗程。

Ｂ组：用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低频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
（广州杉山公司）行下腹部电刺激治疗，具体方法：用

阴道探头及下腹部痛点局部电极片止痛。治疗电流频

率１０Ｈｚ，脉宽为２００μｓ，时间２０ｍｉｎ，１次／ｄ，１０ｄ１疗
程，１个月后行第２个疗程，连续治疗２疗程。

Ｃ组：在电刺激治疗同时中药保留灌肠，具体治疗
药物、电刺激治疗参数、方法和疗程同 Ａ、Ｂ组。避开
月经期治疗。

１５ 观察方法

治疗结束后及治疗后３个月分别对三组患者进行
评估：包括疼痛评分〔采用疼痛评分表（ＶＡＳ）〕、妇科
检查、Ｂ超检查等，对比治疗前后的改变，并监测治疗
过程是否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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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２检查，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评估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Ｂ超及妇检正常，疼
痛感基本消失，ＶＡＳ评分减少１００％。显效：临床症状
及体征消失，Ｂ超及妇检正常，疼痛明显由重转轻，
ＶＡＳ评分减少≥６０％。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减轻，病
变范围缩小，子宫活动度正常，疼痛有所缓解，ＶＡＳ评
分减少＜６０％。无效：临床症状未见改善，妇检及Ｂ超
检查治疗前后无变化，疼痛无改善，ＶＡＳ评分减少为０。
２２ 评估结果

对三组患者治疗后及追踪３个月临床总疗效比
较，Ａ与Ｂ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与Ａ、
Ｂ两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治疗
前后的疼痛评分（ＶＡＳ）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治
疗后的疼痛评分比较，Ａ与Ｂ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组与 Ａ、Ｂ两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３。

表２ 三组治疗有效率的比较（例）

组别
有效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χ２ Ｐ

Ａ组 ２ １０ ８ １０ ６６．７％ ７．４２ ０．０２４

Ｂ组 ３ ８ ７ １２ ６０％

Ｃ组 ５ ９ １３ ３ ９０％ ＃

　　Ｐ＝０５９２ＶＳＢ组；＃Ｐ＜００５ＶＳＡ、Ｂ组

表３ 三组治疗前后的Ｖ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ＶＡＳ

治疗后

ＶＡＳ

治疗后

３个月ＶＡＳ

Ａ组 ３０ ６．３３±１．８８ ４．３７±２．６６ ５．７３±２．１０

Ｂ组 ３０ ５．９３±１．９５ ４．２０±２．７１ ５．０７±２．０３

Ｃ组 ３０ ６．１３±１．８５ ２．７７±１．９４ ３．１７±１．８２

组间 Ｆ＝４．４３　Ｐ＝０．０１５

不同时点 Ｆ＝１１８．２４　Ｐ＜０．００１

组间不同时点 Ｆ＝１２．４９　Ｐ＜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慢性盆腔疼痛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疑难杂症之一，

其病因比较复杂［１，６］。医学研究表明［７］导致慢性盆腔

疼痛较多的为妇科疾病，比如慢性盆腔炎性疾病、子宫

内膜异位症、盆腔瘀血综合症等，其病理改变主要是由

于慢性炎症或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浸润导致盆腔纤维结

缔组织增生，局部组织增厚粘连甚至挛缩，从而压迫神

经纤维［５］。盆底肌肌张力过高、痉挛常可导致盆腔疼

痛。低频率电流可刺激内啡肽分泌，从而起到止痛作

用。而且电刺激可使痉挛的盆底肌放松从而缓解盆腔

疼痛症状。低频率的电刺激可改善盆腔局部组织的微

循环，改善其供氧和代谢，促进炎症产物的吸收和消

散，利于组织再生，加速细胞修复，从而松解盆腔周围

粘连，缓解疼痛症状。由于促进了盆腔局部血液循环，

此时配合中药直肠注入，更有利于药物渗入盆腔病变

组织及吸收，增强盆腔药物浓度，直接作用于炎症组

织［８］，从而增强治疗效果。中医认为［９］：女性慢性盆

腔疼痛病机多为虚实夹杂，即血虚、肾虚与血瘀、热毒

余邪同时发病。治疗以行气活血、清热解毒、祛瘀止痛

为主。本药方由１６味中药组成，其中皂角刺活血软坚
散结，红藤清热解毒、消肿，败酱草清热解毒、消痈排

脓、祛瘀止痛，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赤芍清热凉

血、活血祛瘀，三棱、莪术破血逐瘀、行气止痛，黄芩、黄

柏、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

热，乳香活血行气、止痛，蒲公英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诸药合用，共奏活血祛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消炎镇

痛之功。女性盆腔器官静脉分布丛密、血运丰富，血管

交错成网、血流缓慢，直肠黏膜与盆腔器官相毗邻，且

管壁薄，药物吸收快。采用直肠给药，保留灌肠，药液

直接渗入盆腔病变部位，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

消散、病灶吸收和病变部位的修复及软化，调整机体免

疫力，使脏腑达到平衡，使疗效和生物利用度得到提

高［１２］。而且通过直肠给药可避免首过效应，既避免了

口服药物对胃、十二指肠黏膜的刺激，又减少消化酶、

胃酸对药物的破坏作用［１０，１２］。因此，通过用本药方进

行保留灌肠治疗女性慢性盆腔疼痛是种有效、副作用

少的治疗方法。由于慢性盆腔疼痛的患者免疫球蛋白

降低，因此免疫功能下降，而且疼痛可引起皮质激素水

平增高，抑制机体抗体反应，进一步促使机体免疫功能

下降，导致患者反复感染，疼痛持续难以缓解。故单一

的治疗方法虽然在短期有一定的疗效，但远期疗效欠

佳。本研究表明单纯中药保留灌肠及单纯电刺激治疗

慢性盆腔疼痛有一定疗效，但追踪３个月后疗效明显
减弱。而采用电刺激联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安全、无

副反应，疗效更显著、更持久，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４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

参考文献

［１］　苏丽艳．腹腔镜在慢性盆腔痛诊治中的应用（附８６例报
告）．中国生育健康杂志，２０１０，２１（４）：２３０－２３１．

［２］　吴玉莲，迟杰骏，迪丽拜尔，等．慢性盆腔疼痛的临床治疗
观察．中国疼痛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１１）：６５５－６５６．

［３］　左玉增，姜仕华，徐利华．中国医院诊疗技术标准规范
与医院工作政策法规大全．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７００－７０１．

［４］　杨冬梓．疑难妇产科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３６８－３８６．

［５］　李宁．超声药物电导结合中药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疼痛
疗效评价．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２，３１（８）：５９１－５９３．

［６］　孔改霞．慢性盆腔疼痛的病因和治疗分析．当代医学，

２０１０，１６（２２）：８９－９０
［７］　郑玉玲．慢性盆腔疼痛病因学研究进展．医学信息，

２０１１（７）：３１７２－３１７３．
［８］　李天容，余薇，李天真，等．魏绍斌教授治疗妇科慢性盆腔

疼痛病症经验介绍．新中医，２０１１，４３（２）：１７１－１７３．
［９］　张远梅．中医治疗妇科慢性盆腔疼痛症临床分析．当代

医学，２０１１，１７（３１）：１４６－１４７．
［１０］　赖臖，廖正根，杨明福，等．生物利用度的研究进展．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１８）：２２６．
［１１］　纪世健．妇科灌肠液的制备及临床应用．中成药，

２００６，２８（８）：１２４７．
［１２］　陈小新，原素，龙超峰，等．妇炎康灌肠剂中芍药苷在

家兔体内药代动力学．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
（１２）：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上接第３６页）
对手术的疗效及复发情况报道不一［３－７］，在我们本组

研究中，共３５例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其中４例患者行
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１５例患者行输尿管病变切除输
尿管膀胱吻合术、１６例患者行输尿管端端吻合术，术
后为患者服用１７α－乙炔睾丸酮２００ｍｇ，２次／ｄ，疗程
为半年～１年，随访年限平均为３８±０９（１～５）年，其
中３３例患者治疗效果良好，未见复发。２例输尿管子
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于术后２年出现复发，进行内置输
尿管支架管后给予口服１７α－乙炔睾丸酮及注射戈舍
瑞林治疗，４个月后症状得到解决治疗成功。因此我
们认为，无论选择何种术式，术后均需选择合适的药物

辅助，既可增加手术的疗效，又可避免术后病变的再次

复发。

３３　妇产科与泌尿科治疗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
症的联合治疗

临床上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妇产科和泌尿外科

医生在诊断和治疗上都存在着差异。泌尿外科医师在

诊断中的经验不如妇产科的医师，但是在手术操作及

术后处理上较妇产科医师更具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对

于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治中需要妇产科和泌尿外

科医师联合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患者争取到

最佳的治疗时机及最优的治疗效果［８－１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输卵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由于

前期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术前确诊困难，需术后进行

病理确诊，但对于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须提高警惕。

在治疗上采取手术效果显著，术后进行药物配合可减

低和预防复发的机率，妇产科及泌尿外科医师联合可

增加诊疗的效果。随着研究样本量的增加，随着我国

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诊疗工作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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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临床观察

张海敏１　张海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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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临床疗效进行研究分析。方法：以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进行孕期检查患有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７３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疗组３６例，采用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联合中药熏洗外阴的方法进行治疗，对照组３７例，采用２％小苏打水冲洗

外阴道后联合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进行治疗，比较分析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及复发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９１６％，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２９％，而复发率为３０３％，明显少于对照组２５９％（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前外阴瘙痒、灼

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肿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外阴瘙痒、灼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
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外阴瘙痒及白带增多的发生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西药物联合局部用药治疗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有效率

高，复发率低，临床症状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妊娠期；假丝酵母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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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是一种常见的妇科阴道炎
症，妊娠妇女由于体内激素环境的变化，阴道糖原合成

增加，ＰＨ值降低，使该病的患病率明显增加［１］。治疗

上由于妊娠期妇女药物选择上的局限性，治疗上相对

困难，且较难以根治，容易复发。本研究采用中药熏洗

联合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治疗妊娠期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患者，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 ６月在我院进行孕期

检查患有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７３例孕妇为研究
对象，临床表现为外阴瘙痒，白带增多，呈现豆腐渣

样，实验室检查白带常规示假丝酵母菌阳性。随机

分成治疗组３６例，年龄平均为（２６７±５２）岁，孕周
平均为（２１５±１０５）周；对照组３７例，年龄平均为
（２６９±６１）岁，孕周平均为（２２６±９８）周。两组
患者排除治疗前一个月应用过抗生素类药物及阴道

冲洗治疗，排除患有其它感染性疾病，排除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等其他系统疾病病史。两组患者年龄、孕

周及临床症状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诊断依据是根据《妇产科学》关于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的诊断标准［２］，症状：外阴瘙痒、灼

痛、性交痛及尿痛，白带稠厚，呈现凝乳状或豆腐渣

样；妇科检查：外阴部皮肤水肿，严重者可见皮肤皲

裂，小阴唇内侧部位或阴道黏膜处可见白色物质附

着；实验室检查０９％氯化钠溶液湿片法可见芽生孢
子和假菌丝生长。

１２ 方　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指导，如勤换内裤，用过的内

裤、毛巾等采用开水烫洗等。治疗组以中药苦参、丹

皮、蛇床子、黄柏、白藓皮及土茯苓各１６ｇ，通过煎煮成
３０００ｍｌ水，熏洗外阴部３～５ｍｉｎ，洗后阴道后穹窿部塞
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一粒；对照组采用每晚

２％小苏打水冲洗外阴部，并坐浴３～５ｍｉｎ，阴道后穹
窿部塞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一粒，６ｄ为１个
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２个疗程停药１周后复诊并随访其疗效，停
药１个月后随访复发情况。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症状体征均消失，实验室检查假丝酵母菌阴

性；显效：外阴红肿及瘙痒等临床表现明显好转，实验

室检查假丝酵母菌阴性；有效：症状和体征部分好转，

实验室检查假丝酵母菌阳性；无效：症状和体征无好

转，假丝酵母菌阳性。总有效＝痊愈＋显效，复发为治
愈及显效患者再次出现治疗前的症状。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作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１６％，明显高于对照组
７２９％，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３５６３５，Ｐ
＝００３６８）；治疗组复发率为３０３％，明显少于对照组
２５９％，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９００９，Ｐ＝
００２６８）。见表１。

表１　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总有效 无效

治疗组 ３６ ３０ ３（８．３） １（２．８） １（２．８）３３（９１．６）１／３３（３．０３）

对照组 ３７ ２３４（１０．８） ２（５．４） ８（２１．６）２７（７２．９）７／２７（２５．９）

２２ 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恢复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外阴瘙痒、灼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

肿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治疗后的外阴瘙痒、灼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肿的发

生率明显低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外阴瘙痒及白带增多的发生率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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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恢复情况比较［ｎ（％）］

　组别 外阴瘙痒 外阴烧灼痛 白带增多 外阴红肿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３（９１．６） １１（３０．６） ２９（８０．６） ２８（７７．８）

　治疗后 ３（８．３）＃＊ ０＃ ２（５．６）＃＊ ２（５．６）＃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２（８６．４） １２（３２．４） ３１（８３．７） ２５（６７．６）

　治疗后 １０（２７．０）＃ ２（５．４）＃ ９（２４．３）＃ ７（１８．９）＃

　　注：＃与同组治疗前（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是由假丝酵母菌引起的，

假丝酵母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妇女妊娠后由于体

内激素环境的变化，导致阴道上皮细胞内糖原合成

增加，经过阴道乳酸杆菌的进一步作用，使阴道酸性

增加，妊娠后孕妇易于发生糖耐量异常，导致糖代谢

异常，导致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发生［３］。另外

妊娠后由于体内激素及细胞因子的影响，机体局部

免疫反应减弱，也诱发了假丝酵母菌病的发生。有

学者调查显示妊娠期孕妇该病的发病率约为１５％，
是非孕期发病率的２倍［４］。

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可引起逆行感

染，造成子宫内膜炎，使胎膜早破的发生率增加，引起

羊膜内感染［５－７］，造成不良的妊娠结局如流产、死胎、

早产、低体重儿出生等。另外通过垂直传播给新生儿，

导致新生儿发生鹅口疮，皮肤病，脑膜炎及呼吸窘迫综

合征等［８］。

由于多数口服抗真菌药有胚胎、胎儿毒性，导致

了临床用药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局部用药的

方式治疗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硝呋太尔

是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中主要成分，具有

有效的杀灭真菌的作用［９］；制霉菌素具有广谱抗真

菌的作用，对假丝酵母菌的抗菌活性最高。硝呋太

尔与制霉菌素结合起到疗效相加的作用。中医认为

外阴瘙痒及灼痛、白带增多为湿热下注症状，治疗原

则为清除热气、泻下火气，达到解毒目的。本研究所

用熏洗药如蛇床子、黄柏及土茯苓等具有清热燥湿

的作用，因此用该药方煎水熏洗外阴部，有利于药物

渗透并促进血液循环，可杀灭阴道深部阴道假丝酵

母菌，与西药联合应用有利于增加疗效，缓解症状，

控制复发率。因此本研究采用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

道软胶囊局部放药联合中药熏洗的方法治疗妊娠期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结果表明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９１６％，明显高于对照组 ７２９％，而复发率为
３０３％，明显少于对照组 ２５９％（Ｐ＜００５）。两组
治疗前外阴瘙痒、灼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肿的发生

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
外阴瘙痒、灼痛、白带增多及外阴红肿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组治疗后外阴瘙痒及白带增多的发生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总之，中西药物联合用药有效率高，复发率低，临

床症状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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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对妊娠糖尿病患者母婴结局的影响

彭利平１　赵　纯２

１三门县中医医院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１００
２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１１６６

【摘　要】目的：探讨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对妊娠糖尿病患者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２０１０年９
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产科收治的１０６例患者分为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常规护理组患者在给予常规护理模式指导
下的护理干预措施，而护理干预组患者则加用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比较两组患者母婴结局。结果：护理干预组患者剖宫

产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羊水过多、孕期感染发生率、巨大胎儿、新生儿窒息、围生儿死亡发生率、性欲

和性高潮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新生儿转ＮＩＣＵ治疗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能够提高自然分娩率，充分享受自然分娩带来的好处，改善母婴预后。

【关键词】助产士；营养指导；妊娠糖尿病；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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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ｉｋ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ｃｕｔ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ａｍｎｉｏｓ，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ｓｐｈｙｘｉａ，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ｃｈｉｌｄｄｅａｔ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ｌｉｂｉｄｏ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ＣＵ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ｉｄｗｉｖｅ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ｈｅｌｐｍｏｔｈ
ｅｒｓｔｏｆｕｌｌｙ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ｄｗｉｖｅ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加，人
们对医疗服务提出的要求明显增加。妊娠糖尿病作为

妊娠期最常见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母婴结局［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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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如何改善该人群的健康状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本研究笔者采用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对

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产科收治的１０６例
患者进行干预，现将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产科收治
的１０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条件：（１）患者孕期
确诊为妊娠糖尿病；（２）患者为初产妇；（３）患者年龄
均＜４０岁；（３）患者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患者能够与主
管医师和护理人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４）患者
具有完全行为能力；（５）患者明确本研究的目的和意
义，愿意配合主管医师和护理人员的安排，接受助产士

孕期营养指导。排除标准：（１）患者孕前已确诊为糖
尿病；（２）患者受文化程度、听力或者智力等影响导致
患者无法与主管医师和护理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３）患者不愿意配合主管医师和护理人员的安排，不
愿意接受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４）患者患有重症精
神疾病，无完全行为能力。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

上述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常规护理组和护

理干预组。在５３例常规护理组中，平均年龄为（２６６４
±７５３）岁；而在５３例护理干预组患者中，平均年龄为
（２６５８±７６６）岁。两组患者在年龄和孕次具有可比
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干预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在给予常规护理模式指导下的护

理干预措施，而护理干预组患者则加用助产士孕期营

养指导，具体步骤如下：（１）采用膳食调查表调查患者
营养摄取情况：采用２４ｈ回顾法调查护理干预组患者
的膳食，全面的了解食物数量、食物品种、饮食餐次，并

进行详细的记录，计算护理干预组患者一天中各种营

养成分的摄取量；（２）评估患者营养状况：使用由雅培
公司提供的软件对膳食调查表进行计算，计算出每一

食物的营养成分，算出孕妇一天摄入各种营养素的总

摄取量，并与孕妇标准摄取量（标准摄取量按照身体质

量指数计算）比较和分析；（３）营养指导：已经获得国
家公共营养师资格证的高年资助产士根据孕妇营养评

估结果、参考孕期标准营养素摄取量和孕期膳食指南

（２００７）对护理干预组患者进行饮食营养计划指导。
同时，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经济条件和饮食习惯

来调整患者的饮食，给出合理的食谱，并督促患者切实

落实；（４）定期营养指导：助产士告知护理干预组患者

在首次饮食指导后３～７ｄ再次找助产士进行复诊，评
估患者的血糖值、患者的体重、患者的饮食餐次、患者

的饮食量、食品间的搭配、食品的品种等，根据患者复

诊的情况进行饮食调整，同时，跟踪患者的血糖和体重

控制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
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
数资料以绝对值或者构成比表示，如果计量资料呈正

态分布且方差齐采用 ｔ检验，如果计量资料不符合正
态性分布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则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母婴结局比较

护理干预组患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糖尿病急性

并发症、羊水过多、孕期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

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母婴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

糖尿病

急性并发症

羊水

过多

孕期

感染

常规护理组 ５３ ８ ４ ５ ６

护理干预组 ５３ ２ ０ ０ ０

χ２值 ３．９７５ ４．１５７ ５．２４８ ６．３６０

Ｐ值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２３ 两组围生儿结局比较

护理干预组巨大胎儿、新生儿窒息和围生儿死亡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的，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新生儿转ＮＩＣＵ治疗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
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围生儿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巨大胎儿 新生儿窒息 围生儿死亡 转ＮＩＣＵ

常规护理组 ５３ １０ ７ ４ １１

护理干预组 ５３ ３ １ ０ ３

χ２值 ４．２９６ ４．８６７ ４．１５７ ５．２６７

Ｐ值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

２３ 两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比较

护理干预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明显差于常规

护理组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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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性欲和性高潮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欲

入组时 ４月后

性高潮

入组时 ４月后

常规

护理组
４８１３５．５２±２２．４１１０２．６８±２０．４７１３４．５３±２４．３２１０３．２２±２１．４６

护理

干预组
４８１３５．４３±２１．３５１２１．５３±２１．５１１３４．６５±２５．４５１２１．５６±２０．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在妊娠期首次发现或发生的糖

代谢异常，其在我国的发生率为１％～５％［３，４］，属于全

身泌尿系统障碍性代谢紊乱病中的一种，如果不能有

效控制妊娠糖尿病患者怀孕期间的血糖，则患者易出

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孕期感染、

自然流产、早产、羊水过多，而且易出现胎儿宫内发育

受限、巨大胎儿、胎儿畸形、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红细胞

增多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新生儿低血糖、死胎、

围生儿死亡等，严重影响母婴结局，影响家庭的稳定和

社会的和谐［５，６］。因此，优化妊娠糖尿病患者的护理

干预方案意义重大。

本研究采用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对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产科收治的１０６例患者进行干
预，结果发现：护理干预组患者剖宫产率、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羊水过多、孕期感染发生

率、巨大胎儿、新生儿窒息、围生儿死亡发生率、性欲和

性高潮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的，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新生儿转 ＮＩＣＵ治疗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
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７－１１］。可见，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能够有效提高自

然分娩率，充分享受自然分娩带来的好处，改善母婴预

后，给整个医疗过程带来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

因素有关：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先采用２４ｈ回顾法调
查护理干预组患者的膳食，全面了解食物数量、食物品

种、饮食餐次，并进行详细的记录，计算护理干预组患

者一天中各种营养成分的摄取量，紧接着使用由雅培

公司提供的软件对膳食调查表进行计算，计算出每一

食物的营养成分，算出孕妇一天摄入各种营养素的总

摄取量，并与孕妇标准摄取量（标准摄取量按照身体质

量指数计算）比较和分析，对患者的营养状态进行评

估，最后根据孕妇营养评估结果、参考孕期标准营养素

摄取量和孕期膳食指南（２００７）对护理干预组患者进

行饮食营养计划指导，同时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

经济条件和饮食习惯来调整患者的饮食，给出合理的

食谱，并通过定期评估患者的血糖值、患者的体重、患

者的饮食餐次、患者的饮食量、食品间的搭配、食品的

品种等来调节患者的饮食情况，督促患者将孕期营养

控制落实到位，充分发挥了助产士功能，明显改善产后

性欲和性功能，改善母婴结局。

综上所述，助产士孕期营养指导能够提高自然分

娩率，充分享受自然分娩带来的好处，改善母婴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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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住院期间焦虑抑郁症状

检出率和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姜　琦

海宁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００

【摘　要】目的：探究并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调查影响围绝经期女性焦虑抑郁症状的因
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２５０例，将其作为临床研究对象。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
表进行调查问卷，对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进行分析，调查患者抑郁焦虑症的影响因素。结果：２５０例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中
抑郁症的检出率为２２８０％，焦虑症的检出率为２６８０％。不同年龄段的抑郁症、焦虑症的检出率不一样，其中５０岁以上
的患者抑郁症、焦虑症的检出率高。结论：围绝经期女性患者易发生抑郁焦虑症，导致患者抑郁焦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

有年龄、月收入、有无躯体疾病及夫妻关系。除了身体因素外，还有社会、心理、个性等方面的因素。

【关键词】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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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围绝经期的女性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症状的
情况越来越多，疏导妇女的心理健康在对围绝经期患者

的治疗中尤为重要。围绝经期间，女性患者最易产生焦

虑及抑郁情绪，两者的发生率在临床上差异很大。影响

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社

会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及心理因素等。只有很好

的了解导致焦虑及抑郁的因素，才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有利于患者的治疗［１，２］。现我

院调查了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住院期间的抑郁焦虑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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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并探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 ２５０

例，将其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患者年龄在３７～６０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４４０５±６６）岁，其中年龄在４０岁以
下的患者有７８例，年龄在４０～５０岁的患者有８５例，
５０岁以上的患者有８７例。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有
５０例，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上的有２００例。

１２　方　法［３］

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状况、月经婚

育史、绝经状况、围绝经期症状、患病情况、家族史等。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
价抑郁、焦虑发生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４］

观察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的检出率及

不同年龄组抑郁症、焦虑症的检出率。观察并记录各

项因素的抑郁焦虑分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住院期间焦虑抑郁的检
出率情况

表１结果显示，２５０例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中焦虑
症的检生率为２６８０％，抑郁症的检生率为２２８０％。

表１　围绝经期女性患者住院期间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情况［例
（％）］

情绪 肯定有 可疑有 无 总人数

焦虑 ５０（２０．００） １７（６．８０） １８３（７３．２０） ６７（２６．８０）

抑郁 ４６（１８．４） １１（４．４０） １９３（７７．２） ５７（２２．８０）

２２　不同年龄段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的焦虑及
抑郁指数情况

表２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抑郁症、焦虑症的检
出率不一样，其中５０岁以上的患者抑郁症、焦虑症的
检出率高。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不同年龄段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的焦虑及抑郁指数情况
［例（％）］

年龄（岁） 抑郁症检出率 焦虑症检出率

４０岁以下 １１（１９．３０） １３（１９．４０）

４０～５０岁 １８（３１．５８） ２２（３２．８４）

５０岁以上 ２８（４９．１２） ３２（４７．７６）

２３　围绝经期女性患者抑郁焦虑症的主要影响
因素

表３结果显示，月收入多、夫妻关系好、无躯体疾
病的女性对抑郁焦虑分数小。月收入、夫妻关系、有无

躯体疾病是抑郁症的主要影响因素，Ｐ均 ＜００５，具有
统计学意义。

表３　围绝经期女性患者抑郁焦虑症的主要影响因素

项目 例数 抑郁分数 焦虑分数

月收入（＜５００元） ７８ ０．６８±０．１２ ０．６９±０．０８

月收入（５００元） ９３ ０．５１±０．０９ ０．５２±０．１２

月收入（＞１０００元） ７９ ０．３０±０．１０ ０．２８±０．１１

有躯体其他慢性疾病 １３６ ０．４９±０．１１ ０．５３±０．１５

无躯体其他慢性疾病 １１４ ０．３７±０．１２ ０．４０±０．０９

夫妻关系好 １２１ ０．４８±０．０７ ０．５４±０．１３

夫妻关系不好 １２９ ０．６１±０．１３ ０．６６±０．１２

３　讨　　论

围绝经期指从接近绝经出现与绝经有关的内分

泌、生物学和临床特征起至绝经一年内的期间。此期

长短不一，因人而异。可始于４０岁，历时１０余年甚至
２０年。围绝经期的女性卵巢功能减弱，很少或几乎不
能产生卵子，故不再出现月经来潮［５］。临床上处于围

绝经期的女性患者体内分泌的激素水平不稳定，身体

上会出现其他的不适症状，心理上压力过大，患者往往

会出现焦虑及抑郁的情况［６］。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的焦

虑及抑郁症状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改善女性的焦

虑抑郁症状，加强身心保健对于围绝经期的妇女很重

要，可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７］。临

床上焦虑及忧郁症状的发生率不一样，导致围绝经期

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有社会因

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身体因素、心理因素等。不同

年龄段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率也不

一样，年龄大的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状严重［８］。同时职

（下转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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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苄星青霉素、阿奇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临床研究

何启敏

南充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目的：研究苄星青霉素与阿奇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临床疗效，统计分析两种方案的疗效差异。方法：将我
院收治的早期梅毒患者分成两组，分别为苄星青霉素组和阿奇霉素组，每组各８０例。治疗２周后统计两组的临床治愈
率及皮疹消失时间；分别在用药后第３、６、１２、２４个月对所有患者进行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检查，统计转阴率。结
果：苄星青霉素组和阿奇霉素组的皮疹消失时间无显著性差异，２周后两组的临床治愈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用药
后第３、６、１２、２４个月两组患者间ＲＰＲ阴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２４个月后ＲＰＲ阴性率均高达９５％以上。结
论：阿奇霉素与苄星青霉素一样，对于早期梅毒具有很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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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全身慢性传染
病，主要通过性交传染。早期主要表现为生殖器溃疡

和皮肤黏膜受损，晚期会侵犯血管、中枢神经系统及全

身器官，造成多器官损害，严重者失去性命［１］。早期梅

毒包括一期梅毒、二期梅毒及病期在两年以内的潜伏

梅毒［２］。目前治疗早期梅毒首选推荐为苄星青霉素或

普鲁卡因青霉素，然而由于部分患者存在青霉素过敏，

青霉素类药物的使用具有局限性［３－５］。阿奇霉素能适

用于不愿进行青霉素皮试的患者或者青霉素过敏患

者，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两者疗效差异不大，阿奇霉素可

有效治疗早期梅毒。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的早期梅毒

患者资料，按选用苄星青霉素和阿奇霉素方案，分为苄

星青霉素组和阿奇霉素组，每组各纳入８０例。所有患
者就诊时均具有硬性下疳、局部淋巴结肿大、皮肤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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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梅毒疹等临床表现，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ＴＰＨＡ）
表现为阳性，并经ＲＰＲ确诊为早期梅毒。苄星青霉素
组，年龄（４６２２±１８９０）岁；男性５６例，女性２４例；平
均病程（５１３±２９０）周；其中一期梅毒３８例，二期梅
毒２９例，潜伏梅毒１３例。阿奇霉素组，年龄（４４３４±
１６４８）岁；男性５２例，女性２８例；平均病程（５４４±
２４３）周；其中一期梅毒４０例，二期梅毒２６例，潜伏梅
毒１４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基线上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苄星青霉素组，２４０万 Ｕ／次，

肌肉注射，１次／周，根据病情连续治疗３～５周。阿奇
霉素组，５００ｍｇ／次，１次／ｄ，连续服用２周。
１２２　诊断方法　参照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

２０００年８月制定的《最新部分性病诊疗规范和性病治疗
性推荐方案》，所有患者符合以下诊断标准：①有接触史
和相应的临床表现；②ＲＰＲ试验阳性且滴度≥１∶８；
③ＴＰＰＡ梅毒确认试验阳性［６］。

１２３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皮疹消失时
间及２周后皮疹消失例数，分别在用药后第３、６、１２、
２４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
检查，统计转阴率。

１３　评价标准
临床疗效：治疗２周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评价，皮疹

等相关症状消退，为临床治愈。血清学疗效：ＲＰＲ检
查转阴，为血清学治愈［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

皮疹消失时间等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对两组患者的
性别、疾病分期、临床疗效及ＲＰＲ转阴率等计数资料，
进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皮疹消失时间及临床疗效差异比较
２周后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统计皮疹消失时间

和皮疹消失的例数。结果发现阿奇霉素组的皮疹消失

时间略长于苄星青霉素组，但两组间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２周后，两种方案治疗早期梅毒的临床疗效
均达到９０％以上，两组间的差异微小（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皮疹消失时间及临床疗效差异比较

组别 例数 皮疹消失时间（天） 治愈［ｎ（％）］

苄星青霉素组 ８０ １０．２６±２．２０ ７７（９６．２５）

阿奇霉素组 ８０ １２．４３±３．５６ ７５（９３．７５）

　　与苄星青霉素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第３、６、１２、２４月两组患者 ＲＰＲ检查转阴率
比较

经过治疗，在第２４个月两种治疗方案的患者ＲＰＲ
检查阴性率均高达９５％以上，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从第３个月开始，两组患者的 ＲＰＲ检查阴
性率均呈现递增趋势，而且各个时间段两组间均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表２　第３、６、１２、２４周两组患者ＲＰＲ检查阴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第３月 第６月 第１２月 第２４月

苄星青霉素组 ８０ ２３（２８．７５）３９（４８．７５）７３（９１．２５）７８（９７．５０）

阿奇霉素组 ８０ １９（２３．７５）３８（４７．５０）７５（９３．７５）７７（９６．２５）

　　与苄星青霉素组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梅毒早期传染性强，晚期危害性大，是一种几乎可

侵犯全身各器官的性传播疾病。梅毒不仅危及到患者

的身体健康，严重地威胁到患者的心理健康，梅毒患者

还会受到社会歧视、影响家庭的和睦［８］。据统计梅毒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的梅毒报告病例数
在我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中位居第三。一期梅毒主要

表现为生殖器溃疡，６～８周后大量梅毒进入血液，称
为二期早发性梅毒，此时主要表现为典型皮损，患者通

常伴有低热、不适、慢性弥漫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此

时机体建立免疫应答机制，产生大量抗体，绝大多数梅

毒螺旋体被杀死，二期早发性梅毒症状消失，成为二期

潜伏梅毒。之后残存梅毒又可打破机体免疫机制，再

次侵入血液，严重者会发展为三期梅毒，侵犯患者的中

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最终因并发症而死亡。因

此早期梅毒的治疗和降低其复发显得尤为重要［９－１１］。

苄星青霉素是临床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肌注吸

收后缓慢释放，血中有效浓度维持长达１周之久，用于
治疗梅毒具有方便、廉价的优势。然而部分早期梅毒

患者由于青霉素过敏或拒绝做青霉素皮试，无法使用

苄星青霉素治疗［１１］。针对这部分患者，阿奇霉素是一

种值得选择的方法。阿奇霉素环内酯类抗生素，口服

给药时，半衰期约为６８ｈ，有效血药浓度较持久，而且
能进入细胞和多数组织。有报道称，用阿奇霉素１ｇ单
剂口服治疗处于潜伏期的梅毒，疗效与卞星青霉素

２４０万Ｕ单剂肌注疗效完全相同。另外阿奇霉素单剂
疗法对潜伏期梅毒、高危人群群体预防治疗有效，而且

有证据表明阿奇霉素对孕妇是安全的［１３］。本文对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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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青霉素和阿奇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疗效进行分析发

现，两种药物均能有效治疗早期梅毒，用药后第２周，
９０％的患者皮疹症状消失，治疗后第２４个月两组患者
的ＲＰＲ检查阴性率均高达９５％以上。

综上所述，阿奇霉素与苄星青霉素一样是治疗早期

梅毒的有效药物，推荐为青霉素过敏的梅毒患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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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其具有多角度观察、开口小、腹部美容效果好和

盆腔粘连少等优点，所以腹腔镜手术已经成为了治疗

异位妊娠的首选方法［１０，１１］。

本次我院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

总有效率分别为 １００％和 ８８８９％，组间比较无差异
性，显示腹腔镜手术与药物保守治疗对异位妊娠均有

效，两种方式均可应用于临床对于异位妊娠的治疗。

但两组的具体疗效有差别，治愈率分别为观察组

８８５６％和对照组４４４４％，相差４１１２％，Ｐ＜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证明观察组患者治疗更彻底即腹腔镜

手术的效果更完全，仅就近期疗效而言应首先采用腹

腔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通过远期的跟进调查，观察

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异位妊娠复发率分别 ２２２２％和
１１１１％，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但在宫内妊娠成功
率方面观察组为 ７５％而对照组仅为 ３０５６％，相差
４４４４％；且盆腔炎发病率方面观察组为８３３％而对
照组为５０％，高出４１６７％，Ｐ均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
意义。所以得出腹腔镜手术治愈后妊娠正常率较药物

保守治疗正常率高，且盆腔炎发生率更低，即腹腔镜手

术远期疗效更好，在异位妊娠治疗选取中应优先于药

物保守治疗。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与药物保守治疗相比具有

治愈完全性高、术后恢复快、远期疗效更好等优点，所

以应在临床应用中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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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对策

李　双　王现国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皮肤性病科，山东 莱芜 ２７１１２６

【摘　要】目的：分析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探讨相应的干预对策，为改变性病门诊男性
就诊者高危行为，遏止性病疫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回顾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主动来我院门诊就诊的男性就诊
者，包括未患梅毒的男性就诊者的资料，对就诊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如冶游史、安全

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性病史、梅毒防治知识的情况加以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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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评价影响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婚姻（ＯＲ＝
１７６９，９５％ ＣＩ：１４２０－２１１５）、同性性行为（ＯＲ＝６４４７，９５％ ＣＩ：１８２６－２２７６９）等是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
感染的主要促进因素。结论：针对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我们提出为防止梅毒感染疫情，应提

倡广大大龄男性结婚，降低男男性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梅毒感染；性病门诊；危险因素；干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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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Ｄｃｌｉｎｉｃ；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梅毒感染是梅毒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
疾病。主要传播方式是血液和性行为。据调查，我国

梅毒感染疫情呈现波状摆动，先迅速上升后下降，现在

又呈现出上升趋势［１］。２００６年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性

病［２］，大部分人羞于就诊是梅毒上升的主要原因之

一［３］。现在梅毒发病人群正在向外延伸，波及一些隐

性人群、正常人［４］。本研究系统分析了近５年来入我
院门诊包括未患梅毒的男性就诊者的资料，分析与其

相关的危险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措施，为改变性

病门诊男性就诊者高危行为，遏止性病疫情提供科学

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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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

病例来源于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主动
来我院门诊就诊的男性就诊者，包括未患梅毒的男

性就诊者。纳入标准：①首次参加本研究的就诊者；
②年龄大于１５岁的就诊者。排除标准：①前来就诊
的皮肤病就诊者；②前来配合性伴侣治疗的就诊者。
其中梅毒感染的就诊者共 １３８例，无梅毒感染的就
诊者为４６７例。梅毒感染的就诊者１１２例有梅毒感
染的典型表现，２６例无梅毒感染典型表现。１１２例
梅毒患者均通过临床症状及梅毒血清学检查确诊；

２６例隐形梅毒患者均通过梅毒血清学实验（非梅毒
螺旋体抗原试验２次以上阳性或梅毒螺旋体抗原试
验阳性）确诊。

调查前，调查员应首先筛选符合本次调查纳入标

准的调查对象，并向调查对象本人详细说明此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调查内容和调查需要占用的时间，并承

诺对其本人的信息严格保密，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

行现场面对面调查。调查过程中应注意问卷填写的完

整性和真实性，切忌诱导式提问。

２　方　　法

回顾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主动来我院门诊
就诊的男性就诊者，包括未患梅毒的男性就诊者的资

料，对就诊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

度、个人行为如冶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

侣的情况、性病史（通过询问患者得知）、梅毒防治知

识（自制梅毒相关防治知识调查问卷，总分１００分，６０
分为及格）的情况加以收集分析。梅毒血清学试验阳

性者确诊为患梅毒。

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是ＳＰＳＳ１７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以梅毒感染为因变量，对就诊者的一般情况如年

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行为如冶游史、安全

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况等、性病史、梅毒主

动检测、同性性行为、梅毒防治知识的情况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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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的情况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的情况

组别

梅毒感染情况

梅毒感染

（理论频数）

非梅毒感染

（理论频数）

合计

年龄（岁）

　１５～１９ １０ １１．５８ ３ ５．６２ １３

　２０～２９ ６５ ５３．０８ １１４ ２５．７７ １７９

　３０～３９ ２５ ３７．６４ １３１ １８．２７ １５６

　４０～４９ １８ １４．４８ １０４ ７．０３ １２２

　５０以上 ２０ ２０．２０ １１５ ９．８０ １３５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５０ ６４．１７ ２４５ ３１．１６ ２９５

　高中及高中以上 ８８ ７３．８３ ２２２ ３５．８４ ３１０

冶游史

　有 ５４ ４７．２９ ２１６ ２２．９６ ２７０

　无 ８４ ９０．７１ ２５１ ４４．０４ ３３５

结婚

　是 ５４ ５２．５９ ２２４ ２５．５３ ２７８

　否 ８４ ８５．４１ ２４３ ４１．４７ ３２７

性病史

　有 ８３ ９０．７１ １５２ ４４．０４ ２３５

　无 ５５ ４７．２９ ３１５ ２２．９６ ３７０

梅毒主动检测

　是 ９ ２６．５４ １３０ １２．８８ １３９

　否 １２９ １１１．４６ ３３７ ５４．１２ ４６６

同性性行为

　有 １５ １３．９９ ６ ６．７９ ２１

　无 １２３ １２４．０１ ４６１ ６０．２１ ４８４

使用安全套

　从不用 ５６ １３５．７２ ５９ ２２．４９ １１５

　偶尔用 ２６ ７８．３１ ９６ ８９．２４ １２２

　经常用 ２３ ５６．４９ ２５７ １３４．０１ ２８０

　每次用 ７ ２１．４４ ５５ ４４．５１ ６２

梅毒防治知识

　及格 ５１ ６４．６２ ３４５ ３１．３８ ３９６

　不及格 ８７ ７３．３８ １２２ ３５．６２ ２０９

３２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情况的单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如表２所示。
３３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情况的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对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中 Ｐ＜００５的因素进行分

析，显示婚姻、同性性行为是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

梅毒感染的主要促进因素。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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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ν Ｐ ＯＲ值
总体ＯＲ的９５％可信区间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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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教育程度 ２．０３１ ０．５４７ １３．８０２ １ ０．０００ ７．６２１ ２．６１０ ２２．２５６

冶游史 －０．９８８ ０．３１８ ９．６６０ 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９ ０．２００ ０．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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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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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主动检测 －０．３４５ ０．３０１ １．３７５ １ ０．２４１ ０．７０２ ０．３８９ １．２６８

同性性行为 ０．５００ ０．２２９ ４．７６４ １ ０．０２９ １．６４９ １０．５２ ２．５８５

使用安全套 １．３４５ ０．３１３ １８．４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 ２．０７９ ７．０９３

梅毒防治知识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０ ２．７７７ １ ０．０９６ ０．８６０ ０．７２１ １．０２７

表３　就诊者的观察资料与梅毒感染情况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ν Ｐ ＯＲ值
总体ＯＲ的９５％可信区间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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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性行为 １．８６４ ０．６５３ ８．３０７ １ ０．００３ ６．４４７ １．８２６ ２２．７６９

常量 １．５１９ ０．４０３ １３．５６８ ／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 ／ ／

４　讨　　论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其病程漫长、临床症状

表现纷繁复杂，梅毒可侵及就诊者全身各组织与器官，

故而临床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就诊者的病情时显时

隐［５，６］，难以掌握。女性梅毒怀孕就诊者可通过胎盘

将病原传播给胎儿，从而导致流产、早产、死产及胎传

梅毒［７］，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临床资料表明，梅毒

在性病门诊中属高发性病类型之一，且梅毒与就诊者

婚外性行为频繁、性伴侣频繁更换、性交时极少使用安

全套等因素关系密切［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思想的解放，男男性行为增多，成为梅毒感染的又一个

危险因素［９］。

梅毒并不是不治之症，但因为我国传统的性保守

思想，人们对性病非常避讳，身体出现相应的不适，也

尽量避免到医院就诊，致使病情延误。加之我国性病

方面的预防政策不完善，人力、财力投入均有限，致使

人们对梅毒的认识肤浅，在治疗过程中愿意找比较隐

晦的非正规诊所而延误病情。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我

国梅毒感染就诊者有不断上升之势。梅毒如果能做到

早期诊断、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控制梅毒疫情的

关键在于规范治疗隐性梅毒及定期随访梅毒病例［１０］。

回顾自２００６年６月以来，主动来我院门诊就诊的

男性就诊者，包括未患梅毒的男性就诊者的资料，对就

诊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程度、个人

行为如冶游史、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传染性伴侣的情

况、性病史、梅毒抗体、梅毒防治知识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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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评价影
响梅毒感染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显示婚姻（ＯＲ＝
１７６９，９５％ ＣＩ：１４２０－２１１５）、同性性行为（ＯＲ＝
６４４７，９５％ ＣＩ：１８２６－２２７６９）等是莱芜地区门诊
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主要促进因素。这和其他地区

的调查结果相似［１１，１２］。但有研究提示［１３］，在老年人群

中，６０岁以上的男子有性欲者达 ９０４％，有 ３０％ ～
８０％的老年人仍保持性生活。同时老年人因为其独特
原因，单身的几率也大，被传染上梅毒的几率较年轻人

增加。这和本组资料中的调查结果稍有出入，这可能

和莱芜地区民风相对淳朴，老人独居的情况相对较少

有关。针对莱芜地区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

因素，我们提出为防止梅毒感染疫情，应提倡广大大龄

男性结婚，降低男男性行为的发生。在健康教育中要

宣传安全套使用的意义以及正确使用方法，提高性行

为的安全套使用率。提倡减少或保持单一性伴，并慎

重选择性伴，避免无保护性行为。增加社区性病相关

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对梅毒等性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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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１４，１５］，并对男性性病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促其

建立健康的性生活模式，降低梅毒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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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程度、婚姻及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痛经情况及

患者是否还有其他身体疾病等因素也能影响患者的焦

虑及抑郁症状，往往是下岗、文化程度低、经济收入少、

痛经程度重、患有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焦虑及抑郁症

状严重，心理压力大的患者更容易焦虑抑郁［９］。围绝

经期的女性患者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情绪更易

波动，其心理承受能力较常人差，更易出现情绪上的障

碍，导致焦虑及抑郁。除以上的因素外，围绝经期女性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还与自身的的激素分泌有关，

围绝经期女性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一定程度上能影响

情绪的稳定，使负面情绪的敏感性增加，诱发患者焦虑

及抑郁［１０］。我院调查了在住院期间的围绝经期女性

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探究并分析影响围绝

经期女性出现焦虑及抑郁症状的因素。对患者进行调

查问卷的结果显示，２５０例女性患者中焦虑症状的发
生率为１８００％，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２１２０％，焦虑
及抑郁症状均发生的患者有４９例发生率为１９６％，
焦虑及抑郁发生率不同。影响围绝经期女性患者抑郁

焦虑症发生率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月收入、有无躯体疾

病及夫妻关系［１１］，这些因素都一定上影响了围绝经期

女性的心理状况，使患者出现焦虑及抑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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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妊娠晚期 ＨＰＶ潜伏感染对妊娠的影响分析

邓雅静　杜　琳

北票市中医院妇产科，辽宁 朝阳 １２２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究妊娠晚期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潜伏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
我院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３月间收治的孕期２８周以上孕妇共４６７例，进行ＨＰＶ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将其分为感染组与
对照组，观察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并探讨影响因素。结果：共有２１３例孕妇检出ＨＰＶ阳性，ＨＰＶ感染率高达４５６％；感
染组产妇顺产１１５例（５４０％），剖宫产７９例（３７１％），产钳助产１９（８９％）例，均为单胎生产，新生儿出现呼吸道乳头
瘤２例（０９％），携带ＨＰＶ病毒７４例（３４７％）；对照组产妇顺产１７７例（６９７％），剖宫产６９例（２７２％），产钳助产８例
（３１％），新生儿未出现呼吸道乳头瘤及携带 ＨＰＶ等症状；ＨＰＶ感染组患者文化水平较低（ＯＲ６８３７，９５％ ＣＩ１５２６－
３２３７）、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小（ＯＲ７９４２，９５％ ＣＩ１３６８－１７３０５）且有吸烟史（ＯＲ５３５２，９５％ ＣＩ２２６２－１７４８５），而首
次怀孕年龄非影响妊娠晚期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妊娠晚期ＨＰＶ感染对妊娠结局有着不良影响，而文化水平、首
次性生活年龄及吸烟史是影响妇女ＨＰＶ感染的高危因素，应普及ＨＰＶ相关知识，从根源上控制ＨＰＶ感染，提高人口质量。

【关键词】妊娠；晚期ＨＰＶ感染；结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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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ｔｏｂｅ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ｓｈｉｇｈａｓ４５．６％．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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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ｃｅｐ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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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ａ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
ｅ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ｘａｇｅａｎｄｓｍｏｋ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ｎｂ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ＨＰＶ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ｄ
ａｎｄ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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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高
发于育龄妇女的疾病，多由性接触传播，并易引发尖锐

湿疣等多种生殖道疾病，严重者会导致宫颈癌、肛门癌

等恶性肿瘤的发生［１］。目前世界范围内 ＨＰＶ发病率
呈迅速上升态势，而９５％以上的宫颈癌与ＨＰＶ感染有
关，因此，探讨妊娠晚期ＨＰＶ感染现状，研究影响因素
及妊娠结局对降低围产期产妇与新生儿并发症均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院随机选取 ２００５年 ９月 ～
２０１１年３月间收治的４６７例孕妇进行筛选及观察，现
将研究过程与结论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３

月间我院收治的孕周大于２８周的孕妇４６７例，选取标
准：（１）３ｄ内未进行性生活；（２）１个月以内未使用任
何阴道栓剂；（３）无阴道流血、入院后未口服抗生素
等。排除标准：（１）胎盘前置；（２）存在 ＨＰＶ感染症
状［２］；（３）家族高危遗传病史或有严重抽烟、酗酒史。
对上述孕妇进行宫颈分泌物检查，将检出ＨＰＶ阳性的
孕妇纳入感染组，其余孕妇纳入对照组，观察两组孕妇

的妊娠结局并探讨影响因素。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ＡＢＩ７５００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上海美吉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并配合人 ＨＰＶ检测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上海彩佑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对 ＨＰＶ６／１１（低

危型）、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６／５８（高危型）进行
检测：①严格消毒孕妇外阴，使用窥阴器，暴露宫颈；②
向宫颈管内插入特制棉签，深度约１～２ｃｍ，旋转数周
并保留３０ｓ左右；③将粘附有宫颈细胞及分泌物的棉
签置入消毒ＥＰ管中（管内事先备有１ｍＬ无菌生理盐
水），进行筛检。ＨＰＶ阳性即视为ＨＰＶ潜伏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按照孕妇是否出现ＨＰＶ阳性分为感染组与对

照组，统计晚期妊娠ＨＰＶ感染率；（２）对两组孕妇的妊
娠结局进行统计，观察晚期ＨＰＶ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
响；（３）分析影响ＨＰＶ感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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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影响 ＨＰＶ感染的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设定为 ａ＝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认为其
有统计学差异性。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情况
４６７例孕妇中，共有 ２１３例孕妇检出 ＨＰＶ阳性，

ＨＰＶ感染率高达４５６％，将其纳入感染组，其中低危
型ＨＰＶ感染７９例（３７１％），高危型１０７例（５０２％），
混合型（合并低危及高危型）２７例（１２７％），其余２５４
例孕妇纳入对照组，两组孕妇一般资料对比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对比（珔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妊娠次数 生育次数 首次性行为年龄 首次怀孕年龄

感染组 ２１３ ２８．３±４．０ ２．０±０．８ ０．２±０．４ ２０．３±４．２ ２３．９±６．１

对照组 ２５４ ２８．２±４．１ １．６±０．５ ０．１±０．２ ２３．６±５．９ ２６．７±５．４

ｔ ０．５４１ １．３８４ ０．６３６ ７．９４１ ６．５１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妊娠结局对比
感染组产妇顺产１１５例（５４０％），剖宫产７９例

（３７１％），产钳助产 １９（８９％）例，均为单胎生产，
新生儿出现呼吸道乳头瘤 ２例（０９％），携带 ＨＰＶ
病毒 ７４例 （３４７％）；对 照 组 产 妇 顺 产 １７７例
（６９７％），剖宫产 ６９例（２７２％），产钳助产 ８例
（３１％），新生儿未出现呼吸道乳头瘤及携带 ＨＰＶ
等症状。

２３　危险因素分析
对两组产妇文化程度、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怀孕

年龄及吸烟史等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可见 ＨＰＶ感染
组患者文化水平较低（ＯＲ６８３７，９５％ ＣＩ１５２６－
３２３７）、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小（ＯＲ７９４２，９５％ ＣＩ
１３６８－１７３０５）且有吸烟史（ＯＲ５３５２，９５％ ＣＩ
２２６２－１７４８５），而首次怀孕年龄非影响妊娠晚期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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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孕妇对比（ｎ／％）

影响因素
感染组

（ｎ＝２１３）

对照组

（ｎ＝２５４）
χ２ Ｐ

文化程度 ８．７１４ ＜０．０５

初中及以下 ５９（２７．７） ５５（２１．７）

高中或中专 ５４（２５．４） ４９（１９．３）

大学及以上 １００（４６．９） １５０（５９．０）

首次性行为年龄 １１．５３２ ＜０．０５

小于２０岁 ４７（２２．１） ２８（１１．０）

２０～３０岁 １６４（７７．０） ２１７（８５．４）

大于３０岁 ２（０．９） ９（３．６）

首次怀孕年龄 １．０２９ ＞０．０５

小于２０岁 １４（６．６） １８（７．１）

２０～３０岁 １０９（５１．２） １１２（４４．１）

大于３０岁 １００（４６．９） １２４（４８．８）

吸烟史 ４５（２１．１） ７（２．８） １０．８１０ ＜０．０５

３　讨　　论

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乳多孔病毒科多瘤病毒亚科

的嗜黏膜和皮肤上皮的无包膜小型双链闭合环状

ＤＮＡ病毒，其致病机理复杂，且具有高度宿主特异性，
传染性也极高，ＷｉｓｅＬＤ等［３］发现，妊娠妇女 ＨＰＶ感
染率高达 ３１％以上，感染情况不容乐观。妊娠晚期
ＨＰＶ感染产妇，其体内 ＨＰＶ病毒已对胎儿造成影响，
易导致胎儿出生即患呼吸道乳头瘤或 ＨＰＶ感染等疾
病，影响其生长与发育［４］。因此，对于影响妊娠晚期

ＨＰＶ感染因素的分析，能够指导孕前教育、筛查等，从
源头上遏制ＨＰＶ感染，提高人口素质。

本例对４６７例产妇进行研究，发现 ＨＰＶ阳性产
妇２１３例，其感染比例高达 ４５６％，原因为：由于妊
娠晚期产妇免疫力有所降低，早期或院内感染的

ＨＰＶ病毒在此时会大量复制，感染成层上皮细胞基
底细胞的干细胞群，其数量随染色体的复制成倍增

加，且胎儿与母体的血液交流及分娩时与产道的接

触会直接导致新生儿感染，造成分娩结局较差。感

染组 产 妇 顺 产 １１５例 （５４０％），剖 宫 产 ７９例
（３７１％），产钳助产１９（８９％）例，其剖宫产及产钳
助产率均较高，提高了孕妇生产中的痛苦，同时增加

了恢复时间与分娩成本。ＬｏｕｖａｎｔｏＫ等［５］研究发现，

ＨＰＶ感染妇女妊娠过程中胎膜早破、产褥感染发生

概率较高，易导致早产、难产或胎儿窒息等情况。因

此，对于已检出 ＨＰＶ感染的晚期妊娠产妇，应对其分
娩方式进行严格干预，最大限度降低新生儿并发

症［６］。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文化程度、

首次性行为年龄及吸烟史是影响妊娠晚期 ＨＰＶ感染
的重要危险因素，文化水平较低、首次性行为年龄较

小且有吸烟史的产妇其 ＨＰＶ感染发生率较高，可见
若想从根本上控制 ＨＰＶ感染，应大力宣传高等教育、
不接受不洁性生活、少抽或不抽烟等，以降低妊娠妇

女 ＨＰＶ感染率，提高人口质量［７］。

综上所述，妊娠晚期ＨＰＶ感染对妊娠结局有着不
良影响，而文化水平、首次性生活年龄及吸烟史是影响

妇女ＨＰＶ感染的高危因素，应普及 ＨＰＶ相关知识，从
根源上控制ＨＰＶ感染，提高人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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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ｓｔｒｙ，３５１％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２１３％ ｇｏｔ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ａｌａｒ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００ｙｕａ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８８５％ 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３０７％．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ｒａｔｅ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ｓｈｏｗ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ｆｏｒＭＳＭ＇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ｍｏ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ｎｅｇ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ｗ－ｐａｉｄａｎｄｌ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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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Ｖ感染者的关怀工作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性服务的支持工作，是需要社会支

持和共同扶持的工作。到２０１１年我国艾滋病疫情估
计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７８万人，其中
经同性传播的占１７４％。在２０１１年新发的感染者中
同性传播达到２９４％［１］。随着感染者人群中 ＭＳＭ人
群比例不断增长，如何加强这部分人群感染者的医学

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摆在广大医务界和社会服务领域

重要的现实问题。关怀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借

助中盖项目的支持，进行了有关尝试，成功实现了９４
例新发感染者向感染者组织的转介并获得社区组织的

关怀介入。我们对他们的状况特点进行了分析，以便

更好地发现有效干预措施。

１　资料来源及方法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７月在天津和湖北武汉由

医疗机构或社区组织发现、被当地疾控中心确认并转

介到当地项目合作的感染者组织的 ９４例新发现感
染者。

对被转介感染者的基本资料进行登记，并通过交

流了解与感染有关的信息，综合信息进行归纳分类

记录。

对收集资料进行列表统计，并采用ＳＰＳＳ１３进行统
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所有９４例均为男性；汉族为９２例（占９７９％），２

例为其他民族（１例满族，１例回族）；当地户籍５３例（占
５６４％），外地户籍４１例；年龄范围：１８～６２岁，平均年
龄（３３７４４７±１００８８）岁。年龄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ＨＩＶ感染者的年龄分布

年龄范围（岁） ≤２０ ２１～２５ ２６～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５

例数（％） ４（４．２６） ２０（２１．２８） １７（１８．０９） １３（１３．８３） １７（１８．０９） １０（１０．６４） ７（７．４５） ４（４．２６） ２（２．１２）

２２　婚姻及生活状态
９４例感染者的婚姻及日常生活状况见表２。

表２ 婚姻及生活状态

例数 百分率（％）

婚姻状况：

　已婚 ３７ ３９．４

　未婚 ４７ ５０．０

　离异 ８ ８．５

　丧偶 ２ ２．１

日常生活状态：

　与异性同居 ３３ ３５．１

　与同性同居 ２ ２．１

　单独居住 ５３ ５６．４

　与家人共居 ６ ６．４

　　２３　文化程度与职业收入
９４例新发感染者的文化状况、职业分布及收入状

况见表３。
２４　感染途径
所有感染者均回顾了自己的感染最可能的途径，

其中４例完全回忆不出自己感染的可能来源。１例怀
疑多年前曾经有输血情况造成的感染，但是并不能给

出确实的证据，因此列为其他。具体情况见表４。
２５　避孕套使用情况
通过对自我报告的性行为中避孕套的使用率情

况进行的统计发现，其平均使用百分率为３０７４４７％
±２２２８７（百分率范围为：０％ ～８０％）。具体状况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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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文化程度及职业收入状况

例数 百分率（％）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２ ２３．４

　高中／中专 ３４ ３６．１

　大学专科 ２２ ２３．４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１６ １７．０

职业：

　学生 ７ ７．４

　教师 ７ ７．４

　医务人员 ２ ２．１

　工人 １５ １６．０

　干部／职员 １１ １１．７

　商业服务人员 ２４ ２５．５

　离退休人员 ３ ３．２

　待业 ２５ ２６．６

月收入状况：

　无收入 ３３ ３５．１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２０ ２１．３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３２ ３４．０

　＞３０００ ９ ９．６

表４　可能的感染途径

例数 百分率（％）

男男性行为感染 ８３ ８８．５

男女性行为感染 １ １．１

经静脉共用针具注射毒品 ５ ５．３

不详 ４ ４．３

其他 １ １．１

图１ 自报避孕套在性行为中使用率的频数图

　　２６　相关影响因素
经相关性分析避孕套的使用率与文化程度显著

正相关（ｒ＝０２９１，Ｐ＝０００４），见图 ２，即文化程度
越高避孕套的使用越高。感染途径与婚姻和文化程

度显 著 负 相 关 （ｒ＝ －０２５８，Ｐ＝００１２；ｒ＝
－０２３７，Ｐ＝００２１），见图３、４，反映婚姻存在和较
低文化程度可能感染的途径会比不存在婚姻或者较

高文化程度者更加多样。对８３例（占８８３％）承认
传播途径为 ＭＳＭ的经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文化程度
与避孕套使用率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性（ｒ＝０３３４，
Ｐ＝０００２）。

图２ 不同文化程度的避孕套使用频率分布图

图３　不同婚姻状况下感染途径频数分布图

图４　不同文化程度下感染途径的频数分布图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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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吸毒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及信息获取途径调查分析

宋京华

万宁市卫生防疫站，海南 万宁 ５７１５００

【摘　要】目的：调查分析吸毒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和信息获取途径，以供今后的干预工作参考。方法：以在我市戒
毒所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３７５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匿名问卷形式调查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信息获取途径。
结果：全部吸毒人员中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掌握程度为优１０２例，占２７２０％；良１３５例，占３６００％；差１３８例，占３６８０％。
其信息获取途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医生、朋友等。结论：吸毒人群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度尚有待提高，

应利用戒毒所发放宣传资料这一途径，加深吸毒人员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正确认识和掌握程度，通过加强干预，降低吸

毒人员这一高危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

【关键词】吸毒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信息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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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ｕｇａｂｕｓｅｒｓ；ＡＩ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艾滋病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
问题，具有易于流行、死亡率高等特点，对人类的生命

健康、社会经济发展均造成严重的威胁。吸毒人群是

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其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

程度直接关系到其健康和安全。提供合理的信息获取

途径，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干预是降低吸毒人员这

一高危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的有效方法［１］。以我市戒

毒所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匿名

问卷形式调查其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信息获

取途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我市戒毒所接受

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３７５例为研究对象，男性２８０例
占７４６７％，女性９５例占２５３３％；年龄１８～５２岁，平
均年龄为（２７８４±６８６）岁；体重４４～７６ｋｇ，平均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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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４５３±１０３４）ｋｇ；吸毒史０５～５年，平均吸毒史
为（２０３±０６７）年；其中已婚２４３例占６４８０％，未婚
１３２例占 ３５２０％；教育程度包括大专以上 ７８例占
２０８０％，高中１０５例占２８００％，初中及以下１９２例占
５１２０％。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形式调查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

度和信息获取途径。艾滋病预防知识问卷包括１０个
问题。每题计１０分，总分为１００分。得分为８０～１００
分者为优，６０～７９分者为良，６０分以下者为差［２］。

问卷项目：（１）与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是否能
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２）从外表能否判断是否携带
艾滋病病毒；（３）正确使用安全套是否能降低艾滋病
传播风险；（４）蚊虫叮咬是否会传播艾滋病；（５）与艾
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一起进餐是否会感染艾滋病；

（６）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是否会感染艾滋病；（７）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是否有可能得艾滋

病；（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生下的婴儿是否有
可能感染艾滋病；（９）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拥抱是否会
感染艾滋病；（１０）吸毒人群是否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
群［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数据均录入到 ＳＰＳＳ１８０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艾滋病预防知识掌握程度
全部吸毒人员中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掌握程度为优

１０２例占 ２７２０％，良 １３５例占 ３６００％，差 １３８例占
３６８０％；其中２／３以上的吸毒人员对艾滋病预防知识
不能达到很满意的掌握程度。数据见表１。

表１　吸毒人员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掌握程度一览表（ｎ＝３７５）

掌握程度 例数 百分比

优 １０２ ２７．２０

良 １３５ ３６．００

差 １３８ ３６．８０

２２　信息获取途径
经问卷调查发现艾滋病预防知识及相关信息获取

途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医生、朋友等，多数患

者通过上述一种或几种途径获取艾滋病预防知识。数

据见表２。

表２　吸毒人员对艾滋病预防知识获取途径一览表（ｎ＝３７５）

信息获取途径 例数 百分比

电视 １９５ ５２．００

广播 １８１ ４８．２７

报刊 １６５ ４４．００

书籍 １３２ ３５．２０

医生 １０５ ２８．００

朋友 ２５６ ６８．２７

３　讨　　论

艾滋病又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ＩＤＳ），是感
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后所致的一种传染性疾
病［４］。患者免疫系统发生一系列病理改变，累及皮肤、

黏膜、淋巴结、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

统等多器官、多系统［５］，同时可并发多系统机会性感染

和恶性肿瘤，严重者可引起死亡［６］。

目前临床对于艾滋病尚无彻底治愈的治疗方法，

现有的医疗水平仅能部分控制艾滋病病情，仍有相当

数量的艾滋病患者病情无法控制而死亡，已成为全球

性的公共卫生问题［７］。吸毒人群以文化程度较低的青

壮年人口为主，多数无正当职业，流动性较大［８］。由于

吸毒人群获得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途径有限，其个人防

护意识薄弱，吸毒人员常采用静脉注射毒品，为节约吸

毒成本常共用注射器，或使用不洁注射器［９］。该年龄

段的吸毒人员多处于性活跃期，常有多个性伴侣，性行

为较为混乱，安全套使用率低，吸毒后产生性兴奋，不

安全性行为较多。此外，部分女性吸毒者为获取毒资

而卖淫也是艾滋病感染的一个重要因素［１０］。上述均

是导致艾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传播的重要原

因。吸毒人群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性较大，应作为艾滋

病预防知识宣教和干预的重点人群。

从本调查的结果来看，吸毒人员中仅有 ２７２０％
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掌握较好，约有２／３以上的吸毒人
员缺乏正确的艾滋病预防知识，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

信息来源不规范，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

吸毒人员的教育程度往往不高，其对艾滋病预防

知识多通过朋友口传或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方面获

得，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尚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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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由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缺乏，吸毒人员往往不能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感染率较高。

戒毒所是吸毒人群相对集中的场所，一般戒毒所

均配备戒毒药物和专业的医护人员。在今后的艾滋病

预防宣传工作中应利用这一场所的特殊性和便利性，

发放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加强健康教育，提倡洁身自

爱，鼓励其戒除毒瘾，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加

深吸毒人员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正确认识和掌握程

度，降低吸毒人员这一高危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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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７月在这９个月中，我
们项目参与的社区组织接纳并完成了９４例 ＨＩＶ感染
者的服务转介和社区支持。这些感染者中户籍地

５６４％来自当地，说明在感染者中驻地和流动人口的
感染都非常重要，在关心流动人口的同时不能忽视本

地常住人口的艾滋病健康干预工作。

在新发现的感染者中，超过８０％为２１～４５岁的
性活跃群体，这与一般调查的人群年龄分布没有差别，

均以青壮年为主［２－４］。这些阳性人员中，未婚人口占

到一半，而且单独居住者占５６４％。虽然多因素分析
未婚独居不构成危险因素，但是这种未婚独居的情景，

仍然应该引起重视。另外，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与感染

途径相关性分析表明，具有婚姻状态的发生感染的途径

比较多样，而缺乏婚姻的则主要是男男性接触感染。同

样高学历的人群感染途径也以男男性接触为主。

新发感染者的学历方面６０％为大专以下，相关性
分析表明文化程度与安全套使用有相关性。他们中从

事商业服务和没有正当职业者分别超过１／４，无固定

收入的达３５１％，收入低于３０００元／月的占９０４％。
这些信息提示：关注低收入、低文化层次的干预工作，

可能也是突破艾滋病流行快速发展的策略之一。

本次调查新发感染者８８５％的感染途径为男男
性行为，然而，整体安全套使用率平均仅为３０７％，说
明绝大部分人的性行为是无保护情况下发生的，因此

在ＭＳＭ群体中提高安全措施的实施率对于防止艾滋
病传播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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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社会变迁视角下家庭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

沃文芝

成都工业学院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社会变迁势必带来家庭生活的变化，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发挥。本文从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家庭关系和家庭
流动四方面具体分析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并依据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功能的变迁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社会变迁；家庭；青少年；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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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综述及意义

家庭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是青少年获得安全感、

归属感的源泉。家庭对于青少年而言，有着教育、抚

养、生活、情感支持等功能，对青少年的人格形成、道德

观建立以及成长起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对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和建

立人生观等诸多方面都带来影响。有调查显示性教育

方面通过“父母教育”获取性知识的比率最少，被认为

最有用的比率最高，青少年最希望获得性知识的渠道

是来自学校和家长。有学者提出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

结构、家庭文化环境与教育方式对青年的成长有重要的

影响。家庭性道德教育的优点除“全程性”外，还具有早

期的优势、血缘情感上的优势和个体教育的优势。

当前学者很少研究家庭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

响，尚无从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迁

看待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呈现如下

几个特点：一是针对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学者从

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家庭教养、亲子关系等角度，分析

研究了对青少年的犯罪、网络成瘾、家庭暴力、人际交

往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同时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很多学者对独生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很

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成长的差异及独生子女的亲

子关系、社会适应性、教育问题、社会化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二是针对青少年道德研究，有学者从市场经济条

件下探讨道德教育的困境，也有专家从传统伦理角度

尝试青少年道德教育，这些研究都表现出了对当前青

少年道德教育困境的担忧和尝试寻求新的出路；三是

针对青少年性现状的研究，一般从医学、心理学、教育

学等角度开展大学生性问卷调查，很少从性道德价值

体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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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和一

定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并具有启发意

义。但是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

的地方，最主要是缺少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做解释性研

究。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理论方面，本研

究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随着社会转型，家庭结构、

家庭功能和家庭生活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对青少年

的性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做解释性研究，填补在该领域

的空缺，对理论的发展具有拓展意义。二是在实践方

面，从短期角度看，针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出现的问题

从家庭的角度做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家庭的角

度理解这一现象，并帮助政府社会各界认识和关注该

现象，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分析材料；从长远角度看，

在社会转型时期就青少年的性道德问题，为各级政府

制定和采取措施提供参考性建议。

２　理论假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人们由过去对物质的追求逐渐转变为对现代生活理念

的向往，现代社会中家庭中的自由化、个人化趋势增

强，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以情感吸引和爱情为基础的家

庭，除了每个家庭成员各自与外部的联系外，家庭不再

作为重要的社会领域。由此也推动着家庭功能的变

迁，表现在生育观念以传宗接代为目的明显降低，家庭

结构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家庭流动大量增加，婚姻对

性行为的社会控制功能在减弱，婚前和婚外性活动日

渐活跃，在亲子关系中不再是绝对权威和不平等关系，

而是更加注重关爱和平等。总之，家庭生活更加突出

个人色彩，家庭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结构越简单，家庭关系少，家庭矛盾少，维系

家庭关系的纽带也少。家庭矛盾少则越容易建立良好

的家庭氛围，强化彼此间的联系和影响，也越倾向于尊

重家庭成员。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子女在年幼

阶段，靠模仿父母来获得社会化的基本知识，也会模仿

父母的观念、态度以及生活理念和行为习惯，父母对婚

姻的态度、夫妻感情和决策家中大事时的方式方法影

响子女的爱情、婚姻和性观念。父母在抚养子女、教育

子女以及提供情感支持时，如果能顺应时代的变化、满

足家庭成员个人的需求，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助于

强化对子女的影响作用。

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助于子女建立人际关系，增强信

任感，良好的教育影响子女对他人的信任、良好道德品质

和正确人生观的形成，逐渐形成判断基本事物的价值观，

完成社会化过程，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尊从社会规范和

社会道德。在面对社会复杂多样的价值观时，更容易接

受体现现代理念的自愿、自由、平等、相爱、合理，因此也更

加容易具备健康的性价值观。当青少年无法从家庭中获

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时，青少年从其他事情中寻求平衡的

可能性提高，表现出不在乎健康的性价值观，甚至有青少

年希望通过明知父母反对的偏激事件（尤其涉及性道德）

引起父母的注意。缺乏关爱会阻碍儿童对社会道德规范

的内化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能力。对体现现代理念的

自愿、自由、平等、相爱、合理等价值观的认同度受到障碍，

也难以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导致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并且呈现流动家庭化的趋势。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流动带来了家

庭生活甚至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家庭功能

的正常发挥。当农村流动人口完成家庭流动、家庭成

员转移到城市时，结束不稳定的家庭生活，恢复到一家

人团聚在一起，给子女提供完整的家庭，有利于青少年

的成长；如果流动人口未完成家庭的转移，往返于城市

和农村之间，不论青少年是留守在农村还是随父母到

城市生活，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家

庭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当家

庭处于流动状态，对青少年的性价值观起负面作用。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一是家庭结构越简单，越有助

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为

原配夫妻时，家庭中非血缘关系越少，家庭结构越简单，越

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如果是其他婚姻关

系则反之。二是家庭关系越良好，越有助于履行家庭功

能，青少年性价值观也越高；如果家中决策重大事情时，父

母越民主平等，越容易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彼此之

间越忠诚，形成良好的夫妻关系，越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家

庭关系，越容易提供情感支持，越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

的性价值观；夫妻感情越好，越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

性价值观；家庭亲子关系越好，越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

的性价值观。三是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性价值观起正面作

用，如果父母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开展家庭教育，因此

青少年性价值观也越高；相比于没有进行性教育而言开

展过性教育的家庭越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价值

观。四是家庭流动不利于家庭稳定，有碍于家庭功能的

发挥，对青少年性价值观起负面影响。

３　结论与思考

前人研究数据（王进鑫，２０１２）基本显示家庭结构越
简单，即核心家庭以１４２１２分青少年性价值观越积极
健康，联合家庭１３７５１分值偏低。父母是原配夫妻的
青少年性价值观分值是１４１０２，离婚单身是１３１８７。家
庭关系方面，家中决策重大事情时父母民主（１４１３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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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主（１３７５８）的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家庭关系，父
母彼此忠诚（１４１５８）比有婚外情（１３３３３）更容易形成
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感情越好（１４２２６）比父母感情冷
淡（１３６０９）、家庭亲子关系越好（１４３４９）比很差
（１２４８８）的青少年性价值观也越积极向上。家庭教育
方面，父母文化水平越高（１４０２９）比父母文化水平较低
（１３７２０）的青少年性价值观也越高。流动家庭
（１３８７０）比未流动家庭（１４０４４）低，则从反面说明了家
庭生活的不稳定给青少年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家

庭功能通常包括生产、消费、生育、教育、赡养、抚养、情

感满足等功能。对于青少年而言，基本需求是满足其抚

养、教育和情感需要的功能。当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

家庭教育有助于发挥家庭功能，当家庭功能越有助于青

少年的需求，尤其是满足个体主体性的要求时，那么青

少年的性价值观也越健康。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经

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基本的生活温饱问题得到改善，家

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人们对其他的诸如情感、尊

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的需求日趋强烈。体现在家

庭生活中，相互尊重和关爱、追求平等民主关系成为人

们的生活时尚。家庭制度的变迁逐渐显示出现代化的

基本特征，家庭结构逐渐简单而多样化，亲子关系更加

注重关爱和平等，使家庭功能也凸显个人的需求。家庭

生活个人色彩浓厚，家庭的社会功能弱化，家庭结构小

型化，家庭制度的变迁导致家庭功能的变迁。家庭功能

也逐渐将社会功能转变为满足个人需求为主的生活功

能。一个人的生活基本单位即家庭，如果能够适应社会

发展的潮流，正常发挥家庭的基本功能，无疑有助于青

少年建立健康的性价值观。父母的婚姻形式是组建家

庭结构的核心，父母的婚姻形式决定家庭结构形式。夫

妻彼此忠诚，夫妻感情越好，家庭亲子关系越好。家庭

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家庭结构的稳定和家庭功能

的发挥，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密不可分。父母决策家中

大事时民主商议是家庭结构简单和家庭功能正常的理

想家庭，这样的家庭往往父母文化水平较高，也更积极

的心态看待子女性道德教育。父母婚姻形式和家庭结

构从组织结构方面阐述了家庭对性价值观的影响；家庭

亲子关系从情感角度谈论了家庭对性价值观的影响；父

母决策事物的方式则是具体家庭关系的表现形式，父母

文化水平和开展性道德教育是父母履行家庭功能的方

式。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共同作用于青少年性价值观，

家庭结构稳固和家庭功能正常时，构建了良好的家庭关

系，为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只有在

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才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家庭流

动尤其是流动不完全的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不稳定，

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关系特别是家庭亲子关

系，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

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教育和家庭流动共同构

建着家庭功能，当家庭功能符合家庭变迁的趋势及越

来越注重个体主体性时，青少年的性价值观也越积极

向上，反之则不健康。

４　对策与建议

让青少年拥有健康的性价值观，不仅是个人的事

情，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社会性的事件。

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都给青少年

形成健康的性道德观念带来了影响。如何帮助他们建

立健康的性道德观念，笔者仅从家庭的角度提出如下

几点对策与建议：

一是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当青少年出现反常的性

道德观念时，人们总是痛心疾首青少年性道德沦丧，父母

则是不知如何跟孩子谈论性。从青少年对家庭生活的需

求角度考虑，如果他们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形成健全的

人格，即使父母本身缺乏性教育知识和良莠不齐性知识

泛滥的今天，青少年也会逐渐形成较为正确的判断能力，

从而建立科学的性价值观。如何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是

每一位父母需要认真思考并自觉践行的部分。

二是开展家庭关系教育活动。政府相关部门、民

间组织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当前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对

子女进行性教育、如何改善亲子关系和如何维持婚姻

情感等方面问题，积极开展各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

家庭性教育等方面教育，尽可能地降低青少年成长环

境的家庭可变因素和创造家庭良好氛围。

三是促进进城务工家庭的稳定。家庭流动性不利于

青少年的成长，更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民间组织和社会各界要积极帮助进

城务工人员融入城市，促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流动的

完整性，给青少年提供安稳的、充满关爱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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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为什么要开展性教育，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为了有效地在大学生中实施性教育，应采取多
种具有学科特征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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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１０～２４岁）约有
３亿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对于青少年
性成熟的提前，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性生理、性心理和性

道德方面的问题。而社会上对待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

的权利和需求认识不足，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是低估

青少年面临的实际风险，认为青少年是人口中最健康

的人群，没有看到青少年正处于性活跃期、性风险期、

人生转折期，是艾滋病、性病等疾病的易感人群；二是

社会上对待青少年性健康的教育一直存在“无师自

通”、“封闭保护”、“诱发性欲”等一些错误的认识，从

而使这个群体性健康教育相对滞后，导致性与生殖健

康状况形势严峻。许多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在

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安全、健康地度过青春

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青少年缺乏性与生殖健康

科学知识，婚前性行为导致的怀孕和流产，性犯罪屡屡

出现，性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均呈上升趋势。在一

些城市，婚前性行为导致的流产占总流产例数的比重

逐年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轻化，近７０％的艾滋

病毒感染者为青壮年，年龄小于１９岁的感染者约占十
分之一。青少年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

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面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严峻形势，我们要认

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更新观念、创

新方法、完善管理，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优质的服

务，开展好性健康教育工作。

１　在青少年中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１．１　性教育的重要性
性健康是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性

教育是帮助青少年拥有正确的性知识，协助青少年成

长中逐步形成的性心理，解除心理转变所引起的困惑

和顾虑，让他们更能接受自我并建立自信，学会有关人

际关系及与人相处的方法，培养尊重及爱护他人的能

力，帮助培养开朗及负责任的性态度，不至于做出伤害

他人的行为，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上不同的性现象，培养

分析及明确是非的能力。总之在青少年开展性教育是

为了增强青少年自尊、自信、积极的性别平等和基本权

利意识，增强安全、健康、负责任的性与生殖健康行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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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大学生中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意义
青春后期的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旅程中生理上旺盛、

成熟时期，性心理活动也最频繁、最活跃，性心理形成的

关键时期，虽然经历了中学阶段的青春启蒙教育，但性

知识仍然贫乏。而大学阶段的性健康教育是提高他们

自身素质、自我生活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他们正确

择偶，获得终身幸福的重要手段，是关乎其健全人格的

形成和顺利成才的主要因素。因此高校在开展素质教

育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让大学生更

深层次地了解青春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明确个人在爱

情、婚姻、生育等方面应有的态度和责任，消除对性的神

秘感和好奇心，自觉抵制不健康性观念的危害，促进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２１世纪高素质的现代化建
设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在大学生中开展性健康教育刻不

容缓，势在必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性教育中教育方式方法的运用

由于性教育的特殊性，教学方法的运用尤为重要。

本人长期从事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工作，通过这几年的

教学实践，在行课中不断地摸索学习，并借鉴性教育中

先进的教育方式方法，实践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归纳如下。

２．１　课堂讲授法
各种教育内容都可采用课堂讲授，性健康教育也

可以采用课堂讲授法。课堂讲授法最大优点是具有系

统性，当性健康教育进入课堂后，可按照教材系统讲

解。在讲授中，制定教学目标，要有教学计划，要准确

表达性健康知识，防止错误引导学生。教育者还可以

把本身正确的性观念、人生世界观和价值信仰通过讲

授的内容传达给受教育者。

２．２　案例讨论法
案例讨论法也可称为案例分析法，是指把真实的事

件或一个虚构的故事作为案例，交给学生研究分析，培

养学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既然是性教育，所

选取的案例一定是涉及性学科的，且真实性很重要，如

给学生讲迎接青春期、人际交往等内容课程的心理学教

师就有很多学生咨询案例；上预防性病、艾滋病、意外怀

孕的医学教师也有很多临床病例；另外还可以从央视节

目中获取一些真实案例。在教学中，教育者先将各种真

实案例抛向学生，根据案例故事提出问题，让学生分成

小组进行讨论，思考故事中的人物应该如何做，并对他

们的行为结局做出推断。学生在分析别人行为的同时，

思考自己的行为和结果，并从中领悟某些问题。很多学

生认为自己还是学生，是最纯洁的群体，认为性病艾滋

病离自己很遥远，那么教育者利用学生本身各种及各类

真实的案例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性病、艾滋病就在身边，

如不加强道德修养，某天自己也会沦为性犯罪者。

前面在提到分组讨论时，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最

好每班人数控制在５０人以内，每班再分成４～５个小
组，每组人数为１０人，这样学生彼此熟悉，方便交流问
题，也便于教育者综合总结问题，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所以，案例分析法也可称为小组讨论法。

２．３　价值澄清法
价值澄清法采用诱导式的教育方式，在价值观教

育过程中，引导青少年在思考、审慎、察觉自己和他人

价值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形成并建立自己

的价值观。价值澄清法在性教育中特别适合性道德教

育和人格教育。

在运用价值澄清法进行性教育时，反对教育者呆

板的说教和强硬的灌输方式，在抛出问题和观点以后，

培养和发展学生对事件进行比较、分析、鉴别、反思，协

助学生觉察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并建立自己的价值体

系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个人的价值观念是要经过一

个形成过程的，因此在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教育时，教

育青少年加强“自尊”、“自制”、“相互尊重”以及“责

任”等道德修养，明白性行为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

上，必须以合法婚姻为基础，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不合

法的、不道德的、不为社会所接纳、不受法律保护的。

使青少年从他律走向自律，增强性的控制能力和抵抗

诱惑的能力，避免性道德的失范。

２．４　演讲法或角色扮演法
有些教学内容，可设计讨论话题，让学生自由发言，

扮演角色，以辩论赛、主题班会、特邀演讲、座谈式的方

式进行讨论，也可以双重扮演、ＡＢ剧形式进行表演，以
上这些方式都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青春健康教育

中设计如：“我的青春要健康”、“青春健康伴我行”的演

讲题目，在婚恋教育中设计如“筑起防艾墙，关注生殖健

康”的演讲题目进行演讲或进行辩论赛；表演的剧目设

计如：“在歌舞厅中你怎样拒绝毒品”、“如何应对性骚

扰”、“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等等。实践证明，让学生自

由发言，参与表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己

或他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觉，使

演讲者及观众借助话题和角色投射自己的内心世界，在

参与互动中受到启发感悟和教育，促进他们的态度、信

念及价值观的转变。并且每个同学在现场都跃跃欲试，

情绪热情高涨，踊跃参与、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交流合作密切，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２．５　专题讲座法
专题讲座需要讲哪方面的内容，可以先在学生中进

行基线调查获取信息，让学生自己决定他们需要补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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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知识，因为专题讲座不占用正常行课时间，这既可

满足学生时间的需求，也使更多的学生受益（只要他们

愿意走进讲座课堂），从而建立起更广泛的沟通渠道。

拟定讲座主题可以是：开展“懵懂的青春，青涩的花季”

主题讲座，“女性月经期的保健”、“关爱女性健康知识普

及”专题讲座，在每年的男性健康日到来之际开展“男性

生殖健康”专题讲座，“预防艾滋社会齐参与”专题讲座

等等。虽然专题讲座的内容针对性较强，但是我们还是

提倡男女学生一起听课，这样可以消除对异性的神秘

感，另外也可以让一方更深入了解另一方各种特征，懂

得今后怎样照顾对方并尊重他人，有利于他们对爱情价

值的理解，对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２．６　读书指导法
一般经过１２年的义务教育考入大学的大学生都有

较强的自学能力，但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他们对性知识

的获取，无论是精华或者糟粕统统囊入怀中。性教育包

含的内容极广，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内容毕竟有

限；而且学生存在的性问题是大量的、性需求也有很大

的差异，作为对以上两者不足的补充，教师可向学生推

荐阅读书单，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通过读书质疑、解

疑，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自己存在的问题和社会

上的性现象，触动学生多思、深思，让学生读有所得，学

有所成。而今各高校图书馆藏书量都非常大、涉及学科

内容也丰富多彩，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也跟上时代的步伐

进入信息化，如我校就专门设置了电子阅览室，有几十

台电脑供师生查阅资料。在校大学生利用这一宝贵的

教学资源，可以获得更多更广更科学的性知识。

２．７　网络教育法
性教育内容繁杂，学生中存在的性问题千变万化，

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只能顾及多数，对少数学生存

在的个性化问题或难以启齿的隐私问题，可采用电话、

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和电子邮件等网络方式进行指导。

网络性教育的隐私性、灵活性、针对性的特点是传统性

教育所没有的。它留言方便、讨论匿名、传播快捷，既有

现时性又有现场感，弥补了常规教育在时间、人力、物力

方面不足的局限。更主要的是它效果独特，能解决个性

化问题，可以消除施教者和受教者双方面对面的尴尬，

利于保护学生的隐私，如失恋、性骚扰、同性恋、性功能

障碍、意外怀孕等不便于启齿的问题。我们可以充分利

用好校园网络资源，使性教育开展得具有特色。

２．８　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目前性教育界比较推崇的教学模式，

也是开展性教育中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同伴教育一

般是指具有相似年龄、相同背景、共同经验、相似生理

状况或由于某种原因使其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

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教育形

式。人们通常愿意听取朋辈们的意见和建议，青少年

尤其如此，特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有调查发现，青少

年没有一个人选择把性秘密告诉老师，只有７．５％的
男生和 ５％的女生愿意告诉家长，有 ５５％的男生和
５５％的女生选择告诉亲密伙伴。可见对青少年个体产
生重要影响，并且个体对其特别信赖的人不是教师、家

长，而是亲密同伴。这就启发我们要充分利用“同伴教

育”的模式进行性教育。

同伴教育的方式并不是盲目的“放羊式”，而是在

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交流。在我们给大学生开展的

性教育课程中是这样做的：首先在学生当中挑选那些

具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同学，做为同伴教育者进行有目

的的培训和施加训练，根据项目需要拟定内容范围，如

性病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少女性知识缺乏多次堕胎

等，让其收集资料并制作成课件，上课时把相关知识与

信息传授给全班同学，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讨论内

心感兴趣的问题，让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其他同

学，唤起同伴间的共鸣。因为同是青少年，在心理、语

言等诸方面容易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同伴教育者易唤

起身边同伴的心灵共鸣，教育效果远远高于教师的说

教。作为同伴教育者不仅在性方面的知识得到了有效

地补充，而且提高了他们各方面的能力，例如语言表达

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善于学习能力，同

时也增强了自信心。在教学过程中，人人愿意充当同

伴教育者，以此锻炼他们的自身技能。

总之，高校应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对即将步入社

会的大学生及时开展以人格教育为基础，以性纯洁教

育为核心的正规、系统、科学的性健康教育，培养健康

的性心理和正确的性道德观念，帮助他们树立健全的

人格，养成良好的性文明习惯，自觉抵制“性解放”、

“性自由”，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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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性别与心理性别

田聚群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体育教研室，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在想象中实施的身体性别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只存在很小的身体性别差异，女性和男
性之间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差异性。为了提高两性之间的吸引力，人类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性别文化，从而使几乎

每个人类成员在心理上都认为女性和男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看似天生的性别差异。

在心理性别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女性和男性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库在结构和内容存在设计上的缺陷，从而使恋爱中的

双方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响下，虽然女性和男性的心理性别差异会明显减少，但是由于

在许多领域取消了对性别的限制性条件，女性和男性的活动空间反而增加了，它们的创造性可以在新的领域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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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身体性别

１．１　身体性别差异实验
为了对两性的身体性别差异有一个形象直观的认

识，我们可以在想象中进行一次身体性别差异实验：在

完全不知对方身体性别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否仅仅通

过接吻或品尝对方身体的局部皮肤味道来判断对方是

女性还是男性；在完全不知对方身体性别的情况下，一

个人能否仅仅通过嗅闻对方身体所散发出的气味来判

断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在完全不知对方身体性别的

情况下，一个人能否仅仅通过观察对方身体的局部皮

肤来判断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在完全不知对方身体

性别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否仅仅通过握手或抚摸对方

身体的局部皮肤来判断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在完全

不知对方身体性别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否仅仅通过聆

听对方所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

一个人所接受的性别文化对身体性别差异实验的

结果将会产生较大影响，例如，一个异性恋的人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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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性和一个异性接吻或抚摸时所产生的心理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异性恋的人分别与一个非常喜欢

的和感觉一般的异性接吻或抚摸时所产生的心理感觉

也不一样。为了提高实验的准确性，有效避免性别文

化因素会对实验结果产生主观误差，在进行性别差异

实验时一定要保证实验双方完全不知对方的身体性

别，而且双方的身体最好是没有经过美容修饰的自然

身体。因此，我们不能在一个男性的身体上喷洒被认

为属于女性的香水来迷惑实验者；在接吻的时候不能

在女性的嘴唇周围粘贴假胡须，或者男性应该剃光胡

须以保证身体性别差异实验的准确性；在观察或抚摸

对方身体时一定要严格控制观察或抚摸的身体范围，

在大腿、手臂或背部等部位观察或抚摸的身体范围可

以适当放大，而在喉结、乳房和性器官附近则需要非常

小心地控制好观察或抚摸的身体范围。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实验者仅仅是通过味觉、视觉、嗅觉、触觉或听觉

等身体感觉判断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的，而不是借助

已经形成的对女男两性的性别文化知识进行推理。为

了提高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我们还可以思考下面一个

问题：在不借助科学仪器的情况下，如果不去注意一个

人的性器官，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一个刚

出生不久还没有学会说话或走路的婴儿的身体性别。

１．２　身体性别差异
人的身体是由皮肤、肌肉、骨骼、软骨、脂肪、血管、

神经、血液、肌腱、韧带等组成的，从这一点来说，女性与

男性的身体组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两性的生殖

系统差异较大，但是组成生殖系统的基本材料也没有太

大区别，而且绝大部分生殖系统位于身体内部，我们基

本上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虽然阴道与阴茎的内部构

造差异较大，但是我们只能接触到覆盖在其表面的皮

肤，而且传递感觉的神经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发放

动作电位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阴道的表面组成与口腔

表面、食道、呼吸道、胃壁、肛门直肠壁、膀胱壁等内部器

官的表面组成基本一样，而阴茎的表面则与身体其它部

位的皮肤组成基本一样。女男两性的乳房也是差异较

大的器官，但是构成乳房表面的皮肤是相同的，构成乳

房内部的脂肪和肌肉等软组织也是相同的。虽然女男

两性的乳房功能差异较大，但是从主观感觉上它们只是

在大小和形状上存在区别，与抚摸身体其它在大小和形

状相似部位的感觉是一样的，例如抚摸臀部、大腿、小

腿、腰部、腹部、上臂、前臂等处的皮肤或肌肉。

女性和男性的听觉系统、视觉系统、味觉系统、嗅觉

系统和触觉系统等感觉系统在构造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由于受到遗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个体之间在某

些方面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存在于每一

个人类个体之间。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系

统的、界限清晰的和不可逾越的感觉盲区，女性和男性

之间的感觉差异并不比女性和女性之间或者男性和男

性之间的差异大。女性和男性的身体气味没有本质区

别，女性和男性的皮肤感觉没有本质区别，女性与男性

的声音没有本质区别，女性和男性的体型等外在特征没

有本质区别，女性和男性的嘴唇、口腔表面、舌头、牙齿、

牙龈、唾液等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从纯粹的生物学意义

上来说，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只存在很小的身体性别差

异，女男两性之间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差异性。因此，

我们在想象中进行的身体性别差异实验的结果是：在完

全不知对方身体性别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接吻

或品尝对方身体的局部皮肤味道、嗅闻对方身体所散发

出的气味、握手或抚摸对方身体的局部皮肤、观察对方

身体的局部皮肤或者聆听对方所发出的声音等方式来

判断出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如果你对此思想实验的

结果感到不可理解，说明你已经被当今的性别文化深深

地影响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完全不知对方身

体性别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根据对方的姓名就可以使性

别判断的成功率大幅度提高。

一个人能体验到何种范围或类型的身体感觉主要

取决于它自身的身体构造，而不是取决于它所接触到

的各种环境。狗的嗅觉灵敏度是人的嗅觉的好多倍，

一个人的嗅觉再好，它也不可能体验到一只狗所能达

到的嗅觉灵敏度，即使遇到了非常好闻的气味，只要超

出了人的嗅觉感知范围，它就什么也感觉不到。同样，

当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接吻、拥抱或进行性行为时，它

能体验到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心理感觉）主要取决于

它自身的构造，而不是取决于与它接吻、拥抱或进行性

行为的对象。当然，这一推论仅仅适用于人类可以感

觉或不可感觉的边界附近。事实上，只要在人类可以

感觉的范围内，随着所接触到的外在环境不同，个体所

体验到的感觉也会有很大差异。因此，虽然身体感觉

差异很小，但是不同的接吻、拥抱或进行性行为的对象

会使个体在心理上产生大幅度的情绪波动。

２　心理性别

２．１　神经依赖与快乐
２．１．１　神经依赖
学习记忆过程即信息传递过程，是把到达突触前

膜的动作电位转变为释放贮存于前膜内侧分泌囊泡中

的化学分子，后者通过突触间隙作用于突触后膜，最后

再转变为后膜的电变化，完成信息的跨细胞传递［１］。

学习记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

性，包括神经网络、神经环路及突触连接等不同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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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其中突触连接是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过程的

重要环节，是神经可塑性的关键部位。短时记忆主要

与中枢神经临时性的电活动相关，长时性记忆与脑内

ＲＮＡ２蛋白质系统和超微结构方面的变化有关［２］。

学习记忆过程也是神经系统按照自身可识别的编

码方式将新信息不断标准化的过程，新信息被标准化

以后，可以在神经系统已经完成编码的信息库之间进

行信息的交流。个体学习记忆新信息的过程也是神经

系统根据需要进行自我调整的过程，形成长时记忆的

同时意味着神经系统的调整过程结束，神经系统在新

的状态下保持相对稳定。在学习记忆新信息的过程

中，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阶段性不适症状，并试图通过

回忆和想象等方式维持在调整前已经形成的长时记

忆，因为维持长时记忆所需要的精力与形成长时记忆

的过程相比要感觉轻松很多。当新信息已经被标准化

并形成长时记忆时，意味着维持长时记忆所需的神经

支持系统也同时建立。形成长时记忆并不意味着个体

可以随时使用已经被标准化的信息，若想维持长时记

忆，还需要不断地重复（学习）接触或想象与之相关的

信息，否则，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将会被逐渐遗忘。长

时记忆形成后，如果个体停止接触或想象与之相关的

信息，并转而学习记忆其它方面的新信息，那么处于相

对稳定状态的神经系统需要再次调整，新信息将会被

神经系统不断地标准化，而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将会

被逐渐遗忘，并在新的水平上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在

神经系统的调整过程中，个体在心理上也会产生阶段

性不适症状，并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等方式维持在调

整前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维持长时记忆所需要的精

力与形成长时记忆的过程相比要感觉轻松很多。事实

上，信息的学习记忆和遗忘过程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很

难将它们完全独立出来。个体在学习记忆新信息的同

时，一些已经形成长时记忆的信息将会部分更新或遗

忘；而个体之所以会逐渐遗忘一些已经形成长时记忆

的信息，常常是因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主动

或被动地学习记忆新信息［３］。

对比神经系统进行自我调整的学习、维持记忆和

遗忘等三个阶段后发现：在学习与遗忘阶段，神经系统

处于不稳定的动态调整状态，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阶段性不适症状；在已经形成长时记忆后的

维持记忆阶段，神经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调整状

态，个体的心理状态也保持相对稳定，由于只需花费很

少精力就可以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因此个体几

乎感觉不到心理不适症状。为了避免出现阶段性的心

理不适症状，个体常常会产生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

忆的想法和倾向，从而在心理状态上保持相对稳定。

因此，神经系统具有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从而保

持自身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趋势，任何改变当前相对

稳定状态的刺激都会使神经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动态调

整状态，从而使个体在心理上产生阶段性不适症状。

而且调整刺激的改变幅度越大，个体所产生的心理不

适症状越强烈。我们把神经系统具有维持已经形成的

长时记忆从而保持自身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趋势的性质

称为神经依赖，又称为心理依赖［３］。

２．１．２　快乐的概念
神经系统可以通过学习记忆过程将内部或外部信

息不断地标准化为自身可识别的信息，这些被标准化

的信息聚集在一起形成信息库，它们可以认为是由许

多可以传递使用的最小信息单位按照一定的标准组合

而成。在信息库内部，这些可传递使用的最小信息单

位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我们把在神经系统内部可传递

使用的最小信息单位称为信息子［３］。信息子可能是由

一组神经元按照特定的编码规则组合而成。与神经元

一样，信息子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电突触和化学突触

两种方式，其中电突触的传递是双方向的，而化学突触

的传递是单方向的。由于编码时使用的标准不同，信

息子之间的大小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信息子的

传递方式不同，我们可以把信息子划分为两种类型：只

能单方向传递的信息子称为单子，可以双方向传递的

信息子称为双子。在被标准化的信息库中，单子常常

以“应该”、“不应该”、“必须”、“天生”、“不可以”等风

格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双子常常以“可以”、“可能”、

“也许”等风格的语言组合在一起。例如：女男和男

女，母父和父母，妻夫和夫妻，下上和上下，本来女和

男、母和父、妻和夫、下和上等几组词语是没有方向性

的，可是一旦你习惯了某种顺序以后，在突然转换成另

外一种顺序时就会感到有些不正常；“男人天生喜欢化

妆”这句话就是由具有单子风格的语言组合在一起，而

“女人可以化妆，也可以不化妆”这句话则是由具有双

子风格的语言组合在一起。

在神经系统内部，当单位时间内联系起来的信息

子（单子或双子）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人体就会产生快

乐感觉。换句话说，在神经系统内部，当单位时间内神

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数量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人体就

会产生快乐体验。由定义可知，快乐是一种与神经系

统相关的情感体验，它的产生与神经系统内部所建立

起来的信息库结构和大小有很大关系［３］。

在学习记忆过程中，神经系统会按照某种标准对

新信息进行标准化。信息子是被标准化为单子还是双

子完全取决于在标准化新信息时所选择的标准。单子

可以被标准化为双子，但是需要进行学习记忆１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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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子的过程。因为双子可以双方向传递，所以它不可

以再被标准化为其它类型的信息子。双子也可以认为

是由２个向相反方向传递的单子组成。不同信息子之
间的信息交流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只有达

到了在标准化新信息时所设定的传递条件，相关范围

内的信息子之间才可能发生信息交流。在某种标准的

限制下，新信息被标准化为许多信息子以后，还没有达

到所设定传递条件的心理状态称为对此传递条件的心

理渴望，已经达到所设定传递条件的心理状态称为对

此传递条件的心理满足。因此，标准的选择和传递条

件的设定决定着个体在神经系统内部所建立起来的信

息库结构和大小，也决定着个体可以体验到怎样的心

理体验（如快乐或痛苦等感觉）。例如，假设产生快乐

感觉的临界值是５０个／秒，个体根据某种标准建立了
３０００个单子，并且设定了相应的传递条件。当传递条件
满足时，这３０００个单子开始被激活并在信息库内部传
递，假设满足传递条件的时间是６０秒，那么它每秒联系
起来的信息子（或单子）数量正好是３０００／６０＝５０个，也
就是说，它平均体验到了６０秒的快乐感觉。然而当传
递条件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由于个体按照某种标准

建立的全是单子，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假设向

着相反方向发展的时间还是６０秒，那么，它就不得不在
６０秒内将３０００个单子标准化为３０００个双子，也就是
说，个体需要在短时间内建立３０００个新信息子，平均标
准化速度为５０个／秒。在此条件下，个体极有可能会体
验到痛苦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在学习记忆新信息

时，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阶段性不适症状，

而且学习记忆新信息的数量越多，产生的心理不适症状

也强烈。例如，每天记忆１０个单词和每天记忆１００个
单词显然会产生不同的心理不适症状。

２．２　心理性别与爱情
２．２．１　心理性别的形成
因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身体性别差异很小，为了

提高两性之间的吸引力，人类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社

会性别文化，从而使几乎每个人类成员在心理上都认

为女性和男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它们在各

个方面都表现出看似天生的性别差异。因此，女性和

男性之间心理性别差异的形成与它们所处的社会性别

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使每个人类成员建立

心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文化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的包装和渗透。从理论上来说，在性别文化建立的

初期，无论是包装男性还是包装女性都可以达到建立

心理性别意识的效果，但是不知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

当今的性别文化选择了全方位包装女性，而使男性大

致保持自然状态。

语言文字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

应该取一个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名字，男性应该取一

个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名字。女性的乳房不能太小，

因为太小的乳房就和男性没有分别了；女性说话的声

音不能太粗，男性说话的声音不能太细，否则在声音上

就区分不出性别了。女性和男性的头发是没有区别

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应该是长发，而且可以使

长发变换成不同的形状和颜色，男性应该是短发；女性

和男性的眼睛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

的下、上两个眼皮应该涂抹成不同的颜色，而且应该画

上合适的眼线；女性和男性的眼睫毛是没有区别的，但

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的眼睫毛应该保持一定的形状

和颜色，女性应该粘贴比较长的假眼睫毛；女性和男性

的眉毛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的眉毛

应该保持合适的形状；女性和男性的脸颊是没有区别

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的脸颊应该涂抹不同颜色

和气味的腮红；女性和男性的嘴唇是没有区别的，但是

性别文化认为，女性的嘴唇应该涂抹不同颜色和气味

的口红；女性和男性的耳朵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

化认为，女性的耳朵应该佩戴具有女性气质的耳环；女

性和男性的脖子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

性应该佩戴具有女性气质的项链；女性和男性的指甲

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的指甲应该修

剪成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女性和男性的身体气味是没

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应该在身体上喷洒

具有女性气质的香水；女性和男性的脚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应该穿高跟鞋；女性和男性的

皮肤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和男性都

应该穿衣服，而且女性应该穿裙子、穿丝袜，女性的服

装颜色应该非常艳丽，服装款式应该异常丰富，女性的

服装应该装饰具有女性风格的配件；女性和男性的皮

肤颜色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在气温很高

的太阳直射的环境中，女性应该打遮阳伞或者涂抹防

晒霜，而男性则不应该这样；做饭、洗衣服、照顾小孩等

活动本来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应该

承担起这些活动；绝大部分职业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性

别文化认为，女性应该从事这些类型的职业，男性应该

从事那些类型的职业；工资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性别文

化认为，做同样的工作发给女性的工资应该比发给男

性的少一些；思维方式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性别文化认

为，女性擅长形象思维，男性擅长逻辑思维，女性是感性

的，男性是理性的。快乐的产生条件是没有性别的，但

是由于性别文化按照不同的标准分别对女性和男性进

行了标准化，并且设置了不同的传递条件，因此造成女

性和男性对不同的事件或领域产生心理渴望或心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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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每个人类成员的心理性别意识。

总之，社会性别文化已经渗透进了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领

域，只要稍微注意，就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与影响。

个体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地学习记忆遗忘过程，由

于性别文化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对女性和男性进行了标

准化，因此在女性和男性的大脑中形成了许多与性别相

关的信息子，而且这些信息子的构成主要以单子为主。

在没有身体性别差异的领域，性别文化进行了主观的、

强制性的性别分类与包装。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异

性之间就会使用具有性别特色的原因来解释，如果发生

在同性之间则会使用没有性别特色的其它理由来解释。

在具有明显身体性别差异的领域，性别文化采用了另外

一种方式对每个人类成员施加影响。

乳房和性器官（如阴道或阴茎等）是女性和男性在

外型上区别最明显的两个器官。为了增加女性和男性

之间的吸引力，性别文化成功地创造出了隐私的概念。

根据这一概念，除了极少数关系非常亲密的异性以外，

每个人类成员都不可以被其它的异性看到或接触自己

的乳房和性器官，由于男性的乳房特征不是很明显，因

此性别文化创造出了许多限制女性乳房不被男性看到

或接触的措施。而在同性之间，则不需要进行这样的限

制。女性和男性在大便或小便时的场所是可以不区分

性别的，但是因为在大便或小便时个体可能会看到异性

的乳房或性器官，所以性别文化认为，女性和男性应该

在相互隔离的场所进行大便或小便。女性和男性的更

衣室是可以不区分性别的，但是因为在换衣服的过程中

个体可以看到异性的乳房或性器官，所以性别文化认

为，女性和男性应该在相互隔离的场所换衣服，并且穿

上可以覆盖隐私部位的衣服后才可以在公共场所参加

活动（如游泳）。无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湿度有多高，性

别文化认为，女性和男性都应该穿着至少应该包裹住乳

房和性器官的衣服，以此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另外，因

为除了乳房和性器官在大小和形状上稍微有些区别之

外，女性和男性在对身体其它部位的感觉上是一样的，

因此，为了使女性和男性对异性的身体产生较大的兴

趣，性别文化创造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来规范和减少个

体对异性身体的频繁接触和探索。例如，注意区分异性

恋人和异性朋友之间的区别，在异性的好朋友之间应该

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不可以发生身体接触，不

可以接吻，更不可以进行性行为。在异性的好朋友之间

也不可以谈论非常私密的话题，不可以谈论只有在恋人

之间才能谈论的话题，不可以产生除了友情之外的其它

情感。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应该为自己非常喜欢的或者

非常爱的人保持忠诚，不可以发生心理上的出轨，更不

可以发生身体上的出轨。

在全方位限制和规范两性的身体行为和心理想法

的基础上，为了增加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吸引力，性别文

化还极力使每个人类成员都相信：虽然乳房和性器官

完全属于个人的隐私，但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在女性个体和男性个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全面的身体接

触，而且发生身体接触时还可以产生非常快乐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一种超出个人想象的、不可描述的、人类能

体验到的、最美好的身体心理感觉。例如：在异性之间

发生的恋爱、接吻、拥抱、抚摸、进行性行为等活动。在

性别文化的影响下，一个正常人如果没有和非常喜欢

的或者非常爱的人产生爱情，那么它就没有机会通过

被认为是正常的途径看到或者接触到异性的身体，它

对爱情和异性身体的渴望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在将

来的某一天，就像人类在还没有发现制造衣服的方法

时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一样，或者与现在所有其它的动

物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的所有成员突然间可

以重新裸体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当对异性身体的好奇

心降低到一定水平以后，由于身体性别差异的客观存

在，爱情还是会继续存在，对异性身体的渴望也不会消

失，并且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我们知道，当小孩还没

有受到性别文化影响的时候，它们是没有心理性别意

识的，但是在生活中它们同样可以体验到很多快乐。

虽然女性和男性都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但是由于性别文化全方位的包装和渗透作用，致

使女性和男性都自觉地各自独立地搜索、学习属于

自己性别的那部分性别文化内容，从而在各自的大

脑中形成了具有明显性别特色的信息库。而且，建

立信息库的标准也具有单方向传递的特征，信息库

的结构以单子为主要类型。前面说过，单子通过学

习记忆过程可以转化为双子，在转化过程中个体会

产生程度不同的心理不适症状，由于神经依赖的性

质存在，在生活中发现与性别文化所描述的感觉或

事实不一致的时候，个体往往会选择保留问题或者

在接受现有性别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原因。从某种意

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建立性别文化所依据的标准是：

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性别相同的方面，通过化妆、

美容、学习记忆性别文化等手段的运用，使它们在身

体心理感觉上完全不同；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性

别有明显差异的方面，通过包裹隐私部位、规范或减

少对异性身体的探索和接触、学习记忆性别文化等

手段的运用，使它们在身体心理上产生对异性身体

的大程度渴望。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的应用，外在的

社会性别文化被标准化为内在的心理性别意识，虽

然女性和男性的身体性别差异很小，但是女性和男

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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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心理性别文化下的爱情
在性别文化与爱情文化的共同影响下，较强的心理

性别意识分别在女性和男性的大脑中形成。个体在成

长过程中不断地接触并学习记忆有关爱情的各种信息，

从而在大脑中形成了大量的有关爱情的信息库，并且把

信息库内信息子的传递条件设置为：你喜欢的人也明确

表示喜欢你或者你爱的人也明确表示爱你。社会文化

认为：只有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才可以发生爱情，个体在

年龄较小的时候不应该恋爱，只有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

才可以恋爱，只有在深厚爱情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性行

为，如果在身体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开始恋

爱，往往会对恋爱双方的人生发展产生许多不好的影

响。为了使个体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才开始进行性行

为，社会文化把个体进行的第一次性行为活动与个体在

许多其它方面的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个体在进

行第一次性行为之前往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疑问和思

考。例如社会文化创造出了处女的概念及其相关文化。

因此，在达到所设定的传递条件之前，个体在心理上对

爱情和进行性行为的渴望程度非常大。如果个体在达

到一定年龄以后还是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爱的

人，并和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爱的人发生爱情，社会文化

将会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个体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

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个体的大脑内已经形成了数

量巨大的有关爱情的信息库和对爱情的大程度渴望。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当出现了你喜欢的人也明确表示

喜欢你或者你爱的人也明确表示爱你的情况时，也就

是说当达到了所设定的传递条件时，信息库内的信息

子开始进行信息交流。由于信息库内的信息子数量巨

大，因此单位时间内联系起来的信息子（单子或双子）

数量很容易达到能引起个体产生快乐感觉的临界值，

从而使个体产生持续时间很长的快乐感觉，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恋爱感觉或者爱情感觉。由于绝大部分个体

在第一次恋爱之前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十几

年或者二十几年等），因此，个体对第一次恋爱的感觉

和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在恋爱中体验到快乐感觉的

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

女性和男性的身体性别差异本来是很小的，但是

在性别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分别建立了各自的

心理性别意识，在对爱情的大程度渴望中，女性和男性

都对所喜欢的异性的身体和心理建立了许多超出现实

感觉的想法。如果没有爱情的发生，这些不现实的想

法可能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但是爱情的发生彻底改

变了局面，各种在想象中应该会产生美好感觉的事情

终于有机会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如果你在爱情发生之

前对握手、拥抱、接吻、抚摸等身体活动建立了大量的

超出现实感觉的幻想，那么，当对方说“我喜欢你”或

者“我爱你”的时候，与握手、拥抱、接吻、抚摸等身体

活动相关的信息子之间还可以进行信息交流，但是，当

你与对方确实发生了这些身体活动后，那些只存在于想

象中的不能接受重复性检验的信息子就不再继续传递

了，因为在你所建立的是大量的不可以重复使用的一次

性信息子。经过不断地重复，非常浪漫的事情将会失去

浪漫的感觉，并逐渐被一种现实的感觉所代替。在女性

和男性之间发生的性行为本来只是个体可以体验到的

众多身体心理感觉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性行为本身也是

许多可以产生肌肉依赖或神经依赖的身体心理活动方

式中的一种类型，但是在性别文化和爱情文化的共同作

用下，进行性行为与吃饭一样是人的本能，世界上不存

在一直不吃饭的人类个体，但是却存在许多很少或者从

来没有进行过性行为的人类个体。从技术的复杂度和

完成难度分析，性行为只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身体活动，

可以说一学就会，一看就会，性行为的发生过程也可以

被精确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个体在进行性行为之前所建立起来的不能接受重复性

检验的信息子会逐渐停止信息传递活动。

与心理性别相关的信息库就是由大量的一次性使

用的单子构成，本来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身体性别差异

就很小，如果对异性的身体抱有太多超出现实感觉的

幻想，那么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一定会感到失望的。

那些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子不能再继续使用后，个体就

会体验到已经形成长时记忆的信息被逐渐遗忘的心理

感觉，虽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也没有什么办

法来阻止遗忘的发生。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可

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才会在个体的大脑内继续维持

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个体在经历过第一次恋爱以

后，由于许多不能重复使用的一次性信息子已经不可

能在第二次恋爱时继续进行信息传递了，因此与第一

次恋爱时的感觉相比，个体在第二次恋爱时的心理感

觉通常会理性很多，真实很多。

另外，当对方第一次说“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

的时候，你体验到了强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快乐，但

是，当这些话被对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到足够数量时，

你就不会对它们产生特殊的心理体验了。因此虽然当

对方说“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的时候，你的心理确

实体验到了强烈的、持续很长时间的快乐，但是从理论

上分析，这种快乐并不是对方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给自

己的。因为在你与对方恋爱之前，是你自己通过学习与

爱情相关的信息并建立了大量的有关爱情的信息库，并

且把信息库内的传递条件设置为对方向你说“我喜欢

你”或者“我爱你”这些话的。如果在对方向你表达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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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你的大脑中根本没有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或

者你所设定的传递条件不是这两句话，那么你就不可能

在对方向你说这两句话时体验到恋爱时的快乐感觉。

当你第一次面对异性的裸体时，由于心理性别意识

的作用，你很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身体心理反应，但是，

当你第３００次面对异性的裸体时，你的身体心理反应程
度会降低很多。同样，第一次进行性行为时的感觉与第

３００次进行性行为时的感觉差别也很大。但是从理论上
分析，对于同一个异性，第一次面对它的裸体或者进行

性行为时的感觉与第３００次面对它的裸体或者进行性
行为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对于同一个异性，第一次与

它发生握手、拥抱、接吻、抚摸等身体活动时的感觉与第

３００次与它发生握手、拥抱、接吻、抚摸等身体活动的感
觉应该一样；对于同一个异性，当对方第一次说“我喜欢

你”或者“我爱你”时的与对方第３００次说“我喜欢你”
或者“我爱你”时的感觉应该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如此

巨大的身体心理反应差异，完全是由于在性别文化的影

响下，个体建立了太多的不能重复使用的一次性信息

子。如果在学习记忆的初期，个体建立的都是能接受实

践检验的、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那么当爱情发生

后，个体体验到的心理感觉将会非常稳定，并且持续时

间很长。如果个体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第３００次面对异
性裸体、第３００次发生握手、拥抱、接吻、抚摸等身体活
动、第３００次进行性行为时的身体心理感觉，那么就不
会出现巨大的身体心理反应差异。

在性别文化与爱情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个体建立

了许多主要由单子组成的信息库。例如，如果我与对

方恋爱，对方应该怎样，我应该怎样，对方不能这样，我

不能那样。从来没有某个爱情理论表达过这样的观

点：无论恋爱双方的心理感觉如何，它们都应该随时做

好分手的心理准备。这种主要由单子组成的与爱情相

关的信息库在结构上存在一个设计缺陷，在某种条件

下，大量的单子会在短时间内被标准化为双子，个体往

往会体验到一段时间的极度痛苦的心理感觉。例如，

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恋爱中的一方向另一

方提出分手，这时失恋的个体往往会体验到一段时间

的极度痛苦的心理感觉；在已经做好了随时进行分手

的心理准备后，如果恋爱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分手，

那么失恋的个体往往不会体验到极度痛苦的心理感

觉，而只会体验到大量的已经形成长时记忆的信息被

逐渐遗忘的心理不适感觉（又称为神经依赖或者心理

依赖）。如果你不想体验到在失恋时可能会产生的极

度痛苦的心理感觉，那么就应该把下面的观点当作建

立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标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人

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人不想做某件事，那么

你就不能强迫它做这件事，相处的双方都有随时改变

想法的自由，相处的双方都应该做好对方可能随时改

变想法的心理准备。因为在这样的标准下，你所建立

的都是不能再被标准化为其它类型信息子的双子，由

于双子是可以双向传递的，它基本可以包括两人在相

处时可能会发生的所有事情。在相处的双方都知道对

方可以随时改变想法的基础上，如果它们还是愿意在

一起，那么就说明它们是适合在一起的。在“强奸”概

念的定义和相关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分别

建立了一个以单子为主要类型的不同内容的信息库，

从而使受害者在遭受身体伤害的同时，不得不在短时

间内学习记忆大量的新信息，使受害者又经历了一次

极度痛苦的心理体验。在“处女”概念的定义和相关

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分别建立了以单子为

主要类型的不同内容的信息库，当女性和男性发现实

际发生的事实与心理想象的事实不一致的时候，它们

就不得不学习记忆足够数量的新信息，并且经历一段

时间的心理不适体验。

在性别文化与爱情文化的共同影响下，虽然女性

和男性分别建立了属于自身性别的与爱情相关的数据

库，并且把传递条件都设置为：你喜欢的人也明确表示

喜欢你或者你爱的人也明确表示爱你。但是，当传递

条件达到后，除了会体验到一段时间的快乐感觉以外，

恋爱中的双方会很快发现下面的事实：对方的表现和

你在想象中它应该的表现差距很大或者完全不同，就

好像自己跟自己恋爱一样，除了一些很少的共同话题

以外，在两个人的交流中会出现很多观点不一致的地

方，而且有时甚至不能互相理解对方，如果想继续交往

下去还需要学习很多新信息，还需要不断地在解决一

个又一个的小矛盾中调整双方的想法和认识，当通过

这种方式调整了足够长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们之

间的观点和共同语言逐渐多了起来，与恋爱的初期相

比，现在的你们更适合在一起。如果在调整了足够长

时间以后还是有许多地方不能达成一致，说明你们各

自建立的信息库结构或内容差异太大，如果在一起需

要学习的新信息太多。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完全是由于性别文化

与爱情文化的共同影响。在恋爱的初期，由于我们的

头脑中建立了许多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子，而那些可以

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建立的数量并不多，另外，女性和

男性分别建立了差异性很大的与爱情相关的以单子为

主要组成形式的信息库。在达到传递条件的初期，信

息库内的信息子之间发生的大量信息传递活动使得恋

爱中的双方都产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快乐，当那些一

次性使用的信息子停止信息交流后，所产生的快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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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降低。两人的相处需要

大量的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但是由于性别文化

与爱情文化在恋爱之前并没有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足

够数量的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因此为了使恋爱

能够继续进行，在相处的过程中恋爱中的双方不得不

进行重新学习，从而建立足够多的可以重复性使用的

信息子，而学习记忆新信息将会使个体产生心理不适

症状。另外，由于女性和男性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

库在内容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当面对同样的事情

时，女性和男性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为了能够相

互理解对方，它们不得不通过解释和辩论等方式试图

使对方理解自己，从而在思想上达成一致。而进行解

释和辩论等活动的过程也是学习记忆新信息的过程，

学习记忆新信息将会使个体产生心理不适症状。当经

过学习与记忆活动，恋爱中的双方建立了足够数量的

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它们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

息库的结构与内容也逐渐趋于一致时，在相处时它们

体验到快乐的可能性又开始增加了。

从上可知，正是由于女性和男性建立的与爱情相

关信息库在结构和内容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才使得恋

爱中的双方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在心理上

出现从极度痛苦到非常快乐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

性。如果恋爱中的双方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

时，建立起的都是以双子为主要类型的信息子，都是可

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并且它们所建立的信息库在

内容上也基本保持一致，那么它们在恋爱中将会体验

到相对稳定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快乐感觉。

２．２．３　身体性别文化下的爱情
根据个体在大脑中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结

构和内容不同，社会性别文化可以划分为心理性别文

化与身体性别文化。在心理性别文化的影响下，组成

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信息子以单子为主要类型，其中

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少，一次性使用的信

息子数量较多，并且女性和男性所建立的与爱情相关

信息库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

响下，组成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信息子以双子为主要

类型，其中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多，一次性

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少，并且女性和男性所建立的与

爱情相关信息库在内容上保持基本一致。

身体性别文化完全接受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学意义

上存在的身体性别差异，但是除此之外，不会为了强化

这种身体性别差异而采取各种外在手段全方位包装女

性或者男性，不会把那些没有性别区分的各种事物主

观地、强制性地进行性别分类。在完全接受女性和男

性存在较少的身体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身体性别文化

更加关注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的较多的相同之处，因

为只有这样，在女性和男性的大脑中才能建立起足够

数量的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并且在内容上保持

基本一致。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响下，虽然女性和男

性的心理性别差异会明显减少，但是由于在许多领域

取消了对性别的限制性条件，女性和男性的活动空间

反而增加了，它们的创造性可以在新的领域得到发展。

因此，身体性别文化下的社会生活将要比心理性别文

化下的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彩，更具创造性。

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取消了对那些没

有性别差异领域的性别限制性条件，女性和男性都可

以自由选择是否需要化妆，女性和男性都可以自由选

择是否需要穿裙子，女性和男性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需

要喷洒香水，在气温很高的太阳直射的环境中女性和

男性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需要打遮阳伞。从理论上

讲，一个喜欢穿裙子的女性和一个喜欢穿裙子的男性

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有可能在交往中相互理解对

方。虽然身体性别文化大幅度减轻了女性和男性之间

的心理性别差异，但是并没有减少女性和男性之间的

吸引力，而且发生爱情的可能性也没有减少，因为在它

们之间建立了在内容上保持基本一致的足够数量的可

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从而使它们拥有了更多的共

同语言，更容易相互理解对方，在恋爱中更容易保持身

体心理状态的相对稳定。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响下，

将直接告诉个体与异性握手、拥抱、接吻、抚摸、进行性

行为等身体活动时的真实感觉，而不再采取心理性别

文化所使用的方式：将许多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子与这

些身体活动联系起来。因为女性和男性的身体性别差

异是客观存在的，爱情的魅力也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将

真实的感觉告诉每个个体，它们还是会选择继续寻找

美好的爱情。快乐的产生仅仅与个体在单位时间内联

系起来的信息子数量有关，如果由信息子组成的信息

库的结构和内容没有缺陷，个体体验到快乐的可能性

就会大幅度增加。事实上，即使没有真实发生过握手、

拥抱、接吻、抚摸、进行性行为等身体活动，仅仅依靠自

己的经验和推理想象，也可以比较精确地预测出发生

这些身体活动时的真实感觉，而不再采取心理性别文

化所使用的方式：当设定的传递条件达到后，才去体验

并验证这些身体活动的真实感觉。身体性别文化并不

会限制个体对爱情产生各种各样的超出现实的美好想

象或者幻想，因为想象本身也可以使信息库内的信息

子产生信息传递，但是，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时

身体性别文化不会把超出现实的想象与现实中的真实

感觉混合在一起，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建立过多的只能

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子。在身体性别文化的影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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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是这种社会分工在理论

上是可以随时改变的，而且在改变社会分工时它们在

心理上和社会上遇到的阻力将会非常小，因为女性和

男性所建立的都是以双子为主要类型的信息子。

３　结　　论

３．１　女性和男性的听觉系统、视觉系统、味觉系
统、嗅觉系统和触觉系统等感觉系统在构造上并没有

太大区别。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系统的、

界限清晰的和不可逾越的感觉盲区，女性和男性之间

的感觉差异并不比女性和女性之间或者男性和男性之

间的差异大。从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在女性和

男性之间只存在很小的身体性别差异，女男两性之间

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差异性。

３．２　在学习与遗忘阶段，神经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动
态调整状态，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阶段性不

适症状；在已经形成长时记忆后的维持记忆阶段，神经系

统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调整状态，个体的心理状态也保

持相对稳定，由于只需花费很少精力就可以维持已经形

成的长时记忆，因此个体几乎感觉不到心理不适症状。

神经系统具有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从而保持自身处

于相对稳定状态的趋势，任何改变当前相对稳定状态的

刺激都会使神经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动态调整状态，从而

使个体在心理上产生阶段性不适症状。而且调整刺激的

改变幅度越大，个体所产生的心理不适症状越强烈。

３．３　我们把在神经系统内部可传递使用的最小
信息单位称为信息子。与神经元一样，信息子之间的

交流主要通过电突触和化学突触两种方式。根据信息

子的传递方式不同，我们可以把信息子划分为单子和双

子两种类型。在神经系统内部，当单位时间内联系起来

的信息子（单子或双子）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人体就会产

生快乐感觉。快乐的产生与神经系统内部所建立起来

的信息库结构和大小有很大关系。单子可以被标准化

为双子，但是需要进行学习记忆１个信息子的过程。因
为双子可以双方向传递，所以它不可以再被标准化为其

它类型的信息子。双子也可以认为是由２个向相反方
向传递的单子组成。只有达到了在标准化新信息时所

设定的传递条件，信息库内的信息子之间才可能发生信

息交流。在某种标准的限制下，新信息被标准化为许多

信息子以后，还没有达到所设定传递条件的心理状态称

为对此传递条件的心理渴望，已经达到所设定传递条件

的心理状态称为对此传递条件的心理满足。

３．４　为了提高两性之间的吸引力，人类创造出了

丰富多彩的社会性别文化，从而使几乎每个人类成员

在心理上都认为女性和男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生

物，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看似天生的性别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建立性别文化所依据的

标准是：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性别相同的方面，通过

化妆、美容、学习记忆性别文化等手段的运用，使它们

在身体心理感觉上完全不同；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

性别有明显差异的方面，通过包裹隐私部位，规范或减

少对异性身体的探索和接触、学习记忆性别文化等手

段的运用，使它们在身体心理上产生对异性身体的大

程度渴望。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的应用，外在的社会性

别文化被标准化为内在的心理性别意识，虽然女性和

男性的身体性别差异很小，但是女性和男性却具有完

全不同的心理性别意识。

３．５　根据个体在大脑中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
库的结构和内容不同，社会性别文化可以划分为心理

性别文化与身体性别文化。在心理性别文化的影响

下，组成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信息子以单子为主要类

型，其中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少，一次性使

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多，并且女性和男性所建立的与爱

情相关信息库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在身体性别文

化的影响下，组成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信息子以双子

为主要类型，其中可以重复性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多，

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较少，并且女性和男性所建

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库在内容上保持基本一致。正是

由于女性和男性建立的与爱情相关信息库在结构和内

容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才使得恋爱中的双方不能保持

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在心理上出现从极度痛苦到非

常快乐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身体性别文化的

影响下，虽然女性和男性的心理性别差异会明显减少，

但是由于在许多领域取消了对性别的限制性条件，女

性和男性的活动空间反而增加了，它们的创造性可以

在新的领域得到发展。因此，身体性别文化下的社会

生活将要比心理性别文化下的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彩，

更具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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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一种基本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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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性欲系统是一种情绪系统。由于在进化过程中这一系统
出现较早，且对生物体的生存及繁衍有着重要的意义，情感神经科学家Ｐａｎｋｓｅｐｐ基于长期以来动物实验的结果，明确提
出性欲是一种基本情绪。

【关键词】动物；基本情绪；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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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大脑系统不能对彼此感到热情，那么我
们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在哺乳动物的世界

中，性欲是联络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纽带，而许多种群也是

依靠性欲这一纽带建立起来的。在人类社会中，性欲已

经得到升华，而由性欲衍生出来的爱更是联系社会关系

的关键［１］。性欲是一种低级需要，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论中性与饥饿、渴构成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只有这些最

基本的生理需要得以满足才会产生更为高级需要。而情

绪是一种以需要为中介的态度体验，情绪具有独特的主

观体验、外在表现及生理唤醒，性欲也拥有相似的成分。

那么情绪与性欲的关系如何，值得我们去思考。参考最

近的文献，我们认为性欲不但是情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

且是基本情绪的一种。性欲与高兴、恐惧、厌恶、愤怒等一

样都是经历进化而形成，具有独立的神经基础，具有高度

的跨物种、跨文化、跨空间的一致性［２］。同时，性欲作为一

种基本情绪也参与其它更为复杂的情绪的形成。

１　基本情绪及成为基本情绪的标准

基本情绪为机体提供各种来自内外环境的对生存有

重大意义的信息，它们具有固有的脑机制来识别并反馈

这些信息。目前神经科学家认为基本情绪源自于独立环

路的神经激活，人类与其它哺乳动物都拥有这些初级情

绪—动机系统，这些系统指导着人类及其它哺乳动物的

行为。

Ｐａｎｋｓｅｐｐ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基本
情绪系统具有种属性，通过这其中神经心理学标准就

可以判定一种情绪是否是基本情绪。这七种属性分别

是：（１）基本情绪可以通过特定的非条件环境刺激来
诱发。（２）它们必须能够引起一系列一贯的行为反应
和相应的生理反应。（３）它们必须能够选择外界环境
的输入的信息。（４）当突发事件结束时，它们必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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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将激活的情绪维持一段时间。（５）情绪性反应应该
可以由认知激活来引起。（６）各种基本情绪应该可以
激活或调节各种复杂的认知策略。（７）精神病相关的
情绪体验必须源自于这一脑结构，而情绪和情感反应

了这种复杂脑结构的动力操作［３］。

２　性欲系统的激活模式

对于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来说，由于进化的程度

不同，性欲系统的激活模式也有较大的差别。对于许

多动物来说，其性欲系统的激活具有较大的时间限制。

只有到交配的季节它们的性腺才开始变得活跃，性器

官也开始复苏。只有这时出现的性信息才能激活它们

性欲系统，进而完成交配行为。而这一切最终只有一

个目的：繁殖。对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来说，它们传递性

信息的方式比较单一也比较直接。处于发情期的雌性

个体在体内荷尔蒙的作用下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雄

性个体通过嗅觉接收这一信息。

人类的性欲系统与动物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对

于人类来说，男性和女性的性系统早在发展早期已经

形成，但是这些性器官直到青春期后才会成熟。当成

熟的性腺开始分泌男性或女性性激素时，个体就会产

生性欲望。然而，由于大脑和身体的组织规则，女性欲

望可以存在于男性身体中，男性欲望也可以存在于女

性的身体之中［４］。人类的性欲不仅仅是为了繁殖，其

中更掺杂了许多享乐的成分。因此，人类性欲系统的

激活模式显得较为复杂。它打破了大自然为其它哺乳

动物设置的限制，人类的性欲系统可以随时随地的被

来自于物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刺激激活。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毫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性行为。

虽然自然对人类性欲的限制变少了，但是学习和文化

增加了神经系统对性行为的控制水平与复杂水平。

３　性欲作为一种基本情绪的证据

３．１　来自理论的依据
Ｆｉｓｈｅｒ哺乳动物和鸟类进化出了三种基本的相互

联系的离散情绪系统，它们分别是：性欲，吸引和依恋，

这三个系统分别为交配，繁殖和养育服务［５，６］。这三

种情绪系统与身体的其它系统协同调节着生物体的行

为，对哺乳动物来说，睾丸酮能够促进抗利尿激素的合

成，催产素能够改变多巴胺的活性，５－羟色胺能够改
变多种神经递质的合成、释放及活性从而改变个体的

行为。性欲又被称为性驱力、力比多，它是一个多维度

的系统，可由无数的生态刺激、社会刺激、心理刺激以

及物理刺激激活。性欲系统的激活开启了与适当的对

象进行交配的开关，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相关神经丛的

兴奋并且产生特定的行为指令。长期以来，许多科学

家一直认为性驱力是一种独立的情绪系统。这个系统

广泛的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及鸟类中，由特定的激素

调节，并且在哺乳类及鸟类的大脑中有特定的初级神

经结构。然而，对于不同的动物来说，性欲所激活的神

经环路也不同，这与它们的交配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对人类来说，这一系统涉及到的神经环路更加复杂。

Ｐａｎｋｓｅｐｐ认为基本情绪系统使生物体能够整合各
种来自内外环境的并且与生存相关的信息，并将这些

信息反馈给生物体，是生物体能够对这些信息快速地

做出反应，从而增加生物体获得生存的机会。这些基

本情绪拥有相对简单的神经环路，并且可以脱离高级

认知的监控，这大大缩短了生物体做出反应所需要的

时间。同时，这些基本情绪又是复杂情绪的重要组成

部分。那些复杂的情绪可以由一个或者多个基本情绪

再加上一些认知成分混合而成，这些情绪的激活必然

调动相应的基本情绪环路。Ｐａｎｋｓｅｐｐ从情感神经科学
的角度出发，基于动物的实验结果，认为在人类和哺乳

动物中存在七种基本情绪，它们都能满足成为基本情

绪的标准。它们分别是探索、愤怒、恐惧、性欲、照料、

伤心和游戏［７］。它们构成了情感神经科学的基础，并

且有助于理解情绪失衡的原因，从而为神经失调的治

疗提供有效的信息。

３．２　来自实验的依据
研究者在利用国际情绪图片库（ＩＡＰＳ）进行研究

时发现被试对性图片的加工异于其它情绪图片，在情

绪图片的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研究中，性图片与相同
效价及唤醒度的情绪图片在早期知觉加工阶段就发生

了分离，并且诱发出更大的早期后叶负波［８］。这就说

明了人们对性图片加工的神经机制与其它情绪图片不

同，这提示我们性欲系统可能是独立于其它情绪系统

的另一种系统。同时，由于这一系统在进化过程中出现

的较早，那么这一系统必然是最为基本的情绪系统。

Ｐａｎｋｓｅｐｐ发现使用大脑局部电刺激（ＥＳＢ）很容易诱发
强大的非条件情绪反应，这些效应集中在古老皮层下的

脑区域。通过ＥＳＢ可以区分出七种不同的情绪系统，类
似人脑中的局部电刺激产生类似的情感经验［７，９］。

４　小　　结

综上所述，性欲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出现较早的

系统，具有独立的神经环路。通过来自外部环境以及

来自心理的刺激都可以激活这一系统，能够引起一系

列的性表现及交配行为。这显然符合 Ｐａｎｋｓｅｐｐ所提
出的基本情绪判断标准。并且将性欲看做一种基本情

绪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

（下转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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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鸿洋１，２　郝树伟１　洪　炜１△

１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市女子劳动教养所，北京１０２６０９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当前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心理状态。方法：从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采用随机方法选取某两拘留所收容的３００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的心理
访谈，同时与６０名普通人群女性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调查所用量表为自制基本情况调查表和人性哲学量表（修订
版）、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ＳＡＤ）、个人评价问卷（ＰＥＩ）共４个量表进行调查测评。结果：调查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
程度、社会支持、物质滥用问题、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性行为对象、收入水平、父母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关系、

家暴情况、本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夫妻关系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苦恼量表中在焦虑维度上与对照

组有显著差异。个人评价量表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与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人性的哲学量表（修订版）结

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在值得信任维度上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结论：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与普通人群相比

较差，自我评价偏低，存在社会交往焦虑，同时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消极。

【关键词】女性性工作者；社交苦恼；个人评价；心理评估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ＷＥＮ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１，２，ＨＡＯＳｈｕｗｅｉ１，ＨＯＮＧＷｅｉ１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Ｃａｍ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６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ｉｍ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Ｍｅｔｈ
ｏｄ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３００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ｆｔｗｏｃａｍｐｓ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ｉｎ２０１２．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ｓｅｍ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ｌｓ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６０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
ｕｓ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ｓｅｌｆ－ｍａｄｅ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ｃａｌ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ｓ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ＳＡ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ＰＥ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ｂｕｓｅ，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ｘ，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ｘ，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ａｍｉｌｙ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ｃｏｎｊｕｇ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ｏｆＳｃａｌｅ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ｓ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ｒｅ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ｏｒｄｉｎａ
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ｌｏｗｅｒ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ｍｏ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ｓｔｏｗ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随着社会的高速进展，中国社会对性观念态度的
变化，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社

会各界人士所关注。有的学者提出她们作为弱势群体

应该建立更健全的制度进行保护，且这个职业降低了

社会的性暴力犯罪，应该给予更合法的地位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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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１－３］；有的学者认为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直

接传播性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环境，破坏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和偷盗、抢

劫、诈骗、吸毒、凶杀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犯罪，影响社

会的和谐稳定，其危害性不可低估［４，５］。对于女性性

工作者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性病等流行病学调查［６］。本

研究则进一步了解当前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的

生存及心理现状，在北京某两拘留所对从事过性工作

行业的女性进行了调查及心理评估。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本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某两拘留所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

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期间收容的女性性工作者。剔
除文化程度为文盲的成员，随机选取了３００名女性性
工作者进行调查测评，平均年龄为（３０６±８２６７）岁；
并选取社会上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背景相似的女性

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３０４７±９８９７）岁。其
中研究组９１３％为非独生子女，而对照组７４５％为非
独生子女；研究组５７５％有子女，对照组４６９％有子
女；研究组８３２％来自于农村，对照组５３７％来自于
农村。

１２　研究工具
（１）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了解被调查者基本人

口学情况。（２）人性哲学量表修订版，通过测量个体
对各题目观点的认同程度，来考察个体对于人性的看

法和态度，总计 ２０个条目。（３）社会回避及苦恼量
表，考察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临其境时的苦

恼感受。含有２８个条目，其中１４个条目用于评价社
交回避，１４个条目用于评定社交苦恼。（４）个人评价
问卷，总计５４个条目，分值越高表示自信程度越高。
除自编问卷外，均已被证明拥有良好效度，并被广泛使

用［７］。

１３　方法及统计分析
对被试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自行填写，文化水平较

低者由专门咨询师对题目进行解释。问卷采取不记名

方式，并签订保密协议后进行。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

组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９０份，普通人群对
照组发放问卷６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５份。所有数据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检验方法为 χ２检
验和独立样本ｔ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表１　研究组与对照组一般人口学特征比例（％）及比较

变量　　分类
研究组

（Ｎ＝２９０）

对照组

（Ｎ＝５５）
χ２ Ｐ

本人文化程度

　文盲 ３．１ ０ １０５．４５６．０００

　中学 ３４．０ ３．６

　小学 ５９．７ ４９．１

　大专 ３．７ ４７．３

社会支持

　家人 １３．３ ６３ １０３．５１６．０００

　工作同行 ２２．４ １３．１

　朋友 ２５．５ １１．１

　男友或丈夫 ５．２ １３．１

　无 ３３．５ ０

是否曾有物质滥用 ２３．２ ７．３ ７．８０９ ．０５

性欲状况

　性欲正常 ８６．４ ９６．３ ４．６０３ ．２０３

　亢进 ３．１ ０

　缺乏 １０．４ ３．７

如何看待性交易

　无所谓 ２１．１ ２８．３ ２．１４１ ．３４３

　耻辱 ７８．２ ６９．８

　骄傲 ７ １．９

稳定性伴侣 ６１．８ ７５．５ ３．６４６ ．０５６

同性性伴侣 ９．８ ４．３ １．６８９ ．４３０

首次性行为年龄

　１４岁之前 ２．５ ４．２ １７．５２７ ．００
　１４～１６岁 ７．１ ０

　１６～１８岁 ２０．７ ０

　１８岁以后 ６９．８ ９５．８

首次性行为对象

　丈夫 ３５．２ ７０．２ ２１．４９７ ．００１

　男友 ５１．２ ２５．５

　其他 １３．６ ４．３

收入水平（月收入）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４．１ ７１．１ ４４．４７２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３２．３ ２４．４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２７．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 １１．０ ２．２

　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元 ５．０ ０

　４００００元以上 ．７ ０

父母经济状况（年收入）

　５０００元以下 ５５．８ ３４．５ ３３．４５２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 ３４．３ ２７．３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元 ７．１ ２０．０

　５００００元以上 ２．８ １８．２

父亲文化程度

　文盲 ２１．３ ０ ４３．８９５ ．０００

　小学 ４３．２ ２７．８

　中学 ３４．１ ５７．４

　大专 １．４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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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分类
研究组

（Ｎ＝２９０）

对照组

（Ｎ＝５５）
χ２ Ｐ

母亲文化程度

　文盲 ４７．９ ９．１ ６９．２７３ ．０００

　小学 ３２．２ ２３．６

　中学 １９．２ ５２．７

　大专 ７．０ １２．７

父母关系

　融洽 ７３．６ ９６．４ １４．０９５ ．００７

　冷漠 ８．５ ０

　离异 １１．３ ３．６

　离家出走 ２．１ ０

　剧烈冲突 ４．６ ０

婚姻状况

　未婚单身 ３０．０ ４０．７ ２７．５０８ ．０００

　未婚同居 １３．９ １．９

　已婚 ２５．４ ５０．０

　已婚分居 ８．４ ３．７

　再婚 ２．１ ０

　离异 １９．２ １．９

　丧偶 １．０ １．９

夫妻关系

　很好 ２３．６ ８１．１ ５３．２３６ ．０００

　较好 １５．１ １６．２

　一般 ２９．２ ０

　较差 １２．７ ２．７

　非常差 １９．３ ０

　　注：在Ｐ＝０．０１水平上达到差异显著。在Ｐ＝００５水平上达到
差异显著

表１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更
多的社会技能，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没有社会支持，更

多的社会支持来自于工作同行和朋友，缺少家庭和丈

夫的关爱；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更多来自于家人。在

物质滥用方面，女性性工作者比对照组出现更多的物

质滥用情况。

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父母文化程度远低于对

照组的文化程度，同样也因此造成父母的经济收入远低

于对照组父母的经济收入。同时说明，女性性工作者的

成长环境较正常人群来说更多的处身于贫困家庭，而且

导致了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父母关系较差

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研究结果可见，女性性工作者的父

母关系的融洽比率远低于普通人群的融洽比率。

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平均年龄为３０６岁，对照组为
３０４７岁，都已经为适婚年龄。研究表明，虽为同等年
龄阶段，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关系较为复杂，分居、离

异、未婚同居、已婚分居的远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的

婚姻状况较为简单，更多集中在未婚单身和已婚这两

种状态。在已婚的夫妻关系中，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

关系由很好到非常差，近似均匀的分布，有２３９％的
婚姻关系是很好的状态，而对照组的婚姻关系有

８１１％处于很好的状态。
在性需求方面，研究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性欲

状态无显著差别，因此排除了有些女性是为了满足性

欲而成为性工作者的观点。在看待性交易是否是耻辱

的问题上，两组女性群体都更多的认为性交易是耻辱

的，因此女性性工作者在对性观念的认同上也与普通

人群无显著差异。女性性工作者有稳定的性伴侣的比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有同性性伴侣的比率与普通人

群无显著差异。

在首次性行为年龄上，女性性工作者的第一次性

行为有３０％以上的人群在１８岁之前发生，而对照组，
只有不到５％的人群在１８岁以前发生性行为。首次
性行为的对象，研究组３５２％的人是与丈夫，５１２％
的人是与男友，而对照组 ７０２％的人是与丈夫，
２５５％的人是跟男友。

在工作收入的获取上，发现文化程度低于对照组

的性工作者，收入要远高于文化程度更高一些的对照

组。女性性工作者７０％以上的人群月收入在３０００元
以上，而对照组 ７０％的人群月收入在 ３０００元以下。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从事性服务行业提供了更丰富的

回报。

２２　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结果
社交回避及苦恼分别指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

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回避是一种行为表现，苦恼则

为情感反应［３］。表２显示了研究组对回避一项与对照
组无差异，但是在对焦虑的一项上有显著差异。说明

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交往中的实际行为上并无显著差

异，但是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上一直处于焦虑及不适

的状态。

表２　研究组与对照组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结果比较

变量 研究组（Ｎ＝２９０） 对照组（Ｎ＝５５） ｔ Ｐ

回避 ８．５１２４±２．９４５５５ ８．０３８５±３．３７７９１ １．０４２ ．２９８

焦虑 ９．５４６８±３．４５６２２ ７．９２５９±３．８９４１３ ３．０８７ ．００２

　　注：在Ｐ＝００１水平上达到差异显著

２３　个人评价问卷结果
表３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差异，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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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组与对照组个人评价问卷结果比较

变量 研究组（Ｎ＝２９０） 对照组（Ｎ＝５５） ｔ Ｐ

自我评价 １２８．６０７０±１６．３２０６８１３８．３９０２±１４．４７９０９－３．６１７．０００

　　注：在Ｐ＝００１水平上达到差异显著

２４　人性的哲学量表（修订版）结果
表４显示了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愤世嫉俗选项上无

显著差异，但是在值得信任上差异显著。值得信任指

认为人们是有道德、诚实和可靠的。这个维度用来测

查被测试者对一般人的可信性、诚实、善良、慷慨和友

爱等品性是否有信心［３］。所以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性工

作者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和失望。

表４　研究组与对照组人性哲学量表结果比较

变量 研究组（Ｎ＝２９０） 对照组（Ｎ＝５５） ｔ Ｐ

愤世嫉俗 ２８．２３６４±１０．４０８７３２９．７２７３±８．３８５２９ －０．９９９ ．３１９

值得信任 ２１．８５０４±６．９３１６０２５．４１５１±８．３６０７０ －３．３０９ ．００１

　　注：在Ｐ＝００１水平上达到差异显著

２５　家暴情况
表５显示了研究组和对照组出现的家暴情况以及

进行独立性χ２检验的结果。χ２检验结果发现以下因
素存在差异：研究组在家庭中遭受的家暴比例显著高

于对照组，具体来说，研究组来自于父母的家暴与对照

组没有显著差异，而来自于丈夫和男友的家暴研究组

远高于对照组。

表５　家暴情况的对照差异

变量 研究组（Ｎ＝２９０） 对照组（Ｎ＝５５） χ２ Ｐ

来自于父母 ５．９ ３．６ １．６１７ ０．２５

男友或丈夫 １４．８ ３．６ ５．１０６ ０．０２５

总数 ２０．７ ７．２ ５．５０８ ０．０２５

　　注：在Ｐ＝００５水平上达到差异显著

３　讨　　论

经过大量调查和测评，女性性工作者与普通人群

相比较在社会心理因素上确实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

与她们从事性服务行业应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女性性工作者的受教育条件较差，父母文化程度

较低，使她们缺少家庭早期性教育，而有研究表明这对

形成健康人格是有重要影响的［８］。受教育程度低也表

明她们缺少更多的谋生技能，这与冯文林在２０１１年的

研究保持一致［９］。同时我们看到女性性工作者更多来

自父母关系和夫妻关系不良的家庭，这就造成女性性

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远离普通人群，家庭和婚姻都不

能给予其支持，更多的是从同行那里得到温暖。

研究表明女性性工作者更早发生性行为，且更少

的会把第一次性行为保留给丈夫，这也说明研究组可

能本身对性观念就比较开放。因此，如果想对其进行

教育和转变，性观念的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越早

对女性进行性教育是十分必要的［１０］。

自信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或技能的感受，是对自己

有效地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主观评价。从事性工作的女

性在自我评价上明显偏低，可以解释为更少的价值感和

自我认同，我们并不能判断是因为自我评价低而走上性

服务行业还是在从事性服务行业后自我评价降低，但是

我们能确认的事实是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

认同都显著低于普通人群，所以在对这类人群的教育和

关注中，提高其自信程度和自我认同感是非常重要的。

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女性性工作者自尊是扭曲的［１１］。

以往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

郁症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缓解

应激性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对健康起着间接的

保护作用［１２］。研究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与人群交往

中焦虑程度较高，对社会交往兴趣较低，有强烈的社会回

避情绪。通过访谈也会发现，女性性工作者在从事此行

业后，会慢慢与社会及其他社会关系脱离，形成为完全由

工作伙伴组成的群体，这也阻碍了她接受更多其他的信

息和渠道，并且很难接触新鲜的事物和行业。

人性是指人类具有的本质属性，一个人的人性观

在实际生活中直接影响人们做事的态度和行为［１３］。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性工作者对人性有更多的负面

认识，她们对人性有更多的失望和怀疑。有研究表明，

信任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社交及人际敏感 ［１４］，而女性

性工作者正好相反，不断丧失对人的信任，使其更加逃

离正常社会。他们对周围人失去信任，有一种不安全

感，甚至会产生敌对。

数据可见，研究组经历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尤其是

男友和丈夫的暴力行为，并依此判定丈夫或男友的家

暴对于女性成为性工作者有非常重要的促成作用。国

内也有研究证明儿童时期遭受或目睹过暴力，会加大

成年成为施暴或受暴者的可能性［１５］。

总之，女性性工作者同普通人群相比，家庭、婚姻状

况较差，自我评价较低，社会交往不良，存在较强的焦虑

感，同时对人和社会有很强的失望感。因此，切实关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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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边缘群体的女性性工作者，改善她们的家庭、婚姻状况

以及心理状态，有助于她们摆脱现状，恢复正常生活。

（致谢：感谢参与本研究的民警、女性性工作者和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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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对基本情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人们可以

从多个角度理解情绪的本质。其次，将性欲引入基本

情绪理论有助于人们对于其它更为复杂的情绪作出解

释。基本情绪理论认为基本情绪是复杂情绪的组成部

分，那么对于爱这种复杂的情绪来说缺乏性欲这个重

要组成部分很难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再次，将作为

动机的性欲引入情绪系统也能解决一部分情绪的动力

问题。情绪能够积聚巨大的能量，这股能量有时甚至

可以击垮一个正常的人。然而长期以来情绪作为一个

独立的系统，其动力问题难以解决，这些巨大的能量来

自何处，研究者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从实践上说，把

性欲纳入到情绪体系中，有来自于情感神经科学的实

验支持，那么也许可以将情绪调节策略引入性欲问题

的治疗当中［１０］。同时，在性教育问题上，可以探索将

性教育知识整合到情绪知识中去，从而避免由于单独

讲授性知识而造成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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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数码时代的日本色情业与性犯罪问题研究

鲍玉珩１　薛翠华１　张　瑜２

１北卡罗来纳州Ａ＆Ｔ州立大学艺术系，美国
２日中友好交流促进会，日本

【摘　要】目的：色情业与性犯罪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进行有年，本文针对进入数码时代的社会背景，就日本在新时代
中的色情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方法：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以及性学等学科领域对此问题进行简要的梳

理。结果：日本社会和文化中，长期存在色情文化的泛滥，由于日本文化和社会对于“性”的宽容，当前日本社会所存在的

各种性犯罪日益严重，特别是网络上的性犯罪已经触及到社会的安全。结论：由于目前中国国内也出现网络性犯罪等问

题，笔者认为读者可以从此文引起思考，以为借鉴。

【关键词】数码时代；色情犯罪；网络色情犯罪；ＡＶ色情文化；色情游戏；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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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Ｓｅｘｃｒｉｍ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ｃｒｉｍｅｏｎｌｉｎｅ；ＡＶｓｅｘｕ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ｖｉｄｅｏ－ｇａｍ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美国美学学会（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
ｔｙｆｏｒ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再次就２１世纪的美学研究进行了研
讨。会议第一天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指出，

虽然我们讨论的是数码时代的文化－艺术以及新美学

研究，是现代高新科技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但其实质

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世界观的对立。对于数

码时代的文化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当前高新科学技术

的进步，以及这个进步对于当代社会的贡献等，学术界

基本持有对立的两种看法：持积极性的赞扬与鼓励以

及持消极的批评性的态度。

持第一种态度的大多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是

在新型科学技术领域中进行工作的科技人员，如电脑

工程、电脑技术、网络通讯、生物化学、人工智能、宇航

科学技术等专业人员。他们坚信，高新科技对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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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包括文学）是一个促进的动力，数码科技推动

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数码时代的文化 －艺术是跃进
型的，新型的文化艺术。

而持保守主义观念的学者们，则提出目前出现的

盲目崇拜高新科技的趋势已经在大众中间形成了“崇

拜科技，忽视人文精神”以及“拜金主义”等不良影响。

对于时下流行的“科技就是金钱”等口号，他们批评

说：这样的口号是功利性的、麻醉性的，因为它们使得

人们逐渐地忘记在宇宙中人类得以生存的关键是人类

自身价值，而这个自身价值要靠人类不断加深对宇宙

的认识才能够体现出来的。因此人文精神才应该得到

更大的弘扬和发展。

在本次年会上，很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儿童教

育学家和性学家从自己的角度也提出了应该重视数码

时代的性犯罪等问题。为此，笔者将最近的一些有关

研究资料加以整理成文，以供中国国内有关人士、专家

与读者了解和借鉴。

１　ＡＶ色情文化及其危害

ＡＶ一词为ＡｄｕｌｔＶｉｄｅｏ之缩写，意思即成人录像，
也就是色情录像。ＡＶ女优就是专门从事色情录像行
业的女性演员。在日本，ＡＶ女优以其貌美而且大胆
而著称；有趣的是，在日本作为一种职业，ＡＶ女优不
会受到歧视，在目前日本经济状况不佳时，ＡＶ女郎也
是越来越多了，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笑贫不笑

娼”。就一份报告所称，日本目前登录在籍的ＡＶ女郎
多达１５０００多名，尚不包括那些未登记而从事此项工
作的女人。

正如日籍华人学者张瑜教授指出的那样，目前日

本政府面临国内外的困境，提出了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工作，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日本经济：第一是军事威胁，

比如当下安倍政府对钓鱼岛的政策；第二是经济入侵，

日本最近到亚洲各国进行说服和收买，这类似于旧石

器经济扩张的一个策略；第三，就是文化影响，最近日

本政府又开始打文化牌，企图用大和文化来影响世界。

在日本文化进攻中，日本的色情文化是其一个重要的

手段。目前，日本是世界最大的 ＡＶ出口国，日本的
ＡＶ产业已经细分到如同商品经济一样成熟的地步，
充分做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色情产业一条龙”的完

整体系，这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成

为日本的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ＡＶ
产业已经是一个公开化、规模化的产业，所以日本 ＡＶ
文化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个民族压抑

下的个性显现。

日本的ＡＶ文化可以说是受到当代科技发展而兴
旺的，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音像技术的发展与普
及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 ＡＶ产业的的壮大。如今，大
量的高素质的 ＡＶ－ＤＶＤ的出现，制作水准之高使得
ＡＶ得以光明正大地进入了各地的音像市场。事实
上，在国际市场上，日本 ＡＶ制品无论是录像，还是
ＶＣＤ到ＤＶＤ一直没有中断过，而现在高清晰的 ＤＶＤ
种类繁多，说明了色情文化全面影像画的时代到来。

根据ＷＴＯ的一份报告，日本的ＡＶ制品已经占到全部
色情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位，而日本自己也承认，其

ＡＶ制品之中，在日本国内的销售额度不到总额度的
１０％～１５％，而７５％～８５％ 的ＡＶ制品是在日本国外
销售的，除了美国之外，中国的香港是日本 ＡＶ产品的
最大进口地区，据说２０１０年仅在香港一地日本 ＡＶ制
品的总销售额就达２５２万个之多，而其中约７５％ 流入
到大陆和台湾，这也就是近年来大陆内部色情影视流

行猖獗的原因［１］。

在日本，ＡＶ文化的根源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著名导演大岛渚所拍摄的《感官王国》一片，在这

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了直接暴露性器官和性交的画

面。在七十年代末期，日本开始流行了ＶＨＳ制式的录
影机，因而触发输入大量海外色情录像带的风潮。直

到１９８１年，日本关西地区制作《星与虹之诗》，成为日
本ＡＶ的第一部自创作品。到了１９８２年，日本 ＡＶ的
第一部畅销作品《洗衣店的阿健》在初期就卖出了１３
万盒之多，促发了日本的ＡＶ生产的高潮。

日本的ＡＶ在内容上，目前已经发展到令人瞠目结
舌的程度，除了赤裸裸地表现性交和生殖器之外，还出

现了表现强奸、乱伦、兽交、肛交、群交等非常的性行为，

其展示性暴力乃至性犯罪等极端内容的恶劣行径已经

引起全世界警方的注意。

１９６７年，美国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
查色情制品的影响，并且分析有关淫秽的法律条文。

１９７０年美国心理学学会指出，儿童长期与色情片的接触
在很多方面会造成严重危害［２］。王宝智和陈强等也指

出：淫秽物品特别是色情光碟是中国性犯罪的重要发

生源［３］。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强对于 ＤＶＤ制品的销
售监督，坚决打击非法销售淫秽物品等。

２　网络上的性犯罪：色情游戏及其他

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网络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而且使我们进入一种新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 ·９５　　　·

的生活环境与方式；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

网化的大国，据报道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２亿之多，
居世界第一。但是，人们也发现互联网也带来了不少

新的问题，其中最令人堪忧的就是网络犯罪问题，这是

一个新的文化与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发现网络犯

罪的主体人群是未成年人时———未成年人犯罪率和罪

犯增多，我们不得不呼吁加强对于网络的监督和管理，

以杜绝网络犯罪。我们下面仅就色情游戏及其恶劣影

响进行简要分析。

色情游戏（ｓｅｘｕａｌＶｉｄｅｏ－Ｇａｍｅ），是指那些以游戏
形式的电脑或电视节目中展现“性”———性行为和性

活动的娱乐制品。在电子游戏中，有与色情相关的色

情图片、录像或者模拟追求异性而发生一些色情行为

等，都属于色情游戏。在日本，色情游戏已经被当做产

业来经营了。日本色情游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

险的地步，３Ｄ技术打破了原先２Ｄ卡通画面和真人表
演的诸多局限，以互动为主的赤裸裸的虚拟性行为更

是取代了原先以情节为卖点的间接的性诱惑，使得电

子游戏彻底低俗化。目前，不少国家包括中国的电子

游戏都以日本为标准。而日本的色情书籍、色情电影、

色情图片、色情游戏等等已经泛滥成灾。由于日本目

前还没有采取给电脑游戏分级的策略，在金钱的诱惑

与生存的压力下，日本电脑游戏生产公司根本不顾道

德和社会责任，加上日本政府的纵容，导致日本的色情

游戏不断出新，而一些不法商贩在金钱的驱动下不断

地对这些色情游戏进行大量的盗版，在世界市场上，日

本的毒品游戏也就泛滥到了极点。日本的一份报告指

出：中国香港是日本色情游戏产品的最大进口地区，然

而从香港偷偷非法进入中国大陆的色情游戏也日益增

加。在中国不但大城市，就是一些偏远地区也能够“购

买”到日本的色情游戏制品［４］。

一些学者指出，如果说日本是色情游戏制品的最

大产区的话，那么中国台湾就是其最大的汉化区。由

于中国法律规定不准制造和生产色情游戏，而且量刑

严格，所以内地玩家所获得的色情游戏多数是产自日

本，通过港台等地区流传过来的。在大陆，普通人要玩

这些色情游戏，就必须靠汉化，而几乎所有的日本色情

游戏都是在台湾汉化的。

色情游戏的泛滥与游戏所提供的三维立体画面为

青少年玩家带来感官上的强烈刺激。对于正处在青春

期的，对性有神秘感的青少年有着极大的诱惑。在这

时期的青少年对于性和性爱具有好奇和渴望的心理，

而色情游戏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心理“欲求”。

色情游戏中火爆的色情画面，加上青少年固有的

冒险思想，使得一些青少年游戏玩家不由自主地模仿

游戏行为。就在这样的探索与模仿学习之中，一些尚

未弄清美德与恶行的少男少女开始走向堕落与犯罪；

从生理学上讲，强烈的情景刺激，会使得人们想入非

非，而想入非非是性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会促使一

些青少年铤而走险实施性犯罪。

根据中国新华社和英国路透社报道，日本警方指

出，随着具备上网功能的手机日益普及，在日本青少年

中，性犯罪活动大幅度增加。日本强调要用法律手段

限制一些性犯罪，诸如付钱给１８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并
发生性关系，以及贩卖、散布儿童色情物等被视为严重

犯罪行为。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也提出加强打击网络性犯罪

行为。ＦＢＩ的官员还对美国家长进行咨询，提出家长
要密切关注网络上的性犯罪。由于美国儿童和青少年

经常访问最热门及新创建的网站，所以家长应该努力

与自己的孩子们保持同步，留意孩子是否成为网络犯

罪者的攻击目标，或自己的孩子们是否有沉迷上网的毛

病等，要努力把网络上的性犯罪扼杀在初始阶段［５］。

３　加强打击各种性犯罪，保障社会安全

前面所讲，由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长期存在的崇

拜和热爱性行为的传统，日积月累而形成了所谓的日

本“性文化”。目前日本的性文化的突出表现在：（１）
日本的色情业高度发达。以东京新宿区为代表的各式

“红灯区”遍布日本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由于这些色情

场所不但分布广而且临近市中心，所以色情危害流行

于都市，造成极坏的影响。（２）日本色情中介机构十
分发达。以“无料案内所”为代表的各类色情中介机

构公开打着“无料”（即免费的意思）的招牌从事拉皮

条的活动，从而诱惑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青少年参加色

情活动和色情业“工作”。（３）日本民间性教育不足。
日本虽然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但其正式的性教育十

分差。日本青少年不能够从学校获得正确的性教育，

却能从电视、电影、动漫、书籍和网络等各种媒体获得

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性虐待、强奸、乱伦等等夸张乃至

歪曲的性宣传与性信息［６－１１］，从而导致日本青少年一

开始就对于性的认识有所偏差，有些孩子错误地认为

电视、电影、网络上的性行为和性形象是合理的。日本

性文化的过度宣传与泛滥而引起的社会道德沦丧和性

犯罪增加的问题在近年来越来越突出，臭名昭著的性

暴力犯罪，比如电车痴汉、强奸犯罪年轻化趋势越来越



·９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

明显，尾行犯罪（即跟踪受害人后再实施强奸）乃至轮

奸等都是日本性文化肆意泛滥的恶果。（４）日本性文
化的国际发展。近年来，日本恶性性文化已经肆意扩

张到了国际，在亚洲，诸如泰国、韩国、菲律宾、马来西

亚等国家和中国的台湾、香港都受到日本性文化的入

侵和影响。因此，很多国家都开始把抵制日本性文化

列为保护自己文化的国策。

面对日本的性犯罪的年轻化与暴力化，日本法律

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表达对此的担忧。东京

地方法院裁判长小原春指出：“近年来发生的（性犯

罪）案例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青少年男女的心理歪曲，其

犯案所表现出的卑劣、冷血令人震惊！”但是，长久积累

的陋习是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的，加上日本政府在此

问题的不作为，日本的性犯罪问题日益严重［１２］。

正如中国很多学者与专家指出，在中国，性犯罪

与客观环境和社会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犯罪

人一般具有道德败坏、思想意识差等特点，但并非个

人品行恶劣，而是在周围环境的日浸月染之下逐渐

而形成的。此外，由于中国现有的一些问题诸如性

教育缺乏，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刑事立法滞后等社会

现象，也必然从侧面放纵着性犯罪的增长。正如中

国著名性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李银河教授指出那

样：中国性犯罪的主要因素有：（１）西方所谓的“性解
放”思潮和不良社会风气所带来的影响。（２）目前国
内淫秽物品的肆意泛滥的巨大冲击。淫秽物品有广

泛的传播通道，其范围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

宣传色情、淫秽、堕落的书刊、图画、照片、幻灯片、录

音及录像带、ＤＶＤ或 ＶＣＤ光碟、色情游戏软件、色情
网络及网站等等，目前国内淫秽物品主要来源于境

外的走私活动。（３）国内的性健康教育的缺乏与不
足，因为性愚昧而引起的性犯罪等。由于长期以来

的封建遗毒的影响，我国性知识和性道德的教育长

期处于落后状态。（４）目前，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法律机制尚不够完善，给了性犯罪分子以可乘

之机。法制不够健全致使一些性犯罪不能及时惩

治，使得一些性犯罪者有恃无恐等。

中国大陆相关学者也对于严防性犯罪等提出了一

些建议：（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这是

预防性犯罪的根本措施。（２）坚决摈弃各种色情文
化，净化周围环境，排除淫乱思想的侵蚀。（３）不断完
善我国的法律机制，坚持不断、严厉打击性犯罪，以震

慑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行

依法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政策。（４）加强对于青少年
的性健康教育和性道德教育，建议从小开始，保障青少

年可以健康成长。（５）严格抵制国外的色情文化和淫
秽思想与物品入侵，保障我国社会环境的清洁性和纯

洁性。

中国刑法对于性犯罪有着严格的界定，包括强奸

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引诱宿留介绍

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嫖宿幼女罪、引诱未

成年人聚众淫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等，并且对于此

类性犯罪实行严惩。笔者认为，这对于中国的法制治

国是有力的。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近年来青少年的

性犯罪也有日趋增多的现象，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

加强校内的正确的性教育，给予青少年以适当的引导

和教育；另外一方面要加强打击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

比如加强网络监督，对于散布淫秽信息和色情物品的

人和组织给予更为严厉的打击等。净化社会也是建设

和谐和会的一个重要措施［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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