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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睾酮缺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男性病理生理状态，可发生于男性各个年龄段，并
对机体多个器官系统功能产生不良影响。本文简介男性睾酮缺乏的可能病理机制及其对机体的负面作用，分析其产生

的多种因素并对当前文献观点给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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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酮是男性体内的重要激素，其生理作用广泛。
男性从胚胎形成直至衰老的全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

睾酮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影响着性

别分化、生长发育及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同时还影响

着男性的精神情绪以及社会心理行为。本文简述男性

睾酮缺乏的病理机制，分析其产生的多种因素及对机

体的影响。

１　睾酮缺乏与先天性因素［１－３］

在先天性因素所致的睾酮缺乏中，按照外周血中

促性腺激素水平的不同，可分为高促性腺激素性和低

促性腺激素性。前者有代表性的疾病为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
合症，为染色体异常所致，多为４７ＸＸＹ及其嵌合型，发

病率约为１∶１０００；后者为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减少或者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不足所致，代

表性的疾病为Ｋａｌｌｍａｎｎ综合症，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Ｙ，
同时伴有嗅觉丧失，发病率约为１∶１００００。不论是高
促性腺激素性还是低促性腺激素性，其共同之处是血

睾酮低下、性发育幼稚或者是男性化不完全。

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是男性青春期发育延迟的

最常见的原因，发病率约１∶４０。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
哪些神经、内分泌或者代谢信号促使下丘脑成熟和启

动青春期发育。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本身不是一种

疾病，但会给青春期男性造成心理负担，可呈家族性或

散发出现。

２　睾酮缺乏与伴发疾病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病

率明显增加，而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由肥胖、高血

压、高血糖和血脂水平异常以及胰岛素抵抗等因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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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基础，以多器官受损为临床特征的一组征候群统

称为代谢综合征。其增加发生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的危险，同时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多项研

究显示睾酮缺乏与男性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且二者

互为影响因子［４－１７］。

内脏脂肪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除产生一些

炎症因子外，还产生皮质醇、雌激素和瘦素等物质。这

些物质可抑制内源性睾酮的产生，而睾酮能促进内脏

脂肪的代谢，所以内脏脂肪沉积与睾酮水平下降形成

恶性循环，提示肥胖可能是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的危险

因素［１６］。一项 ７０２例中年男性跟踪 １１年的观察显
示，１４７例发生代谢综合症，５７例发生糖尿病。校正心
血管疾病、吸烟、酒精摄入及社会经济状态等因素后，

认为低睾酮水平是独立的预测因子，性腺功能低下可

以作为中年以上男性出现胰岛素损害和糖代谢异常的

早期预警信号［４］。有研究显示，将睾酮水平较低的老

年男性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睾酮替代或安慰剂治

疗，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睾酮治疗组患者血清

睾酮水平明显上升，腹部内脏脂肪显著减少，内脏脂肪

减少与血清睾酮升高显著相关［５］。另有研究表明，肥

胖与ＥＤ发生密切相关，治疗男性肥胖症可改善勃起
功能［９－１２］。

研究表明，糖尿病伴发性腺功能减退患者的胰岛

素抵抗发生率高于性腺功能正常者。有学者对２型糖
尿病患者的调查表明，男性患者中睾酮水平低的现象

很普遍，与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相比，２型糖尿病患者
ＥＤ患病率显著升高，随患者糖尿病病程的延长，ＩＩＥＦ
－５评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伴发糖尿病的性腺功能
减退症患者给予睾酮治疗，可使患者胰岛素抵抗减轻、

血糖控制改善。所以有学者试图将睾酮缺乏不仅作为

糖尿病的预测因子，同时也把睾酮替代作为糖尿病治

疗的新方法［６，７］。

观察性腺功能减退的老年男性使用睾酮替代治疗

对血脂的影响，结果显示，患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和甘油三酯水平均显著降低，并且
睾酮对血脂的影响有剂量依赖效应［７］。另有研究表

明，内源性睾酮浓度与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密切相关，

低睾酮水平可作为增加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的预测因

子；性腺功能减退症男性患者给予睾酮替代治疗可显

著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对改善心血
管功能有一定益处［７］。临床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有

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

同年龄段的女性，提示性激素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

其一定的内在关系。一些基础和临床观察均发现，改

善血睾酮水平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心绞痛以及心衰的

发生都有一定的延缓或减轻的作用［１５］，但其作用机制

以及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３　睾酮缺乏与年龄因素

随着人类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有关老年男性睾酮

缺乏的问题逐渐引人注目并充满争议。中老年男性睾

酮缺乏目前被称为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 （Ｌａｔｅ
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ＬＯＨ），是一种与年龄增长相关的
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症，其特征为具有一定的临床症

状和血清睾酮水平降低，严重影响男性的生活质量，并

对机体多器官系统功能产生负面影响［１３－２４］。如血管

系统症状：潮热、多汗和心悸等；精神心理症状：睡眠

障碍、烦躁易怒、记忆力减退、抑郁、自信心下降等；体

能下降症状：体力下降、耐力下降、肌肉萎缩、腹型肥胖

等；性功能减退症状：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性满

足感下降等［１８－２０］。也可致老年男性骨量减少和骨质

疏松，使骨折发生率明显增加［１９］。睾酮替代治疗可改

善ＬＯＨ所致的多器官系统症状，可改变机体的组分、
提高体能、增加体内横纹肌的含量、减少脂肪组织的含

量及改变其分布等；恢复性欲及性功能；改善情绪及精

神心理状态等［２０，２１］。

中老年男性同时又是代谢综合症的高发人群，所

以ＬＯＨ和代谢综合症大都同时存在，对二者的内在必
然联系及相互作用目前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一个

关键的问题是，是否与年龄相关的睾酮下降都被认为

是性腺低下。在大多数病例中，睾酮低下所显示的各

种睾酮不足的征兆和症状均可被睾酮替代治疗所逆

转。目前还没有根据血睾酮水平划分明确的检验标准

来判断是否存在性腺功能减退，尽管有不同的个体差

异，但随着睾酮水平降低所伴随的临床症状的逐步积

累，在同一睾酮水平下，患者会显现出睾酮缺乏的不同

的临床症状。所以对于 ＬＯＨ的诊断不可避免地要考
虑到性腺功能减退的多因素性和表现的多样性，而不

是单纯考虑血睾酮的检验数据［２２］。

一项有关４０岁以上美军退休老兵长期随访的研
究结果显示，低睾酮水平与男性的死亡率密切相

关［２１］，提示低睾酮水平与男性的总体健康状况有密切

关系，并且可以诱发人体其它器官的疾病产生［２２，２３］。

给予血睾酮水平低下的男性以睾酮替代治疗，与未予

治疗者相比可以降低男性的死亡率［２４］。但在中老年

男性中，睾酮缺乏的复杂性、其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睾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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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治疗对男性健康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４　小　　结

睾酮缺乏在男性各年龄段均可发生，代谢综合症

与ＬＯＨ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睾酮可对全身多个
器官功能产生影响；睾酮缺乏是男性糖尿病及心血管

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甚至与老年男性的死亡率直

接相关；睾酮替代可作为男性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新

思路。因此，男性睾酮缺乏目前在临床上应给予足够

的重视和关注［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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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对男性癫痫患者性激素水平、

性功能变化的影响

郑　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目的：考察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对男性癫痫患者性激素、性功能变化的影响。方法：收集２０１０年６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我院收治的男性癫痫患者５３例，随机分为两个组：２６例丙戊酸组和２７例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收集同
期至少半年未经治疗的癫痫男性病患１５例和２５例健康体检男性志愿者。结果：与对照组比，丙戊酸和拉莫三嗪联合丙
戊酸组的ＴＴ、ＦＳＨ和ＬＨ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未治疗癫痫组的 ＴＴ和 ＬＨ水平较低（Ｐ＜００５），ＦＳＨ较高（Ｐ＜
００５）；与未治疗组比，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ＴＴ和ＬＨ水平较高（Ｐ＜００５），ＦＳＨ较低（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丙戊
酸和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性能力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未治疗癫痫组的评分较低（Ｐ＜００５）；与未治疗癫痫
组比，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性能力评分的较高（Ｐ＜００５）；与丙戊酸组比，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总改善显著增高
（Ｐ＜００５）。结论：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短期治疗对癫痫的性激素和性功能均有改善功能，但 ＡＤＥｓ和癫痫本身均可影
响患者性激素的水平，长期治疗的影响和临床意义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关键词】拉莫三嗪；丙戊酸；癫痫；性激素；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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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ｖａｌｐｒｏ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ｌａｍｏｔｒｉｇ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ｌｐｒｏ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Ｌａｍｏｔｒｉｇ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ｌｐｒ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ｏｔｈＡＤＥｓａｎｄ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ｉｔｓｅｌｆ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ｉｎ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ｍｏｔｒｉｇ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ｌｐｒｏ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ｍｏｔｒｉｇｉｎｅ；Ｖａｌｐｒｏｉｃａｃｉｄ；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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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是神经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癫痫患者的生育
能力较正常人低。全球约５０００万癫痫患者，其中２／３
为男性患者，５０％以上的成年男性癫痫患者存在性欲
降低、性功能减退，血清性激素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同时性功能障碍的程度与病史和发病频次显著相

关，不同的抗癫痫药物（Ａｎｔｉ－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ＡＥＤｓ）
对癫痫患者的性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干预作用［１］，国

内对苯巴比妥类药物的研究较多，但对于近年来临床

常用的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用方案对男性癫痫患者性

功能的影响暂无报道。本课题考察拉莫三嗪联合丙戊

酸对男性癫痫患者性激素、性功能变化的影响，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和分组［２］

收集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我院收治的
经临床症状、脑电图和辅助检查确诊的癫痫男性患者

５３例，病史１～５年，均为全身强直一阵挛发作型。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获得经患者知情同意及住院后，

随机分为两个组别：２６例丙戊酸组和２７例拉莫三嗪
联合丙戊酸组，收集同期至少半年未经治疗的癫痫男

性病患１５例和２５例健康体检男性志愿者，三个组别
受试者的职业、文化程度具有可比性，一般情况比较可

参见表１。
１２　入选标准
入组前３个月内至少４次发作；排除严重脏器功能

障碍、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和其它引起内分泌功能

变化的疾病；排除正在进行性激素药物治疗或者皮质类

固醇激素治疗者；排除酗酒、药物滥用者；均为已婚者，

有伴侣；依从性和连续性良好，病历资料完整者。

１３　治疗方法［３］

丙戊酸组：丙戊酸直接添加至维持剂量。拉莫三

嗪联合丙戊酸组：丙戊酸给药同丙戊酸组，拉莫三嗪采

用逐渐加量法，起始剂量２５ｍｇ／ｄ，加量１次／ｗ，每次加
量２５ｍｇ，加量期４ｗ，两个组别连续观察至少６个月。
１４　检测指标
１４１　 血清性激素测定　测定并比较对照组、

未治疗组、治疗６个月的丙戊酸组和拉莫三嗪联合丙
戊酸组的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
１４２　性功能评估［４］　收集并比较四个组别的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问卷调查并评分。
１５　疗效判断标准［５］

１分：无任何形式抽搐及先兆发作；２分：仅先兆发
作无抽搐；３分：抽搐发作 ＜１～３ｄ／年，有（或）无先兆
发作；４分：抽搐发作４ｄ／年或抽搐发作频率较基线发
作天数减少５０％，有（或）无先兆发作；５分：抽搐发作
减少天数低于基线水平的５０％或抽搐发作天数较基
线增加１００％，有（或）无先兆；６分：抽搐发作天数较
基线增加１００％以上，有（或）无先兆发作。观察终点
时对每位患者评分，并定义发作情况：１分，发作完全
控制；２～４分，发作改善；５～６分发作无改善。
１５　数据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中，计数资料采

用“均数±方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卡方
检验，Ｐ＜００５为统计学有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四组受试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除病程，四组受试者的年龄和 ＢＭＩ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未治疗、拉莫三嗪组和拉莫三嗪联合丙戊
酸组的病程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四个组别具有可
比性。见表１。

表１　四个组别受试者的一般情况比较（珋ｘ±ｓ）

参数 单位 对照组 未治疗 丙戊酸
拉莫三嗪

联合丙戊酸

例数 例 ２５ １５ ２６ ２７

年龄 岁 ３５．６±６．９ ３４．９±５．７ ３６．８±４．９ ３７．１±１．２

病程 年 － １．２－６．１ １．１－５．８ １．４－５．７

ＢＭＩ Ｋｇ／ｍ２ ２１．６±５．２ ２０．７±８．４ ２１．９±４．６ ２３．０±２．３

　　注：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与未治疗组比，Ｐ＞００５

２２　四组受试者的性激素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比，丙戊酸和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

ＴＴ、ＦＳＨ和ＬＨ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未治疗癫
痫组的ＴＴ和ＬＨ水平较低（Ｐ＞００５），ＦＳＨ较高（Ｐ＞
００５）；与未治疗组比，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 ＴＴ
和ＬＨ水平较高（Ｐ＞００５），ＦＳＨ较低（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３　四组受试者的性能力比较
与对照组比，丙戊酸和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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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力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未治疗癫痫组的
评分较低（Ｐ＜００５），与未治疗癫痫组比，拉莫三嗪联
合丙戊酸组的性能力评分的较高（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四组受试者的性激素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ＴＴ（ｎｇ／ｍ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对 照 组 ２５ ６．５８±２．１５ １．８５±１．２１ ４．８１±２．１１

未治疗 １５ ５．０５±１．５０ ２．７６±１．５４ ３．６０±１．１０

丙戊酸 ２６ ５．６１±１．６１ ２．５３±１．４８ ３．９４±１．０６

拉莫三嗪

联合丙戊酸
２７ ６．７６±１．９５＆ １．７８±０．９７＆ ４．６１±１．６０＆

　　注：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与未治疗组比，＆Ｐ＜００５

表３　四组受试者的性能力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 数 ＩＩＥＦ－５得分

对照组 ２５ ２３．４±５．４

未治疗 １５ １８．２±３．１

丙戊酸 ２６ ２２．４±４．６

拉莫三嗪联合丙戊酸 ２７ ２４．５±１．６＆

　　注：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与未治疗组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个组别的疗效比较
两个组别均无病患退出，丙戊酸组和拉莫三嗪联

合丙戊酸组分别有２例出现皮疹，服用抗过敏药后症
状消失。丙戊酸组的发作完全控制为１０例，发作改善
８例，总改善例为１８，总改善率为６９２％；拉莫三嗪联
合丙戊酸组的发作完全控制为１８例，发作改善７例，
总改善例为２５，总改善率为９２６％，与丙戊酸组比，拉
莫三嗪联合丙戊酸组的总改善显著增高（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两个组别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发作

完全控制

发作

改善

发作

无改善

总改善

例（％）

丙戊酸 ２６ １０ ８ ８ １８（６９．２）

拉莫三嗪

联合丙戊酸
２７ １８ ７ ２ ２５（９２．６）

３　讨　　论

癫痫是脑内神经元群过度放电所引起的阵发性脑

功能障碍，由多种病因引起，并以急性发作为特征的慢

性脑功能障碍综合征。因癫痫本身或服用抗癫痫药

（Ａｎｔｉ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ＡＥＤｓ）导致性激素水平紊乱和性
功能障碍，导致男性阳痿、性欲下降［６］。癫痫发作时的

痫样放电可干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ＨＰＧ轴），影
响激素水平，同时扰乱睾丸激素的合成与释放。癫痫

发作后血中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等性激素的升高，本课
题中１５例未服药６个月的癫痫病患的 ＦＳＨ水平显著
高于正常对照组，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其中 ４例患者
ＦＳＨ偏高（＞４ｍＩＵ／ｍＬ），是否与发作累及颞叶等对下
丘脑垂体有关，因为颞叶癫痫可以打断边缘系统对激

素分泌的正常调节，直接影响激素的分泌，但这一点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另外，发作时痫样放电可影

响黄体生成素（ＬＨ）类脉冲样分泌，使男性 ＬＨ分泌减
少，并伴随血中睾酮（Ｔ）水平下降，导致性功能减退。
本课题显示，未经治疗的癫痫患者血中 Ｔ和 ＬＨ水平
与对照组比，显著降低（５０５±１５０ｎｇ／ｍＬｖｓ６５８±
２１５ｎｇ／ｍＬ，３６０±１１０ｍＩＵ／ｍＬｖｓ４８１±２１１ｍＩＵ／
ｍＬ，Ｐ＜００５）。因为 ＬＨ降低，ＬＨ对促性腺激素释放
激素（ＧｎＲＨ）反应下降，ＧｎＲＨ分泌改变，继而影响垂
体分泌和释放 ＬＨ、ＦＳＨ。本课题１５例未行治疗的癫
痫病患ＦＳＨ与对照组比，显著增高，与文献［７］结果一

致。

ＡＥＤｓ可通过３种方式影响癫痛患者体内性激素
水平［８］：（１）ＡＥＤｓ可直接作用于睾丸间质细胞，抑制Ｔ
的分泌或对性激素代谢产生影响；（２）具有肝酶诱导
作用的ＡＥＤｓ的可直接作用于肝脏诱导芳香酶，加速
性激素的代谢或促使无生物活性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的合成，相应降低具有生物活性的游离 Ｔ水平。因为
体内２％的Ｔ是游离的，具有活性，可直接作用于靶组
织，决定性功能，４４％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结合，５４％
与白蛋白等蛋白质结合；（３）直接或通过神经递质间
接影响ＨＰＧ轴而影响性激素水平。

不同ＡＥＤｓ对性激素水平的影响不同。苯妥因和
苯巴比妥等具有肝药酶诱导作用，通过上述（２）和（３）
途径影响性激素水平。但丙戊酸和拉莫三嗪均是无肝

药酶诱导作用的，但两种药物对癫痫病患的性功能的

影响也有诸多观点不同的报道。

有研究显示丙戊酸是一种肝 Ｐ４５０氧化酶抑制
剂，可通过影响激素代谢改变性激素水平，丙戊酸对

癫痫男性的性功能有显著增加效果［９］。但笔者研究

显示经丙戊酸治疗的癫痫病患的 ＴＴ、ＦＳＨ和 ＬＨ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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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影响，与 ＢａｕｅｒＪ［１０］等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还有研究认为丙戊酸对癫

痫的性功能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丙戊酸对癫痫女性

的性功能显著［１１］，可能与丙戊酸对男女 ＨＰＧ影响不
同而导致的。

拉莫三嗪的作用机制较为特殊，不同于苯妥因和

苯巴比妥等常用的抗癫痫药物，对肝药酶无显著影响。

拉莫三嗪对癫痫病患的性功能的影响的报道较为一

致，或无显著影响［１０，１２］，或对病患的性功能具有增强

作用［１３－１５］。本课题显示，与丙戊酸治疗组比，拉莫三

嗪联合丙戊酸对男性癫痫病患的总改善率较高，对性

功能具有提高作用，提高癫痫病患的性能力评分、改善

变异的性激素水平。另外拉莫三嗪通过作用于电压敏

感性钠、钙通道，抑制兴奋性谷氨酸递质的释放，减少

大脑异常放电，控制癫痫发作。丙戊酸可抑制拉莫三

嗪在肝脏的糖苷化途径，减少其代谢，稳定拉莫三嗪的

药物水平，在作用机制上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因此两

药联用既稳定病患的性功能，符合药物的作用机制和

药代动力学特点，又减少拉莫三嗪的用量和病患的经

济负担，双重方面提高病患的依从性［１６］。

由于ＡＤＥｓ和癫痛本身都可影响患者性激素的水
平，因此研究 ＡＤＥｓ对患者血中性激素水平的影响时
并不能完全排除癫痛本身的干扰。癫痛类型、使用

ＡＥＤｓ的时间、样本大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也导致
了研究结果的不同。另外本研究仅监测拉莫三嗪联合

丙戊酸治疗６个月的性激素水平，可评估其对垂体性
腺轴的短期影响［１７］，长期治疗的影响和临床意义需要

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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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粮集团应用基础研究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Ｃ２－Ｆ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聂东升（１９８４－），男，硕士，主要从事食品相

关功能成分的健康功效研究。

戚　飞（１９８２－），男，工程师、博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营养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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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玛咖对性功能影响及相关健康功效研究进展

聂东升１　戚　飞１　李　颂１　王春玲１　张　丹２　徐伟锋２

１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营养与代谢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０
２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知识管理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玛咖是一种原产于秘鲁的天然植物，已有长期的食用历史，是我国批准的新资源食品。近年来，玛咖健康
功效被不断发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①提高性欲；②促进精子发生，提高精子活力，增强生殖能力。第二类
主要是缓解疲劳、提高精力。第三类包括一些其它功效，诸如抗压力、抗抑郁、促进前列腺健康、缓解更年期综合症和促

进骨骼关节健康等。其中的第一类，针对提高性欲及改善性功能的功效科学证据较多，在国际上认可度较高。本文就近

年来针对玛咖健康功效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玛咖；提高性功能；抗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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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Ｍｅｙｅｎｉｉ（ＭＡＣＡ）；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ｆａｔｉｇｕｅ

　　玛咖（Ｍａｃａ，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ｍｅｙｅｎｉｉ）已有超过两千年的
种植历史，原产于秘鲁中部基宁（Ｊｉｎｉｎ）及帕斯科（Ｐａｓ
ｃｏ）附近的安第斯山区，后发现在南美洲的秘鲁、玻利
维亚、巴拉圭和阿根廷也广泛分布，有“秘鲁人参”和

“南美人参”之称。近年来，我国的新疆和云南等地区

也开始培育玛咖。

由于玛咖可以在高海拔极端气候环境下生长，因

此成为了秘鲁高海拔地区人民的一种食材，据记载其

可在烘烤后食用，它的鲜根可以和肉及其他蔬菜一起

炒熟食用，也可用于生产发酵饮料等。近些年来，不少

研究报道了玛咖及其制品的健康功效，例如提高性欲

（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ｃ）、提高生殖能力，以及提升精力、缓解疲
劳和压力等。本文根据已有的成果，对近年来玛咖的

健康功效研究进行综述。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２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９ ·１１　　　·

１　玛咖的有效成分

玛咖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约为６０％，其中果糖占
５．２％，活性多糖占６．８％；蛋白质含量较高，约１１％；
氨基酸组成中精氨酸、组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和酪

氨酸含量较高；脂肪酸含量约为２％，其中一半为不饱
和脂肪酸；玛咖还含有约８％的纤维以及其它一些矿
物质元素和活性物质，包括钾、钙、铁、生物碱、芥子油

苷以及甾醇等；近些年从玛咖中还鉴定得到了玛卡烯

和玛卡酰胺等玛咖特有的活性物质。

２　玛咖的健康功效

玛咖的健康功效不断被发掘，曾有实验研究的功

效包括提高性欲、提高生殖能力、提高性功能、调节激

素水平、提高精子活力、缓解焦虑抑郁、提高身体活动

能力、缓解慢性疲劳综合症、缓解更年期综合症、促进

骨骼关节健康、调节机体代谢、护肝、辅助治疗艾滋病、

辅助防治肿瘤、辅助治疗贫血、改善认知能力、免疫调

节等。总体来讲，多数健康功效的科学证据较少，很多

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中实验证据相对较多的功效

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提高性欲
在秘鲁，玛咖已有多年被用于提高男性性欲的历

史，有部分临床试验对其这一功效开展了研究。例如，

一项在５７名２１～５６岁健康男性受试者中开展的随机
双盲对照试验［１］，将受试者分为三组，第一组受试者

（ｎ＝３０）每日摄入１５００ｍｇ玛咖，第二组受试者（ｎ＝
１５）每日摄入 ３０００ｍｇ玛咖，第三组为安慰剂组（ｎ＝
１２）。结果表明：８周和１２周后，服用玛咖组人群性欲
显著高于安慰剂组，且服用玛咖组内受试者性欲随服

用时间、剂量增加而增强。此项研究还认为上述差异

与心情、焦虑程度以及血清睾酮、雌二醇水平无关。但

该实验在检测性欲过程中缺乏标准化定量指标。

此外，还有一些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支持玛咖提

高性欲的健康功效，如一项玛咖提取物对小鼠性行为

的影响的研究［２］中，丽江玛咖正丁醇、水提取物能够明

显缩短雄性小鼠捕捉潜伏期及交配潜伏期，并提高

２０ｍｉｎ内雄性小鼠捕捉次数和交配次数，但其作用机
理至今尚不明确。

２．２　调节激素，促进精子发生，提高精子运动能
力，提高生殖能力

部分实验表明玛咖除提高性欲外，还能通过不同

方式调节个体生殖系统。

有研究指出在口服玛咖后，雄性小鼠睾酮水平升

高，雌性小鼠孕酮含量也升高，有细胞实验表明玛咖具

有雌激素样作用。但是，在前述针对５７名２１～５６岁
健康男性的随机对照双盲试验中显示［３］，每日摄入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ｇ玛咖不能调节血清睾酮等６种激素水
平，但该实验样本量较少（每组ｎ≤１５），不足以得出确
凿结论；另一项研究［４］中９位２４～４４岁健康男子每日
摄入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ｇ的玛咖，结果表明服用玛咖组精液
量和精子运动能力等显著增加，但体内相关激素水平

无显著变化。因此关于玛咖能否调节激素水平存在较

大争议。

除上述提到的实验外，还有几项在小鼠体内开展

的实验，从不同角度支持玛咖具有促进精子发生（提高

精子数量），提高精子运动能力的功效。还有少量在大

鼠和小鼠体内开展的实验指出，玛咖可能具有增进勃

起能力和提高生殖能力的功效，例如大鼠和小鼠持续

２２ｄ口服玛咖后，对勃起功能障碍有一定治疗效果［５］，

但上述功效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

部分动物实验显示服用玛咖也能够增加雌性生殖

能力，例如雌性大鼠服用玛咖提取物（１ｇ／ｋｇ体重）显
著提高产仔数量，在雌性小鼠［６］、荷兰猪［７］、鱼［８］等物

种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研究认为这一功效与玛咖

能提高体内孕酮浓度相关。

２．３　提高精力，缓解疲劳
部分实验显示摄入不同剂量的玛咖提取物能增加

小鼠游泳能力（延长游泳时间），以及缩短运动后肌肉恢

复时间。如某项玛咖抗疲劳动物实验［９］中，用不同剂量

的玛咖根粉末对小鼠进行３０ｄ的喂养，发现玛咖喂养组
小鼠负重游泳时间较对照组显著延长。一项在台湾开

展的人群调查显示，服用玛咖能有效缓解疲劳［１０］。

２．４　抗压力
一份研究［１１］采用大鼠冷束缚应激溃疡模型评价

玛咖甲醇提取物的活性，指出该提取物能够削弱甚至

消除由压力导致的体内平衡变化，如压力诱导的溃疡，

压力提高肾上腺酮水平、压力导致的血浆 ＦＦＡ降低。
该提取物还能恢复由压力导致的血糖水平降低、肾上

腺重量增加等。

２．５　预防前列腺增生
研究表明口服玛咖能缓解［１２］前列腺增生症状，机理

研究显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苄基芥子油苷。

此外，部分研究还显示不同生态型的玛咖的健康

功效略有区别，一般认为常见的玛咖有黄、黑和红三

种，黑色玛咖在促进精子发生方面功效较为显著［１３］



·１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２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９

（红色玛咖几乎没有这一功效），而红色玛咖在减缓前

列腺增生症状方面则最为突出［１４］。不同生态型玛咖

的健康功效略有差别，这可能与不同生态型玛咖含有

不同的生物活性成分相关［１５］。

２．６　玛咖健康功效的量效关系
基于目前数量有限的人群实验，玛咖发挥相应功

效的有效剂量为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ｄ，功效发挥需要一定
时间累积，至少持续服用４周以上，多数实验选择受试
者持续服用８周后进行检测。
２．７　小　结
根据研究现状，可将玛咖的健康功效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是指“性功能改善”，具体包括：①提
高性欲；②促进精子发生，提高精子活力，增强生殖能
力。有几项临床研究和部分动物实验支持这一功效，

虽然作用机理尚不明确，但认可度相对较高，是现阶段

玛咖主要被认可的功能。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玛咖

与“伟哥”类产品虽然都针对男性性功能改善，但有明

显区别，不属于同类产品：玛咖是一种食品，针对的是

提高性欲以及调节部分性功能相关指标，功能覆盖领

域宽，但功效发挥需要时间积累，不能替代药品；而“伟

哥”类产品为药品，针对诸如勃起障碍等病症，无提高

性欲等玛咖功效范围内的作用。

第二类主要指缓解疲劳、提高精力。有较多动物

实验支持上述结论，但还未得到一致认可，还需要更多

实验对这一功能加以确认。该功效可申报“有助于缓

解体力疲劳”类保健品。

第三类包括其它一些功效，诸如前述的抗压抗抑

郁和促进前列腺健康，以及缓解更年期综合症［１６］、促

进关节骨骼健康［１７］、提高认知学习记忆能力［１８］、防紫

外线辐射［１９］等，但由于实验数量极少，或实验设计不

够完备，因此这些领域尚不能形成任何科学结论。

３　玛咖的安全性评估及法规

３．１　安全性评估
关于玛咖安全性评价的实验开展得较少，多数研

究者认为无需就此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原因是玛

咖作为秘鲁的一种传统食物，已经有很长时间的食用

历史，未见有不良反应。

ＶａｌｅｒｉｏＬＧ等［２０］总结了关于玛咖毒理安全性的研

究，回顾了玛咖的安全性、毒理以及潜在的副作用，指出玛

咖对瑞士小鼠的ＬＤ５０＞１６．１２９ｇ／ｋｇ，评价玛咖为“可能安
全（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ｓａｆｅ）”。华中科技大学金文闻博士［２１］对玛咖

进行了急性毒性试验、Ａｍｅｓ试验、小鼠骨髓微核试验与精

子畸形试验，结果显示，玛咖对小鼠的ＬＤ５０＞１０ｇ／ｋｇ，属
实际无毒物质。其它毒性实验也均为阴性。

综上所述，合理食用玛咖或各类玛咖提取物及产

品无毒副作用。

３．２　法规状况
玛咖粉于２０１１年被批准为新资源食品［２２］，其以

玛咖为原料，经切片、干燥、粉碎、灭菌等步骤生产得

到。食用量为≤２５ｇ／ｄ，质量要求为蛋白质含量≥
１０％、膳食纤维含量≥１０％，水分含量≤１０％。婴幼
儿、哺乳期妇女、孕妇不宜食用。如希望对玛咖或以玛

咖为功效成分的产品进行功能宣称，必须申请保健品。

４　总　　结

玛咖是一种原产于秘鲁的天然植物，已有长期的

食用历史，现阶段在我国属于新资源食品。近年来，玛

咖健康功效被不断发掘，国际上一些以玛咖为主要成

分的保健品陆续面世，主要涉及的功能领域集中于提

高性欲、提高精子活力和运动性、提高生殖能力、缓解

疲劳、提高精力等，部分科学证据支持上述结论，其中

提高性欲及改善性功能的功效在国际上认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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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与单用舍曲林

治疗早泄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程　斌１　邵　丰１　刘　耀１　冯思克１　蔡江怡１　韩子华２△　陈安屏２　张　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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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台州市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院区泌尿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５０

【摘　要】目的：探讨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与单用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方法：选择８０例早泄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对照组患者口服舍曲林５０ｍｇ，１次／ｄ，性生活前４～６ｈ服用；联合组患者除了同样服用舍曲
林外，在性生活前０５ｈ左右加用伐地那非１０ｍｇ。两组的疗程均为４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
期、性交满意度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治疗４周后，两组患者的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均较治疗前明显延
长（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联合组延长的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同时联合组的性交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χ２＝６２７，Ｐ＜００５）；对照组和联合组治疗期间分别出现不良反应５例和８例，症状均较轻，未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
反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０８３，Ｐ＞００５）。结论：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治疗
早泄的疗效确切，安全性较好，可明显延长患者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提高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

【关键词】早泄；舍曲林；伐地那非；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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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疾病，在成年男性中
约有１／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早泄［１］。舍曲林是一种高

选择性５－羟色胺（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治疗早泄
取得较好的疗效［２］。伐地那非是一种新型选择性５－
型磷酸二脂酶 （ＰＤＥ－５）抑制剂，以往常用于治疗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近年来研究发现其早泄也有一定的

疗效［３］。近年来我院采用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治疗早

泄，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科

或男性科门诊就诊早泄患者８０例。纳入标准：１年以
上婚史或有固定性伴侣，勃起功能正常，病程 ＞３个
月。排除标准：①有泌尿、生殖系统解剖学畸形患者；
②伴有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③勃起功能障碍或性欲
低下患者；④既往有神经或精神疾病史；⑤酒精、药物
等滥用患者，伐地那非或舍曲林使用禁忌者。采用随

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两组患者的年

龄、病程和性生活频率比较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珔ｘ±ｓ）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月） 性生活频率（次／周）

联合组 ４０ ３０．１±４．９８ １８．７±４．６ ２．８±０．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９．７±４．７ １８．７±４．６ ２．９±０．６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舍曲林（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ｍｇ，１次／ｄ，性生活前４～６ｈ服用；联合组患者除了
同样服用舍曲林外，在性生活前０５ｈ左右加用伐地那
非（德国拜耳公司）１０ｍｇ。两组的疗程均为４周。观
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性交满

意度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阴道内射精潜伏期的测定 取治疗前和

治疗后各３次性生活的平均值作为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时间。

１３２　性交满意度评估［４］ 夫妻双方均满意判

断为满意；双方都不满意判断为不满意；一方满意，另

一方基本满意或双方基本满意均判断为基本满意。总

满意率包括满意率和基本满意之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
的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比较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４周后，两组患
者的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均较治疗前明显延长

（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联合组延长的时间明显长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的变化（珔ｘ±ｓ，
ｍｉｎ）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０ ０．５９±０．２１ ２．６４±０．７５　

联合组 ４０ ０．６１±０．１９ ４．１５±１．０８▲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

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交满意度比较
治疗４周后，联合组的性交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χ２＝６２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交满意度比较

组别 ｎ 满意（ｎ） 基本满意（ｎ）不满意（ｎ）总满意［ｎ（％）］

对照组 ４０ １９ １１ １０ ３０（７５．０）

联合组 ４０ ２６ １２ ２ ３８（９５．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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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治疗期间出现不良反应５例，其中恶心２
例、性欲下降１例、嗜睡１例和头晕１例；联合组治疗
期间出现不良反应 ８例，其中恶心 ２例、性欲下降 ２
例、潮红２例、口干１例和背痛１例。上述症状均较
轻，未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０８３，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早泄是指射精发生在阴茎进入阴道之前，或进入

阴道中时间较短，在女性尚未达到性高潮时就提早射

精而出现的性交不和谐障碍，是临床上常见的男性性

功能障碍，在成年男性中约有１／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早泄［５，６］。早泄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较复杂，迄今国内

外尚无统一的结论，临床上难以找到某一特定的致病

因素，这给治疗带来困难，至今尚无一种美国食品与药

物管理局（ＦＤＡ）认可的治疗方法［７－９］。

近年来研究发现大脑射精中枢的兴奋性与多巴

胺、５－ＨＴ等神经递质的代谢密切相关。射精中枢可
被５－ＨＴ刺激而抑制，而早泄的产生也与中枢神经系
统的５－ＨＴ及其受体的功能异常相关［１０］。舍曲林是

一种高选择性的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能对中枢神经
元５－ＨＴ再摄取的产生抑制，可以抑制射精中枢的兴
奋性，从而达到治疗早泄的目的［１１］。伐地那非是一种

新型的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环鸟苷酸的磷酸二酯

酶５型抑制剂，可抑制阴茎海绵体内降解 ＰＤＥ－５，使
海绵体局部内源性的 ＮＯ的释放增加，性刺激的自然
反应就会增强，可引起患者勃起硬度增加及勃起持续

时间延长，而射精潜伏期长短受到勃起持续时间的影

响，勃起持续时间越长射精潜伏期亦越长［１２］。因此，

伐地那非联合舍曲林治疗早泄具有较好的协同增效作

用，可提高临床疗效［１３］。胡斌等［１４］研究发现舍曲林

联合伐地那非治疗早泄的疗效好于单用舍曲林，能延

长患者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提高患者性生活的满

意度。汤忠木等［１５］研究发现伐地那非联合舍曲林治

疗早泄疗效确切，可有效延长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

提高患者及其性伴侣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不良反应少，

安全性较好。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４周后，联合组患
者的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延长明显长于对照

组，联合组的性交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

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治

疗期间未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提示舍曲林联合

伐地那非治疗早泄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的舍曲林治

疗，可明显延长患者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时间，提高

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不良反应轻，安全性较好。

总之，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治疗早泄的疗效确切，

安全性较好，可明显延长患者阴道内平均射精潜伏期

时间，提高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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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联合盐酸利多卡因

在包皮环切术中的应用

李　杰　马登扬　陈　挺

丽水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包皮环切术是治疗包茎、包皮过长的常用方法，但局部麻醉时和术后短期内常出现较为剧烈的疼
痛，本文研究探讨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在包皮环切术中的止痛效果。方法：选取包皮过长患者６６５例，按就诊顺序随机
分为对照组（传统手术／商环环切）和曲马多组（传统手术／商环环切），其中对照组３２５例（７０／２５５），曲马多组３４０例
（７２／２６８）。对照组直接予１％的盐酸利多卡因１０ｍｌ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曲马多组术前１ｈ口服曲马多１００ｍｇ后再予
１％的盐酸利多卡因１０ｍｌ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以阻滞麻醉时疼痛评分、手术时疼痛评分、术后１ｈ疼痛评分、术后２ｈ疼
痛评分、术后３ｈ疼痛评分、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对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曲马多组（传统手术／商环环
切）在局麻时、术后１ｈ、术后２ｈ的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传统手术／商环环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对照组
中，商环环切组在术后１ｈ、术后２ｈ、术后３ｈ、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术前１ｈ口服曲马多可有效减轻包皮环切术麻醉时及术后短期内的疼痛，商环包皮环切术较传统手术在术后疼痛
方面更具优势。

【关键词】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中国商环；包皮环切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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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
ｓｉｏｎ；Ｐａｉｎ；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包皮环切术是最常见的泌尿外科手术之一，它不
仅可有效降低男性生殖器感染及肿瘤的发生率，亦可

降低ＨＩＶ感染和其他生殖道疾病的传播风险［１－６］。包

皮环切术术式包括传统包皮环切术、袖套样包皮环切

术、阴茎根部袖套样包皮环切术、商环包皮环切术等，

其中最常用的是传统包皮环切术（内外板一次切除

法）。而２００９年程跃等制订了中国商环包皮环切手术
标准化方案，该术式以手术时间短、患者痛苦小、术后

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等优点在临床上得到推广，在手

术效果上更以包皮完全外翻、冠状沟暴露、系带保留完

整、阴茎头得以完全保护等特点而得到医生及患者的

广泛认可［７－１０］。包皮环切术一般在１％利多卡因局部
麻醉下完成，然而，局部麻醉时和术后数ｈ内常出现较
为剧烈的疼痛［１１］。

我科对比分析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期间直
接给予利多卡因局麻和术前１ｈ口服曲马多镇痛行包
皮环切患者共６６５例，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包皮过长患者共６６５例，标准：包皮自然状

态下遮盖部分或全部龟头，包皮上翻后可完全显露龟

头。排除标准：隐匿阴茎，尿道下裂，严重包茎，包皮

感染（细菌、梅毒、病毒、真菌等），尿道炎，系带过短，

合并糖尿病、血液病、免疫力低下或异常、精神病

等［１２］。年龄１５～５２岁，平均（２１５±２１）岁。
１．２　分组及处理
上述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起引进中国商环，此前均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术）分为两

组：对照组（传统手术７０例／商环环切２５５例）和曲马

多组（传统手术７２例／商环环切２６８例）。两组患者均
在阴茎根部阻滞麻醉下行包皮环切术［２］，对照组直接予

１％盐酸利多卡因１０ｍ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曲马多组在
术前１ｈ口服曲马多 １００ｍｇ，再用 １％盐酸利多卡因
１０ｍ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手术由同一组医师在门诊手
术室完成，术后休息２～４ｈ，疼痛基本缓解后离院。
１．３　疼痛评分
采用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进行疼痛

评分：在纸上画一条线，两端分别标有“０，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其中０端代表无痛，１０端代表最剧烈疼
痛。记录麻醉时疼痛评分、手术时疼痛评分、术后１ｈ
疼痛评分、术后２ｈ疼痛评分、术后３ｈ疼痛评分、术后
２４ｈ疼痛评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量

数据用（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应用曲马多口服超前镇痛后，传统手术和商
环环切两种手术方式在局部麻醉时、术后１ｈ、术后２ｈ
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在对照组中，商环环切组在术后 １ｈ、术后
２ｈ、术后３ｈ、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应用曲马多口服超前镇痛后，商环环切和传

统手术在麻醉时、手术时、术后１ｈ、术后２ｈ、术后３ｈ疼
痛评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在术后２４ｈ的疼
痛评分，商环环切组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对照组和曲马多组包皮环切患者疼痛评分的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麻醉时 手术时 术后１ｈ 术后２ｈ 术后３ｈ 术后２４ｈ

对照组（传统手术） ７０ ２．３５±０．７４ ０．８１±０．３７ ６．２３±１．８８ ５．８５±１．７５ ５．２３±１．６３ ５．１５±１．５３

对照组（商环环切） ２５５ ２．２３±０．７３ ０．７３±０．３１ ４．３５±１．４３ ３．７５±１．２１ １．３７±０．５０ １．５２±０．５１

曲马多组（传统手术） ７２ ０．８７±０．３９ ０．７２±０．３０ １．８７±０．６９ １．７５±０．６７ １．３７±０．５０ ５．０１±１．４５

曲马多组（商环环切） ２６８ ０．８９±０．３８ ０．７１±０．２９ １．７７±０．６８ １．５２±０．５４ １．２２±０．４５ １．５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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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超前镇痛指在伤害性刺激产生之前就给予抗伤害

处理，达到减轻术后疼痛强度及持续时间等目

的［１３，１４］。在包皮环切术中，伤害性刺激主要来自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在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时，已常规更换

２４Ｇ注射针头，但仍有一定的疼痛感；第二阶段在手
术操作时；第三阶段在术后的常规处理。传统包皮环

切手术切断了包皮的血管，造成静脉和淋巴回流障碍，

经止血及缝合切缘后，为减少减轻水肿、血肿的发生，

常规予凡士林纱布、弹力绷带等包扎固定，切口周围肿

胀常出现持续性疼痛。商环包皮环切术利用内、外环

钳夹包皮，让内、外环之间的包皮逐渐坏死，最终形成

结痂，达到免缝合的目的［１５，１６］，该过程一般需要 １～
３ｈ。使用１％利多卡因局部麻醉，麻醉持续时间一般
３０～５０ｍｉｎ，因此，局麻药作用消失后，可出现较为剧烈
的疼痛。

曲马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弱阿片类中枢镇痛药，

除作用于μ受体外，还可抑制神经元突触对５－ＨＴ和
去甲肾上腺素（ＮＥ）的再摄取，促进其释放，提高中枢
ＮＥ和５－ＨＴ的浓度，从而降低中枢兴奋性，减少中枢
致敏，使伤害性刺激不能传递，明显减轻术后疼痛，从

而达到超前镇痛的效果［１４］。

曲马多口服一般于２ｈ达到血药浓度峰值，半衰期
为６ｈ。本研究中，曲马多组在术前 １ｈ口服曲马多
１００ｍｇ，在术后１ｈ利多卡因的麻醉效果基本消失时，
曲马多血药浓度达到高峰，充分发挥药物作用，从而减

轻术后疼痛。

口服曲马多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眩晕、恶心、呕吐、

出汗。本次研究中有３例患者出现呕吐，其中传统手术
组１例，商环环切组２例，均在口服胃复安后好转。

通过本研究，提示口服曲马多超前镇痛在包皮环

切术中效果明确、安全、副作用较小，而商环包皮环切

术较传统手术在术后疼痛方面更具优势，可增加患者

的舒适度和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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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ｌ，２００８（１０）：４４７－４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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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包皮环切术对包茎患者术后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任双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外一科，重庆 ４０９１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包皮环切术对成年包茎患者术后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择１４６例患者，行包皮环切
术，比较手术前后患者性功能、性冲动、阴茎勃起、射精、性欲以及自我意识、问题评价、心理变化等，比较性生活在手术

前后的满意度变化。结果：患者性功能、性冲动、射精功能、性欲以及自我意识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勃起功能及心理健康较术前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患者术后的性生活自我满意率和伴侣满意率均较术
前提高（Ｐ＜００５）。结论：包皮环切术对一般男性性功能没有明显影响，但可改善勃起功能，从而提高包茎患者性生
活满意度。

【关键词】包皮环切术；性生活质量；影响

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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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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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ｍｐａｃｔ

　　医学研究发现，简单的包皮过长是正常的包皮解
剖结构，阴茎头和包皮在性生活中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１］。因此，出现了包皮环切必要性

的争论，单纯的成人包皮过长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临床

上没有统一的意见。男性生殖器官手术在一定程度上

比较特殊，弗洛伊德认为，男性性器官的完整性、神秘

性、不可侵犯性是男性角色在社会环境中维护心理健

康的必要保证。男性心理疾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

生殖系统的病症及损伤带来的，是导致其心理异常的

关键诱因［２，３］。对于包茎患者，其阴茎癌发生的可能

性极高，同时性伴侣宫颈癌变发生的概率也将急速增

大［４－７］。因此对于包茎患者，目前临床上标准实施环

切术，防止因包皮问题产生阴茎癌以及导致性伴侣的

宫颈癌变［８，９］。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环切术前后患者

的性功能、性冲动、阴茎勃起、射精、问题评价、心理健

康、总体性满意度以及男女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探

讨环切术对包茎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２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９

１　背景及研究设计

１１　背景资料

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我院手术治疗包茎的

成年患者１４６例，术前均经临床表现确诊，年龄１６～

４１岁，其中已婚８６例，半年以上的规律性生活但未婚

者患者５３例，未婚且性生活不规律者７例。

１２ 研究设计

选择Ｏ’Ｌｅａｒｙ＋ＢＭＳＦＩ随访问卷男性性功能问卷

评分表［１０］、Ｚｕｎｇ式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Ｚｕｎｇ式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ｙｓｅｎｃｋ’ｓ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ＰＱ）复合判断患者实施包皮环

切术后一段时间内（随访半年）心理健康变化，比较患

者手术治疗前以及术后半年患者的性功能、性冲动、阴

茎勃起、射精功能、性欲以及问题评价和心理健康等，

并比较手术前后男女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均数比较用ｔ检验，比较两组间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术前、术后评分

患者性功能、性冲动、射精功能、性欲以及自我意

识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勃起

功能较术前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术前术后性功能相关指标评分表（珔ｘ±ｓ）

项目 性功能 性冲动 阴茎勃起 射精功能 性欲 问题评价

手术前 ９．４±２．１ ９．１±１．７ ８．５６±１．８ ７．４±１．２ ６．４±０．７ ７．３±１．５

手术后 ９．３±１．９ ９．０±１．６ １１．９±１．７ ７．２±０．７ ６．６±０．７ ７．２±１．３

ｔ ５．８９１ ５．４３８ ６．７８７ １．９８９ １．４７３ ２．４９３

Ｐ ０．１３９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８ ０．１４６ ０．２２７ ０．１９７

　　２２ 手术前、后伴侣性生活满意度评价

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由术前的８２０％提升到术

后的９６０％，与此同时伴侣性生活满意度也由１８４％

提升到５１３％，患者及伴侣术后满意度均较术前提高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术前术后伴侣性生活满意度比较（ｎ）

项目 本人满意数 伴侣满意数

手术前 ２３ １０

手术后 ８６ ５２

χ２ １２．４６４ ７．４９４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２３ 手术前后患者心理健康变化

手术前后患者心理健康变化情况见表３。

表３ 术前术后患者心理健康变化（珔ｘ±ｓ）

项目
手术前

（ｎ＝４３）

手术后

（ｎ＝４３）
ｔ Ｐ

人格ＥＰＱ
　精神质 ６１．３５１±３．７６５ ４７．５６２±２．７９６　１８．４４６０．００１
　内外向 ４５．３６７±４．１８４ ５５．４６３±３．７５６ －１１．４９３０．００１
　神经质 ４９．４４５±５．７６１ ４１．５５４±２．６７９　 ３．７６２０．００１
　掩盖行为 ５３．９２１±４．７５６ ５３．９２１±４．７５６ －１．４６８０．３１３
心理健康

　ＳＡＳ ５５．７４５±６．２９３ ３９．５６８±３．７７１　 ３．５３１０．００２
　ＳＤＳ ５９．３６１±５．９９２ ４０．０１９±２．５５３　 ８．１４９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包茎－阴茎癌和伴侣患宫颈癌已经有较多文献证

明，所以对于包茎患者，临床上主张患者积极施行环切

术。但包皮皮肤与黏膜交界处拥有丰富的的刺激感觉

复合受体，接受精细触觉冲动，是一种进化后特化的唤

起情欲的组织，是性生活的主要感受部位和性高潮启

动点［１１－１５］，且手术缝合阴茎系带会改变伴侣双方性交

触觉。因此不少患者有很多疑虑，主要集中在对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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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性功能以及其双方满意度［１６－１９］。

本研究主要研究实施包皮环切术前后患者的性能

力、心理状况的变化，以及伴侣双方对性体验的满意程

度。虽然包皮环切手术属于外科最简单手术之一，但

如若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例如遗留的包皮内板及系

带处出现淋巴水肿，在阴茎背侧切口处形成一个很深

的狭窄环，勃起时就会产生强力的疼痛感，显著降低性

体验的满足感和生活质量［２０］。陶忠杰等［２１］研究发现

包皮环切术影响微小的是射精、性欲、阴茎勃起等，但

勃起受限、勃起后疼痛、性交不适等将明显降低性交的

快感，引起性生活满意度下降，可能是手术后包皮神经

末梢缺失以及与手术并发症有关。包皮环切术后，龟

头上皮细胞角质化，引起龟头对机械和接触性刺激触

觉的敏感度减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性快感满意

度［２２－２４］。心理量化列表研究表明，环切术后患者心理

健康明显好转，患者较手术前性格开朗、神经质表现明

显降低，可能也是提高性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原因。本研

究发现包茎患者术后性功能、性冲动、射精功能、性欲以

及自我意识术前术后无明显差异，可能与样本采集数量

较少、随访时间偏短有关。而其勃起功能较术前明显改

善，最重要的是患者的自我满意度和伴侣满意度均有较

高改善，说明包皮环切能明显改善术前症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包皮环切术对男性性功能没

有明显负面影响，并可适度改善勃起功能，明显提高手

术后患者心理健康状态，从而提高包茎患者性生活满

意度。但因随访时间较短，病例数较少，远期效果需要

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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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１５］　杨学军，杨定彬，黄贵闽．包皮环切术５０６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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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殷雪群．人文关怀在门诊小儿包皮环切手术中的应用效

果．新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１）：１５６２－１５６４．

［２０］　于圣杰，张唯力．成人包皮环切术对男女双方性功能影

响的研究．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９）：４４－４６，５０．

［２１］　陶忠杰，李绍斌，魏双君．成年男性包皮环切术对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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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临床指标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疗价值

朱德胜　吴海啸　吴　汉

浙江大学金华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明确血糖、高血压、血脂代谢紊乱及肥胖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关系，以期为此类疾病的诊疗提供参
考。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料，另选取健康体检
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受试者以下临床参数：腰围、血甘油三脂（ＴＧ）、血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空腹血糖、高血压
病史。结果：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患者腹围≥９５ｃｍ的比例高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２１）；病例组血ＨＤＬ－Ｃ≥１０３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３１（２４８％）例，对照组有１３（１０８％）例，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４）。病例组空腹血糖≥６２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５１（４０８％）例，对照组有３４（２８３％）例，两者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０）。病例组高血压患病率为５１２％，对照组为３５８％，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５）。结论：腹型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及高血糖是老年人发生前列腺增生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前列腺增生；危险因素；预防；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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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
是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由于前列腺的

逐渐增大对尿道及膀胱出口产生压迫作用，临床上

可表现为尿频、尿急、夜间尿次增加和排尿费力，并

可导致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结石和血尿等并发症，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对于症状明显的患者需积极

治疗，根治的方法为手术［１，２］。目前，面对前列腺增

生的高发病率，有必要对其发生发展原因及相关影

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已然明确的危险因素为高龄

及高雄激素水平，但这些不足以诠释前列腺增生发

生、发展的全部影响因素，而且年龄因素是不控制的

因素，临床无相应的干预措施；针对高雄激素水平的

拮抗治疗，也是颇受争议的［３，４］，故而发掘新的、可以

干预的影响因素是必要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血糖、高血脂及肥胖在老年人群中十分普遍，严重

影响老年患者的生命健康［５，６］。这些代谢紊乱是否

和前列腺增生有一定的联系，尚无丰富的相关研究。

所以，我们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与健康体检者做对比，明确血糖、高血压、血脂

代谢紊乱及肥胖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关系，以期为

此类疾病的诊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因良性前

列腺增生在我院接受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

经临床、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无合并前列腺癌变；患者无合并严重肝肾等重要器官

功能障碍；患者无合并凝血功能障碍；患者未接受过前

列腺手术治疗；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另选取健康体检

者１２０例作为对照组。
１２　前列腺增生诊断标准及对照组入选要求
前列腺增生诊断标准：（１）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８分；
（２）Ｂ超检查示前列腺体积 ＞２０ｍｌ；（３）最大尿流速
率≤１５ｍｌ／ｓ；（４）排净膀胱后，直肠指检，前列腺横径
＞３ｃｍ。
对照组入选标准［７］：（１）ＩＰＳＳ≤７分；（２）Ｂ超检查

示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３）最大尿流速率 ＞１５ｍｌ／ｓ；
（４）排净膀胱后，直肠指检，前列腺横径≤３ｃｍ。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受试者以下临床参数：腰围、血甘油三脂

（ＴＧ）、血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空腹血糖、高血压病
史。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 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定义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回顾性分析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１２５

例，健康体检者１２０例。其中平均年龄６５４±６３岁；
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参数对比
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

的腹围详细情况见表１。病例组患者腹围≥９５ｃｍ的
比例高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５０４％，６３／１２５ｖｓ３５８％，４３／１２０；Ｐ＝００２１）。

表１　两组患者腹围的对比（ｃｍ）［ｎ（％）］

分组
腹围（ｃｍ）

≥９５ ＜９５

病例组 ６３（５０４） ６２（４９６）

对照组 ４３（３５８） ７７（６４２）

　　注：χ２＝５２９２，Ｐ＝００２１

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

的血甘油三脂（ＴＧ）详细情况见表２。病例组血 ＴＧ≥
１７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 ４５（３６０％）例，对照组为 ３６
（３００％）例，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６０％，
４５／１２５ｖｓ３００％，３６／１２０；Ｐ＝０３１８）。

表２　两组患者血甘油三脂（ＴＧ）（ｍｍｏｌ／Ｌ）对比［ｎ（％）］

分组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７ ＜１７

病例组 ４５（３６０） ８０（６４０）

对照组 ３６（３００） ８４（７００）

　　注：χ２＝０９９６，Ｐ＝０３１８

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

的血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详细情况见表３。病例
组血ＨＤＬ－Ｃ≥１０３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３１（２４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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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有１３（１０８％）例，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２４８％，３１／１２５ｖｓ１０８％，１３／１２０；Ｐ＝０００４）。

表３　两组患者血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对比
［ｎ（％）］

分组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０３ ＜１０３

病例组 ３１（２４８） ９４（７５２）

对照组 １３（１０８） １０７（８９２）

　　注：χ２＝８１０６，Ｐ＝０００４

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

的空腹血糖比较详细情况见表 ４。病例组空腹血糖
≥６２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 ５１（４０８％）例，对照组有
３４（２８３％）例，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０８％，５１／１２５ｖｓ２８３％，３４／１２０；Ｐ＝００４０）。

表４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比较［ｎ（％）］

分组
血糖（ｍｍｏｌ／Ｌ）

≥６２ ＜６２

病例组 ５１（４０８） ７４（５９２）

对照组 ３４（２８３） ８６（７１７）

　　注：χ２＝４２，Ｐ＝００４０

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合

并高血压与否详细情况见表５。病例组高血压患病率为
５１２％，对照组为３５８％，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５１２％，６４／１２５ｖｓ３５８％，４３／１２０；Ｐ＝００１５）。

表５　两组患者合并高血压与否对比［ｎ（％）］

分组
高血压

是 否

病例组 ６４（５１２） ６１（４８８）

对照组 ４３（３５８） ７７（６４２）

　　注：χ２＝５８７７，Ｐ＝００１５

３　讨　　论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常见的老年男性慢性泌尿系疾

病，患者可有尿频、尿急、尿不净等症状，特别是夜尿频

繁等，虽然并不影响患者的寿命，但却严重影响着患者

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可恶变［８－１０］。近些年来，对于

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学研究并无太大进展，既往证实的

年龄及雄性激素水平也不能够解释前列腺增生发生发

展的全部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化的生活

饮食方式对国人的影响不断加深，“三高”疾病发病率

在不断升高［１１］，那么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是否

会影响前列腺增生的发生发展，值得临床医生去关注。

我们的研究发现，前列腺增生组（病例组）患者腹

围≥９５ｃｍ的比例高于健康体检组（对照组），相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５０４％，６３／１２５ｖｓ３５８％，４３／
１２０；Ｐ＝００２１）。同 时，病 例 组 血 ＨＤＬ－Ｃ≥
１０３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 ３１（２４８％）例，对照组有 １３
（１０８％）例，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２４８％，
３１／１２５ｖｓ１０８％，１３／１２０；Ｐ＝０００４）。这说明肥胖与
高脂血症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发生的危险因素。肥胖与

高脂血症是一种多因素共同导致的慢性代谢障碍性疾

病，其物质基础是进食所获能量超过机体消耗，而导致

过多的脂肪堆积，不仅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诱发心脑

血管疾病，而且脂质是雄性激素合成的前体物质，过量

的动物蛋白摄入对前列腺肥大的发生发展也起到加剧

作用［１２，１３］。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病例组空腹血糖

≥６２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有 ５１（４０８％）例，对照组有
３４（２８３％）例，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０８％，５１／１２５ｖｓ２８３％，３４／１２０；Ｐ＝００４０）。高血
糖引发代谢功能紊乱的机制十分复杂，其是引起高胰

岛素血症的主要原因，长期的高胰岛素血症可诱发胰

岛素抵抗，进一步加重高脂血症及肥胖。同时，我们发

现，病例组高血压患病率为５１２％，对照组为３５８％，
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５１２％，６４／１２５ｖｓ
３５８％，４３／１２０；Ｐ＝００１５）。事实上，肥胖、高脂血症、
糖尿病及高血压互为因果，彼此相互叠加并加剧，导致

机体代谢功能紊乱的加重，对包括前列腺增生在内的

多种疾病起病因或诱因的作用［１４，１５］。其分子水平的

机制，尚需进一步的应用基础学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腹型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及高血糖

是老年人发生前列腺增生的危险因素，可通过预防这

些代谢紊乱的发生而预防前列腺增生的发生［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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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例子宫输卵管造影结果分析

胥玉梅　于　玲　宋　燕 　吴喜梅　陶国振　孙　林　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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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探讨子宫输卵管造影的 Ｘ线摄片结果与相关症状及造影药物用量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间在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女性室进行子宫输卵管造影的３２０例患者，采用泛影葡
胺作造影剂，用Ｘ线计算机数字摄影系统（ＣＲ）行透视观察造影剂流经子宫输卵管情况并摄片。对Ｘ线摄片结果、造影
剂用量、术中患者的腹痛症状、操作医生注入造影剂时感觉到的阻力情况及造影剂返流情况等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根据Ｘ线摄片结果，３２０例患者中双侧通畅者为１７６例，双侧梗阻者
为５６例，单侧通畅者为８８例。三组间的腹痛情况、阻力、返流情况有所不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８９６７，Ｐ＜
００５；χ２＝８２２４５，Ｐ＜００５；χ２＝５８２９４，Ｐ＜００５）。双侧通畅组造影剂的平均用量为（９９７０±３３６９）ｍｌ，双侧梗阻组为
（７９６０±３０９６）ｍｌ，单侧通畅组为（９３４０±３４４０）ｍｌ，各组间所用造影剂的量有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根据患者自述的
腹痛情况、操作医生的阻力感、造影剂的返流情况以及造影剂的用量，可以初步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情况，与Ｘ线摄片结果
密切结合可以协助明确诊断。

【关键词】子宫输卵管造影；腹痛；阻力；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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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Ｘ－ｒａ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７６ｃａｓ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ａ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ａｌｐａｔｅｎｃｙ，５６ｃａｓｅｓａ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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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ｆｌｕｘ

　　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是不孕症患者常用的检查方
法，是输卵管性不孕症诊断依据中最为重要的客观指

标。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女性室自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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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间共有３２０例患者进行子宫输
卵管造影术，本文谨对此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系自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间在山

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女性室接受子宫输卵管

造影术的 ３２０名患者，年龄 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为
３１５４岁；原发不孕１１１例，继发不孕２０９例；无手术禁
忌症。术前准备：月经干净３～７ｄ内，月经干净后至术
前禁性生活，白带常规检查正常，碘过敏试验阴性。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试剂与仪器　造影剂采用７６％复方泛影葡

胺注射液，无菌手术包，Ｘ线计算机数字摄影系统（ＣＲ）。
１２２　操作步骤　①患者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

常规消毒外阴、阴道，铺巾。②检查子宫位置、大小。③
放置窥器，消毒阴道、宫颈外口、阴道穹窿。④放置造影
导管，气囊固定。⑤用２０ｍｌ注射器抽取造影剂，缓慢匀
速注入造影导管，在Ｘ线计算机数字摄影系统下动态观
察造影剂走行并摄片，询问患者腹痛情况，感觉推注注

射器的阻力，密切观察造影剂返流情况。⑥术后取出
造影导管，记录造影剂用量。⑦术后１０ｍｉｎ摄盆腔平
片。⑧嘱患者术后禁性生活、禁盆浴２周。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统一处理数据，组间比较采

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根据 Ｘ线摄片结果，３２０例患者中双侧通畅者为
１７６例（５５％），双侧梗阻者为５６例（１７５％），单侧通
畅者为８８例（２７５％）。

双侧通畅组中，发生腹痛者 １９例 （１９／１７６，
１０８％），无腹痛者１５７例（１５７／１７６，８９２％）；操作者
感觉有阻力者６例（６／１７６，３４％），无阻力者 １７０例
（１７０／１７６，９６６％）；注射器中有返流者 ３例（３／１７６，
１７％），无返流者１７３例（１７３／１７６，９８３％）。双侧梗
阻组中，发生腹痛者３４例（３４／５６，６０７％），无腹痛者
２２例（２２／５６，３９３％）；操作者感觉有阻力者 ３１例
（３１／５６，５５４％），无阻力者２５例（２５／５６，４４６％）；注
射器中有返流者１９例（１９／５６，３３９％），无返流者３７
例（３７／５６，６６１％）。单侧通畅组中，发生腹痛者２９例
（２９／８８，３３０％），无腹痛者５９例（５９／８８，６７０％）；操

作者感觉有阻力者 １７例（１７／８８，１９３％），无阻力者
７１例（７１／８８，８０７％）；注射器中有返流者５例（５／８８，
５７％），无返流者 ８３例（８３／８８，９４３％）。三组间的
腹痛情况、阻力、返流情况不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８９６７，Ｐ＜００５；χ２＝８２２４５，Ｐ＜００５；χ２＝
５８２９４，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在造影时发生腹痛、阻力、返流情况（ｎ）

腹痛

有 无

阻力

有 无

返流

有 无

双侧通畅组 １９ １５７ ６ １７０ ３ １７３

双侧梗阻组 ３４ ２２ ３１ ２５ １９ ３７

单侧通畅组 ２９ ５９ １７ ７１ ５ ８３

合计 ８２ ２３８ ５４ ２６６ ２７ ２９３

三组间造影剂的用量有明显不同，双侧通畅组平

均用量为 ９９７０±３３６９ｍｌ，双侧梗阻组为 ７９６０±
３０９６ｍｌ，单侧通畅组为９３４０±３４４０ｍｌ，各组方差齐
性（Ｐ＞００５），各组间所用造影剂的量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输卵管疾病是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我国调

查资料显示［１］，因输卵管疾病而导致的不孕占不孕症

的２５％～５０％。随着性病、宫内感染、人工流产及药
物流产的增多，输卵管因素导致不孕的发生率有逐年

增加的趋势。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是输卵管通畅性检测

的常用检查方法，已被应用了近百年［２］，现仍为诊断女

性不孕的重要手段。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操作简单、快

捷、安全，通过造影显示可以了解宫腔的形态、输卵管

形态、输卵管通畅情况［３］，还可以判断输卵管病变部位

和病因，并可分离轻度管腔粘连，起到一定的治疗作

用［４］。但是在输卵管造影检查中，可能会出现假阴性

结果，如因输卵管痉挛导致的假性梗阻，可能会影响进

一步的治疗方案，出现误诊误治。ＡｄｒｉａｎＣ等［５］观察

４１１例行子宫输卵管造影术的患者发现：输卵管梗阻
的病理检出率很低，仅为２１％，而近端梗阻的假阳性
率则更是高达３９％。我国孙阳春等［６］的观察发现：在

１００例不孕症患者中，ＨＳＧ与腹腔镜均诊断输卵管通
畅的阳性符合率（敏感度）为８３１％，两者均诊断不通
的阴性符合率（特异度）为 ６７７％。刘华瑛［７］对 ３９６
例患者分别行ＨＳＧ检查和输卵管通液和手术，并比较
诊查结果。结果显示：阳性符合率（敏感度）为

７９０％，阴性符合率 （特异度）为 ６１６％。Ｔｖａ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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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ａｖｉｃｉｅｎｅ等［８］研究证明，ＨＳＧ诊断输卵管阻塞的敏
感度为８４１％，特异度为５９１％，与我国学者的研究
结果相近。上述三项研究结果提示有近４０％的假阴
性结果。因此，在腹腔镜检查术被公认为诊断输卵管

疾病的金标准的今天，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是否仍然作

为不孕症现代诊断技术的一部分受到了质疑［９］。而丁

建芹［１０］对９０例术前 ＨＳＧ检查及剖腹探查术行输卵
管性不孕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发现：１８０条
输卵管中，ＨＳＧ与剖腹探查术中检查结果相符１４４条，
符合率８０００％，提示总的假性结果可能性为２０％，认
为子宫输卵管造影术的应用是有前景的。

因此，在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过程中，为了尽量避

免出现假性结果，在 Ｘ线检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患
者的临床症状和手术医生的经验，及时排除术中可能

导致假性结果的影响因素，对确诊患者输卵管是否通

畅，以指导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子宫输卵管造影过程中，患者常常有腹痛症状。

造成腹痛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１）输卵管梗阻，造
影剂无法进入盆腔，积存在宫腔内，造成宫腔内压力过

大引起腹痛。（２）病人过度紧张，在造影剂的轻微刺
激下发生子宫强烈收缩，导致腹痛，此时可能造成输卵

管梗阻假象，严重腹痛者可使用子宫颈旁传导阻滞麻

醉，以缓解疼痛［１１，１２］。腹痛的发生与造影剂的用量可

能没有关系。ＳｏｃｏｌｏｖＤ等［１３］对１２１例不孕症患者，利
用数字／模拟评分法（１－１０）评估输卵管造影和输卵
管对比超声造影过程中疼痛发生的程度，寻找疼痛程

度与造影过程中各种相关症状的关系。结果发现：子

宫输卵管造影术中有３８８％的患者比经期痛要剧烈，
疼痛的发生与置管的难易程度、输卵管阻塞程度、注入

的造影剂的量、ＩｇＧ抗体水平等没有相关性，但是，疼
痛的程度与造影剂的量高度相关（Ｐ＜０００１）。本文
中输卵管双侧通畅组、双侧梗阻组、单侧通畅组三组中

出现腹痛的患者分别为１９例（１９／１７６，１０８％）、３４例
（３４／５６，６０７％）、２９例（２９／８８，３３０％），三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看来，虽然医生根据
患者腹痛情况初步判断输卵管是否通畅可能会出现一

定误差，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患者中，根据腹痛情况来判

断输卵管的通畅情况是基本可信的。

子宫输卵管造影术中操作医生注入造影剂时感觉

到的阻力情况也是对输卵管是否通畅进行初步判断的

依据。由于对阻力的判断来源于医生的主观感受，受

外界影响因素比较多，因此，其可靠程度受到质疑。本

文中三组患者输卵管造影过程中，医生判断出现阻力

的患者数为：双侧通畅组６例（６／１７６，３４％），双侧梗
阻组３１例（３１／５６，５５４％），单侧通畅组１７例（１７／８８，

１９３％），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造影剂返流情况的发生多见于输卵管远端梗阻，

当注入造影剂后，输卵管扩张、痉挛导致造影剂返流。

官腔容积过小、造影剂剂量过多也会导致返流的发生。

有时，因为子宫收缩也可造成返流，因此会出现假阳性

体征。本文中双侧通畅组有返流者 ３例（３／１７６，
１７％），双侧梗阻组有返流者１９例（１９／５６，３３９％），
单侧通畅组有返流者５例（５／８８，５７％），三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本文研究结果说明，在子宫输卵管造影过程中，根

据患者的腹痛情况、手术医生的阻力感觉以及造影剂

的返流情况可以初步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情况，并且可

以根据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对症处理，纠正、排除术中

可能导致假性结果的影响因素，如术中嘱患者尽量避

免紧张，避免造成输卵管性痉挛，造成输卵管不通的假

象；术中操作医生应注意动作轻柔，特别是推注造影剂

时缓慢匀速，及时调整造影导管的位置，结合 Ｘ线结
果判断输卵管情况，作出准确诊断，辅助临床治疗。

在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过程中，造影剂的用量各

有不同。如果双侧输卵管通畅，造影剂会弥散至盆腔，

造影剂的用量会增加，梗阻时用量会减少，但是具体用

量为多少，尚未见文献报道。本文对３２０例子宫输卵管
造影患者使用造影剂的量进行了分析，双侧通畅组平均

用量为（９９７０±３３６９）ｍｌ，双侧梗阻组为（７９６０±
３０９６）ｍｌ，单侧通畅组为（９３４０±３４４０）ｍｌ，各组方差
齐性（Ｐ＜００５），各组间所用造影剂的量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因此，子宫输卵管造影术中使用造影
剂的量的多少也可以作为初步判断输卵管情况的依

据。但是，由于本文标本量尚小，不能够说明子宫输卵

管造影术时所需造影剂的标准用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内镜在临床大量运用，宫

腔镜、腹腔镜在不孕症诊治的过程中取得了肯定的疗

效［１４－１６］。与宫腔镜下经输卵管插管通液检查、腹腔镜

下输卵管通液检查和宫腹腔镜联合检查等方法相比，

子宫输卵管造影术更加简单易行，经济实用，临床价值

高，再结合患者的腹痛情况、手术医生的阻力感觉以及

造影剂的返流情况，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减少假

性结果的出现，因而更加值得采用［１７］。因此，子宫输

卵管造影术作为输卵管性不孕症的临床初筛，可以

为腹腔镜检查和手术的必要性提供较可靠的依据，

在输卵管性不孕症中具有一定的诊断治疗价值，可

以广泛应用。

（下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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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遗传学特征１例分析

铁　缨１　金英子１　杨康鹃２△

１延边大学临床医学院，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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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患者女性，２３岁，因“原发性月经未来潮”于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本院就诊。主诉原发性闭经，无周期性下腹疼
痛。检查女性第二性征发育良好，前庭窝尚未见尿道口及处女膜，肛诊未触及子宫，但触及到左右附件。Ｂ超未探及子
宫，但探及到左右卵巢和阴道黏膜线。性激素和垂体激素检测均正常，Ｘ染色质阳性，为正常女性核型（４６，ＸＸ）。诊断
为“先天性无子宫和阴道”。本文就其遗传学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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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ｏｄ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ｈｙｐｏｇａｓｔｒａｌｇｉａ，ｆ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ｘ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ｎｏ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ｍｅａｔｕｓａｎｄｍａｉｄｅｎｈｅａｄｆｏｕ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ｃｏｎｃａｖｉｔｙ，ｎｏｗｏｍｂｂｕｔ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ｏｖ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ｏｖｉｄｕｃｔ
ｆｏｕｎｄｂｙｒｅｃｔａｌｔｏｕｃｈ．Ｎｏｗｏｍｂｂｕｔ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ｏｖ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ｎ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ｙ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ｅ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Ｘ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ｆｅｍａｌｅ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４６，ＸＸ）．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

１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２３岁时因“原发无月经来潮”于 ２０１３
年６月前来本院就诊。

主诉：原发性闭经，无周期性下腹疼痛。

妇科检查：外阴第二性征发育良好、乳房饱满、腋

毛发育正常、骨盆发育良好，前庭窝尚未见尿道口及处

女膜。肛诊未触及子宫，但触及到左右附件。

既往史：该患者于１９岁时因青春期无月经来潮，
前往当地医院妇科就医，并行腹部Ｂ型超声检查，发现
盆腔内无子宫，膀胱后方两侧均可见３０×２０ｃｍ２左
右的低回声团块，超声提示“无子宫”，初步诊断为“先

天性无子宫及无阴道待查”。

辅助检查：Ｂ超未探及子宫和阴道黏膜线，但左右
卵巢探及。性激素和垂体激素检测结果均正常，雌激

素（Ｅ２）３１４００ｐｇ／ｍｌ、黄体酮（Ｐｒｏｇ）１３１２ｎｇ／ｍｌ、睾酮
（ＴＥＳＴＯ）０７４ｎｇ／ｍＬ、垂体分泌卵泡刺激素（ｈＦＳＨ）
３０４ｍＩｕ／ｍｌ、黄体生成素（ｈＬＨ）１３４６ｍＩｕ／ｍｌ。

遗传学检测：（１）采用离心方法制备患者口腔黏
膜上皮细胞涂片，Ｘ染色质标本采用硫堇染色，Ｙ染色
质标本采用荧光染料盐酸阿的平染色。生物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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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０）下观察发现贴于核膜内缘呈半椭圆形１μｍ
大小凝聚的Ｘ小体，每个细胞仅１个，Ｘ染色质出现率
为２５％（２５／１００），提示该患者可能含有两条 Ｘ染色
体；荧光显微镜（１０×１００）下观察，未发现 Ｙ染色质，
提示该患者不含有Ｙ染色质。（２）采用人类半微量外
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方法，制备人类染色体标本，进行Ｇ
显带核型分析，结果为正常女性核型：４６，ＸＸ，未见异
常染色体改变。

遗传学特征分析：原发性闭经是一种原因复杂的

疾病，染色体异常则是发病的主要原因，而间期核中特

有的Ｘ染色质和 Ｙ染色质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遗传
特征，在性别诊断、性染色体异常所引起的疾病的诊断

上以及性连锁遗传病的预防过程中，都将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而染色体核型分析是染色体疾病和核性

别最准确的检测技术之一［１］。本次检测结果显示该患

者Ｘ染色质阳性，Ｙ染色质阴性，而染色体核型分析为
正常女性核型，该结果可以排除该患者的原发性闭经

与性染色体异常无关。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诊断为“先天性无子宫合并无

阴道”。

２　讨　　论

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根据苗勒管发育程度不

同，分为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ｕｔｅｒｕｓ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ＣＡＵＶ），也称为 ＭａｙｅｒＲｏｋｉｔａｎｓｋｙ－
Ｋüｓｔｅｒ－Ｈａｕｓｅｒ（ＭＲＫＨ）综合征，始基子宫或幼稚子
宫、单角子宫和残角子宫、双子宫、双角子宫和纵隔子

宫。子宫由两条苗勒氏管发育、融合、中隔吸收演变而

成，在发育形成过程中，内在或外来因素均可导致子宫

不同类型的发育畸形。研究证明先天性无子宫系中胚

层的两侧副中肾管中段和尾端未发育和融合所致，往

往合并无阴道，但双侧卵巢、女性第二性征发育均不受

影响，发育正常［２］。本病例 Ｂ超和妇科检测均未探及
和扪不到子宫，但可触及双侧卵巢、输卵管，６项性激
素检测指标均属正常，Ｘ染色质阳性，为正常女性核
型，提示该患者因具有正常卵巢，含有两条 Ｘ染色体，
为此女性第二性征和性激素发育正常，但呈现无子宫

和阴道的生殖发育异常与以往研究结果全部吻合。因

此对于青春期女性无月经来潮者，应及时到医院进行

Ｂ超和妇科检查，早期诊断，以便得到正确治疗等指
导，如必要时行阴道成形手术［３］。

苗勒氏管发育异常可独立存在，有时为其他复杂

生殖异常综合症的一部分，研究发现小鼠 ＨＯＸＡ１３基
因突变影响肢芽和苗勒氏管发育［４］。最新研究发现先

天性无子宫发生与 ＨＯＸＡ１３基因变异相关［５］，该项研

究成果给先天性无子宫的产前基因诊断提供新思路。

本课题组目前已采集该患者的外周抗凝全血，提取

ＤＮＡ，预进行致病基因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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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妊娠期梅毒临床结局的相关因素分析及临床诊治

祝朝萍

兰溪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影响梅毒患者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探讨妊娠期梅毒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新生
儿结局。方法：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１例妊娠合并梅毒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其中８２例孕产妇在产前经
血清学筛查确诊后给予驱梅治疗，４９例孕产妇于临产经输血前四项指标筛查确诊，未进行驱梅治疗，对两组产妇与新生
儿结局进行分析，同时探讨妊娠期梅毒患者的诊治方法。结果：治疗组共发生新生儿先天性梅毒 １７例，发生率为
２０７３％；未治疗组共发生先天性梅毒２９例，发生率为５９１８％。治疗组死胎、早产发生率均低于未治疗组，流产发生率
高于未治疗组，早孕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死胎率、不良妊娠发生率明显低于晚孕组，流产、早产发生率高于晚孕

组与中孕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剖宫产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感染４０例，感染率为３３３３％；阴道分娩
组感染６例，感染率为５４５５％，阴道分娩感染率明显高于剖宫产，两种分娩方式感染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结论：妊娠期梅毒是导致新生儿结局不良的危险因素，分娩方式、治疗时间及科学规范的驱梅治疗可提高新生儿结局。

【关键词】妊娠期梅毒；妊娠结局；相关因素；诊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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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１８％．Ｔｈｅ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３３．３３％；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５４．５５％．Ｔｈｅｖａｇｉ
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ｓ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ｄｖｅｒｓ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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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梅毒包括两种，一是妊娠期感染上梅毒的
患者，二是梅毒患者合并妊娠［１］。近年来，在我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病人数也出现

增长势头，特别是解放初期已消灭的以梅毒为首的性

传播疾病，不仅卷土重来，而且还呈蔓延之势［２］。孕妇

感染梅毒或梅毒感染者怀孕后，梅毒螺旋体（ＴＰ）不仅
可通过胎盘和产道等途径感染胎儿，同时 ＴＰＨＡ对于
孕产妇自身的损害也是相当严重的。研究表明［３］，ＴＰ
是造成流产、死胎、先天性梅毒、早产的重要原因，超过

６０％未经治疗的梅毒感染者可将病毒传染给胎儿［４］。

因此，本研究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１
例妊娠合并梅毒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对妊娠期梅毒结

局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取有效的诊治措施，对优生

优育、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１例妊娠合

并梅毒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其中８２例孕产妇在产前经
血清学筛查确诊后给予驱梅治疗，年龄２０～３７岁，平
均年龄（２６５±１０５）岁；４９例孕产妇于临产经输血前
四项指标筛查确诊，未进行驱梅治疗，年龄２０～３６岁，
平均年龄（２７５±９５）岁。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对实

验结果阳性患者进一步行ＴＰＨＡ检测。
１３　诊断标准
１３１　梅毒诊断标准　以上两项检查结果均显

示阳性者可确诊为梅毒。

１３２　妊娠合并死胎诊断标准　以上两项检查
结果均显示阳性，同时超声检查未发现胎心搏动。

１３３　先天性梅毒诊断标准　根据２００３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天梅毒诊断标准：①母亲为梅毒
感染者；②有类似二期症状或类似三期梅毒症状；③先
天潜伏梅毒：除感染源于母体外，其它表现与获得性潜

伏梅毒相似。实验室梅毒血清学试验 ＴＰＨＡ呈阳性，
黏膜损害或皮肤损害中可查到ＴＰＨＡ。
１４　纳入及排除标准
所有患者均为确诊的梅毒感染患者；同时排除合

并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及其它影响妊娠结局的疾

病患者。

１５　治疗方法
对于产前筛查确诊的梅毒患者均给予正规驱梅治

疗，在治疗前过敏患者先给予脱敏治疗，所有患者均先

给予５ｍｇ可的松口服，４次／ｄ，疗程为４ｄ，以减轻吉海
反应。根据患者梅毒分期，进行驱梅治疗，于两侧臀部

深部肌肉注射射２４０万 Ｕ苄星青霉素 Ｇ，１次／周，疗
程１５～３０ｄ。每月复查 ＲＰＲ滴度，对于梅毒血清降低
未达４倍者给予第２个疗程的治疗。
１６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均于分娩后第２天抽取新生儿静脉血进

行ＲＰＲ检测，阳性病例进一步行 ＴＰＨＡ检测，同时对
妊娠结局包括早产、流产、死胎进行统计，对新生儿结

局包括梅毒感染情况进行统计。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

表示，组间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妊娠期梅毒患者感染情况
从本组妊娠期梅毒感染患者感染检查结果显示，

隐性梅毒感染者占绝大多数，治疗组与未治疗组分别

为８９２％、９３８８％，治疗组有 ２例二期梅毒感染者。
见表１。

表１　治疗组与未治疗组妊娠期梅毒患者感染情况比较

组别 ｎ
一期梅毒

例 ％

二期梅毒

例 ％

隐性感染

例 ％

治疗组 ８２ ７ ８．５４ ２ ２．４４ ７３ ８９．２０

对照组 ４９ ３ ６．１２ ０ ０．００ ４６ ９３．８８

２２　治疗组与未治疗组妊娠结局
比较治疗组与未治疗组妊娠与新生儿结局，治疗

组共发生新生儿先天性梅毒１７例，发生率为２０７３％；
未治疗组共发生先天性梅毒２９例，发生率为５９１８％。
治疗组死胎、早产发生率均低于未治疗组，流产发生率

高于未治疗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见表２。
２３　不同治疗时间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将治疗组８２例患者根据治疗时间分为三组结果

显示，早孕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死胎率、不良

妊娠发生率明显低于晚孕组，流产、早产发生率高于晚

孕组与中孕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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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妊娠期梅毒患者妊娠与新生儿结局比较

组别
先天性梅毒

例 ％

死胎

例 ％

早产

例 ％

流产

例 ％

足月新生儿

例 ％

治疗组（ｎ＝８２） １７ ２０．７３ ２ ２．４３ １１ １３．４１ ６ ７．３２ ６３ ７６．８３

对照组（ｎ＝４９） ２９ ５９．１８ ６ １２．２４ ２０ ４０．８２ ０ ０．００ ２３ ４６．９４

　　注：和未治疗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表３　不同治疗时间对妊娠与新生儿结局的影响分析

组别 ｎ
先天性梅毒

例 ％

流产、早产

例 ％

死胎

例 ％
不良结局

发生率

晚孕组 ２５ １１ ７２．００ ６ ０．００ ４ １６．００ ８４．００

中孕组 １１ ３ ６３．６４ ４ １８．１８ ０ ０．００ ６３．６４

早孕组 ４６ ４ ８．７０ １６ ５２．１７ ２ ４．３５ ４７．８３

合计 ８２ １７ ２０．７３ ２６ ３１．７１ ６ ７．３２ ５９．７６

　　注：和晚孕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２４　分娩方式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分析不同分娩方式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显示，剖宫

产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感染４０例，感染率为３３３３％；阴

道分娩感染６例，感染率为５４５５％，阴道分娩感染率
明显高于剖宫产，两种分娩方式感染率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不同分娩方式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比较

组别 ｎ
治疗组

先天性梅毒感染数 ％

对照组

先天性梅毒感染数 ％
感染率

阴道分娩 １１ ２ １８．１８ ４ ３６．３６ ５４．５５

剖宫产 １２０ １５ １２．５０ ２５ ２０．８３ ３３．３３

　　注：和阴道分娩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梅毒感染发生后，病情通常呈进行性发展。晚期可

侵犯全身多个器官［５，６］。当妊娠期感染梅毒后，病毒的

影响不仅是对患者本人，而且病毒还可通过胎盘导致宫

内传播。在梅毒的传染绒毛间质内 ＨＣ细胞起着重要
的作用，其传播途径是梅毒螺旋体先侵入蜕膜细胞，后

经绒毛间隙侵袭相邻的绒毛组织致胎儿感染［７，８］。

据相关资料显示［９，１０］，早期潜伏梅毒的母亲感染

胎儿的几率为４０％，而未经治疗的梅毒母亲感染胎儿
的几率为６０％［１０］。从本院１３１例妊娠期梅毒感染患
者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显示，经过治疗的８２例患者中
共发生新生儿先天性梅毒１７例，发生率为２０７３％；
未经治疗的４９例患者共发生先天性梅毒２９例，发生
率为５９１８％。治疗组死胎、早产发生率均低于未治
疗组，结果提示规范系统的抗病毒治疗可大大降低新

生儿感染率；治疗组流产发生率高于未治疗组，分析原

因是未治疗组患者均于分娩前经输血四项检查发生梅

毒感染，因此，无流产病例的统计。

分析妊娠期梅毒妊娠与新生儿结局的影响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与治疗与未治疗具有密切关

系。二是与治疗时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１１］。本研究

根据８２例妊娠期梅毒患者的治疗时间进行分组显示，
早孕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死胎率、不良妊娠发

生率明显低于晚孕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而流

产、早产发生率高于晚孕组与中孕组。分析原因一方

面与梅毒治疗的吉海反应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观察时

间有一定关系。三是分娩方式。从本组１３１例妊娠期
梅毒患者不同分娩方式新生儿结局显示，剖宫产组新

生儿先天性梅毒感染４０例，感染率为３３３３％；阴道分
娩组感染６例，感染率为５４５５％，阴道分娩感染率明
显高于剖宫产。

ＴＰ病毒是临床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的病毒
之一。临床对于梅毒的诊断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另一种方法是
ＴＰＨＡ检测。前者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可作为筛查的
首选［１２－１４］。ＴＰＨＡ检测准确率高，一般经 ＲＰＲ检测为
阳性的患者再行 ＴＰＨＡ检测后确诊。本组１３１例纳入
研究的为妊娠期梅毒患者及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感染者。

本组患者中８２例通过产前筛查确诊的患者均采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荐的治疗方法，给予２４０万Ｕ
苄星青霉素Ｇ治疗，驱梅治疗的目的是阻断病毒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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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以达到防止新生儿发生先天性梅毒的目的，且苄

星青霉素Ｇ可通过胎盘，但对胎儿无不良影响，其预防
成功率可达８０％以上。在治疗前，为了减轻患者的吉海
反应，所有患者均先给予５ｍｇ可的松口服，从治疗效果
显示，有效地控制了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生率。

本组妊娠期梅毒患者感染以隐性梅毒感染为主，

其原因是合并梅毒感染的孕妇有免疫抑制，因此临床

表现不明显。这一点更要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加强

孕早期治梅毒筛查［１５］，及时诊断后给予规范的抗病毒

治疗，可明显提高妊娠与新生儿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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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舟山地区小儿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夏　燕１　周蓉湖２

１舟山医院妇幼保健院区急诊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２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对舟山地区小儿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的资料进行分析，掌握本地区的流行病学资料，为制定控制策
略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本地区 ２００３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１月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感染患儿 ６７例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流行病学进行分析。结果：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年龄从１个月～１２岁，其中以１～３个月、４个
月～１岁为主，分别占６５６７％、２３８８％，２岁 ～３岁、４岁 ～５岁、６岁 ～７岁、＞８岁的构成比例分别为５９８％、１４９％、
１４９％、１４９％，１岁以内的感染患儿占绝大多数，与其它年龄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近几年感染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感染人数大大高于前７年。阴道分娩患儿占
８０６０％，明显高于剖宫产，母亲承认感染病史２３例，父亲承认感染病史１７例，父母均有感染史的９例，大多数患儿父母
对自己梅毒感染病情不知情，以上结果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小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感
染患儿多数年龄在０～１岁之间，以３月内的婴儿最为多见，未经产前检查，父母对感染不知情是小儿先天性梅毒在出生
时未及时发现的主要原因，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小儿；急诊；先天性梅毒；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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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６５６７％，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ｏｏｎｅｙｅａｒ２３．８８％，ｆｒｏｍｏｎｅｔｏｔｗｏ５．９８％，ｆｒｏｍｔｗｏｔｏｔｈｒｅｅ１４９％，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ｔｏｆｏｕｒ
１．４９％，ｏｖｅｒｆｏｕｒ１．４９％．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６７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ａｇｅｓ（Ｐ＜０．０５）．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ａｎｄ２０１２．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ａｓ８０．６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ｂｅ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ｂｅ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ｎｉｎ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ｍｏｓｔ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ｏｒｎｏｔ；ａｌｌａｂｏ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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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ｕｐ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Ｍｏ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ｇｅｄｕｎｄ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ａｕｓｅｉｓｔｈａｔｍａｎｙ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ｎｏｔｔａｋ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ｅｘ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目前，随着司法制度的健全，手术患者在术前均要
行乙肝、ＨＩＶ及梅毒等感染性指标检查［１，２］，使行剖宫

产术的胎儿通过检查及时被发现，感染后的新生儿在

出生后可得到及时治疗，预后良好。但大多数自然分

娩的产妇与新生儿由于未进行产前感染性指标检

查［３］，使先天性梅毒患儿不能及时被发现［４］。为了解

近年来舟山地区急诊患儿合并先天性梅毒情况，笔者

收集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６７例先天性梅毒感
染患儿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流行病学进行
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本地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６７例先

天性梅毒感染患儿资料，年龄１个月 ～１２岁，其中以
皮肤损害为主诉入院的３３例，占４９２５％；以发热为
主诉入院的 ２４例，占 ３５８２％；其它 １０例，占
１４９３％。

１２　诊断标准
根据２００３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梅毒诊

断及治愈标准》：母亲为梅毒感染者；临床表现：（１）有
类似二期症状，临床表现为梅毒性喉炎、鼻炎、肝脾或

淋巴结肿大、贫血，皮损表现为水疱、丘疹、红斑、糜烂

及骨炎、软骨骨炎及骨膜炎等；（２）有类似三期梅毒症
状，临床表现为马鞍鼻、间质性角膜炎、神经性耳聋等

特征，出现骨膜炎、皮肤、黏膜树胶肿等；（３）先天潜伏
梅毒：除感染源于母体外，其它表现与获得性潜伏梅毒

相似。实验室梅毒血清学试验 ＴＰＨＡ呈阳性，黏膜损
害或皮肤损害中可查到ＴＰＨＡ。
１３　检查方法
所有急诊疑似患儿均常规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

卡片试验（ＲＰＲ），对实验结果阳性患儿作进一步
ＴＰＨＡ检测。
１４　研究方法
对本地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先天性梅毒

感染患儿资料进行收集，制成统计表格，将感染患儿的

情况逐一统计、填写。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组

间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先天性梅毒患儿性别、年龄调查分析
从调查结果显示，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年龄

从１个月 ～１２岁，其中以１～３个月、４个月 ～１岁为
主，分别占６５６７％、２３８８％，２～３岁、４～５岁、６～７
岁、＞８岁的构成比例分别为５９８％、１４９％、１４９％、
１４９％，１岁以内的感染患儿占绝大多数，与其它年龄
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性别构成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组别 ｎ 男［ｎ（％）］　女［ｎ（％）］　　构成比例（％）　

１～３个月 ４４ ２３（５２．２７） ２１（４７．７３） ６５．６７

４个月～１岁 １６ ８（１．６７） ８（３．３３） ２３．８８

２～３岁 ４ １（０．８６） ３（１．１４） 　５．９８

４～５岁 １ 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９

６～７岁 １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４９

＞８岁 １ 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９

合计 ６７ ３４（５０．７５） ３３（４９．２５） １００．０

　　注：和其它年龄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年度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发生情
况分析

不同年度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感染情况构成

调查显示，近几年感染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感染人数大大高于前７年（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３　分娩方式及母亲感染情况调查
先天性梅毒感染患儿分娩方式调查结果显示，５４

例为阴道分娩，占８０６０％，明显高于剖宫产；母亲承
认感染病史２３例，父亲承认感染病史１７例，父母均
有感染史的９例，大多数患儿父母对自己梅毒感染病
情不知情，以上结果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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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感染患儿各年度分
布情况

组别 ｎ 男［ｎ（％）］ 女［ｎ（％）］ 构成比例（％）

２００３年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４年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５年 ２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９

２００６年 ３ １（３３．３３） ２（６６．６７） 　４．４８

２００７年 ５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７．４６

２００８年 ４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９７

２００９年 ６ ２（３３．３３） ４（６６．６７） 　８．９６

２０１０年 １１ ５（４５．４５） ６（５４．５５） １６．４２

２０１１年 １４ ８（５７．１４） ６（４２．８６） ２０．９０

２０１２年 ２２ １２（５４．５５） １０（４５．４５） ３２．８２

合计 ５９ ３４（５０．７５） ３３（４９．２５） １００．０

　　注：和其它年度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表３　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感染患儿分娩方式及家庭感染情况

感染类型 感染数（ｎ） 感染率（％） Ｐ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１３ １９．４０

阴道分娩 ５４ ８０．６０ Ｐ＜０．０５

母亲感染情况

承认感染病史 ２３ ３４．３３

否认感染病史 ４４ ６５．６７ Ｐ＜０．０５

父亲感染情况

承认感染病史 １７ ２５．３７

否认感染病史 ５０ ７４．６３ Ｐ＜０．０５

父母均有感染史 ９ １３．４３

３　讨　　论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５］，先天性梅毒的发生是

由于孕妇感染梅毒后，梅毒螺旋体抗体（ＴＰＨＡ）阳性
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液循环［６］，或者分娩时胎儿经产

道感染ＴＰＨＡ，出现梅毒的临床表现。胎儿感染ＴＰＨＡ
后，病毒在各器官组织中大量增殖，从而发生梅毒感

染，引起早产及新生儿发育异常或各种先天畸形，严重

的可致新生儿死亡［７］。极少数先天梅毒隐性感染，持

续存在到青春前期才出现相关症状［８］，表现为晚期梅

毒。近年来，人们性意识观念的淡薄，不仅使早已消灭

于解放初期的性传播疾病卷土重来，而且艾滋病也迅

速在大陆蔓延。性病的泛滥给患者身心健康造成重大

伤害，更为严重的是ＴＰＨＡ传染性强，母亲感染后可经
胎盘感染胎儿，造成小儿先天性梅毒感染，危害极大，

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９，１０］。据我国

疾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１０，１１］，近几年梅毒呈连年快

速增长趋势，我国 ２００６年发病数约为 １７４５０６例，比
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增加了３０％，至２００９年仅３月份公布
的梅毒发病人数就达２６７１４例，仅次于病毒性肝炎、肺
结核，而居传染性疾病的第３位。

从本地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小儿急诊合
并先天性梅毒感染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均未发现梅毒感染病例，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发现
先天性梅毒感染，感染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感染人数大大高于前７年，分别为
１１例、１４例、２２例，占总感染人数的７０１５％。结果提
示我国的传染性疾病预防形势十分严峻，在健康教育

与经费投入等方面还有待落实，特别是对于重点人群

缺乏有效的宣传与干预。

从急诊合并先天性梅毒患儿年龄分析显示，年龄

分布最小１个月，最大１２岁，年龄组感染构成比例由
高到低排列顺位依次是１～３个月、４个月～１岁、２～３
岁、４～５岁、６～７岁、＞８岁，分别占 ６５６７％、
２３８８％、５９８％、１４９％、１４９％、１４９％，１岁以内的
感染患儿占绝大多数。先天性梅毒感染患儿分娩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５４例为阴道分娩，占８０６０％，明显高
于剖宫产，结果显示随着医院感控制度与措施的完善，

在行剖宫产前一般均会进行乙肝、ＨＩＶ、梅毒等四项感
染性指标检查，确认孕妇感染的病例均采取有效的预

防措施，新生儿确认为梅毒感染的均及时治疗，因此，

剖宫产患儿在急诊发现合并梅毒感染的患儿明显少于

阴道分娩。

调查家庭感染情况显示，母亲承认感染病史 ２３
例，父亲承认感染病史１７例，父母均有感染史的９例，
分别占３４３３％、２５３７％，大多数患儿父母对自己梅
毒感染病情不知情，结果提示在孕早期对梅毒感染高

危人群应重视产前筛查。研究显示［１３］，感染梅毒的女

性所产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是正常女性的５０倍，
而胎儿发生感染的时间一般在怀孕２４周后，特别是早
期梅毒感染女性，传染率大于晚期梅毒。早期潜伏梅

毒的母亲感染胎儿的几率为４０％，而未经治疗的梅毒
母亲感染胎儿的几率为６０％［１５，１６］。因此，高危人群产

前筛查，早期接受正规驱梅治疗，是降低先天性梅毒发

生的有效手段［１６］。 （下转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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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淋病患者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及治疗方式的分析

郑锦华

金华广福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淋病患者的临床特点、相关因素，及采取头孢噻肟联合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治疗淋病疗效的
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近年来我院住院治疗的淋病患者７１例的临床特点，分析相关易感因素，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对
照组给予头孢曲松治疗，观察组则采用头孢噻肟联合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共同治疗，疗程为一星期，观察两组患者的疗

效。结果：男性、已婚、本地户籍、有多个性伴侣和有不洁性交史为淋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５６５％，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８２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淋病主要通过性交传染，可侵犯身体多部位，
男性可发生附睾炎和前列腺炎，女性可发生前庭大腺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采取头孢噻肟联合左氧氟沙

星、阿奇霉素治疗淋病疗效值得肯定。

【关键词】淋病；临床特点；相关因素；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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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通过性传播，是最为常见的性病之一，该病可
发于任何年龄段，以２５～４５岁最为多见。据有关报道
指出，我国近年来淋病的发生率逐渐上升，男性多见，

多数患者有不洁性交史［１］。感染淋病患者中，男性多

表现有附睾炎和前列腺炎；女性可发生前庭大腺炎、子

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一旦播散至血液，可经

过血行播散，导致患者产生菌血症、脑膜炎、心内膜

炎、关节炎等严重并发症［２］。笔者结合我院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７１例淋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观察淋病的临床特点、相关因素，及采取头孢噻

肟联合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治疗淋病疗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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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来我院

住院治疗的７１例淋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３５例，观察组３６例。对照组中男性２１例，
女性１４例，年龄最小为２１岁，最大为５２岁，平均年龄
为（３２７±５３）岁，平均病程为（４１５±２０５）ｄ；观察
组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３例，年龄最小为１９岁，最大为
４９岁，平均年龄为（３３４±６１）岁，平均病程为（３９６
±２２４）ｄ。两组患者除了在性别、年龄上无显著性差
异，同时在其他疾病史（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酒精

或药物依赖、自体炎症性疾病等）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淋病患者均有不洁性交史，实验室检查发现

淋病奈瑟菌，均有发热、尿道口红肿伴稀薄黄色脓液流

出及膀胱刺激征表现［３］。

１３　方　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调查，收集相关信息，并结合回归

统计方法查找相关的危险因素。

观察组患者使用头孢噻肟钠肌注１ｇ，１次／ｄ；联合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口服，每次４００ｍｇ，１次／ｄ；阿奇霉
素分散片口服，每次１ｇ，１次／ｄ，疗程为一个星期。对
照组患者仅给予头孢曲松钠肌注１ｇ，１次／ｄ，疗程同为
一个星期。比较两组患者一星期后的疗效。

１４　随　访
对本次观察的两组住院治疗的淋病患者在住院期

间的治疗过程及相关疗效的变化进行详细记录，同时

对于治疗好转的患者，在出院后进行定期随访，中位时

间为８个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统计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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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结　　果

２１　在本次观察的所有淋病患者中，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在年龄、职业、收入、卫生习惯、家庭成员数、

父母文化水平、工作时间、性生活每周次数、有否合并

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比较中无意义，而在患者性别（男或

女）、婚否（已或否）、户籍（本地或外地）、是否有多个

性伴侣（是或否）、是否有不洁性交史（是或否）的比较

中有意义。见表１。

表１　相关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性别 婚否 户籍
是否有多个

性伴侣

是否有不洁

性交史

回归系数 ０．８９ １．７８ ０．９４ ２．９３ ３．３７

ＯＲ值 ２．４１ ５．１７ ２．４９ １４．７３ ２５．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在以上相关因素的内容中，男 ＝１、女＝０，已婚 ＝１、未婚 ＝０，本

地＝１、外地＝０，是＝１、否＝２。

２２　观察组较对照组经过治疗后，在疗效（治愈、
显效、有效、无效）的比较中，观察组中患者治愈的例数

最多，且总有效率也较对照组高，分别为 ９１７％对
８２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ｎ）治愈（ｎ）显效（ｎ）有效（ｎ）无效（ｎ）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３５ １７ ５ ７ ６ ８２．９

观察组 ３６ ２７ ４ ２ ３ ９１．７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①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淋球菌检查（－）至少２次；

②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减轻，淋球菌检查（－）至少２次；③

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减轻，淋球菌检查至少１次（＋）；④无效：患

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未见改善。

３　讨　　论

通过对我院收治的７１例淋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分析，探讨淋病的临床特点、易感因素，及采取头孢

噻肟联合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治疗淋病疗效的分析，

如下所述。

３１ 淋病临床特点

淋病是性病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开始无明显

症状，或伴有轻度膀胱刺激征、外阴部烧灼感，统称为

“无症状淋病”，可发于任何年龄段。本病潜伏期短，

传染性强，常引发多种并发症及后遗症。多数淋病患

者有明确病史、病因，症状明显，女性患者感染后起初

无明显不适，较易漏诊［４］。淋病球菌不仅在尿道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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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同时可侵犯至眼结膜、咽等多个部位，该球菌还

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进一步导致菌血症、心内膜炎、脑

膜炎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表明高危人群除生殖器外

其他部位亦可存在淋球菌感染［５］。本次研究中，我院

淋病患者并发症中女性以盆腔炎为主，男性以前列腺

炎为主，还有部分由沙眼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淋病

盆腔炎多发病于经期，表现为畏寒、发热、腹痛、白带异

常等，发生恶心、呕吐、腹痛时应注意与阑尾炎鉴别；发

现阴道有不规则流血时，应与宫外孕鉴别。

３２　相关感染因素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得出，男性、已婚、本地户籍、有

多个性伴侣和有不洁性交史为淋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

素：（１）男性多于女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生殖器官结
构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生理功能，导致比女性更易感染，

其次男性不洁性交史可能性更高，迫于外界压力，女性

较男性就医者少而导致患病率的减少，这都是造成差

异的原因［６］。（２）已婚高于未婚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已
婚男士的不良消费及不洁姓交史，夫妇之间一个得病，

配偶患病的机率较高［７］。（３）本地较外地居民的患病
率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常消

费于夜总会、酒吧、按摩院等性传播场所，患病机率较

高［８］。（４）多个性伴侣是淋病不断传播的重要途径，
不洁性交史是导致淋病患病率不断上升的最主要因

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导致淋病患病率居高

不下的最危险因素［９］。

３３　淋病患者的相关治疗及疗效
本次结果中，观察组治愈２７例，显效４例，有效２

例，总有效率为９１７％；对照组治愈１７例，显效５例，
有效７例，总有效率为８２９％，观察组疗效较对照组
更优。樊尚荣报道［１０］：淋球菌耐头孢曲松钠的菌株为

０５％，淋球菌对头孢曲松钠的敏感度能够达到
８０１％。本次结果中观察组较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
分别为９１７％和８２９％，表明采用头孢噻肟联合左氧
氟沙星、阿奇霉素治疗较头孢曲松钠治疗淋病总有效

率分别为９４１％和９２７％，结果表明左氧仍可作为淋
病治疗的主要药物之一，且头孢噻肟联合左氧氟沙星、

阿奇霉素协同作用良好，较头孢曲松钠疗效更优［１１］。

陈旭报道［１２］：淋病患者单注射头孢曲松钠，满一疗程

后，患者自觉症状改善，但实验室检查菌种转阴率不

高。王秀莹报道指出［１３］：结合临床各项检查，包括尿

道拭子、后穹隆穿刺液的涂片和培养等，综合考虑盆腔

炎的诊断。周宝宽报道指出［１４］：由于淋病常合并厌氧

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因此对于淋病的治疗，应选择能

够覆盖４种微生物的药品，可采取头孢噻肟联合左氧
氟沙星、阿奇霉素治疗淋病。

综上所述，由于淋病通过性传播，因此应加强卫

生，注意个人生活习惯。对于女性单纯性淋病患者来

说，应尽早治疗，临床上采用头孢噻肟联合左氧氟沙

星、阿奇霉素治疗疗效可靠，若未能及时对症治疗或治

疗不够彻底，则会导致自身淋菌在体内向四周扩散，常

以血道扩散为主，最易引发淋菌性盆腔炎［１５］。因此，

早发现、早治疗、平时注意生活卫生习惯等是治疗淋病

的最基本方式，值得临床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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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强力霉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非淋菌性宫颈炎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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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强力霉素联合阿奇霉素对衣原体和支原体引起的非淋菌性宫颈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１８７

例非淋菌性宫颈炎患者随机分为Ａ组（强力霉素组６３例）、Ｂ组（阿奇霉素组６０例）及Ｃ组（阿奇霉素＋强力霉素组６４

例），疗程结束后２周观察临床症状及衣原体和支原体转阴率。结果：联合用药（Ｃ组）对衣原体感染或支原体感染及衣

原体、支原体混合感染都有很好的转阴效果，转阴率分别达到９１１８％、８９４７％和９０９１％，能有效消除或减轻临床症状

及体征，其疗效分别显著优于单独使用强力霉素（Ａ组）及阿奇霉素（Ｂ组）（Ｐ＜００５）。结论：强力霉素联合阿奇霉素治

疗非淋菌性宫颈炎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非淋菌性宫颈炎；强力霉素；阿奇霉素；衣原体；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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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淋菌性宫颈炎是女性常见的性传播性疾病之
一，多由支原体或（和）衣原体感染所致［１－３］，其中沙眼

衣原体（ＣＴ）感染占４０％ ～５０％，解脲支原体（ＵＵ）感
染占２０％ ～３０％，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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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目前临床上治疗非淋菌性宫颈炎的方法很多，

可是随着多种药物以及抗生素广泛应用，导致耐药菌

株出现同时其耐药强度增加［４，５］，带给临床治疗工作

较大的难度。所以积极地寻找一种疗效高、较为安全

的药物治疗方案显得亟为迫切。我们用强力霉素联合

阿奇霉素治疗非淋菌性宫颈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标准

收集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院妇科门诊
就诊的女性患者，采集宫颈管分泌物，利用酶联免疫法

检测 ＣＴ和选择培养基培养法检测 ＵＵ、ＣＴ阳性或
（和）ＵＵ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符合以下条件：年龄２０
～４５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排除念珠菌、滴虫，近 ２
周内未采取其它药物治疗及冲洗阴道，不伴有其它妇

科疾病及内科疾病，无大环内酯类及四环素类抗生素

过敏，近２周内未用过其它抗生素，并排除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同时均对强力霉素和阿奇霉索敏感。随机分

为Ａ组（强力霉素组），Ｂ组（阿奇霉素组），Ｃ组（阿奇
霉素＋强力霉素组），共１８７例。Ａ组６３例，其中单纯
性ＣＴ感染３５例，单纯性 ＵＵ感染１８例，ＣＴ、ＵＵ混合
感染１０例；Ｂ组６０例，其中单纯性 ＣＴ感染３５例，单
纯性 ＵＵ感染 １６例，ＣＴ、ＵＵ混合感染 ９例；Ｃ组 ６４
例，其中单纯性ＣＴ感染３４例，单纯性ＵＵ感染１９例，
ＣＴ、ＵＵ混合感染１１例；三组患者主要表现为白带增
多，外阴搔痒，宫颈充血、糜烂，轻度腹痛，泌尿系感染

等。三组患者均在年龄、病程、临床症状等方面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口服强力霉素片０１ｇ，２次／ｄ，共１４ｄ；Ｂ组口
服阿奇霉素分散片０５ｇ，１次／ｄ，共１４ｄ；Ｃ组口服阿奇
霉素分散片０５ｇ，１次／ｄ，连服７ｄ，后改为口服强力霉
素片０１ｇ，２次／ｄ，再连服７ｄ。治疗期间停用一切其
它药物，禁止抽烟喝酒及食用辛辣刺激物，禁止同房。

１３ 疗效的判定标准［６］

在治疗疗程结束后两周，我们观察患者临床症状

消除例数，并再次采集宫颈管分泌物检测 ＣＴ及 ＵＵ。
根据临床症状的改善及病原体检测结果将药物疗效分

为四个等级：（１）痊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病原体
检测为阴性；（２）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较前明显减

轻，病原体检测为阴性；（３）好转：临床症状及体征有
所减轻，但病原体检测为阳性；（４）无效：临床症状及
体征未减轻或消失，病原体检测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
行整理以及统计分析，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三组治疗方法对非淋菌性宫颈炎临床症状

的改善效果

Ａ组经强力霉素、Ｂ组经阿奇霉素治疗，患者临床
症状有一定程度改善，两者相比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Ｃ组经阿奇霉素联合强力霉素治疗，其疗效明
显增加，对阴道分泌物增多、下腹部坠胀不适、泌尿系

统感染等这些症状的改善效果明显强于单用强力霉素

（Ａ组）及单用阿奇霉素（Ｂ组），分别与 Ａ、Ｂ两组相
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比较

分组
阴道分泌物多

例数消失数［ｎ（％）］

下腹坠胀不适

例数消失数［ｎ（％）］

泌尿系统感染症状

例数消失数［ｎ（％）］

Ａ组 ４８ ２７（５６２５） ２４ １４（５８３３） １９ １０（５２６３）

Ｂ组 ４３ ２４（５５８１） ２０ １１（５５００） ９ ２（２２２２）

Ｃ组 ４９ ４０（８１６３） ２７ ２４（８８８９） ２５ ２２（８８００）

２２ 三组治疗方法对非淋菌性宫颈炎病原体的

影响

Ａ组与Ｂ组相比对 ＣＴ阳性、ＵＵ阳性及 ＣＴ＋ＵＵ
阳性的转阴率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而 Ｃ组分别
与Ａ组、Ｂ组相比，其转阴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治疗后病原体转因情况比较

分组
ＣＴ阳性

例数转阴数［ｎ（％）］

ＵＵ阳性

例数转阴数［ｎ（％）］

ＣＴ＋ＵＵ阳性

例数转阴数［ｎ（％）］

Ａ组 ３５ ２５（７１４３） １８ １０（５５５６） １０ ３（３０００）

Ｂ组 ３５ ２４（６８５７） １６ ８（５０００） ９ ２（２２２２）

Ｃ组 ３４ ３１（９１１８） １９ １７（８９４７） １１ １０（９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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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支原体和衣原体是女性非淋菌性宫颈炎常见的病

原体。支原体［７］作为一种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大小介

于细菌和病毒之间，常常粘附于泌尿生殖道黏膜，引起

其上皮细胞损伤，造成疾病的发生。衣原体［８］是一种

特殊的寄生微生物，侵犯黏膜柱状上皮移行上皮，但不

向深层侵犯；它首先粘附于易感细胞表面，然后通过

吞噬作用进入细胞内，利用宿主的代谢系统而生存。

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支原体和衣原体后首先侵及宫颈

管柱状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宫颈炎，若不及时采取治

疗措施［９］，继而会上行感染，导致子宫内膜炎、输卵

管炎等发生，而这些又是引起女性不孕不育的原因

之一［１０－１２］。对于妊娠期女性而言，感染支原体和衣

原体容易引起流产、宫内感染、早产、新生儿肺炎等，

危害较大。为了有效防治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合

理地选择抗支原体和衣原体药物进行治疗是其关

键。

强力霉素是土霉素脱氧而得，为一种长效、广谱的

半合成四环素类抗生素，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特异性与

核糖体３０Ｓ亚基相结合，阻断病原体蛋白质的合成，抑
制细菌复制而起到抗菌效果；其抗菌作用较四环素强，

血液浓度维持比四环素持久。它口服后能很好地被吸

收，排泄较缓慢，脂溶性高，穿透组织力强，不良反应较

轻，且不受食物的影响［１３－１５］。阿奇霉素是一种较新型

的合成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其作用机制是和细菌核糖

体的５０Ｓ亚基相结合，从而抑制依赖于ＲＮＡ的蛋白合
成而起到抗菌作用。该药口服后能够迅速进入血清，

大部分分布于细胞内，和组织有较强的亲和力，在组织

内浓度远高于血浆内浓度（可比最大血浆浓度高出５０

倍），排泄缓慢，组织半衰期长［１５，１６］。以上两种药物单

独使用时症状改善效果及病原体转阴率无明显差

异，联用时能使症状明显改善（缓解率大于８０％），将
ＣＴ感染患者、ＵＵ感染患者及 ＣＴ＋ＵＵ混合感染患者
的转阴率分别提高至９１１８％、８９４７％及９０９１％，
其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用强力霉素或单用阿奇霉

素。本疗法采取口服给药，而且口服药物次数少，方

便，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最终提高了疗效。联合应

用强力霉素、阿奇霉素治疗非淋菌性宫颈炎值得我

们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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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综合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观察

涂宏伟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湖北 仙桃 ４３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女性尖锐湿疣综合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我院治疗女性尖锐湿疣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４０例进行综合治疗，包括物理治疗、抗病毒治疗、抗菌治疗、中药消疣汤熏蒸治疗；对照组４０例行常规物理治疗。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治愈效果和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治愈率分别为７７５％、４００％，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Ｐ＜００５）；治疗３～６个月内观察组复发率为５１％，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３３％（Ｐ＜００５）。结论：综合法治疗女性尖锐湿疣治愈率高，治疗效果好，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综合治疗；尖锐湿疣；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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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又名生殖
器疣，是人乳头病毒（ＨＰＶ）引起的皮肤黏膜增生性传
播疾病［１，３］。临床检查可见阴道口、会阴、肛周、宫颈

等各处有红色粟粒状赘生物，呈现粉红色微小散在如

乳头状，质地细嫩，顶端略尖。患者出现阴道瘙痒、白

带增多等症状，严重时可危害患者的正常生活［２］。目

前，临床上对于 ＣＡ的治疗主要采用物理疗法联合抗
病毒药物去除，但疗效并不理想，且易于反复［４，１２］。为

进一步探讨治疗ＣＡ的有效方法，提高治愈率，我院采
用综合治疗法治疗女性ＣＡ患者８０例，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连续收集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９月期间前来

我院妇科门诊就治的ＣＡ患者８０例，其中孕妇１０例，
产后５例，普通患者６５例；年龄１７～６４岁。临床症状
以外阴或阴道瘙痒、宫颈赘生物、白带增多为主，部分

伴有其他性传播疾病。全部病例醋酸白试验阳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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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理确诊，均符合《性病诊疗规范和性病推荐方案》

中的诊断标准。按照１∶１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４０
例），其中孕妇６例，产后２例，普通患者３２例；年龄１７
～６２岁，平均年龄３４８岁。对照组（４０例），其中孕妇
４例，产后３例，普通患者３３例；年龄１９～６４岁，平均
年龄３５２岁。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方面相比无显著
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基本情况

分组 ｎ
平均年龄

（岁）

患者分类

孕妇 产后 普通患者

观察组 ４０ ３４．８ ６ ２ ３１

对照组 ４０ ３５．２ ４ ３ ３３

１２　治疗方法
全部病例治疗前禁止性生活，并避开月经期。

对照组：采用ＬＥＥＰ刀切除术。对阴道、宫颈口等
疣体用１％碘伏溶液常规消毒，１％盐酸利多卡因于患
处浸润麻醉，调整 ＬＥＥＰ刀治疗仪电切功能至 ４０～
６０Ｗ，电凝棒接触疣体至赘生物脱落，治疗范围大于皮
损范围２～４ｍｍ。疣体有根部、蒂部者以止血钳夹住
根部后再切除。术后７ｄ内应用００２％高锰酸钾液坐
浴１０～１５ｍｉｎ。患处涂抹抗生素药膏。

观察组：（１）术前３ｄ给予红霉素进行抗支原体治
疗，真菌感染者给予氟康唑片，滴虫感染服用替硝唑；

（２）ＬＥＥＰ刀术切除疣体，手术方法、术后护理与对照
组一致；（３）术后药物抗病毒治疗：阿昔洛韦０２ｇ、维
生素Ｃ０２ｇ，口服３次／ｄ，连用１０ｄ。聚肌胞２ｍｇ，肌肉
注射，隔日１次，疗程３～４周。情况差者可使用保妇
康栓阴道给药，治疗１个月；（４）中药坐浴治疗：紫草
３０ｇ、大青叶３０ｇ、苦参２０ｇ、板蓝根３０ｇ、黄柏３０ｇ、赤芍
２０ｇ、桃仁２０ｇ、土茯苓３０ｇ、蒲公英３０ｇ、牡蛎３０ｇ，煎剂
温度适中时坐浴，水量以浸没原病变处及周围好发部

位为准。３０ｍｉｎ／次，早晚各１次，每剂应用１ｄ，１０ｄ为１
个疗程。疣体脱落后巩固治疗１个疗程。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疣体消失，皮肤恢复正常，

５％醋酸白实验检测阴性，连续６个月观察未见新赘生
物生长；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６０％以上的疣体消
失；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３０％～６０％疣体消失；无
效：临床症状未消失或加重，３０％以下病变消失；复发：
赘生物脱落后３～６个月内原病灶部位或周围新生赘
生物［２，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χ２检验、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痊愈 ３１例，占 ７７５％；显效 ６例，占

１５０％；有效２例，占５０％；无效１例，占２５％。对
照组：痊愈１６例，占４００％；显效７例，占１７５％；有
效７例，占１７５％；无效１０例，占２５０％。两组痊愈
率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１１６，Ｐ＜００１）。

观察组总有效３９例，总有效率９７５％；对照组总
有效３０例，总有效率７５０％，差异具有显著性（χ２＝
８７９，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ｎ（％）］

分组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观察组 ４０ ３１（７７．５）６（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９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６（４０．０） ７（１７．５） ７（１７．５）１０（２５．０） ７５．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后随访３～６个月，观察组复发２例（５１％），

未复发３７例（９４８％）；对照组复发７例（２３３％），未
复发２３例（７６７％）。两组复发率相比具有显著性差
异（χ２＝４９５，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３～６个月内复发情况比较［ｎ（％）］

分组
总有效

例数

复发

例 ％

未复发

例 ％

复发率

（％）

观察组 ３９ ２ ５．１ ３７ ９４．８ ５．１＃

对照组 ３０ ７ ２３．３ ２３ ７６．７ ２３．３

　　注：＃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ＣＡ是临床常见因感染引起的外阴及肛门的性传
播疾病之一，以女性多见。临床发病率逐年升高，严重

的危害患者的健康。研究表明诱发 ＣＡ的部分 ＨＰＶ
病毒亚型还与生殖器癌、宫颈癌有关。可将其传播途

径归类为自行传播、性器官摩擦、母婴垂直传播、夫妻

感染及性接触传播等等［４～７］。部分资料表明，ＣＡ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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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细胞免疫功能障碍有关，提示免疫力低下可能是

发病的原因之一［８］。目前，治疗 ＣＡ的方法以外科手
术为主，包括手术治疗、激光疗法、微波疗法、电灼疗法

及冷冻疗法等，均能够迅速消灭疣体，效果显著，但远

期治疗效果并不尽人意，极易反复［９］。在祖国医学中，

并无尖锐湿疣之说，根据其临床症状认为其属于“千日

疮”的范畴。早在《灵柩经脉》中，古人就有记载“千日

疮”、“枯筋箭”等，其病机被定义为外染邪毒，湿热下

注，湿热毒邪于气血搏结于阴部而成，因此治疗应当以

强热解毒、祛湿止痒为主［２，６］。

综合疗法是针对 ＣＡ疗程长、易反复而提出的一
种新的治疗方法。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疗，先以物理或

化学方法去除病灶，随后以中药方剂直接熏蒸或洗浴，

同时加以抗病毒和免疫调节药物辅佐，抑制 ＣＡ的复
发［３，７，１２，１５］。ＬＥＥＰ刀治疗具有边切边凝血的优势，出
血较少，因此能够直接彻底去除疣体，降低复发率［５］。

但对肉眼看不到的疣体及潜伏病灶则不能彻底清除，

因此手术后需要继续抗病毒治疗。坐浴可使药物直接

作用于患处，迅速清除残留的乳头状病毒，并加快创面

的愈合。本次应用的中药方剂中大青叶、紫草、土茯

苓、黄柏、苦参、蒲公英、板蓝根等均有清热解毒、除湿

止痒的功效。而板蓝根、赤芍、紫草可清热凉血，桃仁、

牡蛎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整个方子共凑发挥清热解

毒、祛湿止痒、敛疮除疣的效果。且组方中板蓝根、土

茯苓、紫草等药物具有抗炎、抗病毒、抗肿瘤等功效，局

部直接用药不但避免对机体其它脏器的损伤，同时可

加快愈合速度［１３，１４］。阿昔洛韦是良好的抗病毒药物，

对病毒的ＤＮＡ多聚酶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同时对病毒
有特殊的亲和力，可在ＤＮＡ多聚酶的作用下与增长的
ＤＮＡ链结合，引起ＤＮＡ链延伸的中断，抑制病毒的复
制。而聚肌胞作为高效干扰素诱导剂，可刺激机体产

生抗病毒蛋白，阻断病毒的复制过程，从而达到抗病毒

的效果［２］。术后配以阿昔洛韦和聚肌胞可提高患者对

病毒的抵抗力和免疫力［１４］。

本研究中，观察组综合治疗疗程结束后，３９例有
效，总有效率 ９７５％；对照组 ３０例有效，总有效率
７５０％，显著低于观察组（Ｐ＜００１）。随访３～６个月
后，观察组复发率为５１％，对照组复发率２３３％，相
比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提示，ＬＥＥＰ刀手术后
使用中药煎剂坐浴能够加快病灶创面的愈合速度，降

低复发率。阿昔洛韦及聚肌胞能够阻断病毒复制，增

强机体免疫力。

综上所述，综合疗法治疗 ＣＡ治愈率高，临床效果
好，创面愈合快，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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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解毒散治疗免疫性不孕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小玉１ 张　斌２ 赵　玉２ 林晓霞２ 孙　伟２△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摘　要】目的：观察清热解毒散治疗免疫性不孕的临床疗效，并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方法：将２０１２年５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在我院因免疫性因素（抗精子抗体 ＡｓＡｂ、抗卵巢抗体ＡｏｖＡｂ、抗子宫内膜抗体ＡＥｍＡｂ、抗绒毛膜抗体ＡＨ
ＣＧ阳性）导致不孕就诊的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服用院内制剂清热解毒散（又名消抗散），对照组
服用西药醋酸泼尼松片、维生素Ｃ片及维生素Ｅ片。两组患者均治疗２个疗程（１个月为１疗程），治疗期间均要求夫妇
双方采用避孕套避孕，对两组患者抗体转阴率及妊娠结局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治疗组抗体转阴率为８２５％，妊娠率为
３３２０％；对照组抗体转阴率为５２５％，妊娠率为１１３５％，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服药期间两组患者均
未反应有明显不适。结论：清热解毒散对于治疗免疫性不孕较西医有明显优势，且方便安全，病人无不良反应。

【关键词】不孕症；免疫；清热解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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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报道称，由于免疫性因素导致的不孕目前已 占所有不孕患者比例的２０％［１］。生殖医学的发展日

新月异，但免疫性不孕由于发病机制尚不明朗，在临床

上治疗依然是个难点［２］。近年来，针对免疫性抗体阳

性的治疗，中西医均积极的探索与研究。中药自应用

于生殖领域以来，以其独特的疗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中药治疗免疫性抗体阳性亦有较好的疗效。清热

解毒散为我院院内制剂，应用于临床多年，取得较好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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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现将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８０例均来自就诊于我院门诊、经检测因免疫性因

素导致不孕的患者，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３３４５±４２３）岁。
１２　入组标准
符合原发或继发性不孕症诊断标准［３］，并参照

《妇产科学》［４］、《中西医结合生殖免疫与内分泌学》［５］

拟定，入选标准如下：（１）夫妇双方有正常性生活，未
避孕未孕１年及以上者；（２）Ｂ超、妇检未见明显异常
者；（３）月经周期正常，基础体温测定（ＢＢＴ）呈双向型
改变即排卵正常者；（４）月经３～５ｄ性轴检查示激素
正常者；（５）一年以内子宫输卵管造影术（ＨＳＧ）检查
示：子宫正常，双侧输卵管通畅；（６）实验室检查血清
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抗绒毛膜抗体（ＡＨＣＧ）、抗子宫内
膜抗体（ＡＥｍＡｂ）、抗卵巢抗体（ＡｏｖＡｂ）中一种及以上为
阳性者；（７）男方精液检查正常；（８）男方Ａｓａｂ阴性。
１３　分组与治疗方法
１３１　分组　将两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与对照组各４０例，两组在年龄、病情、临床基本情况等
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本院院内制剂清

热解毒散（又名消抗散），３次／ｄ，每次一包，餐后半 ｈ
温水冲服 （粉末状，每包净重 ２５ｇ，鲁药制字
Ｚ０１０８０６２８），经期停服；对照组口服醋酸泼尼松片（上
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３次／ｄ，１次５ｍｇ；维生素 Ｅ片
１片／ｄ，维生素 Ｃ片１片／ｄ。两组患者均治疗２个疗
程，疗程当中严格避孕，待疗程结束后复查血清，两组

患者抗体转阴者指导排卵期同房。附清热解毒散中药

处方：黄芩１２ｇ、仙灵脾１５ｇ、菟丝子１２ｇ、炒杜仲１２ｇ、川
断１５ｇ、香附９ｇ、川芎６ｇ、女贞子１２ｇ、当归 １２ｇ、赤芍
９ｇ、白芍９ｇ、制首乌１２ｇ、桃仁９ｇ、连翘１２ｇ、黄柏９ｇ、地
丁１５ｇ、生甘草９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处理，对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临床标准与结果

２１　标　准
参照本病临床文献［６］拟定以下标准：（１）治愈：血

清抗体阳性转阴，排卵期指导同房怀孕者；（２）有效：
血清抗体阳性转阴，临床不适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但未

获得临床妊娠者；（３）无效：血清抗体阳性为转阴者。
２２　结　果
２２１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愈 １５

例，有效１８例；对照组治愈７例，有效１６例。两组对
比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例） 有效（例） 无效（例）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０ １５ １８ ７ ８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７ １６ １７ ５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２　两组抗体总转阴率比较　治疗组４０例转阴
３３例，转阴率８２５％；对照组４０例转阴２３例，转阴率
５７５％。两组对比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抗体转阴率比较

组别 Ｎ 转阴（例） 未转阴（例） 转阴率（％）

治疗组 ４０ ３３ ７ ８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３ １７ ５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３　两组妊娠率比较　治疗组妊娠１５例，妊
娠率为 ３７５％；对照组妊娠 ９例，妊娠率为 ２２５％，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妊娠率比较

组别 Ｎ 妊娠（例） 未妊娠（例） 妊娠率（％）

治疗组 ４０ １５ ２５ ３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７ ３３ １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免疫性抗体的产生机制虽不完全清楚，但现代医

学认为，当女性生殖系统受到感染，如炎症、手术、外伤

等破坏了免疫保护屏障，产生异常抗原进而激活免疫

应答［７］是其主要原因。免疫性抗体对女性卵泡发

育［８］、排卵、受精［９，１０］、着床［１１］等都会产生影响。临床

上应用的糖皮质类激素因其有较好的消炎作用，故可

抑制抗原产生、降低血清中抗体水平，从而抑制免疫反

应［１２］。但糖皮质类激素药物对免疫性抗体的消除不

具特异性，故效果不佳。

中医并无“免疫性不孕”病名，其属于“不孕”范

畴。中医认为，免疫性抗体产生的病为机体阴阳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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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于调衡［１３］，体虚正气不足使湿热邪毒乘虚内扰胞

宫［１４］，导致肾虚、血瘀，故治疗应补肾［１５］，活血化瘀。

本院通过多年对免疫性不孕症的观察治疗经验从而发

明了清热解毒散。方中菟丝子、仙灵脾、川断、川芎、首

乌、白芍益气补肾养血；香附、女贞子滋补肝肾之阴；当

归、赤芍、桃仁活血化瘀；黄芩、黄柏、连翘、紫花地丁清

热凉血解毒。诸药合用，可通条人体气血、调整阴阳平

衡，活血化瘀，滋阴降火，清热解毒，增强机体免疫力，

消除炎症因子，调节免疫功能。

清热解毒散治疗免疫性不孕效果显著，无不良反

应，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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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刺激等全胚冷冻胚胎移植结局分析

赵曼林 杨桂艳 蔡桂丰 郑煜丽 梁婴婴 梁伟敏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００

【摘　要】目的：比较全胚冷冻后首次冻融胚胎移植中三组不同原因行全胚冷冻患者的临床结局，探讨微刺激促排

卵方案对卵巢低反应患者的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行全胚冷冻并行冻融移植的患者８７

例，根据患者行全胚冷冻的指针不同分为微刺激方案组、Ｅ２升高组和孕酮（Ｐ）升高及其他原因组。比较三组患者年龄、

不孕年限、助孕周期、注射Ｇｎ天数、使用ＦＳＨ、ＨＭＧ用量、获卵数、获得优质胚胎数及妊娠率等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微

刺激组患者年龄较其他两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不孕年限及助孕周期较其他两组长，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注射Ｇｎ天数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ＦＳＨ用量少而ＨＭＧ用量多，差异

有高度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微刺激组获卵数较其他两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Ａ级胚胎及Ｂ及

胚胎较其他两组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冷冻胚胎较其他两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微刺激组妊娠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微刺激方案是卵巢低反应患者较理想的促排卵方案。

【关键词】微刺激方案；卵巢低反应；胚胎冻融；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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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低反应的发生率据报道在体外受精（ＩＶＦ）周
期中约占９％～２４％［１，２］。目前，微刺激方案常用于卵

巢低反应患者。１９８３年澳大利亚［３］取得世界首例人

类冻融胚胎移植（ＦＥＴ）临床妊娠成功以来，冷冻技术
逐渐提高，ＦＥＴ备受关注。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ＶＦ
－ＥＴ）过程中由于 ＨＣＧ日雌二醇（Ｅ２）升高出现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征（ＯＨＳＳ）风险，内膜情况欠佳、内分泌
环境不适合胚胎种植或个人原因等情况，需要先行胚

胎全部冷冻保存［４，５］。本文回顾性分析我中心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８７例患者全胚冷冻后行冻融胚胎
移植后的临床结局。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就诊于珠海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ＩＶＦ）或卵泡浆内
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治疗后行全胚冷冻，随后行冻融胚
胎移植的患者共８７例。不孕原因包括盆腔及输卵管
因素、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方复合因素、男方因素、男女

双方复合因素和不明原因不孕。根据患者行全胚冷冻

的指针不同分为微刺激方案组、Ｅ２升高组（Ｅ２≥
１００００ｐｇ／ｍｌ）和孕酮（Ｐ）升高（Ｐ＞１８ｎｇ／ｍｌ）及其他
原因组（发热和阴道炎）。全胚冷冻的指针包括 ＨＣＧ
日雌二醇升高≥１００００，使用克罗米芬至子宫内膜容受
性下降和ＨＣＧ日孕酮升高至内膜发育不同步，发热和
阴道炎等因素。

１２　超促排卵方案
（１）长方案：黄体中期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激动剂（长效 ＧｎＲＨ－ａ１２５－１８７５ｍｇ，短效 ＧｎＲＨ－
ａ０１ｍｇ），１４ｄ至 １８ｄ后开始肌肉注射促性腺激素
（Ｇｎ）：重组促卵泡素（ｒ－ＦＳＨ，果纳芬，７５ＩＵ／支，瑞士
雪兰诺公司）或尿促卵泡素（丽申宝，７５ＩＵ／支，中国丽
珠医药公司）或（和）尿促性腺激素（ＨＭＧ７５ＩＵ／支，中
国丽珠医药公司）１５０～３００ＩＵ／ｄ。阴道 Ｂ超监测卵泡
发育情况，当主导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注射艾泽２５０ｕｇ
（瑞士雪兰诺公司）或 ＨＣＧ１万 ＩＵ（中国丽珠医药公
司），３６～３８ｈ后经阴道取卵。（２）拮抗剂方案：月经第
３ｄ开始注射 ｒ－ＦＳＨ或丽申宝或（和）ＨＭＧ１５０～
３００ＩＵ／ｄ。阴道Ｂ超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当主导卵泡直

径≥１６ｍｍ时注射拮抗剂思哲凯（注射用醋酸西曲瑞
克，２５０ｕｇ／支，瑞士雪兰诺公司），其他同长方案。（３）
微刺激方案：月经第２ｄ开始口服克罗米芬（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
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Ｃ），至月经第５ｄ开始注射 ＨＭＧ１５０ＩＵ／ｄ，当
主导卵泡直径≥１６ｍｍ时注射拮抗剂思哲凯，其他同
长方案。

１３　胚胎冻融方法及胚胎评分
（１）胚胎冷冻：全部胚胎进行玻璃化快速冷冻［６］。

（２）胚胎复苏：于ＦＥＴ日复苏胚胎，胚胎复苏后培养３６
小时后进行移植。（３）胚胎评分标准：①Ａ级胚胎：细
胞大小均匀，形状规则，透明带完整。胞质均匀清晰，

没有颗粒现象，碎片０％～５％之间。②Ｂ级胚胎：细胞
大小略不均匀，形状略不规则，胞质可有颗粒现象，碎

片在６％～２０％之间。③Ｃ级胚胎：细胞大小明显不均
匀，可有明显的形状不规则，胞质可有颗粒现象，碎片

在２１％～５０％之间。④Ｄ级胚胎：细胞大小严重不均
匀，胞质有严重颗粒现象，细胞碎片超过５０％。
１４　冻融胚胎移植周期子宫内膜准备
月经规律正常患者于月经第８ｄ开始阴道 Ｂ超监

测排卵，优势卵泡破裂后第３ｄ为 ＦＥＴ日进行冻融胚
胎移植。排卵障碍和月经不规律患者采用激素替代治

疗（ＨＲＴ），内膜厚度≥８ｍｍ时加用黄体酮，３ｄ后行胚
胎移植。

１５　妊娠判断
胚胎移植后 １４ｄ抽血查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阳性者胚胎移植３０ｄ后行Ｂ超检查，Ｂ超见妊
娠囊及原始心管博动判断为临床妊娠。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或率（％）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为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微刺激组、Ｅ２升高组和 Ｐ升高及其他原因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微刺激组
患者年龄较其他两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微刺激组与其他两组相比不孕年限及助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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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其他两组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微刺激组与其他两组相比注射 ＧＮ天数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与其他两组相比 ＦＳＨ

用量少而ＨＭＧ用量多，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ｎ 年龄（珋ｘ±ｓ）　　 不孕年限（珋ｘ±ｓ）　　助孕周期（珋ｘ±ｓ）　　注射ＧＮ天数（珋ｘ±ｓ）　　ＦＳＨ用量（珋ｘ±ｓ）　　ＨＭＧ用量（珋ｘ±ｓ）　　　

微刺激 ４６ ３５．９９±４．２２ ４．９８±３．０４ １．８９±０．９１ ７．０２±１．７４ ０．８３±３．５５ １３．３±４．２４

Ｅ２↑ ２７ ３０．２１±３．７９ ３．０９±１．９０ １．０７±０．２６ １１．１１±１．１０ ２１．４６±３．３０ ２．９３±３．７６

Ｐ↑及其他 １４ ３１．２９±３．０５ ３．４２±２．１０ １．４３±０．７３ １０．２９±１．６７ ２５．４６±１１．０２ ４．６４±５．０２

　　注：与其他各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微刺激组、Ｅ２升高组和 Ｐ升高及其他原因
组患者获卵数、胚胎情况及妊娠率见表２。从表２可
以看出微刺激组患者获卵数较其他两组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与其他两组相比Ａ级
胚胎及Ｂ级胚胎较其他两组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微刺激组冷冻胚胎较其他两组少，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刺激组移植胚胎数与其他
两组基本相同。微刺激组与其他两组相比妊娠率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患者胚胎数及妊娠率情况

组别 ｎ 获卵数（珋ｘ±ｓ）　 Ａ级胚胎（珋ｘ±ｓ）　　Ｂ级胚胎（珋ｘ±ｓ）　　冷冻胚胎（珋ｘ±ｓ）　　移植胚胎（珋ｘ±ｓ）　　 妊娠率（％）　　

微刺激 ４６ ３．７２±１．９６ １．３２±０．５３ １．４８±０．５６ ２．０２±０．７４ １．９８±０．６８ １７．３９

Ｅ２↑ ２７ ２１．４４±７．６９ ３．２６±１．９２ ６．００±３．５２ ８．４１±３．９５ ２．０４±０．１９ ７０．３７

Ｐ↑及其他 １４ １１．２９±５．５５ ２．３６±２．１０ ２．８６±１．５５ ４．６４±２．８４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１

　　注：与其他各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成熟发展，超排卵方案的多

样化趋势日益明显［７］。如何针对患者情况选择最佳的

治疗方案以获取优质的卵子和胚胎，避免发生并发症，

选择对患者最优化及最经济的治疗方案，是每一位辅

助生殖临床医生面对的关键问题［８］。目前，国内外辅

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中，长方案是最常用的超排卵方

案［９］。但长方案在超排卵过程中有可能出现 ＯＨＳＳ，
本研究中Ｅ２组进行全胚胎冷冻的目的即是有效的防
止ＯＨＳＳ的发生。且随着 ＩＶＦ周期的累积，成功率越
来越低，多次促排卵周期后，患者的生理、心理及经济

负担加重［１０］。

卵巢低反应是助孕技术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在临

床实践中我们发现，长方案可能会造成卵巢低反应患

者的过度抑制，进而产生 Ｇｎ时间长、用量大而获卵少
的情况，致使优质胚胎数量取消率高。现有研究指

出［１１］，可以使用窦卵泡数（ＡＦＣ）与年龄结合在一起来

评估卵巢储备和反应性的方案，我们认为此方案相比

于单纯使用ＡＦＣ有更好的预测价值。首先 ＡＣＦ可以
反映卵子数量，同时年龄还可以反映出卵子的质量，从

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来评价和预测卵巢储备和反应

性，避免了过分强调数量和忽视质量造成的优质卵子

不足情况发生，配合对基础 ＦＳＨ值的测定，可以全面
的评估出卵巢的储备功能，且还有一定的指导用药作

用。临床实践中并无特殊指标可以在 ＣＯＨ前确切区
分每位患者对 ＣＯＨ的反应［１２］。我中心根据患者年

龄、基础 ＡＦＣ数、基础 ＦＳＨ值及结合既往超排卵情况
制定促排卵方案。其中微刺激方案针对年龄较大，基

础ＦＳＨ值较高，基础 ＡＦＣ较少，既往常规促排卵后不
能较多卵子及优质胚胎的患者设计。虽然本研究微刺

激组患者与其他两组同期行全胚胎冷冻的患者相比首

次冻融移植的妊娠率低（Ｐ＜００５），但微刺激组患者
获得Ａ级胚胎及解冻后可移植优质胚胎的个数与同
期需行全胚胎冷冻的两组患者相比并无差异。

随着ＩＶＦ技术的深入发展，胚胎冷冻和冻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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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很大的发展，玻璃化冷冻技术已在生殖领域有了

较为广泛的应用。对于使用微刺激方案者子宫内膜容

受性差，致使内膜和胚胎生长发育不同步的现象也得

到了解决。胡癑越等［１３］的研究显示，在微刺激患者

中，新鲜胚胎周期临床妊娠率低于冷冻胚胎周期。微

刺激促排卵方案用药少，能明显降低促性腺激素 Ｇｎ
用量，缩短治疗时间，对患者的损伤轻微，花费小，疗程

短，周期可重复性较高，患者的依从性也较高。本研究

中微刺激与同期其他两组同期行全胚胎冷冻的患者相

比ＣＯＨ的 Ｇｎ天数少（Ｐ＜００５），ＦＳＨ用量低（Ｐ＜
００１），ＨＭＧ用量大（Ｐ＜００１），节约了患者的经济成
本。Ｎｏｏｒａｓｈｉｋｉｎ等人［１４］对 ＣＣ＋Ｇｎ微刺激促排卵方
案患者与４ｌ例 ＧｎＲＨａ超促排卵进行对比发现，其妊
娠率分为被４３２０％和５０００％，但 ＣＣ＋Ｇｎ组患者的
治疗费用仅是超促排卵组的３０％左右，且发生 ＯＨＳＳ
的概率也有明显的下降。Ｄｉｃｋｅｙｆ等人［１５］报道，ＣＣ＋
Ｇｎ微刺激促排卵方案可将促排卵导致的高序多胎妊
娠率降低到２％左右，同时，此方案并不会降低绝大多
数患者的整体妊娠率。

目前，对卵巢低反应患者，尚没有统一的 ＣＯＨ方
案可以有效提高卵巢低反应性患者的妊娠率，这也是

近些年来生殖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１６］。在本研

究中，微刺激组患者与同期因 Ｅ２升高及 Ｐ升高及其
他原因行全胚胎冷冻后首次冻融胚胎移植的患者相比

妊娠率低（Ｐ＜００５），未获得高妊娠率，可能与微刺激
方案开展时间短、经验不足相关。微刺激方案ＣＣ口服
给药简单，使用Ｇｎ具有周期短、重复度高、费用低等特
点，对卵巢低反应患者是一个可供考虑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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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妊娠期性生活对母体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王小榕 范　玲　马　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

【摘　要】妊娠期性生活随不同孕周对母体及妊娠结局影响不同。妊娠期性交会增加母体生殖系统炎症的发生，妊
娠早期增加胚胎流产的可能。妊娠晚期性交会增加胎盘早剥、胎膜早破和早产的机率。因此不提倡妊娠早期和晚期（特

别是最后一个月）内进行性生活，医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科学的指导。

【关键词】妊娠期；性生活；母婴结局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ＦＡＮＬｉｎｇ，ＭＡＬ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ｘ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ｈ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ｄｕｒ
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ａ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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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妊娠期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

孕妇关注妊娠期性生活的利与弊，关注妊娠期性生活

与妊娠结局的关系，这一问题也一直为许多医学家、性

学家所重视，但是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Ｍａｒｅｙｎｉａｋ等［１］认为早产、围产儿死亡率与妊娠期

性交无关；妊娠期性交并非是促发早产的因素，性交发

生后２４ｈ内做胎儿纤维连接蛋白检测会得到假阳性的
结果，影响了对早产的预测。但是性交与阴道感染、泌

尿系统感染相关。ＭｏｓｃｒｏｐＡ［２］认为，性交导致流产缺
乏科学依据。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３，４］提出，性交

通过下述因素诱发子宫收缩：（１）机械性直接刺激宫
颈以及性交中的性高潮引起子宫收缩。（２）精液中的

前列腺素及化学物质软化宫颈，诱发子宫收缩。（３）
刺激性敏感区，如乳房和乳头诱发宫缩。我们对不同

妊娠时期及产后性生活对母婴的影响进行总结，由此

给孕妇在妊娠期以正确的性行为指导。

１　不同妊娠时期及产后性生活对母婴的影响

１１　妊娠早期
妊娠１２周以前为妊娠早期，是胚胎的初始发育阶

段。受精后１２ｄ左右，一些细胞滋养层细胞可以通过合
体滋养层侵入母体子宫内膜，此时胎盘绒毛发育不全，

深入子宫内膜的程度尚浅，正常的胎盘滋养层细胞在妊

娠１０～１２周浸润至蜕膜与基层交界处的大血管，到妊
娠１６～１８周，才能完成第二次浸润，扩展至子宫肌层，
建立全面的血管联系［５］。因此，早孕期胚胎在子宫内的

根基不牢，遇到外界刺激易使胎盘绒毛从宫壁剥离出

血，从而导致流产，临床上出现腰酸、腹痛、阴道流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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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据刘正英等［６］的临床调查，造成先兆流产的病例

中，６０％～７０％的患者患病原因是由于夫妻在孕妇妊娠
的前３个月内进行过性生活。现实生活中，在怀孕初期
由于性生活不当诱发的流产实例也很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妊娠早期流产与抗

磷脂抗体、高龄、发热、宫内感染、药物和环境所致的胚

胎本身发育不良密切相关，与性生活的关系缺乏科学

性的客观证据。性交导致的流产是根本原因还是只限

于一个诱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因此，对于有腰酸、腹痛、阴道流血等先兆流产症状

的孕妇和有习惯性流产史的孕妇，妊娠早期仍应避免性

交。对于正常的孕妇，妊娠早期应避免剧烈的性交。

１２　妊娠中期
妊娠４～６个月，此期胎盘已发育完好，胎儿也初

具人形，并开始了稳步发育，而且母体分泌的大量孕激

素对胎儿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此阶段被认为是

相对的安全期，可以适度的过性生活［７］。这段时期子

宫逐渐增大，羊水逐渐增多，抵抗外力的能力增强，但

是如果这时性交次数过多过频，动作太剧烈，阴茎过于

深入阴道，也容易导致胎膜破裂，羊水流失，导致流产

以及胎儿宫内窘迫，甚至发生胎死宫内。另外，此阶段

孕妇要比平时应更注意外阴卫生，防止细菌感染。

１３　妊娠晚期
妊娠２８周以后，性生活的机械刺激可产生外力冲

击，诱发胎膜早破。正常发育的胎儿存活在薄薄的羊

膜囊内，密封的羊膜囊内充满羊水，可以缓冲外界的压

力和冲击以保护胎儿。羊水形成一个保护层，防止胎

儿与子宫壁粘连。妊娠晚期，胎儿增大，羊水增多，宫

腔张力增大，受外力后缓冲能力减弱，容易导致胎膜早

破。羊膜破裂后，宫腔通过阴道与外界相通，致病微生

物经阴道侵入宫腔，感染胎儿、胎盘及母体生殖器官，

诱发胎儿宫内感染，严重者可造成败血症等。一些研

究显示，妊娠晚期性交会引起胎膜早破、胎盘早剥等妊

娠并发症的发生。

周文红等［８］对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发生的４６例胎盘
早剥进行临床分析，其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４０４３％
（１９／４６），外力作用（创伤、过劳、性生活）占１９１５％（９／
４６），引产（使用催产素、前列腺素）占１５２２％（７／４６），
早破水占１３０４％（６／４６），原发性高血压、羊水过多、贫
血等占１０８７％（５／４６）。张秀霞等［９］回顾分析４３例胎
盘早剥患者情况，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膜早破、外伤及

发病前一周内有性生活史为主要的发病原因，其中发病

前一周内有性生活史６例，占１４０％。由此可见，胎盘

早剥与性交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主要原因是妊娠期高

血压导致的一系列病理性改变。

刘晓红等［１０］对北京市二级专科医院早产发生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多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产前保健、

均衡饮食、常住地址为城镇是早产的保护性因素，受教

育程度低、负性生活事件、孕期性生活、前置胎盘、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史、胎膜早破是早

产的危险因素，孕期性生活的影响因素 ＯＲ值为
１４５８。在妊娠晚期即将分娩时，子宫壁的下方与骨盆
紧密相贴，子宫颈下降，性交时插入的阴茎可能与宫颈

直接接触，污染宫颈，导致生殖道逆行性细菌感染［１１］，

从而导致早产。吴佳聪［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产

次、既往阴道炎病史及性伴侣文化程度会影响妊娠期

妇女的阴道微生态（即阴道内乳酸杆菌量），其中产次

影响较为突出；经产妇的阴道微生态健康逊于初产妇，

其乳酸杆菌优势率较低，阴道ＰＨ值较高。妊娠期性交
不会影响阴道内乳酸杆菌含量。因此，性交导致的感染

应来自于性传播疾病所致的外来致病菌感染。

综上所述，妊娠晚期应尽量避免性交，尤其是剧烈

的外力撞击性性活动。

１４　产褥期
产褥期是指分娩至产后６周，这一时期产妇身体

各个器官尤其是生殖器官开始逐渐恢复到妊娠以前的

状态。倘若子宫并没有完全复旧，胎盘附着部位的创

面还未完全愈合，会有间断、少量的阴道出血。假如在

这个阶段进行性生活，丈夫生殖器官、产妇会阴部位的

细菌会被逆行带入阴道，可能会引起子宫或子宫附近

组织的炎症，从而严重影响产妇的身体健康。

罗小峰等［１３］通过对农村育龄妇女孕产期性生括状

况及宫颈炎患病情况的调查结果分析，得出结论：

２６０％和１４５％的育龄妇女分别在妊娠的前３个月和
后３个月内有性生活，７９５％的育龄妇女在产后２个月
内就开始了性生活；妊娠晚期和产后１个月和２个月之
间有性生活的人群官颈炎的患病率高（Ｐ＜００１）。

因此，在产褥期，甚至产褥期后两周之内，如果恶

露未净，不能进行性交。

２　孕产期性生活调查结果分析

郑开颜等［１４］调查的结果显示：在１００６例中有３０２
例在整个孕期从未进行过性生活，占 ３００２％。孕期
各阶段性生活发生率分别是：妊娠早期有性交者占

４３％，妊娠中期５９４５％，妊娠晚期３９３６％，未引起胎
膜早破、早产与流产。说明在无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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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孕期性交不会导致妊娠的不良结局。

综上所述，我们对孕期性生活的认识是：妊娠期性

生活随不同孕周对母婴影响不同。妊娠期性交会增加

母体生殖系统炎症的发生，妊娠早期性交会增加胚胎

流产的可能，妊娠晚期性交会增加胎盘早剥、胎膜早破

和早产的机率。因此不提倡妊娠早期和晚期（特别是

最后一个月）内进行性生活，医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

科学的指导。

３　妊娠期性行为应给予正确指导

关于妊娠期性交，国内外的多项调查发现，在妊娠

期大多数妇女的性欲下降、性行为均减少，性欲下降与

妊娠期激素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孕激素的增加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性欲，而孕妇及其同伴担心性

生活对妊娠的影响是使性行为明显减少的主要原

因［１６］。

一项加拿大的研究［１７］表明，１４１位妊娠志愿者中，
一半人担心性交会对胎儿造成伤害；一项马来西亚的

研究［１８］发现，有四分之三的孕妇及其伴侣由于担心性

交会伤害胎儿或造成流产，选择在孕期的某一时期避

免性生活；一项来自土耳其的研究结果［１９］显示，妊娠

期间性交的频率明显减少：妊娠早期减少５８３％，妊
娠中期减少６６１％ ，妊娠晚期减少７６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仅有２３８％的孕妇会向医生咨询妊娠期
性生活的问题。

妊娠期性生活的缺乏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和家庭

问题。ＯｎａｈＨＥ等人［２０］报道，几乎三分之一的丈夫会在

妻子妊娠期间发展婚外情进行性交以满足性的饥渴。

一些孕妇及其伴侣希望同医生谈论妊娠期性生活

的问题，但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性知识的需求难以

启齿。在郑开颜［１４］的调查中，８８７２％的孕产妇希望
在妊娠期间从专业的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性知识的指

导，有７７０４％产妇了解过孕期性知识，但几乎很少是
通过专门的医务人员指导；实际上，仅有２９０％的人
与医生谈论这一问题，其中有４９０％的人是由她自己
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由此说明妊娠期的性生活问题必

须得到业内人士的重视。

因此，为妊娠期孕妇提供科学专业而又正确的性行

为指导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医务人员首先应端正态

度正确对待，主动同孕妇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并给予科

学的指导。医务人员有必要在孕期教育时给予科学及

详细的性指导，同时也必须强调宣教时应区别对待，对

有病理性妊娠及高危妊娠者（如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先

兆早产、宫颈松弛、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有早产史、剖宫

产史等）应禁止或节制性生活。宣教中还要指导孕妇性

交的方式方法，传统式可能是不适合的体位，因为伴侣

的体重会使孕妇感到不舒适，孕妇在平卧时会使下腔静

脉受压过久，影响胎盘血供并影响胎儿的供血供氧；比

较合适的体位有两种：女上式，让孕妇控制插入的深度

和速度，避免腹部受压；侧卧式，可以使性交更省力，尤

其在妊娠晚期是一个很好的体位，浅插入不直接刺激子

宫颈［１４］。妊娠期的性生活并不是单纯局限于性交，温

馨的环境、温柔的爱抚，夫妻间可以通过手淫、口唇刺激

性器官等多种方法增加沟通，满足性的需求。

总之，在妊娠期间也要进行适当的性教育。应加

强医学专业的咨询和性知识宣传，开展和提高围生期

妇女的性保健工作，同时重视生殖健康与围生保健中

的男性参与［２１］，有必要采用各种形式宣传普及妊娠期

的性卫生知识，使丈夫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积极

配合妻子度过辛劳的妊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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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女性下生殖道自窥检查法临床意义的研究

刘晓雁 郝天羽△

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３１

【摘　要】目的：本研究通过自主研发的阴道自窥器应用到女性人群，旨在使妇女能够自主地观察到自身下生殖道
的宫颈管及黏液，以及阴道黏膜、白带性状、宫颈上皮等内容，以期为生育调节（避孕与助孕）、生殖道感染防治、宫颈癌防

治等多个领域提供一种新的有效途径。方法：选取１００名生育期妇女为受试对象，分别对其进行方法学指导，使其分别
应用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和阴道自窥检查法观察宫颈黏液变化３个周期，并同时行阴道超声检查监测卵泡发育，以此为标准对两
组所测得的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极期日及其长度进行比较。结果：研究产生了 ２１１个周期的有效数据，其中 ２００个
（９４７９％）周期有“阴道自窥检查”极期，１６５个（７８２０％）周期有“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极期，所测得的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极期日
及其长度，“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组分别为９９ｄ、１６３ｄ和１０９ｄ，“阴道自窥检查法”组分别为１１８ｄ，１６５ｄ和６７ｄ。结论：阴道自
窥检查法比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更能精确地确定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极期日及易受孕期的长度，更能有效的指导人们进行助孕或
避孕。

【关键词】阴道自窥器；阴道自窥检查；宫颈黏液；Ｂｉｌｌｉｎｇｓ自然避孕法；易受孕期；生育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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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ｗｏｍｅｎｉ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ｔａｕｇｈｔｈｏｗ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ｉ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ｍｕｃ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ｍａｄｅｓｅｌｆ－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３ｃｙｃｌ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ｄａｙ，ｔｈｅｐｅａｋｄａｙ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ｏｎ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ａｓ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２１１ｃｙｃｌｅ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ｄａｔａ，ｏｆｗｈｉｃｈ２００ｃｙｃｌｅｓ（９４．７９％）ｈａｄａｓｅｌｆ－ｖｉｓｕ
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ｅｋａｎｄ１６５（７８．２％）ｈａｄａ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ｒｏｕｐｐｅｅｋ．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ｄａ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ｏｆｐｅａｋ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ｓｅｌｆ－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ｄａｙ１１．８，ｄａｙ１６．５ａｎｄ６７
ｄａｙ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ａｙ９．９，ｄａｙ１６．３ａｎｄ１０．９ｄａｙ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ｖｉｓｕａｌ
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ｄａｙ，ｐｅａｋｄａｙ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ｏｎ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ｔｏｈｅｌｐ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ｐｌｅ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ｏｒａｖｏ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ｌ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ｐｅｃｕｌｕｍ；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ｍｕｃｕｓ；Ｓｅｌｆ－ｖｉｓｕ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ｈ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澳大利亚的约翰和伊芙莲·比林
斯两位医生首创宫颈黏液观察法用以指导避孕，这种方

法称为比林斯自然避孕法（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的原
理在于：宫颈黏液在卵巢激素的作用下，呈现周期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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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１个月经周期中，先后出现不易受孕型、易受孕
型和极易受孕型３种宫颈黏液。外阴随宫颈黏液的周
期性变化，出现干燥、潮湿和润滑三种不同感觉。女性

可以通过观察自身宫颈黏液性状以及外阴部感觉的周

期性变化来确定易受孕期及不易受孕期［６，７］，也可以根

据擦拭外阴的黏液，直接观察宫颈黏液性状。

研究已经表明，在女性的月经周期中有一个６ｄ的
易受孕期，而极易受孕期（即极期）则一般位于排卵前

２ｄ［４，５］。易受孕期包括排卵当日以及排卵日前５ｄ。精
确的确定此６ｄ的易受孕期以及极易受孕期（极期）对
女性以及希望通过自然生物特征的方法来促成或避免

妊娠的夫妇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近几年来
已在１００多个国家推广使用。１９８０年 ＷＨＯ自然避孕
法专题组组织了５个国家的多中心研究，证实了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法的有效性；并在１９８４年年度报告中指出，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无
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文化水平较高或较

低的夫妇都能成功的使用［８］。在中国，以徐晋勋教授为

主的多位学者都进行了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的研究与推广，多年
来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时至今日，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作为
如此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措施仍未被人们普遍

接受和应用，分析其弊端在于其仅能通过自主观察和体

验外阴部白带的性状和感觉，是一种较模糊、主观的生

物学感受［９－１１］，并非是宫颈黏液的直接可视观察。该方

法尚受诸多生理活动（如性交）和病理因素（如月经紊

乱）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其预测的准确性、应用的便捷性

和实用的普遍性。如果能自主地、便捷地、直接地观察

宫颈管黏液，则有益于克服上述弊端。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器具为自主研发的阴道自窥

器，阴道自窥器检查涉及宫颈管黏液、阴道黏膜、白带

性状、宫颈上皮的裸眼观察，该观察判断简便易行，是

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学习过程和经验总结而掌握的。

通过该阴道自窥器应用到女性人群，旨在使妇女能够

自主地观察到自身下生殖道的宫颈管及黏液，以及阴

道黏膜、白带性状、宫颈上皮等内容。尚可以通过该器

具对下生殖道施加理化干预，以期创建一种新的、具有

临床意义的女性生殖健康的介入手段，为生育调节（避

孕与助孕）、生殖道感染防治、宫颈癌防治等多个领域

提供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就诊于济南军区

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及妇科的１００例女性患者作为受
试对象，年龄在２０～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５岁（标准
差＝５８），多数（９４％）处于４０岁前生育功能旺盛阶
段，月经周期在 ２１～４２ｄ。这些患者的职业、文化程
度、月经情况及掌握两种方法的时间见表１～表４。
１２　病例选择标准
１００例患者均经过知情同意，在过去１２个月中没

有使用孕酮类药物的经历，在过去３个月中没有使用
避孕药物的经历，就诊时无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经

皮贴片等避孕措施。１００例患者中少数有生殖道炎症
或其他妇科疾病。

本研究方案通过济南军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

通过。

１３　随访指导
按美洲家庭基金会随访指导方法［１２，１３］对使用对

象进行方法学指导，每一对象按统一要求详细记录病

史，教授有关生殖生理知识及观察宫颈黏液要领，用

统一标记记录每天阴道分泌物性状。初诊教授后１～
２周需复诊，核查记录情况，按对象理解程度决定随
访日期，直至能正确观察和记录宫颈黏液和完全掌握

应用规则为止。通常以２个月经周期为１全教程，对
少数尚未完全掌握方法的，适当延长指导时间。

１４　方法学指导
对使用对象在器具使用方面进行教授，在宫颈黏

液的观察方面进行方法学指导，方法同前述使用 Ｂｉｌｌ
ｉｎｇｓ法，每次观察实行拍摄记录并保留图片，通常也以
２个月经周期为１全教程，对少数尚未完全掌握方法
的，适当延长教授和指导时间。

１５　实验方法
１００例受试对象按各自所学方法进行观察和记录

３个月经周期，同时进行３个同月经周期的阴道超声
检查监测卵泡发育及排卵，根据月经周期的不同，一般

从８～１２ｄ开始监测，监测间隔为１～２ｄ，至卵泡发育
至≥１４ｍｍ时改为每日进行监测，直至监测到排卵。
该比较以为期６ｄ的易受孕期（易受孕期包括排卵当日
以及排卵前５ｄ）作为标准进行比较，排卵日为通过阴
道超声监测排卵所确定的排卵日，以此对使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法和阴道自窥检查法两者所分别确定的易受孕期的开

始、极期和长度进行比较，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和处理，最终得出结论。

１６　易受孕期开始日、极期日的确定
易受孕期的开始日被确定为能观察到或感觉到宫

颈黏液的第１ｄ。宫颈黏液的易受孕极期日是宫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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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特性为清凉、弹性和／或滑溜的最后１ｄ。易受孕期
的结束是极期的３ｄ后。这是通过排卵法确定易受孕
期的一般准则，也是在 ＷＨＯ（１９８３）版多国合约中应
用的准则［１４］。

２　结　　果

２１　１００例受试妇女共观察 ３个周期，产生了
２１１个周期的有效数据（每日２～４次按两种方法进行
观察和记录，并由阴道超声监测到排卵），将数据按

“应用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组”和“阴道自窥检查组”分为两组分
别进行统计分析，其中２００个周期有“阴道自窥检查”
极期，１６５个周期有“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极期，１５７个周期两者
都有。

２２　至２０１３年２月本课题结束时，１００例受试妇
女中有１２例先后停用或未有效监测，因方法学停用
（嫌麻烦、对方法缺乏信心等）４例（４％），非方法学停
用（工作调动、离婚、出国等）７例（７％），未连续行超
声检查监测排卵１例（１％）。
２３　在本研究中的１００例受试对象中，职业为工

人、农民及个体的受试对象占６９％，高中以下文化程
度的占７６％。９１％的受试对象均在３个周期（也称妇
女月）以内掌握了该方法，由此可以说明该器具的使用

和利用其所进行的观察判断是简便易行的，在文化程

度不高的人群中同样适用，是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学

习过程和经验总结而掌握的。

表１　研究对象职业分布情况

职业 工人 农民 个体 职员 医务工作者 合计

例数 ２５ ２１ ２３ １８ １３ １００

百分比％ ２５％ ２１％ ２３％ １８％ １３％ １００％

表２　研究对象文化程度情况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以上 合计

例数 ３７ ３９ ２４ １００

百分比％ ３７％ ３９％ ２４％ １００％

表３　月经周期情况

周期类型
正常周期

（２８～３２）

短周期

（２８～３２）

长周期

（２８～３２）

不规则周期

（２８～３２）
合计

例数 ７１ １０ １２ ７ １００

百分比％ ７１％ １０％ １２％ ７％ １００％

表４　掌握两种方法的时间

周期数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例数 ２９ ４３ １９ ６ ３ １００

百分比％ ２９％ ４３％ １９％ ６％ ３％ １００％

２４　研究产生了 ２１１个周期的有效数据，其中
２００个周期有“阴道自窥检查”极期，占整个有效周期
的９４７９％；１６５个周期有“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极期，占整个有
效周期的７８２０％。两者相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在能观察到极期的周期数方面，“阴
道自窥检查组”明显多于“应用Ｂｉｌｌｉｎｇｓ组”。
２５　阴道超声监测排卵所确定的排卵日为

１７１ｄ（σ＝３５），故据前述法则，易受孕期的开始日即
为１２１ｄ，以此为标准。“阴道自窥检查组”所确定的
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是在第１１８ｄ（σ＝３４），与标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应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
组”所确定的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是在第 ９９ｄ（σ＝
３０），与前述两者相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ｒ＝０４３，Ｐ＜０００１）。在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方面，
“阴道自窥检查组”要明显精确于“应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
组”。

２６　“阴道自窥检查组”所确定的易受孕期的极
期日是在第１６５ｄ（σ＝３６），“应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组”所
确定的易受孕期的极期日是在第１６３ｄ（σ＝３７），两
者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ｎ＝１６５，ｒ＝０８５，
Ｐ＞００５）。均位于标准排卵日（１７１ｄ）前１ｄ，说明使
用两种方法均可有效地确定易受孕极期。

２７　“阴道自窥检查组”所确定的易受孕期的时
间长度是６７ｄ（σ＝３１），“应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组”所确定
的易受孕期的时间长度是１０９ｄ（σ＝３７），两者相比
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ｔ＝１８８０，Ｐ＜０００１；
ｒ＝０２７，Ｐ＜０００１）。在易受孕期的时间长度方面“阴
道自窥检查组”要明显短于“应用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组”，更接
近研究所证实的６ｄ的易受孕期。

３　讨　　论

早在１９４９年就知道宫颈内膜上皮细胞是具有分
泌功能的长柱细胞，细胞的长度和分泌黏液量明显受

到卵巢激素的影响 ［１６］。Ｂｉｌｌｉｎｇｓ夫妇［１８］曾把宫颈黏

液分为Ｇ、Ｌ、Ｓ三种类型，Ｇ型黏液量少、浑浊而粘稠，
出现在月经干净后或排卵后，以堵塞宫颈管。雌激素

开始上升时转化成 Ｌ型黏液，Ｌ型黏液柔软而呈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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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分泌量开始增多，继而出现 Ｓ型黏液，一般在排
卵前几天，Ｓ型黏液表现为清亮、滑溜、水润，易于接纳
精子并为精子提供通过子宫颈和子宫腔的通道和能

量，亦会对精子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本研究所涉及

的阴道自窥器的临床应用原理与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的原理相
同，亦是基于宫颈黏液的周期性变化。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早已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被证实了它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实
用性，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但多年来仍未被广

大女性广泛接受和应用，分析其原因在于其仅能通过

自主观察和体验外阴部白带的性状和感觉，是一种较

模糊、主观的生物学感受［１１－１３］，并非是宫颈黏液的直

接可视观察，该方法尚受诸多生理活动（如性交）和病

理因素（如月经紊乱）以及情绪改变（如愤怒、悲伤）等

因素的影响，更因为当今社会如此快的工作和生活节

奏，影响了很多女性的月经周期，更使其无暇去体会和

感觉宫颈黏液的变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其预测的准确

性、应用的便捷性和实用的普遍性。本研究所涉及的

阴道自窥器正是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是对Ｂｉｌｌｉｎｇｓ自然
避孕法的改进，在器具改进方面，提供了一种可供女性

自主掌握使用的阴道窥器，结构合理简单，造价低廉，

且可与现有的社会和居家应用的网络系统和电子仪器

配套使用。在方法改进方面，其实现了对宫颈黏液的

直接可视观察，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更证实

了在生育调节（避孕与助孕）方面，阴道自窥检查法比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法更能精确地确定易受孕期的开始日、极期日
及易受孕期的长度，使希望促成妊娠的夫妇可以更有

效地在易受孕期实施性生活，而不是茫无目的的实施。

而对希望避免妊娠的夫妇，阴道自窥检查法比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法更加精确和缩短了易受孕期的长度，缩短了夫妇的

禁欲时间，减少了对夫妻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影

响［１９－２２］。

通过对受试对象在掌握时间上的统计（表４）可以
看出，该器具的使用和利用其所进行的观察判断是简

便易行的，是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学习过程和经验总

结而掌握的。该器具不只可以观察宫颈管和黏液，还

可以观察阴道黏膜、白带性状和宫颈上皮等，改变了以

前阴道、宫颈的窥器检查只能限定在医疗保健机构由

医务人员掌握实施的现状，能更加自主和便捷地借助

此器具实施阴道窥诊，并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就医，更

有益于女性生殖健康。

传统的避孕方法是在抑制排卵（激素类避孕药）、

干扰着床（节育器、米非司酮）以及在阴道环节杀灭精

子（杀精药物）或阻止精子进入子宫（屏障性避孕法）

等方面实施干预，尚无在宫颈管环节实施理化作用的

避孕方法，借助于本研究的阴道自窥器可以使女性自

主和便捷地将阻杀精子的药剂（资料显示某些医药机

构正在研究）注入到宫颈管内，由此提供了一种新的避

孕方法［２３－２５］。

有研究表明宫颈糜烂、性生活过早及混乱和包皮

垢刺激是和宫颈癌发病有关的三项高危因素，有文献

报道，宫颈糜烂的癌变率高达２５％，较非宫颈糜烂高
６倍［２６］。原因可能是在糜烂修复进程中，刺激宫颈移

行带柱状上皮的储备细胞过度增生，继而发生分化延

迟或分化异常，最终导致癌变［２７］。还有一项研究表

明宫颈糜烂组较宫颈外观正常组 ＳＰＩ（亚临床 ＨＰＶ感
染）感染率明显增加，表明宫颈上皮的不完整性对抵御

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力减弱，为ＨＰＶ（人乳头瘤病毒）的
入侵提供了途径，因此重视宫颈糜烂的及早发现和治

疗对防止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

义［２８，２９］。借助于本研究的阴道自窥器，可使女性自主

地和经常性地实施宫颈形态学观察，为更早地察知宫

颈糜烂的发生提供了保障，由此有益于宫颈癌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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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感染对妊娠结局

及其新生儿的影响及护理

韩威婷 贺杉芝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健康信息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３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沙眼衣原体（ＣＴ）、解脲支原体（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并探讨对这类感染患者

的最佳护理方式。方法：通过计算机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在我院进行生产的４８４例孕产妇，检测孕产妇中 ＣＴ及

ＵＵ的感染状况，并对比ＣＴ阳性患者组、ＵＵ阳性患者组、ＣＴ＋ＵＵ阳性组与未感染的健康孕产妇组的早产、胎膜破裂、低

体重儿及感染肺炎的新生儿患者的比例。结果：ＣＴ阳性１２３例、ＵＵ阳性１１１例、两者都为阳性１３例。ＣＴ阳性患者组、

ＵＵ阳性患者组、ＣＴ＋ＵＵ阳性组的孕产妇在早产、胎膜破裂、低体重儿及感染肺炎的新生儿患者的比例上均要显著高于

未感染的健康孕产妇组（Ｐ＜００５）。结论：沙眼衣原体（ＣＴ）、解脲支原体（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均会造成不良

影响。

【关键词】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妊娠结局；新生儿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ａｎｄ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ＨＡＮＷｅｉｔｉｎｇ，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ｉ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ｎ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ｃａｒ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ｃ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８４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ｆｒｏｍａｌ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ｍａ

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ｌｏｗ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ｏｆ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ＵＵ－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ＣＴａｎｄ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２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１１１ｃａｓｅｓ

ｏｆ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１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ｌｏｗ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Ｔａｎｄ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ａｎｄ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

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在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中，最常见的致病感
染的病原微生物为沙眼衣原体（ＣＴ）及解脲支原体
（ＵＵ），据相关研究显示［１－３］ＣＴ及 ＵＵ能够通过胎盘

垂直传播，从而造成新生儿的感染和妊娠结局的改变。

为了进一步观察 ＣＴ、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
影响，并探讨对这类患者的最佳护理方式，笔者特进行

本次实验，现将实验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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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通过计算机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

间在我院进行生产的４８４例孕产妇。其中孕产妇的年
龄分布为２３～２９岁，平均年龄为（２５３±１６）岁，孕周
分布为２８～４２周，平均孕周为（３５６±２１）周。本次
实验中，选取的孕产妇排除在妊娠期间使用过抗生素

的、生殖系统有明显异常的患者、合并了其他妇科疾患

的、有传染病史的。

１２　标本的采集
首先充分暴露孕产妇的宫颈口，先用棉签采集宫

颈口处的分泌物；随后采集宫颈内部的分泌物及部分

宫颈上皮细胞，这部分物质的采集处为宫颈管内部

２～３ｃｍ，使用涤纶拭子采样，随后将宫颈口处的分泌
物、宫颈内部的分泌物及部分宫颈上皮细胞分别置于

消毒后的塑料管内立即送检。

１３　实验方法
对于ＣＴ的检验及ＵＵ的检测均采用ＦＱ－ＰＣＲ技

术进行检测，所使用的试剂盒由厦门安普利公司提供，

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４　护理方法
对于已经感染了 ＣＴ或（和）ＵＵ的患者，首先要

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使这类患者充分认识到对

个人的生活用品进行消毒的重要性，并告诫其不要

进入公共浴池等容易将病菌传染给其他人的地方。

同时，在性生活上，对于已经感染的患者，在治疗期

间必须禁止性生活，并建议其配偶来医院进行相应

的检测，观察其是否感染。同时提醒患者注意生殖

系统的清洁卫生、做好日常生活用品的消毒工作，防

止因为消毒的不彻底而造成ＣＴ、ＵＵ在家庭内部的交
叉感染［４，５］。对于那些未感染的患者及其家属，要做

好相应的知识普及，让患者了解 ＣＴ、ＵＵ感染后可能
出现的临床症状及其常见的传染途径，做好预防，防

止家庭交叉感染的发生。在心理护理上，护理人员

本着一种尊重患者隐私及个人尊严的态度去与患者

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缓解患者对于疾患的恐

惧心理，使其在治疗的时候能够尽量地配合医护工

作者。在患者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积极地与患者沟

通，及时的安慰患者，让患者积极的参与治疗，从而

减少胎儿被感染的可能性。

１５　观察指标
ＣＴ及 ＵＵ的感染状况及不同组别的孕产妇组的

早产、胎膜破裂、低体重儿及感染肺炎的新生儿患者

的比例。

１６　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实验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设定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
价值。

２　结　　果

２１　本次实验孕产妇中ＣＴ、ＵＵ的感染状况

ＣＴ阳性 １２３例 （２５４１％）、ＵＵ阳性 １１１例
（２２９３％）、两者都为阳性 １３例（２６９％），未感染者
为２３７例（４８９７％）。
２２　ＣＴ、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ＣＴ阳性患者组、ＵＵ阳性患者组、ＣＴ＋ＵＵ阳性组

的孕产妇在早产、胎膜破裂的比例上要显著高于健康

组孕产妇。见表１。

表１　ＣＴ、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组别 例数
早产　　

［ｎ（％）］　　

胎膜破裂　　

［ｎ（％）］　　

ＣＴ阳性 １２３ １３（１０．５７） ３１（２５．２０）

ＵＵ阳性 １１１ ３０（２７．０２） ３４（３０．６３）

ＣＴ＋ＵＵ阳性 １３ ５（３８．４６） ８（６１．５４）

健康组 ２３７ ９（３．８０） １５（６．３３）

　　注：与健康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ＣＴ、ＵＵ感染对新生儿的影响
ＣＴ阳性患者组、ＵＵ阳性患者组、ＣＴ＋ＵＵ阳性组

的低体重儿及感染肺炎的新生儿患者的比例也要显著

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ＣＴ、ＵＵ感染对新生儿的影响

组别 例数
低出生体重儿　　

［ｎ（％）］　　

新生儿肺炎　　

［ｎ（％）］　　

ＣＴ阳性 １２３ １７（１３．８２） １５（１２．２０）

ＵＵ阳性 １１１ ２７（２４．３２） １８（１６．２２）

ＣＴ＋ＵＵ阳性 １３ ５（３８．４６） ３（２３．０８）

健康组 ２３７ １４（５．９１） ３（１．２７）

　　注：与健康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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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据国内外的相关实验报道显示［６，７］，ＣＴ、ＵＵ在孕
产妇中的感染概率为 ２０％ ～３７０％、１３％ ～２３％，
本次 笔 者 的 调 查 实 验 显 示 ＣＴ阳 性 １２３例
（２５４１％）、ＵＵ阳性１１１例（２２９３％）、两者都为阳
性１３例（２６９％），这一实验结果与国内外相关报道
相符［８，９］。据相关实验报道孕妇感染 ＣＴ、ＵＵ后在临
床上大部分无明显症状，部分患者仅仅表现为白带

增多，但是其极易造成宫颈炎、子宫内膜炎和盆腔炎

的疾患，从而引发妊娠的不良结局。笔者根据文献

及本人工作经验认为造成妊娠不良结局的主要原因

可能为以下几点：此两种病原体（ＣＴ、ＵＵ）进入孕产
妇的泌尿生殖系统后，引起脓液的异常分泌，从而诱

导体内的白细胞过度增殖，导致了位于胎膜上的前

列腺素的过度形成，从而导致了子宫的异常收缩；

ＣＴ、ＵＵ可能造成孕产妇生殖道内的溶酶体酶过度释
放，致使胎膜被溶解造成胎膜破裂和早产的形

成［１０－１３］；ＣＴ、ＵＵ在孕产妇的生殖道内异常增殖，致
使羊膜细胞被破坏，导致胎膜破裂和早产。ＣＴ、ＵＵ
造成低体重患儿出生率不断增加的原因可能是两者

能顺着生殖道逆行向上从而损害胎盘正常的物质循

环，导致新生儿营养不足，从而呈现出低体重状

态［１４－１６］。而 ＣＴ、ＵＵ造成新生儿肺炎的具体致病机
制尚不明朗。从本次实验看，ＣＴ阳性患者组、ＵＵ阳
性患者组、ＣＴ＋ＵＵ阳性组的孕产妇在早产、胎膜破
裂、低体重儿及感染肺炎的新生儿患者的比例上均

显著高于未感染的健康孕产妇组（Ｐ＜００５）。综上
所述，ＣＴ、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均会造成不
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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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９０后女大学生“傍大款”的成因透析与教育对策

熊　伟 赵小玉 黄　燕 何春渝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８３

【摘　要】女大学生“傍大款”的现象应引起高校高度关注。本文分析了女大学生“傍大款”背后的原因及社会环境
因素，包括物欲与拜金主义作祟，游戏心态追求刺激，社会环境下的大学生毕业前景不乐观，不健康势力向校园侵袭等。

并分析了女大学生“傍大款”的途径。文章还从加强女大学生性道德教育，加强对女大学生的人文管理和关怀，提高女大

学生的综合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加强对校园秩序的管理及健康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

【关键词】性教育；性社会学；“傍大款”；９０后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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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高校里的９０后女大学生思想价值观与８０后
相比已经出现较多的差异和变化［１，２］。９０后的女大学
生在性观念方面也更加开放，一些性道德观也随着各

种思潮流行而逐渐瓦解［３－７］，“傍大款”成为９０后女大
学生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部

分女大学生还主动“求包养”［８－１１］。这种“傍大款”的

思潮和不良风气在校园内逐渐扩散，对当前大学生的

健康的性观念、性道德无疑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女大

学生“傍大款”，不仅影响了她们自身的人生健康发

展，还对其他没有“傍大款”思想的女生，甚至男生也

造成了负面冲击。女大学生这种思想和行为对良好健

康的校园文化氛围无疑具有破坏性。剖析女大学生

“傍大款”的成因，掌握她们“傍大款”实施的途径，提

出教育引导对策等对提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改善校园健康文化氛围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１　女大学生“傍大款”的动机与社会因素分析

１．１　物欲与拜金主义作祟
当前社会是一个物资丰富多彩的时代，女大学生

追求时髦时尚、名牌服饰、名贵化妆品已经蔚然成风。

此外，也包括各种新鲜的数码产品，例如品牌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这不仅是个人追求美

丽、追求时尚、追求娱乐消遣的必需品，也是事关个人

尊严和面子的事情：缺乏这些装备，似乎就意味着自己

落伍，会被同学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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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昂贵的消费，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怎么得

行？按照高校对贫困大学生的鉴别，很大一部分女生

读书、吃饭是没有困难的，但是要家庭拿出这么一大笔

钱供自己奢侈消费就不容易了。于是滋生出拜金主

义，一些女生“金钱至上”、“金钱万能”，认为“有钱的

男人比帅气更可靠”，乃至“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给有

钱人当小三、二奶也在所不惜等。而要解决个人物欲

与经济的矛盾，“傍大款”则是轻松的捷径。

１．２　游戏心态追求刺激
一些女生缺乏基本的女性道德价值观，思想腐朽堕

落，抱着游戏的心态与异性交往，喜欢追求由此带来的

刺激感，而各类大款则是她们游戏中较为理想的对象。

首先，这些大款人生经验丰富，善于抓住女孩子的内心，

投其所好，有着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哄女孩开心。经验

丰富的大款让涉世未深的女孩难以招架，因而容易得

逞。其次，大款就是钱多，可以带女生吃豪华大餐，住豪

华宾馆，给女生买高档礼品，以及直接给予金钱。这些

“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很多男同学不能给予的。第三，大

款们多是成功男士，成功男士身上的自信，以及大龄男

士、中年男士身上成熟的魅力，往往也吸引着女大学生。

一些女大学生偏爱喜欢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男性，认为

这样可以被照顾被体贴。她们期待的这些感觉，往往是

缺乏经验的年轻男同学所不能给予的。

１．３　社会环境下的大学生毕业前景暗淡
读几年大学，少说花费也是５万以上，而在当前社

会环境下，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难，

毕业后也未必找得到理想的工作［１２－１４］。在这种现实

的矛盾下，部分女生的思想开始动摇，她们的价值观又

回到了“读书无用”的时代，因此一些女大学生抱着

“与其浪费青春年华，不如趁自己年轻好好赚一笔”的

想法，开始放纵自己，道德底线一再下滑，进而出现“傍

大款”，求包养，乃至走上“卖淫”的歧途。

此外，当前社会上一些行业还出现了类似“潜规

则”的不正之风，某些用人单位往往对漂亮的女性求职

者有“性”方面的潜规则，例如陪领导、陪客户等。这

些潜规则爆发的一些丑闻和悲剧，不时出现在报刊和

网络新闻中，女大学生自然是耳闻目睹，由此加深了对

未来的不确定及失望，导致一些女生出现“反正迟早要

被潜，不如现在就……”等错误想法。

１．４　不健康势力向校园侵袭
改革开放后，一些西方国家腐朽的不健康的思潮也

侵袭进来，一些先富起来的商人、企业家、官员在物质丰富

的同时，心理却陷入极度的空虚和无聊，他们的道德开始

沦陷，甚至自己的信仰也逐步丧失了。他们成功时，年纪

也不小了，结发妻子也年老色衰，于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

心理开始失衡，进而走向变态，女秘书、二奶、情人，不一而

足，最后发展到将他们邪淫的行为侵入大学校园，不断的

追求着年轻女孩新鲜刺激的糜烂生活。

一些高校的男生甚至反应：“现在追女孩子不容

易，班上漂亮的女同学都喜欢年纪大的”。一些女生长

期被大老板包养，甚至出现包月的现象。媒体甚至报

道，一些女研究生在读期间竟然被自己的导师包养。

此外，当前各个电视台、视频网站充斥着各种“灰姑

娘嫁给白马王子”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韩国青春剧。９０后
的女大学生偏好看各类豪华的韩剧，由此自己的思想也

开始出现变化，也希望自己遇到富二代、官二代的“王

子”，从此彻底摆脱困境。而电视剧《蜗居》的热播，也反

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１５－１７］：无论你怎么努力，如何优秀，

迫于现实的无奈，最终女主角还是成了别人的“小三”。

２　女大学生“傍大款”的途径分析

２．１　主动寻找
一些女生喜欢出入学校附近的酒吧、歌舞厅，从中

寻觅有钱人。一是看这些人的服饰品牌、手机等；二是

看对方开的什么豪车。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掌握，

进而选择合适的目标下手。

２．２　勤工俭学的际遇
很多女大学生最初也抱着积极的想法，通过课余

打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例如发传单、促销、餐饮服

务员等。在社会上打工的同时，她们很可能被某个有

钱老板看中，而往往为了那么一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

一些女大学生就自我迷失了。

２．３　通过网络交友
一些女大学生沉溺网络，喜欢生活在网上，进行网

络社交活动，并交到一些所谓的有钱网友。聊到一定

程度时，双方开始相约见面。当然，这种方式存在一些

风险，一些女大学生往往因为会见网友而“失身”，甚

至人财两空。

２．４　被校内同学老师“出卖”
一些大款甚至会通过一些男同学、学校的老师介

绍对象，将一些女大学生的手机号、ＱＱ等告知大款们，
大款再有的放矢的追求。

２．５　大款在校内外主动寻找目标
一些大款进入校园，或在学校附近饮食、娱乐场所

出现，主动发现目标，然后语言和金钱相诱，一些涉世

未深的女大学生经不起诱惑便落入他人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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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校对女大学生“傍大款”防范
和教育的引导措施

　　３．１　加强女大学生性道德教育
部分女大学生性观念过分开放和放纵自己，根源

还在于自身缺乏性道德或已有健康道德观的瓦解崩

溃。在自身性道德缺失和崩溃的情况下，其他的不良

价值观、思想观就趁虚而入。而高校的性教育往往是

缺失和不全的，也缺专业的性教育队伍，因此加强对女

大学生的性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不能让高校成

为某些大款寻欢的场所，污染校园的纯洁。

一是要加强女大学生传统的美德和道德教育。尤

其要加强女大学生的婚姻观的引导。引导她们洁身自

好，健康合理的恋爱，走上人生的正确道路。并引导她

们在与异性交往时避免自己身心受到伤害。

二是加强反面教材的教育。一些女大学生在社会

上上当受骗，耽误自己前程，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不可挽

回、难以弥补的创伤，这些都值得后来人作为前车之鉴

的教材。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在平时收集这些案

例，整理成教案或教育读本，警示在校女大学生，在她

们的心里提前敲响警钟。

三是高校应该建立一支专业的性教育教师队伍。

鼓励性教育教师积极从事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积

极将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弥补高校性教育缺失的问题。

３．２　加强对女大学生的人文管理和关怀
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

尽管思想开放，但是她们仍然经验不足，自我防范意识

淡薄，很容易受到花言巧语和金钱的诱惑而走上歧途。

从这个层面上讲，女大学生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尤其是

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女大学生。高校应该给予她们更

多的人文关怀和管理，既要给她们人生发展的科学教

育和指引，又要给她们提供足够的获取经济报酬的途

径。例如扩大勤工助学岗位和薪金，提高奖学金资助

范围和力度，增设大学生课余技能发展奖励基金。甚

至高校内部的科研经费也应允许大学生申请申报，高

校的科研奖励也需要面向大学生开放。

此外，高校可以参照联系实习单位的模式，与一些

企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为大学生提供安全可靠的课

余打工机会。对需要外出打工和已有打工经历的女大

学生，应该进行详细的登记管理和指导，对女大学生外

出社会上打工发生的纠纷、困扰、伤害等，学校应力所

能及的给予帮助、解救。

３．３　提高女大学生的综合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
高校应该直面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切

实关注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目前社会用人单位

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例如研究生不如本科生好找工

作，本科生不如技工职校毕业生好找工作。其原因是

本科生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让研究生干？让研究生干

意味着要给他更高的待遇。而当前我国的高校教育仍

然是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型为主，而在技能型实用型

方面做得不够，大学生毕业后往往要经过用人单位一

大段时间的培养、培训，才能逐步胜任工作。

因此，复合型多功能的人才培养就呼之欲出。高

校需要在培养大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尽可能多

地开设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职业技能认证培训。例

如驾照、心理咨询师、健康管理师，或跟专业相关相近

的职业资格认证，以及体育比赛技能项目、舞蹈、办公

软件操作、平面设计等。在高校内掀起一股职业技能

培训的良好学习风潮，可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关注自

己的综合素质，参与实际的培训和认证活动中，以求在

自己毕业前就拥有多个职业技能证书，让自己成为真

正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既大大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

力，也会博得各个用人单位的欢迎。

提高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她们更有实力挑战

未来，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可以有效地让她们远离“傍

大款”的好逸恶劳的思想。

３．４　加强对校园秩序的管理及健康校园文化的
建设

当前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跟国外还有较大差异，国

外高校多为开放式办学，高校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和

门卫站岗。我国高校多是封闭式的，外面无关人员要想

进出往往需要登记，理论上并不容易进去。但是实际

上，一些高校在这些方面管理松散，社会上的小偷也能

冒充学生毫无阻拦的随意进出宿舍行窃，一些大款开着

豪车进出校园，保安也只管发卡收钱了事。这样，不少

高校就成了外表封闭实际却是放任不管的局面。因此，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环境下，仍旧需要加强对可疑人员和

可疑车辆的盘问，教师和学生的交通工具凭磁卡进出，

外来人员和车辆严格根据公务需要登记进入。

其次，还需要加强高校周边环境的管理和监督。

常常有这样的现象，高校新校区修建在哪里，哪里的附

近就会很快涌现出一大片商业街，吃喝玩乐宾馆等挑

动着大学生往外走的欲望。甚至一些高校附近的楼盘

（下转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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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小学性教育初探

齐　麟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法学分院，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目的：初步探讨小学性教育的意义、现状及对策。方法：调查小学中性教育的开展情况，对比研究国外各
地的小学性教育方式。结果：我国目前小学性教育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性观念较保守，师资缺乏和性教育方式

落后。结论：我国小学性教育较落后，应制定适合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需求的性教育规划，发展科学的小学性教育。

【关键词】小学；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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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学性教育的重要意义

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决定了性必须通过教育才能

适应社会需要，才能使个体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性健

康教育不是狭隘的性器官和性活动的讲解，性健康教

育的内涵包含了性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性德育

包含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法制教育；性智育包含性生理

卫生、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生育知识、预防性传

播疾病和预防性侵害的教育；性体育是针对不同年龄

段和不同性别的个体的体型健美的教育；性美育包含

了自然美（健康美）、语言美、行为美、服饰美和性格美

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性教育是孩子人格教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性”一直被神秘的面纱笼

罩着，谈性色变的历史自古到今，“性”甚至是罪恶、羞

耻、下流的象征。由于对“性”的歪曲与无知，造成了

人们对“性”的错误观念，科学的性教育在孩子的成长

教育中，一直是一个空白。性，成了孩子认识自身的最

大盲点。性健康教育的缺失，导致了许多的个人悲剧

和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前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少女怀孕、学生遭受性侵

害、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堕胎、婚前性行为、性暴力、

吸毒等，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社

会安定，世界各国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各国

所公认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对孩子从小进行科学而

系统的性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对孩子进行

性教育是孩子成长教育中不可缺少的，许多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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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呼吁要对孩子从小进行性教育，他们认为性教育

不是消极防范的教育，而是积极开放的教育，应该在孩

子生理发育前就要对孩子进行性生理的教育，在孩子

性意识萌动前就要进行性心理方面的教育，在孩子性

行为发展前就要进行性伦理方面的教育。小学生正处

于性生理、心理发展的旺盛期，对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展

系统有效的性教育，不仅可行而且非常重要。

上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总理讲过这样一段话：“要
在少女月经初潮前、少男首次遗精前，把性卫生知识教

给孩子们。”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丰富和无处不在的性

信息的刺激，当前学生的青春期普遍提前，有些学生早

至９岁就进入青春期，相关研究表明男生在小学５年
级已经开始有了遗精的现象，而女生在４年级就有了
初潮的现象。性发育的年龄的提前，意味着青少年将

提前进入青春期，而此时青少年若对性知识一知半解，

甚至处于无知状态，面对悄然而至的青春期生理、心理

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他们就会感到惊奇、焦

虑、紧张而手足无措。因此对小学生开展系统的性教

育研究，探讨目前小学性教育开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与

解决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儿童开展早期性教育，不仅不会导致性淫乱，相

反可以帮助孩子对性有正确的认识，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避免因一时冲动或性无知而造成终生憾事。中国

青少年的犯罪数量占总犯罪量的７０％，其中有３０％是
性犯罪，性知识和性教育的缺乏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

原因。国外一些儿童性教育开展得好的国家不仅未婚

怀孕现象大大降低，青少年性犯罪率也有所下降。对

小学生开展性教育，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的社会文

化内涵、维护性健康、预防性疾病、性别意识、性别社会

化、性别平等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不仅能够帮助他

顺利渡过青春期，也有利于祖国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小学性教育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在贯穿整个一

生的性教育过程中，小学阶段的性教育尤为重要，因为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的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性教育对

他一生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２　目前我国小学性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经常带领学生对小学性教育开展调研，在调研中

发现影响小学性教育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观念即人

们对性教育的看法，这包括老师、家长和小学生自身对

性教育的看法。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有半数以上的家

长认为在学校开展性教育没有必要，他们普遍认为孩子

太小，性教育影响孩子的学习，性教育会引起孩子的好

奇心，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而在访谈中也有教师提出，

孩子懂太多了不好，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该有的想法。

我国的性教育千呼万唤不出来，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人们对性教育所持的态度，人们的“性”观念不同，

对性教育的态度便会不一样。许多父母认为“性”是

羞耻和下流的，他们的这种想法也影响了孩子。由于

人们意识中的旧观念和对性教育的不了解，使性教育

的开展阻力重重。大量家长采取消极被动等待的方式

处理子女的性教育问题。这反映出观念的转变将是小

学性教育中的一个主要工作。

我国小学性教育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教材和师资

的严重缺乏。没有教学大纲，没有合适的教材，没有性

教育教师队伍，使性教育难以进入课堂。要在学校开

展性教育，开发一套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教材和培养

一批合格的教师是当务之急。

小学性教育的教材是当前性教育的主要困难环

节。教材的难点在于内容是否适合学生，这就关系到

了性教育的“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出版适合小学

生性教育的教材，必须就“性”这一问题和学生平等对

话，根据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来进行编写教材内容，否

则教材不被学生接受。而同时，笔者认为，在编写教材

的同时，也要编写适合家长的性教育读本。在调查中

发现，部分家长也想对孩子开展性教育，但是他们普遍

反映“不知道教什么、怎么教”，因此性教育的阵地不

仅在学校也在家庭。

在小学开展性教育另一方面则是要培养教师，要

让教师转变观念，充实知识。性教育教师要有健康开

明的性观念和与学生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的观念。性教

育的老师要学会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诸多方

面的知识，提高性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在性教育的

过程中，性教育老师在教学上也是困难重重。在性教

育过程中对于“度”的把握，既要满足学生对性知识的

不同需要，又要使性知识适合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

性教育要得到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对性教

育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我国小学性教育存在的第三个大问题是教育方式

落后。家长在对孩子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面对孩子

提出的有关性的问题会采取搪塞、回避方式，家长认为

自己是长辈，给孩子进行性教育有失尊严，但也有家长

表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责任，也认识到了性教育的重

要性，但是就是难以启齿。教师在讲授中基本都是采

取照本宣科的方式进行，或是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己识

图认字。从学校到家庭对小学生的性教育方式都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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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是关系孩子的人格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和

学校的共同努力，学校开展性教育，虽然困难重重，但

本着对孩子负责、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我们责无旁贷。

３　我国开展小学性教育的对策

首先，转变观念。要转变家长、老师对小学性教育

的看法，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尊重性教育、接受性教

育的氛围。小学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已在本文中明确指

出。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呼吁的一样，开展小学性教

育也要从家庭、学校与社会多方面进行。

家长必须转变观念，对性教育持开放、和谐的态

度。家长可以购买一些儿童性教育读本，自己先学习，

对孩子随时随地进行性教育。当孩子对一些性问题迷

惑时，家长要耐心讲解，千万不要斥责回避，一定要让

孩子懂得性教育是美好和谐的事情，与孩子平等地沟

通一些性问题，让孩子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

丑，并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远离伤害、远离痛苦，让性

教育真正地融入到孩子的内心。同时也要配合学校对

孩子开展正确和谐的性教育，对学校开展的性教育要

支持，千万不要无理取闹，要提出宝贵意见。在性教育

过程中要保证其质量，家长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家长要抓住性教育的主动权，在家庭生活中营造一种

理解、豁达、和谐的气氛。家庭性教育，就是从孩子出

生起就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孩子成长的不同

阶段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性意识，培养孩子良好的性

心理。当出现问题时，家长要把孩子视为有独立思想

的个体，平等地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家长首先自己

要有正确健康的性价值观，在性教育过程中要有耐心、

要有方法。在对孩子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家长要有

高度的责任心，要充分意识到孩子性教育对其一生的

成长都有非同小可的作用。

在小学开展性教育的主力军是学校。在浙江，小

学性教育单独的知识主要出现在《人·自然·社会》

这门地方课程上。我研究过６个年级所有的地方课程
教材，有关性教育的知识分散在教材中，内容设置也较

合理，只是一些学校把这些内容忽略了，没有进行相关

的性教育，这就不仅是一件遗憾之事，也是对学生不负

责任的一件事。学校不仅要按照教材开展性教育，甚

至要自己编写适合小学生的性教育读本，正如上文所

论述的，目前小学性教育不仅教材缺乏师资也很薄弱，

现有的性教育教材要充分利用。目前在杭州一些较强

的小学会组织开展有关性教育的讲座，而在一些普通

小学特别是一些农民工子弟小学，性教育往往被忽视，

这与目前在小学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针对上面所阐述的小学性教育师资不足、教材不

配套等问题，笔者认为要保证小学性教育顺利实施，必

须要有专业素质水准的教师，才能得以保证。教师在

开展小学性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把握学生的生理、心理

特点，更要掌握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这无疑对开

展小学性教育的老师提出了挑战。教材缺乏也是当前

小学生性教育困难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编订适合小

学生的教材，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香港的性教育读物，

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委婉地向小学生讲述性知识，配置以

视频教育，儿童能够以童真的心态去认识“性”、了解

“性”。欧美一些国家的小学性教育读本也可以为我们

所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儿童性教育开始得比较早，积

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和材料，值得我们认真地去研读、

去利用。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差异等因素的

影响，在小学性教育的领域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

而我们社会需要做的就是给小学性教育提供一个

宽松的环境。随着２１世纪网络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
多方面多渠道获取性知识，这些信息良莠不齐，很容易

对家长对小学生产生误导。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以生动、形象为特点的网络文化应与家庭学校一

样，肩负起创造科学、文明、健康的性文化环境的历史

责任。目前在网络里有关性的信息特别多，孩子们上

网的时间也多，这些信息对孩子们的影响非同小可，树

立健康的网络文化特别是创导科学文明的网络性教

育，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需解决的任务。

小学性教育目标的制定，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小学

生本身身心发展特点，制定适合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

需求的目标。在借鉴国外一些国家性教育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传统道德习惯及我国的社会环境，让学生

学会爱、学会尊重、学会保护自己。学会爱，即让学生

懂得生命来自父母，热爱父母、珍惜生命，只有懂得爱

自己、爱父母的孩子，才会懂得爱人类、爱世界；学会尊

重，即让学生懂得尊重自己，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

的隐私、尊重别人的言行；学会保护自己，即让孩子从

小树立保护自己的意识，学会识别伤害自己的人或事，

使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少受伤害，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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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巧妙打着高校的名义招揽生意。大学生喜欢往外

走，恰恰说明了校内课余生活设施的缺乏和无聊。校

内的餐饮娱乐不足，导致学生纷纷往外跑。还往往由

于校内消费比外面贵，导致学生更喜欢在外面消费。

而校外鱼龙混杂，女大学生难免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

袭扰诱惑，一些夜归女大学生甚至遭到不法分子强暴，

这些都给高校敲响了警钟。因此，应加强校内餐饮娱

乐设施的建设，让大学生在安全的校园内即可享受到

丰富的课余生活。高校也可以让自己的后勤尽可能多

的社会化，多渠道多角度的满足当今９０后大学生的各
种需要。

第三，要在校园内营造健康积极和热闹的文化生

活。例如经常性、制度性、惯例性地举办各种校级的、

院级的、系级的体育比赛、文化演出、演讲比赛、大学生

辩论赛，各种节日的表演和公众参与性的活动，最大可

能的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加到校内的各种活动中，甚

至可以与校外的文化、体育、学术机构合作开展各类活

动，让大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参加自己有兴趣的活

动，既获得参与的乐趣，又能不断的找到展示自己锻炼

自己的平台。如果校内文化体育学术和艺术活动缺

乏，校外的不良诱惑就会有机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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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琼如．天使在堕落？———对女大学生被包养现象的社会

学思考．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０８（５）：７７－８０，８４．
［９］　吴婕瑜，纪文芳，郑丽霞，等．大学生对包养现象的认知

和归因初探．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８５－９０．
［１０］　杨帆．女大学生恋爱影响因素及性教育策略．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２，２１（７）：７８－８０．
［１１］　付秋荣．从女大学生“求包养”说起———天之骄子，莫要

以身试法．江淮法治，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１２］　陶纪坤．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制度症结———从社会保障

视角的审视．人民论坛，２０１２（１８）：５４－５５．
［１３］　黄敬宝．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综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２（３６）：４６－５２．
［１４］　郭素森．从《蜗居》看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教育与职业，

２０１０（２２）：８８．
［１５］　肖克强．《蜗居》与《蚁族》引发热议天涯，２０１０（２）：２０４

－２０６．
［１６］　王尚仁．从《伤逝》到《蜗居》———两部作品中时代青年

生活境遇的剖析．决策与信息，２０１１（４）：７０－７２．
［１７］　赵晶．谈当代女性婚恋观及人生价值观———以热播电视

剧《蜗居》为例觉醒探微．山花，２０１２（７）：１６１－１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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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胡佩诚（１９４７－），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心理咨询与性治疗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３．０９．０２２

·性心理学·

《婚姻与性治疗》技术标准建议书（续）

胡佩诚１　甄宏丽２　陶　林３

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五洲妇儿医院性健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

３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生殖与性医学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

　　８．３　性欲旺盛／性成瘾
８．３．１　定义　过度的性欲望。
８．３．２　病因　１）女性体内雄激素水平过高；２）

颞叶损伤（Ｐｅｃｋ氏病，老年性痴呆、头部损伤、单纯性
疱疹、脑炎）；３）脱抑制药物：酒精、安非它明、可卡因；
４）精神病（尤其是躁狂状态）；５）人格障碍；反社会型、
自恋型、表演型、边缘型。

８．３．３　诊断　１）强迫性疾病；２）性行为脱控制；
３）大多数是异性恋男性，他们有多种成瘾性；４）成瘾
者可能在童年期被身体虐待、性虐待和／或情感虐待
（包括隐性乱伦）；５）家庭中有一个成员有物质滥用或
性虐待表现。

８．３．４　治疗　认知调整；厌恶疗法。
８．４　男性勃起障碍
国际性功能障碍学会对 ＥＤ患者的定义：性交时

阴茎勃起强度不足以插入阴道；勃起维持时间不足以

达到性高潮。

８．４．１　病因　１）化学性或器质性因素（早期认
为５％～１０％，现阶段认为９０％）；２）心理性或功能性
因素（早期认为９０％～９５％，现阶段认为１０％）。
８．４．２　心理因素　１）虚弱；２）太专注；３）飞机时

差；４）饮酒过量；５）被伴侣苛责；６）对伴侣厌烦；７）没
有吸引力的伴侣；８）担心早泄；９）害怕疾病或怀孕；
１０）对手淫的罪恶感；１１）同性恋反应；１２）不贞的罪恶
感；１３）与期望中的表现相关联的焦虑；１４）被阻扼的
性欲望。

８．４．３　心理治疗
８．４．３．１　治疗目标　指向减轻或消除与达到性

接触途径有关的焦虑：①减轻焦虑；②让患者了解他并
不孤独 ；③大多数男人都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出
现不能勃起的现象；④建议来访者告知其伴侣他所学
到的东西，并获得伴侣的合作与耐心。

８．４．３．２　特异的治疗模式　注意力转移：①驱散
“只有阴茎在阴道中才是性生活唯一正常或自然的方

式”的迷信；②他依旧可以使用他的手指、腿、嘴、舌，任
何一种或几种的组合都可能对他的伴侣极具刺激性，

可能达到高潮；③自慰、口交；④理论基础：注意力转移
的方法有时有效是因为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他活动

时，他自然的唤起系统再一次开始发挥作用，他可以达

到勃起。警惕：当勃起发生时，他并不一定要“应用”

它，因为总会有下一次机会的 。

８．４．３．３　填塞　①因为他暂时勃起有困难，所以
他不能继续享受阴道容纳所带来的独特的愉快感受；

②在某些时刻，当他放松并可能部分地唤起时，他或他
的伴侣可以将他的阴茎填塞到阴道中去；③告诉他：享
受这种感觉，以让他感觉最愉快的方式移动，无论多么

缓慢。移动可以增加触感而停止会减少触感；④除了
为双方带来愉快外，没有其它的目的；⑤如果他发现达
到了勃起状态，他可以享受它，但只要感到哪怕最轻微

的一点焦虑，他就要停止性交，总会有下一次机会的。

８．４．３．４　分阶段性反应　患者被告知要进行双
向的性方面的赞扬，尽量频繁，可以采用任何一种他和

他的伴侣双方都喜欢的方式，但一旦出现焦虑征兆立

刻停止。他可以采用：①放松；②和伴侣拥抱；④分享
一杯葡萄酒或啤酒；④一起沐浴；⑤做任何他们喜欢做
的事：在焦虑的第一个征兆出现时，他应当停止他正做

或正想做的任何事情，回到先前没有焦虑出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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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他应当避免在两次练习之间间隔时间过长；⑦指导
患者始终尝试超越上一次练习所达到的程度；⑧然而
一旦开始焦虑，他就应当停下来，记住总会有下一次机

会的。

８．４．３．５　自我刺激　①当没有伴侣时；②对那些
报告偶然的自我刺激尝试只能轻微地或根本不能达

到唤起的患者；③让自己参加任何一种对他有性唤
起作用的活动：如电影、阅读书籍、图片、幻想；④如
果他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即在阴茎软弱或半勃起状

态下达到高潮。

８．４．３．６　连续接近　①对于那些伴侣不能插入
的女性，在以下情境中刺激男性可以消除对表现的担

忧：游泳；进餐时在桌子下面；汽车里；教室里。②她应
当鼓励那些不需要生殖器性交的性活动。③刺激方
法———针对双方：半勃起的阴茎如果被向下牵拉，压力

和刺激会增加，勃起程度提高；挤压阴茎根部，主要血

管上压力增加，会留住血液；在女性下位，应用枕头或

垫子抬高阴道的水平，一但插入完成，她可以向前下滑

动，从而增加对阴茎向后的压力促进勃起。女性上位

时，即使在阴茎部分勃起的情况下也可以插入且阴道

的握持力更大，她可以提供绝大多数初始的运动刺激。

８．４．３．７　作业　①告诉夫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不断找机会练习性感集中训练，每晚１ｈ的时间来探索
彼此刺激的方式；②告诉他们要裸体进行，并且应用
手、脚、乳液、油、Ｗｈｉｐｉｎｇ乳（冷的 Ｗｈｉｐ更好也更容易
从皮肤清除）、嘴、振动器、舌、羽毛和他们愿意应用的

任何东西，唯一的限制是不要进行生殖器性交。

８．５　早　泄
８．５．１　类型　１）持续型；２）获得性；３）一般性；

４）情景性。
８．５．２　对早泄的治疗
８．５．２．１　 调查显示　在那些反应较快的和反应

比较慢的（患者中）存在着很小的触觉敏感度差异。

８．５．２．２　金赛（Ｋｉｎｓｅｙ）报告　存在着正常的和
自然的快速射精的概率：①文化问题：有些文化认为快
速的射精是雄性阳刚的标志；②７５％的男性在进入阴
道的２ｍｉｎ之内出现射精（Ｋｉｎｓｅｙ，Ｐｏｍｅｒｏｙ，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４８）；③性交的时间中间值是１０ｍｉｎ。

８．５．２．３　自我治疗　①注意非性的事物；②咬嘴
唇或嘴；③掐自己；④使用３个或更多的避孕套；⑤在
两个避孕套之间加一个棉花层；⑥麻醉性的药膏。
８．５．２．４　学习理论　告诉患者以下的行为会导

致早泄：①所有缺乏性教育的男人；②性兴奋过强；③

长时间的勃起；④与性宣泄的管道长期隔离；⑤紧张。
８．５．２．５　改变独特调情的注意力　改变节奏，改

变姿势，改变调情方式。许多男人表示：①更加愉悦
了；②射精推迟了。
８．５．２．６　放松和呼吸　①在骨盆向前挺的时候

呼气；②在学习射精控制时，臀部和肛门在返回前的放
松是非常有效的。

８．５．２．７　建议对性交体位进行改变　①女上位
更可能引发射精；②插入和抽出：保持比较深的插入；
更缓慢的进行一个循环；当男性觉得马上要射精时，让

自己的性伴侣了解是时候休息了。

８．５．２．８　提高性行为的频率　早泄可能会形成
一种恶性循环：早泄－不接触－接触－早泄。
８．５．２．９　自我刺激：手淫　①增加手淫的频率；

②当他觉得快要射精的时候就停止，直到那种感觉平
息下去；③在达到高潮前，在指导下做最少３次这样的
联系：性幻想，幻想与伴侣进行生殖器性交，然后在到

达可以满意的时候，使用润滑剂去达到最近似阴道所

产生的刺激，在达到高潮前最少做３次，生殖器性幻想
继续进行。

８．５．２．１０　ＳＥＭＡＮ疗法　１９５６年 ＪａｍｅｓＳｅｍａｎ，
一位泌尿科医师，发展了一种相对简单的刺激技巧，一

般被称为 “停顿－开始”技巧。疗法的目的是，通过培
养患者对伴随着强烈性兴奋所产生的调情过程的了解

和提高患者对这种感觉的忍受度，来达到让患者更容

易的学习自觉控制射精。患者只被建议对他的性感情

全神贯注而不要尝试“后退”：伴侣手淫－停止－刺激
－停止；可以用润滑剂；女上位。
８．５．２．１１　挤压技巧　在射精就要逼近的时间

点：①女性将她的拇指放在阴茎的包皮系带，食指放在
阴茎的边上，开始施加３～４ｓ比较强的压力，②然后她
可以放松阴茎１５～３０ｓ，男性应告诉她挤压的强烈程度
是多大。警告：只能用在已经勃起的阴茎。

８．６　女性性高潮障碍
８．６．１　诊断依据　１）持续或频繁的与兴奋相伴

的性高潮延迟或缺乏；２）性高潮的触发刺激的范围的
变化；３）在同年龄、同样性经验及同样性刺激下，被临
床医师诊断为性高潮明显降低；４）存在障碍引起的忧
虑或人际交往困难。不能被归因于其他原因，并且排

除药物、疗法及医疗条件的影响。

８．６．２　分型　１）持续型；２）获得型；３）普通型；
４）情景型；５）心因型；６）多因素型。

８．６．３　治疗方法　１）ＨｅｌｅｎＳｉｎｇｅｒＫａｐｌａｎ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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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手淫；Ｋｅｇｅｌ练习；震荡器；心理分析；性幻想；丈
夫配合。２）Ｊｏｓｅｐｈ和 Ｗ．Ｃｈａｒｌｅｓ的治疗方法：步骤１：
学着观察自己裸露的身体并去欣赏它美的方面，她可

以洗个热水澡放松身体，并用一面小镜子观察自己的

生殖器Ｋｅｇｅｌ练习；步骤２：患者被加入对自己生殖器
的触觉探索，手淫的行为；步骤３：继续对其生殖器的
视觉和触觉刺激，体验到愉悦的敏感区域；步骤４：全
部集中于那些可引起快感的区域；步骤５：将继续手淫
直至其发生性高潮，也可以通过观看有关影片或阅读

性爱文学激发性欲；步骤６：被指导使用的振荡器，并
配以润滑剂和影像材料；步骤 ７：由她的丈夫刺激发
生，在丈夫面前进行手淫，丈夫学会如何激发妻子的机

会；步骤８：丈夫用妻子的方法去对待她，可以亲自完
成或是使用振荡器；步骤９：双方可以开始互动的过程
了，女上位、侧卧位或后入位均可被接受。

８．７　性交疼痛障碍
８．７．１　性交疼痛
８．７．２　阴道痉挛　１）原发性阴道痉挛；２）继发

性阴道痉挛。

８．７．３　治疗方法　１）扩张器：系统脱敏；２）性
交：女上位、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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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性行为、痛苦与快乐模型

田聚群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体育教研室，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根据神经系统在学习、记忆和遗忘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和心理感觉，构建了一个快乐模型。在快乐模型
中，作者把自由、快乐、幸福和痛苦等心理感觉统一到一个数学公式中，并且提出了神经依赖和痛苦的阶段性消失特征。

根据建立的快乐模型，分析了爱情文化和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最后指出：爱情文化和性文化是快乐模型的两个应

用案例，并且给出了可能会产生自由爱情的四个基本条件。

【关键词】神经依赖；长时记忆；痛苦；快乐；自由；幸福；学习与记忆；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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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神经依赖与信息子

１．１　神经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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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通过学习

记忆过程，神经系统可以按照特定规则或方式将新信

息不断地转换为自身可识别的信息单位。神经系统具

有的这种将新信息转换为自身可识别的信息单位的过

程称为新信息的标准化过程。在神经系统内部排列组

合自身可识别的信息单位时依据的特定规则或方式称

为标准化新信息的标准。在神经系统内部可以传递使

用的最小信息单位称为信息子。不同的信息子组合在

一起形成信息库［２］。根据上面三个概念，学习记忆过

程是神经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新信息不断地标准化

为信息子的过程。经过信息的标准化过程，新产生的

信息子可以在神经系统内相应的信息库之间进行信息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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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在新的状态下达到相对稳定。由于在学习记忆新

信息的过程中，根据学习记忆信息量的多少，个体在心

理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阶段性不适感觉。而在维持已

经形成的长时记忆时，个体只需要付出较少的精力就

可以达到目标，而且心理感觉要轻松很多。因此，当面

对学习记忆新信息和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两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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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个体常常倾向于选择后者，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

等方式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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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系统不断地标准化新信

息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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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遗忘已经形成

长时记忆的信息时，根据遗忘的信息量的多少，个体在

心理上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阶段性不适感觉。而在维

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时，个体只需要付出较少的精

力就可以达到目标，而且心理感觉要轻松很多。因此，

当面对遗忘已经形成长时记忆的信息和维持已经形成

的长时记忆两种选择时，个体常常倾向于选择后者，试

图通过回忆和想象等方式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

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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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或被

动地学习记忆新信息造成的［２］。

对比神经系统在进行自我调整时的学习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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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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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心

理感觉要相对轻松很多。为了避免在心理上出现不同

程度的阶段性不适感觉，个体常常会产生维持已经形

成的长时记忆的想法和倾向，从而保持心理状态的相

对稳定。因此，神经系统具有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

忆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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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感觉。学习记忆或遗忘的信息量越多，调整刺激的

改变幅度越大，个体产生的心理不适感觉越强烈。

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或者外部动机的强烈干预，当

同时面对学习记忆新信息、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

信息和遗忘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信息三种选择时，由

于维持记忆需要付出的精力最少，而且心理感觉相对

比较轻松，个体常常会倾向于选择维持记忆的心理活

动，从而有效避免在学习记忆或者遗忘过程中产生的

不同程度的阶段性心理不适感觉。为了保持相对稳定

的心理状态和感觉，神经系统具有维持已经形成的长

时记忆信息的趋势，我们把神经系统具有的这一性质

称为神经依赖，又称为心理依赖［２］。

１．２　信息子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通过学习记忆过程，神经系统可以将新信息不断

地标准化为自身可识别的信息子，这些信息子按照一

定的标准聚集在一起形成信息库，新产生的信息子可

以在神经系统内相应的信息库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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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编码时使用

的标准不同，信息子之间的大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信息子的传递方式不同，信息子可以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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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所以…”等风格的语言组

合在一起，双子常常以“可以”、“可能”、“也许”、“或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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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自己的孩子是一个

人天生具有的本能”这句话就是由具有单子风格的语

言组合在一起，而“一个人可以生育自己的孩子，也可

以不生育自己的孩子”这句话则是由具有双子风格的

语言组合在一起。

在学习记忆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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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标准。即

使新信息被标准化为单子以后，单子还是可以继续被

标准化为双子，但是需要进行学习记忆１个信息子的
过程。因为双子可以进行信息的双方向传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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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息
子是在神经系统内部可以传递使用的最小信息单位，

因此，１个单子是由１个信息子组成，１个双子是由２
个信息子组成。不同信息子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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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只有达到了在标准化新信息时

设定的传递条件，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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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息被标准化为相应的

信息子以后，还没有达到设定的传递条件的心理状态

称为对此传递条件的心理渴望。当达到了设定的传递

条件时，相关信息库内的信息子之间开始发生信息交

流，这种心理状态称为对此传递条件的心理满足。个

人一旦对某种传递条件产生了心理渴望，为了获得心

理满足，它就会产生主动创造条件达到此传递条件的

心理动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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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何时才能产生这样的心理体验。

在对新信息的标准化过程中，如果选择的标准适

用范围很小或者选择的标准不能经受实践的检验，新

信息同样可以被标准化为相应的信息子，个体同样可

以对传递条件产生心理渴望，当达到了设定的传递条

件时，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同样会发生信息交流。但是

由于在标准化过程中选择的标准不合理，当信息库内

的信息子发生了一次充分的信息交流以后，如果再次

达到传递条件，那么信息库内相当数量的信息子将不

会发生信息交流。

当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新信息标准化为相应的信息

子以后，如果多次达到传递条件，但是其中只有一些信

息子可以发生多次信息交流，而另外一些信息子却只

能发生一次信息交流，那么我们就把那些可以发生多

次信息交流的信息子称为可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把

那些只能发生一次信息交流的信息子称为一次性使用

的信息子。当然这些信息子可能包括单子和双子两种

类型。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学习记忆过程新信息才可

以被标准化为信息子，如果一个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建立起来的信息子只能使用一次，相对于可以

重复使用的信息子而言，它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些

浪费了。因此，在新信息的标准化过程中，选择合适的

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当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新信息标准化为相应的信息

子以后，如果设定的传递条件可以被其它种类的传递

条件替换，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标准化过程中，不论是选

择这样的传递条件还是选择那样的传递条件，当设定

的传递条件达到时，信息库内的信息子都可以发生信

息交流，那么我们就把此传递条件称为可替换的传递

条件。如果设定的传递条件不可以被其它种类的传递

条件替换，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标准化过程中，只有达

到了此传递条件，信息库内的信息子才可以发生信息

交流，设定的任何其它种类的传递条件都不可以使信

息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交流，那么我们就把此传递

条件称为不可替换的传递条件。我们知道，只有达到

了设定的传递条件，相关信息库内的信息子才可以发

生信息交流，在没有达到传递条件之前，个体会对传递

条件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渴望。个体设定的传递条件

是可以被替换的，表明通过其它的各种途径，也有可能

使相关信息库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交流，只有发生

了信息交流，个体才可以验证先前建立的信息库是否

正确，选择的标准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对此信息库进行

相应的修改或调整。因此，相对于不可替换的传递条

件而言，可替换的传递条件实际上是推迟或者阻止了

个体验证或修改自己建立的信息库的时间和内容。如

果可替换的传递条件一直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持续

地对此传递条件产生心理渴望，相关信息库内的信息

子就不会产生信息交流，也就是说，可替换的传递条件

实际上阻止了个体验证或修改自己建立的信息库的可

能性，部分地限制了个体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如果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传递条件建立了太

多的信息库，由于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交流的

前提条件是达到设定的传递条件，因此即使它建立的

信息库容量非常大，但是在神经系统内部发生的信息

交流量还是有可能会非常小。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选择的标准和设定的传递条件不合理，导致各种

信息库之间相互独立，信息库内的信息子不能跟其它

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交流。如果可以找到这样

一种标准，个体在此标准下建立的信息库可以包括所

有的其它信息库，那么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在这个人的

神经系统内部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信息交流。

１．３　长时程突触增强（ｌｏｎｇ２ｔｅｒｍ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ＬＴＰ）

因为只有达到了设定的传递条件时，相关信息库

内的信息子之间才可能发生信息交流。个人一旦对某

种传递条件产生了心理渴望，为了获得心理满足，它就

会产生主动创造条件达到此传递条件的心理动机。而

长时程突触增强（ＬＴＰ）可能使设定传递条件、产生心
理渴望、获得心理满足等现象成为可能。

通常ＬＴＰ表现为三个典型的特点：输入特异性
（ｉｎ２ｐｕ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关联性（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ｉｔｙ）和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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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２ａｔｉｖｉｔｙ）。这些基本特性也使它被认为是信息
快速储存的可能细胞机制。（１）输入特异性。输入特
异性是指在 ＬＴＰ只发生于那些经历特定神经活动诱
导的突触，并不影响到邻近的其他突触功能。ＬＴＰ的
输入特异性局限在很短的突触空间距离范围内（约１０
～７０Ｌｍ以内）。ＬＴＰ发生的输入特异性极大地增加
了单个神经元的存储容量，允许同一细胞的不同突触

参与编码和储存不同信息的独立环路。但是，也有研

究报道ＬＴＰ现象还可以跨越突触，影响到突触前细胞
与其他神经元的突触连接。（２）关联性。一般情况
下，对某一通路的微弱刺激本身并不足以引起 ＬＴＰ现
象的产生，但当在另一条临近的通路同时经受强刺激

时，两条通路都会有 ＬＴＰ被诱导产生。这种在其他通
路强刺激的帮助下，经历弱刺激的突触中诱发产生

ＬＴＰ现象的特点被称作为关联性。（３）协同性。多个
通路的弱刺激作用的协同可导致所有通路的突触生成

ＬＴＰ，而对单一通路的微弱刺激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任
一通路的ＬＴＰ，这就是诱导ＬＴＰ的输入协同性［３］。

２　快乐、痛苦与时间

２．１　快乐（ｐｌｅａｓｕｒｅ）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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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根据信息子所处的状态不同，我们可以把已经形

成长时记忆的信息子称为正信息子，把正在处于学习

记忆过程中的新信息子称为负信息子。由于神经依赖

现象的存在，正信息子在发生信息传递时需要投入的

精力和时间较少，而且心理感觉也比较轻松；而负信息

子在发生信息传递时则需要个体投入较多的精力和时

间，而且会产生阶段性的心理不适感觉。因此，我们可

以把正信息子在发生１次信息传递时的轻松心理感觉
和负信息子在发生１次信息传递时的心理不适感觉相
互抵消。也就是说，如果正信息子在发生１次信息传
递时的心理体验是（＋１），那么负信息子在发生１次
信息传递时的心理体验正好是（－１），因为（＋１）＋
（－１）＝０，所以正信息子和负信息子分别发生１次信
息传递时的心理体验正好相互抵消。

根据所处的活动状态不同，可以把正信息子分为

两种类型：激活状态和静息状态。虽然神经系统已经

对正信息子形成了长时记忆，但是要想维持长时记忆

还需要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把那些维持长时记忆

状态的正信息子称为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激活状态

的正信息子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神经系统就会分阶段

地将它们逐渐遗忘，从而形成静息状态的正信息子。

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转变为静息状态的正信息子的过

程称为神经系统的遗忘过程。在神经系统的遗忘过程

中，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阶段性的不适感觉，这种在心

理上表现出来的阶段性不适感觉是个体在产生神经依

赖时的主要表现症状。个体在遗忘过程中的阶段性心

理不适感觉的消失过程与痛苦的消失过程基本一致，

只是发生遗忘时的心理不适感觉比痛苦的症状要轻一

些。神经系统遗忘的正信息子数量越多，个体产生的

神经依赖现象越强烈。静息状态的正信息子转变为激

活状态的正信息子的过程称为正信息子的唤醒过程。

与负信息子的形成过程相比，正信息子在唤醒过程中

出现的心理不适感觉要轻松好多，需要的精力和时间

也少很多。如果在短时间内遗忘的正信息子数量足够

多，就会形成心理成瘾现象；如果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负

信息子数量足够多，个体就会体验到痛苦的感觉。

正信息子发生的信息传递次数越多，一个人的心

理感觉越轻松；负信息子发生的信息次数越多，一个人

的心理不适感觉越明显。因此，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在

一段时间内正信息子发生的信息传递次数和负信息子

发生的信息传递次数的差值称为在此段时间内的净信

息传递次数。

快乐（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单位时间内发生的净信息子传递
次数。如果神经系统内的正信息子在时间 ｔ内共发生
了ｎ次信息传递，神经系统内的负信息子在时间 ｔ内
共发生了ｍ次信息传递，那么，个体在时间ｔ内的净信
息子传递次数是（ｎ－ｍ）次，单位时间内发生的净信息
子传递次数可表示为：

ｐ＝ｎ－ｍｔ
由于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

净信息子传递次数 ｐ不可能达到无限大，而是存在一
个最大值 Ｐ１，我们把当 Ｐ＝Ｐ１时的心理状态称为快
乐，把当Ｐ＝０时的心理状态称为平淡。如果在单位时
间内个体产生的正信息子传递次数小于负信息子传递

次数（即ｎ－ｍ＜０），那么 Ｐ＜０，同样由于受到生理条
件的限制，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净信息子传递次数 Ｐ
不可能无限小，而是存在一个最小值 Ｐ－１，我们把当
Ｐ＝Ｐ－１时的心理状态称为痛苦，把当 Ｐ＝０５Ｐ－１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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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称为抑郁。当Ｐ恒等于Ｐ１时（即Ｐ≡Ｐ１），也
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一直保持在快乐水平

时，我们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自由。如果一个人的心

理状态常常保持在平淡附近，偶尔会在快乐与痛苦之

间波动，我们就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幸福。根据快乐

的定义可知：不存在比快乐更快乐的快乐，也不存在比

痛苦更痛苦的痛苦。快乐或者痛苦的持续时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少去注

意它。无论是在清醒状态还是在做梦状态，快乐的定

义同样适用。

由于神经系统内建立的信息子数量是确定的，而

且一个人学习记忆新信息子的速度是受到生理条件限

制的，因此，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一直保持在痛苦

水平，只要学习记忆的时间足够长，足够数量的可以保

持在幸福水平的信息子就可以被建立起来。由于某种

类型的信息子可以被重复使用，因此，只要那些可以重

复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足够多，选择的标准和设定的传

递条件非常合理，就可以使一个人保持在自由状态。

另外，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只有一次

机会），在体验到强烈快乐的同时，一个人可能会在大

脑内部体验到电流或者闪光的短暂出现。为了描述上

的方便，可以把这个心理学模型称为快乐模型：

ｐ＝ｎ－ｍｔ

Ｐ≡Ｐ１，自由

Ｐ＝Ｐ１，快乐

Ｐ＝０，平淡

Ｐ＝１２Ｐ１，抑郁

Ｐ＝Ｐ－１，















痛苦

２．２　痛苦、遗忘与时间
２．２．１　痛苦与时间
虽然在适应过程中需要调整的具体内容存在巨大

差异，但是骨骼肌与神经系统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阶段性特征具有时间上和心理感觉上的同步性，在

发生损伤后采取的基本治疗原则也大致相同，它们的

完整调整周期都是６个月。例如，神经系统在刺激的
改变幅度较大时会产生痛苦感觉，骨骼肌在负荷刺激

的改变幅度较大时会产生剧烈疼痛感觉；当运动技能

形成后突然停止相关的身体活动，神经系统会产生神

经依赖，骨骼肌会产生肌肉依赖，两者共同作用促使个

体产生对此项运动的渴望；当与运动技能相关的学习

记忆能力提高时，与之相关的骨骼肌功能也会增

强［２，５］。

为了获得较好的学习记忆效果，个体在建立新信

息子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学习记忆速度。个体的学习记

忆速度越高，体验到的心理不适感觉（即心理痛苦程

度）越大。当学习记忆速度超出某种水平时，由于会体

验到强烈的痛苦，个体就会产生比较差的学习效果。

例如，个体也许可以忍受每天学习记忆５个单词或者
数字组合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觉，而且也会获得较好

的学习记忆效果。但是当学习记忆速度增加到 ５００
个／天时，个体的心理痛苦程度将会大幅度增加，严重
时可能会完全拒绝进行学习记忆活动，其学习记忆的

效果将会很差。因此，当正常地学习记忆新信息子时，

个体的心理不适感觉一般不会达到痛苦的水平。但

是，当建立相关信息库时选择的标准或者传递条件向

相反方向变化时，此信息库内的大量单子将会在短时

间内不得不被标准化为双子，如果达到了产生痛苦的

条件：Ｐ＝Ｐ－１，个体就会体验到长时间的痛苦。例如：
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你喜欢的人或者你爱

的人向你提出分手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检查出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时。

骨骼肌在进行科学的大负荷刺激时会产生生物学

适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中，骨骼肌的功能会表现明显的

阶段性提高的特征（即静止期、增长期和稳定期），发

生微细损伤处的疼痛感觉会表现出阶段性下降的特

征［６］；神经系统在进行学习记忆时也会产生生物学适

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中，神经系统的学习记忆效果也会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提高的特征（即敏感化阶段、习惯

化阶段和自动化阶段），发生微细损伤处的痛苦感觉也

会表现出阶段性下降的特征［５］。由于骨骼肌与神经系

统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具有时间上和

心理感觉上的同步性，我们可以根据骨骼肌在微细损

伤后产生的疼痛感觉的阶段性下降特征推测出神经系

统产生的痛苦感觉的阶段性下降特征：

当达到了产生痛苦的条件以后，个体就会产生痛

苦的心理感觉。在达到产生痛苦条件的第１～３天，个
体心理产生的痛苦感觉最剧烈，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

是：在第１～３天，个体往往会非常痛苦以至于不想吃
饭，睡眠时间大幅度减少；在第４～７天，痛苦感觉稍微
减轻，但是依然可以感觉到剧烈痛苦；在第２～３周，痛
苦感觉再次稍微减轻，并且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

平上；在第４～６周，痛苦感觉在减轻幅度非常小的基
础上逐渐下降；在第７～１０周，痛苦感觉在第７周会发
生大幅度减轻的现象，个体的心理状态会出现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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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转变、提高过程，从第８周开始，痛苦感觉又会逐
渐增加，并在第９周达到第７～１０周阶段内产生的痛
苦感觉的最高峰，从第１０周开始，痛苦感觉又会从最
高峰出现明显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明显超过了在第７
周内发生的下降幅度；从第１１周开始，个体只能体验
到中等程度的痛苦感觉，在第１１～２０周，痛苦感觉以
稳定的速度逐渐下降，在第１９周痛苦感觉又会出现一
次小范围的增加，在第２０周又会发生明显下降，直至
痛苦感觉基本消失；在第２１～２６周，个体的痛苦感觉
会一直保持在基本消失的水平，在第２６周（即６个月）
以后痛苦感觉完全消失。

如果个体在对一个条件产生的痛苦进行生物学恢

复的过程中，又达到了另外一个产生痛苦的条件，那么

由这两个条件分别产生的对痛苦的生物学恢复过程是

相互独立的，是互不干扰的，它们的完全恢复时间和对

痛苦感觉的变化规律是各自独立的。例如：如果在前

一个条件产生的对痛苦的生物学过程进行了２个月以
后，另外一个产生痛苦的条件才开始达到，那么，由前

一个条件产生的对痛苦的生物学适应过程继续进行４
个月以后才可以完全恢复，而由后一个条件产生的对

痛苦的生物学适应过程则需要继续进行６个月以后才
可以完全恢复。

虽然痛苦的感觉使个体在心理上非常难以忍受，

但是痛苦的出现说明在个体已经建立的信息库内部存

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完美的地方，需要个体在短时间内

学习记忆大量的新信息，从而使已经建立的信息库更

加完美。当痛苦的感觉消失以后，个体的思想将会变

得比以前更加成熟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体

验到较小程度的痛苦感觉，例如当一个人做了一件使

你非常生气（即较小程度的痛苦）的事情时，你常常会

在第１天不想吃饭，而且睡眠时间大幅度减少，前３天
不想和他说话，３天后生气的程度明显减轻，７天以后
生气的程度基本消失。

痛苦也可以认为是个体在短时间内不得不学习记

忆大量新信息的过程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觉。因此，

从学习记忆的角度来看，痛苦感觉的阶段性下降现象

和神经系统在形成长时记忆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功能

提高现象是同一个生物学适应过程的两个方面。在长

时记忆的敏感化阶段（即第１～６周），个体心理产生
的痛苦感觉很剧烈，而且痛苦程度保持相对稳定，个体

形成的长时记忆能力很不稳定，常常会暂时性地忘记

学习记忆的内容；在长时记忆的习惯化阶段（即第７～

２０周），个体心理产生的痛苦感觉呈有规律的逐渐下
降趋势，个体形成的长时记忆能力逐渐提高；在长时记

忆的自动化阶段（即第２１～２６周），个体心理产生的
痛苦感觉基本消失，个体的长时记忆能力基本形成［５］。

２．２．２　遗忘与时间
由于痛苦是个体在短时间内学习记忆大量的新信

息子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觉，而神经依赖现象是个体

在短时间内遗忘大量的正信息子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

觉。由于两个过程正好是神经系统在适应过程中表现

出的两个方面，因此个体在遗忘过程中的阶段性心理

不适感觉的消失过程与痛苦的消失过程基本一致，只

是发生遗忘时的心理不适感觉要比痛苦的症状轻一

些。

３　性行为与爱情

身体性别差异实验结果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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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上述结论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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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１　第一次恋爱
我们可以将爱情理解为前面已经建立的心理学模

型的一个实际应用案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即性别

文化和性文化）按照一定的标准在神经系统内部被标

准化为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子，并形成与爱情相关的信

息库。

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时，选择的标准是：在

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性别相同的方面，通过运用化妆、

美容、学习记忆与爱情相关的信息等手段，使女性和男

性在整体上的感觉完全不同，从而使它们在各自性别

的神经系统内部建立了大量的一次性使用的单子；在

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性别有明显差异的方面，建立隐

私部位的概念，并通过运用包裹隐私部位（乳房和性器

官等）、尽可能地减少或者禁止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相互

探索或者接触对方的身体、学习记忆与爱情相关的信

息等手段，使女性和男性对异性的身体都产生巨大的

兴趣和吸引力，从而使它们在各自性别的神经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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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立了大量的一次性使用的单子。另外，在女性和

男性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判断力之前，通过大力宣传

在部分女性和男性之间产生的爱情的美好心理感觉、

发生在相爱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由阴道和阴茎共同参与

并达到性高潮时的性行为的美好身体感觉，使女性和

男性对爱情和性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渴望。为了

获得心理满足，它们就会产生主动创造条件体验爱情

和性行为的心理动机。

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时，设定的传递条件

是：在女性和男性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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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在出生以后，经过不断地学习记忆新信息，与

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容量不断增加，个体对爱情的心理

渴望程度也不断增强。当达到了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

传递条件时，大量的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子开始在信息

库内部传递，这时，单位时间内发生的净信息子传递次

数很容易就会达到产生快乐的条件（即Ｐ＝Ｐ１），于是，
个体就会体验到长时间的快乐或者短时间的自由。在

对方没有提出分手之前，快乐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

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结构和大小。因为个体从一出生

就要接触与爱情相关的信息，与神经系统内的其它信

息库相比，个体在建立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持续时间

方面往往是最长的，与爱情相关信息子的数量也是非

常多的。因此，当第一次达到传递条件时（即第一次恋

爱），个体就会体验到它出生以后从没体验过的最长时

间的快乐。大量的一次性使用的单子在第一次恋爱中

获得信息传递以后，将不会继续参与信息的交流。另

外，当第一次恋爱后，个体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与

第一次恋爱时规模相同的信息库，爱情的传递条件有

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达到。因此，一般情况下，第二次

恋爱时体验到的快乐没有第一次时间长。

因为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包含了太多的一次性

使用的单子，随着恋爱中的两人不断地接触和交流，它

们很快发现，想象中的爱情与实际发生的爱情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在爱情没有发生以前，你可以把接吻、拥

抱或者性行为等身体活动想象的非常美好，当上述身

体活动真的发生并且不断地重复时，你将很快发现那

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那些一次性

使用的单子再也不可能发生信息传递了。

当你爱的人第一次说“我爱你”时，你体验到了从

来没有体验过的长时间的快乐，你往往会错误地认为

是对方给了你这么多的快乐，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

当你爱的人每次都说“我爱你”时，你应该每次都体验

到持续时间相同的快乐，但是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样的

现象是不可能重复发生的。正确的解释是：这些快乐

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因为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

库时，你把快乐的传递条件设定为你爱的人也明确表

示爱你，也就是说你把释放快乐的权利主动交给了别

人。如果在建立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时，你把传递条

件设定为任意条件或者没有条件，与爱情相关的信息

库内的信息子就有可能随时发生信息传递，你也可能

会随时体验到快乐。因此，“你爱的人也明确表示爱

你”这个传递条件属于可替换的传递条件。把传递条

件设定为“你爱的人也明确表示爱你”的另外一个后

果是：推迟了验证或者修改与爱情相关信息库的时间

和内容。如果没有设定这样的传递条件，个体很有可

能会通过经验、推理或者想象等方式获得可以重复使

用的真实的与爱情相关的信息。例如：接吻、拥抱等身

体活动的真实感觉很容易通过经验或者想象等方式直

接在神经系统内部建立可以重复使用的真实的信息，

而不是一定要等到发生真实的接吻、拥抱等身体活动

后才开始验证或者修改相关信息。

３．２　性行为
在对性行为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上，爱情文化也采

取了大致相同的措施。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部包含

了许多有关性行为的信息子，其中也包括许多一次性

使用的单子。在还没有真实进行性行为以前，使个体

对性行为产生巨大的心理渴望，大力宣传发生在相爱

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由阴道和阴茎共同参与并达到性高

潮时的性行为的美好身体感觉。因为在由阴道和阴茎

共同参与的性行为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女性体验不

到性高潮。因此，爱情文化通常会强调在相爱的女性

和男性之间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稳定的性行为关系，对

于女性和男性在进行性行为时是否都达到了性高潮的

问题则没有过多的说明，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进行性行

为和获得性高潮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认为是同一个概

念，常常错误地假设：发生了性行为的女性和男性双方

都会体验到性高潮。

虽然爱情文化大力宣传进行性行为并获得性高潮

时的美好身体感觉，但是由于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

部包含了许多与性行为相关的信息子，因此，当进行性

行为的传递条件达到时，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将会发生

性行为，与性行为相关的信息子开始发生信息传递。

当达到了产生快乐的条件（即 Ｐ＝Ｐ１）时，个体就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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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到长时间的快乐。因此，个体在第一次进行性行为

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获得相应的身体感觉的同时，在心

理上也会体验到一段时间的快乐。随着进行性行为的

次数不断增多，那些与性行为相关的一次性使用的单

子将不再参与信息的传递，这时很不容易达到产生快

乐的条件（即Ｐ＝Ｐ１）。如果产生的快乐感觉真的是由
于进行性行为引起的，那么在第１次进行性行为时体
验到的快乐感觉应该和第３００次体验到的快乐感觉是
一样的。虽然在心理上体验到的快乐有可能会随着性

行为次数的增多而减少，但是由于在不断地重复进行

性行为的过程中，与性行为相关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信

息子将会产生神经依赖，与性行为相关的肌肉将会产

生肌肉依赖，这时如果停止进行性行为，个体就会在心

理上和身体上产生性行为渴望，从而促使个体继续按

照已经形成的性行为模式进行性行为。

由阴道和阴茎共同参与形成的性高潮只是多种可

以达到性高潮的方式之一，由阴道和阴茎共同参与进

行的性行为只是多种可以进行性行为的方式之一，因

此，如果仅仅考虑获得性高潮或者进行性行为这两方

面的因素，阴道和阴茎共同参与是可替换的传递条件。

尽管有多种可以达到性高潮的方式，在获得性高潮的

过程中也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身体和心理感觉，但是

个体在达到性高潮时的身体反应和心理感觉是相同

的，与性行为相关的肌肉发生了短时间的节律性收缩

（即多次短时间的快速收缩）。性行为依赖是肌肉依

赖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幻想依赖是神经依赖的一种表

现形式。在爱情文化中，个体对性行为产生心理渴望

是本能，是不需要解释的事实，是单子；而根据神经依

赖和肌肉依赖的概念，个体对性行为产生心理渴望则

是通过学习记忆和实践培养出来的，是有确定的原因

的，是双子。

３．３　思念、想念与爱情调整期
当女性和男性确定恋爱关系一段时间以后，虽然

那些一次性使用的单子已经不能再进行信息的传递，

但是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还有许多可以重复使用的

信息子，这些可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通过恋爱过程一

直维持着长时记忆状态，也就是说它们是激活状态的

正信息子。当女性和男性由于某种原因分别一段时间

（例如７～４２天）并且很少相互联系时，在分别的这段
时间内，在女性和男性的心理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思

念或者想念对方的感觉，这种思念或者想念对方的感

觉在爱情文化中被解释为一个人爱或者喜欢对方的表

现。但是，从神经依赖的角度分析，这种心理状态的出

现是由于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在转变为静息动态的正

信息子时产生的一种正常心理现象，神经系统试图通

过思念或者想念的方式维持已经形成长时记忆状态的

正信息子，从而有效阻止遗忘过程的发生。与爱情相

关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越多，个体思念或者想念

对方的程度越强烈。如果在此期间女性和男性即没有

通过其它途径相互联系，也没有主动采取措施（例如不

断地回忆）有意识地保留两人之间的交往细节，个体思

念或者想念对方的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

思念或者想念对方的程度的降低过程与痛苦的消

失过程基本一致，在分别后的第１～３天，思念或者想
念程度最强烈；在第４～７天，思念或者想念程度稍微
降低，但是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第２～３周，思念
或者想念程度再次稍微降低，并且保持在一个相对稳

定的水平上；在第４～６周，思念或者想念程度降低幅
度非常小的基础上逐渐下降；在第７～１０周，思念程度
在第７周会发生大幅度降低的现象，从第８周开始，思
念或者想念程度又会逐渐增加，并在第９周达到第７
～９周阶段内的最高峰，从第１０周开始，思念或者想
念程度又会从最高峰出现明显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明

显超过了在第 ７周内发生的下降幅度；从第 １１周开
始，个体只能体验到中等程度的思念或者想念感觉，在

第１１～２０周，思念或者想念程度以稳定的速度逐渐下
降，在第１９周思念或者想念程度又会出现一次小范围
的增加，在第２０周又会发生明显下降，直至思念或者
想念程度基本消失；在第２１～２６周，个体的思念或者
想念程度会一直保持在基本消失的水平，在第 ２６周
（即６个月）以后思念或者想念的感觉完全消失，与爱
情相关的处于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已经完全转变为静

息动态的正信息子。

女性和男性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当那些一次性使

用的单子不再发生信息传递时，恋爱中的双方感受到

快乐的时间和频率将会大幅度减少。由于爱情文化把

女性和男性分别按照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进行了标准

化，随着身体心理交流的不断深入，女性和男性将会发

现真实的对方与想象中的对方差距非常大，在恋爱中

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观点上的差别与矛盾。由于神

经依赖现象的存在，女性和男性都不想改变自己的观

点，都希望对方可以改变观点，并且和自己保持一致。

它们各自的尝试在客观上造成了它们不断地学习记忆

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说，新信息按照对方的观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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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断地被标准化为自己的信息。由于在学习记忆

新信息的过程中会产生心理不适感觉，因此，在恋爱初

期长时间的快乐过去以后，将会出现一段相当长时间

的心理不适感觉。心理不适感觉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

于恋爱双方需要学习记忆的信息量的多少。当与爱情

相关的信息库经过实践检验和充分调整后，那些新建

立起来的信息子已经形成了长时记忆，新信息子已经

变成了处于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而且新建立的信息

子大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这

时，在恋爱过程中女性和男性体验到快乐的时间和频

率将会增加。为了描述上的方便，可以把这一时期称

为爱情调整期。如果女性和男性在建立与爱情相关信

息库的初期就逐步建立大量的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可

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那么爱情调整期的持续时间将

会很短，而且恋爱双方体验到快乐的时间和频率将会

比现在多。

３．４　失恋时的痛苦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当你的恋人明确表示

想要与你分手时，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部含有的大

量单子在短时间内不得不通过学习记忆过程被标准化

为双子，当达到了产生痛苦的条件时（即 Ｐ＝Ｐ－１），你
就会体验到由失恋引起的一段时间的痛苦。由失恋引

起的痛苦恢复过程与由其它原因引起的痛苦恢复过程

完全一样，这里就不在重复说明了，请参考前面论述的

痛苦恢复过程。

由于个体在失恋事件发生以前大量的处于激活状

态的正信息子正在正常地进行信息传递，当失恋事件

发生后，个体与前恋人之间的联系会大幅度减少或者

完全中断，与爱情相关的处于激活状态的正信息子不

得不通过神经系统的遗忘过程逐渐地转变为静息状态

的正信息子，于是个体在体验到失恋痛苦的同时，也会

体验到发生神经依赖现象时的心理不适感觉，个体会

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思念或者想念对方，随着时间的流

逝大部分与之相关的记忆会逐渐遗忘。

如果个体在恋爱以前就已经建立了在失恋以后才

开始建立的双子，那么它将不会体验到失恋的痛苦。

事实上，只要我们在建立信息子时找到了识别单子的

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地将这些单子标准化为双

子，从而有效地避免发生失恋时的痛苦。在建立与爱

情相关的信息库时，由于选择的标准和设定的传递条

件出现了错误，才会造成需要的双子不能正常地建立，

从而使个体体验到由失恋引起的长时间的痛苦。从理

论上来说，如果建立的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足够科学

合理，那么对方在明确表示与你分手时你将不会体验

到痛苦。对产生爱情的传递条件的错误设定，在客观

上推迟了逐渐地把与爱情相关的单子转化为双子的时

间。因此，是你自己把产生失恋痛苦的权利让给了别

人，而你建立的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子是通过在学习爱

情文化时获得的。

３．５　幸福爱情与自由爱情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爱情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只是快乐模型的一个简单应用，现在使用

的爱情文化可以使相爱的女性和男性在心理状态上保

持在幸福水平。由于与爱情相关的信息库内包含了大

量的单子，设定的传递条件大都是可替换的传递条件，

从而使个体不断地在建立心理渴望———获得心理满

足———再建立心理渴望———再获得心理满足的模式中

循环，个体的心理状态大部分时间在平淡附近上下起

伏，偶尔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快乐，偶尔会产生一段时间

的痛苦，我们把这种爱情称为幸福爱情。

通过学习记忆过程，如果女性和男性都具有长时

间独处的能力，在女性和男性的交往中始终坚持人与

人之间是平等的原则，女性和男性都做好了正在进行

的事情有可能随时被中断的心理准备，女性和男性都

具有较好的想象力，那么它们就可以在建立与爱情相

关的信息库的过程中，建立足够数量的、可以经受实践

检验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双子，它们就可以识别出那些

可替换的传递条件，找出并设定那些不可替换的传递

条件。当各方面的条件达到时，女性和男性才有可能

在恋爱中体验到自由的心理状态，我们把这种爱情称

为自由爱情。

４　结　　论

４．１　学习记忆过程是神经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
将新信息不断地标准化为信息子的过程。经过信息的

标准化过程，新产生的信息子可以在神经系统内相应

的信息库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或

者外部动机的强烈干预，当同时面对学习记忆新信息、

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时记忆信息和遗忘已经形成的长时

记忆信息三种选择时，个体常常会倾向于选择维持记

忆的心理活动，从而有效避免在学习记忆或者遗忘过

程中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阶段性心理不适感觉。

４．２　如果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传递条件建
立了太多的信息库，由于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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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达到设定的传递条件，因此即使它

建立的信息库容量非常大，但是在神经系统内部发生

的信息交流量还是有可能会非常小。发生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选择的标准和设定的传递条件不合理，导

致各种信息库之间相互独立，信息库内的信息子不能

跟其它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发生信息交流。如果可以找

到这样一种标准，个体在此标准下建立的信息库可以

包括所有的其它信息库，那么信息库内的信息子在这

个人的神经系统内部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信息交流。

４．３　由于神经系统内建立的信息子数量是确定
的，而且一个人学习记忆新信息子的速度是受到生理

条件限制的，因此，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一直保持

在痛苦水平，只要学习记忆的时间足够长，足够数量的

可以保持在幸福水平的信息子就可以被建立起来。由

于某种类型的信息子可以被重复使用，因此，只要那些

可以重复使用的信息子数量足够多，选择的标准和设

定的传递条件非常合理，就可以使一个人保持在自由

状态。

４．４　由于痛苦是个体在短时间内学习记忆大量
的新信息子时产生的心理不适感觉，而神经依赖现象

是个体在短时间内遗忘大量的正信息子时产生的心理

不适感觉。因此，从学习记忆的角度来看，痛苦感觉的

阶段性下降现象和神经系统在形成长时记忆过程中出

现的阶段性功能提高现象是同一个生物学适应过程的

两个方面；个体在遗忘过程中的阶段性心理不适感觉

的消失过程与痛苦的消失过程基本一致，只是发生遗

忘时的心理不适感觉要比痛苦的症状轻一些。

４．５　爱情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只是快乐模型的一
个简单应用，现在使用的爱情文化可以使相爱的女性

和男性在心理状态上保持在幸福水平，可以在女性和

男性之间产生幸福爱情。如果女性和男性都具有长时

间独处的能力，在女性和男性的交往中始终坚持人与

人之间是平等的原则，女性和男性都做好了正在进行

的事情有可能随时被中断的心理准备，女性和男性都

具有较好的想象力，那么女性和男性才有可能在恋爱

中体验到自由的心理状态，从而产生自由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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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同性恋常见精神健康问题及成因探析

吴天亮１　张　健２　陈国永３　景学安１△

１泰山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教研室，山东 泰安 ２７００１６
２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

３泰山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系统解剖学教研室，山东 泰安 ２７００１６

【摘　要】男男同性恋（ＭＳＭ）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是为当今多数人所不认同和歧视的群体，而且也是性病、

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本文首先探讨了男同性恋者的常见精神健康问题，其次分析了造成男男同性恋精神健康问题的原

因，以了解男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减少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为以后研究男男同性恋问题提供依据。

【关键词】同性恋；男男同性恋；精神健康；成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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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一词最早起源于１８６９年的德国，该词是由
医生Ｂｅｎｋｅｒｔ创造的，当时对同性恋描述为对异性不能
做出性反应，却被同性的人所吸引［１］。我国著名性社

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同性恋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

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

（男人或女人）”［２］。王全意等人认为“男男性接触者

（ＭＳＭ）是指曾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包括男同
性恋者、男双性恋者和部分男异性恋者，ＭＳＭ范围要
比男同性恋者广泛得多”［３］。

同性恋者虽然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但是绝对数量

却不少，我国卫生部２００４年调查表明，中国有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男同性恋者［４］。男男同性恋已经成为艾滋病

的重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性传播比例上升明显。据

卫生部的报告，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新报告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中经性途径传播所占比例为８４．９％，其中
经男男同性恋者性传播所占比例为２１．１％，同年哨点
监测发现，男男同性恋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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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７％［５］。以上报告表明，同性恋尤其是男男同性

恋近几年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艾滋病等疾病的高

危易感人群。因此，了解男同性恋者的精神状况和男

男同性恋的成因对于帮助他们走出同性恋的阴影、制

定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

先介绍了男男同性恋的概念和我国男同性恋者的现

状，其次描述了男男同性恋的常见精神卫生问题，然后

分析了造成男男同性恋心理精神问题的原因，以引起

人们对男男同性恋的更加广泛的关注。

１　男同性恋者常见精神健康问题

同性恋者尤其是男男同性恋者，由于其自身的生

活方式、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在现

实社会中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与常人相比

更容易出现各种精神健康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自杀倾

向和男同性恋者出现的各种情绪问题。

１．１　自杀
大量研究表明同性恋者更容易自杀，尤其是青少

年同性恋者［６］。同性恋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艰难

地生存在社会的边缘，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种种

压力，尤其是男同性恋者，他们不仅遭到家庭成员的

反对和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束缚，更受到了社会各

个方面的歧视，男同性恋者的恋情一旦曝光，周围的

人就会对男同性恋者不理解、谴责，甚至怀疑他们的

道德问题［７］。他们中的一部分被迫选择了顺应社会

主流性取向，一部分选择了相对自我的生存方式。

虽然如此，客观社会现实的不认可以及主观身份冲

突和情感纠结，使得同性恋群体处于难以想象的生

存困境，于是一部分男同性恋者选择了自杀，结束

自己矛盾的生命。

１．２　情绪问题
许多男同性恋者由于自己的性取向和爱情不被

人们所接受，他们的内心长期压抑着痛苦，他们认为

自己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再怎么努力都是一个结

果，于是就按照人们想象的自己的形象去行动了，比

如病态人格、男女性化等等。男同性恋者在婚姻生

活中更是如此，由于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到

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就选择异性结婚。在婚姻生活

中，有些对方知道真相后，对同性恋者还会冷嘲热

讽或冷言冷语，同性恋者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如履

薄冰，忍受着另一半对自己的歧视［８］。以上两个方

面都使得男同性恋者产生紧张、孤立、恐惧、焦虑、偏

执、抑郁等心理状态［９］。

２　造成男同性恋者精神卫生问题的原因

造成男同性恋者心理精神问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

的，主要是由遗传、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的。本

文将从心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造成男男同性恋精

神卫生问题产生的原因。

２．１　心理因素
童年和青春期性心理：多数男同性恋者的儿童时

期多处于女性之中，父母把他们当作女孩来抚养导致

他们缺乏与男性交往的机会，这使得大多数同性恋者

感到自己是异类，从而产生比较孤立的心态；到了青春

期，父母对性问题持否定的态度，有的母亲将对女性的

不信任转嫁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使得自己的儿子不能

正确地看待异性，时常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不满，产生紧

张、抑郁的情绪［１０］。此外，恋母情结对同性恋者的情

绪的产生也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同性恋者的父母

不鼓励男孩表现出男性特征，有统治欲的母亲不允许

儿子对除她自己之外的异性产生兴趣［１１］，有的同性恋

者因此产生变得胆小，甚至产生恐惧、偏执的心态。在

男同性恋者童年和青春期家庭成员的对性的消极、排

斥、不认同等，都使得同性恋者产生孤立、紧张、抑郁、

恐惧、偏执等精神卫生问题。

性情绪因素：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异

性的肯定，感情发展不顺利，同时受到同性的吸引，就

会产生同性恋倾向［１２］，表现在情绪方面就是焦虑、抑

郁、紧张等心态，有时还会有自杀的倾向。

２．２　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不同的政治政策，经济繁荣

情况以及文化环境，都对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和精神

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１３］。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像

某些外国文化那样残酷迫害同性恋者，但中国传统道

德观念仍视同性恋为不道德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对同性恋行为的制裁和道德批判非常严厉。到了

１９９７年，新《刑法》正式废除了流氓罪，随之而除的是
过去用于惩处同性性行为的“鸡奸”之名。但是，在各

种行政法规和规章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不公正的对待

同性恋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这些政策本身

就对男同性恋者带有歧视的色彩，在这种不公正的政

治和文化环境下，男同性恋者的心理开始变得消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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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孤独、抑郁、恐惧等消极的心态，甚至有的同性恋

者忍受不了这种歧视和不公正，选择了结束自己矛盾

的生命。

家庭和学校因素：比波指出同性恋主要来自以下

家庭双亲模式：一个疏远具有敌意的父亲和贬低丈夫

的母亲或一个强悍的母亲和较弱的父亲［１４］。父亲的

软弱和母亲的强势使得同性恋者变得软弱，经常产生

恐惧和紧张的心理；同性恋者在学校生活中受到歧视

也是造成男同性恋者产生精神卫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环

境因素。很多男同性恋者经常被同学言语攻击，更有

甚者受到同学身体上的攻击，很多同性恋者被学校隔

离、拒绝、虐待，更是加剧了男同性恋者的的性角色的

转变。这通常会造成同性恋者心理孤立、恐惧、抑郁

等，更有甚者选择自杀来反抗学校的这种不公正的待

遇。

３　讨　　论

虽然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

人群更加理解和包容，但对同性恋尤其男同性恋者的

歧视依然存在。男男同性恋者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家

族观念和“延续香火”等观念的影响，相较于女同性恋

者更容易受到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排斥、不满甚至歧视，

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精神健康问题。因此，只有

男同性恋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宽

容和理解，进而解决存在的精神健康问题。一方面，男

同性恋者要自尊、自爱、自重，正确地看待自己；另一方

面，要加大社会的宽容度，社会公众不能对同性恋者只

持批判态度，媒体引导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媒体

在报道同性恋事件时，不能只是片面的批评和消极否

定，本着公正的原则，为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创

造一个宽容的环境［１５］。

对于男男同性恋的成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

法。目前，人们倾向于用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解

释同性恋的成因，同性恋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１６］。由于男男同性恋在生理方面的成因是由遗

传、激素水平和大脑结构三方面决定的，是先天性的，

无法改变的，故本文未对男同性恋者形成的生理因素

和先天因素做探讨。

综上所述，男男同性恋的成因与生理、心理和社

会等方面因素有关，尤其是心理和社会因素不仅是

男同性恋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导致了男同性恋

者产生一系列精神健康问题。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地

对待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并为他们提供宽

松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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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

心理干预对产妇分娩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皮晓玲

璧山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２７６０

【摘　要】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对产妇分娩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对来本院生
产的分娩期孕妇７５例（心理组）进行心理干预。同时选取同期在我院分娩的孕妇７３例作为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护理。
观察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平均产程及分娩疼痛程度。结果：心理组平均产程（７３９±１２１）ｈ，对照组为（１０１９±１５９）
ｈ，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理组顺产率（７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５８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心理组剖宫产率为１２００％，对照组为２０５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理组的疼痛程度
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实施干预可减轻产妇分娩疼痛，降低剖宫产率。

【关键词】心理干预；分娩；阴道；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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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妇分娩是家庭中的大事，产妇在分娩这个关键
时刻会有不同的需求［１，２］。对分娩期孕产妇进行心理

干预，可以提高顺产率及婴儿存活率。本文从２０１１年
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对来本院生产的分娩期孕妇７５例
进行了心理干预，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对来本院生产

的分娩期孕妇７５例（心理组）进行干预。年龄２３～３５
岁，孕周（３８＋２～４１＋５）周；经产妇２１例，初产妇５４例；
单胎６９例，双胎 ６例。同时选取同期在我院分娩的孕
妇７３例作为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护理。对照组产妇年
龄２１～３５岁，孕周３８＋５～４１＋３周；经产妇２５例，初产
妇４８例；单胎７０例，双胎３例。两组产妇年龄、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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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次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　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心理组在产科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实施心理干预，其方法如下。

１２１ 产前宣教　①宣教分娩的一般知识及整
个分娩过程，正确认识分娩疼痛，减轻思想负担，以积

极的心态面对分娩。②对产妇细心安慰，消除紧张、焦
虑、恐惧心理，积极的进行产前训练，保持体力进行分

娩。③产前对家庭成员进行宣教，不要给产妇压力，使
其能够在分娩过程中积极配合。

１２２ 产时激励及分娩全程实施心理诱导 让

有经验的助产士与产妇及时进行沟通，鼓励产妇自然

分娩，指导产妇运用拉梅兹生产法配合生产。在分娩

过程中，人员要友善、亲切，态度友好，以消除或减少产

妇对分娩的恐惧和焦虑情绪。

１２３ 产后 产后产妇由于长时间的生产，精神

极度疲惫，回到病房以后，人员在沟通过程中要耐心、亲切

的告知有关事项，指导早期母乳喂养。保持病房整洁、安

静，使其能够心理舒适，以促进生理的恢复。定时嘱咐产

妇进行排尿和排便，避免产妇出现慢性尿潴留症状［３］。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平均产程及分娩疼痛程度。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的形式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产妇分娩总产程及分娩方式的比较

心理组平均产程（７３９±１２１）ｈ，对照组为
（１０１９±１５９）ｈ，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心理组顺产率（７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５８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理组剖宫
产率为１２００％，对照组为２０５５％，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分娩总产程及分娩方式的比较

组别 平均产程（ｈ）
分娩方式［ｎ（％）］

顺产 产钳 胎吸 剖宫产

心理组（ｎ＝７５） ７．３９±１．２１ ５５（７３．３３） １０（１３．３３） １（１．３３） ９（１２．００）

对照组（ｎ＝７３） １０．１９±１．５９ ４３（５８．９０） １３（１７．８１） ２（２．７４） １５（２０．５５）

ｔ／χ２ ５．１６７ １１．３６５ ４．１２５ ３．１５７ １３．３２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分娩过程中疼痛程度比较

心理组的疼痛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分娩过程中痛疼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Ⅰ级［ｎ（％）］ Ⅱ级［ｎ（％）］ Ⅲ级［ｎ（％）］

心理组 ７５ １５（２０．００） ４１（５４．６７） １９（２５．３３）

对照组 ７３ ４９（６７．１２） １２（１６．４４） １２（１６．４４）

χ２ ２１．３３ １９．８７ ５．６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实施干预心理可缩短分娩总产程

研究证明，焦虑［４］、抑郁等不良情绪会导致子宫收

缩乏力而致产力异常、宫颈痉挛，不利于正常分娩。而

心理干预有利于胎头下降及宫口扩张，明显缩短了产

程，降低了难产率。本研究中，心理组平均产程（７３９
±１２１）ｈ，对照组为（１０１９±１５９）ｈ，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实施心理明显缩短了
分娩总产程。

３２　干预可有效地降低剖宫产率，促进自然分娩
分娩与产妇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焦虑、恐惧等

不良反应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引起机体内环境紊

乱，可导致子宫收缩乏力，疼痛加剧，导致宫缩紊乱或

乏力，产程延长，造成难产［５，６］。本研究中，对产妇进

行健康宣教，宣传自然分娩的知识，使其认识到自然分

娩的好处，消除其焦虑、恐惧心理，并且在分娩过程中

实施干预，从而减少了产妇主观原因造成的难产和剖

宫产。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组顺产率（７３３３％）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５８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心理组剖宫产率 为 １２００％，对 照 组 为
２０５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
可减少产后生殖系统的感染。 （下转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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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妻群体的困境和对策分析

林旭东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为了解决同妻问题，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对同妻群体现状、困境进行分析。得出同妻问题存

在的原因包括：社会开明程度有待提高、法制有待健全、社会工作有待加强的结论，并提出加强相关知识宣传、促成同性

婚姻合法化、加强同妻法律保护力度、建立专门性同妻救助组织四项对策，从而为同妻提供立法保护和社会保护。

【关键词】同妻；同性婚姻；法律保护；社会组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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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同妻群体现状

“同妻”是指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国外学者研究

《金赛报告》得出结论：男同性恋占男性总人口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教授在《同性

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我国同性恋者占总人口３％ ～
４％，约３６００万～４８００万［２］。“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

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估计我国男同性恋者总数

量近２０００万［３］，忽略不计已婚男同性恋者中的双性恋

者，狭义上的同妻数量仍在１０００万以上，数量庞大。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韩语教

师、女博士罗洪玲得知自己被同性恋丈夫“骗婚”，跳楼

自杀，当场身亡［４］。同妻群体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１９９７年，《刑法》删除处罚男同性恋者的“流氓罪”
条款；２００１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
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移除。随着社会多元化

发展，同性恋群体日益被包容。而同性恋群体背后的

更弱势群体———不能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被同性恋

丈夫冷落、漠视的同妻群体却仍在遭受着生理、心理的

煎熬。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四届同志亲友恳谈会在上海
召开，同妻的公开发言揭露了与男同性恋者结合的家

庭中，同妻遭受的生理折磨，甚至活在同性恋丈夫的家

庭暴力的阴影下，以及得知丈夫是同性恋者的真相之

后承受着沉重心理压力［５］。

２　同妻群体面临的困境及成因分析

２．１　同妻群体面临的困境
“龙阳之癖”、“断袖”等史料记载表明男同性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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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自古存在的客观事实。正如黄洋教授的观点：人

类性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是一种社会和

文化现象［６］。然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无论是以
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还是社会民众皆对同性恋现象

讳莫如深。对同性恋的相关知识科普不到位，同性恋

者往往隐藏自身性取向，甚至部分同性恋者对自身性

取向认知不足，步入异性婚姻，造成了同妻的悲剧。经

济发展，社会风气日渐开放，同性恋群体及其相关公共

政策开始成为社会热点。伴随着北京同性恋婚纱摄

影、酷儿影展、上海同性恋骄傲周、广州同性恋亲友会

等活动的举办，同性恋这一过去“柜中”（ｉｎ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ｔ，
隐藏同性取向）群体开始以正面、积极的姿态活跃在社

会的舞台上，小部分同性恋者选择“出柜”（ｃｏｍｅｏｕｔｏｆ
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ｔ，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性取向），与此形成对比
的是同妻群体的悲惨处境。许多接受访谈的同妻表

示，即使了解到丈夫是同性恋的真相，为了家庭而委曲

求全的同妻占了多数。选择解除此类不正常的婚姻，

也给她们留下了婚姻生活的心理阴影。

同妻这一弱势群体面临以下重重困境：（１）法律
保护缺失，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针对性保护性法律法

规。同妻群体的自主婚姻权、人身安全权等一系列法

律权力遭受侵犯。首先表现在婚姻自主权上，同妻往

往是在同性恋丈夫隐瞒其性取向的情形下，与其建立

婚姻关系。目前只能从道德上谴责同性恋丈夫的“骗

婚”行为，而法律制裁、惩治条文仍是法律空白地带；其

次，与同性恋丈夫离婚，《婚姻法》没有给予同妻支持

性的倾斜。即使解除婚姻关系，同妻未能够得到物质

补偿和精神补偿；最后，男同性恋普遍存在乱交现象，

而性乱人群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７］，与其进行夫

妻生活的同妻，存在着较高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同妻

的生命安全权得不到保障。（２）社会保护缺位，缺乏
关注和保护措施。同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弱势群

体，缺乏关注和保护，更没有表达自身利益的有效渠

道。以千万计的同妻成了同性恋者逃避社会压力、隐

藏身份的“牺牲品”。同妻或忍气吞声，或选择诸如罗

洪玲女士的极端抗争方式，现状堪忧。遏制同妻现象

刻不容缓，需要广大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从舆论上、

立法上、实际行动上保护同妻这一弱势群体。

２．２　困境的成因分析
正如李银河教授所说，“同妻成了最富中国特色的

现象”。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可以光明正大地与同性

恋伴侣同居，甚至结婚。形成我国同妻群体面临困境

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１）深层原因：社会开明程度有待提高。当前主流文
化对待同性恋者仍然未完全报以正确态度，未能致以

足够宽容。情感、认知影响了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

度［８］。大量的同性恋者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家庭

“逼婚”、“传宗接代”的压力而选择了与异性婚姻。这

是数量庞大的同妻群体形成的深层原因，同妻“发声”

困难的重要原因。（２）首要原因：法制有待健全。尚
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相关法案，也并无针对防止

同妻群体进一步扩大的法律法规。没有法律强制力的

震慑作用，不仅难以遏制同妻群体数量增加，保护同妻

的工作的开展也步履维艰。（３）直接原因：社会工作
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针对同性恋者的基本的权益

保护的条文规定的缺失，同性恋者仍有可能因为公开

性取向而权益受到侵害，遭受不公平待遇，同性恋者往

往选择隐瞒同性恋取向；另一方面，没有专门的官方的

同妻保护组织、针对性的非政府保护组织、自救组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同妻保护工作中，非政府组织的

天然的特点、优点并没有发挥出来，救助同妻群体的活

动屈指可数，社会影响力也不足。正如俞可平研究员

认为：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就难有作为理想政治

状态的善治［９］。纵观当今世界潮流，非政府组织正在

成为政府和公民沟通的一座重要桥梁：既将组织成员

对政府的意见转达政府，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处理

意见转达成员，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推动

政府和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

理［１０］。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同妻保护工作的轨道是保

护工作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３　解决同妻困境的对策

３．１　完善宣传工作，呼唤社会共同保护同妻
首先，政府部门和第三部门重视并完善同性恋科

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呼吁社会宽容对待同性恋群体。

只有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才能根本上保证同性恋

者不再违心走入异性婚姻，从而避免同妻群体的扩大。

其次，在同性恋群体中加强宣传，引导同性恋群体认知

同妻问题，谴责男同性恋者“骗婚”行为。最后，增强

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上的作用［１１］，大众传媒

作为“社会公器”，应履行社会职责，努力为弱势群体

提供更多媒介资源，创办更多面向弱势群体的版面、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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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栏目，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平台，呼吁

社会关注同妻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为同妻群体提供行

之有效的援助，帮助同妻走出有名无实的婚姻，突破同

妻身份，杜绝同妻群体数量增加。

３．２　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国尚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是同妻群体形成的首

要原因，同性恋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婚姻法规，迫于社

会、家庭的压力，往往选择与异性建立婚姻关系。部分

西方国家、地区已设立了反歧视同性恋者的保护性法

律，并且陆续承认同性家庭伴侣关系、婚姻关系。一些

国家并未颁布同性婚姻法，但承认同性伴侣的法律地

位。丹麦于１９８９年颁布《民事结合法》，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承认同性家庭伴侣关系的国家；荷兰于２００１年
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

姻关系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等

国家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等和旧金山等都已

承认同性婚姻。我国２０１２年两会期间，同性婚姻提案
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列位第二，但最终却没有成功

递交。作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

李银河教授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并提

出两种方案：（１）设立同性婚姻法案；（２）对《婚姻法》
略做改动：将《婚姻法》中的“夫妻”改为“配偶”（标注

“性别不限”）。但目前这两种提案都未得到立法部门

的认同。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思想根深蒂固，大量同

性恋者在婚育年龄选择步入异性恋婚姻，是造成了同

妻的悲惨处境的深层原因。在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

下，多数同妻在知道丈夫是同性恋后，往往默默承受压

力。由于男同性恋者特殊的性交方式（口交、肛交）以

及滥交情况严重，男同性恋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发人

群。卫生部公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工作
报告》表明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呈爆发式

增长。在２００９年估计的４８万艾滋病新发感染中，经
同性传播的比例为３２５％，相比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２％有
大幅度增加［１２］。这意味着同妻群体也是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高危人群，其生命安全存在严重隐患，不利于我

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的全面发展，更悖于我国建设和

谐社会的理念。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立法部门应当

加速同性婚姻法案的出台，使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既

降低男同性恋滥交引起的艾滋病毒传播的爆发式增长

数量，又从根本上遏制了同妻数量的增加。

３．３　为同妻保护工作建章立制，特别是加强《婚
姻法》对同妻的保护

婚姻家庭权力是妇女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３］。

我国目前约已有１０００万个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结合
的家庭，但是现行《婚姻法》却未对这１０００万同妻提
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婚姻法》中明文禁止重婚，也规

定重婚可作为婚姻无效或则作为离婚的条件。根据现

行《婚姻法》，重婚罪有如下两种情形：（１）有配偶者仍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在知道他人有配偶

的情况下仍以夫妻名义同居；（２）有配偶者仍与他人
登记结婚，或者在知道他人有配偶的情况下仍与之登

记结婚。总而言之，构成重婚罪有两个必要条件：“有

配偶者”、“婚外异性”，并没有涵盖已经步入异性婚姻

的同性恋者非法同居的情形。这意味着即使同妻发现

自己的丈夫与同性恋非法同居也无法起诉其重婚罪。

但是有配偶者仍与同性恋伴侣非法同居违背了道德伦

理，危害了家庭稳定性，从事实上严重违反了《婚姻

法》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应当修订《婚

姻法》，以保护同妻这一弱势群体，不仅要制定已婚同

性恋非法同居的处罚条例，更要在离婚时财产分割对

同妻倾斜，保护同妻利益。

另外，《婚姻法》应修订增加同性恋者“骗婚”的相

关处理办法，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性恋者在对方

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之结婚，是一种欺诈行为。不仅对

被欺骗者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对于家庭和社会也会产

生极大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应当在《婚姻法》中设定

“同性骗婚”的处罚条目。一方面，帮助同妻通过法律

途径寻求公正，避免罗洪玲女士的悲剧重演；另一方

面，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必将有效遏制同性恋者步

入异性婚姻的现象，有效杜绝同妻群体的进一步扩大。

３．４　设立专门社会团体，维护同妻利益
目前，不仅法律对同妻的保护处于空白状态，保护

同妻的团体组织更是凤毛麟角，对同妻的支持与帮助

止步于网络，如同妻家园、新浪华人同妻网、因爱而伤、

天使折翼博客圈、天涯社区同妻部落。２０１２年７月，
中国最大的同妻网站“中国同妻家园”涉嫌经济欺诈，

５１名同妻及同妻关注者发表公开信称被网站相关人
员金钱欺诈，其中１０名同妻遭金钱欺诈，数额达９万
多元，其中大部分同妻碍于自己敏感的身份不敢维

权［１４］。巧立名目敛财却未曾实质性为同妻提供帮助，

无疑是对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同妻的再一次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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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妻是一个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问题，需要政

府、非政府组织（ＮＧＯ）、非营利组织（ＮＰＯ）共同努力，
营造有利于同妻这一弱势群体发声、维权的支持性环

境。在社会这一大环境和家庭这一小环境这两个层面

同时加强对同妻利益的保护。

政府在保护同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和组织

作用。在部署针对性的公共策略，整合公共资源配置，

打造良好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权

威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开发和制定同妻群体的保

护措施和政策。

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ＮＧＯ和
ＮＰＯ），作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中扮演主要角
色，发挥重要作用［１５］。在向同妻提供服务方面有着政

府部门和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群众性、福利性等优点，

不仅能灵敏的了解公众需求，更好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同妻保

护活动，先于政府解决同妻这一类型被边缘化了的弱

势群体的问题。并且，面对同性恋话题、同妻话题等敏

感性较强的问题方面，第三部门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

通过深入同妻这一群体，关怀同妻、倾听同妻的诉求，

按照其意愿开展相关活动并且大力推进相关保护性法

案的出台。

建立针对性的保护同妻的社会实体性团体确保同

妻利益不受进一步损害迫在眉睫。比如成立相关的法

律小组，为同妻寻求解决自身问题提供法律援助、法律

咨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部门、第三部门帮助同

妻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当事人隐私，避免给同妻造成

更大的心理压力，也尽量不影响其脱离同妻身份后的

生活。

上述案例中，同妻家园负责人欺诈同妻的行为带

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只有建立起正规的同妻保护非政

府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才能为同妻群体提供公益性

的、高效性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或者准公共产品、准

公共服务，才能将保护同妻这一艰巨任务完成好。

作为全国最大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妇女联合会在

保护同妻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党和政府联

系妇女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妇联应该积极研究不同

妇女群体的需求。一方面，妇联应该扩大工作覆盖面，

关注同妻以及此类特殊性较强的群体；另一方面，妇联

应当加强与政府部门如立法部门等公共部门的交流，

并为与同妻保护工作相关的第三部门提供必要的协

助，加强沟通，相互协调，共同为保护同妻而出力。这

也是妇联落实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妇女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妇女切身利益问题的调查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的

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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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性暴力的现状与思考

董晓莹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目的：将校园性暴力纳入校园性别暴力的体系之中，从性别和权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校园性暴力。
方法：从定义、现状、目前的处理方式及对策四个方面对我国校园性暴力问题进行综述研究和分析。结果：我国校园性别

暴力主要围绕性暴力进行研究，且性暴力的研究缺乏从性别和权力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都

是性暴力的一种，也是校园性别暴力的一种，更是父权社会体制下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利关系的表现形式，我国文化背景

下对于校园中性暴力问题常常被消极的隐瞒，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校园；性暴力；性侵犯；性骚扰；性别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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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文献搜索，目前我国对于校园
性别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暴力上，在我国的传统

文化建构的思想观念下，“性”是被持回避态度的话

题，带来的结果则包括性侵害或性骚扰事件中的受害

者的伤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大陆学术界对于

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事件的研究非常有限，研究的内

容目前主要集中在性侵害和性骚扰方面。

１　定　　义

本文用性暴力来概括性侵犯、性骚扰、性伤害等种

种词汇。世界卫生组织把性暴力界定为：“无论当事人

双方是何种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包括在家中

和工作中），一方通过强迫手段使另一方与其发生任何

形式的性行为。”强迫指任何形式的暴力，“除躯体暴

力外，还包括心理上的胁迫、勒索及其他形式的恐吓，

如恐吓要进行躯体伤害，或者恐吓要解雇对方或让求

职者得不到工作。有时也发生在受害者出于酗酒、吸

毒、熟睡和精神障碍等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等。上述的

界定比中国的法律对强奸界定的范围为宽。强奸是性

暴力的一种，而性暴力的重点在于“暴力”不在于性，对

“性”的强调是因为社会对“性”施加了太多的道德与价

值评判。性暴力包括生理暴力和精神暴力。校园性暴

力是校园性别暴力的一种。我国的研究中大多关注的

是性骚扰和性侵犯，且并未把性暴力纳入性别暴力来加

以研究。事实上，校园性暴力的实施是父权社会的不平

等的性别关系与权利的表现形式。正如黄河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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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其实不仅是关于性的，性骚扰包含两层涵义：一

是与性相关；二是侵犯的行为。”性只是一个载体，它实

际是侵犯受暴力者个人尊严的行为。性骚扰其实是权

力较强一方对权力较弱一方强行施加的暴力，所以权力

弱势者是最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对象的群体［１］。同样，校

园中也在复制着不平等性别与权力关系。

我国大陆从法律的角度并没有对校园性暴力这一

概念、也没有针对校园性侵害和性骚扰的专项法律来界

定相关概念。我国台湾在１９９８年制定的《大专校院及
国立中小学校园性骚扰及性侵犯处理原则》中界定：“校

园性骚扰、性侵犯，是除依刑法、民法及性侵犯犯罪防治

法之规定外，凡学校教职员工、学生相互间（含同性与异

性间）发生下列行为时，包括：（１）以暗示或明示之方式，
从事不受欢迎之性接近、性要求，或其它具有性意味之

言语或肢体行为者，或意图以屈服或拒绝上述行为，影

响他人学习机会、雇用条件、学术表现或教育环境者。

（２）以胁迫、恫吓、暴力强迫、药剂或催眠等方法，使他人
不能抗拒而遂行其性接触意图或行为者。”

我国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中有关校园性骚扰

事件界定为：“性骚扰事件的一方为学校校长、教师、职

员、工友或学生，他方为学生者。”我国台湾《校园性侵

害或性骚扰事件防治准则》中，也特别明确了校园性骚

扰事件的界定，包括不同学校间发生的此类事件的性

质和范围，且将教师和职员的范围界定的非常清楚。

以上所欠缺的就是对教师和职员也可能遭受性暴力的

保护未予以考虑。有学者将校园性骚扰可以分为六种

类型，包括：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学生对教师的性骚

扰、教师对教师的性骚扰、学生对学生的性骚扰、教师

或学生对非本校人员的性骚扰、非本校人员对教师或

学生的性骚扰［２］。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该分类已经

相对比较科学与全面。

我国大陆目前的研究多从儿童遭受性侵犯、女学

生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方面论述，多是借鉴国际或

台湾对校园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定义。到底怎样界定校

园性侵犯和性骚扰？学者们各说纷纭，并未统一。总

体来说，笔者认为校园性暴力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存在

于任何性别之间的，是一方（学校的教职人员或者学

生）对另一方（学校的教职人员或学生或校外人员）使

用任何方式方法造成的性权利的侵犯行为，且该行为

对受暴者造成了生理或心理的伤害。

２　现　　状

我国校园性暴力十分常见。校园包括小学、中学、

大学等各类学校。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对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媒体报道的５０例校园性侵害案

件统计，发生在农村学校的占６０％，且农村留守女童
是主要的受暴力群体和关注对象［３］；老师、校长实施性

侵害占７０％；校外人员进校实施的占１６％；学生之间
的性侵害占１０％。对于学校教师强迫、引诱中小学女
生卖淫案没有相关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问卷调查

的定量方法研究校园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率，然而“性”

在我国具有神秘性和隐秘性的特点，所以大多数情况

下得到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师源性侵害是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一个方面，多指

男教师对未成年女性的性暴力，是发生在权力、性别不

平等的行为主体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如谭晓玉的研究

指出仅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间全国就曝光了２００余例个
案，且我国此类案件具有１∶７的隐案率［４］。相对于此

类性暴力，学生对老师的，同性老师或者学生之间的等

违背传统价值观念的校园性暴力则被大大忽视，并没

有相关的研究。师源性性暴力的研究已经得出相对一

致的结果：（１）研究的发生率普遍比真实数据要大；（２）
女性受暴力的风险高于男性；（３）受暴者年龄偏小。

根据我国大陆不同学者有关校园性暴力的论述，

可以归纳出校园性暴力４个特点：（１）校园性暴力比
较常见。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等级观念的影响，由于教

师的权威的存在，学生多数是绝对服从于教师的，学校

中流行着老师永远正确、不可违背教师的思维定势。

虽然现在平等的意识在校园中逐渐增强，但是所形成

的思维定势仍或多或少的在起作用［５］。这种对于教师

的权威的强调与重视是教师得以对学生实施性暴力的

有利条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学生对于教师的性暴力

也是存在的且更被忽视的。（２）教师对于学生的性暴
力多采取间接暴力手段。施暴者可能用金钱贿赂、利

益诱惑、哄骗、恐吓等来诱骗、迫使受暴者满足其需求。

正如黄国萍、宋文香的研究指出性骚扰中分为有：①交
换条件的性骚扰；②威胁性条件交换的性骚扰，如学校教
师等工作人员以开除、留级、重修、不及格等不利于学生的

条件；③特殊待遇交换的性骚扰，如学校教师等工作人员
以给予学生特殊待遇，如奖学金、变更分数、加分或其他优

遇等诱惑学生。交换条件的存在即是权利的滥用与实施

的结果。（３）校园性暴力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由于施暴
者和受暴者多生活在相同的空间，所以暴力更便于实施

和持续。这对于受暴者来讲造成了更大的侵犯与伤害。

（４）隐秘性强。国内存在普遍的人权意识淡薄和性教育
的缺失。遭受性暴力的未成年人多未接受过良好的性教

育，并不知自己的性权利受到了侵犯。遭受暴力后，惊惶

失措且不敢公开，也不敢或者不愿告诉家长，或者根本不

知道这是侵权行为，使得施暴者更加嚣张，这也是出现一

些受害者被长期、多次侵害的现象的重要原因［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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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而言，遭受性暴力后，迫于父权社会的不平等性别关

系，隐忍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以上特点及社会对于校园性侵犯的麻痹和误读成为

了校园性暴力立法困难的原因［７］。我国对于校园性暴力

的关注点仍旧是主流社会的男性对于女学生的侵犯与骚

扰，依旧假设只有女性才会遭受“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

人惋惜。中国大陆法律在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方面存在

明显的缺陷［８］。在日益多元和人权越来越得到重视的社

会背景下，不能再把校园性暴力焦点集中在女学生身上，

必须看到多元性别下性暴力的存在，必须关注被边缘化

的群体遭受的校园性暴力伤害，例如男学生对女教师、同

性学生或者教师之间性暴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阻止

整个校园性暴力乃至校园性别暴力研究的发生。

３　处理方式

３．１　受害人的处理方式
大多数的受暴者没有足够的权利意识，也没有做

出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许多受暴者不知道什么是性暴力，而且很多学生

都是在对性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性暴力［９］，遭受性

暴力时不知道如何处理。即便厌恶性暴力行为，也通

常由于施暴者的身份和权力而不敢抵抗或无力抵抗。

我国性教育缺失严重，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总是认为

“性”是无师自通的事情，即便家长能够意识到对孩子

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也通常不敢说太多。这种文化

传统为施暴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意识到自己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一般都遭受了严

重的心理伤害，受害者因为父权文化的迫害而对受害事

实感到羞愧与自卑，并对自己受害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和

名誉问题感到惶恐不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由于受害者一般不愿、不敢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或不知

道采取什么措施，结果一方面隐瞒了受害事实，无助于

学校及时对施暴事实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受害学生可

能逐渐形成心理障碍，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和行为［１０］。

由于教师或者学校对于校园性暴力事件及受害者

的感受、隐私及需要缺乏认可和关注，如果校方在校内

公开性暴力事件，则会令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即因隐

私泄露、回忆心灵创伤等原因而再次引起性侵害对象

的心理伤害［１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受害者不愿向

相关单位或机关求助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儿童成长过程中关注自我的特点，他们往往

会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有罪的和耻辱的。性侵害的

施害者也会告诉他们这完全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应该

得到的［１２］。再加上由于非施暴的家长或权威人士缺

乏实际的行动，也会促使儿童的自责和减弱了他们寻

求帮助的能力。

３．２　接报后的处理方式
首先，公安机关立案困难。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

如果要立案，公安机关必须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

材料，能够证明所报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才予以立案。

而受害者大多本身可能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性暴力”，

根本不可能知道要保存证据以及如何保存证据，更不用

说什么是有效证据了。这无疑暴露了我国法律在性暴

力事件上对于受暴者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

其次，学校的消极处理。我国并没有制裁性骚扰

等事件的法律法规，而校园该种性暴力事件猖獗的主

要原因也在于此。学校对于性暴力事件并未有足够的

重视，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正如谭晓玉指出的，校

园性暴力事件发生后，学校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声誉

和个人利益，而不是诉诸法律来替受暴者维权；性暴力

案件发生后，故意缓报、瞒报的学校领导大有人在，学

校和老师不仅没有充当学生的“保护者”，相反成为了

施暴者的“帮凶”；更有学校有意或无意的把严重的性

暴力事件当做违纪事件或作风问题对待，客观上为施

暴者撑开一把保护伞［４］。我国的校园着眼于教学质量

的高低和教学成果的有无，最重视的是学习成绩，并以

升学率为目标，学校对于教师缺乏科学的监督和管理，

这也为一些性暴力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４　行动建议

４．１　加强预防措施
父母必须了解自己的责任，了解科学的性教育的知

识，并与子女建立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关系，为孩子创造

一个安全、尊重、平等的家庭生活环境。家长必须对孩

子进行良好的性教育，其中包括关心孩子的生理和心理

变化，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等。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让孩子了解校园内可能发生的性暴力事件，如何分辨，

如何应对。学校应该和家庭联手，开设性教育课程，创

建健康的校园文化。从小学就应该让孩子了解性知识

并培养性安全意识。性教育是应该公开化、科学化的，

完全不必遮遮掩掩的。目标是让孩子了解自己、学会保

护自己。性教育应该是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和推动社会

平等的性教育。教育不应以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为架构，

而应该本着尊重人权，包容多元为原则，以保护、帮助学

生健康的成长为目标。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行为的重

要因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健康的成长。

４．２　完善监督机制
现实生活中的校园性暴力大部分是被隐藏起来

的，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家庭、社区需要发挥

积极的监督作用，校园中的性暴力更需要科学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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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来加以监督与制止。我国并未有明确的有关校园

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法律规范，有的只是相关的条款和

规定，如“各地有关部门要坚决依法打击教师队伍中的

性犯罪分子”、“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

从重处罚；猥亵儿童的，依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

规定从重处罚”、“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等。

然而这些规定执行力差，且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有

女性才会遭到性骚扰的错误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对于

男性的性权利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且像“奸淫幼女

罪”这种条款究竟是惩罚还是纵容了施暴者是非常具

有争议性的。要加强对校园性别暴力的研究和校园安

全的立法工作，专项法律的空白和现有法律的监管不

力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建立健全对于施暴者和受暴者

的辅导或救助机制，目前普遍的看法可能只有受暴者

是受害者，需要救助，但其实施暴者同样是父权文化的

受害者，他们也需要得到应该有的帮助。另外要加强

影视媒体对校园防范性暴力的宣传工作，编写性教育

读本和防范校园性暴力的知识读本或宣传手册，广泛

发放并大力宣传。提升每个人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让社区能够了解校园性暴力的现状、危害和相关法

律知识。鼓励和培养大家积极参与社会监督的意识。

受害者如何求救，向谁求救，他人发现如何举报，怎样

举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可以给予性暴力事件的受害

者精神安慰和后续服务等问题，都需要全面的法律保

护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４．３　具备发生后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指的是当校园性暴力事件被公开后，当

事人、家庭成员、学校、警察、社会服务机构等所要采取

的一系列的危机干预措施。个人如果认为自己遭受到

了校园性暴力，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通过教育和宣传，受暴者才会摆脱“羞耻感”而勇

敢的告知父母或他人，传统文化下的性暴力事件，在家

庭层面可能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家人多采取非理性

的处理方式，极少数采取积极有效地应对策略。家人

必须积极行动，保护受害者不要遭受“二次伤害”，摆

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理性的面对校园性暴力事件。警

方如果介入，此类案件的解决过程就有可能对受害者

造成“二次伤害”。香港警方办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

件则主张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遵循“一次会谈”原则

和保密原则，即为了避免被害人因多次反复地回忆和

描述遭受性侵害过程而加深精神痛苦。此外香港警方

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暴力案件是以“保护未成年人为

本”，且以“多专业多机构共同合作”为模式［１３］。除设

立特别的保护程序之外，张雪梅建议办案人员要有一

定比例的女性组成。因为考虑到儿童被害人的身心特

点，建议在整个办案与审判阶段，案件由专门的女警或

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和记录，这样可以降低儿童被害

人的恐惧心理，这充分体现对儿童被害人的高度重视

和照顾［１４］。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性暴力事件，笔者建议把申诉

人范围扩大到除当事人以外的所有知情者，并且对申

诉实行无时效限制，这样能够加强对受暴者的保护力

度，尤其是在受害者由于各种原因放弃救济时，其他知

情者的申诉也可减少受暴者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性暴

力事件必须有明确的受理机关，规定具体的操作步骤，

确立在调查此类案件时的原则，无论对受暴者的隐私

权保护还是对施暴者的陈述权的维护都具有实际意

义。由于我国大陆普遍的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不足，

所以对于校园性暴力事件，性教育的策略是必须的，且

性教育必须从“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和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
两个层面相互促进的来开展［１５］。这就要求在救济方

面要坚持惩教结合的方针，经受暴者或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后，施暴者要向受暴者道歉并接受性别平等教育

的相关课程，接受心理辅导及其他符合教育目的的措

施。最后是社会服务机构的介入，受暴者或施暴者都

有可能需要长期的心理或社会治疗，因此专业的救助

机构和社会组织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大陆对于性暴

力事件的救助机构寥寥无几，国家应采取政策鼓励相

关的社会机构的建立，因为社会机构可能成为受暴者

唯一能够躲避家庭的二次伤害的地方和处遇方向。

维护安全的校园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校园性暴

力在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为敏感的话题，我国大陆

的本土研究还很欠缺，很多地方依旧是空白。校园性

暴力是性别暴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随着网络

信息的不断丰富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普及和发

展，校园性暴力问题会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和研究方向，随着学者的普遍关注，对性别暴力问题的

研究会大大的促进我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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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干预可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感

分娩疼痛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生理状态，受到产妇

自身身体状况、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主观心理等多因

素影响。初产妇由于缺乏正常分娩的相关知识，易产

生恐惧和忧虑，对疼痛更为敏感［７，８］。干预对产妇分

娩的过程进行讲解，使其正确认识分娩疼痛，同时对其

进行鼓励，增强了她们自然分娩的信心，减少生产的恐

惧和痛楚，从而顺利地完成分娩过程。本研究中，心理

组的疼痛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４　干预可使患者产后的性生活问题健康进行
产后患者生理上的变化，会对她们性生活的心理

造成直接影响。一般来讲，影响产后性生活的主要因

素为：担心生殖器官感染；害怕伤口受伤，如会阴部位

切开；担心性交时疼痛或害怕再怀孕；不想让丈夫看见

自己的肚皮松弛；性生活进行时常被宝宝打断，导致兴

致低落；产后一直处于抑郁情绪中，性欲低下等［９，１０］。

另外，产后性生活还存在性交痛、性欲低下、阴道

干涩等问题［１１，１２］。对产妇进行健康宣教，使其了解产

后性交痛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盆底肌肉阴道分娩时会被

动扩张或损伤所致，而产后３个月则是盆底肌肉恢复
的重要阶段，告诉其丈夫要关心妻子的身体，不可使用

蛮力［１３］。等到产后６个月则盆底肌肉扩张能力强，弹
性好，同时血液循环也丰富，可以进行正常性生活。嘱

咐产妇在产后３个月内进行正确、有效的康复锻炼，促
进盆底肌肉的恢复，阴道通常可以恢复至术前的紧张

程度。而产后大多数产妇心思主要放在了孩子身上，

有可能冷落了丈夫；或者产妇产后抑郁，夫妻双方的感

情交流减少。因此丈夫要主动关心妻子，帮助她走出

产后的抑郁及混乱期［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对产妇进行干预，不仅能够减轻产妇分

娩时的疼痛感、缩短分娩总产程，而且能够降低剖宫产

率，促进自然分娩率，值得在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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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性生活满意度调查

徐　伍 陈兵海 蒋先镇△

中南大学湘雅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男性病中心，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

【摘　要】目的：调查了解长沙市区市民性生活状况和质量。方法：用自制的调查表，随机对长沙部分人群进行匿名调查，
就初次性体验、性伴侣状况、性生活频度、持续时间和满意度等进行调查分析。结果：３０５份调查表中，男１５９份，女１４６份；男性
初次性交年龄１６岁，最晚２６岁，女性最早年龄１３岁，最晚２４岁；３８７％性生活前没有爱抚，性交体位均为男上女下，少数仅偶尔
改变体位，有多个性伴侣的为２８％（３９／３０５）；性生活频率每周１～２次占７６％（２３０／３０５）；男性中认为性生活不满意的达３４６％
（５５／１５９），女性中一半以上没有快感。结论：长沙市区市民性生活问题较多，急需宣传教育，以便建设和谐家庭。

【关键词】性生活；调查；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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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前　　言

很久以来，性生活属隐私，难以启齿，我们对很多

市民性生活状况知之甚少［１，２］。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性生活状况如何？为此，

我们对部分长沙市民进行了相关调查，初步了解到这

一地区的性生活状况。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用自制的调查表，采用自愿匿名填写的方法，对长

沙市区人群调查。共发放３９７份调查表，排除填表内
容不符合要求者，以及严重心、肺、肾和代谢性疾病者，

计有研究价值的共３０５份。
１．２　方　法
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采用自愿匿名

填写，专人负责咨询。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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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程度、初次性交年龄、婚姻次数、生育和性生

活状况。其中性生活状况包括性爱抚、性交体位、性

伴侣多少、性生活频率、持续时间、性快感和满意度

等，此外有否手淫、有无使用性工具和婚外情等亦在

调查之列。

２　结　　果

２．１　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
３０５份研究对象中，男１５９例，女１４６例；年龄１９

～７２岁，平均２９４８岁，年龄分布如表１。

表１　男女不同年龄分布表［ｎ（％）］

性别 ＜２０（％） 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１－（％） ６１－（％） ７１－（％）

男 ５（３．１） ７４（４６．５） ５６（３５．２） １７（１０．７） ３（１．９） ２（１．３） ２（１．３）

女 １６（１１．０） ８４（５７．５） ３２（２１．９） １１（７．５） ３（２．１） ０ ０

　　被调查对象小学文化占３９４％（１２０／３０５），中学
３１５％（９６／３０５），大学 ２９１％（８９／３０５）。无业者
４０％（１２／３０５），经商２００％（６１／３０５），农民或工人占
２５５％（７８／３０５），白领阶层达５０５％（１５４／３０５）。

２．２　初次性交年龄及婚姻状况
初次性交年龄女性最小１３岁，最大２４岁，男性最

小年龄１６岁，最大２６岁。有婚前性行为的达３１１％
（９５／３０５）。

婚姻状况：３０５人中未婚２７人，其中男８人，女１９
人。承认有多个性伴侣的达２１３％（６５／３０５），其中男
性３６人，在男性中占 １６３％（３６／１５９），女性 １９８％
（２９／１４６）。
２．３　性生活状况
体位：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采取男上女下面对面

性交体位，少数偶尔变更体位。没有调情和性爱抚的

达３８７％（１１８／３０５）。
频率：每天１次以上者占１１％（３３／３０５），多是３５

岁以下的青壮年。每周１～２次者占７６％（２３２／３０５），
每月１～２次者占１３％（４０／３０５）。

持续时间：性交过程在 １～２ｍｉｎ内的为 ４４９％
（１３７／３０５），５～１０ｍｉｎ者为 ３５７％（１０９／３０５），超过
１０ｍｉｎ的仅１９３％（５９／３０５）。

２．４　性满意度
近半数的男性认为自己的性生活不满意，早泄

４４９％，性欲低下、勃起不坚为１２％（１９／３０５），不射精
１３％（２／１５９）；女性中认为性生活满意的仅占４２２％
（６３／１４６），其中没有体会过性快感的２１人（１４３％），
很少达到高潮或性高潮次数少于５０％的４２人。有６
人生育后性生活时再未达到性高潮，男人中都曾经有

过手淫，女人中有手淫者仅９人。

３　讨　　论

过去几十年我国性道德观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

化［３－５］，谈性色变的年代早已过去，两性同居、离异已司

空见惯［６］。本次调查发现有性生活史最早年龄女性１３
岁、男性１６岁，说明生活水平提高后性发育提前，性行
为亦提前。本组中有多个性伴侣的达２１３％（６５／３０５），
女性较男性多，女性有情人的将近１／５（１９８％），男性有
情人者达１６３％。可见一部分市民似乎不再恪守过去
的性道德观念，造成婚姻和家庭的隐患。

性欲和性生活是最基本的欲望之一，成年男女都有

渴望身体各位紧密接触的强烈愿望，都有将体内积聚的

性冲动能量释放的需求［７，８］。有研究表明，近２／３市民
表示性欲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有近１／２市民表示
性生活满意度一般或偏低，几乎所有市民都表示有不同

程度的性生活困扰［１］。本组资料显示性交次数随年龄

的增长而减少，每天１次以上的３４人，其中男２１人，女
１３人，年龄均小于３５岁；２３２人每周１～２次，均为青壮
年；６０岁以上者仅１人，每月１次，其余无性活动。少数
５０岁以上者明确表示认为性生活耗费精力，招致短命。
可见人们对性活动缺乏应有的认识。

性生活是否和谐是我们调查的关注点。本组中

３８７％的人性交前缺少性爱抚、满意度低，如果前戏充
分，双方都进入状态可以提升满意度［９，１０］。超过１／３的
男性诉说持续时间短，不能满足女方，也有女方表示时

间太短毫无感觉。性交持续时间似乎是关键问题［１１］。

本组发现４４９％的男性认为患有“早泄”，影响夫妻感
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悲观情绪。仅４２２％的女性认为
性生活满意，半数以上的女性认为性生活不满意，从无

快感者达１４３％，另６人生育后性生活无高潮，可能与
生产时会阴撕裂有关。女性中有２人曾经使用过仿阳
具。关于手淫的调查，男人几乎都有自慰行为，女人中

只有９人（６１％）承认曾经有过，比他人调查的比例低
得多，可能与本地市民相对传统有关［１２－１４］。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市民性生活的实际满意程度

可能比本研究结果还略有偏低，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

点：（１）部分调查对象回答时羞于表示“不满意”，因此
（下转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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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暗娼高危人群干预效果研究

谢小英１　苗文利２

１嵊州市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４００
２嵊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４００

【摘　要】目的：降低暗娼人员艾滋病性病感染风险，推动性－艾预防控制工作可持续性发展，为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提供实践证据。方法：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对辖区内低层次暗娼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综合干预，并评价其效果。结
果：干预前共调查２３４例ＦＳＷｓ，发现梅毒感染者３３例（感染率１４１０％）；干预结束后调查ＦＳＷｓ２２０例，未发现ＨＩＶ新
感染者，梅毒感染者１５例（感染率６８１％），梅毒感染率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５４３，Ｐ＜００５）；干预前
ＦＳＷｓ对艾滋病预防知识８条知晓率为７２３％，干预后知晓率为８９７％，与干预前相比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１）；干预前接
受过疾控中心或社区提供安全套的比例为４５３％，干预后为８７２％，与干预前相比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１）；干预后每次
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比例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出现生殖系统相关疾病到正规医院
就诊的比例由２０５％提高到４５４％，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在 ＦＳＷｓ中开展综合干
预措施，能提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和安全套使用率，降低性病艾滋病感染风险。

【关键词】艾滋病；暗娼；干预；高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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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ＩＤＳ；ＦＳＷ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ＩＤＳ；ＦＳＷ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艾滋病隐蔽性强，传播途径多样，病死率高，目前
仍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案，已成为危害人类

健康的最主要的新型传染性疾病［１］。暗娼（ＦＳＷ）本
身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同时也是艾滋病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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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播的中介和“桥梁”，对家庭和健康危害极大，因

此对暗娼开展艾滋病现场综合干预意义重大。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中心配合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对辖区内低层次暗娼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综合干

预，取得了良好效果。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浙江省嵊州市剡湖

街道社区老城区选择路边店、洗头房、街头、休闲按摩

中心、洗脚屋、公共浴池、小旅社、出租屋、公园、广场等

为目标场所，共收集暗娼２３４人。研究对象需满足以
下３条：（１）自我承认或报告最近一年内有一次以上
商业性行为；（２）年龄１６岁以上；（３）愿意参加本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方便调查的方法，社区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

的同时，通过与暗娼或知情人沟通交流，确定其愿意参

加本项研究，并对其干预前后效果进行评价比较。

１３　调查内容和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资料［２－４］，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工

作人员与ＦＳＷ进行一对一面访。内容包括：ＦＳＷ一般
社会人口学特征（户籍地、居住场所、年龄、文化程度、

婚姻症状、有无子女等）、性病艾滋病知识８项、高危性
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就医选择和趋向等。

１４　干预措施
实施现场干预，依据综合干预方案进行。包括干

预的内容是发放安全套、教授和演示安全套的正确使

用方法；发放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册（《预防控制艾滋病

宣传教育知识要点》、《性病艾滋病防治手册》等）；利

用图片、宣传栏、视频播放等手段广泛宣传艾滋病预防

知识，进行性病健康教育干预；发放疾控中心的免费咨

询检测卡；每年为辖区内从业人员提供一次免费检测

艾滋病及性病的机会；规范性病诊疗和转介服务等。

１５　评价指标
１５１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知晓率＝［正确回答

题数之和／（总题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５２　ＨＩＶ、梅毒检测　利用 ＥＬＩＳＡ进行 ＨＩＶ、

梅毒初筛，免疫印迹试验（ＷＢ）对 ＨＩＶ初筛阳性者进
行二次确认，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对
梅毒初筛阳性者进行二次确认。

１６　统计学分析
将所获观察数据录入到 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中，为保证

质量，由两名统计人员进行双录入。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
件进行分析。率的比较选择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次调查开始共收集观察对象２３４例，干预后失
访１４例，失访率６３７％。
２１　人口学特征比较
干预前后平均年龄分别为（３０９±５４）岁和

（３２４±３６）岁；婚姻状况以单身为主，干预前后比例
分别为５３２％和５２４％；有固定同居对象者所占比例
干预前后分别为２４５％和２５２％；家中有小孩的比例
分别为３３６％和３２７％；初中及以下文化者所占比例
分别为７３９％和７５４％；来嵊州时间１年以上者的比
例分别是４５７％和４６４％；户籍地为本省所占比例为
２８３％和２７４％；有固定工作地点的比例为５２２％和
５０１％。干预前后人口学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２　干预前后ＨＩＶ、梅毒感染情况
干预前共调查２３４例ＦＳＷｓ，梅毒感染者３３例（感

染率１４１０％）；干预结束后调查ＦＳＷｓ２２０例，未发现
ＨＩＶ新感染者，梅毒感染者１５例，（感染率６８１％），
梅毒感染率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８５４３，Ｐ＜００５）。

２３　艾滋病特定知识知晓率
我们从《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要点》、《性病

艾滋病防治手册》等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册中整理出８
条常用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干预前 ＦＳＷｓ对艾滋病预
防知识８条知晓率为７２３％，尤其是第５条（保持一
个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伴能够降低艾滋病传播的危

险）、第７条（与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艾
滋病病毒）和第８条（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知
晓率仅为 ４２５％、３５４％、３０９％；干预后知晓率为
８９７％，第 ５、７、８条知晓率分别为 ８７４％、８８８％、
７５４％，与干预前相比均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１）。见
表１。
２４　安全套使用情况
干预前接受过疾控中心或社区提供安全套的比例

为４５３％，干预后为８７２％，与干预前相比有明显提
高（Ｐ＜００１）；干预后每次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安全
套的使用比例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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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艾滋病防治知识８条知晓率（％）

艾滋病防治８条 干预前知晓率 干预后知晓率 χ２ Ｐ

１、一个外表健康的人有可能携带艾滋病毒吗？ ８０．３ ９２．５ ５．４３２ Ｐ＞０．０５

２、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会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７２．４ ８９．５ ６．４６４ Ｐ＞０．０５

３、与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用针具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７３．６ ８０．６ ４．３５２ Ｐ＞０．０５

４、每次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否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 ７０．６ ９１．３ １２．４４３ Ｐ＜０．０５

５、保持一个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伴能否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 ４２．５ ８７．４ ４５．７５５ Ｐ＜０．０１

６、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有没有可能传染给她的孩子？ ７５．３ ９０．４ ２３．５６３ Ｐ＜０．０１

７、与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３５．４ ８８．８ ５６．５７８ Ｐ＜０．０１

８、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３０．９ ７５．４ ４７．５５４ Ｐ＜０．０１

总知晓率 ７２．３ ８９．７ ２５．８６５ Ｐ＜０．０１

表２　干预前后安全套使用情况（％）

安全套使用情况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 Ｐ

最近一次与客人 ５５．４ ８９．４ ４３．５４４ Ｐ＜０．０１

过去１个月与客人 ６３．４ ８０．３ ２３．４３３ Ｐ＜０．０１

过去６个月与客人 ７２．３ ８２．４ １５．４３７ Ｐ＜０．０１

２５　就医选择
出现生殖系统相关疾病到正规医院就诊的比例发

生较大变化，到正规医院就诊的比例由２０５％提高到
４５４％，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求医行为变化（％）

就诊情况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在家自行诊治 １０．４ ５．３ Ｐ＜０．０１

到附近药店买药 ２３．２ ９．５ Ｐ＜０．０１

通过小广告诊治 ２６．３ ８．７ Ｐ＜０．０１

到正规大医院就诊 ２０．５ ４５．４ Ｐ＜０．０１

其他 １０．７ ５．７ 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暗娼尤其是低层次暗娼，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工

作场所，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面向对象素质也往往不

高，她们自我防范意识较差，获取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

的途径有限，因此在干预时应做好心理辅导，获得其认

同，并在干预过程中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使之正确认

识艾滋病性病的存在及危害，产生面对疾病的勇气，才

能获得良好的干预效果［５－７］。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主要是通过８条问题进行，干

预前知晓率为７２３％，与其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经
工作人员长达一年多的努力，定期的访谈、讲座、宣传

画、同伴教育等手段和外展活动，研究对象的知识知晓

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仍低于广州［８］、青岛［９］、重

庆［１０］、马鞍山［１１］等地，说明低层次的 ＦＳＷｓ更缺乏专
业渠道的防治知识，对她们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效果会

更好。

通过发放安全套和健康教育，极大地提高了ＦＳＷｓ
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意识。有研究显示安全套的使用比

例提高往往呈现上升－停滞－再上升的过程［１２－１４］，而

本次研究发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社区经干预后安

全套的使用比例达到了８９４％，从疾控中心或社区服
务中心领取免费安全套的比例也达到了８７４％，说明
在这种全方位干预下，能够帮助底层 ＦＳＷｓ建立起使
用安全套的意义，这对于预防性病艾滋病意义重大。

但由于商业性行为中 ＦＳＷｓ地位低下，客人意愿往往
处于决定作用，因此为提高安全套使用率，还应该从两

方面着手，在提高ＦＳＷｓ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对客人
进行广泛健康教育，以降低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危险。

本次干预通过性病艾滋病诊疗服务，大大提高了

ＦＳＷｓ的正确求医行为。同时研究发现，经过一年多的
综合干预，梅毒的感染率也有所下降，说明干预是有

效和正确的，应继续坚持，为 ＦＳＷｓ提供优质的性病诊
疗服务，降低社会艾滋病性病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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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及其在华语世界中的表达

章立明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２０世纪以来，大量的人类学家投入到文化人类学的性研究中，揭示了在异文化中，性的社会建构和象征性
使用的真相。从性的语言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身体体验入手，华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也对这一领域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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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身体范畴的一个部分，性附着于身体并贯穿
于人的生命始终，但是性的体验和表达又受到心理、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法律、历史、宗教和精神等

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１］，也就是说，性是兼具生物

性（Ｓｅｘ）和社会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存在为一体的。自从文
化人类学介入性学研究以来，关注性的生物性与社会

性的统一，成为人类不断加深认识性的新工具。大体

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性研究经历了从异文化中的田野

民族志到都市文化中的社区研究两个阶段，研究领域

得以不断拓展。随着光谱式研究趋势的出现和华语世

界相关作品的涌现，文化人类学的性研究越来越接近

揭示人类的性本质和性真相。

１　文化人类学早期的性研究

早期人类学的性研究以性的社会存在作为切入

点，将性纳入婚姻制度的研究中，注重研究亲属关系，

关注妇女的地位、性别分工、婚姻制度和继嗣规则等。

虽然研究之初，性并没有表述为性存在，但是正如马林

诺夫斯基提出的：“对于性来说，社会的和文化的压力

比起仅仅是两个个体的肉体关系要大得多”［２］。马林

诺夫斯基的独特贡献是把性引入身体人类学，他的两

部名著一本被标题为“Ｓ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ａｖａｇ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７）中文译名《两性社会学》，另一本为“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Ｓａｖａｇ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
（１９２９）中文译名《神圣的性生活———来自土著部
落》［３］。正因为性对于人类社会的个体与整体来说是

意义深远的，因此文化要规范它并训导它。也就是说，

每个社会都有一整套制度，即“在一整套组织安排中，

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

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无论有些习俗是多么

稀奇古怪”［４］。比如说，亲属制度就不完全是一个生

物亲属名单，它是一个常常与实际的遗传关系相矛盾

的有关类别和地位的体系。社会界定的亲属地位优先

于生物界定的亲属地位的例子很多，比如努尔人的女

人婚姻习俗。在努尔人的定义中，以谁的名义赠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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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彩礼给母亲，此人便具有父亲的地位，于是，“一个女

人可以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做这个女人的丈夫和她孩

子的父亲，尽管她事实上并不是授精者”［５］。

这些在我们看来相当古怪的习俗，只是证明了性

欲是通过文化干预来表达的。如巴奈尔罗人的社会准

许婚姻有几个性伙伴关系，一个女人结婚后，她首先同

新郎的近亲朋友的父亲性交，在怀上这个男人的孩子

后，她才开始同自己的丈夫性交，她同时还与丈夫的近

亲朋友保持习俗规定的伙伴关系，一个男人的性伙伴

则包括自己的妻子，他近亲朋友的妻子和近亲朋友的

儿子的妻子；在玛兰德艾尼姆人中，复式性交的习俗更

为显著，结婚时新娘先同新郎家族里所有的人性交，最

后才同新郎性交，每个主要节日中都有一项被称为欧

蒂夫邦巴里的活动，在该活动中采集精子作为典礼仪

式，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性交，产生的精子盛在椰壳桶

里；在伊托罗人中，一年中有２０５天到２６０天禁止异性
性交；在新几内亚许多地方，男人害怕交媾，并认为假

如性交时没有有魔力的预防法，就会死掉。通常这类

女性污秽的观念表现了女人的从属观念；当然，象征体

系具有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逻辑延伸会导致作为

一个制度基础的主张倒转，在新不列颠，男人对性交如

此恐惧以致男人比女人更怕强奸，女人追逐逃窜的男

人，“女人成为性的侵犯者”［６］。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米德撰写的《性别和气质》被认
为提供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

“在人类学中，身体不仅被认为是物理性的而且也是性

的，如阿拉佩什部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性不是

性别的主要差异；在昌布里部落的男人和女人在性方

面很有个性，而在蒙都哥莫部落，女性在性生活中处于

支配的地位……”［７］。

人类学的性存在研究不仅仅包括研究性交行为，

还包括性欲的外部显现，包括一系列可以观察的行为

和反应。如吉尔伯特·赫特的《长笛的守护者》就是

一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桑比亚的民族志，记录

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男性膜拜和它的入社仪

式。在当地的信仰体系中，精液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

精华，必须在男人之间进行代际传递，吹奏神圣的长笛

成为男性膜拜的象征，所谓的入社就是新入会的男孩

子和年轻的成年男人之间持续的性关系，其中包括吮

吸阴茎、吞下精液等活动［８］。

２　文化人类学当代的性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西方社会中的性解放、女性主义、同性恋和平权等

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人们对婚姻、

家庭和性的传统观念，人类学中的性研究开始进入到

一个全新的领域，在美国，有关性、性别和跨性别的理

论和民族志不断涌现，特别是在健康教育背景下有利

于纠正人们的恐艾和恐同偏差，因此性／性别的研究呈
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同性恋的民族志

研究、身体现象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和性别身体研究等

类别。

２．１　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拉拉和同志成为文化人类学

的主要研究对象；８０年代后，由于艾滋病在美国社区
中出现并在普通人群中蔓延，性研究开始深入理解男

同性恋者的性角色、性活动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并用

更准确的男男性行为者一词来代替男同性恋群体，这

一举措不仅有利于进行艾滋病的防治干预，而且可以

降低艾滋病给男同性恋者的污名化程度，这一领域的

内容主要包括异文化中的同性恋研究和美国国内同性

恋的社区研究。

１９８１年，Ｇ．赫特的民族志揭示了新几内亚人中的
成年礼就是男孩子的成年礼，通过成年男子给他们捐

献精液，男孩子才能产生精液……此后，从马达加斯加

到西伯利亚之间的广阔地区，都有人类学家的足迹涉

入，有关拉美和伊斯兰的同性恋研究都开始诉诸于民

族志文本。

除了传统的异文化中的同性恋民族志外，人类学

家还在都市亚文化研究中，涉及美国国内城市社区同

性恋研究的诸多细节，比如同性恋者是如何猎艳／钓
鱼，如何发生性关系的，代表性民族志有１９７０年，Ｌａｕｄ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的《茶室交易：公众场所公开的性交易》；
１９７２年，ＥｓｔｈｅｒＮｅｗｔｏｎ的《妈妈营地》；１９７９年，Ｄ．Ｇ．
ｗｏｌｆ的《女同性恋社区》；１９８０年，里德的《其他声音：
一个男同性恋酒吧的类型》；１９８６年，Ｍ．Ｄａｖｉｓ和Ｅ．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的《口述史和女同性恋社区的研究》。特别是
９０年代以后，除了男同性恋这一传统对象外，女同性
恋和犹太同性恋等加入性别与民族视角的民族志也不

断出现。

２．２　身体现象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在医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中，身体的再现问题仅仅

被看作是对物理世界的自然描述而不是社会思想的象

征再现，如法国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花费了很大气

力调查月经，他的全面调查方法就象妇科检查，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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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中用图解的方式详细记载了妻子阿泰纳伊斯

的月经周期，包含对月经情况极为细致的观察，内容包

括每日出血的颜色、血量、黏稠度、气味以及他本人对

出血感觉的分析等［１０］。

１９８７年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改观。玛格丽特·洛
克等在《医学人类学季刊》第 １期上发表《精神性身
体：身体人类学导论》一文，认为身体体现了生理与文

化的双重性，应该抛开以往对身体的生理性与文化性

非此即彼式的研究，应该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进行全面

地思考。费侠莉也以中国的妇科医学为例，研究了中

国的医学文化永远是与女性的生育功能如月经、怀孕

及产后恢复联系在一起，其中文化因素就包括有意识

的再生育策略、性规范和性行为实践等内容。

此后，更多的职业人类学者转向有关身体的民族

志作业。比如ＭｅｇａｎＪｅｎｎａｗａｙ对巴厘岛北部山区的一
个中等规模的乡村社区蓬延万吉的人类学研究表明，

在当地不结婚的女性是一种社会耻辱，因为未嫁、守

寡、离婚都会带来不好的名声，特别是“未嫁“一词就

是“老处女”的意思，意味着“已超过使用期限的物

品”。因此，在当地文化许可的范围内，未嫁女人只能

以“歇斯底里”的面目出现，借助歇斯底里症的发作，

能够暂时让这些未嫁女人获得压抑后的情感释放，“歇

斯底里病症成为表达文化中受到限制的那些欲望的一

个合法途径”［１２］。

２．３　性别身体研究
在大多数女性主义看来，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身体

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缺席，部分地被归因为男性在这

个领域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下，有关体现性与身体的女性主义作品不断涌现，如克

里斯蒂娃·伊丽加莱一派的法国新女性主义对于女性

身体的重新诠释；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巴特勒等美国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对于性的身体的强调，这些研究

有关“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之性、性的政治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对于）打破非性化与非性别化是功不可没

的”［１４］。

我们知道，性的身体研究也来自人类学的实地观

察，如法国人类学家考夫曼的《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

光》，就是通过访谈沙滩上各种各样的人，考察了人们

的裸乳实践，从日常生活中提示出人们为什么会对他

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难以启齿的原因，其中绝大部分是

涉性领域。

再比如，有的学者探讨了印度孟买新婚的工人阶

级青年女性的婚内性经历，这些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年

轻女子通常是在对性一无所知，同时感到羞耻和畏惧

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性生活的。通过在日常的性行为

中约束自己的身体，新娘们获得自己何时、怎样和多大

程度上配合或者拒绝男性身体的性体验，从而为她们

赢得作为好妻子的合法地位和象征性价值，从而实现

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研究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生

物学上性爱观点的牢固性，总结出“男性和女性的分类

实际上是在各种各样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发明的”［１６］。

３　人类性学研究的新趋势

由于性涉及到诸多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框

架体系，因此，性研究涉及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历史

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女性学等等多个学科，尤其是医

学研究，到现在依然占主流地位，也就是说，性的生物

性不仅在传统上是建构人们的性存在的主要力量，也

是２０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根基，而且此类研究把性基
本上看做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性的、自然

的、本能的冲动，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

以上研究关注男性之性和异性恋之间的性；关注某个

性少数群体，比如妓女、同性恋的性存在构建，因此，对

于性多数群体，比如异性恋的日常性行为在研究层面

上反倒被边缘化了。

在人类行为中，正由于性是最为多样、普遍的象谜

一样的人类经验之一，性同时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特

征，虽然生物性看似是一项常数（也就是性当中一项固

定且不变的构成要素），但事实上正如同生物特征形塑

了人类的性欲取向一般，社会世界也可能模塑了生物

性，因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对性的规则。如在某些社

会里，女人会表现出强烈的性冲动，或者说是在性的过

程中显现出主动积极的一面，而在其他社会中的女人

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高潮，如同人类学家在尼泊尔

某些地区所发现的，当她们被告知有关性高潮时，甚至

没有人会相信有那样的事情存在，显然这其中起作用

的是文化因素而非生物性，因为除非是性器官受损，否

则性高潮在生理上是可欲的。再比如射精，也同样受

到文化的支配。在某些国家中，男孩子很早就开始有

射精的经验且次数频繁，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而在另

一些国家中，男人们则被告知在性活动中要节制他们

的精子，尽量不要射精。

当然，性并不仅局限于上述所提及的解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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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是自然的，也是驯化的；既是一项社会性的行为，

也是经由社会所建构而成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历史化

的；既是政治的，也是政治化的、法律、医学、言说……

等各种力量环绕着性而产生的，而“性是在一论述、信

念与实作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中，变动不居的轴心”［１７］。

因此，性并不同于本质主义的生物及演化模型，仅被视

为是一种在人们或是动物之间自然发生的现象，当然，

性也未如社会建构主义者在堕胎议题上所说的，仅是

一项社会的或政治的议题。在坦桑尼亚人看来，性交

虽然是两性之间尽情愉悦的一种活动，但是性交还是

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责任，尤其是在年长与富有者碰

到年轻和贫穷的女性时，当然，有时候“性交（也）成为

讨价还价的工具”［１８］。

史华兹认为要对性这一复杂的现象做出理解，整

合生物性观点与社会建构论观点，忽视任何其中一方

的理论观点都是不足的，因此唯有将二者整合才得以

对人类之性事做出完整的描绘与解释，毕竟性的实践

立足于特定的生理器官，但也同时受到性发生所处的

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中，同样的

性行为却可能因社会对其所下的定义不同，因而被以

完全不同的方式而经历着，如在有的社会里，婚前性行

为被视为常态而受到鼓励，当然，也可能被视为禁忌。

其实，性所呈现出的这种种样态都是由于各种不同性

事所形成的光谱连续体分布所致，如方宏的《缠脚、女

性主义与自由》一书，就把“缠足”与女性的性、屈从地

位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１９］。

４　华语世界中性的人类学研究

华语世界中的性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中

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田野资料的丰富性，以华人世界

为对象的人类性学研究将会成为性人类学研究的沃土

之一，特别是在西方身体研究、性研究理论不断深化拓

展的今天，华语世界中的性人类学研究也将在一个新

的高度和平台上，获得自身独特性的表述。

虽然性人类学的名目也不时见诸于期刊论文，但

是性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相当困难，即使是未开化民族，

性行为的大部分也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参与观察和直

接体会。当然，针对当代社会中的一些特殊人群，民族

志方法的运用相对容易，如方刚对深圳夜总会的男公

关、毛燕凌等对同志浴池中男同性恋和何春蕤对台湾

性工作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这些

人类学经典方法基础之上的。总的来看，华语世界中

的性人类学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领域。

４．１　发掘性话语的社会控制
在中国的性学历史中，一方面有关性的话语被正

统的主流文化打压，另一方面它在民间反而是生生不

息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性话语，来揭示

出性的社会控制机制。我们知道，中国有１２０多种少
数民族语言［２２］，此外，汉语中还有众多的方言，以及流

传在全国各地的性俗民歌，这些丰富的语言资源都将

是进行性话语比较研究的丰富宝藏，如台湾国立清华

大学的学位论文中，就有两篇论文涉及到对性话语的

研究，如１９９４年蔡立中的《中文里关于身体部位器官
的譬喻现象》和１９９７年刘秀莹的《身体部位譬喻现象
与文化差异———中英语对比分析》。再者，社会转型还

带来社会文化对多种性行为方式的关注，进行性文化

的俚语研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童戈的《男男性

活动的俚语俗称：折映和分化社会解构的多元性文化

状态的鲜活标本》一文，就揭示了这些俚语俗称所具有

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使其不仅具有表现男男性行为及

其活动的中国本土亚文化形态的意义，而且折射出中

国社会性文化的伦理文化底蕴和转型期社会思潮的演

变走向。

４．２　女性主义的体验描述
在针对性这一谜样的主题上，传统的访谈法可能

会让受访者无法说出真情，或记不得实情，或甚至确信

他们认为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因此，基于第三

人称收集与解释的人类学资料可能会面临严峻的挑

战，女性主义干脆放弃第三人称叙述方法，以研究者本

身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有关青春期的性体验表述，如

华中科技大学匿名学生的《时差两小时———我的网恋

故事》和《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一位大学女生对爱、

性、婚姻的困惑》等论文［２３］，都可视为是这一领域的尝

试之作。

大量研究还包括遭受病患折磨下的身体感受，如

台湾学者陈玟秀的《子宫根除妇女在手术后初期重建

身体心像的行为》、李淑如的《初产妇于产后初期对身

体变化之认知行为》、周怡君的《化妆实践中女性认同

的构成》、林怡欣的《医病互动关系中的身体自主

权———以女性乳癌病患为例》、高玉凤等的《破碎的

脸———一位颜面伤残患者之身体心像变化及心理反

应》等。

此外，这类体验描述文本除了集中在女性对自己

身体部位、身体机能及病患折磨等方面的感受上，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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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普通女性身体体验的大部分领域。如历史上鲜有

通过女性自己表达的乳房意义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展

示［２４］，如青春期乳房发育时的难堪与骄傲、成年后乳

房带来的情色快感、哺育子女的喜悦以及罹患乳癌的

痛苦……还有关于中国厌食病人及其家人关于厌食的

主观描述，也开始有专著出版，特别是指出那些瘦弱的

女孩子坚决抵制身体康复，维持自我饥饿逻辑的社会

根源，其中一位少女曾挑战地说：“在这个社会里，没有

女孩子想要成为胖乎乎的丑八怪”［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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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读懂孩子青春期

韩似萍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青春期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性意识的觉醒，使青少年在父母眼中变得很“陌生”。读懂青春期的身心发展，
理解青春期的心理冲突，已经是父母能够与青春期孩子进行积极“对话”的前提条件。青春期孩子通过“同伴价值感”、

“同性价值感”、“异性价值感”三条路径的自我价值体验的需求尤其强烈，随之带来了与已有“道德感”的冲突和三个价

值感之间不平衡时的自动调整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使孩子面临“抉择的烦恼”，特别需要合理“砝码”的加入———即成

年人的理解与指导，使之顺利走过人生的“雨季”，享受绚烂的“花季”。

【关键词】青春期；理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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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成长为少年，父母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的快乐和甜

蜜。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父母们都觉得孩子怎么

变了个样，常常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下面是几个母亲在一起时的聊天话题：

Ａ：我发现儿子不象以前那样好弄了，常想“将”
父母的“军”，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学习中有难题，总想

来“考考”我们，还动不动就说 “你自己小时候学习怎

么样啊？”“你来投几个球试试，看能进几个？”

Ｂ：我俩也是高学历，可孩子却总说我们“老土”，
怎么就是与孩子找不到共同的话题？

Ｃ：我儿子每天回家后就自己上网跟同学聊天、打

电话，根本不理睬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好像犯了什么

错似的。

Ｄ：父母关心孩子的学习为什么令他反感？难道
应该支持他“不务正业”吗？

Ｅ：近来我儿子不知怎么的很爱漂亮，一会儿照
镜子，一会儿梳头，我真担心他会因为太在乎相貌而

没有心思读书。

Ｆ：我最近也发现女儿老是在等电话，只要铃声
一响，马上抢着去接。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又一脸沮

丧，而且每天还神秘兮兮地写日记。与大人的话也越

来越少了，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懂。

这几位母亲对孩子“前所未有”的行为感到惶惶

不安，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怎么办好。

其实，进入青春期，孩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变”，生理上变，心理上也在变。上述“六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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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变”的具体体现。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变”没

有心理准备，总是期盼孩子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追随

着父母”。对孩子这种无视大人存在的态度，父母是

既失落又焦虑：失落的是控制权，焦虑的是影响力。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断乳”。

如何陪伴走进青春期的孩子，家长首先要完成两个学

习任务：读懂青春期的心理发展；理解青春期的心理冲突。

１　学习任务之一：读懂青春期的心理发展

青春期有两大特征：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性意识的

觉醒。

自我意识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个体对自我的

认识，或者说是对自我及周围人的关系的认识。我们一

起回忆一下：在青春期以前，孩子对同学说话总是“我爸

爸怎么说”、“我妈妈怎么说”；进入青春期以后，孩子对

大人说话变成“我们同学怎么说”、“我们朋友怎么说”。

听起来就好像是告诉我们：我怎么说。孩子已彻底摈弃

了“听话”。在这个时空里，他们处处要求的是“对话”。

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时期。青春期自我意

识最有特点的表现就是有很强烈的“成人感”。他们在心

理上要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以及父母对其的管教，要求父

母把自己当做“成人”看待，尊重他们的意志和行为。他

们对父母居高临下的说教十分反感。如对孩子的交往刨

根问底、对孩子的失误妄加指责或是事无巨细管头管脚，

都会增强他们心理上的反感和情绪上的反抗。

假如你的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仍

然唯父母之命是从，那你真的要着急了，因为他的独

立需求没有激发，自我意识没有发展或压抑发展，充

其量只是一个“身体上长大的小孩”。

自我意识在个体的发展中起着很大的调节作用。

首先，它是认识外界客观事物的条件。一个人如果还

不知道自己，也无法把自己与周围相区别时，就不可

能认识外界客观事物。其次，它是人的自觉性、自控

力的前提，对自我教育有推动作用。人只有意识到自

己是谁，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才会自觉自律地去行动。

如：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就有助于他发

扬优点，克服缺点。

青春期自我意识发展有以下表现：（１）开始趋向
于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例如在写日记时，写的多是

细心的自我观察和深刻的自我体验，所写的内容以记

述自己的快乐、痛苦和愿望为主。而且，非常渴望有

一只“带锁的抽屉”，这是他们不愿让他人，尤其是父

母知道自己的秘密。（２）评价需求与评价能力的冲

突。愈来愈强烈的独立意识使他们非常主动地介入对

事物的评价。但是评价的能力又相对较弱，如：对自

我评价过高。在对自己作出评价时，有时会过分夸大

自己的能力，突出自己的优点；对事物识别能力不足，

看问题主观片面，一旦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往往

会走入极端，灰心丧气、抑郁不振，甚至自暴自弃。

（３）自尊心强但取向不够合理。他们十分渴望得到他
人的肯定，以此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他们对于周围人

给予的评价非常敏感和关注。哪怕一句随便的评价，

都会引起内心很大的情绪波动和应激反应。如：他们

已不再习惯大人用“惊叹号”、“句号”式的语气对他们

讲话，计较大人的态度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性意识

是个人关于性的思维活动，它左右着人的性行为。人

类性意识发展一般要经历性别辨认的儿童期、爱慕异性

的青春期、性行为意识的成熟期。性意识的形成除生理

因素外，还受到家庭、社会及个人文化修养的影响。

青春期性意识具有下列特点：（１）渴望了解性知
识。由于第二性征的出现，青少年渴望从性的角度认

识自己与异性，渴望解释一些令人新奇的生理感受，

渴望明白自己某些新的生理要求产生的原因和满足的

方式，因此他们从各种途径去探索和获取性知识，这是

自然的、合理的需求。它不仅有助于青少年破除性神

秘感，掌握科学而准确的性知识，促进人格发展和心

理健康，而且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男生

性知识的来源很少是从父母或老师那里获得的，这与

男生内心的封闭倾向有关。他们大多数是通过上网、

听课、听讲座、看展览、读有关书籍、看影视片、与同学

或朋友聊天的方式接受性知识。而女生内心封闭性比

男生弱，她们一般愿意与朋友和母亲谈论性问题。随

着年龄增大，她们更愿意自己去阅读有关书刊，或与

一两个密友交谈。因此，在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中，家

庭和学校两个环节的互相配合十分重要。（２）对异性
的好奇与爱慕。当青少年发现异性与自己的差异时，

他们好奇，便想去了解［１］。此时，他们一方面从书刊

上求索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特别注意观察异性，并

与自己比较。他们喜欢与异性交往，愿意互相接近，

相互怀有好感，出现情感上互相吸引和爱慕。他们会

自觉不自觉地用遐想来达到精神的满足，如憧憬未来

的生活，构想与心目中的异性偶像在一起的浪漫情

景，有时会想入非非，迷恋、玩味自己心目中的“爱

情”，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３）在异性面前表现紧张
和兴奋。青少年发现自己的确有很多地方与异性不

同，发现异性也很注意自己，希望自己在异性面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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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更出色，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特风采，以吸

引对方。男孩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做事特别卖劲

儿［２］，努力呵护对方，希望在自己钟爱的女生心目中

成为英雄和崇拜的对象；女孩则以文静、庄重或矜持

等方式展现自己的女性美。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又怕

被对方发现，因此往往过于紧张、压抑，反而表现出缩

手缩脚，甚至举止失态，有时弄巧成拙，可能损伤自

尊心，有的甚至因此而出现心理障碍。

２　学习任务之二：理解青春期的心理冲突

进入青春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青少年对

外界的认识不断提高，生活经验不断积累，且凭借这

些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言行。家庭作为全天候的环

境，为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积极助力，创造健康、向

上、和谐的心理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使

孩子有了一定的道德感，特别是１２岁以前的儿童自
我意识不强，对事物的评价基本是成人评价的翻版。

基本的伦理观与成年价值观持续、强烈的灌输使之努

力做“大人喜欢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自我意识的

发展使他们对自我价值体验的需要增强，特别“同伴

的价值感”、“同性的价值感”、“异性的价值感”的需求

尤其强烈，随之带来了与原有“道德感”的冲突和三个

价值感之间不平衡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使孩子

面临“抉择的烦恼”。如果没有合理“砝码”的加入，

孩子就可能在烦恼中作出“错误的选择”。下面的四

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道理。

【案例回放一】东东的心烦

我越来越懒得和我爸妈说话了！他们实在太唠叨

了！其实，我也很努力地让自己去了解他们，希望能

站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来考虑问题，可总是不欢而

散。看他们生气、难过，我就很后悔自己的行为，可好

像又不能控制自己似的，下一次又会去顶撞他们，然

后又会后悔。如此反复，弄得我的心里乱极了。

［分析］做子女的身份和对父母的情感使东东有

不能也不愿让爸爸妈妈生气，但他们的太唠叨使自己

的“成人感”大受挫折，忍不住又“逆反了”。这个“逆

反”行为的出现，就是因为在“道德感”与“成人感”ＰＫ
时没有合理“砝码”的加入而作出的选择。那么，合理

的砝码由谁来放呢？当然是父母，因为大人比孩子更

有处理事情的经验［３］。

【案例回放二】南南的苦恼

我是个很上进的男孩，学习很好，人缘不错；老

师喜欢，父母放心。可是，最近我就很烦。我从不吸

烟，可班里的几个同学喜欢吸烟，他们认为吸烟很时

髦、像男子汉。当他们坐在一起抽烟时，常常会对我

说：“来一根吧！就一根。”每逢此时，我总是支支吾

吾。“婆婆妈妈了不是，这哪儿像个男子汉？”同伴撂

过来一句，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认为，吸烟和男子汉

的形象不是一回事。我非常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可

又怕说出来会得罪朋友。谁有既拒绝吸烟又让同伴接

纳自己的好方法？

［分析］学生的身份和抽烟不好的观念使南南已

有“学生不能抽烟”的道德感，但对同伴群体的“时髦

观”、“男子汉观”又缺少与之抗衡的心理力量。这个

“苦恼”的出现，就是因为在“道德感”与“同伴价值

感”ＰＫ时没有合理“砝码”的加入。那么，合理的砝码
是什么呢？也许，有的父母会说：远离这种“抽烟同

伴”更好！如果你给孩子的是这个建议，那就太遗憾

了，因为你不理解孩子青春期的需要，当然，孩子在

你这里就无法得到成长的支持了［４］。

由于“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的心理

发展必然与生理发展密切相联系。青春期性成熟由此

带来的青春期的另一个觉醒即“性意识的觉醒”也参

与到了“冲突”活动中来。下面的两个例子“西西的困

境”和“北北的迷惑”就是很好的说明。

【案例回放三】西西的困境

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大概是上了初中以后遇见

了那位男孩吧，就发现自己渐渐地变了。最近不知怎

么了，有时会处在无聊的幻想之中，上课也经常走神，

甚至莫名其妙地想象和那位男生在一起约会、游玩、拥

抱。我心里很紧张，很害怕，是不是我思想意识不健

康？我以前可从不往这方面想的。要是同学们知道我

有这种想法，我在班里还有什么威信可言！我自己却

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种“下流”的念头。老师，我究竟

该怎么办？

［分析］西西是个家长、老师、同学公认的好孩子，

对长辈的要求循规蹈矩，对学生的规范带头执行，在

这个群体中很有威信。现在时不时自动出现的这种上

课“走神”情况，既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

但又总感觉到内容有点“下流”。大人平常要求我们

不要胡思乱想，我怎么就“胡思乱想”啦？西西现在需

要“砝码”的加入，可加在哪里呢？

【案例回放四】北北的迷惑

以前我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想不到现在被同学

的议论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和同班的一个女孩经常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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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接触比较多。不久前，她给我

写了封信，谈读了一篇小说的感想。结果，信被同学

们发现了，误认为我们在谈恋爱。为了避免同学议

论，我们从此互不搭理。请问：友谊和爱情之间有界

限吗？异性交往被人误解怎么办？

［分析］北北开朗的个性很受同学的欢迎，使北北在

这个群体中有很强的价值体验；女同学经常与他讨论一

些学习上的问题，又使他有了更独特的“异性价值感”体

验。目前，这两个北北都需要的价值感却要去 ＰＫ了。
北北该怎么办？北北现在也需要“砝码”的加入！

以上四例发生在成人身上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两个意识”一起觉醒的孩子来说就是全新问题［５］。

新在哪里？这是孩子心理世界中以前“不关心的事”，这

也是孩子以前没有过的“特殊感觉”。为什么说他们是

“问题”？因为每一件都需要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孩子自

己找不到，需要成年人特别是家长的理解与指导。

青春期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读懂青春

期、解惑青春情是青春期孩子父母送给孩子享用一生

的大礼。陪伴孩子同行青春期，家长无须太多的精深

理论，但需要较高的教育智慧与期待：帮助青春期的孩

子顺利走过人生的“雨季”，享受绚烂的“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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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低，因此其满意程度低于正常满意水平。（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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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达到了性满意。以上三点也从侧面说明了性健康

知识普及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性快感是人们性活动追求的主要目标，性活动其

实是个性和品行的体现。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性

生活和谐是家庭和睦的基础［１５］。很多男女表示生活

压力大、条件差，温存、爱抚和情感交流不到位，有的只

是应付对方，因此满意度不高。诉说时间短的男人不

知道如何掌握节奏和力度，不能延缓排精时间。女人

不知道改变体位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刺激［１６］。值得注

意的是，本组上述问题的当事人从未寻求医生的帮助，

有必要尽快普及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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