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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生精细胞体外培养后的受精能力。方法：选取８例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的睾丸组织制备成生精细胞，经体外培养后得到长形精子细胞显微注射到卵细胞

内，观察其受精情况。结果：８例患者睾丸生精细胞经体外培养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化、成熟。将培养后接
近成熟的精子细胞通过显微注射到卵细胞内，卵细胞受精率为４．５２％，荧光原位杂交试验结果显示卵细胞
有受精。结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生精细胞经体外培养后有潜在的受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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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睾丸生精细胞的体外培养技术已

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可将人类睾丸生精细胞在体外培养到接近

成熟［１］，但未见对培养后其受精能力的报道。现对人类非梗阻

性无精子症患者的睾丸生精细胞在体外培养，将培养后接近成

熟的精子细胞通过显微注射到卵细胞内后观其受精情况，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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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经睾丸病理活检确诊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８例，

年龄２３～３６岁；第二性征（胡须、喉结、阴毛生长）发育良好２

例，发育不良６例；睾丸５～１０ｍＬ，平均（７５６±２２５）ｍＬ，血清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１３２５～３２４９ＩＵ／Ｌ，平均（２１３５±９６２）ＩＵ／

Ｌ；血清黄体生成素（ＬＨ）７５６～１６５８ＩＵ／Ｌ，平均（１２５２±

３４７）ＩＵ／Ｌ。

１２　主要仪器、试剂

显微 注 射 操 作 仪 （Ｏｌｙｍｐｕｓ）、荧 光 原 位 杂 交 仪

（Ｔｈｅｒｍａｂｒｉｔｅ）和细胞培养基（Ｓｉｇｍａ）、胰蛋白酶溶液（上海）、

ＥＤＴＡ溶液（武汉）、胶原酶溶液（上海）、ＣＯ２培养箱。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睾丸组织的获取　８例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的睾丸

组织通过睾丸活检获得，组织置于ＨＴＦ中送回实验室。按本室

建立的方法［２］获取睾丸生精细胞和支持细胞。

１３２　生精细胞的体外培养方法　睾丸组织分离后按本实验

室建立的方法培养［３］。

１３３　卵胞浆内精子细胞显微注射　在显微镜下选择培养了

５ｄ后获得的长形精子细胞，采用显微注射技术将长形精子细胞

注入卵母细胞的细胞质中，置于ＨＴＦ１０２６培养液的微滴中在培

养箱中继续培养。

１３４　荧光原位杂交试验　使用双色 ＤＮＡ荧光标记探针

（ＣＥＰＸ、Ｙ）分别对未受精卵和 ＩＣＳＩ后的受精卵进行原位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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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具体操作参照文献［４］。样品逐枚滴于多聚赖氨酸防脱玻

片上，并对相应位置进行标记，便于探针杂交及荧光分析。玻

片经洗涤、低渗、固定处理后，使用含 ２５ｍｍｏｌ／ＬＤＴＴ的 １×

ＰＢＳ处理２０ｍｉｎ使染色体去凝集，２×ＳＳＣ洗涤和乙醇脱水风

干，６０℃烤箱中烤片２５ｈ，染色体和探针变性杂交、洗脱、ＤＡＰＩ

复染。使用荧光显微镜的ＷＵ、ＷＩＧ和ＷＩＢ滤光片分别观察样

品内的荧光信号，并进行摄像及记录分析。荧光信号判定：绿

色荧光信号为Ｘ染色体，红色荧光信号为Ｙ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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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生精细胞体外培养的结果

本研究中，睾丸组织经酶消化后在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未成

熟的生精细胞，包括有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以及支持细胞。

这些未成熟的生精细胞培养后第２至３ｄ，在倒置显微镜下可见

有圆形精子细胞出现，第５ｄ后，见有长形精子细胞出现，经计数

初级精母细胞分化为精子细胞的分化率约３３５％。

２２　卵胞浆内精子细胞显微注射后的结果

选择培养获得的长形精子细胞，分别注射到４７个ＭⅡ期的

卵母细胞胞浆中，其中观察到有２个卵母细胞出现２个雌雄原

核和２个极体，受精率为４２６％。

２３　荧光原位杂交分析结果

经荧光原位杂交分析，观察未受精卵５个，在荧光激发后只

观察到１个绿色荧光标记，说明只存在 Ｘ染色体而无 Ｙ染色

体；观察出现受精的两个受精卵，其中１枚显微注射后受精卵内

含有２个绿色荧光标记，另一枚显微注射后受精卵内含有１个

绿色荧光和１个红色荧光标记，荧光原位杂交分析结果表明两

个卵细胞已经受精。

#

　讨论

人类生精细胞在体外培养后能获得进一步的分化和成熟。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等已能将初级精母细胞培养到精子细胞阶段，精子细

胞能进一步变形成长形精子细胞［５－７］，有些精子细胞出现鞭毛，

直至获得成熟的精子［８］。本研究中，生精细胞在体外培养后可

从初级精母细胞分化到精子细胞分阶段，分化率约３３５％，而

且精子细胞可变形为长形精子细胞，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

相比较，其分化率仍较低，虽然比本室以往的结果［３］有所提高，

但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培养技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随着生精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和生殖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们已能进行卵胞质内圆形精子细胞注射术（ｒｏｕｎｄ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ＳＩ）和卵胞质内长形精子细胞注射术（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ｓｐｅｒ

ｍａｔ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ＥＬＳＩ）［９］。Ｔｅｓａｒｉｋ等［１０］于１９９６年报道了 ＲＯＳＩ

第一例婴儿出生，随后，他们将培养后变形的长形精子细胞通

过ＥＬＳＩ技术使患者的配偶获妊娠成功，产下发育正常的双胞胎

婴儿。Ｓｏｕｓａ等［１１］将接近成熟的长形精子细胞 ＥＬＳＩ，卵母细胞

的受精率约为３１％～３８％，且有囊胚形成。本研究将培养后获

得的４７个长形精子细胞注射入卵母细胞内，有２个受精，而且

已经 ＦＩＳＨ检测证实，其受精率为 ４２６％。但是，我们依然看

到，ＲＯＳＩ与ＥＬＳＩ技术的效果与采用成熟成活的精子的 ＩＣＳＩ相

比仍较低，本研究的受精率仅为４２６％，表明这一技术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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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舍曲林联合萘哌地尔、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在早泄
治疗中的应用
张俊强 符俊英 柴银柱 宋玉萍 史维

包头市中心医院男性科，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４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盐酸舍曲林、萘哌地尔分散片和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联合用药在治疗早泄中的有
效性。方法：对５１例早泄患者采用口服盐酸舍曲林、萘哌地尔分散片和局部涂抹复方利多卡因乳膏治疗，疗
程８～１２周。治疗前后，使用 ＣＩＰＥ、ＩＥＬＴ和双方性满意度进行评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总有效率
６６７％，ＣＩＰＥ评分由治疗前的（１８５９±４２１）分至治疗后的（３６２９±３５５）分，ＩＥＬＴ由治疗前的（０７３±
０４０）分至治疗后的（４４０±０５１）分，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由治疗前的（２１±０４）分至治疗后的（３９±
０６）分，配偶性生活满意度由治疗前的（２０±０６）分至治疗后的（３６±０８）分。结论：盐酸舍曲林、萘哌
地尔和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联合用药治疗早泄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早泄；盐酸舍曲林；萘哌地尔分散片；复方利多卡因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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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ＰＥ）是指男性在性生活当中无法控制射精，在阴茎进

入阴道之前或刚进入阴道时即射精，发病率为３５％ ～５０％［１］。

它严重地影响了患者夫妻双方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困扰着临床

医生，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对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３

月间在我院门诊就诊的５１例早泄患者予以口服盐酸舍曲林联

合萘哌地尔、复方利多卡因乳膏治疗，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间在我院

男科门诊就诊的患者５１例。患者均符合国际性医学会ＩＳＳＭ和

美国精神病协会颁布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ＤＳＭ－ＴＲ－ＩＶ）定义的早泄诊断标准［１］；年龄在１９～５５岁，平

均年龄３２５岁，病程为３个月 ～１０年不等；勃起功能正常，有

固定的性伴侣和规律的性生活，能积极配合，无心脏病、脑血

栓、肝肾功能不全等系统疾病；近３月内无服用精神药物或影响

射精的药物；配偶的性感情况正常。

１．２　治疗方法

全部患者均予以口服盐酸舍曲林（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０１４１）５０ｍｇｑｎ（晚７～８点）ｐｏ；萘哌地尔分

散片（蓬莱金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２０８０）２５ｍｇ

ｑｎ（临睡前）ｐｏ；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北京紫光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３４６６，含利多卡因２５ｍｇ／ｇ和丙卡因２５ｍｇ／ｇ）每

次性交前２０～３０ｍｉｎ涂抹于阴茎头及其周围敏感区，性交时可

使用避孕套或阴茎清洗，以免对方不适，性生活规律，每周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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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次，性伴侣要积极配合，疗程８～１２周。治疗前后，使用中国

早泄问卷调查表（ＣＩＰＥ），对患者进行评估，使用秒表测量射精

潜伏期（ＩＥＬＴ），根据能否延长射精潜伏期和双方性满意度来判

断效果。治愈：阴茎进入阴道后能保持２ｍｉｎ以上，能作适当或

随意抽动，夫妻双方均能满意。有效：阴茎进入阴道后能做适

当抽动，时间在１～２ｍｉｎ，双方较为满意。无效：用药前后没有

变化。治愈加有效所占比例为总有效率。患者性满意度根据

ＣＩＰＥ中第６项评分，配偶性满意度根据ＣＩＰＥ中第７项评分。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ｔ检验，用ＳＡＳ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本组５１例患者中，总有效率为６６７％（有效２３例，治愈１１

例）。治疗前后患者的 ＣＩＰＥ评分、ＩＥＬＴ、患者与配偶的性满意

度等各项指标相比，Ｐ值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ＣＩＰＥ、ＩＥＬＴ、患者及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情况

ＣＩＰＥ ＩＥＬＴ
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

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１８．５９±４．２１ ０．７３±０．４０ ２．１±０．４ ２．０±０．６

治疗后 ３６．２９±３．５５ ４．４０±０．５１ ３．９±０．６ ３．６±０．８

#

　讨论

早泄到目前为止，病因未完全明了，普遍认为有心理性原

因和器质性原因。心理性原因是指对性交缺乏自信，有自罪感

和不安感等。器质性原因是由于阴茎感觉过敏或感觉神经兴

奋性过高，其他如包皮炎、龟头炎、前列腺炎、精囊炎、尿道炎

等［２］。主要表现在射精潜伏期过短，双方性满意度过低。国际

性医学学会（ＩＳＳＭ）将诊断早泄的ＩＥＬＴ定义为１ｍｉｎ［３］。大约有

１／３成年男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早泄，其治疗方法很多，疗效不

十分肯定，至今还没有一种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认

可的治疗方法［４］。

舍曲林是高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治疗 ＰＥ

能取得较好的疗效［５］。射精反射受大脑的控制，大脑射精中枢

的兴奋性与多巴胺和５－ＨＴ代谢有关。ＳＳＲＩｓ能选择性的阻断

突触前膜５－ＨＴ的再摄取部位，提高５－ＨＴ的传输，增加突触

间隙５－ＨＴ的浓度，从而发挥提高射精的阈值、推迟射精的作

用［６］。孙少鹏等［７］应用舍曲林５０ｍｇ，每晚１次联合多沙唑嗪控

释片（α受体阻断剂）４ｍｇ，１次／ｄ，连续服用６周进行观察，对治

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患者性满意度和配偶性满意度进行

评分比较，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５）。

萘哌地尔为α受体阻断剂，其作用的机制可能是!

（１）阻

断Ｔ１２－Ｌ２和Ｓ２－Ｓ４的α１Ａ和α１Ｄ受体，抑制其兴奋性，控制

射精和泌精反射，达到缓解早泄症状；（２）降低输精管的肌张

力，减缓其蠕动频率，推迟排精的时间；（３）松弛前列腺的平滑

肌张力，放慢并减少其收缩力度，降低前列腺液的排放量，减轻

对后尿道的刺激；（４）降低膀胱颈部和后尿道平滑肌张力，使其

平滑肌松弛，减轻对后尿道储精池的压力，延缓射精的时间［８］。

研究证实，早泄患者阴茎头的感觉比正常人过于敏感，在

性交时对一般的刺激即会发生射精，导致早泄。局部麻醉药物

能降低阴茎龟头的敏感度、延长射精潜伏期，但对射精感觉影

响不大。在性交前使用利多卡因－丙胺卡因软膏，５～１０ｍｉｎ内

即可渗入阴茎头，能使ＩＥＬＴ达到８ｍｉｎ以上，起到延长射精潜伏

期的目的［９］。国内刘龙［１０］报告用恩那乳膏（内含利多卡因和

丙胺卡因）治疗３６例早泄患者，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组５１例，采用口服盐酸舍曲林、萘哌地尔和性生活前局

部涂抹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等联合治疗早泄，效果满意，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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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垂体泌乳素瘤术后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临床妊
娠１例报告
李秡　宋世威
沈阳东方医疗集团菁华医院男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探讨高泌乳素血症对男性的不良影响。方法：对我院诊治的１例高泌乳素血症患者
的临床资料及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本病例患者术前超高的血清泌乳素水平并未影响到患者的

精液质量，患者仅有性欲下降、性生活频率减少、头昏等垂体泌乳素腺瘤的早期临床表现。结论：垂体腺瘤

的临床表现在人群中的差异性很大，对于性欲下降的男性，应该及早到医院进行内分泌检测。

【关键词】　垂体泌乳素瘤；高泌乳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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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体泌乳素瘤是最常见的垂体腺瘤之一，可引起高泌乳素
血症（ＨＰＲＬ），导致继发性的男性性功能减退和男性精子数量
的减少，并引起不育。本病例患者术前超高的血清泌乳素

（ＰＲＬ）水平并未影响到患者的精液质量，术后２周即行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技术助孕，其配偶成功妊娠，临床较少
见，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患者，男，３１岁。结婚３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妻子结
婚当年妊娠１次，因当时无生育要求于孕早期行人工流产终止
妊娠至今未育。该患来诊前未做过任何不育症相关性检查，妻

子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示双侧输卵管阻塞，常规治疗无效。

夫妻双方为行ＩＶＦ－ＥＴ技术助孕于２００９年９月于我院就
诊，该患精液常规检查：精液量２０ｍＬ，ｐＨ值７０，２０ｍｉｎ完全液
化，精子密度６０１１×１０６／ｍＬ，Ａ级３７４１％，Ｂ级８６３％，Ｃ级
１０７９％，Ｄ级 ４３１７％，多次内分泌检查结果均示 ＰＲＬ＞
２００００ｎｇ／ｍＬ（正常参考值２１～１７７ｎｇ／ｍＬ），血清睾酮水平正
常。追问其病史，患者自述近１年来性欲略有下降，性生活频率
略有减少，每次同房时阴茎勃起硬度无明显下降，偶有头昏症

状，无头痛、视物模糊、视野缺损及偏盲。我们在了解以上病史

后告知患者应暂时停止 ＩＶＦ－ＥＴ操作，做垂体疾病进一步
检查。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２日患者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

鞍区 ＭＲ平扫 ＋增强检查，结果回报：鞍区内可见大小约
２０９ｃｍ×２５４ｃｍ×２５４ｃｍ，边界光滑，稍长 Ｔ１、稍长 Ｔ２异常信
号肿块，肿块内可见类圆形短Ｔ１、长Ｔ２信号，垂体柄移位，鞍底
下陷，蝶鞍扩大，鞍上池变形、减小，视交叉受压上移，左侧海绵

窦轻度受侵，包绕左侧颈内动脉；增强检查可见肿块轻度强化。

检查结论：垂体腺瘤伴卒中可能性大。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该患
于我院冷冻保存精液一份，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该患于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行经鼻孔蝶窦显微手术治疗，在手术显微镜

下分离并摘除垂体腺瘤。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无并发症，恢复

良好，术后１０ｄ复查ＰＲＬ明显下降。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妻子于我院常规长方案达菲林进行降

调节，１１月１８日丽申宝超促排卵。１１月３０日上午９时行常规
取卵术，获得成熟卵子６枚，该患同时手淫取精，精液检验结果：
精液量１５ｍＬ，ｐＨ值 ７２，２５ｍｉｎ液化，精子密度 ５８００×１０６／
ｍＬ，Ａ级１７００％，Ｂ级２３００％，Ｃ级１２００％，Ｄ级４８００％，与
术前相比无明显改变，按患者要求未使用冷冻精子，经过密度

梯度离心处理后行ＩＶＦ操作，下午５时观察６枚卵子全部受精。
第１ｄ观察正常受精卵５枚，卵裂正常；异常受精卵１枚，丢弃。
第３ｄ移植２枚８细胞优质胚胎于妻子子宫腔内，移植顺利，剩
余３枚优质胚胎冷冻保存。同时给予黄体支持治疗，移植后２
周妻子查尿ＨＣＧ（＋），移植后５周Ｂ超检查提示宫腔内可见１
个妊娠囊，１个正常胎心搏动。该患术后３个月于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一院行内分泌学检查，血清 ＰＲＬ值在正常范围之内。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足月剖宫产下１女婴，身高５０ｃｍ，体重３０００ｇ，
健康，未见畸形，母乳喂养，随访至今生长发育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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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垂体腺瘤是发生在垂体前叶的良性肿瘤，其发生机制目前

尚未完全明了。根据其分泌激素的特点可分为功能性腺瘤和

无功能性腺瘤，其中最常见的是功能性腺瘤中的垂体泌乳素腺

瘤（ＰＲＬ腺瘤），约占垂体腺瘤的４０％ ～６０％，是原发性高泌乳
素血症最重要的病因［１］。此腺瘤因分泌大量泌乳素故得此名，

但在男性中较为少见［２］。

人类的泌乳素是由垂体前叶分泌的一种多肽激素，睾丸中

ＰＲＬ受体只作用于睾丸间质组织［３］。精神因素、运动、进食、睡

眠、性交、乳头刺激、应激（手术、低血糖、心肌梗死、晕厥、外伤）

等可引起泌乳素暂时性升高［４］。垂体发生病变致ＰＲＬ过多时，
ＰＲＬ抑制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的释放及垂体对
ＧｎＲＨ的反应，导致ＬＨ和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下降，睾丸直接
或间接受到严重损害，睾酮（Ｔ）下降。此外，垂体瘤可直接压迫
和破坏垂体的促性腺激素细胞，两方面的原因单独或联合作用

导致继发性的睾丸功能减退［５］，以性欲减退为多见［６，７］，并可引

起精子数量减少导致不育［８］。晚期则出现头痛，视力下降，视

野缺损，视神经萎缩而致全盲，这是因为瘤体过大压迫视神经

交叉所致。男性特发性高泌乳素血症，睾酮水平则可能在正常

范围内［９］。另有研究表明，高泌乳素血症在某种程度上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而使性欲和勃起功能受到抑制［１０］。

本例患者近１年性欲略有下降、性生活频率略有减少、出现
头昏等症状均与垂体泌乳素腺瘤的早期临床表现相吻合，患者并

未出现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及偏盲等晚期症状，而且其精液常规

检查结果完全正常，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垂

体腺瘤的临床表现在人群中的差异性很大，对于有生育要求的男

性，如果出现上述类似症状，应该及早到医院进行精液常规检查

及内分泌检测。检查明确有高泌乳素血症的患者，不要盲目口服

降低血清泌乳素的药物，应进行垂体ＭＲＩ的检查，以明确血清泌
乳素的增高是否是由垂体腺瘤所致。可以肯定的是垂体腺瘤的

早期诊断及早期选择性地切除腺瘤组织，不仅能够达到根治的目

的，而且又能保留正常的垂体组织，能在术后保持或者恢复正常

垂体功能。早期的小腺瘤可以采用经鼻孔蝶窦显微手术治疗，大

腺瘤在手术治疗的同时还应该辅助药物治疗。术后需要评估垂

体功能，进行影像学、内分泌学相关检查。仍有肿瘤残留者，需要

进一步采用药物或放射治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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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明地区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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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深圳光明地区泌尿生殖系支原体感染特点及药敏特征。方法：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来深圳光明地区两家医院４９５６例泌尿生殖系感染患者的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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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支原体的检出率并对药敏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支原体阳性２６８２例，阳性率５４１％，解脲支原体（ＵＵ）、
人型支原体（Ｍｈ）及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的阳性率分别是４５４％、０７％和１２６％，药敏结果显示ＵＵ对强力
霉素、米若环素最为敏感分别是９５７％和９０３％，其次是交沙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Ｍｈ对强力霉素、米
若环素最为敏感，分别是９３８％和９４３％，其次是交沙霉素；Ｕｕ＋Ｍｈ对强力霉素、米若环素最为敏感，分别
是９１６％和９４４％。结论：深圳光明地区泌尿生殖系感染的主要以ＵＵ为主，其次是ＵＵ和Ｍｈ引起的混合
感染，单独由Ｍｈ引起的感染较少，而且三者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临床医师一定要根据药敏
的结果选择恰当的抗生素，以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关键词】　泌尿生殖系感染；解脲支原体；人型支原体；药物敏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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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支原体是一类大小及结构复杂程度介于病毒与细菌之间，
能在无生命的培养基中生长和繁殖的最小的微生物，近年来，

其成为泌尿系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１］。通常支原体有十余

种，但引起人类泌尿系感染的主要是解脲支原体（ＵＵ）和人型
支原体（Ｍｈ）。由于目前抗生素的滥用和病人对泌尿系支原体
感染的认识不足，导致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支原体的耐药也

成为困扰临床医生的重要问题，而据文献报道，各地的支原体

感染状况和耐药情况不尽相同。为了了解深圳光明地区泌尿

系支原体感染状况和耐药情况，我们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来深圳光明地区两家最大的综合性医院４９５６例泌尿系感
染患者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并对支原体感染状况和药

敏结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病例的选择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到深圳光明新
区两家综合医院皮肤性病科、妇产科和泌尿外科门诊的疑似泌

尿生殖系统支原体感染，并且受试者取材前１周内没有使用任
何抗生素的全部患者样本。

１２　采集标本
男性尿道有明显分泌物者，生理盐水清洁尿道口，插入无

菌尿道拭子１～２ｃｍ，３０ｓ后旋卷取出，没有分泌物者取前列腺液
培养。女性无菌拭子取宫颈分泌物培养。

１３　标本送检
所有标本采集后立即送检光明新区两家综合性医院的检

验科，室温保存不得超过２ｈ，２～８℃不超过５ｈ。
１４ 标本的检测

严格按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的

操作步骤进行（由珠海丽珠试剂公司提供）。

１５　实验结果的判断
设立培养基空白对照，支原体阳性对照、抗生素选取强力

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阿齐霉素、氧

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司帕沙星等（标准品由试剂盒自身配

有），在低浓度、高浓度中均阴性为敏感（Ｓ），在低浓度、高浓度
中均阳性为耐药（Ｒ），在低浓度中阳性、高浓度中阴性为中介
（Ｉ）。
"

　结果
２１　支原体感染阳性率

我们对４９５６例泌尿系感染患者的标本进行检测，支原体阳
性２６８２例，阳性率５４１％；其中男性１０５８例，支原体阳性２８７
例，阳性率２７１％；女性２４５６例，阳性率６３０％，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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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９５６例泌尿系感染患者的感染状况　［ｎ（％）］

性别 例数ｎ Ｕｕ Ｍｈ Ｕｕ＋Ｍｈ 合计

男性 １０５８ ２２６（２１．４） ８（０．８） １１７（１１．１） ２８７（２７．１）

女性 ３８９８ ２０２６（５２．０） ２８（０．７） ５０６（１３．０） ２４５６（６３．０）

合计 ４９５６ ２２５２（４５．４） ３６（０．７） ６２３（１２．６） ２６８２（５４．１）

２２　支原体感染药敏结果
２２５２例ＵＵ感染的药敏结果显示，ＵＵ对强力霉素、米若环

素最为敏感，分别是９５７％和９０３％；其次是交沙霉素、克拉霉
素、阿奇霉素；对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司帕沙星

等耐药，见表２。
３６例Ｍｈ感染的药敏结果显示，Ｍｈ对强力霉素、米若环素

最为敏感，分别是９３８％和９４３％；其次是交沙霉素；对克拉霉
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司帕沙星等

耐药，见表３。
６２３例Ｕｕ＋Ｍｈ混合感染的药敏结果显示，Ｕｕ＋Ｍｈ对强力

霉素、米若环素最为敏感，分别是 ９１６％和 ９４４％；对交沙霉
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

司帕沙星等耐药，见表４。

表２　２２５２例Ｕｕ感染阳性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敏感（Ｓ）

ｎ ％

中介（Ｉ）

ｎ ％

耐药（Ｒ）

ｎ ％

强力霉素 ２１５５ ９５．７ ２７ １．２ ７０ ３．１

米诺环素 ２０３３ ９０．３ ７０ ３．１ １４９ ６．６

交沙霉素 １７１４ ７６．１ ４５３ ２０．１ ８５ ３．８

克拉霉素 １６１０ ７１．５ ２４１ １０．７ ４０１ １７．８

罗红霉素 ４７７ ２１．２ ２１４ ９．５ １５６１ ６９．３

阿奇霉素 １５７０ ６９．７ １９４ ８．６ ４８８ ２１．７

氧氟沙星 ４２３ １８．８ ８１３ ３６．１ １０１６ ４５．１

左旋氧氟沙星 ４９１ ２１．８ ５３１ ２３．６ １２３０ ５４．６

司帕沙星 ３９４ １７．５ ７９０ ３５．１ １０６８ ４７．４

表３　３６例 Ｍｈ感染阳性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敏感（Ｓ）

ｎ ％

中介（Ｉ）

ｎ ％

耐药（Ｒ）

ｎ ％

强力霉素 ３４ ９３．８ １ ３．３ １ ２．９

米诺环素 ３４ ９４．３ ０ ０ ５ ５．７

交沙霉素 ２４ ６５．７ ９ ２４．１ ３ １０．２

克拉霉素 １１ ３１．５ ５ １２．７ ２０ ５５．８

罗红霉素 ５ １２．９ ６ １５．５ ２５ ７１．６

阿奇霉素 ６ ２０．１ ３ ９．５ ２７ ７０．４

氧氟沙星 １０ ２８．８ １３ ３７．２ １３ ３４．０

左旋氧氟沙星 １１ ３１．８ ２１ ５７．４ ４ １０．８

司帕沙星 ９ ２５．８ １６ ４０．５ １１ ３３．７

表４　６２３例Ｕｕ＋Ｍｈ混合感染阳性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敏感（Ｓ）

ｎ ％

中介（Ｉ）

ｎ ％

耐药（Ｒ）

ｎ ％

强力霉素 ５７１ ９１．６ １４ ２．３ ３８ ６．１

米诺环素 ５８８ ９４．４ ２０ ３．２ １５ ２．４

交沙霉素 ２２８ ３６．６ ２５０ ４０．２ １４５ ２３．２

克拉霉素 ２０４ ３２．８ ３５ ５．６ ３８４ ６１．６

罗红霉素 ７２ １１．６ ４０ ６．５ ５１１ ８１．９

阿奇霉素 ２３ ３．７ ２９ ４．６ ５７１ ９１．７

氧氟沙星 ２４２ ３８．９ １４６ ２３．５ ２３５ ３７．６

左旋氧氟沙星 ７２ １１．５ １５５ ２４．８ ３９６ ６３．７

司帕沙星 １６９ ２７．１ ３６ ５．７ ４１８ ６７．２

#

　讨论
支原体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ＮＧＵ）的主要病原体之一，

目前引起ＮＧＵ的支原体主要是ＵＵ、Ｍｈ和ＵＵ＋Ｍｈ引起的混合
感染，且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２］，尤其是女性泌尿生殖系

感染者，由于症状不明显而被忽视，引起宫颈炎、附件炎、盆腔

炎等，严重的可引起不孕等［３］。本课题对深圳光明地区４９５６例
泌尿系感染患者（这４９５６例样本是“疑似泌尿生殖系统支原体
感染”而不是“泌尿系感染患者”。５４１％的率也是在这些“疑
似病例”中的占比。）的标本进行了检测，支原体感染２６８２例，
感染率５４１％，这和徐小红等［４，６］有关文献报道的基本一致，高

于张东兴等［７］广东梅州地区的报道，低于张凤等［８］河南漯河地

区的有关报道，其中男性２８７例，感染率２７１％；女性２４５６例，
感染率６３０％，说明女性更容易感染支原体，这可能与女性特
殊的生理结构有关，使女性更容易感染支原体，但支原体是条

件致病菌，对于女性无症状感染者是否需要治疗，目前学界尚

有争议。在２６８２例支原体感染中，ＵＵ感染 ２２５２例，感染率
４５４％；Ｍｈ感染３６例，感染率０７％；Ｕｕ＋Ｍｈ感染６２３例 ，感
染率１２６％。说明ＵＵ是ＮＧＵ的主要病原体，其次是 Ｕｕ＋Ｍｈ
的混合感染，Ｍｈ单独感染很少，这与国内有关文献的报道基本
一致［９］，这可能与ＵＵ的特殊顶端结构有关，使其更容易粘附在
易感宿主的上皮细胞上。

关于支原体感染的耐药问题，目前由于部分医患对支原体

感染认识不足、抗生素的滥用、支原体主要感染生殖道黏膜细

胞、泌尿生殖道的生理结构特点药物很难渗入等原因［１０］，导致

越来越多的支原体感染反复、混合、迁延不愈，给患者造成了很

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我们对２６８２例支原体感染分别作了药
敏实验，结果显示ＵＵ对强力霉素、米若环素最为敏感，，其次是
交沙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Ｍｈ对强力霉素、米若环素最为
敏感，其次是交沙霉素；Ｕｕ＋Ｍｈ对强力霉素、米若环素最为敏
感。ＵＵ、Ｍｈ、ＵＵ＋Ｍｈ对喹诺酮类药物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
星、司帕沙星等均耐药，这与国内很多文献报道的耐药情况不

完全一致［１１，１２］，这可能和各地医生使用抗生素的习惯不同有

关，我们深圳光明地区的支原体感染首先的药物是强力霉素、

米若环素，而喹诺酮类药物则不宜选择。这可能是强力霉素、

米若环素类药物的胃肠道反应比较大，临床上医生比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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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耐药菌株比较少。既往使用比较多的抗生素如克拉霉

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耐药，因此，对

于泌尿生殖系感染者，要重视支原体的培养和药敏实验，选择

最敏感的抗生素，减少支原体耐药菌株的产生，在临床上对于

支原体感染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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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常规磁共振成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联合三维磁共振波谱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ＲＳ）成像对ＰＳＡ灰区患者在前列腺癌与ＢＰＨ的鉴别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５例经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癌、２０例前列腺增生ＰＳＡ灰区患者进行 ＭＲＩ及 ＭＲＳ检查。ＭＲＳ成像计算 （ｃｈｏ
＋ｃｒｅ）／Ｃｉｔ的比值，比值大于０９９为前列腺癌的可疑波谱，将病灶的多体素取平均值，并与病理及其他磁
共振方法进行对照。结果：ＭＲＩ确诊率７７８％，ＭＲＳ确诊率８６７％，ＭＲＩ联合 ＭＲＳ确诊率９５６％。结论：
ＭＲＩ联合ＭＲＳ用于临床诊断ＰＳＡ范围在４～１０ｎｇ／ｍＬ的患者，可以提高前列腺疾病的诊断率，但还需要前
列腺活检以确定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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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４２，Ｃｈｉｎａ；２．Ｄａｑ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ａｑｉｎｇ
１６３５１５，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ＲＳ）ｉｎｇｒａｙａｒｅａｏｆＰＳＡ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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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ＢＰＨ）．Ｍｅｔｈｏｄ：２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ＳＡｇｒａｙ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ＭＲＩａｎｄＭＲ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ＲＳｉｍａ
ｇｉｎｇ（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０９９ｗ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ｏｘｅｌｐｒｏｔｏｎｗ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ＭＲＩｗａｓ７７８％．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ＭＲＳｗａｓ８６７％．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ＭＲ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ＭＲＳｗａｓ９５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Ｒ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Ｒ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４－１０ｎｇ／
ｍｌＰＳＡ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ｕ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疾病是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前列腺增生和
前列腺癌，占泌尿男科就诊率的３０％，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
病率也逐渐升高。二者在ＭＲＩ上均可表现前列腺外周带Ｔ２信
号减低，简单依靠常规 ＭＲＩ的信号变化无法诊断疾病，尤其是
ＰＳＡ范围在４～１０ｎｇ／ｍＬ的患者，诊断更加困难。笔者对２５例
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和２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进
行ＭＲＩ及ＭＲＳ检查资料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为
提高ＰＳＡ灰区患者诊断前列腺疾病的确诊率。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我院磁共振室行前列腺
检查的５０岁以上的老年患者，临床症状结合直肠指检（ＤＲＥ）
搜集相关数据，将其分为：（１）前列腺癌组：２５例（不包括治疗
后的患者），年龄５０～８４岁，平均６９５岁；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
（ＰＳＡ）值为４～１０ｎｇ／ｍＬ，平均值为７３８ｎｇ／ｍＬ。全部病例均经
病理或穿刺细胞学证实。（２）前列腺增生组：２０例，年龄５５～
８８岁，平均年龄７０６岁；ＤＲＥ诊断Ⅰ。、Ⅱ。、Ⅲ。、Ⅳ。增大分别
是３、９、７、１例；ＰＳＡ值为４～１０ｎｇ／ｍＬ，平均值为４８７ｎｇ／ｍＬ。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扫描参数　使用 １５Ｔ西门子 Ａｖａｎｔｏ磁共振扫描仪行
ＭＲＩ和ＭＲＳ检查，应用腹部体线圈和脊柱线圈。①ＭＲＩ扫描参
数：正中矢状位Ｔ２ＷＩ（ＴＲ／ＴＥ＝４０００ｍｓ／９４ｍｓ；层厚＝３ｍｍ；层距
＝０３ｍｍ；ＦＯＶ＝３２０ｍｍ；距阵＝３２０２５６），扫描范围包括前列
腺及精囊；轴位 Ｔ１ＷＩ（ＴＲ／ＴＥ＝７００ｍｓ／９４ｍｓ；层厚 ＝４ｍｍ；层
距＝０４ｍｍ；ＦＯＶ＝２４０ｍｍ；距阵＝３２０２５６）、轴位Ｔ２ＷＩ、压脂
（ＴＲ／ＴＥ＝３８００ｍｓ／９４ｍｓ；层厚 ＝４ｍｍ；层距 ＝０４ｍｍ；ＦＯＶ＝
２４０ｍｍ；距阵＝３２０２５６）。②波谱（ＭＲＳ）扫描参数：扫描范围
从前列腺基底部至腹主动脉分支水平，前列腺３维立体各相位
编码方向及扫描野（ＦｏｖＲ＞＞Ｌ、Ａ＞＞Ｐ、Ｆ＞＞Ｈ８０－
１００ｍｍ）；前列腺３维立体各相位编码方向及扫描野（ＶｏｌＲ＞＞
Ｌ、Ａ＞＞Ｐ、Ｆ＞＞Ｈ４０－６０ｍｍ）；ＴＲ／ＴＥ＝７００ｍｓ／１２０ｍｓ。
１２２　扫描注意事项　使用８条饱和带将前列腺周围组织饱
和掉。扫描方向为轴位，３Ｄ矩形兴趣区平面内的范围和上下
界应尽可能多的包括全部前列腺组织，而尽量减少前列腺周围

脂肪和直肠内气体的扫描面积。兴趣区边缘加饱和带以减少

矩形兴趣区内前列腺周围脂肪的影响，以达到波谱线的基线稳

定，杂波较小，波型相对稳定的目的。

１２３　观察指标　随机软件自动计算每个体素的枸橼酸盐
（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ｉｔ）、胆碱（ｃｈｏｌｉｎｅ，Ｃｈｏ）和肌酸（ｃｒｅａｔｉｎｅ，Ｃｒｅ）比值，即
（Ｃｒｅ＋Ｃｈｏ）／Ｃｉｔ比值。

ＭＲＩ：ＢＰＨ观察指标：①测量 ＢＰＨ大小；②分析 ＢＰＨ的发
病位置；③有无突出前列轮廓外的结节；④通过 Ｔ１ＷＩ及 Ｔ２ＷＩ
信号变化，分析前列腺结节的数量和大小。ＰＣａ观察指标：①前
列腺体积的测量；②Ｔ２ＷＩ上外周带低信号灶的数量和大小；③
观察包膜内外被侵犯情况，包膜局部未连接或中断；④肿瘤侵
犯邻近的组织如膀胱、精囊、肠等；⑤是否有侵占及转移征象。

ＭＲＳ：①观察代谢物如枸橼酸盐（Ｃｉｔｒ）和胆碱复合物（Ｃｈｏ）
波峰及化学位移；②Ｃｉｔｒ／Ｃｈｏ比值的测定。
１２４　诊断方法　根据医学影像诊断学诊断标准，由两位副主
任以上影像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阅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比两组（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比值ＰＳＡ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
析软件经应用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使用 Ｐ＜
００５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二者之间ＰＳＡ值和（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各指标对ＰＳＡ灰区患者前列腺疾病阳
性诊断情况，见表２。

表１ 两组间ＰＳＡ值和（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比值对比情况

疾病例数 ＰＳＡ值 （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比值

前列腺癌组 ２５ ７．３８±１．１２ ２．０３±０．３８

前列腺增生组 ２０ ４．８７±０．９８ ０．８５±０．４３

总 计 ４５

表２ 各指标对ＰＳＡ灰区患者前列腺疾病阳性诊断情况

检测项目 结果
病理学检测

ＰＣａ ＢＰＨ

ＭＲＩ ＰＣａ １９ ７

ＢＰＨ ６ １３

ＭＲＳ ＰＣａ ２２ ５

ＢＰＨ ３ １５

ＭＲＩ＋ＭＲＳ ＰＣａ １９ ８

ＢＰＨ ６ １２

２１ 前列腺癌

ＭＲＩ表现：前列腺癌病变位于外周带者１９例，位于中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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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６例。２０例Ｔ２ＷＩ上外周带内可见低信号，伴不规则增生１９
例，５例前列腺形态规则，表面光整；２０例形态不规则，表面不光
整，边缘模糊，其中精囊受侵３例，表现为精囊内出现低信号，膀
胱、骨转移２例，表现为膀胱内出现结节状软组织信号影，骨转
移表现为骨质内异常长Ｔ１短Ｔ２信号。

ＭＲＳ表现：３ＤＭＲＳ示前列腺兴趣区谱线 Ｃｉｔ峰及 Ｃｈｏ＋Ｃｒ
峰。Ｃｉｔ波峰明显下降，Ｃｈｏ波峰明显升高，Ｃｒ的浓度与正常组
织无差异变化，病灶区（Ｃｈｏ＋Ｃｒ）／Ｃｉｔ值均值为２０３±０３８。
２２ 良性前列腺增生

ＭＲＩ表现：患者前列腺组织增大２０例，位于中央带１６例，
影像表现为中央带体积增生，混杂信号，边界清晰，均有包膜，

其中７例为局灶性增生，５例为不规则增大，伴有结节状增生向
上压迫膀胱，或中央叶增生组织可见无规律信号结节影，周围

带高信号显示受压变薄。发生于外周带４例，表现为低信号或
混杂信号结节，边界清楚，均有完整包膜，外周带未发生膨胀性

改变。

ＭＲＳ表现：３ＤＭＲＳ示前列腺各代谢物波峰变化不明显，病
灶区（Ｃｈｏ＋Ｃｒ）／Ｃｉｔ值均值为０８５±０４３。
#

　讨论
ＰＣａ和ＢＰＨ均为老年泌尿男科常见疾病，是前列腺疾病中

最主要的两种疾病。ＰＣａ是威胁全球老年男性健康的常见恶性
肿瘤之一［１－３］，在我国该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４］。ＢＰＨ的发病
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王晓玲等［５］对３２６７例老干部进
行体检，检出患病人数２９５８例（９０５５％），其中前列腺增生肥
大（占４２１９％），是患病率最多的疾病，这与其他国内学者研究
相一致［６，７］。两者的鉴别诊断对临床治疗及预后具有重要意

义。鉴别诊断主要通过临床表现、肛肠指检、前列腺特异抗原

（ＰＳＡ）、影像学检查、前列腺穿刺活检等。ＰＳＡ被认为是鉴别前
列腺癌首先应用的实验室手段［８］，它由前列腺腺泡和导管上皮

细胞分泌的特异性糖蛋白构成，少量释放入血，对诊断前列腺

癌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对 ＰＳＡ和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相
关性进行探讨，认为ＰＳＡ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可因肛肠指检、
前列腺穿刺、炎症、增生等因素的影响而改变［９－１１］。汤普森等

人研究发现在２９５０名总ＰＳＡ（ＴＰＳＡ）值低于４ｎｇ／ｍＬ的病人中，
确诊为前列腺癌的病人４４９例（１５２％），发现有６７例为高分化
期的癌症［１２］，当ＰＳＡ范围在４～１０ｎｇ／ｍＬ时，前列腺增生和前
列腺癌可以共存，就形成了诊断上的灰区，很难区分 ＰＣａ和
ＢＰＨ［１３］。正因为如此，临床上对于在诊断灰区上的患者首先要
进行ＭＲＩ的检查以进行初步判断，但效果不理想。有专家对
ＰＳＡ和ＭＲＩ和ＭＲＳ相关性进行分析，均认为两者可互相弥补
前列腺疾病鉴别诊断的不足，提高确诊率；不同的是有专家认

为两者存在相关性，而有人认为 ＰＳＡ受到影响因素较多，和
ＭＲＳ并未有直接关系；而ＰＳＡ范围在４～１０ｎｇ／ｍＬ的患者，受到
其他因素影响更多，影像结果评判较为困难 ［１４－１６］。

长期以来，通过ＣＴ和超声等影像学诊断前列腺疾病有一
定的难度，而ＭＲＩ可以进行多参数及多方位成像，在轴位双信
号上对前列腺两侧及边缘病灶影显示清晰，而前列腺底部和尖

部的病灶影Ｔ２ＷＩ上易于观察［１７］。它对软组织分辨力较高，能

够反映出前列腺的形态学和组织学特点，能较好地显示前列腺

病变，对前列腺疾病检测和诊断提供信息较 ＣＴ和超声更客观
和丰富。前列腺增生常发生于中央带和移行带，在 Ｔ１ＷＩ上呈

均匀一致的略低中等信号，而在Ｔ２ＷＩ上表现为高、低信号灶或
混合信号改变，偶见中央腺体弥漫性低信号增生，部分结节周

边可见低信号带包绕。其信号特点是中心腺体的腺管组织和

间质比例所决定的，以腺管组织增生为主时表现为高信号灶，

而以间质增生为主时表现为低信号。高信号是由于充满分泌

物和增生腺体所致［１８，１９］。当中叶增生结节增大使中央腺体增

生时，可压迫外周带使其萎缩，在Ｔ２ＷＩ信号上体现为外周带的
高信号改变，甚至消失。本研究中有５例患者前列腺增生压迫
外周带和２例发生外周带增生结节，在 Ｔ２ＷＩ信号上体现为低
信号灶而与前列腺癌鉴别困难，这与国内研究相一致［２０］。和

ＢＰＨ表现相反，据统计学显示７５％左右的前列腺癌发生在外周
带［１５］。常规ＭＲＩ可对肿瘤大小，形态是否规则，表面是否光
滑，是否侵犯包膜，有无周围转移有良好的提示。在Ｔ２ＷＩ信号
上体现为外周带高信号区出现低信号灶；侵犯包膜显示为低信

号线状影模糊或中断；侵犯周围神经血管束或精囊，表现为高

信号神经血管束的不对称、低信号区或精囊壁增厚及前列腺精

囊角消失、低信号区；侵犯膀胱内出现结节状软组织低信号影；

淋巴结转移重点是淋巴结的大小，信号强度对良恶鉴别无意

义；骨转移时，则多体现Ｔ１ＷＩ信号的高信号区的低信号灶改变
和Ｔ２ＷＩ信号有不同程度增强。虽然在 Ｔ２ＷＩ信号上对外周带
前列腺癌的低信号较敏感，但缺乏特异性表现，炎症、增生、瘢

痕等症状也可表现为低信号，单靠 ＭＲＩ鉴别诊断较难，尤其对
早期前列腺癌鉴别相当困难［２１］。当前列腺癌位于中央带及移

行带时，病变组织与周围组织信号对比差，前列腺中央带及移

行带的增生结节ＭＲＩ信号与前列腺癌相似，诊断前列腺癌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较差，只有当中央带肿瘤侵犯外周带或精囊时方

能明确诊断为前列腺癌［２２，２３］。本研究中，ＰＣａ组中４例病灶位
于中央带，表现为低信号结节，较难和增生结节鉴别，但ＭＲＳ有
１例体现阳性诊断，３例（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比值低于０９９。２例病
灶发生于外周带，但并未侵犯包膜，结合ＭＲＳ值可确诊，与病理
结果相一致。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ＭＲＳ因其无创而被患者接受，通过分
析活体组织代谢成分的方法，对提高前列腺癌的诊断方面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和应用前景［２４］。它通过前列腺代谢有关的代谢

物Ｃｉｔ、Ｃｈｏ及Ｃｒ的化学位移位置的变化，反映正常和病理状态
下前列腺代谢情况，从而区分前列腺疾病。ＢＰＨ时，正常和增
生的前列腺组织均能合成、存储以及大量分泌 Ｃｉｔ的能力，当以
腺体增生为主时，Ｃｉｔ与正常相似。以基质增生为主时，分泌和
浓缩Ｃｉｔ的能力减少或丧失，而Ｃｒｅ的浓度在非癌组织和前列腺
癌中含量无明显差异［２５，２６］，Ｃｈｏ与细胞膜合成、降解有关，也可
引起增生组织内的浓度一定幅度升高。而 ＰＣａ最主要的代谢
变化是Ｃｉｔ明显下降和 Ｃｈｏ水平的升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前列
腺癌组织细胞增殖快、细胞膜的合成和降解活跃，导致Ｃｈｏ水平
升高，前列腺癌细胞不同程度降低或丧失了分泌 Ｃｉｔ的能力，并
且无法分化形成能浓缩和储存 Ｃｉｔ的腺管，使得 Ｃｉｔ的浓度减
低［２７，２８］。所以临床常以（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值来反映不同前列腺
疾病的代谢水平，并诊断ＰＣａ和ＢＰＨ。但对前列腺疾病（Ｃｈｏ＋
Ｃｒｅ）／Ｃｉｔ的诊断域值的标准并不统一，国外研究多以（Ｃｈｏ＋
Ｃｒｅ）／Ｃｉｔ比值高于０７５为可能癌，高于 ＞０８６为确定癌，国内
学者认为（Ｃｈｏ＋Ｃｒｅ）／Ｃｉｔ阈值为０９９，更利于提高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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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２９，３０］。笔者通过检测２５例ＰＣａ和２０例ＢＰＨ的ＣＣ／Ｃ值，
根据阈值０９９为标准，ＰＣａ组漏诊３例，均为中央腺体癌合并
基质增生的ＢＰＨ。而ＢＰＨ组漏诊５例，２例为前列腺增生压迫
外周带导致外周带萎缩，３例为基质增生的 ＢＰＨ。分析认为是
由于部分前列腺代谢不同导致的，外周带 Ｃｉｔ浓度较中央叶腺
体高，前列腺癌组织Ｃｉｔ浓度与正常中央叶差距较小，而癌症正
处于早期Ｃｈｏ浓度较低，导致 ＣＣ／Ｃ值低于阈值。ＢＰＨ压迫外
周带时，外周带萎缩 Ｃｉｔ浓度降低，而 Ｃｈｏ又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导致 ＣＣ／Ｃ值升高。基质增生的 ＢＰＨ所含腺体和腺管较
少，Ｃｉｔ浓度降低，ＣＣ／Ｃ值高于阈值。研究证明单靠 ＭＲＳ诊断
前列腺癌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联合进行诊断，这与国内学者报

道相符［３１］。陈自谦［３２］通过临床调研后认为前列腺癌组的（Ｃｒｅ
＋Ｃｈｏ）／Ｃｉｔ比值与ＰＳＡ值呈正相关，随着（Ｃｒｅ＋Ｃｈｏ）／Ｃｉｔ比值
增大前列腺外周带癌的诊断准确率相对增高，联合 ＰＳＡ值及
ＭＲＳ可明显提高前列腺癌检出率。赵阳等［１５］通过 ＭＲＩ、ＭＲＩ＋
ＭＲＳ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的比较，三者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联合应用可提高前列腺疾
病的诊断率。本研究中两者均为阳性诊断病例（３１／４５），阳性
诊断率为６８８９％，其诊断率较低的原因可能是：①选择的病例
数较少；②病例均选择在ＰＳＡ值在４～１０ｎｇ／ｍＬ之间，其选择窗
口小，更容易出现复杂难以鉴别的情况而降低阳性诊断率；③
诊断标准的误差以及处于临界值时定性的困难。笔者认为ＰＳＡ
值在４～１０ｎｇ／ｍＬ之间，ＭＲＩ和ＭＲＳ联合阳性诊断率较低，但是
临床诊断率较高，分析原因为临床医生根据经验读片，人为排

除某些结果。ＰＳＡ、ＣＣ／Ｃ值在ＢＰＨ和ＰＣ组之间都具有统计学
差异，只是在少量的病例中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而难以判断，

最终还需病理确诊。

综上所述，通过对诊断灰区的患者进行 ＭＲＩ、ＭＲＳ单独鉴
别诊断前列腺疾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较低，但两者在

诊断前列腺疾病均各有长处，ＭＲＩ可较好地显示病灶周围组织
的影像，ＭＲＳ可提供肿瘤定位信息［３３］，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负面

活检，还可以通过 ＭＲＳ肿瘤定位，降低前列腺活检假阴性率。
将两者联合用于临床诊断 ＰＳＡ范围在４～１０ｎｇ／ｍＬ的患者，可
以提高前列腺疾病的诊断率，但还需要前列腺活检以确定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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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ＵｍｂｅｈｒＭ，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ＬＭ，ＨｅｌｄＵ．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ｕｒＵｒｏｌ，
２００９，５（３）：５７５－５９１．

［２５］　陈进，王强荣，王亚军．ＭＲＩ联合应用ＤＷＩ与ＭＲＳ对前列腺癌的
诊断价值．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２（７）：１５８９－１５９０．

［２６］　赵蕤，徐凯，李绍东，等．３ＤＭＲＳ在前列腺外周带Ｔ２低信号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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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价值．中国ＣＴ和ＭＲＩ杂志，２０１０，８（４）：５４－５６，５９．
［２７］　夏贤武，沈剑敏．前列腺癌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进展．中华肿

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０，１７（１７）：１３８３－１３８６．
［２８］　王翠艳，王霄英，李新民，等．以穿刺活检为金标准对前列腺ＭＲＳ

检查评价指标选择的研究．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０，４４（３）：２８２
－２８７．

［２９］　ＶｉｌａｎｏｖａＪＣ，ＢａｒｃｅｌóＪ．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ｂｄｏｍ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２（２）：
２５３－２６１．

［３０］　王霄英，周良平，丁建平，等．前列腺癌的ＭＲ波谱定量分析：与系
统穿刺活检病理对照研究．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４，３８（３）：２６８

－２７２．
［３１］　张学琴，王霄英，陆健，等．前列腺中央腺体偶发癌与中央腺体癌

的ＭＲＳ定量分析．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２０１２，２３（３）：３６０
－３６５．

［３２］　陈自谦，吴道清．３．０ＴＭＲＳ对前列腺外周带癌的诊断价值及其
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医学影像技术，２０１０，
２６（１）：１９６．

［３３］　蒋方方，汪剑，吴骋，等．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与磁共振波谱成像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中华临床医师杂志，２０１１，６（７）：１９００
－１９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高冰（１９６４－），男，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男科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６

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度监测 １８９６例
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结果分析
高冰　穆宏涛　张志超　袁亦铭　彭靖　辛钟成　郭应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总结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度监测１８９６例检查结果，比较无相关伴随
疾病者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的结果差异。方法：本组１８９６例，年龄１８～７２岁，平均４１３岁，病史２个月 ～
２３年，２１例无性生活历史。无相关伴随疾病者１０６７例（Ｉ组），有相关伴随疾病者８２９例（ＩＩ组）。操作方
法：口服西地那非１００ｍｇ，６０ｍｉｎ后，以阴茎硬度测试仪（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测试平静状态下阴茎头部及根部基线
值。利用辅助眼镜式影像视听觉性刺激仪，监测阴茎勃起状态１ｈ。阴茎头部及根部硬度≥７０％，膨胀周径
≥２０ｍｍ，持续时间≥１５ｍｉｎ为有效勃起；硬度≥４０％，膨胀周径≥１０ｍｍ，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为部分勃起；其余
为无效勃起。结果：全部受试者共检出有效勃起１１３１例，构成比为１１３１／１８９６（５９６％）；部分勃起为４９５
例，构成比为４９５／１８９６（２６１％）；无效勃起２７０例，构成比为２７０／１８９６（１４３％）。Ｉ组中：有效勃起为７８６
例，构成比为７８６／１０６７（７３７％）；部分勃起１９８例，构成比为１９８／１０６７（１８６％）；无效勃起８３例，构成比为
８３／１０６７（７７％）。ＩＩ组中：有效勃起为３４５例，构成比为３４５／８２９（４１６％）；部分勃起２９７例，构成比为２９７／
８２９（３５８％）；无效勃起１８７例，构成比为１８７／８２９（２２６％）。卡方检验结果为：Ⅰ组有效勃起明显高于Ⅱ
组；Ⅱ组部分勃起和无效勃起明显高于Ⅰ组。结论：既往健康者有效勃起明显高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提示
有相关伴随疾病者比既往健康者易于发生勃起功能障碍。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诊断；硬度监测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１８９６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Ｄｃａ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ＤＥ５ｉ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ｖｉｓ
ｕａｌ－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ＡＯＢｉｎｇ，ＭＵＨｏ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ｈａｏ，ＹＵＡＮＹｉｍｉｎｇ，ＰＥＮＧＪｉｎｇ，ＸＩＮ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Ｙｉｎｇｌｕ．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ｒｃｏ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１８９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ａｎａｖ
ｅｒａｇｅａｇｅｏｆ４１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ｔｏ２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ｏｕｐＩ
（１０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ＩＩ（８２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ｈｏｕｒ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ｏｒａｌ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１００ｍ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ｅｎｉ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ｖａｌ
ｕ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ｓｗｉｔｈｖｉｓｕａｌ－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ｈｅｌｐ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ｗｅ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ｆｏｒ１ｈｏｕ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ａｎｓｐｅｎ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ｅｐｅｎｉｓ≥７０％，ｅｘ
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２０ｍ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１５ｍｉｎ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ｇｌａｎｓｐｅｎ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ｅｐｅｎｉｓ≥４０％，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１０ｍ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１０ｍｉｎ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
ｐａｒｔ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１３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５９６％），４９５ｃａｓｅｓｐａｒｔ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６１％）ａｎｄ２７０ｉｎｖａｌｉｄ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１４３％）．ＩｎｇｒｏｕｐＩ，７８６ｏｕｔｏｆ１０６７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
７３７％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１９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１８６％）ａｎｄ８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７７％）．Ｉｎ
ｇｒｏｕｐＩＩ，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４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４１６％），２９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３５８％），ａｎｄ１８７ｃａ
ｓｅｓ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２２６％）．Ａｆｔ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ｉｎＧｒｏｕｐＩ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Ｉ，ａｎｄｐａｒｔ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Ｉ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ＧｒｏｕｐＩ．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ａｓｉｅｒｔｏｈａｖ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在男科门诊较
为常见，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度监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是常用的无创检查手段［１－３］。本文总结１８９６例该
项检查结果，根据患者有无相关伴随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高血脂、肥胖、外伤手术史、精神疾病及

用药史等将患者分为两组，比较无相关伴随疾病者与有相关伴

随疾病者的结果差异。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８月间我科门诊进行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
的ＥＤ患者共１８９６例，年龄１８～７２岁，平均４１３岁；病程２个
月～２３年，平均７３年；其中２１例患者无性生活历史，按照国
际勃起功能障碍评分简表（ＩＩＥＦ－５）标准进行门诊评估，所有
患者分值均小于２１分，初步诊断为ＥＤ患者。根据患者有无相
关伴随疾病或使用药物将患者分为两组，问诊范围包括既往患

病情况及目前并存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代谢综

合征、高血脂、肥胖、外伤手术史、精神疾病及用药史等。其中

既往健康者１０６７例（Ｉ组），有相关伴随疾病者８２９例（ＩＩ组）。
１．２　检查方法

测定原理及评价标准：所用检查仪器为美国产阴茎硬度测

试仪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Ｔｉｍ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ｎｄｏｃａｒｅ，
Ｉｎｃ），此系统能够测试阴茎勃起的持续时间、频率、阴茎的硬度
和肿胀程度。使用根部和尖端阴茎圈，通过在离散的时间间隔

中微量的调节来测试和记录阴茎硬度和肿胀程度。每个阴茎

圈包含一根可在套管内自由移动的钢丝，每个阴茎圈每１５ｓ测
试１次，阴茎圈以４盎司（１１４克）的线性拉力轻柔地包绕阴茎，
然后突然放松，恢复到无负载状态。当肿胀程度比以前增加

６ｍｍ以上时，表示能够勃起，阴茎硬度测量仪的控制器每３０ｓ测
试１ｓ。肿胀程度测试后，阴茎圈以１０盎司（２８３５克）的线性拉
力围住阴茎１ｓ，此为硬度的测试。血管扩张剂选择口服５型磷
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ＰＤＥ５Ｉ），本组
均统一使用西地那非（美国辉瑞公司产品）进行监测。

检查程序：检查前少许进食，口服西地那非 １００ｍｇ，６０ｍｉｎ
后，患者在相对安静私密的空间，取半卧位，分别以两个阴茎圈

环绕阴茎头部及根部，然后将连接阴茎圈的导线与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

Ｐｌｕｓ相连，调节仪器及阴茎圈的张力以适合测试。以阴茎硬度
测试仪测试平静状态下阴茎头、根部基线值作为起始张力，利

用辅助眼镜式影像视听觉性刺激仪，监测阴茎勃起状态 １ｈ，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吸取阴茎圈的张力，计算机自动分析监测结果。
阴茎头、根部硬度≥７０％，膨胀周径≥２０ｍｍ，持续时间≥１５ｍｉｎ
为有效勃起［４］；硬度≥４０％，膨胀周径≥１０ｍｍ，持续时间≥
１０ｍｉｎ为部分勃起。此３项标准须同时满足即可判定；其余为
无效勃起。本组部分勃起及无效勃起均为 ＥＤ的诊断依据，但
部分勃起患者可预示潜在的治疗价值和效果预测因素，故本组

将其列出以区分无效勃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χ２检验，设定统计结果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卡方检验结果为：Ⅰ组有效勃起明显高于Ⅱ组（χ２＝６８３，Ｐ
＜００１）；Ⅱ组中部分勃起和无效勃起明显高于Ⅰ组（χ２＝４８７，
Ｐ＜００５）。本组既往健康者有效勃起明显高于有相关伴随疾
病者，有相关伴随疾病者部分勃起和无效勃起明显高于既往健

康者，说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比既往健康者易于发生勃起功能

障碍。两组受试者的阴茎监测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茎勃起监测结果

Ⅰ组 ＩＩ组 总计

有效勃起［ｎ（％）］ ７８６（７３．７） ３４５（４１．６） １１３１（５９．６）

部分勃起［ｎ（％）］ １９８（１８．６） ２９７（３５．８） ４９５（２６．１）

无效勃起［ｎ（％）］ ８３（７．７） １８７（２２．６） ２７０（１４．３）

总计（ｎ） １０６７ ８２９ １８９６

#

　讨论
勃起功能障碍是男科门诊的常见病，阴茎硬度测试对临床

上ＥＤ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以往的一些检测手段如夜间阴茎勃
起监测（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ＮＰＴ）由于操作费时不易在
门诊开展，而有创的血管扩张剂介入的检查如彩色多普勒血管

检测由于在阴茎部位注射药物而被患者所难以接受。随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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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代谢综合征、高血脂、肥胖、外伤手术以及精神疾病等在

当今较为多发，而这部分患者多合并有勃起功能障碍的发

生［５－１２］。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度监测是门诊

常用的检查手段，结果较为客观，本文观察了这一无创的检查

手段在无相关伴随疾病者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的结果差异。

从历史上来看，１９６５年由Ｆｉｓｈｅｒ等首先报道了男性夜间在
快速动眼睡眠时相有３～５次的阴茎勃起现象；１９７０年出现了
监测夜间阴茎勃起硬度用于评价男性勃起功能的仪器；１９８５年
有学者报道了用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软件记录夜间勃起的方法；１９９４年
Ｌｅｖｉｎｅ等将这一方法逐步完善并应用于临床［１３］。２００６年 Ｓｏｌ
等报道了服用西地那非后给予视听觉性刺激诱导阴茎勃起，以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记录勃起硬度，５６例患者中３７例监测到有效勃
起［１４］，但其观察样本数较少且患者多有明显基础疾病。国内朱

选文亦有类似报道［１５］，其１组４０例 ＥＤ患者中２５例测得有效
勃起。

本组患者１８９６例，共检出有效勃起１１３１例，占５９６％；部
分勃起和无效勃起共７６５例，占４０４％。既往健康者１０６７例，
有效勃起为７８６例，占７３７％；部分勃起和无效勃起２８１例，占
２６３％。有相关伴随疾病者 ８２９例，有效勃起为 ３４５例，占
４１６％，部分勃起和无效勃起４８４例，占５８４％。可见既往健康
者有效勃起明显高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有相关伴随疾病者部

分勃起和无效勃起明显高于既往健康者。

由于ＥＤ的病因复杂，对于阴茎勃起功能的评价也应是多
途径的，任何单一的检查都有其局限性，有学者则认为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
Ｐｌｕｓ不能了解阴茎的轴向硬度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１６］，Ｍｉｚｕｎｏ
Ｉ等也有同样的观察［１７］。尽管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及彩色多普勒检查已经
广泛应用于临床，有作者认为对于评估阴茎血管性疾病彩色多

普勒检查比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更有特异性［１８］。但有作者观察了９５
例患者，认为夜间勃起检测小于１１５ｍｉｎ可预示静脉性 ＥＤ的
存在，但是否伴随动脉性问题则难以评估［１９］。我们的观察认

为，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度监测对门诊初诊病

人勃起功能的筛查有一定意义，本组患者结果表明，既往健康

者有效勃起明显高于有相关伴随疾病者，有相关伴随疾病者部

分勃起和无效勃起明显高于既往健康者，说明有相关伴随疾病

者比既往健康者易于发生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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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的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
林干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方法：收集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入住我
院的２０００例阴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每位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以及相关卫生行为信息
进行统计与处理，通过实验室检查对治疗疗效进行判断。然后分别采用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及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的方法，对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经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外阴清洗方式、借
穿他人内衣裤、内衣裤混洗、盆腔炎史及内裤面料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行为因素；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所得的

影响因素代入至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外阴清洗方式（β＝０８０２，ＳＥ＝０３３４，Ｗａｌｄ＝
６０１３１，ＯＲ＝１９９，Ｐ＜００５）、有盆腔炎史（β＝０９２９，ＳＥ＝０５７２，Ｗａｌｄ＝５２３９１，ＯＲ＝２７８，Ｐ＜００５）、借
穿他人内裤（β＝０７７２，ＳＥ＝０６８９，Ｗａｌｄ＝３４０２７，ＯＲ＝１７７，Ｐ＜００５）以及内裤混洗（β＝０６６１，ＳＥ＝
０３８１，Ｗａｌｄ＝１９９２９，ＯＲ＝１６８，Ｐ＜００５）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重要行为因素。结论：阴道炎的治疗不能仅
仅依赖于药物治疗，还应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并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以避免炎症的进一

步发展，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　阴道炎；行为因素；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法；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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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阴道黏膜炎性病症
的总称，是女性生殖道感染疾病中的一种最为常见的疾病［１］。

由于患者阴道生态平衡被打乱或者外源性病原体侵入至阴道

之中，使得阴道黏膜发生炎性变化，白带出现量、色、质以及味

等的异常或者伴随局部性瘙痒、疼痛等临床症状的妇科疾

病［２］。经临床检测表明，阴道炎致病病原体一般为滴虫、白色

念珠菌等病菌。按照发病原因上存在的差异性，阴道炎一般可

以分为细菌性阴道炎、白色念珠菌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婴幼

儿外阴阴道炎等种类［３，４］。对于阴道炎治疗而言，可使用的药

物非常多，但是复发率较高。除了使用一定的药物对阴道炎进

行治疗外，还应对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这样

才能够促进药物的治疗效果。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阴道炎预后的行为因素进行分析与探

讨，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资料源于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入住我院的
２０００例阴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２１～５７岁，平均（３３０２±
５６８）岁；学历分布情况：小学文化４８２例（占２４１０％），初中学
历８８０例（占４４００％），高中（中专）学历３４０例（占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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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以上学历２９８例（占１４９０％）；白色念珠菌性阴道炎９６０
例（占４８００％），滴虫性阴道炎５８６例（占２９８０％），细菌性阴
道炎４５４例（占２２７０％）。
１２ 治疗方法

对于不同类型的阴道炎，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滴虫性阴

道炎使用浓度为０５％的醋酸５００ｍＬ阴道冲洗加甲硝唑栓阴道
置入；白色念珠菌性阴道炎使用浓度为３％的ＮａＨＣＯ３阴道冲洗
加米可定泡腾阴道片阴道置入；细菌性阴道炎使用浓度为

０１％的碘伏液阴道冲洗加碘栓阴道置入［５］。

１３ 实验室检查

对每位阴道炎患者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且使用经消毒后的

棉拭子采集阴道内分泌物，于高倍镜下湿片对线索细胞、加德

纳菌、白色念珠菌以及滴虫等进行检查，并对阴道的清洁度进

行评价［６］。

１４ 流行病学问卷调查

本研究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社

会人口学特征、医保形式、孕产史、个人卫生行为以及常见的妇

科病史等方面，然后对每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本调查问卷由

患者亲自填写［７］。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及分析，

计量资料以“珋ｘ±ｓ”的形式进行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ｎ（％）”的形式进行表示，采用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组间
存在统计学差异。单因素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的方
法，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方法［６］。

"

结果

２１ 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经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外阴清洗方式、借穿他人内衣裤、
内衣裤混洗、盆腔炎史及内裤面料为影响阴性炎预后的行为因

素。见表１。

表１　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指标 病例数（ｎ）
阴道临床治疗效果［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χ２值 Ｐ值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自费 ５００ ３００（６０．００） １２８（２５．６０） ７２（１４．４０） ０．９９８ ＞０．０５

公费 ６２０ ４１０（６６．１３） ６２（１０．００） １４８（２３．８７）

医保 ８８０ ４４０（５０．００） １９８（２２．５０） ２４２（２７．５０）

外阴清洗方式 有规律 ５５５ ３６３（６５．４１） ７７（１３．８７） １１５（２０．７２） ４．９９０ ＜０．０５

无规律 ８２５ ５００（６０．６１） ２３８（２８．８５） ８７（１０．５５）

从不 ６２０ ３８１（６１．４５） １３０（２０．９７） １０９（１７．５８）

借穿他人内衣裤 偶尔 ８８０ １７８（２０．２３） １７８（２０．２３） ５２４（５９．５４） ５．９２０ ＜０．０５

从不 １１２０ ７７０（６８．７５） １７８（２０．２３） １７２（１５．３６）

内衣裤混洗 偶尔 ６３４ ４００（６３．０９） １３８（２１．７７） ９６（１５．１４） ６．１１８ ＜０．０５

经常 ７９６ ４８９（６１．４３） １５９（１９．９７） １４８（１８．５９）

一直 ５７０ ２６６（４６．６７） ５９（１０．３５） ２４５（４２．９８）

内裤面料 纯棉 ５５６ ４０２（７２．３０） ７０（１２．５９） ８４（１５．１１） ５．５５０ ＜０．０５

化纤 １４４４ ７７７（５３．８１） ４５６（３１．５８） ２１１（１４．６１）

盆腔炎史 有 ６８９ ３４４（４９．９３） ７７（１１．１８） ２６８（３８．９０） ７．００２ ＜０．０５

无 ５６６ ３２８（５７．９５） １００（１７．６７） １３８（２４．３８）

不清楚 ７４５ ５００（６７．１１） １９０（２５．５０） ５５（７．３８）

２２　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的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外阴清洗方式、有盆腔炎史、借穿他人内裤以及内裤混洗

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见表２。

表２ 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的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９５％ＣＩ）

外阴清洗方式 ０．８０２ ０．３３４ ６０．１３１ ＞０．０５ １．９９（１．５４，２．５８）

有盆腔炎史 ０．９２９ ０．５７２ ５２．３９１ ＜０．０５ ２．７８（２．１２，３．７７）

借穿他人内裤 ０．７７２ ０．６８９ ３４．０２７ ＜０．０５ １．７７（１．６７，２．２９）

内裤面料 ０．９２９ ０．３０１ １２．３８２ ＞０．０５ ０．３２（０．１１，０．４９）

内裤混洗 ０．６６１ ０．３８１ １９．９２９ ＜０．０５ １．６８（１．２８，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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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女性阴道炎是妇女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疾病，其感染途径

与性生活不洁、个人卫生习惯密切相关，也与个体免疫功能有

关［７］。个人体质状况、卫生习惯及医疗保障水平在疾病的发

生、发展及预后过程中值得注意［８，９］。阴道炎的感染途径除了

病原体入侵以外，还与个人卫生习惯相关，例如共用浴盆、穿化

纤内裤、混洗内裤、阴道的清洗方式等。相关研究对影响阴道

炎预后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患者阴道清洗次数、阴道清

洗方式、内裤面料、内裤混洗、盆腔炎史及洗澡方式等因素对阴

道炎的治疗效果均有影响。其中在既往病史中患有盆腔炎的

无效率最高可达到３４５％，其次是阴道的清洗次数。在阴道的

清洗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患者不懂得擦洗的规律，科学

的擦拭方式应该是从前往后、由里向外地清洗外阴，这反映了

不良卫生习惯对阴道炎的影响［１０］。

本研究主要采用 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及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的方法对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素进行分析与研究。

因单因素分析结果无法反应多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影响，因此

此次研究应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方法在单因素分析的基

础上对影响阴道炎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

单因素分析涉及患者医疗费的支付方式、清洗外阴方式、

是否有借穿他人内裤的习惯、内裤是否混洗、内裤的面料以及

患者是否有盆腔炎史等因素对阴道炎的治疗效果有影响，其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９９８（Ｐ＞００５）、４９９０（Ｐ＜００５）、５９２０（Ｐ＜

００５）、６１１８（Ｐ＜００５）、５５５０（Ｐ＜００５）、７００２（Ｐ＜００５），

说明其中后五项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将研究所得出的有影响

因素作为自变量，以影响为应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筛选变量之

后引入检验值α＝００５。针对外阴清洗方式、有盆腔炎史、借穿

他人内裤、内裤面料、内裤混洗五种变量计算 ＯＲ值，结果显示

除了内裤面料之外其他四种均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典型危险

因素［１１］。

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外阴清洗方式、借穿他人内衣裤、内

衣裤混洗、盆腔炎史及内裤面料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行为因

素；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为：外阴清洗方式、有盆腔炎史、

借穿他人内裤以及内裤混洗为影响阴道炎预后的相关行为因

素。由于此次研究中纳入的患者内裤面料调查范围较小，病例

不够严谨，存在较大的抽样误差，因此Ｓｐｅａｒｓｏｎ单因素分析和多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存在分歧，这种情况说明了内裤面料

是否是影响阴道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还需进一步加强探讨，

需要选择更为合适更加严谨的病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１２，１３］。

因此，在阴道炎患者实际治疗过程中，应该注意加强对上述几

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便于促进药物治疗疗效。

阴道炎作为严重困扰女性生理性健康的疾病，除了会影响

正常生活外，还会给女性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临床

治疗除了要正确使用药物外，还要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以形

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提升预后［１４］。尤其是存在盆腔炎病史的患

者，由于比一般患者免疫力更差，在受到感染后无论是发病率还

是危害都更胜一筹，难以治愈，因此更需要加强重视。此外，诸

如加强锻炼、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均衡营养、提升

机体免疫力、积极综合防治等措施，也是提升阴道炎患者预后

的积极措施，对于改善女性患者的身心健康状态有积极

意义［１５］。

综上所述，阴道炎的治疗不能仅仅依赖于药物治疗，还应

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并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

惯，以避免炎症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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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４６个泌尿、男科中心进行的ＥＤ诊治研究中入选患者的基线数据，按年龄每１０岁分为１组，分析比
较各年龄组患者一般情况、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的勃起功能问卷（ＥＦ）得分、勃起硬度评分问卷（Ｅ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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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５０岁以上和以下的患者之间，无论勃起功能和勃起硬度，差距都具有显著性，６０岁以上差距更显著。结
论：对５０岁以下男性应重点进行ＥＤ及其危险因素的预防、治疗和宣教，对５０岁以上 ＥＤ患者应积极进行
ＥＤ及其合并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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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ＥＨ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ｎ
ｄｏｎｅｔｏｍａｋ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４２４１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２０ｔｏ８４ｙｒ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４２３±１２３ｙｒｓ）；５５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３１ｔｏ５０ｙｒｓｏｌｄ．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
ｖｅｒ３０ｙｒｓｏｌ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ａｇｅ，ｂｏｔｈ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ＥＦａｎｄＥＨＳ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５０ｙ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ｖｅｎｗｏｒ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６０ｙ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ｆｏｒｍｅｎｂｅｌｏｗ
５０ｙｒｓｏｌ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ｗｅ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ｈｉｌｅｆｏｒｔｈｏｓｅｏｖｅｒ５０ｙ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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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外研究一致，我国中老年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
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患病率约为４０％ ～７０％，且随年龄增长而
提高［１，２］。勃起功能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退，但不同年龄男性

人群或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如何，既往研究少有数据。本文重
新分析了１项全国多中心 ＥＤ诊治协作研究的基线数据，以了
解不同年龄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特征。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发起并

由青年委员会具体实施了１项全国范围内的门诊ＥＤ患者诊治
研究，共有４６个泌尿、男科中心参加研究并经过所在单位伦理
委员会批准［３］。该多中心、开放性研究旨在了解我国泌尿男科

门诊患者在临床实际应用 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ｔｙｐｅ５，ＰＤＥ５）抑制剂的疗效。各中心采用一致的入选／排除标
准：主诉ＥＤ的患者，填写ＩＩＥＦ－ＥＦ问卷，如ＩＩＥＦ－ＥＦ得分＜２６
分，且患者没有服用硝酸酯类药物等ＰＤＥ５抑制剂的禁忌症，经
签署知情同意书，即可入选。患者在治疗前填写基本情况、ＥＨＳ
问卷等，经４周 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再次随访填写问卷，评价疗
效。本研究对全部入选患者的基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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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的患者在治疗前的勃起功能特征。

１２　研究方法
以勃起功能障碍为主诉的男性患者经询问病史，记录病

程、是否吸烟或饮酒、是否合并内科疾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

病、高脂血症）。由患者完成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的勃起功能相关问题（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简称ＩＩＥＦ－ＥＦ）、勃起硬度评分（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ｄ
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ＥＨＳ）等问卷。经入选／排除标准的筛选，符合研究
条件的患者进入治疗及随访阶段。

ＩＩＥＦ－ＥＦ问卷是勃起功能的核心评价指标，包含ＩＩＥＦ问卷
全部１５个问题中的６个问题：达到勃起频率（ＩＩＥＦ问题１，ＩＩＥＦ
－Ｑ１）、勃起硬度（ＩＩＥＦ问题２，ＩＩＥＦ－Ｑ２）、插入的能力（ＩＩＥＦ问
题３，ＩＩＥＦ－Ｑ３）、维持勃起的频率（ＩＩＥＦ问题４，ＩＩＥＦ－Ｑ４）、维
持勃起的能力（ＩＩＥＦ问题５，ＩＩＥＦ－Ｑ５）、对达到和维持勃起的信
心（ＩＩＥＦ问题１５，ＩＩＥＦ－Ｑ１５）。患者基于过去４周的性生活情
况进行自我评分［４］。ＥＨＳ问卷将勃起硬度分为４级：第１级，
阴茎增大但不硬；第２级，阴茎硬但硬度不足以插入；第３级，阴
茎的硬度足够插入，但不完全坚硬；第４级，阴茎完全坚硬并坚
挺。勃起硬度是勃起功能的决定因素，由于 ＥＨＳ问卷简单易
懂、使用方便，已广泛用于临床［５］。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全部入选患者的基线数据，按年龄将患者分为

＜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５１～６０岁、＞６０岁５组。使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ＳＡ）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按年龄组比较分析如下主要指标：总体勃起功能

（ＩＩＥＦ－ＥＦ）、勃起硬度（ＩＩＥＦ－Ｑ２、ＥＨＳ）、维持勃起（ＩＩＥＦ－Ｑ４、
ＩＩＥＦ－Ｑ５）、自信心（ＩＩＥＦ－Ｑ１５）。一般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各年龄组间勃起功能评分均值采用方差分析的两两比较。

Ｐ值＜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各年龄组ＥＤ患者的一般情况

研究共筛选４５０７名男性，符合入选／排除标准的有效病例
４２４１例。患者年龄２０～８４岁，平均４２３±１２３岁。各年龄组
患者分布如表１所示，年龄３１～５０岁的患者占５５６％。ＥＤ病
程＜５年、５～１０年、＞１０年者分别为：３１３９人（７４０％）、８８６人
（２０９％）和２１６人（５１％）。病程短于５年的患者中，年龄越
大的患者，所占比例越低（Ｐ值均 ＜００１）。在全部患者中，
６０２％和５８７％的患者吸烟或饮酒，均以４１～５０岁年龄组比例
最高，分别为６９１％和６８５％，＜３０岁和＞６０岁年龄组比例明
显较低（Ｐ＜００１）。在全部患者中，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
病和高脂血症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１５４％、３３％、１１３％和
１２９％，均呈年龄越大，比例越高的趋势（Ｐ值均＜００１）。
２２ ＥＤ患者呈年龄越大勃起功能越差的趋势

３０岁以上ＥＤ患者各年龄组ＩＩＥＦ－ＥＦ得分、ＩＩＥＦ－Ｑ２、Ｑ４、
Ｑ５、Ｑ１５得分及ＥＨＳ得分，呈现年龄越大得分越低的趋势。见
表２。

表１ 各年龄组ＥＤ患者一般情况［ｎ（％）］

年龄（岁） 患者数 病程＜５年 吸烟 饮酒 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脂血症

＜３０ ８４０（１９．８） ７７５（９２．３） ４１２（４９．０） ４００（４７．６） 　８（１．０） 　３（０．４） 　５（０．６） ２２（２．６）

３１～４０ １３０７（３０．８） １１０１（８４．２） ８０２（６１．４） ７８５（６０．１） ５４（４．１） １０（０．８） ４２（３．２） １１３（８．６）

４１～５０ １０５１（２４．８） ７６７（７３．０） ７２６（６９．１） ７２０（６８．５） １９２（１８．３） ２７（２．６） １２１（１１．５） １８９（１８．０）

５１～６０ ６８０（１６．０） ３５４（５２．１） ４２１（６１．９） ４０３（５９．３） ２３９（３５．１） ５７（８．４） １８３（２６．９） １５１（２２．２）

＞６０ ３６３（８．６） １４２（３９．１） １９０（５２．３） １８２（５０．１） １６０（４４．１） ４５（１２．４） １２７（３５．０） ７４（２０．４）

合计 ４２４１（１００） ３１３９（７４．０） ２５５１（６０．２） ２４９０（５８．７） ６５３（１５．４） １４２（３．３） ４７８（１１．３） ５４９（１２．９）

　　注：各项各年龄组间Ｐ均＜００１

表２ 各年龄组ＥＤ患者勃起功能的主要指标

年龄（岁） 患者数（％） ＩＩＥＦ－ＥＦ ＩＩＥＦ－Ｑ２ ＩＩＥＦ－Ｑ４ ＩＩＥＦ－Ｑ５ ＩＩＥＦ－Ｑ１５ ＥＨＳ

＜３０ ８４０（１９．８） １３．９±５．６ ２．４±１．２ ２．１±１．０ ２．３±１．１ ２．１±０．９ ２．３±０．８

３１～４０ １３０７（３０．８） １４．５±５．１ ２．５±１．１ ２．２±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２±０．８ ２．４±０．７

４１～５０ １０５１（２４．８） １４．０±４．９ ２．４±１．０ ２．２±０．９ ２．４±１．０ ２．２±０．８ ２．３±０．７

５１～６０ ６８０（１６．０） １２．３±５．２ ２．１±１．０ １．９±０．９ ２．１±１．０ １．９±０．９ ２．１±０．７

＞６０ ３６３（８．６） １０．４±５．２ １．７±１．０ １．６±０．９ １．８±１．０ １．８±０．９ １．８±０．７

合计 ４２４１（１００） １３．６±５．３ ２．３±１．１ ２．１±１．０ ２．３±１．１ ２．１±０．８ ２．２±０．８

２３ ＥＤ患者年龄＞５０岁勃起功能显著更差
以ＩＩＥＦ－ＥＦ得分为例，显示均值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的结

果：虽然＜３０岁组得分均值低于３１～４０岁组，但两年龄组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３３）；＜３０岁组与４１～５０岁组、３１～４０
岁组与４１～５０岁组的得分差异同样无统计学意义；但５０岁以
下的３个年龄组ＩＩＥＦ－ＥＦ得分均与５１～６０岁年龄组、＞６０岁
年龄组有显著的差异（Ｐ值均 ＝００００）；５１～６０岁年龄组和 ＞
６０岁年龄组间也有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００）。见表３。

ＩＩＥＦ－Ｑ２、Ｑ４、Ｑ５、Ｑ１５及 ＥＨＳ得分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

基本呈现与 ＩＩＥＦ－ＥＦ同样的情况（为节省篇幅，不再逐一列
表）：＜３０岁组、３１～４０岁组分别与４１～５０岁组比较，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５０岁以下的３个年龄组各项得分与５１～６０岁
年龄组、＞６０岁年龄组都有显著的差异（Ｐ值均 ＝００００）；５１～
６０岁年龄组和 ＞６０岁年龄组间也有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００）。
特殊的是：＜３０岁组与３１～４０岁组比较，ＩＩＥＦ－Ｑ２、Ｑ５和 ＥＨＳ
得分Ｐ值分别为０２７２、０２８８和０８６９；ＩＩＥＦ－Ｑ４、Ｑ１５得分 Ｐ
值分别为００４４和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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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年龄组ＩＩＥＦ－ＥＦ得分的均值方差分析两两比较（Ｐ值）

年龄（岁） ＜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０

＜３０ －

３１～４０ ０．１３３

４１～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７５

５１～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讨论
马萨诸塞男性增龄研究发现，４０岁和７０岁男性轻度、中度

和完全ＥＤ的患病率分别为１７％和１７％、１７％和３４％、５１％和
１５％［６］。我国山东省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３０岁、３０～３９岁、４０
～４９岁、５０～５９岁、＞６０岁年龄组 ＥＤ患病率依次为２３２５％、
１５７５％、２２３５％、４５０９％和６９３３％［７］。本研究中，年龄在３１
～５０岁之间的患者占５５６％。类似的，对我国１１城市医院门
诊ＥＤ患者进行统计，３０～５０岁的 ＥＤ患者占６０％以上［８］。说

明５０岁以上男性尽管 ＥＤ患病率高，但就诊率低，需加强对老
年ＥＤ患者的宣教。

尽管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年龄越大 ＥＤ患病率越高，且重度
ＥＤ比例增加，但很少研究显示各年龄段男性的勃起功能的具
体数据。与流行病学研究侧重各年龄组患病率不同，本研究针

对门诊Ｅ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旨在发现不同年龄ＥＤ患者勃起
功能的差别。本研究发现，门诊ＥＤ患者中，３０岁以上患者各年
龄组ＩＩＥＦ－ＥＦ总分、ＩＩＥＦ－Ｑ２、Ｑ４、Ｑ５、Ｑ１５及ＥＨＳ得分呈现年
龄越大得分越低的趋势。即 ＥＤ患者的总体勃起功能（ＩＩＥＦ－
ＥＦ）、勃起硬度（ＩＩＥＦ－Ｑ２和ＥＨＳ）、维持勃起能力（ＩＩＥＦ－Ｑ４和
Ｑ５）、勃起信心（ＩＩＥＦ－Ｑ１５）均随增龄而递减。对本组 ＥＤ患者
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

年龄越大，各种合并症均呈比例增高的趋势。本研究中６０２％
和５８７％的ＥＤ患者吸烟或饮酒，以４１～５０岁年龄组比例最
高，均接近７０％。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随着年龄的增加，动脉
粥样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疾病患病

率提高，长期服用的药物增多，以及吸烟、嗜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都是发生ＥＤ的危险因素［９］。

本研究通过对 ＩＩＥＦ－ＥＦ总分及 ＩＩＥＦ－Ｑ２、Ｑ４、Ｑ５、Ｑ１５、
ＥＨＳ得分进行均值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得到一个有意思的发
现：以上各指标在＜３０岁组与４１～５０岁组、３１～４０岁组与４１～
５０岁组的得分无显著差异，但均与５１～６０岁年龄组、＞６０岁年
龄组有显著差异，５１～６０岁年龄组和＞６０岁年龄组间也有显著
的差异。说明本组已患有 ＥＤ的男性其勃起功能（硬度、维持、
信心）在５０岁后减退更显著，且６０岁以上者进一步显著降低。
以上发现与前述山东省ＥＤ流行病学调查得到的５０岁以后 ＥＤ
患病率成倍增长的发现相印证［７］。此外，一项香港的流行病学

研究结果显示，５０岁以上男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风险显著增
高［１０］。５０岁以后，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呈高发趋势，本研
究中，５１～６０岁年龄组较４１～５０岁年龄组患者合并上述疾病
的比例成倍增加。大规模临床调查研究显示，５０岁以上男性或
女性发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可能性较５０岁以下者显著增
高［１１］。还有研究发现，５０岁以上男性或女性视网膜动脉壁厚
度较５０岁以下者显著增加，如合并高血压，则两组的差别更显
著，提示５０岁前后小动脉硬化发生显著变化［１２］。以上提示应

重点针对５０岁以下男性进行ＥＤ及其危险因素的防治和宣教，

对５０岁以上ＥＤ患者应积极进行ＥＤ及其合并疾病的治疗。
本研究中３０岁以下患者的 ＩＩＥＦ－ＥＦ各问题及 ＥＨＳ得分

均低于３１～４０岁组。均值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的结果发现，ＩＩＥＦ
－ＥＦ（总体勃起功能）及 ＩＩＥＦ－Ｑ２（硬度）、Ｑ５（维持）和 ＥＨＳ
（硬度）得分两年龄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ＩＩＥＦ－Ｑ４（维持）、
Ｑ１５（信心）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年
轻ＥＤ患者就诊率低，就诊者病情可能普遍较重，造成各项得分
均值低于３１～４０岁组；年轻患者以心理性 ＥＤ为主，心理因素
对问卷评估结果干扰大。本研究提示，尽管３０岁以下青年男性
ＥＤ患病率低，但独具特点，值得对这一人群进行进一步研究。

了解不同年龄男性的勃起功能，理想的方法是在普通人群

中随机抽样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的局限性是研究对象

为门诊ＥＤ患者，得到的结论反映了就诊的ＥＤ男性的勃起功能
情况，不代表普通人群中不同年龄男性的勃起功能。在今后的

ＥＤ流行病学研究中，针对不同年龄组，除比较 ＥＤ患病率外，还
应进一步比较勃起功能的评价指标得分。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５０岁以上ＥＤ患者就诊率低；３０岁以
上ＥＤ患者，勃起功能评分及勃起硬度随年龄增加而降低，５０岁前
后的差别具有显著性，６０岁以上差别进一步显著。本研究提示，应
对５０岁以下男性重点进行ＥＤ及其危险因素的防治和宣教，对５０
岁以上ＥＤ患者应积极进行ＥＤ及其合并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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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分型检测在宫颈癌及癌前病
变中的价值研究
肖正华　张晓静△　林英　罗堂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２１６０

【摘　要】　目的：评价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检测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以宫颈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采用荧光ＰＣＲ技术检测筛查３６０例病例的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分型情
况，并分别通过传统细胞涂片和液基细胞学法进行验证，比较筛查方法的灵敏性和特异性指标，同时了解永川

地区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的感染率，评价检测意义。结果：ＨＰＶ１６或ＨＰＶ１８总感染率为４１４％（１４９／３６０）。其中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阳性率分别为６２４％（９３／１４９）和３２２％（４８／１４９），混合感染率为 ６％（９／１４９）。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分型的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和阳性预测值均高于传统细胞涂片和液基细胞学法，且
ＨＰＶ检测联合液基细胞筛查效能高于联合传统细胞学涂片法。结论：高危型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的感染与宫颈癌
及宫颈癌前病变密切相关，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的检测对筛查、预防宫颈癌，降低宫颈癌发病率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宫颈癌；人乳头状瘤病毒；筛查；宫颈癌前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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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６ｏｒＨＰＶ１８ｗａｓ４１４％ （１４９／
３６０）．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６，１８ｏｒ１６ａｎｄ１８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ａｓ６２４％ （９３／１４９），３２２％ （４８／１４９）ａｎｄ６％
（９／１４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ｓｍ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ＨＰＶ１６ａｎｄ１８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ＨＰＶ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ａｎＨＰＶ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ｓｍｅａ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ＰＶ１６ａｎｄ１８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１６ａｎｄ１８ｉｓ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ｓｃｒｅｅ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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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恶性肿瘤，居女性癌症死亡
率第二位。我国的宫颈癌发病率 （１４６／１０万）仅次于智利，居
世界第二，且呈现逐步升高和年轻化的趋势［１，２］。大量研究证

实，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ＨＰＶ）是导致宫颈癌变发生的主要危险
因素。ＨＰＶ可分低危和高危型两种，持续地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
是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发生、发展的高危因素［３］。高危型

ＨＰＶ中以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最为常见［４］，因此积极探讨 ＨＰＶ１６
和ＨＰＶ１８与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相关性对于有效开展宫
颈癌ＨＰＶ筛查和预防策略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就诊的３６０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分别采用传统的细胞学筛查方式及 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的分
型检测，并进行对比分析，为临床早期识别宫颈癌前病变、干预

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于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永川医院妇科门诊和住院就诊的患者，按照就诊病历序号，

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随机抽取病例３６０人，进行宫颈癌及癌前宫
颈病变的检查，告知病情，并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ＨＰＶ筛选检查。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３６７±６１）岁，孕产０～
６次，平均（２１±１９）次。其中，无临床症状体检者 ６７例
（１８６１％）；以白带和分泌物增多、异常阴道出血、性交后出血
等为主要临床症状者 ８２例（２２７８％），妇科检查发现宫颈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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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出血、肥大、息肉等病变者２１１例，占５８６１％。
１．２　纳入标准

纳入研究的详细标准如下：（１）无子宫切除和宫颈手术史；
（２）未经细胞学涂片检查；（３）无盆腔放射史；（４）无宫颈上皮
内瘤变史；（５）目前无妊娠；（６）２４小时内未行性生活。
１．３　筛查方法
１３１　传统细胞涂片　以刮片收集宫颈细胞，用９５％的酒精
固定，巴氏染色，进行细胞学检查。

１３２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用阴道窥器暴露宫颈，棉签清除
宫颈口分泌物，将取样器中央刷毛伸入宫颈口，顺时针旋转１０～
１５周，将刷毛前段抛入保存液并测定细胞密度，再抽取液体经离
心沉降固片机制成直径为２ｃｍ的薄层细胞涂片，行９５％酒精固
定，巴氏染色后观察。细胞学诊断标准采用２００１年国际癌症协
会妇科细胞病理学所用的Ｔｈｅ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ＴＢＳ）诊断方法。
１３３ ＨＰＶ１６及ＨＰＶ１８分型检测　取样前，先用棉拭子将宫颈
口多余的分泌物除去，再将取样器中央刷毛伸入宫颈内１～２ｃｍ处，
旋转１０周以上，洗涤在１ｍＬ生理盐水的离心管中，送检。采用荧光
定量ＰＣＲ法检测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操作，
采用深圳亚能公司试剂盒，以反向杂交膜技术基因芯片进行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由专职检验主管技师按操作流程检测 ＨＰＶ１６型及
ＨＰＶ１８型。ＰＣＲ反应体系及扩增的条件均参考说明书进行。
１３４ 金标准 以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

准，用电子阴道镜对可疑病灶进行镜下定位活检，若镜下未发

现病灶，则在宫颈管口鳞柱交界处行多点取材或颈管搔刮，组

织送病理检查。所有病理标本均由２名专职病理医师分别阅

片，并作出病理诊断。病理诊断具体描述为以下５种：（１）正常
或炎症；（２）尖锐湿疣；（３）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１、ＣＩＮ２、ＣＩＮ３；
（４）宫颈癌变；（５）其它。
１．４　评价指标

本研究采用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指

标评价筛检试验效果。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筛检试验（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分型检测）与金标准检测

结果对比分析，采用一致性检验（一致率和Ｋａｐｐａ值）以及分类
资料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感染情况

在３６０例患者中，共有１５２例感染ＨＰＶ１６或ＨＰＶ１８，总阳性率为
４２２２％。其中ＨＰＶ１６感染者９２例，占６０５３％；ＨＰＶ１８感染者５１例，
占３３５５％；ＨＰＶ１６及ＨＰＶ１８混合感染者９例，占感染者的５９２％。
２２ 三种方法筛查宫颈病变的效果比较

经分类资料卡方检验，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同传统细胞涂
片、液基细胞学３种方法筛查宫颈癌与癌前病变灵敏性和特异性
指标，总体筛检效果比较（χ２＝１７８３５９，Ｐ＝００００１），按照 α＝
００５检验水准，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以宫颈病理学诊
断为金标准，３种检测方法总体筛检效果有显著性差异，且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与液基细胞学比较（χ２ ＝４４３５４，Ｐ＝
００３５２）、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与传统细胞涂片法比较（χ２ ＝
１７６３２９，Ｐ＝０００００３），按照α＝００５检验水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效果最优。见表１。

表１ 三种方法筛查宫颈癌与癌前病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对比

筛检方法 筛检结果
宫颈病理学诊断

患者 非患者

灵敏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传统细胞涂片 阳性 ９８ ４６ ６９．０１ ７８．９０ ６８．０６ ７９．６２

阴性 ４４ １７２

液基细胞学 阳性 １１８ ３１ ８３．１０ ８５．７８ ７９．１９ ８８．６３

阴性 ２４ １８７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 阳性 １３４ １８ ９４．３６ ９１．７４ ８８．１５ ９６．１５

阴性 ８ ２００

２３　ＨＰＶ联合方案的筛查效果评估
经分类资料卡方检验，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与联合液基细

胞法的效果比较，χ２＝００００４，Ｐ＝０９８３３；与联合传统细胞涂片
法比较，χ２＝０１９７１，Ｐ＝０６５７１。按照α＝００５检验水准，均有

Ｐ＞００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分别联合
液基细胞法与传统细胞涂片法筛检宫颈癌与癌前病变的灵敏

性和特异性指标对比见表２。

表２ ＨＰＶ两种联合方案筛检宫颈癌与癌前病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比较

筛检方法 筛检结果
宫颈病理学诊断

患者 非患者

灵敏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ＨＰＶ分型检测＋传统细胞涂片 阳性 １３５ １８ ９５．０７ ９１．７４ ８８．２３ ９６．６２

阴性 ７ ２００

ＨＰＶ分型＋液基细胞学 阳性 １４０ １６ ９８．５９ ９２．６６ ８９．７４ ９９．０１

阴性 ２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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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ＨＰＶ分型检测与宫颈病理（金标准）结果对比分析
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分型检测与金标准（宫颈病理）检测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两者一致率为９１１１％；经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值
为０８１，见表３。

表３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与金标准结果一致性对比分析

ＨＰＶ分型检测
宫颈病理学诊断

患者 非患者

一致率

（％）
Ｋａｐｐａ值

阳性 １３１ ２１ ９１．１１ ０．８１

阴性 １１ １９７

#

　讨论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是发生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必要条件

之一［５］。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外的学者便在宫颈癌患者的组
织标本中，检测出ＨＰＶ１６及ＨＰＶ１８，且占有高达７０％的比例，提
示感染ＨＰＶ１６或ＨＰＶ１８是诱发宫颈癌的高危因素［６］。国内的

研究也发现，不同地区宫颈癌组织及其癌前病变组织中也有约

８０％以上含有ＨＰＶ病毒感染，且主要以高危型ＨＰＶ１６或ＨＰＶ１８
为主［７］，并且ＨＰＶ阳性率越高，代表癌症灶有更多的可能发生转
移或复发［８］。在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病理组织中，ＨＰＶ１６感
染的阳性率通常明显高于ＨＰＶ１８，说明ＨＰＶ１６具有更强的侵袭
力和致癌性，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即在ＨＰＶ阳性感染
者中，ＨＰＶ１６占６０５３％，而ＨＰＶ１８则只有３３５５％。

本研究以病理学的检测方法为金标准，分别采用了传统细

胞涂片法、液基细胞学法、ＨＰＶ分型检测对重庆市永川地区的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比了每一种方法的筛查
效能。传统细胞涂片法是采用传统刮片法收集宫颈细胞，然后

巴氏染色，进行细胞学检查。液基细胞学法采用带刷毛的取样

器采集宫颈细胞，然后将保存液离心制备成薄层细胞涂片后，

进行巴氏染色和细胞学检查。传统的细胞涂片方法由于简单

经济，目前依旧是宫颈癌前病变初筛的主要方式；但传统的巴

氏涂片在制片时取得的细胞数量少、粘液多，尤其非细胞成分

（粘液、血液）等会造成组织重叠等，假阴性率高，严重影响异常

细胞的检出率［９］。液基细胞学技术经过技术改良，克服了传统

细胞涂片所导致的细胞堆积、涂片不均、干扰成分过多的缺点，

其筛查准确度和特异性均优于传统方式，且更易于识别和诊

断［９，１０］。而ＨＰＶ分型检测则以反向杂交膜技术基因芯片荧光
定量ＰＣＲ法检测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基因芯片是一种很有前途
的检侧分型方法，其原理采用基因信号放大技术、导流杂交法

并结合基因芯片技术，主要步骤包括：ＤＮＡ提取，ＰＣＲ基因扩增
在基因芯片上导流杂交及显色。可用于细胞学、组织学标本检

测，是未来最有潜力的检测分析手段［１０－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危型ＨＰＶ检测的灵敏性和特异性指标均高于其他２种方法，
并且与２种细胞学检测方法的筛查效果有显著性差异。与金标
准检测结果一致性对比分析可见 Ｋａｐｐａ值 ＞０８０，进一步提示
了高危型ＨＰＶ检测的良好筛查效能。

两种联合的筛查方法灵敏度有所提高，特别是ＨＰＶ分型检
测联合液基细胞学法的效能较好，该结果与传统的观点基本一

致［１４］，但与单纯的 ＨＰＶ分型检测效果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此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宫颈癌前病变或宫颈癌初步筛查，单纯

ＨＰＶ１６或ＨＰＶ１８分型检测亦具有一定的检验价值。反向杂交
膜技术基因芯片检测高危型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１８具有快速、简便、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优点，且突出的优势在于其可有效减少

细胞学检查的假阴性结果，可作为初筛手段，缩小高风险人

群［１５，１６］。高危型 ＨＰＶ筛查对预防、诊断甚至治疗措施的实行
都有重要的意义，故在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筛查中值得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ｅｂｅｃｃａＳ，ＤｅｅｐａＮ，Ａｈｍｅｄ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ＣＡ：Ａ
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２０１２，６２（１）：１０－２９．

［２］　吴志丽，迟绍琴，徐乐凤．深圳市龙岗区流动育龄妇女 ＨＰＶ感染
率及型别分布的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５）：２５－２７．

［３］　ＧａｒｌａｎｄＳＭ，ＢｈａｔｌａＮ，ＮｇａｎＨ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
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２０１２，２１（９）：１４１４－１４２２．

［４］　章文华．宫颈癌筛查方法与我国宫颈癌筛查面临的新问题 ．中
华肿瘤杂志，２００８（１２）：８８１－８８４．

［５］　ＨａｍａｄａＫ，ＳｈｉｒａｋａｗａＴ，ＧｏｔｏｈＡ，ｅｔａｌ．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１６Ｅ６／Ｅ７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ＲＮＡａｎｄ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３
（３）：８２０－８３０．

［６］　ＨｅａｒｄＩ．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ｏｍｅｎ．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ｄＷｉｅｋｕＲｏｚｗｏｊ，
２００３，７（４Ｐｔ１）：４７９－４８５．

［７］　胡燕，朱燕英，章圣辉，等，年轻妇女子宫颈癌组织人乳头状瘤病
毒１６Ｅ６基因变异与序列分析．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９）：
６９６－６９８．

［８］　ＣｈａｙＤＢ，ＣｈｏＨ，ＫｉｍＢＷ，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１６ａｎｄ１８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１（２Ｐｔ１）：３２１－３２９．

［９］　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ＨＣ，ＷａｌｋｅｒＰＧ，ＮｅｌｓｏｎＬ，ｅｔａｌ．ＨＰＶ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ｓａｎａｄ
ｊｕｎｃｔｔｏ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ｗｏｍｅ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ＢＪＯＧ，２００８，１１５（８）：１００１－１００７．

［１０］　ＡｎＨＬ，ＣｈｏＮＨ，ＬｅｅＳＹ，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ｇｅｎｏ
ｔｙｐ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ＤＮＡｃｈｉｐ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３，９７（７）：１６７２－１６８０．

［１１］　陶萍萍，卞美潞，欧华，等．导流基因杂交芯片技术在人乳头状病毒
检测中应用的研究．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６，４１（１）：４３－４７．

［１２］　田永强，朱中元．以ＰＣＲ为基础的ＨＰＶ检测及其在宫颈癌筛查
和治疗中的价值 ．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０８，８（３）：４１９－４２２．

［１３］　ＭｏｙｅｒＶＡ．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Ｕ．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２，１５６
（１２）：８８０－８９１．

［１４］　ＭａｙｒａｎｄＭＨ，Ｄｕａｒｔｅ－Ｆｒａｎｃｏ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Ｉ，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
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ＤＮＡｖｅｒｓｕｓ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７（１６）：１５７９－１５８８．

［１５］　ＳａｗａｙａＧＦ，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ＫＪ，Ｋｕ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ＳＬ，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３，３４９（１６）：１５０１－１５０９．

［１６］　ＫｅｓｉｃＶ，ＰｏｌｊａｋＭ，Ｒｏｇｏｖｓｋａｙａ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
２０１２，２１（９）：１４２３－１４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９）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２７　　　·

【第一作者简介】罗后宙（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微创泌
尿外科等方向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０

闭合性阴茎海绵体损伤的诊治
罗后宙　汪溢　蔡汉明　霍振清　朱家利　姚泽钦　梁冰　杜经纬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泌尿外科，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总结闭合性阴茎海绵体损伤的诊断和治疗体会。方法：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共
收治９例闭合性阴茎海绵体损伤患者，诊断明确后均急诊行阴茎海绵体白膜修补术。结果：手术时间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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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检查，以急诊手术治疗为好。使用可吸收缝线缝合海绵体白膜，减少术前等待时间，可降低术后纤

维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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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合性阴茎海绵体损伤又称为阴茎折断、阴茎骨折，多导致
阴茎海绵体断裂，是指阴茎在勃起状态下，受到外力的直接作用，

造成白膜及阴茎海绵体断裂，常在性交或手淫时发生，部分患者

见于勃起状态下外力折断［１］。该病例多为一侧海绵体白膜横行

破裂，以阴茎近端１／３段多见，是少见但较严重的一种泌尿外科
急症，如诊疗不当可能影响排尿和性功能，增加患者痛苦或造成

更严重的后果［２－４］。手术治疗是目前阴茎海绵体断裂的首选治

疗手段，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本院共收治９例海绵体断裂
患者，均行急诊手术治疗，随访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组患者９例。患者年龄２１～５４岁，平均３４５岁。损伤
原因：性生活时阴茎撞击女性会阴部５例，手淫时阴茎过度弯曲
３例，阴茎勃起状态外力撞压撞击１例；左侧阴茎海绵体断裂５
例，右侧４例。
１２　临床特点

受伤时均可闻及“啪啦”的清脆响声，顿感局部剧烈疼痛，

勃起状态立刻消失，阴茎松软、肿胀，阴茎头弯向健侧。初始破

裂处血肿，进行性向周围扩展，整个阴茎青紫色或波及阴囊、耻

骨上缘，形成典型的“茄子畸形”（Ｅｇｇｐｌａ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损伤部
位可触及柔软而有韧性的隆凸表现为“滚动征”（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ｉｇｎ），
一般很少合并尿道损伤。

１３　治疗方法
入院后急诊手术准备，病人取平卧位，椎管内麻醉生效后

先留置导尿管，然后于血肿明显处环行切开阴茎皮肤，自切口

处向阴茎根部及头部推开皮肤，清除皮下血肿，显露海绵体白

膜，探查白膜裂口。５例左侧阴茎海绵体根部有长约 ０５～
１２ｃｍ的白膜横裂口；４例右侧阴茎海绵体根部约０６～１５ｃｍ
的白膜横裂口，其中１例海绵体裂口位于阴茎海绵体头部，彻底
清除凝血块，用３－０可吸收线缝合修复破裂口，检查无活动性
渗血，阴茎无偏曲。丝线缝合皮肤后，内层予以碘伏纱条包扎，

外层予以弹力绷带适度加压包扎，包扎范围为龟头至阴茎根

部，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观察阴茎局部血运，有无渗血及有无

感染迹象，保持导尿管引流通畅，弹力绷带术后１周左右拆除。
适当应用抗生素，口服乙烯雌酚预防阴茎勃起。术后留置导尿

管３～７ｄ［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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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无手术死亡、继发出血、血肿、切口感染等发生。手术时间

３０～６５ｍｉｎ，平均４３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２０～６０ｍＬ，平均３２ｍＬ。术
后住院５～７ｄ，平均６１ｄ。随访３～１２个月，平均９个月，无阴
茎弯曲、阴茎硬结、勃起不坚、勃起疼痛、排尿困难、勃起功能障

碍等发生，性生活正常。

#

　讨论
阴茎是由两根阴茎海绵体和一根尿道海绵体组合而成的。

阴茎海绵体内有丰富的血管窦，外面被坚韧的白膜所包绕。阴茎

海绵体和尿道又被阴茎筋膜所包绕，形成一个整体。阴茎勃起

时，海绵体内的血管窦充血增加，血流量比疲软状态时增加达２５
倍之多。正是由于阴茎具有这种特殊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点，所

以当阴茎勃起时，由于海绵体充盈血液，阴茎的白膜处于高度紧

张状态，此时海绵体白膜厚度由疲软时的２ｍｍ拉伸变薄为约０２
～０５ｍｍ，脆性增加，这时，如果受到强烈的外力作用，有意识或
无意识地使阴茎弯曲，使阴茎的根部与头部向中间形成一股较大

的折压力，即可导致海绵体外的白膜破裂。本组病例均发生于勃

起状态，主要由粗暴性交、床上滚落、滚动、碰撞等导致阴茎折断。

阴茎损伤时，可听见清脆的声响，如同折断玉米秆或木棒，并伴有

勃起消退、肿胀、变色、中到重度疼痛以及阴茎偏位。阴茎的任何

部位均可发生＂折断＂，但临床上常见于近端１／３处，破口常为横
行，一般不超过海绵体周径的１／２，多数位于远１／３处。阴茎“折
断”时除上述症状外，如果又发生阴茎筋膜损伤，出血可沿着筋

膜内隙渗入阴囊或会阴部皮肤。一般说来，无尿道损伤时排尿正

常，倘若因血肿压迫，可能引发排尿困难。会阴部出现蝴蝶形血

肿，提示尿道损伤及血肿破入ｃｏｌｌｅｓ筋膜。
阴茎折断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和体检，容易确诊。少

数病人需与阴茎背侧血管损伤及阴茎纤维性海绵体炎相鉴别，

有报道临床表现很典型，术前诊断为阴茎折断，但术中探查海

绵体完整，最后发现为阴茎背侧血管破裂损伤［８］。为避免误

诊，术前可行阴茎海绵体造影、尿道造影和 Ｂ超等检查。海绵
体造影可以确定外渗的位置，但海绵体造影的假阳性率和假阴

性率较高，且还可导致海绵体纤维化和造影剂反应等并发症，

目前临床上较少采用。超声分辨力高，无创伤、无痛苦，正常阴

茎海绵体左右对称，尿道海绵体位于腹侧，横断面三者关系呈

“品”字排列，为均匀中等回声，外周有较强回声的白膜包绕，白

膜断裂后其强回声连续性中断并在周围出现程度不等的血肿，

急性折断声像图示中断处海绵体内至白膜外可见混合性团状

回声，其内未能探及血流信号，阴茎皮肤及皮下软组织弥漫性

增厚，层次尚清，纹理较模糊，血流稍增多。阴茎海绵体白膜的

连续性中断是超声诊断阴茎折断的直接征象，具有特异性。陈

旧性折断声像图示中断处浅层呈带状高回声，后方回声衰减，

内部回声显示不清［９］。本组２例为确诊行阴茎海绵体彩超检
查均可探及海绵体连续性中断，中断处未探及血流信号。

闭合性阴茎海绵体断裂的治疗分为两种：（１）非手术疗法：
包括留置导尿管，阴茎绑带加压包扎，雌激素抑制勃起，抗生素

预防感染等。但保守治疗容易发生阴茎硬结、成角畸形、勃起

疼痛及性交障碍等并发症，其发生率为１０％～２９％［１０］。（２）手
术疗法：在硬脊膜外腔或腰麻下清除血肿，切口有局部切口或

距冠状沟０５～１０ｃｍ环形１周切开，在Ｂｕｃｋｓ筋膜与海绵体白
膜间游离阴茎皮肤，使阴茎皮肤完全脱套，显露并缝合阴茎海

绵体白膜裂口，用可吸收线修补裂口。

患者致伤后应尽快诊断，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以急诊手术治

疗为好。积极手术治疗，不仅可以降低伤后并发症，而且可使阴

茎勃起功能早日恢复，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减轻身心压力［１１－１６］。

术前可明确破裂部位的患者可行阴茎局部切口，手术创伤小，术

后恢复快［１７］。如肿胀严重，淤血范围大，怀疑伴有尿道损伤者应

行环形切口，术中可以充分检查两侧海绵体及尿道海绵体，同时

能有效地清除血肿，处理尿道损伤，使用可吸收缝线缝合海绵体

白膜，减少丝线对海绵体组织的刺激，降低术后纤维化的发

生［１８－２０］。另外，术后使用弹力绷带包扎切口，减少术后术野渗血

机会，缩短勃起时间，可进一步减少海绵体纤维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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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医师对慢性前列腺炎治疗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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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医师常用的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治疗方法的选择及其在不同级别医院／职称医师
中的差别。方法：向全国６３个城市３９９家医院泌尿外科、男科和社区医院医师发放问卷，对回收的有效问卷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２０４６名医师对问卷完成了有效回答，其中来自三级、二级、一级医院的医师分别为
６２７％、２９８％、７５％；高级、中级、初级职称医师分别为２３６％、４８７％、２７７％。医师最常选择的 ＣＰ治疗
方法是药物治疗、调整生活方式和心理治疗。前列腺穿刺注射／经尿道灌注药物、手术等有创治疗方法选择
比例最低。医院级别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和调整生活方式；职称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

心理治疗和坐浴等无创治疗方法。结论：各级医师普遍能够规范、合理地选择 ＣＰ治疗方法，医院级别或职
称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调整生活方式及无创治疗方法。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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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即慢性骨盆疼痛综
合征（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ＰＳ）、ＩＩＩ型前列腺炎是泌
尿外科、男科常见病之一。２０１２年，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
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Ａ）《前列腺炎诊断治疗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１］编委会通过对全国８００余名泌尿外科
和男科医师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我国ＣＰ诊疗模式的现状，但绝

大多数答卷医师来自三级医院且以高年资医师为主［２］。本研

究为这一调查的继续和扩大，旨在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医师常

用的ＣＰ治疗选择及其在各级医院／职称医师中的差别，为进一
步有针对性地推广《指南》提供参考。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在前述调查全国２１个城市、１７３家医院的８５１份有效问卷
基础上，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继续在另选的４２个城
市、２２６家医院泌尿外科、男科或社区医院向诊治 ＣＰ的医师发
放问卷，内容包括：答卷人所在医院级别、职称；在实际临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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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对首诊的ＣＰ患者最常选择的治疗方法（可多选），选项包
括：调整生活方式，心理治疗或心理辅导，药物治疗，前列腺按

摩、坐浴等热疗，生物反馈治疗，前列腺穿刺注射或经尿道前列

腺导管灌注药物等有创治疗、手术治疗。

１２　统计学分析
回收问卷后，将前后两期研究的有效问卷合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分别计算选择各种治疗方法的人数和百分率；比较各级

医院／职称医师选择各种治疗方法的人数和比例，并进行卡方
检验，Ｐ＜００５为具有显著性差异；当各级医院／职称医师的治
疗方法选择有显著性差异时，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ｒ）检
验，进一步分析不同医院／职称级别医师选择的倾向性。
"

　结果
发放问卷２２５１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０４６份（９０９％）。来自

三级、二级、一级医院的医师人数分别为１２８３人（６２７％）、６１０
人（２９８％）、１５３人（７５％）；高级、中级、初级职称医师分别为
４８３人（２３６％）、９９６人（４８７％）、５６７人（２７７％）。

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医师对首诊的 ＣＰ患者最常选择的治
疗方法依次是：药物治疗（９５０％），调整生活方式（８８９％），心
理治疗（７９９％）；选择前列腺按摩（３８８％）、坐浴等热疗
（２３５％）的医师比例较低；选择生物反馈治疗（１６９％）、手术
治疗（１０９％）、前列腺穿刺注射或经尿道灌注药物等有创治疗
（９３％）的医师比例更低。

不同级别医院的医师对调整生活方式、心理治疗的选择不

同；医院级别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ｒ＝０１７１，Ｐ
＜００５）和调整生活方式（ｒ＝００５５，Ｐ＜００５）。见表１。不同
职称的医师对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热疗和手术治疗的选择不

同，职称越高者，越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ｒ＝０２４４，Ｐ＜００５）、
坐浴等热疗（ｒ＝００６４，Ｐ＜００５），越不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
（ｒ＝－００９７，Ｐ＜００５）；不同职称医师选择药物治疗的比例似
有差异（Ｐ＝００５），倾向性与医师职称高低呈弱的负相关（ｒ＝
－００６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不同级别医院医师选择ＣＰ治疗方法的分布和比例［ｎ（％）］

医院级别 医师人数 药物治疗 调整生活方式 心理治疗 前列腺按摩 坐浴 生物反馈治疗 手术
前列腺注射

或经尿道灌注

三级 １２８３（６２．７） １２１５（９４．７） １１５５（９０．０） １０７９（８４．１） ４８７（３８．０） ３０７（２３．９） ２１８（１７．０） １２７（９．９） １１７（９．１）

二级 ６１０（２９．８） ５８３（９５．６） ５３８（８８．２） ４８３（７９．２） ２５０（４１．０） １３９（２２．８） ９８（１６．１） ７３（１２．０） ５８（９．５）

一级 １５３（７．５） １４５（９４．８） １２６（８２．４） ７２（４７．１） ５７（３７．３） ３５（２２．９） ３０（１９．６） ２３（１５．０） １６（１０．５）

Ｐ值 － ０．７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２０ ０．８４５ ０．５７５ ０．０９４ ０．８６３

表２　不同职称医师选择ＣＰ治疗方法的分布和比例［ｎ（％）］

医院级别 医师人数 药物治疗 调整生活方式 心理治疗 前列腺按摩 坐浴 生物反馈治疗 手术
前列腺注射

或经尿道灌注

高级 ４８３（２３．６） ４４５（９２．１） ４３７（９０．５） ４３３（８９．６） １８５（３８．３） １３２（２７．３） ６８（１４．１） ４０（８．３） ４４（９．１）

中级 ９９６（４８．７） ９５５（９５．９） ８９１（８９．５） ８４３（８４．６） ３８６（３８．８） ２３７（２３．８） １７１（１７．２） ９０（９．０） ８９（８．９）

初级 ５６７（２７．７） ５４３（９５．７） ４９１（８６．６） ３５８（６３．１） ２２３（３９．３） １１２（１９．８） １０７（１８．９） ９３（１６．４） ５８（１０．２）

Ｐ值 －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７

#

　讨论
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男性人群中，８％以上有前列腺炎样

症状，说明潜在的ＣＰ患者众多［３］。过去，各级医师对 ＣＰ的认
识程度参差不齐，诊治方法不够规范，部分患者受到了过度治

疗。近年来，随着对ＣＰ认识的不断深入，诊治理念和方法有较
大进展［４］。ＣＰ的规范化诊断治疗日益受到重视。２００６年，
ＣＵＡ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前列腺炎诊断治疗指南》，至今已修
订４次。我们前期的调查表明，《指南》推动了我国前列腺炎规
范化诊治的进程［２］。

本研究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新增有效问卷１倍以上，扩大
了入选城市、医院的范围：一、二级医院医师所占的比例从

２７％、２５７％增加到７５％、２９８％；初、中级职称医师比例从

１９３％、５３％调整到２３６％、４８７％。由于专科设置、地理分布
等原因，大幅度增加一、二级医院医师的受访比例有较大难度。

中级职称医师始终占调查对象的一半左右，符合各级医院人员

分布的实际情况。

２００６年，ＹａｎｇＪＲ在全国泌尿外科学术会议上发放问卷，调
查我国泌尿外科医师前列腺炎的诊治模式，结果显示：对初次

诊断的前列腺炎患者最常用的前３种治疗选择是药物治疗、心
理治疗和前列腺按摩，调整生活方式被包括在所谓“一般治疗”

内，且未受到医师重视［５］。本次调查发现，医师给ＣＰ患者最常
选用的治疗方法依次是药物治疗、调整生活方式和心理治疗。

说明除药物治疗外，ＣＰ的心理治疗、调整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
重视。这一治疗行为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我国泌尿外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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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专科医师对 ＣＰ认识的深入及其带来的治疗理念的更新。
近年来，国内外泌尿外科界逐渐达成共识，ＣＰ或ＩＩＩ型前列腺炎
是在病原体或（和）某些非感染因素作用下，患者出现以骨盆区

域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等症状为一致特征，具有各自独特病

因、临床特点和结局的一组疾病，即称为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

（ＣＰＰＳ），其诊断是排除性诊断，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排
尿症状、提高生活质量［１］。由此，ＣＰ的现代治疗理念多采用综
合治疗、身心同治。以临床表现为导向的多模式疗法，如 ＵＰ
ＯＩＮＴ分型及其相应治疗方法即是这种理念的一种具体
体现［６］。

虽然各级医院／职称医师在选择 ＣＰ治疗方法上体现了一
定程度的先进性和一致性，但本研究也发现，尽管整体上调整

生活方式、心理治疗等选择比例高，手术治疗等有创治疗的选

择比例低，但不同级别医院／职称的医师对这些方法的选择仍
存在差异性，且医院级别／职称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心理
治疗、调整生活方式及坐浴等无创疗法，不倾向于选择手术等

有创治疗。ＣＰ患者的症状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抑郁、焦
虑状态与前列腺炎症状、勃起功能障碍也密切相关［７，８］。临床

研究表明，药物治疗辅以心理治疗，对ＣＰ的疗效优于单纯药物
治疗，对及伴发性功能障碍的 ＣＰ也有效［９，１０］。因此，重视 ＣＰ
患者的心理治疗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虽然药物仍是 ＣＰ
的主要治疗选择，但存在越高职称医师越不倾向于选择药物治

疗的现象。《指南》指出，由于ＣＰ无临床进展性，不威胁患者的
生命和重要器官功能，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以药物为主的治

疗，对部分患者调整生活方式和心理治疗可能比用药更有

意义。

前列腺按摩和坐浴是有效的 ＣＰ辅助治疗方法，简便易行
且无创伤［１１，１２］。本研究中选择上述治疗的医师比例不高，但各

级医师的比例分布无明显差异，估计与医师对这些方法疗效的

认可程度有关。生物反馈治疗能缓解ＣＰ的会阴部不适及排尿
症状，是有效的无创治疗方法［１３］。该疗法需要患者通过生物反

馈治疗仪主动参与治疗，本研究中选择生物反馈治疗的医师比

例不高，估计与该设备仍不够普及相关。前列腺穿刺注射或经

尿道前列腺导管灌注药物、经尿道前列腺热疗等有创治疗，虽

短期内有一定疗效，但其远期疗效和安全性缺乏可靠的循证医

学证据支持，故《指南》不作推荐。手术治疗仅适用于 ＣＰ患者
伴随有手术适应症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等情况［１］。本研究中，上

述治疗方法虽总体上选择比例较低，但存在低级别医师／职称
医师选择倾向性稍高的情况。本研究发现的各级医院／职称医
师在ＣＰ治疗方法选择上的差别和趋向，对今后进一步有针对
性地推广《指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没有进行被调查医师的随机抽样。由

于一级（社区）医院很少设立泌尿外科专科且地理位置分散，医

师人数少，故受访医师不足全部研究对象的１０％，使统计分析
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倚，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予以注意并尽量

纠正。

综上所述，各级医师普遍能够规范、合理地选择 ＣＰ治疗方
法，医院或职称越高的医师越倾向于选择心理治疗、调整生活

方式及无创治疗方法。各级医院／职称医师选择 ＣＰ治疗方法
的差异性，将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推广《指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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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对性功能异
常的诊断价值
施宽华 陆东红

开化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研究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对性功能异常的诊断价值。方法：
我院于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接收性功能异常的患者６８例将其设为病例组，并将７０例健康男性作为
对照组。病例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两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包

括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垂体催乳素（ＰＲＬ）、雌二醇（Ｅ２）、孕酮（Ｐ）和睾酮（Ｔ），分析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结果：病例组的ＦＳＨ、ＬＨ以及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病例组的Ｔ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和对照组的 Ｐ水平未见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病例组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分别为 ９８５３％、９８５３％和
１００００％，与对照组的９７１４％、９８５７％和９８５７％相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对性功能异常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在临床

上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血清性激素水平；性功能异常；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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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性激素水平是检测男性性功能异常的重要指标，其主
要原因下丘脑－性腺 －垂体轴对男性性腺的雄激素的产生具
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而血清性激素水平可反映下丘脑 －性腺 －
垂体轴的功能，因此其检测方法显得尤为重要［１－３］。现今，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是测定血清性激素水平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我院于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对接收的性功能异常患者６８
例和健康男性 ７０例也采用此分析法，进行探讨研究，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于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接收性功能异常的患者
６８例将其设为病例组，并将７０例健康男性作为对照组。病例
组年龄２８～６７岁，平均年龄（３６５±２４）岁；对照组年龄２９～
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７３±１９）岁，两组的年龄未见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验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进行静脉抽血５ｍＬ，在不加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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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剂的情况下进行血清分离，采用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仪（型号：ＢＨＰ９５０７），严格按照说明书进
行测定两组血清性激素水平包括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Ｅ２、Ｐ和Ｔ六个
激素水平值。检测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和标准品由北京倍爱康

公司提供。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比较两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包括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素（ＬＨ）、垂体催乳素（ＰＲＬ）、雌二醇（Ｅ２）、孕酮（Ｐ）和
睾酮（Ｔ），标准：试剂盒给出的正常男性参考值为 ＦＳＨ（１～７）
ＩＵ／Ｌ，ＬＨ（１～８）ＩＵ／Ｌ，ＰＲＬ（６２～１３０）ｇ／Ｌ，Ｅ２（８～３６）ｎｇ／Ｌ，Ｐ
＜３２Ｌｇ／Ｌ，Ｔ（９１－４６２）ｎｍｏｌ／Ｌ。（２）分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分析表中数据，计量资料用平均数±标准

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有统计学
意义的标准是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

病例组的ＦＳＨ、ＬＨ以及 ＰＲＬ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病例组的Ｔ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
学意义。病例组和对照组的 Ｐ水平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

组别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ＰＲＬ（ｇ／Ｌ） Ｅ２（ｎｇ／Ｌ） Ｐ（ｇ／Ｌ） Ｔ（ｎｍｏｌ／Ｌ）

病例组 ５．２±２．１ ５．７±１．８ ７．３±３．９ ２０．３±８．７ １．８±１．１ ２７．１±１４．６

对照组 １３．６±３．３ ９．８±２．２ １３．２±４．１ ２６．３±５．６ １．７±０．９ １１．３±７．４

２２　分析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
病例组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

分别为 ９８５３％、９８５３％和 １００００％，与对照组的 ９７１４％、
９８５７％和９８５７％相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分析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ｎ（％）］

组别 灵敏度 特异性 符合率

病例组 ６７（９８．５３） ６７（９８．５３） ６８（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８（９７．１４） ６９（９８．５７） ６９（９８．５７）

#

　讨论
性功能异常在男科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其发病原

因有多种因素，目前专家们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定论［４－６］。血

清性激素水平是该疾病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项目，对该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现今，关于血清性激素水平

的检测方法较多，而使用率最高的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７］。

根据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结果确定患者的患病程度，可以为

临床诊断和用药提供参考依据，可以及时的对症治疗，不耽误

最佳治疗时机，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给性功能异常的

患者来说带来了福音。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研发出来的免疫测
定技术，比荧光免疫测定、酶免疫技术等更为先进，是可以进行

定性和定量检测的一种技术［８］。近年来，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的应用极为广泛，包括激素分析、传染性疾病的病原诊断和肿

瘤标志物的分析等，在诊断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９－１１］。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的优势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一
种超微量分析法，明显缩短了检测时间和人为误差，准确度高，

检测速度较其他技术快３～８倍［１２］；（２）同位素标记法，无致癌
物质和放射性污染，标记物和试剂盒有效时间长，稳定性高；

（３）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４）可以检测抗原和抗体，还
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检查；（５）操作易行，仪器基本可以进行自
动化操作。由此可见，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可以认为是高效、

稳定、可靠的操作技术，并已经得到医生的认可［１３，１４］。但是，该

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包括标

记方法和标记物等，以达到更加精确的判断效果［１５，１６］。

本研究主要针对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对

性功能异常的诊断价值进行了探讨研究，其结果如下：病例组的

ＦＳＨ、ＬＨ以及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病例组的
Ｔ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和
对照组的Ｐ水平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病例组的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符合率分别为９８５３％、９８５３％
和１００００％，与对照组的９７１４％、９８５７％和９８５７％相比较未见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综上所述，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
性激素水平对性功能异常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特异性和符合率［１７，１８］，在临床上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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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腹腔镜与开腹直肠癌根治术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
李文春　张东友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二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２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经腹腔镜与开腹直肠癌根治术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临床研究。方法：选取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间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９８例，根据手术方法分为腹腔镜组（５３例）与开腹组（４５例），
两组患者均采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全息膜切除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以及术后生活质量。

结果：ＬＳ组勃起功能 Ｉ级 ８３０４％，勃起功能障碍 １６９８％；ＯＳ组勃起功能 Ｉ级 ７３３３％，勃起功能障碍
２６６７％。ＬＳ组射精功能Ｉ级７９２５％，射精功能障碍２０７５％；ＯＳ组射精功能 Ｉ级６８８９％，射精功能障碍
３１１１％。ＬＳ组术后性功能与生活质量均强过ＯＳ组（Ｐ＜００５）。结论：经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较之开腹手
术能有效减少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更小。

【关键词】　腹腔镜；开腹手术；直肠癌；根治术；男性性功能；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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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３１１１％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Ｌ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ｓｕｒ
ｇｅｒｙ，ｗｅ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ｆ
ｆｉｃ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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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是指位于齿状线至乙状结肠、直肠交界处之间的
癌，是胃肠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１］。目前对其的治疗办法多是

通过手术，然而手术造成的性功能与排尿功能障碍为患者带来

了诸多痛苦。且临床多认为性功能障碍与排尿功能障碍的程

度往往与盆腔内淋巴清扫范围成正比。本文就保留盆腔自主

神经丛的腹腔镜与开腹直肠癌根治术对男性性功能影响进行

具体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间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９８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直肠癌的诊断标准，并经纤维肠镜及病理

活检、ＣＴ及ＭＲＩ全身检查确诊。纳入标准：病灶距肛缘１２ｃｍ
以下；肿瘤分期为Ｉ、ＩＩ、ＩＩＩ期；肿瘤Ｄｕｋｅｓ分期在Ｃ期以内，包括
Ｃ期；术前患者自觉无勃起功能及射精功能障碍；未行经肛或经
骶切除术。排除标准：围手术期再行手术或死亡患者；多原发

结直肠癌［２］；因并发症急诊手术患者；既往腹部手术史或放化

疗史；不愿配合试验的患者；肿瘤广泛侵袭周围组织，需要切除

盆腔自主神经丛患者。９８例患者根据手术方法分为腹腔镜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Ｓ）组５３例，与开腹（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Ｓ）
组４５例。ＬＳ组年龄２５～５１岁，平均年龄（４７５±３８）岁；肿瘤
大小（３６±２２）ｃｍ，肿瘤 Ｄｕｋｅｓ分期中 Ｃ期１１例、Ｂ期３２例、
Ａ期１０例；生活质量总评分（评分标准见１３）为（４５１±２３）
分。ＯＳ组年龄２５～５０岁，平均年龄（４６８±４０）岁；肿瘤大小
（３５±２３）ｃｍ，肿瘤Ｄｕｋｅｓ分期中Ｃ期９例、Ｂ期３０例、Ａ期６
例；生活质量总评分为（４４９±２４）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肿瘤大小、病理分期、术前勃起功能与射精功能及术前生活

质量评分等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参与比较。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腹腔镜手术　术前全身麻醉，患者取头低足高右倾体
位。建立气腹（ＣＯ２压力为１２～１５ｍｍＨｇ），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套针）
探查腹腔［３］。锐性分离肠系膜至根部于直肠系膜内侧骶岬水

平沿黄白相间处，选择乙状结肠的中线侧入路，距肠系膜下血

管５ｍｍ处结扎切断血管，远离腹主动脉鞘清扫根部淋巴结，暴
露并保留上腹下丛神经。用血管夹夹闭胰腺下缘水平的肠系

膜下静脉。沿Ｔｏｌｄｔｓ筋膜后间隙向外侧和盆腔方向分离乙状结
肠系膜及直肠周围疏松结缔组织间隙至侧腹壁，注意保护性腺

血管和双侧输尿管［４］。清理肠系膜下血管周围淋巴结与脂肪。

超声刀锐性分离位于盆筋膜脏、壁之间的疏松结缔组织，避免

损伤盆筋膜脏层，保证直肠系膜光滑外表面的完整性。后方应

沿骶前间隙分离并超过尾骨尖，剪开肛尾韧带、骶骨筋膜，保证

完全切除直肠系膜。根据肿瘤位置相应的采取 Ｄｉｘｏｎ手术（肿
瘤下缘距肛门在７ｃｍ以上的进展期直肠癌）或Ｍｉｌｅｓ手术（肿瘤
下缘距肛缘在 ５～６ｃｍ以内的进展期直肠癌和／或直肠肛管
癌）。

１２２ 开腹手术　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与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原则进行手术操作，开腹后注意在肠系膜下根部血管１５～
２０ｍｍ处切断一桩结肠血管［５］，在腹主动脉分叉处分离出网片

状腹下神经，并向下分离出左右两侧神经干，注意保护。Ｄｅｎｏｎ
ｖｉｌｌｅｒ游离直肠前壁在筋膜前方位置，分离过程中注意保护前列

腺与精囊腺的完整。将直肠侧韧带远离盆壁靠近直肠操作时，

避免损伤盆神经丛。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１个月性功能以及生活质量差
异。性功能分为勃起与射精功能。勃起功能（根据患者自我感

觉）Ｉ级：完全勃起，与术前无差异，为正常勃起；ＩＩ级：能够勃
起，但轻中度勃起功能下降，比术前勃起硬度下降；ＩＩＩ级：完全
不能勃起，勃起功能丧失。其中 ＩＩ级与 ＩＩＩ级为勃起障碍。射
精功能：Ｉ级正常射精，患者行精液常规检查项目，射精量与精
液浓度与术前无差别，为功能正常；ＩＩ级是出现逆行射精，或不
同程度的射精量减少或精液变稀；ＩＩＩ级为完全无射精。其中 ＩＩ
级与ＩＩＩ级为射精障碍。生活质量的评价应用 ＷＨＯ生活质量
量表，针对总体健康、疼痛与不适、积极感受、日常生活能力、性

生活、睡眠状态、对药物及医疗手段的依赖性对患者进行评价，

分数范围为０～１００分，除了“疼痛与不适”与“依赖性”方面，得
分越高说明生活的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应用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应用ｔ检验，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勃起功能

ＬＳ组勃起功能Ｉ级８３０４％，勃起功能障碍１６９８％；ＯＳ组
勃起功能Ｉ级７３３３％，勃起功能障碍２６６７％。两组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勃起功能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勃起功能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勃起

功能障碍

ＬＳ组 术前 ５３ ４４（８３．０２）６（１１．３２） ３（５．６６） ９（１６．９８）

ＯＳ组 术前 ４５ ３３（７３．３３）９（２０．００） ３（６．６７） １２（２６．６７）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射精功能

ＬＳ组射精功能Ｉ级７９２５％，射精功能障碍２０７５％；ＯＳ组
射精功能Ｉ级６８８９％，射精功能障碍３１１１％。两组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射精功能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射精功能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射精

功能障碍

ＬＳ组 ５３ ４２（７９．２５）８（１５．０９） ３（５．６６） １１（２０．７５）

ＯＳ组 ４５ ３１（６８．８９）１１（２４．４４） ３（６．６７） １４（３１．１１）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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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活质量

与开腹组相比，腹腔镜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较高。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珔ｘ±ｓ，分）

组别 ＬＳ组 ＯＳ组 Ｐ

总体健康 ８８．４２±５．４９ ７１．８６±６．４３ ＜０．０５

疼痛与不适 ３３．４５±６．１２ ９１．５３±５．２４ ＜０．０１

积极感受 ８５．７４±６．８４ ６６．４１±５．４８ ＜０．０５

日常生活能力 ９３．６９±５．７８ ７２．３５±５．５７ ＜０．０５

睡眠状态 ８７．７９±６．４８ ４９．０８±５．４９ ＜０．０５

性生活 ８８．４３±６．２１ ４６．７４±５．８６ ＜０．０１

对药物及医疗手段的依赖性 ３２．２６±５．５２ ６８．３１±６．２５ ＜０．０１

#

讨论

在进行直肠癌根治术中，容易损伤患者盆腔自主神经丛，

从而导致术后患者的性功能受损。据既往的研究显示，虽然全

直肠系膜切除术（ＴＭＥ）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ＰＡＮ）对男性性功
能障碍的影响较小。但是即便如此，其发生率仍在１０％ ～３０％
内。在本次研究中，ＬＳ组勃起障碍 １６９８％、射精障碍
２０７５％；ＯＳ组分别为２６６７％、３１１１％。治疗后的观察中，腹
腔镜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开腹组，尤其在疼痛、性生活与依赖性

方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腹腔镜下锐

性分离有关。而开腹手术中常需钝物牵拉及推压，对直肠周围

神经组织等可能造成附加性挫伤［７］，加之开腹手术创面大，术

后麻醉效力过后，患者的痛感显著，因而对生活的各方面均造

成一定的影响，尤其表现为对止痛药的依赖、性生活腹痛、创面

感染率增加等。各种因素均有可能导致膀胱、精囊腺周围的炎

症反应［８］，刺激局部的神经纤维，造成暂时性的功能性障碍，性

功能障碍。腹腔镜手术因术后伤口小、术中对肿瘤的切除效果

良好，因此很好的规避了性功能障碍的发生。

在本次研究中，对于探查ＰＡＮ的位置以及直肠各段肿瘤淋
巴转移规律至关重要。保留 ＰＡＮ术根据肿瘤分期保留的程度
也不同，Ｉ期完全保留 ＰＡＮ；ＩＩ期保留双侧盆神经丛，切除腹下
神经丛；ＩＩＩ期切除腹下神经丛，仅保留一侧盆神经丛［９－１１］。腹

腔镜手术较之开腹手术对于各个解剖层能够显著的辨别，在术

中腹膜折返处的切除以及系膜、筋膜能够良好的分离。无论是

腹腔镜手术还是开腹手术均应注意肿瘤的切除范围。Ｄｉｘｏｎ切
除范围为肿瘤及肿瘤近侧１５ｃｍ长的乙状结肠、直肠及肿瘤远
侧２～３ｃｍ的直肠，全部的直肠系膜或者至少肿瘤远侧５ｃｍ以
内的直肠系膜均需切除，肠系膜下血管需从根部切断［１２，１３］，所

有乙状结肠淋巴结核直肠旁及直肠上淋巴结需要清除。大部

分的乙状结肠系膜和直肠两侧３ｃｍ以上的盆腔腹膜需清除，超

低位前切除时需做侧方淋巴清扫［１４，１５］。Ｍｉｌｅｓ切除范围为全部
直肠、肛管、肿瘤上缘１５ｃｍ处的肠管，人工造瘘作为肛门［１１］。

肠系膜下血管需在根部切断，切除乙状结肠上两支血管以下所

有的乙状结肠系膜，切除大部盆腔后壁腹膜包括所有直肠系膜。

切除肛门及一定范围内的肛周皮肤，于根部切端直肠上动脉，

清除坐骨直肠窝内的淋巴脂肪组织。必要时作侧方淋巴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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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性功能及排尿功能的影响．中华消化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３）：

１９６－１９８．

［９］　崔巍，吴伟主，毛海香，等．腹腔镜和开腹直肠癌手术对男性性功

能的影响．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１１）：３７－３９．

［１０］　陆青松，张学利，章勇，等．经腹腔镜与开腹行男性中低位直肠癌

根治术对性功能影响的比较．中国临床医学，２０１２，１９（３）：２５７

－２５８．

［１１］　吴崇杰，熊功友，黄明华，等．腹腔镜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直肠癌根

治术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０，５０

（３）：５３－５５．

［１２］　张善家，朱志强，梁伟，等．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腹腔镜直肠癌根

治术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１２）：

１０７５－１０７８，１０８７

［１３］　何建苗，蒲永东．直肠癌手术对男性性功能和排尿功能的影响．

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５，９（１４）：２００－２０１．

［１４］　罗建飞，童仕伦，俞建雄，等．盆腔自主神经保留的直肠癌根治术

对男性性功能的保护．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２０１１，０６（５）：３６１

－３６３．

［１５］　冼健元，莫宗铭．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后对青年患者性功能的影

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２）：１７－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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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洛尔联合厄贝沙坦对男性高血压 ＥＤ患者血清性
激素水平的影响
罗小英　陈兆俊
常山县人民医院药剂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美托洛尔联合厄贝沙坦对男性高血压Ｅ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影响。方法：选
择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收治的高血压男性ＥＤ患者８４例，按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３组，每组各２８
例。第１组为Ｍ组，采用非洛地平＋美托洛尔的治疗方案，第２组为Ｂ组，采用非洛地平＋厄贝沙坦的治疗
方案，第３组为Ｌ组，采用非洛地平 ＋美托洛尔 ＋厄贝沙坦的治疗方案。观察和比较各组的降压有效率、
ＩＩＥＦ（国际男性性功能判断指标）评分、性激素血清睾酮和ＳＨＢＧ（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结果：Ｌ组总
有效率达到９６４３％，显著高于Ｍ组和Ｂ组（Ｐ＜００５），Ｍ组和Ｂ组总有效率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Ｌ组
轻度和中度ＥＤ患者治疗 ＩＩＥＦ评分达到２２７４±０５６分和 １２７５±０７２分，显著高于 Ｍ组和 Ｂ组（Ｐ＜
００５），Ｍ组、Ｂ组和Ｌ组重度ＥＤ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Ｌ组血清睾酮水平
达到（６２０３８±２１４０６）ｎｍｏｌ／Ｌ，显著高于Ｍ组和Ｂ组（Ｐ＜００５），治疗后 Ｍ组、Ｂ组和 Ｌ组 ＥＤ患者 ＳＨＢＧ
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美托洛尔联合厄贝沙坦能显著降低ＥＤ患者的血压，提高性激素水平，改
善性功能，临床效果显著优于两者单用。

【关键词】　高血压；美托洛尔；厄贝沙坦；男性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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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Ｌｗｅｒｅ２２７４±０５６ａｎｄ１２７５±０７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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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男性性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男性性活动
环节发生障碍而影响正常的性功能的一种男性性功能疾病［１］。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加大，性功能障碍

的男性患者人数逐年上升，严重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和家庭

和谐［２］。有研究发现高血压会降低患者性欲望，导致射精异常

以及达到性高潮困难等，增加性功能障碍发生率［３］。因此，高

血压对男性勃起功能的影响以及降压治疗对改善ＥＤ患者性功
能的临床效果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４］。本研究在选择

性钙离子拮抗药非洛地平基础上，联合使用降压药物美托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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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厄贝沙坦对我院收治的 ＥＤ患者进行治疗，旨在了解美托洛
尔联合厄贝沙坦的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以期为ＥＤ
治疗药物的选择和美托洛尔联合厄贝沙坦的临床应用提供参

考，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收治的高血压男性性
功能患者８４例，所有患者均符合ＷＨＯ／ＩＳＨ有关高血压诊断标
准，且符合ＩＳＳＭ（国际性医学会）中有关性功能障碍的诊断标
准［５］。同时，排除有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严重肝肾功能

损害、精神和心理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等其他器质性疾病，治疗

前服用过其他降压药物以及对研究过程中涉及药物过敏的患

者。８４例ＥＤ患者年龄在２８～５６岁，平均（４６２５±１０７６）岁；
病程１～１２年，平均（４５０±１０８）年。按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
Ｍ组、Ｂ组和Ｌ组３组，每组各２８例。３组在年龄、病程、血压等
基线资料具有均衡性，具有比较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３组患者每天均口服立方非洛地平缓释片（合肥立方制药
有限公司，５ｍｇ×１０片，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７７３），５ｍｇ／次，１次／ｄ。
Ｍ组服用非洛地平缓释片基础上加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阿斯
利康制药有限公司，２５ｍｇ×２０片，国药准字Ｈ３２０２５３９１），５０ｍｇ／
次，１次／ｄ；Ｂ组，在服用非洛地平基础上加服厄贝沙坦 （浙江华
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７５ｍｇ×２８片，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０１６），
７５ｍｇ／次，１次／ｄ；Ｌ组，在Ｂ组的基础上加服倍他乐克美托洛尔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２５ｍｇ×２０片，国药准字Ｈ３２０２５３９１），
２５ｍｇ／次，１次／ｄ。观察和比较各组治疗前后血压变化、国际男
性性功能判断指标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６］变化，ＩＩＥＦ评分标准参照 Ｆｅｌｄｍａｎ文献中的标
准［７］，分数越低说明性功能障碍越严重；采用化学发光放射免

疫法检测治疗前后性激素血清睾酮、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的变化。
１３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参照《心血管系统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中

的标准。显效：舒张压（ＤＢＰ）恢复至正常范围或下降幅度超过
２０ｍｍＨｇ以上；有效：收缩压（ＳＢＰ）下降幅度超过 １０ｍｍＨｇ或

ＤＢＰ小于１０ｍｍＨｇ但降至正常，ＳＢＰ下降幅度超过３０ｍｍＨｇ；无
效：血压无改善，未达到以上标准，甚至恶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录入调查资料，并建立数据库，计量数据写成（珋ｘ

±ｓ）表示。计量数据显著性检验采用 ｔ测验，计数数据采用卡
方（χ２）检验，设定Ｐ＜００５时为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时为极显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完成频数分布、卡方、方
差分析等比较性检验。

"

　结果
２１ ３组降压效果

３组降压临床疗效比较。Ｍ组、Ｂ组和 Ｌ组总有效率分别
达到８５７１％、８９２８％和９６４３％，Ｌ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Ｍ组
和Ｂ组（Ｐ＜００５），Ｍ组和 Ｂ组总有效率间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组患者降压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Ｍ组 ２８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０（３５．７１） ４（１４．２９） ２４（８５．７１）

Ｂ组 ２８ １５（５３．５７） １０（３５．７１） ３（１０．７２） ２５（８９．２８）

Ｌ组 ２８ １８（６４．２９）ａｂ ９（３２．１４） １（３．５７）ａｂ ２７（９６．４３）ａｂ

　　注：ａＰ＜００５表示与Ｍ组比较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ｂＰ＜００５表示
与Ｂ组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下同。

２２ ３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评分比较
３组ＩＩＥＦ评分，Ｍ组、Ｂ组和Ｌ组ＥＤ患者治疗前ＩＩＥＦ评分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Ｍ组、Ｂ组和Ｌ组轻度Ｅ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其中 Ｌ组 ＥＤ患者
治疗ＩＩＥＦ评分达到（２２７４±０５６）分，显著高于 Ｍ组和 Ｂ组
（Ｐ＜００５），Ｍ组和 Ｂ组治疗后 ＩＩＥＦ评分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Ｌ组中度 Ｅ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
高，且显著高于Ｍ组和Ｂ组（Ｐ＜００５），而Ｍ组和Ｂ组中度ＥＤ
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Ｍ组、Ｂ
组和Ｌ组重度Ｅ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３组Ｅ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评分结果 （珔ｘ±ｓ）

组别 例数
轻度

治疗前 治疗后　　

中度

治疗前 治疗后　　

重度

治疗前 治疗后

Ｍ组 ２８ １８．２４±１．６２ ２０．５１±０．５２ ９．１２±１．０８ １０．３７±０．４０ ５．６２±０．７５ ５．８８±０．４３

Ｂ组 ２８ １８．３６±１．８０ ２０．６３±０．５４ ９．２５±１．１９ １０．４１±０．３９ ５．７０±０．６３ ５．６７±０．４０

Ｌ组 ２８ １８．４１±１．７３ ２２．７４±０．５６ａｂ １０．０２±１．０６ １２．７５±０．７２ａｂ ５．６８±０．７８ ５．９３±０．３８

　　注：Ｐ＜００５表示与治疗前水平比较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１表示与治疗前水平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下同。

２３　３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３组Ｅ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睾酮和ＳＨＢＧ水平比较，Ｍ组、Ｂ

组和Ｌ组ＥＤ患者治疗前血清睾酮和ＳＨＢＧ水平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Ｍ组、Ｂ组和Ｌ组ＥＤ患者血清睾酮较治疗前
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其中Ｌ组血清睾酮水平达到（６２０３８±

２１４０６）ｎｍｏｌ／Ｌ，显著高于Ｍ组和Ｂ组（Ｐ＜００５），Ｍ组和 Ｂ组
治疗后ＥＤ患者血清睾酮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Ｍ
组、Ｂ组和Ｌ组ＥＤ患者ＳＨＢＧ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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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组治疗前后血清睾酮和ＳＨＢＧ水平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血清睾酮（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ＨＢＧ（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Ｍ组 ２８ ４６７．２６±１８９．６２ ５６５．２０±１７６．３８ ３０．８０±９．０２ ３１．１２±６．６８

Ｂ组 ２８ ４５９．８７±１９３．１６ ５５８．４７±２０３．４２ ３１．０７±８．６６ ２９．８０±６．７５

Ｌ组 ２８ ５６１．８３±１８２．９１ ６２０．３８±２１４．０６ａｂ ３１．５３±８．２０ ３２．２３±７．０５

#

　讨论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全球范围和我国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５］。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高血压不但会造成

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病变，而且也常会引起性功能障碍等疾

病。Ｓｕｎ等［９］调查发现ＥＤ患者中高血压病患病率明显高于普
通人群，同时 ＥＤ男性患高血压病的发生率要高于无 ＥＤ男
性［１０］。Ｐａｐａｔｓｏｒｉｓ等［１１］调查发现高血压患者 ＥＤ的发生率为
１５％～４６％，认为高血压可能是男性ＥＤ的危险因素。因此，加
强对ＥＤ患者的降压治疗成为改善ＥＤ患者性功能的重要手段。

美托洛尔和厄贝沙坦是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两种降压药

物。美托洛尔是选择性 β１受体阻滞剂，其可通过抑制肾上腺
素能受体，减慢心率，减弱心肌收缩力，从而降低血压。成迎

晖［１２］研究发现在使用非洛地平缓释片基础上联合美托洛尔能

显著降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厄贝沙坦是 ＡｎｇＩＩ受体阻断
剂，能抑制ＡｎｇＩ转化为ＡｎｇＩＩ，能特异性地拮抗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ｌ受体（ＡＴＩ），通过选择性地阻断 ＡｎｇⅡ与 ＡＴｌ受体的结合，
抑制血管收缩和醛固酮释放，产生降压作用。权峥嵘［１３］研究结

果显示非洛地平缓释片基础上联合厄贝沙坦能显著降低患者

血压。本研究在服用立方非洛地平缓释片的基础上分别联合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和厄贝沙坦对 ＥＤ患者进行降压治疗，结果
发现两者降压总有效率分别达到８５７１％和８９２８％，这表明美
托洛尔和厄贝沙坦均能显著降低 ＥＤ患者的血压，这与成迎晖
和权峥嵘研究结果一致。在观察两组的降压效果同时，我们对

两组Ｅ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评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Ｍ组和
Ｂ组轻度Ｅ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这表
明美托洛尔和厄贝沙坦均能提高ＥＤ患者性功能。鉴于单用美
托洛尔和厄贝沙坦的良好降压和性功能改善效果，本研究又进

一步探索，在非洛地平缓释片基础上联合使用美托洛尔和厄贝

沙坦，结果发现美托洛尔联合厄贝沙坦组，其降压总有效率达

到９６４３％，Ｌ组ＥＤ患者治疗ＩＩＥＦ评分达到显著高于Ｍ组和Ｂ
组，这表明两者联合使用的降压和性功能改善效果更显著，这

与杨陇权等研究结果一致。

目前关于高血压引发ＥＤ的机制尚不清楚。多数学者认为，
睾酮在阴茎勃起反应中具有中枢性和外周性调节作用，可通过中

枢神经系统，性反射弧和阴茎海绵体组织来调节男性的性功能，

血清睾酮对维持男性性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４］。性激素结合

球蛋白（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又称睾酮－雌二
醇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是一运输性激素的载体，它在性激素作用
过程中以及在各种生理病理情况下都有变化和意义。Ｃａｔｅｓ
等［１５］认为高血压引发男性性功能障碍可能与血清睾酮和ＳＨＢＧ
有关。本研究发现在降压治疗后Ｌ组ＥＤ患者血清睾酮较治疗
前均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Ｍ组和Ｂ组，而治疗后Ｍ组、Ｂ组和

Ｌ组ＥＤ患者ＳＨＢＧ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刘培君等［１６］研究结果

存在区别，这可能与研究人群间存在差异有关。血清睾酮能引起

性中枢兴奋，激发性欲，维持性功能，男性体内缺少血清睾酮，可

引起性欲减退、性冷淡、性无力等一系列性功能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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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治疗妊娠合并细
菌性阴道病的疗效观察
李霞妃

缙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１４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治疗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的疗效。方法：选择妊
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患者７２例，随机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予以阴道放置甲硝唑阴道泡腾片２００ｍｇ，
每晚１次，连用７ｄ。联合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予以乳酸菌阴道胶囊阴道放置，每晚１枚，连用７ｄ。观察两组患者治
疗结束后１周的临床疗效，并随访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内复发率。结果：联合组患者治疗后的临
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８，Ｐ＜００５）。两组治疗结束后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内，联合组的复发率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３５和６１１，Ｐ＜００５）。结论：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治疗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
具有较好疗效，能降低复发率，具有治疗和预防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复发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　细菌性阴道病；妊娠；乳酸菌阴道胶囊；甲硝唑泡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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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阴道病是常见的一种阴道感染性疾病，其感染率为
１５％～３０％，治疗后病情易反复发作［１］。妊娠期由于雌激素水

平升高，阴道内酸碱平衡失调，引起阴道内正常菌群失调，易发

生细菌性阴道病。最近的研究表明妊娠期细菌性阴道病可引

起羊膜绒毛膜炎、宫内感染、胎膜早破和早产等不良妊娠结

局［２］。因此，对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早期诊断及治疗显得特

别重要。近年来我院采用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

治疗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取得较满意疗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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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患者７２例。纳入标准：符合第６版《妇

产科学》中细菌性阴道病的诊断标准［３］，且阴道分泌物行细菌

性阴道病检测试剂盒检查（＋）。排除标准：（１）排除滴虫或霉
菌性阴道炎；（２）排除胎膜早破、早产、子宫及宫颈异常；治疗前
２周未使用过抗生素及进行阴道冲洗。采用随机数字表将纳入
患者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６例。联合组年龄２３～３４岁，
平均（２８２±４３）岁；孕周２６～３３周，平均（２９７±４９）周。对
照组年龄２１～３５岁，平均（２７８±４５）岁；孕周２７～３４周，平均
（２９４±４７）周。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周等资料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阴道放置甲硝唑阴道泡腾片（上海信谊药

厂有限公司，规格：２００ｍｇ×６片）２００ｍｇ，每晚１次，连用７ｄ。联
合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予以乳酸菌阴道胶囊（内蒙古双奇药业有

限公司，规格：０２５ｇ／粒，每粒含６００万活乳酸菌）阴道放置，每
晚１枚，连用７ｄ。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复查前禁止性生活，避免
使用抗生素及冲洗阴道。观察两组治疗结束后１周的临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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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并随访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内的复发率。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疗效评估［４］ 治愈：治疗后临床症状体征基本消

失，线索细胞及胺试验示均（－）；有效：治疗后临床症状体征部
分消失，线索细胞及胺试验示（＋－），阴道分泌物检查清洁度
Ⅱ度；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体征未消失，线索细胞及胺试验示
均（＋）；阴道分泌物检查清洁度ⅢⅡ度。总有效率包括治愈率
和有效率。

１３２　复发判断［５］ 治愈后停药１周以上再次出现临床症状
又符合细菌性阴道病诊断标准者。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联合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
４１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ｎ（％）］

组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组 ３６ ２１ １３ ２ 　３４（９４．４４）

对照组 ３６ １６ １２ ８ ２８（７７．７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内的复发率比较
两组治愈者治疗结束后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内，联合组的复发

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３５和６１１，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内的复发率比较 ［ｎ（％）］

组别 ｎ ３个月内复发 ６个月内复发

联合组 ３４ ３（８．８２） ５（１４．７１）

对照组 ２８ ９（３２．１４） １２（４２．８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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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细菌性阴道病是育龄期妇女较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发病

率占阴道感染性疾病的约３５％～４５％，其中孕妇发病率约１０％～
２０％［６］。妊娠期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上升，引起阴道黏膜充血和通

透性增强，阴道分泌物明显增多；且高雌激素水平使阴道细胞内的

糖原大量积聚，有利于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细菌性阴道病。妊娠合

并细菌性阴道病使孕妇自然流产、羊膜绒毛膜炎、胎膜早破、早产的

发病率明显上升［７］。目前临床上常采用甲硝唑治疗妊娠合并细菌

性阴道病，但甲硝唑胃肠道副作用较大，患者口服接受性差，多采用

甲硝唑栓阴道用药。研究已证实妊娠期细菌性阴道病发病的主要

原因是阴道内乳酸菌的数量减少或缺失，阴道酸碱平衡及内环境发

生失衡所致，故治疗的关键是恢复阴道乳酸菌数量，重建正常阴道

菌群，甲硝唑虽能杀灭阴道致病菌，但无法建立阴道内的优势菌乳

酸菌，所以治疗效果欠理想［８］。

乳酸菌阴道胶囊是人工培育繁殖的乳酸菌微生态活菌制剂，

治疗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能充分补充阴道内最重要的乳酸菌，可

使阴道中失调的菌群重建，恢复阴道微生态平衡从而改变阴道内环

境，并能降低阴道ｐＨ值和维持阴道酸碱平衡，提高阴道的自净作
用。同时乳酸菌为阴道正常免疫菌，经繁殖后能激活机体免疫功

能，提高机体的免疫防御功能，起到“以菌治菌”的作用［９－１１］。白力

伟等［１２］研究发现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具有

较好的疗效，且无明显药物的副反应，既能防病治感染，又具有一定

的保健作用。齐育英等［１３］研究发现甲硝唑联合乳酸菌阴道胶囊

（定君生）治疗妊娠期细菌性阴道病疗效确切，安全性较好，可减少

其复发率。本研究结果发现联合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结束后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内，联合组的复发率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治疗

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具有较好的疗效，能明显降低复发率，具有

治疗和预防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复发的双重作用［１４，１５］。

总之，乳酸菌阴道胶囊联合甲硝唑泡藤片治疗妊娠合并细

菌性阴道病具有较好的疗效［１６］，能明显降低复发率，具有治疗

和预防妊娠合并细菌性阴道病复发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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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治疗早泄疗效的系统评价
谢子平　谭艳△　谢胜　王万荣　李韬　欧阳海　王澍弘　康照鹏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价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方法：通过检索近２０年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ＢＳＣＯ
Ｈｏ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对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进行评价。研究者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严格评价和资料提取，使用 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
５．０软件对符合质量标准的ＲＣＴｓ行系统评价。结果：１０个ＲＣＴｓ共纳入７１０例患者，其中治疗组３５２例（使
用舍曲林），对照组３５８例（使用他达拉非＆伐地那非＆多沙唑嗪），系统评价结果显示：相比他达拉非及多
沙唑嗪，舍曲林均可显著延长早泄患者的射精潜伏时间，提升性生活满意度。相比于伐地那非，系统评价结

果显示未见显著疗效差异性。结论：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舍曲林；早泄；射精潜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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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最为常见的成年男性性
功能障碍，可从患者自尊、夫妻感情等多方面影响男性生活，导

致失落、自卑情绪，成为影响夫妻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因

素。衡量ＰＥ主要依靠两类指标：（１）阴茎插入阴道后的射精潜
伏期（性交持续时间）或随意控制射精能力；（２）患者及配偶对
性生活的满意程度。此外还需要考虑影响持续时间的因素：年

龄、配偶吸引力、身体状况、近期性活动频度、精神心理紊乱、毒

品及酒精作用等。近年随着对ＰＥ病因、发病机制、诊疗等方面
的深入研究，相继开发出多种药物用于治疗 ＰＥ，如５－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磷酸二酯酶 －５型抑制剂、局部麻醉乳剂、海绵
体内化学假体注射剂等，并产生一系列相关研究。近年来舍曲

林（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在ＰＥ治疗中的重要性不断得以显现，已有许多文
献报告舍曲林的疗效较好，但对其具体疗效尚缺少循证医学

依据。

系统评价作为循证医学的最高级别依据，能够有效整和多

项相似研究成果，以达到增大样本总量、降低随机误差、避免假

阴性＆假阳性结果的成效［７］，从而进一步精确主要效应结果，

对于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将参照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体
系，对舍曲林治疗ＰＥ的疗效进行系统评价，以期进一步明确其
具体差异性。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系统评价作为对文献的二次评价，其检索若不够全面将导

致数据偏倚、语种偏倚、查找偏倚等后果［８］。本研究经由两名

研究员共同进行文献检索、评估、筛选及资料提取，然后交叉核

对，若出现分歧则协商解决，如果难以达成一致，则交由第三方

商讨决定。为提高检索覆盖率，对于局部篇幅不全面的文献辅

以请求原文传递、手工检索、文本追溯等方式。

检索策略：①检索英文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Ｂ
ＳＣＯＨｏ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中文数据库：中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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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ＣＥＣＤＢ）、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ＱＶＩＰ）；②检索年限：１９９３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③检索关键词：英文为“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中文为“舍曲林”、“早泄”；以“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ｑｕａｓｉ－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或“随机分组对照试验”缩小检索范
围；所有关键词之间以“Ａｎｄ”或“和”连接；④检索对象限定为
“Ａｄｕｌｔ”或“成人”。
１２　文献纳入标准

①以论著形式发表，治疗早泄的随机分组对照临床试验
（ＲＣＴ）；②治疗组使用舍曲林，对照组为他达拉非或伐地那非
或多沙唑嗪；③所纳入研究的患者均符合美国精神病协会２０００
年颁布的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９］及美国泌尿外

科协会２００４年制定的早泄诊疗指南［１０］；④治疗组和对照组的
样本量确切；⑤论文明确注明了发表时间、研究地点；⑥论文的
研究类别、研究方式、研究群体均相同。

１３　文献排除标准
①排除“综述”、“述评”、“非随机分组的对照研究”、“临床

观察”、“会议报道”、“短篇病例报道”等论文；②根据改良版
Ｊａｄａｄ量表，排除低质量文献（Ｊａｄａｄ≤２）；③排除仅有摘要而无
全文，或正文内包含信息量过少的文献；④未明确注明发表地
点、作者单位、研究目的的文献；⑤排除未具体交代疗程时间的
文献；⑥排除纳入样本量偏低（ｎ≤１０）的报道；⑦排除结局指标
中未评价总体有效率的报道，疗程结束时结合前后自身对照，

双方根据对性生活的满意度评估治疗结果［１１］。双方均满意为

显效；一方满意、一方基本满意或双方均基本满意为疗效尚可；

任意一方不满意为无效。有效率＝（显效＋尚可）／总体例数
１００％；⑧排除使用安慰剂治疗为对照组的报道；⑨排除涵盖以
下易混因素的患者［１２］：无固定性伴侣、伴侣不能够理解并配合

治疗、不能够保证规律的性生活、患者性欲冷淡、合并有勃起功

能障碍（ＥＤ）、合并严重的躯体疾病、合并泌尿生殖系统疾患、外
生殖器发育异常。

１４　质量评定
依照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评价手册推

荐的方法学质量评价标准［１３］对纳入 ＲＣＴｓ的质量进行评估，具
体内容包括：①是否采用随机分配，采用何种方法进行随机分
配，方法是否恰当；②是否采用盲法，及盲法的具体类型；③是
否进行分配隐藏；④是否存在数据缺失及失访，是否按照意向
性分析（ＩＴＴ）原则处理；⑤结论数据及检验数据是否具备完整
性及稳定性；⑥结局指标的基线情况是否可比；⑦是否选择性
报告研究结果。

若完全满足上述７项标准，说明该ＲＣＴ存在偏倚的风险较
小，评为Ａ级；满足３～６项上述标准说明发生偏倚的风险为中
度，评为Ｂ级；满足质量标准低于２项说明发生偏倚的风险较
高，评为Ｃ级。
１５　资料提取

筛选、核实所有ＲＣＴｓ后，提取下述指标：①文献题目、第一

作者、发表年限等基本资料；②研究设计、方法学质量指标；③
研究对象的基线情况；④失访人数、失访处理；⑤相关干预措
施、随访时限、结局指标；⑥连续性指标的均数、标准差，二分类
指标的百分比。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提取后经进一步核对整理，使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

供的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０软件进行系统评价。首先采用卡方检
验测算各组研究的异质性，若各研究间不具有异质性（Ｐ＞
０１０，Ｉ２＜５０％），则采用 Ｐｅｔｏ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固定效应模型；
若异质性显著（Ｐ≤０１０，Ｉ２≥５０％），则采用 Ｄｅｒｓｉｍｏｎｉａｎ－Ｌａｉｒｄ
随机效应模型去除异质性，探寻异质性来源，并进行敏感性分

析。若Ｐ＜０１０则采用描述性分析或亚组分析，此时如无法判
断异质性来源导致各组研究无法合并，则放弃系统评价。

采用相对危险度（ＲＲ）及其９５％可信区间（９５％ＣＩ）表示二
分类资料；采用权重均数差值（ＷＭＤ）及其９５％ＣＩ表示单位相
同的连续变量资料；采用标准化均数差值（ＳＭＤ）及其９５％ＣＩ表
示单位不同的连续变量资料。根据整合后的结果绘制森林图，

以显示各项研究结论及其特征。通过失效安全数检验发表偏

倚，通过将研究结论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根

据其结果是否逆转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

以二分类资料ＲＲ对数值（ＬｏｇＲＲ）为横坐标，以 ＲＲ对数
值标准误的倒数（１／ＳＥ＿ＬｏｇＲＲ）为纵坐标绘制漏斗图。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包的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漏斗图的散点分
布是否对称，从而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偏倚。再采用失效安全数

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发表偏倚，并对结果进行稳定性分析。

"

　结果
２１　纳入研究的流程

依照上述检索策略，本文初检得相关文献１３１篇，其中９０
篇外文文献，４１篇中文文献。按照文献纳入、排除标准，剔除其
来源及质量低劣、创新性欠缺的文献，得到６４篇文献；再经由阅
读摘要，初步筛除描述性研究及病例对照设计，得到２６篇文献；
最后通过阅读全文以全面评价 ＲＣＴｓ质量，再度筛除其中非随
机对照、欠缺明确对照组的文献，最终得到１０篇文献作为本次
系统评价的ＲＣＴ［１４－２３］，其中外文文献６篇、中文文献４篇，文献
检索与筛选纳入流程见图１，ＲＣＴｓ明细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经由方法学质量评价，本次纳入 １０篇 ＲＣＴ，有 ５篇
ＲＣＴ［１４－１６，１９，２０］提及ＩＴＴ分析，有３篇 ＲＣＴ［１５，１７，１９］详细描述了分
配隐匿、随机分组的方法和过程，结局评价指标存在一定程度

的变异性，方法学质量为中等，文献质量评分均为 Ｂ级。但整
体可信度尚可：依从性、基线相似性较好，研究方法基本相似，

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基线可比（Ｐ均 ＞００５）。具体评价指标
和结果见表２。再根据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助网推荐的偏倚风险评估法
则衡量所纳入的ＲＣＴ，可见１０篇文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倚，
详见图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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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纳入研究 年限 年龄 疗程
干预措施

实验组 对照组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１４］ ２００８年 ４２．０５±８．１４ ６周 舍曲林（ｎ＝４５） 他达拉非（ｎ＝３９）

Ｋｉｍ［１５］ １９９８年 ４２．２９±１０．６４ ４周 舍曲林（ｎ＝２５） 他达拉非（ｎ＝２５）

Ｍａｔｈｅｒｓ［１６］ ２００９年 ３８．３６±７．６４ ４周 舍曲林（ｎ＝３３） 伐地那非（ｎ＝３１）

Ｍｕｒａｔ［１７］ １９９９年 ４７．３４±６．６４ ６周 舍曲林（ｎ＝３５） 多沙唑嗪（ｎ＝３５）

Ｓｕｎ［１８］ ２００７年 ４４．１２±１１．０８ ６周 舍曲林（ｎ＝４２） 伐地那非（ｎ＝４２）

Ｚｈａｎｇ［１９］ ２００５年 ５０．１６±５．４５ ４周 舍曲林（ｎ＝５４） 他达拉非（ｎ＝４９）

马胜利［２０］ ２０１１年 ４１．３５±１１．２１ ６周 舍曲林（ｎ＝３５） 他达拉非（ｎ＝３５）

孙祥宙［２１］ ２００７年 ４５．１１±８．１５ ６周 舍曲林（ｎ＝３０） 伐地那非（ｎ＝３０）

唐文豪［２２］ ２００４年 ４１．４８±１０．６４ ６周 舍曲林（ｎ＝２９） 多沙唑嗪（ｎ＝３０）

王涛［２３］ ２００７年 ４７．６９±７．１３ ２月 舍曲林（ｎ＝３４） 多沙唑嗪（ｎ＝３２）

表２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ＩＴＴ分析 基线比较 Ｊａｄａｄｇｒａｄｅ 选择性报告结果 方法学质量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１４］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提及 是 ５分 无 Ｂ

Ｋｉｍ１９９８［１５］ 充分随机 采用 单盲 提及 是 ４分 无 Ｂ

Ｍａ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１６］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提及 是 ４分 无 Ｂ

Ｍｕｒａｔ１９９９［１７］ 未明确交代 采用 单盲 未及 是 ３分 无 Ｂ

Ｓｕｎ２００７［１８］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未及 是 ４分 无 Ｂ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５［１９］ 充分随机 采用 单盲 提及 是 ４分 无 Ｂ

马胜利 ２０１１［２０］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提及 是 ５分 无 Ｂ

孙祥宙 ２００７［２１］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未及 是 ６分 无 Ｂ

唐文豪 ２００４［２２］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未及 是 ４分 无 Ｂ

王涛２００７［２３］ 充分随机 未采用 单盲 未及 是 ４分 无 Ｂ

图１　文献检索与筛选纳入流程
图２　１０篇ＲＣＴ的研究偏倚风险百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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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０篇ＲＣＴ的研究偏倚风险总结图

２３　纳入研究的基本内容
纳入１０篇ＲＣＴ中，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患者在年龄、婚姻状

况、治疗前射精潜伏时间、每周性交频率、合并前列腺炎等方面

未见显著差异。两组患者均行身体机能锻炼、自体 －润滑剂 －
配偶三段式行为疗法、心理安慰等辅助治疗。并就以下指标进

行了比较：①经足量疗程治疗后患者的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
②经足量疗程治疗后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
２３１　舍曲林ＶＳ他达拉非　４篇 ＲＣＴ［１４，１５，１９，２０］对两组患者经
治疗后平均ＩＥＬＴ进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存
在异质性（Ｐ＝０４４，Ｉ２＝０％），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
评价，合并效应值ＲＲ为１１５，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２９），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他达拉非，使用舍曲林

治疗可显著延长ＰＥ患者的 ＩＥＬＴ。对其漏斗图分析结果显示：
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步说明

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４～５。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２８９。表明尚需要将
近３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结果的影响较

低。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４篇ＲＣＴ［１４，１５，１９，２０］对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对性生活的满意度

进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存在异质性（Ｐ＝
０２８，Ｉ２＝３３％），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评价，合并效应
值ＲＲ为３３４，９５％ＣＩ∈（２８４，３８３），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差
异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他达拉非治疗，使用舍曲林治疗可显

著提升患者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对其漏斗图分析结果显

示：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步说

明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 ６
～７。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４１９。表明尚需要至
少４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极低，对结果的影响很

小。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２３２　舍曲林　ＶＳ伐地那非　３篇ＲＣＴ［１２，１５，１９］对两组患者经
治疗后平均ＩＥＬＴ进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存
在异质性（Ｐ＝０８４，Ｉ２＝０％），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评
价，合并效应值ＲＲ为１１７，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３５），结果显示两
组患者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伐地那非治疗，使用舍曲

林治疗不能显著延长ＰＥ患者的ＩＥＬＴ。对其漏斗图分析结果显
示：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步说明

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８～９。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２６８。表明尚需要将
近３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结果的影响较

低。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３篇ＲＣＴ［１２，１５，１９］对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对性生活的满意度进
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存在异质性（Ｐ＝
０６０，Ｉ２＝２６％），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评价，合并效应
值ＲＲ为１７７，９５％ＣＩ∈（１３２，２２２），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差
异不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伐地那非治疗，使用舍曲林治疗不

能显著提升患者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对其漏斗图分析结

果显示：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

步说明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

１０～１１。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３１２。表明尚需要至
少３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结果的影响较

低。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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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舍曲林ＶＳ多沙唑嗪　３篇 ＲＣＴ［１３，１４，１６，２０，２２］对两组患者
经治疗后平均ＩＥＬＴ进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
存在异质性（Ｐ＝０３５，Ｉ２＝９％），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
评价，合并效应值ＲＲ为１１７，９５％ＣＩ∈（１０４，１３２），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多沙唑嗪治疗，使用舍

曲林治疗可显著延长ＰＥ患者的ＩＥＬＴ。对其漏斗图分析结果显
示：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步说

明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 １２
～１３。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２４２。表明尚需要至
少２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结果的影响较

低。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３篇ＲＣＴ［１３，１４，１６，２０，２２］对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对性生活的满意
度进行了报道。系统评价显示，纳入的研究不存在异质性（Ｐ＝
０１９，Ｉ２＝４６％），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统评价，合并效应
值ＲＲ为３１１，９５％ＣＩ∈（２６８，３５４），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差
异具有统计意义，即相比多沙唑嗪治疗，使用舍曲林治疗可显

著提升患者双方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对其漏斗图分析结果显

示：各点基本呈倒置漏斗状分布，表明发表偏倚较小，进一步说

明本次系统评价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结论可靠。见图 １４
～１５。
根据公式Ｎ＝Ｋ［（Ｚ２－１６４５２）］／１６４５２计算本研究的失

效安全数，Ｐ取００５水平，其中 Ｋ表示需要合并的研究个数，Ｚ
表示合并效应统计检验的Ｚ值，其结果为３１２。表明尚需要将
近３篇阴性研究结果加入才能逆转本次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了本次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结果的影响较

低。再将合并研究的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互换，并未

发现不同效应模型的结果发生逆转，表明本次系统评价结果稳

定性良好。

２３４　纳入研究中发生不良反应的报道　４篇 ＲＣＴ［１４－１６，２２］均
报道患者服用舍曲林后出现头晕和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症状：

其中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１４］为３例、Ｋｉｍ［１５］为４例（对照组６例患者出现相
同症状）；Ｍａｔｈｅｒｓ［１６］为 ８例、唐文豪［２２］为 ５例。１篇 ＲＣＴ即
Ｓｕｎ［１８］报道２例患者服用舍曲林后出现腹泻伴全身乏力，经减
量并坚持服用后症状消失。２篇ＲＣＴ［１７，２３］分别报道患者服用舍
曲林后出现轻度性欲减退，其中 Ｍｕｒａｔ［１７］为１例、王涛［２３］为２
例。所有ＲＣＴ中，治疗组患者均未见体位性低血压、勃起功能
障碍、食物模糊、精神异常等严重并发症的报道。

图４　森林图［Ｐ＝０．４４、Ｉ２＝０％、ＲＲ＝１．１５、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２９）］

图５　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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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森林图［Ｐ＝０．２８、Ｉ２＝３３％、ＲＲ＝３．３４、９５％ＣＩ∈（２．８４，３．８３）］

图７　漏斗图

图８　森林图［Ｐ＝０．８４、Ｉ２＝０％、ＲＲ＝１．１７、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３５）］

图９　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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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森林图［Ｐ＝０．６０、Ｉ２＝２６％、ＲＲ＝１．７７、９５％ＣＩ∈（１．３２，２．２２）］

图１１　漏斗图

图１２　森林图［Ｐ＝０．３５、Ｉ２＝９％、ＲＲ＝１．１７、９５％ＣＩ∈（１．０４，１．３２）］

图１３　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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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森林图［Ｐ＝０．１９、Ｉ２＝４６％、ＲＲ＝３．１１、９５％ＣＩ∈（２．６８，３．５４）］

图１５　漏斗图

#

　讨论
ＰＥ是一种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疾病，心理因素如自责感、不

安感、自信心不足、过于仓促紧张等因素均可养成快速射精的

习惯［２４］。ＰＥ也可以由于体质虚弱、中枢感觉或阴茎感觉过于
敏感、传导神经兴奋性增高所致。ＰＥ是成年男性的一种常见性
功能障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 ５０％的成年男性曾患
ＰＥ［２５］。Ｌａｕｍａｎｎ等［２６］调查了全球２９个国家１３６１８名男性志
愿者，ＰＥ发病率为３３％。在美国１８～５９岁年龄段的男性中发
病率为２１％，在英国发病率据估计为３１％，中东约为１２４％，东
南亚约为３０５％，东亚约为２９１％，其中我国ＰＥ发病率约占成
年男性的３５％～５０％。包皮环切术是否普及、宗教文化、人种
差异等因素造成了ＰＥ的地区差异性［２７］。

ＰＥ可通过行为治疗以降低阴茎的敏感性，提高射精的阈
值，延长射精的潜伏期；通过心理治疗可以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弥消精神压力；通过身体机能锻炼可以增强患者体质。此外５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磷酸二酯酶－５型抑制剂、局部
麻醉乳剂、海绵体内化学假体注射剂等均有助于治疗 ＰＥ。５－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通过阻滞输精管等组织的钙通道和肾上

腺素作用，从而抑制输精管收缩［２８］，发挥延缓射精、延长早泄病

人射精潜伏期的效果。其中舍曲林作为一种高选择性５－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对肾上腺素能受体（α１、α２、β）、胆碱能受体、
γ－氨基丁酸受体、多巴胺能受体、组胺受体、苯二氮卓受体等
多种受体均无明显的亲和力［２９］。该药抑制５－羟色胺再摄取
作用是同类代表药物氟西汀的５倍，选择性是氟西汀的８倍，在
体内半衰期为２６ｈ，其峰值浓度在血浆中可维持５～６ｈ［２９］。因
此盐酸舍曲林还具有疗效确切、副作用少、用药简便等优点。

本次研究纳入的ＲＣＴ除报道患者偶有头昏恶心之外，均未出现
性欲减退、消化道出血、视物模糊、精神异常、肌束震颤等严重

并发症，也从侧面证明舍曲林的这一优点。但不能忽视的是，

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等［３０］虽然肯定 ＳＳＲＩ类治疗 ＰＥ的疗效，但对停药后
的疗效持有怀疑态度。另有研究表明大剂量服用 ＳＳＲＩ可抑制
一氧化氮合酶受体活性，导致发生 ＥＤ概率增高。有研究显示：
西地那非可有效改善 ＳＳＲＩ类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因此为进一
步提高舍曲林的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将舍曲林与小剂量西地

那非联用［３１］，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主要方向。

本研究通过总和既往文献对舍曲林治疗ＰＥ的疗效做了进
一步分析，基于本文仅纳入１０篇ＲＣＴ，其结果如下：①相比于他
达拉非，使用舍曲林可显著延长ＰＥ患者经治疗后ＩＥＬＴ，并改善
性生活满意度；②相比于伐地那非，使用舍曲林不能显著延长
ＰＥ患者经治疗后ＩＥＬＴ时间，不能显著改善双方性生活满意度；
③相比多沙唑嗪，使用舍曲林可显著延长 ＰＥ患者经治疗后
ＩＥＬＴ，并改善性生活满意度。通过本次循证研究我们同时发
现，ＰＥ的临床研究中不能忽视女方因素［３２］。女方性欲低下、性

交痛、高潮障碍等因素均可从不同侧面影响男性患者，导致男

方的性功能障碍。

基于本文仅纳入 １０篇 ＲＣＴ，其局限性为：①根据改良版
Ｊａｄａｄ量表，１篇ＲＣＴ［１７］质量相对欠佳，仅有５篇ＲＣＴ［１４－１６，１９，２０］

提及ＩＴＴ分析，仅有３篇 ＲＣＴ［１５，１７，１９］详细描述了分配隐匿。由
于本研究涉及患者隐私，难以做到病人及干预者的双盲，纳入

ＲＣＴ均为评价者单盲，故本次系统评价的结果可能存在少许选
择及测量偏移；②总共纳入研究的样本量为７１０例，各单项比对
指标所纳入的样本偏少，故代表性尚显欠缺，致系统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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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受到限制；③未进行费用 －效益分析；④尚缺乏足够的
资料比较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的改善情况。上述局限性
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系统评价能克服单项研究ＲＣＴ样本量偏小、结果变异大等
缺陷，在资料一致性的前提下，通过总合同类研究，应用循证医

学对大量单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价其合并效应量，使

结果更客观，从而得出全面、量化的理论依据。但系统评价并

非真正意义的疗效试验性研究，不能取代大规模、多中心的随

机分组对照试验，只是对现有ＲＣＴｓ的系统整合、定量分析的结
果，随着新的研究证据出现，其结论必然不断加以更新。再者，

限于作者自身循证医学水平有限，文献检索及筛选的全面精确

性尚有所欠缺，故而在后续研究中应继续追踪国内外相关的临

床研究，严格遵守循证医学的理论，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靠，

以期进一步指导临床。虽然舍曲林用于治疗 ＰＥ的起步较晚，
但已呈现出可喜的研究前景。随着更多ＲＣＴ研究的深入，现存
各种疑问将陆续得到解决，该疗法将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显著，已得到充分肯定，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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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姆宫颈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１２０例临床观察
席小英１ 许泓２

１宁海县城关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３１５６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观察卡波姆宫颈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１２０例宫颈糜烂患者分
成两组，治疗组：患者月经干净后卡波姆宫颈凝胶（３ｇ／支，３支／盒）阴道上药，每晚１支，６ｄ为１疗程，连用３
疗程观察疗效；对照组：患者月经干净后治糜灵栓（３ｇ／粒，５粒／盒）阴道上药，隔日１次，１０ｄ为１疗程，连用
３疗程观察疗效；经期停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０％，对照组总有效率 ７５％，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卡波姆宫颈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方法简便，疗程短，安全又廉价，无痛苦且无副作用，临
床上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值得应用。

【关键词】　卡波姆宫颈凝胶；慢性宫颈炎；糜烂；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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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宫颈炎是育龄妇女常见病之一，多由急性宫颈炎未治

疗或治疗不彻底转变而来，常见于分娩、流产或手术操作损伤

宫颈后病原体侵入而引起感染［１］。目前临床上对此病的治疗

方法虽多，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且易反复发作。物理疗法又因

术后阴道大量排液及不规则出血，常使患者感到不安与恐

惧［２］。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

的治疗方法，我们采用卡波姆宫颈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取得

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在本院妇科门

诊就诊，以妇科检查及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诊断为慢性宫颈炎

患者１２０例，宫颈活检排除宫颈病变，其中年龄最小者２３岁，最

大者４５岁，平均（３２±３２５）岁，病程１～１０年，未接受其他方法

治疗。患者按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成两组，两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

１２ 宫颈糜烂的程度评定［３］

Ⅰ度糜烂：糜烂面积 ＜宫颈总面积１／３；Ⅱ度糜烂：糜烂面

积占宫颈总面积的１／３～２／３；Ⅲ度糜烂：糜烂面积占宫颈总面

积的２／３以上。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６０例，月经干净后用卡波姆宫颈凝胶（长春

市科新生化药械研究所，吉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１２第 ２６４０００９

号，规格３ｇ／支，３支／盒）阴道给药，每晚１次，睡前用，连用６ｄ，

１个月经周期用１疗程，３疗程后观察疗效。对照组：患者 ６０

例，月经干净后用治糜灵栓（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２２０２５５９９，规格３ｇ／粒，５粒／盒）阴道给药，

隔晚１次，睡前用，共用５粒，１０ｄ为１疗程，１个月经周期用１

疗程，３疗程后观察疗效。停药期间禁性生活，且禁食辛辣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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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４］

痊愈：经治疗后患者子宫颈光滑，且糜烂面消失；显效：经

治疗后患者子宫颈糜烂面积缩小 ＞５０％，或中度糜烂转为轻度

糜烂，重度糜烂转为中度糜烂；有效：经治疗后患者子宫颈糜烂

面积＜５０％，糜烂面积明显缩小，好转不足轻度；无效：经治疗后

患者子宫颈糜烂面积无变化或有所发展。

１５ 其它不良反应的监测。

１６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所有数据输入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糜烂面积和临床疗效的比较

两组患者糜烂面积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糜烂面积的比较

例数 Ⅰ度糜烂 Ⅱ度糜烂 Ⅲ度糜烂

治疗组 ６０ ２６ １９ １５

对照组 ６０ ２５ ２１ １４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治疗组疗效总有效率９０％，对

照组７５％，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６７，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６０ ７ １４ ３３ ６ ９０％

对照组 ６０ ２ １３ ３０ １５ ７５％

２２ 不良反应

用药期间两组均无腹痛、阴道瘙痒、灼热等不良反应，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论

慢性宫颈炎不仅能够导致女性白带异常，亦可成为盆腔感

染的主要病灶，也是诱发宫颈癌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在某种

程度上使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都受到了严重的影

响［５，６］。慢性宫颈炎主要病原体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埃希

菌及厌氧菌，性传播疾病的病原体淋病奈瑟菌、沙眼衣原体、一

些病毒慢性宫颈炎如单纯疱疹病毒也已成为常见病原体［７，８］。

卫生不良或雌激素缺乏，局部抗感染能力差，也易引起慢性宫

颈炎［９，１０］。慢性宫颈炎的治疗方法很多，可采用药物治疗、物理

治疗、手术治疗［１１－１３］。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因损伤大，费用

高，且影响生育，不易被患者接受，只能用于糜烂久治不愈或可

疑为早期宫颈癌者［１４，１５］。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更

容易为患者所接受的治疗方法，我们采用卡波姆宫颈凝胶治疗

慢性宫颈炎，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卡波姆宫颈凝胶主要成

分是卡波姆、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等，乳白色凝胶状，用于缩小糜

烂面，促进宫颈糜烂面的愈合，减轻局部炎症程度，具有抗病

毒、抑菌、促进创面愈合的特点。治糜灵栓为中药成分，棕褐色

栓剂，用药后起效慢、疗程长、排出物多且颜色黑，给妇女带来

不便亦不卫生，只有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卡波姆宫颈凝胶使

用简便、无痛苦、疗程短、卫生、比较经济，易被普通患者接受，

且避免了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给患者带来的恐惧及长时间的

阴道排液、出血等不良后遗症，还解决了局部用药的单一促进

创面愈合的局限性，抗病毒有效的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因此，

卡波姆宫颈凝胶是一种安全、简便、廉价、疗程短、效果满意的

治疗慢性宫颈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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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甲氨蝶呤联合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
的疗效
徐巧波　顾红红　陈青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慈溪医院（慈溪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小剂量甲氨蝶呤（ＭＴＸ）联合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的疗效。方法：选择
８０例异位妊娠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实验组加用术中
ＭＴＸ局部注射治疗。结果：实验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 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均少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实验组患者 ＰＥＰ发生率及２年内再发异位妊娠率均低于对照组（χ２＝
４５１、４５０，Ｐ＜００５），且半年内输卵管再通率及２年内宫腔内正常妊娠率均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１，４９４，Ｐ
＜００５）。结论：采用小剂量甲氨蝶呤联合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较单纯手术治疗能取得更好的疗
效，再次宫内妊娠率高，且术后ＰＥＰ及再次异位妊娠发生率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异位妊娠；小剂量甲氨蝶呤；腹腔镜保守手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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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卵在子宫体腔外着床并生长发育的称为异位妊娠，其中
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常见［１］。输卵管炎症、手术、子宫内膜异位、

放置宫内节育器等是造成异位妊娠最常见的原因。异位妊娠

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开腹手术治疗、腹腔镜手术

治疗等，各种治疗方法各具优缺点［２，３］。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

是大多数患者的首选，但保守手术术后容易出现不孕、持续性

异位妊娠（ＰＥＰ）等并发症［４，５］。本研究观察了小剂量甲氨蝶呤

（ＭＴＸ）联合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的疗效，现将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异
位妊娠患者共８０例。纳入标准：（１）异位妊娠为单侧输卵管妊
娠，包块直径小于４ｃｍ，未破裂，腹腔内无明显出血；（２）无严重
的盆腔粘连；（３）患者生命体征稳定；（４）患者有生育要求，有强
烈保留输卵管要求。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各４０例，实验组患者年龄２０～３７岁，平均（２６５±５１）岁；
流产次数０～４次，平均（１１±０３）次；生育次数０～３次，平均
（１０±０２）次；妊娠时间３５～４８ｄ，平均（３９９±５０）ｄ，入院时
血清β－ＨＣＧ值２９６７～５８８９ｍｏｌ／Ｌ，平均（３４４２±５８１）ｍｏｌ／Ｌ。
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２～３８岁，平均（２７１±５０）岁，流产次数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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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次，平均（１２±０２）次；生育次数０～３次，平均（１１±０３）
次；妊娠时间３３～４９ｄ，平均（４０６±５３）天，入院时平均血清 β
－ＨＣＧ２７５４～６０１７ｍｏｌ／Ｌ，平均（３４１７±５０８）ｍｏｌ／Ｌ。两组患者
年龄、流产次数、生育次数、妊娠时间、入院时血清 β－ＨＣＧ水
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采用常规腹腔镜保守手术。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

醉，取仰卧头低脚高位，常规消毒铺巾。在脐下缘做一长约１～
１５ｃｍ切口，建立人工气腹，在右下腹麦氏点及左下腹相应位置
分别做长约２ｃｍ的切口作为操作孔，置入 Ｔｒｏｃａｒ后分别放置操
作钳。首先探查盆腔及患侧输卵管情况，确定妊娠包块位置、

大小、与周围组织关系，对于妊娠包块在壶腹部及伞部的患者

使用无齿抓钳将妊娠包块及凝血块从输卵管伞端挤出，对于妊

娠包块在峡部的患者需将输卵管纵向剪开，取出妊娠包块及凝

血块，仔细冲洗后，使用双极电凝止血，确定无出血后，逐一退

出操作器械，缝合切口。实验组患者术中加用 ＭＴＸ，将
ＭＴＸ２５ｍｇ采用０９％生理盐水５ｍｌ稀释，并注射至输卵管妊娠
部位下方肌层内。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 β－

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术后 ＰＥＰ发生情况、半年后患侧输卵管再
通情况，２年内宫内正常妊娠及再发异位妊娠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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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均成功，实验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术后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或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一般情况比较（珔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术后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ｄ）

实验组 ４０ 　３８．７３±３．３１ 　３０．７６±８．５７ 　１１．３９±３．１９ 　　７．８３±２．１６

对照组 ４０ ４２．６１±３．７２ ３７．９２±１０．３１ １３．２６±４．０３ １１．９３±３．９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ＰＥＰ发生率及２年内再发异位妊娠率均低于对照

组（χ２＝４５１、４５０，Ｐ＜００５），且半年内输卵管再通率及２年内宫腔
内正常妊娠率均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１，４９４，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ｎ（％）

组别 ｎ ＰＥＰ 输卵管再通 正常妊娠 再发异位妊娠

实验组 ４０ １（２．５） 　３８（９５．０） 　３３（８２．５） 　３（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８（２０．０） ３２（８０．０） ２４（６０．０） １０（２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随着性开放程度的增加，未婚先孕、多次人工流

产、妇科炎症等疾病发生率逐年上升，导致异位妊娠发生率不

断上升且向年轻化发展［６，７］。由于大多数患者要求保留生育功

能，以往异位妊娠常采用药物保守治疗，具有创伤小、费用低等

优点，但药物治疗往往治疗周期较长、疗效欠佳，特别是包块较

大的患者，容易出现包块破裂需外科手术治疗［８，９］。近年来，随

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逐渐应用

于临床并取得良好的疗效，异位妊娠的治疗方式逐渐从药物保

守治疗转变为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由于输卵管拥有较强的

再生能力，保留输卵管的手术治疗能有效的提高术后的妊

娠率［１０，１１］。

术后患侧输卵管堵塞与ＰＥＰ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如何提高
保守手术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成为研究的热

点［１２，１３］。肖前宏［１４］研究认为术前应用米非司酮、术后米非司

酮联合ＭＴＸ应用于防治输卵管妊娠腹腔镜保守手术后 ＰＥＰ的
疗效明显。而李立安等［１５］研究认为输卵管妊娠腹腔镜保守手

术术中与术后预防性应用 ＭＴＸ可降低 ＰＥＰ的发生，但可能增

加药物副作用。本研究采用小剂量 ＭＴＸ术中局部注射联合腹
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 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均少于
对照组，实验组ＰＥＰ发生率及２年内再发异位妊娠率均低于对
照组，且半年内输卵管再通及２年内宫腔内正常妊娠率均高于
对照组。由于ＭＴＸ为叶酸拮抗剂，主要通过与二氢叶酸还原酶
的结合，阻断其转化为具有生物活性的四氢叶酸，抑制嘌呤和

嘧啶的正常合成，干扰 ＤＮＡ、ＲＮＡ及蛋白质合成和胚胎滋养细
胞分裂，加速滋养细胞死亡，引起胚胎死亡［１６］。腹腔镜保守手

术术中小剂量局部注射 ＭＴＸ能够减少手术的出血量及手术时
间，有利于术后恢复，同时能使血 β－ＨＣＧ能够快速降至正常
水平，术后住院时间短，经济负担小。同时小剂量 ＭＴＸ联合腹
腔镜保守手术治疗能有效减少 ＰＥＰ及术后再次异位妊娠发生
率，患者术后盆腔粘连发生较少，术后输卵管再通率高，有利于

患者术后正常妊娠。

总之，小剂量甲氨蝶呤联合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异位妊娠

较单纯手术治疗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再次宫内妊娠率高，且术

后ＰＥＰ及再次异位妊娠发生率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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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周敏（１９７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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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昔洛韦不同用药方案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
效观察
周敏１ 陈艳２

１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３００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伐昔洛韦不同用药方案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
院于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收治的１５２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患者，将所有患者按随机数法分为实验
组与对照组，两组均为７６例。所有患者均服用伐昔洛韦进行治疗，对照组连续服用７ｄ，２次／ｄ，３００ｍｇ／次，实
验组连续服用５ｄ，２次／ｄ，５００ｍｇ／次。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疗效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第１ｄ、第３ｄ、第５ｄ、第７ｄ基于积分的有效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治
疗第１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第２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增
加伐昔洛韦的单次用量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效果显著，单纯疱疹病毒在皮损局部的存在时间明显缩短，

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未明显提升。

【关键词】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伐昔洛韦；不同用药方案；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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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是由人类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生殖器或肛门部
位皮肤黏膜而引起的一类易反复发作的性传播疾病，无症状病

毒携带者对于该病认识的缺乏使得近年来我国生殖器疱疹的

发病人数不断增加［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该病的发病率仅次

于非淋菌性尿道炎及淋病而位居第三［２］。除疾病对患者本人

的危害之外，生殖器疱疹对性伴侣的直接危害、母婴传播的风

险及其反复发作的特征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故该病治疗学

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３］。伐昔洛韦是治疗生殖

器疱疹的一线药物，但目前国内外对于该药的用药剂量及疗程

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本次研究探讨分析了伐昔洛韦不同用药

方案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选取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收
治的１５２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患者，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
６５岁，每年的发病次数在６次以上或半年内的发病次数在３～７
次，入院时皮疹出现的时间不超过４８ｈ；（２）１个月内未服用过
抗病毒及免疫调节药物；（３）既往接受过长期抑制治疗的患者
需经１个月的洗脱期；（４）不合并其他生殖器溃疡性病变；（５）
免疫功能正常，无长期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服用史；（６）无
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共衰竭；（７）女性患者排除妊娠及哺乳；
（８）所有患者均自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通过。将所有患者按随机数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

组均为７６例。实验组男４７例，女２９例，平均年龄（３６２±７３）
岁，平均病程（１４２±２５）个月；对照组男５０例，女２６例，平均
年龄（３６６±７９）岁，平均病程（１４５±２７）个月。实验组与对
照组一般情况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服用伐昔洛韦（生产厂家：丽珠集团丽珠制药

厂国药准字号：Ｈ１０９６００７９）进行治疗，对照组连续服用 ７ｄ，２
次／ｄ，３００ｍｇ／次；实验组连续服用５ｄ，２次／ｄ，５００ｍｇ／次，５ｄ疗程
结束后继续服用２ｄ安慰剂。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严格遵守医
嘱，并禁止性生活。

１３　评价标准
于治疗前、治疗１ｄ、治疗２ｄ后取患者病灶处的疱液进行疱

疹病毒分离培养。将Ｖｅｒｏ细胞作为培养细胞，阳性标准为显微
镜下Ｖｅｒｏ细胞变圆变大并出现细胞融合。治疗效果参照文
献［４］进行症状积分评价，疗效指数降低９０％以上为痊愈，疗效
指数降低６１％ ～８９％为显效，疗效指数降低２０％ ～８０％为进
步，疗效指数降低２０％以下为无效或病情进展，痊愈及显效所
占比例为有效。于治疗第１ｄ、第３ｄ、第５ｄ及第７ｄ对治疗的有
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观察所有患者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数据间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检验标准为００５，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基于积分的有效率比较

实验组与对照组第１ｄ、第３ｄ、第５ｄ、第７ｄ基于积分的有效
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基于积分的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第１ｄ 第３ｄ 第５ｄ 第７ｄ

实验组 ７６ ８（１０．５） ３９（５１．３） ５３（６９．７） ６５（８５．５）

对照组 ７６ １２（１５．８） ４０（５２．６） ５５（７２．４） ６７（８８．２）

χ２ ０．９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０

Ｐ ０．３３７ ０．８７１ ０．７２１ ０．６３１

２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比较
实验组治疗第１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两组第２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第１ｄ 第２ｄ

实验组 ７６ ６３（８２．９） ２３（３０．３） ５（６．６）

对照组 ７６ ６４（８４．２） ３９（５１．３） ７（９．２）

χ２ ０．０４８ ６．９７４ ０．３６２

Ｐ ０．８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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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实验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胃肠道

不适
头昏 嗜睡 合计 χ２ Ｐ

实验组 ７６ ２（２．６） １（１．３） ０（０．０） ３（３．９） ０．２０７ ０．６４９

对照组 ７６ ０（０．０） １（１．３） １（１．３） ２（２．６）

#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生殖器疱疹的

患病率约为６％即３亿人［５－７］。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非病

毒性感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病毒感染类疾病并未得到

明显的改善，世界卫生组织所估计的生殖器疱疹的每年新发病

例约为２０００万［８，９］。尤其是母婴传播途径所导致的新生儿单

纯疱疹病毒感染可导致患儿永久性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严重

者在出生后不久即死亡，故生殖器疱疹的筛查及治疗受到了广

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机体在感染单纯疱疹病毒

后，病毒潜伏于腰骶神经节，并在免疫因素、内分泌因素及物理

因素等非免疫因素的触发下复发。部分患者可终身携带病毒，

且部分携带病毒缺乏胸苷激酶，或其 ＤＮＡ聚合酶发生突变，此
类患者在反复用药后由于病毒未被完全清除而发生耐药，并导

致治疗的效果不佳或频频发作［１０－１３］。故临床上对于生殖器疱

疹的治疗主要在于将病程控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并尽可能

降低其复发率。

随着分子生物学及病毒学的高速发展，病毒复制的特异

酶、复制周期逐渐被广大学者深入了解，而抗疱疹病毒药物的

研发也日新月异。盐酸伐昔洛韦是阿昔洛韦的左旋缬氨酸脂，

相比于阿昔洛韦，其具有更好的水溶性，即使口服，也可以获得

与阿昔洛韦静脉滴注相同的血药浓度，且该药传承了阿昔洛韦

的安全性。国外的学者报道单剂量每次口服伐昔洛韦的量若

小于５００ｍｇ，对单纯疱疹病毒复制的抑制作用不够彻底［１４，１５］。

而伐昔洛韦单次剂量５００ｍｇ，每日两次口服所达到的血药浓度
刚刚超过单纯疱疹病毒体外５０％的抑制浓度。故国外学者推
荐的剂量为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ｇ／次，２次／ｄ，连续服用 ５～１０ｄ［９，１０］。
本次研究中，我们所选取的患者均为发病４８ｈ以内的病例，大部
分患者尚处于水疱阶段。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们发现实验

组与对照组第１ｄ、第３ｄ、第５ｄ、第７ｄ基于积分的有效率的差异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通过对 ＨＳＶ培养阳性率这
一金标准的观察，我们发现实验组治疗第１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
要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第２ｄＨＳＶ培养阳性率的差
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提示在病程早期加大
伐昔洛韦的剂量可以减少病毒在皮损处的停留时间，这对于病

毒的传播有着一定的阻滞作用。另一方面，实验组实际的治疗

时间为５ｄ，少于对照组的７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患者
的依从性。而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单次口服不同剂量的伐昔

洛韦，机体血浆药物水平的峰值与药时曲线下面积为非剂量依

赖相关，剂量在１０００～８０００ｍｇ范围内波动的情况下，药物的血
浆半衰期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故不会发生药物蓄积的作

用。我们的结果也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

生率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综上所述，增加伐
昔洛韦的单次用量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效果显著，单纯疱疹

病毒在皮损局部的存在时间明显缩短，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未

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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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工作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策略应用效果的
系统评价
方俊１　秦雪英２△　陈强１　薛福林１　高赫１　崔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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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系统评价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策略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实施的效果。
方法：计算机检索２０１３年以前Ｐｕｂｍｅｄ，万方数据库、ＣＮＫＩ数据库发表的女性性工作者性病／艾滋病预防干预
的文献，筛选至少有前后对照的干预项目。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３８篇文献，纳入文献有
一定的发表偏倚。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性交可以传播性病／艾滋病”的知晓率，纳入１８篇文献，汇总后的知晓
率差异为干预后高于干预前（ｍｅａｎＥＳ＝０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０７３－０１３２）。“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传播”
的知晓率，纳入３１项研究，干预后的知晓率较干预前高２１９％，９５％ＣＩ为０１６５～０２７２。回答“最近一次使用
安全套”为是的频率：干预后比干预前上升了１８５％，９５％ＣＩ为０１３８～０２３２。“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性病／艾
滋病”的频率：干预后比干预前提高了２０７％（９５％ＣＩ为０１０３～０３１１）。“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干预后较
干预前平均降低８１％（９５％ＣＩ－０１２０，－００４０）。结论：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策略对提高女性性工作者的
知识水平、安全性行为和正确就医行为，以及降低性病／艾滋病感染率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

【关键词】　性病／艾滋病；女性性工作者；综合干预；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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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ＥＳ＝０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０７３－０１３２）．Ｔｈｉｒｔｙ－ｏ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ｋｎ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ｃｏｕｌ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ＴＤ／Ａ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
２１９％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９５％ＣＩ：０１６５－０２７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Ｄ／ＡＩＤＳ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２０７％ （９５％ＣＩ：０１０３－０３１１）．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ｆｏｒＳＴＤ／ＡＩＤ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８１％（９５％ＣＩ：－０１２０，－００４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Ｄ／ＡＩ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Ｄ／ＡＩ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５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性传播疾病（以下简称性病），是主要通过人与人的性接触
而传播的一类疾病的统称，致病微生物达３０多种，世界卫生组

织的定义中将艾滋病（ＡＩＤＳ）列为性传播疾病的一种［１］。目前，

艾滋病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我国的艾滋病

问题也日显严峻，造成世界范围内和我国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主

要途径是性传播，而女性性工作者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在性途

径传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艾滋病病毒ＨＩＶ从高危人
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因此实施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性

病／艾滋病行为干预策略和措施是预防和控制经性传播 ＨＩＶ感
染的关键。近些年来，国内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用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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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性性工作者开展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策略和措施的效
果，但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本研究将采用系统评价的原理和方

法，按照一定的标准全面检索和评价我国性病／艾滋病综合干
预策略对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干预效果，旨在为政策制定

者提供更可靠、全面和有实用性的证据。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纳入研究标准

目标人群为女性性工作者，是指以从事商业性性交易为职

业的女性，多见于公共娱乐场所，俗称暗娼。研究类型包括涉

及女性性工作者性病／艾滋病干预的自身前后对照研究、社区
干预项目（社区试验或类实验）、干预前后的数次横断面调查。

干预措施为综合干预，是包括宣传教育、同伴教育、外展服务、

安全套推广、自愿咨询监测等在内的多个措施的组合。结局指

标有五个，分别是：两个知识指标的知晓率（性交可以传播性

病／艾滋病、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安全性行为
（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就医行为（选择去正规医院进行

性病／艾滋病的诊治）、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排除仅有１次
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排除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等不符合本研究

标准的文献，排除综述类文献。

１２　文献检索
中文检索词：性病防治、干预、策略、措施、女性性工作者、

暗娼。英文检索词：ｓｅｘ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ＩＤ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上述检索词以关键词或主题词出现，用 ａｎｄ
或ｏｒ进行连接。数据库包括Ｐｕｂｍｅｄ，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ＣＮＫＩ），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３　文献筛选

每篇文献由２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筛选，确定是否纳入。如
果意见不统一，由双方讨论，并最终由课题负责人决定是否纳入。

１４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参考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ｓｃａｌｅ［２－４］，以及本研究所选取文献的

特点，确定了文献的质量评价指标，共９个条目，用于评价文献

质量。每个条目都设定了Ａ，Ｂ，Ｃ或 Ａ，Ｂ等级。Ａ代表质量较
好，依次类推。统计每个研究的９个条目得到 Ａ的个数，即为
评价分值，分值的范围介于０和９之间。
１５　数据提取

根据指定的文献纳入标准，由２名研究人员独立提取，如果
意见不统一，双方与课题负责人讨论解决。

１６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干预后与干预前的率

差（干预后－干预前）作为效应值，并计算其９５％可信区间，如
果效应值大于０，意味着干预后的率大于干预前段率，反之则干
预后的率小于干预前。Ｉ２统计量用来评价异质性，Ｅｇｇｅｒ＇ｓ和
Ｂｅｇｇ＇ｓ检验评价发表偏倚。显著性水平设定为００５。
"

　主要结果
２１　纳入文献的情况

本研究共检索出７３篇文献，排除综述类５篇，仅有一次横
断面调查６篇，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等不符合标准９篇、资料不
满足本研究的分析要求１０篇、重复研究５篇，最终纳入分析的
文献或研究有３８篇。文献筛选的流程图见图１。
２２　纳入文献的特征描述

本系统评价纳入的３８篇文献的特征见表１和表２。其中，
６篇是自身前后对照，２篇是有对照的社区干预项目，其余均为
干预前后的两次或多次横断面调查。

图１　文献的筛选流程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描述

出版信息

（作者和

发表年份）

研究地区

（研究年代）

研究

类型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

干预组

样本量（干预

前→干预后）

干预前年龄，

岁（平均年

龄，年 龄 范

围）

干预前文

化程度％
（初中及以

下）

干预前婚

姻状态％
（已婚）

对照组

干预

措施

干预

前后

时间

间隔

（月）

朱 明 福

等，

２００９［１４］

新疆昌吉市

（２００８）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市某开发区的洗头房、足

浴、按摩房、酒吧、ＫＴＶ等
路边店的暗娼

４００→４００ ２４２（１６－４８） ７３３ ５６８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３

郑 珂

等，

２００４［１５］

四川省成都

市 某 农 村

（２００２）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农村社区的女性性工作者 １０６→１１１ １８（１５－３５） ８１６ １１７３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赵 月 娟

等，

２００７［１６］

北 京 市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自 身 前 后

对照

北京市街头桑拿房、理发

店、洗浴中心、搓脚房等多

家中低档场所的低年龄女

性商业性工作者

５７ １８１（１５－２１） ８７８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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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出版信息

（作者和

发表年份）

研究地区

（研究年代）

研究

类型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

干预组

样本量（干预

前→干预后）

干预前年龄，

岁（平均年

龄，年 龄 范

围）

干预前文

化程度％
（初中及以

下）

干预前婚

姻状态％
（已婚）

对照组

干预

措施

干预

前后

时间

间隔

（月）

赵 丽

等，

２０１２［１７］

辽 宁 鞍 山

市（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鞍山市各档次娱乐场所

内从事商业性性服务的

女性

５３１→４６３２９０２（１５－５２） ８０４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张 岩

等，

２００６［１８］

某 沿 海 开

放 城 市

（２００４）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本市靠近工业园区的洗

头房、路边店的洗头房、

按摩小姐

１９９→１９７２３４４（１７－４５） ８２６ ＜３５８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６

张 念 东

等，

２０１０［１９］

深 圳 市 罗

湖 区

（２００８）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宾馆、桑拿、卡拉 ＯＫ等
娱乐场所的女性从业

人员

２５７→２５５ ２３（ＮＡ） ６１１１ １２１ ＮＡ 健康宣传 １２

袁

萍，

２００８［２０］

南 昌 市 青

云 谱 区

（ＮＡ）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市周

边插花地带娱乐场所中

的暗娼

２０１→２０１ ２６０（１８－４３） ７９２ ５１２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８

杨 正 祥

等，

２００６［２１］

云 南 曲 靖

市 师 宗 县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城区和葵山温泉３０多家
娱乐场所从事性服务工

作的女性

１８３→６０ ２１４（１６－３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杨 世 萍

等，

２００８［２２］

新 疆

（２００７）
有对照的社

区干预项目

为卫九项目地区哈密市

和非卫九项目地区和田

市固定娱乐场所内提供

商业性服务的工作者

干预组１２０人，对照组１３１人；２５１人的平均年龄为２６３
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５３８％；已婚者占５０２％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熊 志 伟

等，

２００５［２３］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２００４）

自 身 前 后

对照

东湖区、西湖区、青山湖

区的２０所桑拿、发廊、舞
厅、宾馆等娱乐场所的女

性性工作者。

１４５→１０６＜２５岁占７８６％ ６８２８ １０４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５

吴 音

等，

２００５［２４］

重 庆 市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自 身 前 后

对照

重庆市商业中心的女性

性服务工作者

１８４→２１８ ２００（１６－３１） ７０１ １５２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１２

王 俊 辉

等，

２００６［２５］

云 南 省 华

宁县（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县歌舞厅、美容美发厅、

街道站桩从事性服务的

三类女性性工作者

１００→１００ ＜２５岁占５２％ ９０％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１２

孙 长 喜

等，

２００９［２６］

湖 北 竹 山

县（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辖区内娱乐场所中所有

女性性服务人员

５９→７３ ＮＡ（１７－３０） ３２２ ８６４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３６

苏 丹 婷

等，

２００５［２７］

四 川 成 都

（ＮＡ）
自 身 前 后

对照

高档娱乐场所从事商业

性性交易的女性

３９２ ２１５（１５－３５） ２１５ ４ ＮＡ 健康教育 ５

潘 瑞 胤

等，

２００７［２８］

ＮＡ（ＮＡ）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某市５８家路边歌舞厅和
卡拉 ＯＫ厅的中低档娱
乐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

２０６→１５４ ２１２（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４

罗

艳，

２０１０［２９］

安 徽 淮 南

市（２００９）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比较

某区的宾馆、桑拿足浴中

心、卡拉 ＯＫ厅、美容美
发等娱乐场所内从事商

业性性服务的女性

３１９→３１８ ２４０（ＮＡ） ６３６４ １５１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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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出版信息

（作者和

发表年份）

研究地区

（研究年代）

研究

类型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

干预组

样本量（干预

前→干预后）

干预前年龄，

岁（平均年

龄，年 龄 范

围）

干预前文

化程度％
（初中及以

下）

干预前婚

姻状态％
（已婚）

对照组

干预

措施

干预

前后

时间

间隔

（月）

陆 朝

国，

２００１［３０］

贵 州 贵 阳

市（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干预前后两

次 横断 面

调查

桑拿、卡拉 ＯＫ厅、茶楼、
夜总会等单位的女性服

务员

干预组３０２人，对照组３０６人；２５岁以下占５９％；初中及以
下文化程度者占５５３％；已婚者占１２８％

综合干预

措施

３

刘 英

杰，

２００７［３１］

北 京 市 朝

阳区（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８家有代表性的娱乐场
所的暗娼人群

２２６→１８７ ２５２（１７－４０）５０４４％ １９３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８

刘 丽

花，

２００６［３２］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ＮＡ）

自 身 前 后

对照

石家庄市公安收容教育

所１２０名因性交易被收
容教育的学员。

１２０ ＜２５岁占８７５％ ８８３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１

刘

刚，

２００３［３３］

四川（ＮＡ） 干预前后的

两次横断面

调查

路边店有商业性行为的

暗娼

１５０ ２１（１５－３０） ８１１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６

林

彬，

２００２［３４］

新 疆 克 拉

玛 依 市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干预前后的

两次横断面

调查

市区、白碱滩区、乌尔禾

区的酒吧、桑拿按摩和发

廊等娱乐场所女性服务

人员

２２２→１１６ ２４４（１６－４８） ９１７ ６０４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１２

廖 苏 苏

等，

２００１［３５，３６］

海南、广西

三镇（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干预前后的

五次横断面

调查

路边店、美容院、发廊等

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

Ｆ镇：２２１

→ ２０１→
１６８→１１７；
Ｙ 镇：１３７

→ １５４；Ｐ
市：２０２→
２０３→１５１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３６

梁 娴

等，

２００５［３７］

四 川 成 都

（２００３）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美容美发、按摩、洗脚房、

茶楼等的女性性工作者

３０１→２３８ ２２８（ＮＡ） ＮＡ １６５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３

梁 淑 萍

等，

２０１０［３８］

宁 夏 石 嘴

山市（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从事过以性换取金钱或

以性换取毒品等商业性

性活动的女性

３０７→２５３ ２５（ＮＡ） ８７４ ３３７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李 玉 叶

等，

２００９［３９］

昆 明 个 旧

市（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个旧市女性性工作者 ４１５→１９８＜２５岁占６５８％ ７９０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李 文 杰

等，

２００８［４０］

广 东 阳 江

市（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在阳江市江城区从事过

以性换取金钱或以性换

取毒品等商业性性活动

的女性

５６４→５８０ ２４（ＮＡ） ８７４ ３３７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２４

李 时

习，

２００１［４１］

湖 南 长 沙

市 宜 章 县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城关镇发廊、宾馆桑拿洗

浴部、卡拉 ＯＫ歌厅和来
县卫生防疫站体检的１０７
京广国道旁餐饮女性从

业人员

３５５→５００＜２５岁占９３５％ ７２１ ２０６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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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出版信息

（作者和

发表年份）

研究地区

（研究年代）

研究

类型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

干预组

样本量（干预

前→干预后）

干预前年龄，

岁（平均年

龄，年 龄 范

围）

干预前文

化程度％
（初中及以

下）

干预前婚

姻状态％
（已婚）

对照组

干预

措施

干预

前后

时间

间隔

（月）

李 金

娥，

２０１２［４２］

邯 郸 县

（２００８）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娱乐场所的所有女性从

业人员

３７０→３６５ １７－２８（ＮＡ） ７０１ １４９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黄 仲 谋

等，

２００６［４３］

云 南 泸 西

县（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泸西县境内各发廊、桑拿

室、卡拉ＯＫ厅、歌舞厅、夜
总会等娱乐场所以从事商

业性性交易为职业或部分

职业的妇女（暗娼）

２０７→２２１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２４

黄 丽 花

等，

２００６［４４］

云 南 大 理

市（２００３）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暗娼人群 ３７０→４２０ ２５（ＮＡ） ８９１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黄 芳 玲

等，

２００５［４５］

ＮＡ（ＮＡ） 自 身 前 后

对照

某市一高级酒店的暗娼，

入选对象是在桑拿按摩

场所工作并且有非固定

性伴的女性

１４０→８７ １６－２６（ＮＡ） ４４１ １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６

华 泽

凯，

２００８［４６］

山 东 即 墨

市（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在即墨市城区随机抽取

浴池、中小旅馆、洗头房

的女性从业人员

５１０→４８１ ２１（１６－３２） ５８４ １１８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６

胡 超

云，

２０１０［４７］

浙 江 慈 溪

市（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桑拿及洗浴中心、夜总会

俱乐部、卡拉 ＯＫ歌舞
厅、酒吧、宾馆饭店、足浴

店、美容美发店等的女性

性服务工作者

４４７→４６５ ２２９（ＮＡ） ７４１ １４５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桂 定 平

等，

２０１３［４８］

垫 江 县

（２０１１）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垫江县娱乐场所女性性

工作者

１５３→１５１ ２２８（１６－４１） ７６５ １７７％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１２

谷

梅，

２００４［４９］

广 东 省 某

市（ＮＡ）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市桑拿按摩女性从业

人员

１５９→１１９ ＜２５岁占９０６％ ５３５ ３８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３

段 珏

等，

２００６［５０］

云 南 丽 江

市（２００４）
干预前后两

次 横 断 面

调查

桑拿夜总会 ＯＫ厅发廊
街头及路边店的暗娼

３１４→４０７ ＜２０岁占１５４％ ６４２ ＮＡ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ＮＡ

陈 基

纯，

２０１３［５１，５２］

广 西 省 某

县（２００９）
有对照的社

区干预项目

在娱乐厅、美容美发厅、

桑拿按摩中心、小型饭

店、餐馆等服务场所调查

提供商业性服务且具有

高危性行为的妇女

２００→１４１ ２３５（ＮＡ） ９３０ ＜５１％ ２００→１３７综合干预
措施

６

肖 宏

茂，

２００７［５３］

江 西 南 昌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干预前后三

次 横 断 面

调查

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

青山湖区 ２０家桑拿、发
廊、舞厅、宾馆从事性服

务的小姐

１３０→ １１１

→２５８
２３７（１８－３９） ７００ ９２３ ＮＡ 综合干预

措施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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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纳入文献的结局指标描述

出版信息

“性交会传播性病／
艾滋病”知晓率％
干预组 对照组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安全套可以预防

性病／艾滋病”知晓率％
干预组 对照组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最近一次使用

安全套”的频率％
干预组 对照组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

性病／艾滋病”的频率％
干预组 对照组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性病／艾滋病
感染率％

干预组 对照组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干

预

前

干

预

后

郑珂等，２００４ ９０９ ９３３ － － － － － － ５６３ ８８３ － － － － － － － － － －

赵月娟等，２００７ ８４２ ９４７ － － ７６９ ９６５ － － ７０２ ８６０ － － － － － － － － － －

赵丽等，２０１２ － － － － － － － － ５３２ ８７４ － － － － － － ０９ ０８ － －

张岩等，２００６ ７６９ ９５５ － － ５０３ ６１５ － － － － － － － － － － － － － －

张念东等，２０１０ － － － － ８２１ ８９９ － － ５９４ ６１８ － － － － － － － － － －

袁萍，２００８ － － － － － － － － ７５０ ９４０ － － ７３６ ８３１ － － － － － －

杨正祥等，２００６ － － － － ７１６ ９４０ － － － － － － － － － － － － － －

杨世萍等，２００８ － － － － ９９２ －７２５ － － － － － ９９２ －７１８ － １０８ ５２７

熊志伟等，２００５ － － － － ８２１ ８６８ － － ３４５ ６３２ － － ５６２ ６１３ － － － － － －

吴音等，２００５ － － － － ８１５ １０００ － － － － － － － － － － － ５７６ －１６１

王俊辉等，２００６ ８５０ １０００ － － ７５０ ９６０ － － － － － － － － － － － － － －

孙长喜等，２００９ － － ６４４ ９５９ － － ７４６ ９３２ － － － － － － ３５６ １３７ － －

苏丹婷等，２００５ ９３０ ８８４ － － ８３６ ８０８ － － － － － － ６０１ ６７８ － － － － － －

潘瑞胤等，２００７ ８１１ ９１６ － － ６６０ ８５７ － － ５１０ ６０４ － － ５９２ ７８６ － － ７４３ ６０８ － －

罗艳，２０１０ － － － － ６２４ ９９７ － － ６５５ ９４７ － － ３０４ ６７６ － － － － － －

陆朝国，２００１ － － － － ５２０ ８１１ － － ７０４ ８８２ － － － － － － － － － －

刘英杰，２００７ ６６８ ８３４ － － － － － － ４０７ ６９５ － － ２０４ ３４５ － － － － － －

刘丽花，２００６ － － － － ７５０ １０００ － － － － － － － － － － － － － －

刘刚，２００３ － － － － － － － － ３４７ ８４０ － － － － － － ６１４ ３６７ － －

林彬，２００２ － － － － ４３４ ９２５ － － － － ２９５ ７６２ － － ２７２ １２８ － －

廖苏苏等，２００１ － － － － ３８３ ７９３ － － ２０３ ３９２ － － － － － － － － － －

梁娴等，２００５ ８８７ ９６２ － － ５１２ ７９４ － － ３８２ ４３３ － － － － － － － － － －

梁淑萍等，２０１０ ８０８ ９０９ － － ６１９ ７１９ － － ９００ ９８３ － － － － － － １４０ ８７ － －

李玉叶等，２００９ － － － － ７５７ ９８０ － － ８４８ ９９０ － － ４７９ ７２０ － － １５０ ７０ － －

李文杰等，２００８ ８０４％ ９０８％ － － ６２５ ７１７ － － ８９９ ９８２ － － － － － － １４７ ９２ － －

李时习，２００１ ８８７％ ９９３％ － － ６１１ ９３５ － － － － － － － － － － １９２ １２０ － －

李金娥，２０１２ ８２４％ ９６７％ － － ６９２ ９９２ － － ７４６ ９５１ － － － － － － ２５１ ５８ － －

黄仲谋等，２００６ ９１１％ ９８６％ － － ７９１ ９９５ － － ６２１ ９３２ － － ３１４ ９７２ － － － － － －

黄丽花等，２００６ ９０５％ ９３８％ － － ７５５ ８８３ － － ８９４ ９７２ － － ５２４ ５０５ － － － － － －

黄芳玲等，２００５ ６６４％ ９３１％ － － － － － － － － － － － － － － － － － －

华泽凯，２００８ － － － － ３５７ ９９８ － － － － － － － － － － ７９ ２７ － －

胡超云，２０１０ ９４２％ ９５１％ － － ７７２ ８４３ － － ５４６ ６８２ － － ３６０ ３６７ － － ００ － －

桂定平等，２０１３ － － － － ４８４ ８６８ － － ４７１ ９１４ － － － － － － ２０ ６０ － －

谷梅，２００４ ７１１％ ８７４％ － － ７６１ ９０８ － － － － － － － － － － － － － －

段珏等，２００６ ８４２％ ９９３％ － － ７３３ ９６１ － － ８９９ ９２９ － － － － － － － － － －

陈基纯，２０１３ － － － － － － － － － － － － － － － － ４１１ ４０９２９１４１０

肖宏茂，２００７ － － － － ８６２ ８１８ － － ９３９ ９０３ － － ２３ １５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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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性病／艾滋病知识、行为相关指标
“性交可以传播性病／艾滋病”的知晓率：１７项研究均显示这一

知识点回答的正确率在干预后有所提高，只有一项研究显示降低，

汇总后的知晓率差异为干预后高于干预前（ｍｅａｎＥＳ＝０１０２，９５％
ＣＩ，００７３～０１３２）。研究的异质性Ｉ２＝８１３％。见图２。

“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传播”的知晓率：２９项研究显示
这一知识点的回答正确率干预后比干预前提高，两项研究显示降

低，汇总后的结果为干预后的知晓率较干预前高２１９％，９５％ＣＩ为
０１６５－０２７２。研究的异质性Ｉ２＝９４４％。见图３。

回答“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为“是”的频率：２３项研究显
示回答“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为“是”的频率在干预后比干预

前上升，汇总后的结果为干预后比干预前上升了１８５％，９５％
ＣＩ为０１３８～０２３２。研究的异质性Ｉ２＝９２３％。见图４。

“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性病／艾滋病”的频率：１０项研究显
示正确的就医行为比例在干预后有所提高，干预后比干预前提

高了２０７％（９５％ＣＩ为 ０１０３～０３１１）。研究的异质性 Ｉ２＝
９４９％。见图５。

“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１０项研究显示干预后性病／艾滋病
的感染率较干预前降低，汇总后的平均下降比例为８１％（９５％ＣＩ
－０１２０，－００４０）。研究的异质性Ｉ２＝８９２％。见图６。
２４　文献的质量评价和发表偏倚

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显示，大部分文献的质量得分在３～５
分范围内，得６分的文献有７篇，得８分的文献有１篇。见表３。

发表偏倚：“最近１次使用安全套”和“性病／艾滋病的感染
率”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另外两个知识点的知晓率和就医行为，

可能不存在发表偏倚。见表４。

表３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出版信息
对象定义

的合理性

对象的

代表性

是否有

对照组

是否

随机分组

是否随机

选取研究对象

样本量

＞１００人
无应答率

＜２０％

比较组间的

人口学特征

是否可比

重测时间

间隔
合计

朱明福等，２００９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郑珂等，２００４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Ｂ ４

赵月娟等，２００７ Ａ Ａ Ｂ Ｂ Ａ Ｃ Ｃ Ｃ Ｂ ３

赵丽等，２０１２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Ａ Ｃ Ｂ ４

张岩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张念东等，２０１０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袁萍，２００８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Ｃ Ａ Ａ ６

杨正祥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Ｃ Ｂ Ｃ Ａ Ｂ ３

杨世萍等，２００８ Ａ Ａ Ａ Ｃ Ｃ Ａ Ｃ Ａ Ｂ ５

熊志伟等，２００５ Ａ Ａ Ｂ Ｂ Ａ Ａ Ｃ Ａ Ａ ６

吴音等，２００５ Ａ Ａ Ｂ Ｂ Ｃ Ａ Ａ Ｂ Ａ ５

王俊辉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Ｃ Ｂ Ｃ Ａ Ａ ４

孙长喜等，２００９ Ａ Ａ Ａ Ｂ Ｃ Ｃ Ｃ Ａ Ａ ５

苏丹婷等，２００５ Ａ Ａ Ｂ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潘瑞胤等，２００７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Ｃ Ａ Ａ ６

罗艳，２０１０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陆朝国，２００１ Ａ Ａ Ａ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６

刘英杰，２００７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Ａ ４

刘丽花，２００６ Ａ Ａ Ｂ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刘刚，２００３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Ａ ４

林彬，２００２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Ｂ Ａ Ａ ５

廖苏苏等，２００１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Ａ ４

梁娴等，２００５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Ａ ５

梁淑萍等，２０１０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Ｂ ４

李玉叶等，２００９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Ａ Ｂ ４

李文杰等，２００８ Ａ Ａ Ｃ Ｂ Ｂ Ａ Ａ Ａ Ａ ６

李时习，２００１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Ｂ Ｃ Ａ ４

李金娥，２０１２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Ｂ ３

黄仲谋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Ｃ Ｃ Ａ ５

黄丽花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Ｂ ３

黄芳玲等，２００５ Ａ Ａ Ｂ Ｂ Ｃ Ｂ Ｂ Ｃ Ａ ３

华泽凯，２００８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Ａ ４

胡超云，２０１０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Ｃ Ａ 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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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出版信息
对象定义

的合理性

对象的

代表性

是否有

对照组

是否

随机分组

是否随机

选取研究对象

样本量

＞１００人
无应答率

＜２０％

比较组间的

人口学特征

是否可比

重测时间

间隔
合计

桂定平等，２０１３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Ａ ４

谷梅，２００４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Ｃ Ａ Ａ ６

段珏等，２００６ Ａ Ａ Ｃ Ｂ Ｃ Ａ Ｃ Ｃ Ｂ ３

陈基纯，２０１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Ｂ Ａ Ａ ８

肖宏茂，２００７ Ａ Ａ Ｃ Ｂ Ａ Ａ Ａ Ｂ Ａ ６

　　备注：１对象定义的合理性：Ａ：合理，两个研究者同时认定；Ｂ：需讨论认定；Ｃ：不合理。
２对象的代表性：Ａ：有代表性，两个研究者同时认定；Ｂ：需讨论认定；Ｃ：没有代表性。
３是否有对照组：Ａ：有对照组；Ｂ：自身前后对照；Ｃ：干预前后的两次横断面对比。
４是否随机分配对照组：Ａ：是；Ｂ：否；Ｃ：没交待。
５是否随机选取研究对象：Ａ：是；Ｂ：否；Ｃ：没交待。
６样本量＞１００人：Ａ：干预前后均大于１００人；Ｂ：至少有一个样本量＜１００人；Ｃ：均＜１００人。
７无应答率＜２０％：Ａ：是；Ｂ否；Ｃ：没交待。
８基线两组是否可比：Ａ：是；Ｂ：否：Ｃ：没交待。
９重测间隔时间：Ａ：有：Ｂ：没交待。

图２　“性交传播性病／艾滋病”知晓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

图３　“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知晓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

图４　“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的频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

图５　“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性病／艾滋病”的频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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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性病／艾滋病感染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

表４　文献的发表偏倚

评价指标
Ｅｇｇｅｒ’ｓ检验

截距 Ｐ

Ｂｅｇｇ’ｓ检验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评分 Ｐ

“性交传播性病／艾滋
病”的知晓率

　２４１ ００９１ 　２７ ０３２５

“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
艾滋病”的知晓率

　０７８ ０７７４ 　２１ ０７３４

回答“最近一次使用安全

套”为是的频率
　４９０ ０００９ 　７８ ００５６

“去正规医院就诊性病／
艾滋病”的频率

　５７４ ０２８６ 　２０ ０２４６

“性病／艾滋病感染率” －３１４ ０００５ －３０ ００７７

#

　讨论

本研究在现有文献检索基础上，发现关于性病／艾滋病传

播和预防途径的知识点的知晓率在干预后有所提高，安全性行

为的比例也有所提高，干预后主动到正规医院就诊性病／艾滋

病的比例也有提高，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在干预后有所下降。

本研究初步肯定了综合性的预防干预对于女性性工作者提高

性病／艾滋病的认知水平、减少危险性行为、主动求医和降低性

病／艾滋病感染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为制定针对该

人群的性病／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更多的参考。

近些年来，循证医学由临床医学逐步拓展到包括卫生政策

在内的公共政策分析领域，逐渐得到研究者和政府人员的关注

和应用。循证决策模式科学运用研究证据进行政策分析和制

定，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收集、评估和利用证据的能力，使政策

制定和执行走向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７，８］。既往有研究者

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策略和措施在男男

同性恋人群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３－６，７－１０］，但研究数量有限，

而未见有在女性人群，尤其是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特殊且高危人

群中进行的系统评价研究，因此本研究丰富了循证医学在性

病／艾滋病防治策略系统评价中的应用实例，同时也为政府部

门决策提供证据和参考。

由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可知，女性性工作者普遍较年轻，文化

程度低，多为初中及以下，未婚者居多，从事性服务的时间较

短，缺乏社会经验，同时也缺乏性病／艾滋病知识，自身保健意

识差，从事危险性行为的情况较普遍。在干预措施实施前，虽

然这一群体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知晓

率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模糊认识，在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需要给予极大的关注。据中国卫生部《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

估报告（２００７年）》公布［１３］，估计２００７年新发感染约５万人，主
要发生在有吸毒、卖淫嫖娼、男男性行为等高危行为的人群和

感染者的性伴人群中。２００７年经异性性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病人估计数比 ２００５年增加近 ５万人，因此性传播逐渐

成为主要传播途径，女性性工作者被认为是艾滋病从高危人群

传播到一般人群的桥梁人群。

目前，我国已开展多项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性病／艾滋病

防治策略和措施，如综合干预模式、促进安全套的推广使用、开

展外展服务、同伴教育、艾滋病病毒自愿咨询监测等［１４，１５］。本

研究荟萃分析的结果显示，经过干预后，综合干预措施是有一

定效果的，干预前后间隔时间从３个月到３年不等，性病／艾滋

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正确的就医行为的均有

一定程度的提高，伴随的是性病／艾滋病感染率的下降。研究

显示，性病／艾滋病的知信行是受多因素影响的，例如在安全套

使用方面，女性性工作者的态度是一方面，而嫖客、社会背景这

些因素也很重要［１６］。女性性工作者是一群实际存在但又不被

社会认同的群体，针对这一人群的综合性干预应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道德等多方因素，工作开展难度较大，所以在巩固现

有预防干预策略的成果基础上，更有必要探索出一种适合该群

体的经济、有效、可行的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模式。

关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本研究从性病／艾滋病知识、行为的

各类问题中，选取了５个问题作为评价指标，这５个指标涵盖了

从知识到行为的各方面，两个指标反映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

和预防措施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两个指标反映性行为相关指

标，包括安全套的使用和就医行为，一个指标是从性病／艾滋病

感染率的角度客观评价预防干预措施的效果。此外，这５个指

标也是大多数研究者所广泛使用的指标，能够提高资料的利用

率，有利于进行荟萃分析。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纳入文献的异质性较

大，分析可能的原因是不同研究者采用的调查问卷不尽相同，

即缺乏统一的客观评价指标，以及研究对象特征不同，而这些

特征可能影响干预措施的效果。其次，研究质量不佳，大多数

研究为干预前后的数次横断面调查，没有可比的对照。最后，

研究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因此，下结论须谨慎，今后仍需更

多的高质量研究为女性性工作者综合干预性病／艾滋病的防治

策略和措施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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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陈基纯，梁绍伶，卢明飞，等．广西某地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性

病健康教育干预及其效果评价．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３（４）：３６９

－３７１．

［５６］　肖红茂，符艳，熊志伟，等．娱乐场所女性工作者预防性病与艾

滋病干预效果评价．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０７（５）：２７７－２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研究基地课题（ＪＤＺＸ２０１２０２２）；广
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科技攻关课题（１１１０７００９－１－３，１２９８００３－１－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课题（２０１２０３２，ＧＺＺＹ１３－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陆珍珍（１９７６－），女 ，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艾滋病临床和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邓鑫，Ｅ－ｍａｉｌ：ｄｘ８８４８＠１２６．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１

Ｍｅｔａ分析结合病例报道进行艾滋病合并生殖器疱疹
的耐药研究
陆珍珍　邓鑫△　刘振威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南宁 ５３００１１

【摘　要】　生殖器疱疹（ＧＨ）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三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患者（本文为 ＨＩＶ－１阳性患
者）合并ＧＨ感染率高达５０％～９０％。常规的阿昔洛韦类治疗ＧＨ在普通人群中的耐药率低于１％，在ＨＩＶ
－１（＋）患者中明显升高达４２％～７１％。通过分析两个ＨＩＶ患者中耐药ＧＨ的临床病例，给 ＨＩＶ合并耐
药ＧＨ的诊疗提供参考，揭示 ＨＩＶ患者中发生耐药ＧＨ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艾滋病；生殖器疱疹；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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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及耐药

生殖器疱疹（ＧＨ）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三大性传播疾病［１］，

艾滋病患者（本文为 ＨＩＶ－１阳性患者）合并 ＧＨ感染率高达
５０％～９０％［２，３］。生殖器疱疹主要由疱疹病毒２型（ＨＳＶ－２）
引起。ＨＩＶ－１和ＨＳＶ－２的感染及流行相互助长。研究发现，
ＨＩＶ－１阳性患者感染ＨＳＶ－２的风险增加３７～４７倍［４，５］；合

并ＨＩＶ－１感染也改变ＨＳＶ－２感染的自然病程，使潜伏的ＨＳＶ
－２更容易被激活［６，７］，双重感染者更容易出现溃疡部位不典

型，溃疡持续时间长及对治疗不敏感等［８，９］。对生殖器黏膜的

免疫研究发现，ＨＩＶ－１耗竭抑制 ＨＳＶ－２活化的免疫细胞，改
变生殖道的免疫环境，使ＨＳＶ－２更易感和容易复发［１０］。

阿昔洛韦是核苷类药物，１９８１年获批上市，之后相继上市
同类的及衍生物如本昔洛韦、泛昔洛韦、万科洛韦、更昔洛韦

等，无论是 ＧＨ初发或复发病例，都推荐这一核苷类。２００３年
从免疫正常人群中分离 ＨＳＶ－２病毒做耐药研究，发现对阿昔
洛韦的耐药率低于１％［１１］；而２００４年另一项研究对免疫缺陷
患者３年随访，发现对ＨＳＶ－２耐药率高达３６％～１０９％［１２］。

耐药程度与免疫水平相关，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１患者
中ＨＳＶ的耐药率为４２％ ～７１％［１２－１７］，对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２年艾
滋病人生殖器疱疹耐药率的研究数据汇总见表１，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见图１。
"

　病例报道
病例一：某男，５０岁。“生殖器溃疡２年，加重２个月”来

诊。ＨＩＶ－１抗体确认阳性，已经进行抗 ＨＩＶ逆转录病毒治疗
１２个月，免疫力从基线 ＣＤ４＋９３／ｕｌ升为 ＣＤ４＋１９３／ｕｌ。查体：
阴茎糜烂面达２×３ｃｍ，表面大量分泌物渗出见图２。自述在外
院曾经按生殖器疱疹治疗，服用阿昔洛韦、泛昔洛韦等药物没

有效果。查 ＲＰＲ（－）ＴＰＰＡ（－）。实验性给阿奇霉素治疗 １
周，无效；给阿昔洛韦８００ｍｇ５次／ｄ１周，无效；给抗过敏药物咪
唑斯汀等治疗１周，无效。最后考虑为耐药的生殖器疱疹，实验
性给予鳞甲酸那静滴２周，溃疡痊愈。

病例二：某女，２０岁。“生殖器溃疡 １个月”来诊。ＨＩＶ－１
抗体确认阳性，已经进行抗ＨＩＶ逆转录病毒治疗１８个月，免疫
力从基线 ＣＤ４＋２１２／ｕｌ上升为 ＣＤ４＋３５８／ｕｌ。查体：右侧大阴
唇有１０×０８×０８ｃｍ增生糜烂见图３。追问病史，生殖器溃
疡反复有２年余，每次服用阿昔洛韦或泛昔洛韦，服用后溃疡可
消退，但是这次服用后没有效果，溃疡越来越大。实验室检查：

ＲＰＲ（－）ＴＰＰＡ（－），ＨＰＶ－ＤＮＡ（－），ＨＳＶ－ＤＮＡ（＋）。诊断
生殖器疱疹耐药，给予鳞甲酸钠静脉点滴，２周后溃疡变小变
平，愈合出院。

表１　ＨＩＶ－１（＋）合并生殖器疱疹患者中ＨＳＶ耐药的研究数据

检测指标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２ １７ １８

ＨＳＶ耐药率（％） ４．７ ６．３ ７．１ ５．４ ４．２ ５．３ ６．４

ＨＳＶ耐药人数／双重感染人数 ７／１４８ ６／９６ １４／１９６ ２／１３７ １３／３１０ １２／２２６ ２／３１

研究时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研究地点 美国 英国 法国 北美 法国 美国 Ｉｒａｎ．

检测方法 ｄｙｅｕｐａｋｅ ｖｉｒａｌＤＮＡｉｎｈｉｂｉｉｏｎｐａｇｙ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ｇｕ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ｓｔ ｐｌａｑｕｅ ｐｌａｑｕｅ

　　注：数据组按参考文献分组

图１　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２年艾滋病人生殖器疱疹耐药率的研究ｍｅｔａ分析
备注：数据来源参考文献１２－１７；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组没有对普通人群进行比较研究。

分析：同质性检测Ｐ＝０７０＞００５，故认为６个研究资料具有同质性，合并效应 Ｚ＝７０１＜０００００１，说明观察的艾
滋病人组的耐药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耐药率，相对风险度ＯＲ＝１３８，９５％可信区间６６５－２８８９，两组人群差异有
明显统计学意义。



·７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图２：病例一 图３：病例二

#

　讨论

文献报道，ＨＩＶ－ＧＨ耐药病例的皮疹与免疫正常患者的生

殖器疱疹不同，表现为皮疹不典型、卫星灶增多、持续时间长、

局部损坏严重［１８－２０］，需与软下疳、梅毒硬下疳、固定型药疹等

鉴别。因为缺乏经验，第１个病例花费１个多月时间才考虑生

殖器疱疹耐药，第２个病例在第１个病例基础上，很快下诊断，

一边排除诊断一边积极治疗，很快痊愈，提醒我们对 ＨＩＶ合并

生殖器疱疹患者耐药率高这一现象提高警惕，最好能做病毒培

养及药敏测定明确耐药及治疗。

大约９５％生殖器疱疹耐药都是ＴＫ基因缺陷的耐阿昔洛韦

病毒毒株［２１］，这些毒株通常会对依赖 ＴＫ基因激活的其他同类

药物有交叉耐药，包括本昔洛韦，泛昔洛韦等等，增加药物剂量

或更改口服为静脉注射是无效的，此时需要更换不需要 ＴＫ基

因激活的抗病毒药物，如膦甲酸钠，是直接作用于病毒 ＤＮＡ聚

合酶。但是在一个对６０名耐阿昔洛韦的ＨＳＶ随访３年的报道

中反映，对其中３８％耐药患者使用膦甲酸钠治疗，６１％发展为

膦甲酸钠耐药［１２］。

为何ＨＩＶ－ＧＨ患者发生阿昔洛韦耐药率高的相关研究较

少，普遍的解释是宿主因素和病毒因素。ＨＩＶ患者抗ＨＳＶ细胞

免疫缺陷，ＧＨ容易反复，长期反复使用阿昔洛韦及同类药物，

在药物压力的选择下病毒发生突变，导致耐药。本文２个病例

都符合这一规律。但是，如果这些耐药 ＨＳＶ毒株传到性伴；那

就发生原发耐药，已经有相应报道［１２］，本文病例一也属于此类。

对阿昔洛韦和膦甲酸钠都耐药的情况，有文献报道用西多福韦

有效［２２］；另有人提出用补体Ｃ５Ａ治疗 ＨＩＶ／ＨＳＶ双重感染包括

耐药ＨＳＶ［２３］；这些病毒在传播过程中，或者在停用阿昔洛韦后，

又会发生什么变异，是否恢复对阿昔洛韦的敏感性？多重耐药

后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的问题，也是诊疗过

程中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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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南京市卫生青年人才培养工程（ＱＲＸ１１２３７）。
【第一作者简介】李金龙（１９８２－），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免疫。
△【通讯作者】张永臣，男，硕士，Ｅ－ｍａｉｌ：ｌｉｊｉｎｌｏｎｇ１０２８＠１２６．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２

手工洗板和机洗板对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ＨＩＶ抗体结果的
比较
李金龙　谈国蕾　王念跃　赵伟　张永臣△

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ＨＩＶ抗体结果的影响。
方法：通过用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方法对３０００份艾滋病高危人群人员的血清样品进行ＨＩＶ抗体初筛检测，
对两种洗板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将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检测１０次所得结果
进行比较。结果：手工洗板检测结果为阳性数４７例，阴性数２９５３例，阳性率为１５７％；洗板机洗板检测结果为
阳性５０例，阴性２９５０例，阳性率为１６７％；洗板机洗板检测结果阳性而手工洗板检测结果阴性８例；洗板机洗
板检测结果阴性而手工洗板检测结果阳性５例，经配对Ｘ２检验，洗板机洗板检测和手工洗板初筛检测ＨＩＶ抗
体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洗板机洗板和手工洗板两种检测方法初筛检测结果共同阳性４２例，共
同阴性２９４５例，总符合率为９８５７％。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后ＯＤ＝０６８１±００２，经洗板机洗板
后ＯＤ＝０６７５±００１，经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在 ＥＬＩＳＡ方法检验当中，手工洗
板和洗板机洗板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规范操作，均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关键词】　ＥＬＩＳＡ；ＨＩＶ抗体；洗板机洗板；手工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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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ＨＩＶ抗体操作简单、敏感性

较高，是卫生部推荐的首选诊断方法，但在检测过程中易受到

多种因素的干扰，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如标本溶血、试剂本

身质量、试剂的准备、加样、孵育温度、浸泡时间、显色时间长

短、显色时避光与否、洗板次数和方式对结果有较大影响，其中

洗板是一项极重要的环节，洗板不规范极易造成假阳性或假阴

性［１，２］。在实验室中，有两种洗板方式：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

板［３，４］。现就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

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标本

收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来我院进行体检的艾滋

病高危人员血样３０００份，抽血后离心，吸取血清 －２０℃保存备

用；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购自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和仪器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１＋２）抗体检测试剂购自珠海丽

珠股份有限公司，仪器为奥地利产ＭＫ３酶标仪，ＭＯＤＥＬ１５７５洗

板机。

１３　方法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规范操

作。洗板机、酶标仪等各项指标在说明书要求范围内，为避免

人为因素影响，洗板由同一人、同一台洗板机完成操作，分别用

手工洗板、洗板机洗板五次后由同一台酶标仪判读结果，对阳

性数、阳性率及 ＯＤ值进行分析。ＨＩＶ阳性标本由南京市疾控

中心免疫印迹法判定［５，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ｔ检验用于组间比较，χ２检验用于

计数资料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２　手工洗板法和洗板机洗板法初筛检测ＨＩＶ抗体的结果

手工洗板检测结果为阳性数４７例，阴性数２９５３例，阳性率

为１５７％；洗板机洗板检测结果为阳性５０例，阴性２９５０例，阳

性率为１６７％；洗板机洗板检测结果阳性而手工洗板检测结果

阴性８例；洗板机洗板检测结果阴性而手工洗板检测结果阳性

５例，经配对χ２检验，洗板机洗板检测和手工洗板初筛检测 ＨＩＶ

抗体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手工洗板与洗板机洗板检测ＨＩＶ抗体结果比较　［ｎ（％）］

洗板机洗板法
手工洗板法

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合计

阳性份数 ４２（１．４０） 　８（０．２７） 　５０（１．６７）

阴性份数 ５（０．１７） ２９４５（９８．１６） ２９５０（９８．３３）

合计 ４７（１．５７） ２９５３（９８．４３） ３０００（１００）　

２３　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检测１０

次后的样品ＯＤ值

　　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后 ＯＤ＝０６８±００２，经

洗板机洗板后 ＯＤ＝０６５±００１，经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两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但是从表中我们看出手工洗板所

得ＯＤ值除了第４次外均低于洗板机洗板，说明在手工洗板过

程中，水流的大小，拍板的力度等均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的

影响。

表２　１ＮＣＵ／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检测１０次后的样品ＯＤ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洗板机洗版 ０．６８２ ０．６５３ ０．６７７ ０．６５８ ０．７０９ ０．６６３ ０．６９４ ０．７１ ０．６７４ ０．６９２

手工洗板 ０．６７９ ０．６４８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２ ０．６８６ ０．６５６ ０．６９２ ０．６９３ ０．６７１ ０．６８２

#

　讨论

ＥＬＳＩＡ是通过洗涤以清除残留在板孔中没能与固相抗原或

抗体结合的物质，以及在反应过程中非特异性地吸附于固相载

体的干扰物质来测定特定抗原或者抗体，敏感度可达到０５ｎｇ／

ｍＬ，但如果不注意规范、正确的操作，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将受到

一定的影响［６，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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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洗板人为因素比较大，在洗涤过程中，洗涤液容易溢

出到周围孔，造成交叉污染。手工洗板过程中，每次浸泡时间

长短不一，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之一。洗涤结束后在吸水

纸上轻轻拍干，吸水纸不可多次重复使用、避免在同一位置重

复拍板，否则易产生交叉污染。酶结合物对干燥较敏感，尤其

在高温下更容易失去生物学活性，所以拍干后的反应板应尽量

避免在空气中暴露较长时间［１１］。洗板机洗板是将手工操作改

由洗板机进行，洗板次数、浸泡时间、严格按照设定的程序进

行，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的洗板次数不统一，浸泡时间长短的

不一致［５］。洗板机洗板过程中，洗涤液不会溢出到周围孔，不

会产生交叉污染。洗板机洗板时病人的血清集中收集在含有

消毒片的废液瓶中，避免了由于检验人员手工洗板时操作不当

造成的危害。洗板机洗板进行批量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洗

板机要定期保养，以达到较好的洗涤效果［１２，１３］。

本次研究由相同检验人员，对相同检测对象利用相同实验

环境条件进行检测，采用相同的措施可减少系统误差和随机误

差对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造成的不同影响。本次试验中，

通过用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方法对３０００份相同的艾滋病高

危人员的血清样品进行ＨＩＶ抗体初筛检测，手工洗板与洗板机

洗板法初筛检测ＨＩＶ抗体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说明手工洗板和洗板机洗板没有本质的差别。通过对１ＮＣＵ／

ｍＬ质控物分别经手工洗板后ＯＤ＝０６８１±００２，经洗板机洗板

后ＯＤ＝０６７５±００１，经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两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提示手工洗版或者洗板机洗板如果严格按照操作说明

进行，对于结果不会有影响，但是从试验结果来看，洗板机洗板

总体数值偏低，由于手工洗板受人为因素较多，不同的人、不同

的试验条件对同样的样品就有可能出现误差，洗板浸泡时间不

统一、而且有溢出漏加等现象，容易造成误差。洗板机洗板浸

泡时间可设定，而且注液均匀，受人为因素较少，对实验室污染

较小，对实验人员几乎没有危害［１４，１５］。综上所述，ＥＬＩＳＡ是用

来检测ＨＩＶ抗体的常规方法，操作简单，但结果易受到外源性

及内源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检测过程中，应规范操作，尽量避

免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工作效率及生物安全角度出发，洗板

机洗板要优于手工洗板法［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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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加干扰素 α－２ｂ治疗１２０例尖锐湿疣的临床观察
傅亚平　陈林海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分析微波加干扰素α－２ｂ对尖锐湿疣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而为提高尖锐湿疣临
床治疗有效率提供有效依据。方法：选取自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接受临床治疗的尖锐湿疣患
者１２０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单纯采取微波疗法，观察组患者则
采取微波加干扰素α－２ｂ联合疗法，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与术后复发率，并做好有关数据的统计
分析工作。结果：观察组患者临床有效率９５０％，显著优于对照组７８３％，Ｐ＜００５；而且通过随访调查，比
较两组患者复发率，观察组４个月、８个月、１２个月的复发率分别为１７％、５０％、８３％，同样显著优于对照
组６７％、１８３％、３１７％，Ｐ＜００５，相关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取微波加干扰素α－２ｂ治疗尖锐
湿疣，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有效率，还可以确保患者远期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临床价值显著，值得

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尖锐湿疣；微波疗法；干扰素α－２ｂ；临床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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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作为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高居同
类疾病的第二位［１］。该病主要是受到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并

多发于皮肤、黏膜等交界处，而且随着人们生活习惯与卫生习

惯的改变，其发病率逐年递增，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的工作与生

活。目前临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较多，并具有一定的临床

疗效，但复发率较高，对此学界予以其极高的重视［２，３］。本组探

究选取自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接受临床治疗的尖
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通过对其进行随机对照治疗，以此评价微波
联合干扰素 α－２ｂ的临床应用效果。回顾有关资料，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患者均为女性，１２０例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各６０例，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尖锐湿疣临床诊
断标准，且通过阴道镜、细胞学以及临床症状确诊。入选标准：

事先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本次探究的方法与目的，征得其同意

后，配合治疗且能够定期复诊。排除标准：严重肝肾功能障碍、

恶性肿瘤、精神疾病、意识障碍等病症。对照组患者年龄１９～
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５２±１１３）岁；病程 １～８个月，平均病程
（２３±１１）个月。观察组患者年龄１８～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４７
±１１５）岁；病程１～７个月，平均病程（２１±１２）个月。发病
部位主要位于外阴、宫颈、阴道以及肛门处，患者主要存在皮损

症状，表现为密集或分散的丘疹或疣状赘生物，呈现乳头状、鸡

冠状，并以白色、红色或淡红色为主，其余患者无明显皮损症

状，但部分患者出现局部瘙痒和分泌物恶臭，其余患者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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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症状。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采取微波疗法，取患者平卧或膀胱

截石位，首先进行常规消毒铺巾，并使用碘伏对皮肤黏膜进行

有效清洗，其次进行局部浸润麻醉，使用麻醉剂利多卡因，同时

注意监测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再者选取正大牌ＷＢ－１００型微波
多功能治疗仪，其输出功率为４０～６０ｗ，对病灶进行点灼治疗，
通常超出皮损范围２ｍｍ最佳，最后进行有效检查，确保病灶全
部清除后关闭治疗仪并结束治疗；观察组患者在采取上述微波

治疗的同时，联合干扰素 α－２ｂ进行治疗，选取干扰素 α－２ｂ
胶囊（由海华新生物高技术公司生产提供，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５００７５，剂型：胶囊剂，规格：８０万 ＩＵ／粒），在患者接受微波
治疗后的第７ｄ开始口服用药，１粒／次，每晚１粒，睡前使用；两
组患者均以１０ｄ为１个疗程，通常进行２个疗程的治疗即可。

观察评价方法：采取对照治疗后，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的

尖锐湿疣临床治疗评价指标拟定本次治疗有效率的评价标准，

痊愈：患者皮损症状消退，其他典型病理特点消失，病变处恢复

正常形态；显效：皮损显著消退，超过７０％的病灶消失，病变处
基本恢复正常；好转：皮损有效改善，３０％的病灶消失；无效：患
者皮损症状无显著改善，病灶消失不足３０％，或加重。其中临
床有效率包括痊愈和显效。同时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１年的随
访调查，并分别在第４个月、第８个月和第１２个月进行统计调
查，评价患者复发率。统计学方法：采取 ＳＰＳＳ１１３统计学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采取对照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均得到有效改善。首

先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观察组９５０％，显著优于对
照组７８３％，Ｐ＜００５；其次比较两组患者随访调查结果，观察
组患者在 ４个月、８个月和 １２个月的复发率分别为 １７％、
５０％、８３％，显著低于对照组６７％、１８３％、３１７％，Ｐ＜００５，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

应，其中观察组有２例局部疼痛，而对照组有３例局部疼痛，无
显著差异，后未采取治疗措施，待创面愈合后自行消退。相关

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与随访调查比较分析

例数
临床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随访调查复发率／％

４个月 ８个月 １２个月

对照组 ６０ ２０ １８ ９ １３ ７８．３（４７／６０） ６．７（４／６０） １８．３（１１／６０） ３１．７（１９／６０）

观察组 ６０ ３２ １９ ６ ３ ９５．０（５７／６０） １．７（１／６０） ５．０（３／６０） ８．３（５／６０）

χ２ － ２２．１２５ ２２．１５５ ２４．２５４ ２２．３１４ ２３．５２４ ２２．３２１ ２１．３２５ ２０．３２１

Ｐ －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

　讨论
尖锐湿疣又称作生殖器疣或性病疣，是临床常见性传播疾

病之一［４］。通常是由于患者不注意个护卫生或有不清洁性史，

进而受到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５］。研究发现尖锐湿疣患

者复发率一直居高不下，主要与以下几点因素有关：其一是患

者外周血液中Ｔ细胞亚群失衡，白细胞介素功能降低［６］；其二

是患者体内仍残留人类乳头瘤病毒，并且不断进行繁殖；其三

是性伴侣交叉感染；其发病部位主要位于外阴、肛门等部位，而

且由于该病具有极高的复发性［７］，因此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

作和生活质量。而目前临床虽然也有许多治疗尖锐湿疣的方

法，但是均不能有效控制复发率这一问题［８］。因此如何在保证

临床有效率的同时，降低患者复发率就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

题［９］。近些年，不断有学者提出采取微波联合干扰素α－２ｂ的
治疗方法，因此本组探究则选取我院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进行

对照治疗。根据探究结果发现，该联合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应

用价值［１０］。

本次研究应用微波加干扰素 α－２ｂ治疗尖锐湿疣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治疗的临床有效率高为９５０％，改善了
患者的血清ＩＬ－２水平，治疗期间无明显的不良反应，且治疗后
随访复发率低。主要原因在于微波属于高频电磁波［１１］，微波照

射能够产生高温效应使得组织细胞失活与蛋白凝固，引起病灶

焦化，进而造成组织坏死，最终发挥治疗皮损的作用［１２］；微波治

疗主要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弱肌肉组织兴奋度，同时能够

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１３］；干扰素 α－２ｂ是一种小分子蛋白质，
它具有广谱抗病毒的作用，能够与靶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进

而诱导细胞生产诸多抗病毒的蛋白酶［１４］，并且抑制病毒核酸的

转录与复制；同时还可以调节患者免疫功能，通过增强巨噬细

胞、淋巴细胞的功能，提高患者机体对特异性病毒的识别免疫

能力［１５，１６］。

综上所述，联合使用微波疗法与干扰素 α－２ｂ疗法，可以
显著提高尖锐湿疣的临床治疗效果，并且对降低远期复发率的

问题也有显著作用，值得作为治疗尖锐湿疣的首选方法进行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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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维甲酸联合５－氟尿嘧啶治疗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
的临床研究
郭慧燕

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卫生院妇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异维甲酸联合５－氟尿嘧啶治疗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来我院妇科诊治的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根据就诊编号，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异维甲酸组、５－氟尿嘧啶组及联用组，各组分别为４０例；三组的一般资料比较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结果：异维甲酸、５－氟尿嘧啶及两者联用均有较高的疗效率，总有效率分别为 ８７５％、９００％、
９７５％；３个月和６个月内异维甲酸联合５－氟尿嘧啶的复发率分别为１５０％和２５％均明显低于异维甲酸
组（分别为４５０％和１７５％）与５－氟尿嘧啶组（３５０％和１５０％），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异
维甲酸组疣附近皮肤有刺激反应２例，口唇干裂１例，头晕１例；５－氟尿嘧啶组出现不同程度的刺激反应２
例、口唇干裂２例、头晕１例；联合组刺激反应１例，口唇干裂１例，头晕２例。结论：异维甲酸或５－氟尿嘧
啶６个月内对于复发抑制效果并不理想，而两者合用能有效抑制复发，值得研究。

【关键词】　异维甲酸；５－氟尿嘧啶；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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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位于阴道壁、
宫颈、尿道口等处易发尖锐湿疣的治疗较困难［１－３］。由于女性

尿道口、宫颈、阴道口等部位易发尖锐湿疣，且部位特殊、范围

较广、手术时视野暴露较差，从而会导致尿道损伤或治疗效果

欠佳等风险［４，５］。为了寻找合理的治疗方法，本研究主要选取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来我院妇科诊治的女性生殖道尖锐
湿疣患者，采用异维甲酸联合５－氟尿嘧啶治疗女性生殖尖锐
湿疣，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来我院妇科诊治的女性生
殖道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年龄１８～５２岁，平均年龄（３２５±
１２８）岁。根据就诊编号，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异维甲酸组、
５－氟尿嘧啶组及联用组，各组分别为４０例；三组在一般资料比
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可比性。需要具体数据
说明三组基线情况及差异。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根据《性病诊疗规范和推荐治疗方案》诊断标准

诊断尖锐湿疣。醋酸白试验检验疣体形态学，而组织病理学检

验表皮呈乳头瘤样增生、颗粒层与棘层上部细胞有空泡形成、

棘层肥厚、细胞呈猫眼状，以确诊为尖锐湿疣。

排除标准：使用干扰素或者其他抗病毒药物，外用药物禁

忌，全身衰竭或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均排除。

１３ 治疗方法

异维甲酸组：患者口服异维甲酸胶囊（上海信谊延安药业

有限公司），１０ｍｇ／次，体重低于５０ｋｇ的患者２次／ｄ，体重５０ｋｇ
及以上患者３次／ｄ。
５－氟尿嘧啶组：５－氟尿嘧啶（由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Ｈ３１０２０５９３）行局部治疗，使用２５％５－氟尿嘧
啶对≥０２５ｃｍ２的疣体进行基底部注射，０５～１ｍＬ／次，１次／ｄ。
对＜０２５ｃｍ２的疣体进行外部涂抹，２次／ｄ。

联合组：患者口服异维甲酸胶囊（上海信谊延安药业有限

公司），１０ｍｇ／次，体重低于５０ｋｇ的患者２次／ｄ，体重５０ｋｇ及以
上患者３次／ｄ；并合用５－氟尿嘧啶（由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Ｈ３１０２０５９３）行局部治疗，使用２５％５－氟尿嘧
啶对≥０２５ｃｍ２的疣体进行基底部注射，０５～１ｍＬ／次，１次／ｄ。
对＜０２５ｃｍ２的疣体进行外部涂抹，２次／ｄ。

三组患者治疗１５ｄ，若发现复发则继续治疗，以不再复发为
止，３个月进行１次随访，随访１年。
１４ 疗效评定

疗效评定标准：（１）痊愈：疣体全部脱落；（２）显效：疣体脱
落８０％以上；（３）有效：疣体脱落５０％～８０％；（４）无效：疣体脱
落低于５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统计分析，以Ｐ＜００５差异为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疗效比较

三组在两周内均有较高的有效率，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表明均为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有效药。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在两周内的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异维甲酸组 ４０ ２７ ４ ４ ５ ８７．５

５－氟尿嘧啶组 ４０ ２６ ６ ４ ４ ９０．０

联合组 ４０ ２９ ７ ３ １ ９７．５

２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异维甲酸组和５－氟尿嘧啶组患者在３个月和６个月的复
发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联合组在３个月和６个月的复
发率均显著低于异维甲酸组和５－氟尿嘧啶组（Ｐ＜００５）。三
组患者在９个月和１２个月的复发率均为０。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１２个月内复发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异维甲酸组 ４０ １８ ７ ０ ０

５－氟尿嘧啶组 ４０ １４ ６ ０ ０

联合组 ４０ ６ １ ０ 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异维甲酸组疣附近皮肤有刺激反

应２例（５％），口唇干裂１例（２５％），头晕１例（２５％）；５－氟
尿嘧啶组出现不同程度的刺激反应２例（５％）、口唇干裂２例
（５％）、头晕１例（２５％）；联合组刺激反应１例（２５％），口唇
干裂１例（２５％），头晕２例（５％）。三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分组 例数 刺激反应 口唇干裂 头晕

异维甲酸组 ４０ ２ １ １

５－氟尿嘧啶组 ４０ ２ ２ １

联合组 ４０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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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尖锐湿疣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从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可与多种性传播疾病同时存在。其病灶特征初为散在或呈现

簇状增生白色或粉色小乳头状疣或指样突起，多发性鳞状上皮

增生，病灶增大以后可互相融合成桑椹状或鸡冠状［６－８］。病变

主要发生于外阴，如阴道前庭、小阴唇内侧、尿道口及阴唇后联

合等部位［９－１２］。

异维甲酸为维甲酸的一种天然代谢产物，可促进外周单核细

胞分泌ＩＬ－２，从而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促进抗体的产生。长期服用
则疗效显著，但是患者必须有较好的依从性。５－氟尿嘧啶是一种
嘧啶类的抗代谢药物，现主要采用合成方法，临床上常用为肿瘤抑

制剂。其作用机制主要是由于其转化成５－氟尿嘧啶核酸，抑制胸
腺嘧啶核苷酸合成酶可阻止尿嘧啶脱氧核苷转为胸腺嘧啶脱氧核

苷，从而抑制ＨＰＶ病毒ＤＮＡ的合成，致使病毒复制受到阻止；其代
谢物也可以伪代谢物形式渗进ＤＮＡ和ＲＮＡ中，影响细胞的功能，
产生其细胞毒性，短期内可起到治疗效果［１２－１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三组在两周内均有较高的治疗率，分别为

８７５％、９００％、９７５％，表明异维甲酸、５－氟尿嘧啶对女性生殖
道尖锐湿疣均有良好的疗效［１６－１８］。联合用药组在３个月和６个
月的复发率显著低于单用药组，表示异维甲酸和５－氟尿嘧啶联
合用药有利于降低治疗短期内的复发率。异维甲酸组疣附近皮

肤有刺激反应２例，口唇干裂１例，头晕１例；５－氟尿嘧啶组出
现不同程度的刺激反应２例、口唇干裂２例、头晕１例；联合组刺
激反应１例，口唇干裂１例，头晕２例。由此可以看出，异维甲酸
联合５－氟尿嘧啶用药不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异维甲酸或５－氟尿嘧啶６个月内的对于复发
抑制效果不是很理想，而两者合用能有效抑制复发，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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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结直肠癌的临床观察．中国药房，２０１０，２１（３２）：３０２１．

［１０］　严正东．异维Ａ酸对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Ｔ细胞亚群的影响．中
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０，８（３３）：２５５．

［１１］　李国泉．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肛周复发性尖锐湿
疣的临床观察．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２，５０（２７）：２６－２７．

［１２］　吴玉才．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或卡介菌多糖核酸预防尖锐
湿疣复发的临床观察．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６）：１０８２－１０８４．

［１３］　王娜．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 ５０例临床疗效观察．中国
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３，７（１３）：２５－２６．

［１４］　郏爱华．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的疗效观察．医学信
息，２０１１，２４（４）：１７０．

［１５］　许萍萍．微波加干扰素α－２ｂ膏治疗女性生殖道尖锐湿疣４８例
疗效观察．中国民康医学，２０１２，２４（２）：１７９．

［１６］　李丹．两种联合疗法治疗尖锐湿疣１７０例临床研究．中国医药科
学，２０１２（２４）：２１７－２１８．

［１７］　彭希亮，孙杨，倪文琼．妊娠期尖锐湿疣６４例临床分析．中国当
代医药，２０１２（２５）：１８３－１８４．

［１８］　徐学娟，马学良，郭洪飞．复方甘草酸苷联合高频电刀对女性尖
锐湿疣患者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影响及疗效观察．中国现代医
生，２０１２（２５）：７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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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
研究
胡秀萍

乐清市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６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对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的治疗疗效，以及其对患者血清
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的影响。方法：将５６例ＲＧＨ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Ａ、Ｂ两组，Ａ组患者３４例，采
用口服阿昔洛韦片联合肌内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Ｂ组患者２２例，仅采用口服阿昔洛韦片；再选择正常对照
组２０例，比较三组患者治疗３个月后的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变化，以及Ａ、Ｂ两组患者的１年后疗效及复
发情况。结果：Ａ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７１％，Ｂ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５５％，Ｐ＞００５，两组有效率比较不存在
统计学显著性差异。Ａ组复发率下降７９６％，Ｂ组复发率下降６０４％，Ｐ＜００５，Ａ组复发率下降程度显著
大于Ｂ组。治疗前Ａ、Ｂ两组ＩＬ－２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 Ａ组 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治疗
前（Ｐ＜００５），Ｂ组治疗前后ＩＬ－２水平不存在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前Ａ、Ｂ两组ＩＬ－１０水平高于健康对照
组（Ｐ＜００５），治疗后Ａ组ＩＬ－１０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Ｂ组治疗前后 ＩＬ－１０水平不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并且能够显著
升高患者血清ＩＬ－２水平、降低患者ＩＬ－１０水平，从而起到增强患者免疫力的作用。

【关键词】　卡介菌多糖核酸；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ＩＬ－２；Ｉ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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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ＲＧＨ）是一种由于单纯疱疹病毒
的感染所引发的性传播疾病，具有反复发作且难以治愈的特

点，并且有研究表明该病与患者的免疫功能低下有着密切的关

系［１］。卡介菌多糖核酸（ＢＣＧ－ＰＳＮ）是一种具有多种免提调节
功能的免疫调节剂，其对患者的抵抗能力有着提升作用，且能

够改善机体的免疫状况等［２，３］。本研究观察卡介菌多糖核酸对

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作用以及对患者 ＩＬ－２、ＩＬ－１０
水平的影响，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来我院妇产科就诊的女
性ＲＧＨ患者５６例作为治疗组，年龄２０～４７岁，平均年龄２８６
岁，病情均在半年以上，临床诊断标准根据２０００年由卫生部疾
病控制司以及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颁布的 ＧＨ来进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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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且入组患者半年内复发在３次以上，并且在半年之内未接受
过任何免疫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剂以及免疫增强剂）。排除标

准：男性患者，患有严重的心肝肾等脏器疾病或者有全身衰竭

的患者，处于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患有结核、肿瘤、自身

免疫系统性疾病等患者。将治疗组５６例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
随机分为Ａ、Ｂ两组，其中Ａ组３４例，Ｂ组２２例，该两组患者在
年龄、病情一般资料上不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再选择年龄相仿的门诊体检健康女性志愿者２０例作为对照组。
所有患者入组前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研究。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患者治疗方案为：口服阿昔洛韦片（广东彼迪药业有
限公司，批号：Ｈ１９９９３３４０）０４ｇ，２次／ｄ，联合肌内注射卡介菌多
糖核酸（浙江万马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Ｓ３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５ｍｇ，３次／
周，治疗３个月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４个疗程。Ｂ组患者治疗
方案：口服阿昔洛韦片０４ｇ，２次／ｄ，连续服用１２个月。两组患
者均为每半个月来院复诊。

Ａ、Ｂ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检测血清ＩＬ－２以
及ＩＬ－１０的水平，健康对照组仅检测一次血清ＩＬ－２以及ＩＬ－
１０水平。治疗１年后对Ａ、Ｂ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价。
１３ 观察指标

检测血清ＩＬ－２以及 ＩＬ－１０水平采用 ＥＬＩＳＡ方法并严格
按照试剂盒的说明进行操作。疗效评定标准为：在用药期间１
周内全身症状以及局部症状消失，患者的皮疹均消退则判定为

痊愈；在用药期间１周内皮损有部分消退，且症状基本消失则判
定为显效；用药１０天患者的皮损部分以及症状并未完全消失判
定为好转；用药１５天患者的皮损部分以及症状并未完全消失判
定为无效。痊愈率 ＋显效率 ＝有效率。在治疗的１年期间，在
原皮损部位及其邻近的部位有新的皮疹出现则定位为复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比较

Ａ、Ｂ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Ａ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７１％，Ｂ

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５５％，Ｐ＞００５，两组有效率比较不存在统
计学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表１ Ａ、Ｂ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ｎ（％）］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Ａ组 ３４ ３２（９４．１） １（２．９） １（２．９） ０（０．０） ９７．１

Ｂ组 ２２ １６（７２．７） ５（２２．７） １（４．５） ０（０．０） ９５．５

２２ 复发情况比较

Ａ、Ｂ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Ａ组复发率下降７９６％，Ｂ
组复发率下降６０４％，Ｐ＜００５，两组复发率下降程度存在统计
学显著性差异，Ａ组复发率下降程度显著大于Ｂ组。见表２。

表２　Ａ、Ｂ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复发频率（次／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复发率下降

百分比（％）

Ａ组 ３４ １０．３ ２．１ ７９．６

Ｂ组 ２２ ９．６ ３．８ 　６０．４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三组的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后三组的血清 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的比较，在 ＩＬ－２

水平上，Ａ、Ｂ两组患者治疗前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Ｐ＜
００５），治疗后Ａ组患者ＩＬ－２水平显著上升，虽然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仍然存在差异（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显著高于治疗
前（Ｐ＜００５），Ｂ组患者在治疗前后ＩＬ－２水平变化不存在统计
学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 ＩＬ－１０水平上，Ａ、Ｂ两组患者治
疗前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 Ａ组患者 ＩＬ－
１０水平显著下降，虽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仍然存在差异（Ｐ＜
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Ｂ组患者在
治疗前后ＩＬ－２１０水平变化不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三组的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的比较（ｐｇ·ｍＬ－１）

组别 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３４ ３２５．４±７６．１１） ５４０．８±１１３．６１）２） ２８．７±２．２１） １５．１±４．３１）２）

Ｂ组 ２２ ３１９．６±１０７．３１） ３５１．５±６９．４１） ２９．３±１．４１） ２６．９±３．２１）

健康对照组 ２０ ７４８．８±１５３．９ １０．７±１．５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２）Ｐ＜００５

#

　讨论
ＲＧＨ是一种由于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所导致的反复发作

的一种慢性感染性的疾病，大多数患者在其初次感染的时候均

未出现明显的症状，而处于亚临床状态。但是由于机体的过度

劳累、免疫系统疾病等因素导致了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时，可以

使得原来潜伏于感觉神经节的病原体激活而发病。因而，简单

来说，机体的免疫正常可以使病原体处于潜伏状态，当机体免

疫力下降则可导致潜伏的病毒被激活。在本研究中，ＲＧＨ患者
的ＩＬ－２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ＩＬ－１０水平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Ｐ＜００５）。血清中的 ＩＬ－２水平的低下将会导致 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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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ＬＡＫ细胞这些由ＩＬ－２诱导的细胞活性降低，使得它们破
坏病毒感染的靶细胞的能力降低；而ＩＬ－１０则是一种细胞因子
的合成抑制因子，ＩＬ－１０能够抑制ＩＬ－２、ＩＦＮ－γ等Ｔｈ１细胞后
期合成的一系列细胞因子，ＩＬ－１０的高水平不但使得 ＩＬ－２的
生物学效应降低，同时还使得抗原呈递细胞的功能受到抑制，

进一步削弱了细胞免疫反应，这些机制可能也是临床上生殖器

疱疹反复不断发作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对

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有着重要的作用。

阿昔洛韦是一种对于单纯疱疹病毒有着高度的选择性抑

制作用的药物，其作用机理为感染病毒的 ＤＮＡ聚合酶，从而抑
制病毒ＤＮＡ的复制，患者早期运用阿昔洛韦能够有效地减轻症
状，并且促进疱疹的消退。但是由于患者口服阿昔洛韦不能够

彻底消除ＨＳＶ的潜伏感染，并且需要长时间用药，使得患者的
服药依从性较差，患者在停药之后仍有可能复发。卡介菌多糖

核酸（ＢＣＧ－ＰＳＮ）是一种具有多种免提调节功能的免疫调节
剂，其对患者的抵抗能力有着提升作用，且能够改善机体的免

疫状况等。在疗效对比中可见，Ａ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７１％，Ｂ
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９５５％，Ｐ＞００５，两组有效率比较不存在统
计学显著性差异；Ａ组复发率下降 ７９６％，Ｂ组复发率下降
６０４％，Ｐ＜００５，Ａ组复发率下降程度显著大于 Ｂ组。表明加
用卡介菌多糖核酸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同时，由血清

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变化可见，卡介菌多糖核酸能够有效升高患
者的ＩＬ－２水平、降低患者的 ＩＬ－１０水平，这可能便是卡介菌
多糖核酸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能

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并且能够显著升高患者血清 ＩＬ－２
水平、降低患者ＩＬ－１０水平，从而起到增强患者免疫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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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导浊颗粒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８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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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男科学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　目的：探讨补肾导浊颗粒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中医药
大学男科学研究所门诊收治的８例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给予补肾导浊颗粒治疗，１５０ｍＬ／次，２次／ｄ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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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为４周，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的排尿日记（２４ｈ排尿次数、２４ｈ尿急次数、２４ｈ尿失禁次数、每次排尿量），膀
胱过度活动症评分表（ＯＡＢＳＳ）的评分变化，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经过治疗，患者排尿次数、
尿急次数、尿失禁次数、每次尿量的症状均有明显的改善，ＯＡＢＳＳ中各项评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未出现药
物不良反应。结论：补肾导浊颗粒是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有效、安全的方药。

【关键词】　膀胱过度活动症；补肾导浊颗粒；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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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是指在排除急
性尿路感染或其它形式的膀胱尿道局部病变的前提下，以尿急

为核心的一组症状，伴或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通常伴有尿频

和夜尿［１］。临床上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生活质量

下降，因其病因病理尚未完全清楚，故临床上尚未有很好的治

疗方法。本文旨在通过补肾导浊颗粒治疗ＯＡＢ患者８例，结合
病例及文献复习，以提高对ＯＡＢ的认识。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南京市中医院男科门诊患者８
例，其中男５例，女３例；年龄２７～７２岁，平均４５５岁；病程０５
～６年，平均１３５年；２４ｈ排尿１３４次、尿急４３次、尿失禁２１
次和每次尿量１２１９ｍＬ。入选病例标准依据《２００９年中国泌尿
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２］，排除其他疾病，确诊为 ＯＡＢ的
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补肾导浊颗粒组方（院内颗粒剂）：菟丝子１０ｇ、萆１０ｇ、益

智仁１０ｇ、台乌药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煅牡蛎２０ｇ、石菖
蒲３ｇ、马鞭草２０ｇ、生黄芪２０ｇ、桂枝１０ｇ、制水蛭１０ｇ。水冲服，
每次１５０ｍＬ，早晚饭后口服，疗程为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排尿日记：记录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２４ｈ排尿次数、尿急次
数、尿失禁次数及每次排尿量。记录治疗开始前和治疗结束后

连续３日的排尿日记。调查问卷表：治疗前后患者填写 ＯＡＢＳＳ
评分表，疗程结束后患者再次填写ＯＡＢＳＳ评分表。它根据患者
白天排尿次数、夜间排尿次数、尿急出现次数以及急迫性尿失

禁出现次数，每项打分，以ＯＡＢ问卷得分为疗效指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用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的格式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情况

口服补肾导浊颗粒治疗４周后，根据患者服药后记载的排
尿日志，显示患者治疗后排尿次数、尿急次数、尿失禁次数、每

次尿量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经治疗４周后ＯＡＢＳＳ评分表中各项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除尿失禁评分外，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排尿日记变化情况比较（珔ｘ±ｓ）

疗程
２４ｈ

排尿次数

２４ｈ
尿急次数

２４ｈ
尿失禁次数

每次尿量

（ｍＬ）

治疗前 １３．４±２．２ ４．３±１．０ １．９±０．６ １２１．９±９．６

治疗后 ９．１±１．２ １．８±０．７ ０．９±０．６ １８２．５±１２．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治疗前后ＯＡＢ评分比较（珔ｘ±ｓ）

疗程 白天排尿　夜间排尿　 尿急　 尿失禁　 ＯＡＢＳＳ总分

治疗前 １．３±０．５ ２．３±０．５ ４．０±０．８ ２．１±０．６ ９．８±１．２

治疗后 ０．５±０．５ １．４±０．７ １．９±０．６ １．９±０．８ ５．３±１．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患者无一例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

　讨论
ＯＡＢ作为一种膀胱功能障碍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给个人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本病的发病率，各

地都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欧美国家的一项调查指出，在过去

４０年中 ＯＡＢ男、女性的发病率由 １０８％、１２２％分别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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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和１４６％［３］。我国的调查显示，ＯＡＢ发病率为６％（男
性５９％，女性 ６０％），其中 ３０％的患者存在尿失禁症状［４］。

研究［５］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ＯＡＢ发病率明显增加。
ＯＡＢ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有下列几种原因［６］：

（１）肌源性因素，即膀胱逼尿肌的不稳定；（２）神经源性，即中枢
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的病变造成；（３）盆底源性，即膀胱周
围盆底支持结构和尿道等的病变引起。目前虽然提出了几种

可能的理论机制，但对ＯＡＢ的病理生理机制仍然知之甚少。现
有研究发现膀胱的传入神经可分为髓鞘Ａδ纤维和无髓鞘Ｃ纤
维。有髓鞘Ａδ纤维分布于膀胱逼尿肌肌层，主要是机械性感
受器的信号接收，感受膀胱机械拉伸或膀胱壁压力，在正常情

况下，排尿传入通路大多是由Ａδ纤维介导，是主要生理性调节
膀胱充盈和正常排尿反射的神经。无髓鞘 Ｃ纤维主要位于膀
胱和尿道黏膜和黏膜下层组织。这种感受器传导痛觉、温度觉

和触觉，对化学刺激非常敏感，在正常情况下，Ｃ纤维处于休眠
状态，当发生急性或慢性感染或长期刺激性病变，膀胱会显著

增加Ｃ纤维的数量，促进或触发排尿［７］。近年来，在 ＯＡＢ中膀
胱传入神经的作用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多

种原因引起的膀胱感觉过敏，其中Ｃ纤维兴奋性的改变可能是
一种有效的药理作用靶点［８］。由于感觉传导功能障碍导致传

入神经系统受到牵连，可能增加膀胱充盈，如帕金森氏症、多发

性硬化症等运动神经元性疾病的患者也会表现为 ＯＡＢ［９］。随
着年龄的增加，ＯＡＢ和膀胱逼尿肌的不稳定的患病率也会增
加，可能与年龄增长引发的大脑结构改变有关，因此神经源性

膀胱逼尿肌的不稳定是导致ＯＡＢ的重要原因［１０］。传统认为尿

路上皮只有一个屏障功能，但现在认为，它在外设控制膀胱活

动中有一个重要的机械感官的作用，因此被作为治疗ＯＡＢ的新
靶点。有证据表明，尿路上皮细胞的嘌呤受体、毒蕈碱受体和

ＴＲＰＶ１受体，另外，例如尿路上皮释放的 ＡＴＰ、ＮＯ和乙酰胆碱
信号因子响应物理和化学刺激。膀胱间质细胞在尿路上皮可

调控平滑肌细胞钙离子释放而影响膀胱收缩［１１］也引起了关注。

此外，精神心理行为异常也在ＯＡＢ发病过程中发挥作用。借助
腹肌用力排尿、反复憋尿、未排完就有意中止等不良的排尿习

惯，易打乱正常条件反射，也会造成ＯＡＢ的发生。
总之，ＯＡＢ主要是由于膀胱传入和传出通路的病理损伤，

导致膀胱对传入信息处理能力的减少、反射信号的传入活性增

加、桥脑排尿反射抑制减弱和神经元对释放的收缩介导递质的

敏感性增强所致。关于 ＯＡＢ的真正原因，不同患者可能不同，
另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尚未发现的理论和机制。

由于ＯＡＢ的病因尚不明确，所以目前的治疗多以缓解症状
为目的。当前治疗ＯＡＢ的方法有行为治疗、药物治疗、神经调
节疗法和外科手术［１２］。行为治疗包括日常生活指导、膀胱训练

和盆底肌肉训练，但往往被用来作为辅助治疗，且缺乏长期的

研究报道结果。药物治疗包括目前临床一线药物 Ｍ受体拮抗
剂［１３］，其通过抑制乙酰胆碱与Ｍ受体结合，抑制逼尿肌的不自
主收缩，降低膀胱的兴奋性。此外，还有黄酮哌酯和辣椒素类

药物。然而药物的副作用和低选择性对其临床使用产生了一

定的限制。理想的治疗既要求治疗ＯＡＢ症状，还要求不良反应
最小。作为病人的选择，手术通常是最后的选择方式，目前常

见的外科手术有自体膀胱扩大术、肠道膀胱扩大术、尿流改道

术等，但有较高的复发率，手术创伤和近期远期并发症让人们

饱受困扰。总体而言，对于ＯＡＢ患者，特别是顽固性ＯＡＢ患者
来说，目前能够治疗抑制膀胱过度活动，达到满意疗效的方法

仍然非常有限。

中医理论认为，ＯＡＢ归属于“淋症”范畴。《杂病源流犀
浊》说：“膀胱，本州都之官，藏津液。州都者，下邑也，远于京

师，且津液比气化而后能出……水液自小肠泌，则计渗入膀胱

之中，胞气化之而为尿，以泄出也。”渗入膀胱的水液，经过肾与

膀胱的气化作用，将其中可再利用者回吸收，剩下的则是尿液。

尿液是由肾气和膀胱之气的激发、固摄作用来调节排泄。《诸

病源候论·诸淋症候》提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

“热淋者，三焦有热，气博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膏淋者，

……，此肾虚不能制肥液。”这种以肾虚为本，湿热为标的辨证

分析，成为后代医家临证治疗的主要依据。张景岳在《景岳全

书·淋症》中提到：“凡热者宜清，涩者宜利，下陷者宜提升，虚

者宜补，阳气不固者宜温阳补命门”的治疗原则。陈科教授［１４］

认为诸淋者，肾虚和膀胱热为主要病机，治疗宜采用温阳补肾

治其本，以清热利湿、利尿通淋治其标。秦国政教授［１５］则认为

该病属湿热蕴结，脾肾亏虚，本虚标实，治疗以益气健脾、温阳

补肾为主，以清热利湿为标。宋立公教授［１６］主张通过清泻膀胱

之火以滋补肾阴，从而是膀胱开阖来治疗该病。

补肾导浊颗粒是金保方教授根据著名中医男科学家徐福

松教授创立的萆菟汤加减而成。由益智仁、菟丝子、五味子、台

乌药、车前子、萆、石菖蒲、煅牡蛎等组成。前期研究表明，萆

菟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等泌尿生殖系疾病，有很好的临床效

果［１７－１９］。方中菟丝子补肾填精，配萆利湿祛浊，菟丝子配萆

除湿而不伤阴，补肾而又不腻湿；五味子收敛固涩，补肾宁

心；车前子利尿通淋，渗湿止泻；益智仁温补脾肾，固精缩尿；乌

药行气止痛，温肾散寒，二药合用意取缩泉丸之意；生黄芪健脾

补中，利尿托毒；桂枝辛温通阳，助膀胱气化；煅牡蛎重镇收涩；

石菖蒲开窍化湿，引药归处，又可宁心安神、疏肝解郁；制水蛭

归肝、膀胱经，具有破血行气，消积止痛，利水道的功效；马鞭草

活血通经，利水消肿。诸药合用，补肾导浊，健脾固涩，消补兼

施，灵动多变，故疗效明显。

综上所述，应用补肾导浊颗粒治疗４周，可明显改善 ＯＡＢ
患者的临床症状，且无明显毒副作用，临床上可以作为治疗

ＯＡＢ的一种尝试性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小，疗程短，所选
病例仍在跟踪观察中，其远期疗效还有待于大样本长期的观察

总结。中医临床上从病机入手，根据肾虚水液无主，膀胱气化

失司的特点，选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名医验方治疗 ＯＡＢ，不
仅拓宽了补肾导浊颗粒的应用，同时，这种异病同治的思路，也

体现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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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庆教授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经验
宣志华１　王彬２　指导：李曰庆２

１北京顺义区中医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　要】　男性不育是男科常见疾病，发病率有逐年增多趋势，严重影响夫妻感情甚至家庭和社会的
稳定。李曰庆教授认为不育的病位在肾，病机主要是肾阴阳不足，提出了“以肾虚为本，以补肾生精为则，以

微调阴阳为法”的治疗理论，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不育症；中医疗法；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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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婚后同居１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由男方原因
造成女方不孕者称为男性不育症［１］。据西方国家统计调查，

１０％～１５％的育龄夫妇存在不育问题，其中男性因素大约占
５０％［２］。在中国约１／１０的夫妇发生不育，属于男方因素的约为
４０％［１］。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男性精子的质量和数量

在近１０年内都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男性精子的正常值标准
已由２０００万／ｍＬ以上到降低现在的１５００万／ｍＬ以上［３］。虽然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但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曰

庆教授在治疗男性不育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取得了

良好的临床疗效，现介绍如下。

!

　病因病机
《内经》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精衰少、肾气不足从而导致

不育，即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

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七

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绝，精少，八八，则齿发去，天癸尽

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诸病源侯论·

虚劳精少侯》指出：“肾主骨髓而藏于精，虚劳肾气虚弱，故清液

少也”。唐代《千金要方·求子论》中进一步指出：“五老七伤，

虚赢百病”则不能有子。元代朱丹溪则更认识到不育“更当查

男子之形气虚实任何，有肾虚精弱不能融育成胎者，有禀赋原

弱气血虚损者，有嗜欲无度阴精衰惫者，各当求期原而治之”。

张介宾依据命门学说指出本病的病机为“阳不足”、“精不足”，

使命门学说与生殖系统精密相联。而《石室秘录·子嗣论》有

“男子不生子，有六因，……一精寒也，一气衰也，一痰多也，一

相火盛也，一精少也，一气郁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对不育病

因病机的认识。

李老师认为本病的病机较为复杂，归纳起来有虚、实、寒、

热、痰、瘀、郁的不同，与五脏有关，但本病位主要在肾，正如《素

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上古

天真论》进一步指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

五脏盛，乃能泻”，因此总结出“不育的病位在肾，病机主要是肾

阴阳不足”。肾阴阳平衡则精气充盛，藏泄适宜，运行有度，阴

阳和而有子；而肾阴阳失调则精少气衰，藏泄失宜，气化障碍则

可导致男性不育症。

"

　治则治法
李老师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在传统的补肾治疗的基础

上，提出了“以肾虚为本，以补肾生精为则，以微调阴阳为法”的

治疗理论，并依据肾阳虚型不育占临床的７０％～８０％的科研成
果，在具体治法上则偏重“补肾生精，调补肾阳”，提倡用药补肾

清补并用，避免峻补滥用久服，正如《名医别录》记载仙灵脾“丈

夫久服，令人无子。”此药为温肾阳的佳品，长期使用适得其反，

足以说明其危害。强调要微调阴阳，充分调动机体自身的调节

机制，使阴阳平衡，以达阴阳互根、互用之效能，精气充盛而

有子。

#

　辨治经验
在临床上，李老师的基本方为：熟地１０ｇ、生地１０ｇ、山萸肉

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菟丝子 １２ｇ、枸杞子 １５ｇ、覆盆子 １０ｇ、车前子
１０ｇ、仙灵脾１０ｇ、仙茅１０ｇ、鹿角霜１５ｇ、牛膝１０ｇ。其中山萸肉、
熟地性稍偏温能鼓舞肾气，取阴中求阳之意，达到益肾温阳而

又无伤阴动火之患。如山萸肉，《本草新编》曰：“益精温肾”。

仙灵脾、仙茅加韭菜子、鹿角霜等温性药物补肾助阳，以增加精

子前行的动力。枸杞、菟丝子为质地滋腻性味纯厚的药物以补

精血，正如《内经》所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菟丝子对精子的运动能力和膜功能有促进作用，提高精

子质量，对过氧化损伤造成的精子膜、顶体结构和精子线粒体

功能损伤具有明显的干预作用［４］。牛膝补肝肾强腰膝引药下

行。车前子滑利精道，有助于精子排泄。对于肾阳虚明显、阴

寒内盛引起的精液凝固、液化不良者，李老师会加重补肾温阳，

选用肉桂、鹿茸补火壮阳，振奋阳气，恢复温熙功能，寒化而精

动。对于肾阴不足，虚火偏旺者，多加用何首乌、黄精等药物以

补精血，《日华子本草》称何首乌“久服令人有子。”对于临床上

无明显症状的患者，多辨证为肾精亏损，在用药上多用血肉有

情之品如紫河车、阿胶等添精补血，以形补形。而对于房事不

洁、感受湿热，或嗜食肥甘，导致脾虚湿热内生，积聚下焦，热烁

肾阴，使精液浓厚而液化不良，或忍精不射，败精腐蚀精血导致

死精或畸形精子甚为脓精的，即临床上合并慢性前列腺炎、精

液中白细胞偏多的患者，多认为属本虚标实之证。治疗上主张

要清补结合，滋补肾阴与清热解毒并用，即“壮水之主以制阳

光”，选用知母、黄柏、玄参、黄芩滋阴清热，加用白花蛇舌草、地

丁、连翘等降火解毒。李老师对于合并有精索静脉曲张的患

者，多会加用一些通络的药物，如穿山甲、水蛭，但同时强调此

类入络药物均药性峻烈，长期使用易伤精耗血，所以临证宜间

断使用为佳。

肾藏精，主生殖，《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肾气盛，天癸

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故不育的病位在肾，病机是

肾虚，以补肾生精入手治疗男性不育症成为共识，但李老师认

为脏腑是统一的整体，相互影响和制约，任何一脏出现异常多

会影响其他脏腑功能失调，尤其“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

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因此补肾生精当与调节其他脏腑的

功能结合，统筹兼顾，才能种子毓麟。如心气不足，心火浮于上

不下交于肾水，导致心肾不交，肾气不安，施泄失常，可用枣仁、

远志、茯神养心安肾。肺属金，肾主水，金水相生，阴虚化火伤

精而稠厚液化不良者，可用沙参、麦冬、花粉滋养肺津使肾精得

充，精液得化。肝藏血，精血互生，肝肾同源，又肾主封藏，肝主

疏泄。故情志失调，肝失疏泄，可影响肾脏的封藏而形成不育；

而不育日久，常致肝郁，气结血瘀，阻滞精道。故治疗上补肾药

应与柴胡、郁金、白芍、当归、赤芍等疏肝理气药养血柔肝活血

同用，才有佳效。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加之过食

肥甘厚腻，造成脾失建运，聚湿生痰，湿热下注从而精液粘稠不

化，或形态畸形导致不育，宜用黄芪、党参、白术、苍术、陈皮健

脾益气，祛湿化痰，补后天而养先天。李老师同时强调以上补

脏生精之法，临床上要分清病因、病机，辨证施治，以免误治，如

精液质量异常患者，若过用滋阴泻火之品，可使精子活力下降；

过用温肾壮阳之品，又可使精液稠厚不化，因此在用药上一定

要注意清补结合，即所谓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谓。临证之时，

不可不慎。

典型病例

王某，男，３１岁，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初诊。主诉：婚后３年
同居未避孕至今未育。性生活１周１次，能勃起，但勃而不坚，
坚而不久，纳可，二便调，既往体健，无遗传病史，无腮腺炎病

史。外生殖器检查：双侧睾丸大小正常，质地略软，精索静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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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张，舌红，苔少，脉细。男性激素五项检查未见异常，精液化

验：液化不全，密度４５×１０９／ｍＬ，Ａ９６％，Ｂ１２３％，Ｃ２９１％，
Ｄ４９％；女方月经正常，妇科检查未见异常。患者婚后不育，性
功能减退，勃起不坚，坚而不久，双侧睾丸质地偏软，提示肾阳

不足，但患者舌红，少苔，脉细，又有肾阴虚的表现，因此诊断：

不育弱精症，辨证阴阳两虚，阴虚为主治法；补肾生精，调补阴
阳。方药：生地１０ｇ、熟地１０ｇ、山萸肉１０ｇ、肉苁蓉１０ｇ、菟丝子
１２ｇ、五味子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覆盆子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包煎当归
１０ｇ、仙灵脾１５ｇ、仙茅１２ｇ、鹿角霜１２ｇ、天冬１０ｇ、麦冬１０ｇ、党参
１２ｇ、炙甘草１０ｇ、１５剂水煎服，１剂／ｄ，分２次服。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６日二诊，性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舌苔略黄厚，脉细，原方去天
冬、麦冬，加黄芩１０ｇ，１４剂。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复诊，查精液：
液化正常，Ａ１５％，Ｂ２１％，Ｃ３７％，Ｄ２７％，精液质量有好转，原方
随症调护加减，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患者前来道谢，其妻怀孕。

按：本例患者婚后不育，性功能减退，勃起不坚，坚而不久，

双侧睾丸质地偏软，提示肾阳不足，但患者舌红，少苔，脉细，又

有肾阴虚的表现，因此辨证为阴阳两虚，偏肾阴不足，故用熟

地、生地、山萸肉、当归、天冬、麦冬补肾滋阴，菟丝子、枸杞子、

五味子、车前子、覆盆子、鹿角霜填补肾精，肉苁蓉、仙灵脾、仙

茅益肾温阳，党参补中益气，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服药后性功

能好转，但舌苔转而偏黄厚，提示滋腻偏多，碍脾运化，因此原

方去天冬、麦冬，加黄芩清虚热，平衡阴阳。本例辨证准确，方

药合理，故能在短期内取得疗效，精子质量提高，随症加减治疗

而能使其妻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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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喷剂联合脱敏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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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喷剂联合脱敏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的疗效。方法：将１０５例（年龄１９～４０
岁，平均３１１岁）原发性早泄患者分为三组，每组３５例。Ａ组患者单用自制中药喷剂，１次／ｄ；Ｂ组单用伟力
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每周治疗３次；Ｃ组自制中药喷剂１次／ｄ同时用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
敏训练疗法”，每周治疗３次；三组疗程均为６周。比较三组治疗前后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ＣＩＰＥ
－５。结果：１０５例原发性早泄患者全部完成临床研究，Ａ组有效率为 ６２８６％（２２／３５），Ｂ组有效率为
６５７１％（２３／３５），Ｃ组有效率为９１４３％（３２／３５）；三组ＩＥＬＴ，ＣＩＰＥ－５评分在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增加（Ｐ
＜００５），Ａ组与Ｂ组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Ｃ组与Ａ组及Ｂ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结论：自制中
药喷剂联合脱敏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疗效显著，好于单用自制中药喷剂及单用早泄脱敏训练疗法。

【关键词】　早泄；早泄脱敏训练疗法；中药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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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中
常见的疾病之一，也是泌尿外科和男科临床诊疗中最为常见的

疾病之一。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变化，ＰＥ对患者和伴侣生活质量
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早泄能导致患者精神苦闷、焦虑、

抑郁等，影响性欲望、生活情趣和伴侣的关系［１］。由于现代社

会节奏加快，工作、学习及生活压力增大，加上环境污染、不良

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早泄的发病率和就诊率逐年提高［２］。我

们采用自制中药喷剂联合脱敏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取得了较

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男科门诊
就诊患者中符合以下诊断标准和不在排除标准之内的１０５例早
泄病例，年龄１９～４０岁，病程１～１３年，均为初次就诊患者，所
有患者都要有固定性伴侣而且性生活规律。根据随机数字表

法将１０５例原发性早泄患者分为三组，每组３５例。Ａ组平均年
龄（２９５１±６５８）岁，病程（３４３±１７８）年；Ｂ组平均年龄
（２８９２±６３３）岁，病程（３５６±１８６）年；Ｃ组平均年龄（２９７３
±６８７）岁，病程（３７３±１９５）年，各组之间年龄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１）符合美国精神病协会《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４
版（ＤＳＷＩＶ）》的原发性早泄诊断标准，并且患者第一次性经历
时就发病，以后的性生活依然如此，射精潜伏期短于 ２ｍｉｎ者
（采用秒表计时）；（２）年龄１８岁以上，外生殖器发育正常，无包
茎，无明显包皮过长，并且勃起功能正常；（３）已婚或有固定性
伴侣，有较稳定和规律的性生活者；（４）自愿进行临床观察并能
坚持完成疗程者；（５）血液 Ｔ、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及 Ｅ２等测定均
正常。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合并有勃起功能障碍或其他性功能障碍者；（２）泌尿生

殖系统外伤史及感染史；（３）配偶有性功能障碍者；（４）合并前
列腺炎、心理疾病者。

１４　疗效判断
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延长到２ｍｉｎ以上及中国早泄问卷调查

表（ＣＩＰＥ）评价，以ＣＩＰＥ－５涉及的五项问题，包括射精潜伏期
（Ｑ４），控制射精难易程度（Ｑ５），患者性生活满意度（Ｑ６），配偶
性生活满意度（Ｑ７），患者性生活焦虑程度（Ｑ１０）等的评分在１８
分以上认为有效［３］；反之为无效。

１５　治疗方法
Ａ组单用自制中药喷剂。自制中药喷剂由医院制剂室生

产，将桑螵蛸、川乌、五倍子、金樱子、覆盆子各２０ｇ，细辛３０ｇ、丁
香３０ｇ、花椒５０枚浸泡于１００ｍＬ９５％酒精中３０ｄ，取上清液装入
喷壶中待用，指导患者将药物均匀地喷在阴茎龟头表面、冠状

沟和包皮系带等部位，１次／ｄ，如果要过性生活，则在性生活前
３０ｍｉｎ喷药，性生活时用清水洗净；Ｂ组单用伟力男科工作站
“早泄脱敏训练疗法”，治疗中通过不同强度负压和抽动的频率

刺激患者阴茎，当患者自我感觉难以控制的时候调节负压强度

和抽动的频率，甚至停止，让患者放松并充分休息后继续治疗，

重复３～４次，每周治疗３次；Ｃ组自制中药喷剂１次／ｄ同时用
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每周治疗３次；三组疗
程均为６周。
１６　观察指标

（１）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２）ＣＩＰＥ－５，。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处理，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１０５例原发性早泄患者全部完成临床研究，Ａ组有效率为

６２８６％（２２／３５），Ｂ组有效率为６５７１％（２３／３５），Ｃ组有效率
为９１４３％（３２／３５），Ａ、Ｂ两组有效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但两组同Ｃ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三组 ＩＥＬＴ
和ＣＩＰＥ－５评分在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Ａ
组与Ｂ组间有差异（Ｐ＜００５）；Ｃ组与 Ａ组及 Ｂ组间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ＥＬＴ与ＣＩＰＥ－５评分情况

项目 时期 Ａ组 Ｂ组 Ｃ组

ＩＥＬＴ（ｍｉｎ） 治疗前 １．５２±０．３１ １．４７±０．２７ １．４５±０．２３

治疗后（Ａ、Ｂ两组与Ｃ组比较均有差异） ３．２２±１．１６ ３．１４±１．０９ ５．５２±１．７９

ＣＩＰＥ－５评分（分） 治疗前（Ａ、Ｂ两组与Ｃ组有差异） １４．５±１．４７ １４．２±１．３１ １３．５±１．２４

治疗后（Ａ、Ｂ两组与Ｃ组比较均有差异，Ａ与Ｂ组有差异） ２１．３±１．７１ ２０．２±１．６５ ２４．５±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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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早泄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ＩＶ－正文修订版》（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Ｖ－Ｔｅｘｔ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ＤＳＭ－ＩＶ－ＴＲ）［４］定义是：总是或经常在插入阴道前、插
入时或刚刚插入阴道后，即在极小的性刺激下不为所愿地射

精。临床医生必须考虑到可影响兴奋期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

如年龄、对性伴侣的新鲜感、性交环境改变，以及近期性交频度

等［５］。原发性早泄特点是：（１）第一次性交出现；（２）对性伴侣，
没有选择性；（３）每次性交都发生过早射精。各种早泄的流行
病学研究显示，早泄患病率大约为２０％ ～３０％ ［６］。ＰＥ对患者
和伴侣生活质量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有研究显示亚太地区近

６０％有某种形式早泄的受访者对自己的性关系不满意［７］。同

样另一项研究显示，早泄问题的伴侣中，只有３８３％的人对自
己的性关系满意，而男性伴侣

"

有早泄问题的女性中９０％的人
对自己的性关系满意［８］。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是一个评价早泄

的重要指标，但由于早泄和非早泄男性中阴道内射精潜伏期的

时间重叠性太大，单独应用其诊断早泄是不够的［９］，应用基于

患者报告结果的问卷来评价早泄，并据此鉴别出早泄患者并作

出诊断，这些问卷表主要是早泄诊断工具、阿拉伯早泄指数及

中国早泄问卷调查表［１０］等等。早泄的有效治疗可使控制射精

得到改进、提高性生活满意度和男性及其伴侣的整体生活质

量［１１］。治疗方法有行为疗法、药物治疗、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等，

目前仍被医患双方作为首选的方法［１２］。药物治疗是早泄治疗

的首选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三
环类抗抑郁剂和局部麻醉药物等等。程斌等［１３］单用舍曲林与

舍曲林联合伐地那非治疗早泄８０例患者中出现局部麻醉药物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要比安慰剂高１３例，Ｊｉａ－ＤｏｎｇＸｉａ等对局部
麻醉药物治疗早泄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局部

麻醉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要比安慰剂高［１４］，西药口服和外用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高，需要我们探索新的治疗方法。有报道

针刺治疗原发性早泄的疗效显著［１５］，我们采用自制中药喷剂组

方有川乌、桑螵蛸、五倍子、金樱子、覆盆子、细辛、丁香、川椒等

组成，川乌、川椒具有麻醉作用，丁香与细辛温阳补肾，益火助

阳，使肾阳振奋，性欲激荡，阳具勃起坚挺，金樱子、覆盆子、桑

螵蛸、五倍子收敛固精，补肾止遗，以防肾精过早消泄，全方共

奏补肾温阳、涩精止遗，温中固精之效。

本研究Ａ组单用自制中药喷剂后有效率为６２８６％，ＩＥＬＴ，
ＣＩＰＥ－５评分在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无明
显副作用，说明自制中药喷剂治疗早泄有效。行为疗法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开始，包括 Ｓｅｍａｎｓ的暂停训练、Ｋａｐｌａｎ的“停 －动”
技术、Ｍａｓｔｅｒｓ和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暂停－挤捏”技术等，行为疗法在治
疗ＰＥ时有效，但是这种疗法费时和需要女方长期密切配合和
帮助，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有报道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性感集

中训练法治疗早泄的治愈率为２１４３％［１６］。我们采用伟力男

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对早泄患者进行脱敏治疗，通过

物理刺激训练患者控制射精的能力，使患者掌握达到射精阈值

的刺激强度，延缓射精，原理类似于行为治疗，操作简单，患者

愿意接受。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通过对阴茎

反复按摩刺激，降低龟头及阴茎的敏感性，提高射精敏感阈值，

延长射精时间，达到治疗早泄的目的，并可提供脱敏训练的图

表及参数，作为下次脱敏训练的参考数据，其脱敏训练参数包

括训练强度、训练次数、训练有效时间等，该方法尚未见较多的

文献报道。本研究Ｂ组单用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

法”有效率为６５７１％，ＩＥＬＴ，ＣＩＰＥ－５评分在治疗后较治疗前
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说明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
法”治疗早泄有效。Ｃ组采用自制中药喷剂同时用伟力男科工
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有效率为９１４３％，ＩＥＬＴ，ＣＩＰＥ－５评
分在治疗后与Ａ组及Ｂ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说明采用
自制中药喷剂同时用伟力男科工作站“早泄脱敏训练疗法”治

疗早泄效果最好，推荐在临床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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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研究
王艳　秦瑛键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药剂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摘　要】　目的：评估复方玄驹胶囊对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液参数的影响。方法：选择本院遗传与不
育诊疗中心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确诊的少弱精子症患者７８例，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６周为１个疗程，共
治疗２个疗程。观察治疗前后精液质量的变化，评估不同自然不育时间（年）对疗效的影响。结果：７８例患
者治疗结束后，显效３３例，有效３７例，无效８例，总有效率达８９７４％。自然不育时间≤３年者疗效优于＞３
年者。结论：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疗效明显，可以作为少弱精子症的常规治疗方法。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少弱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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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但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活压力的增加及人们生活方式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男性生殖健康正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因男性因

素导致的不育症发生率逐年升高，其中男性精液质量异常是最

主要的原因。据相关统计表明，在不育夫妇中，男方的因素约

占到５０％的比例，少弱精子症为其中最常见类型［１］。因为精液

质量是评价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所以改善精液质量是目

前治疗男性不育的重要手段。本研究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少弱精子症，并观察治疗效果。通过对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

精子活力分级，精子液化时间等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以探讨

复方玄驹胶囊对少弱精子症患者精子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遗传与不育诊疗
中心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通过临床严格常规询问病史及生殖

检查，按照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所有病例。本研究所涉及病患

纳入标准：（１）夫妇婚后一起生活时间在１年以上，性生活正
常，有意怀孕而未孕，女方的生殖功能检查正常，由于男方的原

因造成女方不孕；（２）根据 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
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２００１年）规定精子密度 ＜２０×

１０６／ｍＬ，（ａ＋ｂ）级精子 ＜５０％或者 ａ级精子 ＜２５％，精子活动
率＜６０％；（３）在治疗前３个月未服用改善精液质量的药物。
排除标准：（１）正在服用对精子生成及活力有影响的药物，例如
肿瘤化疗药（烷化剂）、柳氨磺胺吡啶，呋喃妥英等；（２）先天性
生殖系统遗传病，如囊性纤维化、卡塔格纳综合征；（３）输精管、
睾丸、附睾存在器质性病变；（４）内分泌激素检查异常；（５）中、
重度附属性腺、生殖道感染或者中、重度精索静脉曲张。共纳

入患者７８例，患者年龄最小的２１岁，最大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０５
岁；自然不育时间平均２５年，最长１４年，最短１年，自然不育
时间１～３年者４６例。
１２　检查方法

检查前禁止性生活３～７ｄ，以手淫法采集全份精液标本于
无菌干燥消毒量杯内，标本取出后置于３７℃恒温水浴箱内，等
待精液液化后充分混匀，取１０ｕＬ滴于精子计数板上，按照ＷＨＯ
规定的相关标准进行精液常规分析，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精

子活力分级、精子液化时间等指标借助伟力彩色精子检测系统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完成。
１３　治疗方法

本研究入选患者均给予复方玄驹胶囊（杭州施强药业有限

公司，批准文号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０４２ｇ／粒），饭前淡盐水送服，２粒／
次，３次／ｄ，每６周为１个疗程，一共治疗２个疗程，在整个治疗
期间不再服用其他药物。治疗期间要求患者有规律的性生活

（５～７ｄ／次），明确嘱咐患者尽量避免食用油腻、辛辣以及刺激
性饮食，避开高温、有辐射的环境，以及重金属物质、化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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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治疗后６周及１２周进行精液复查。此外，观察患者经
过规定的疗程后疗效与自然不育时间的关系，观察自然不育时

间３年以上和３年以下疗效差异。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治疗后精液分析显示精子密度＞２０×１０６／ｍＬ，ａ级精
子活力＞２５％ 或（ａ＋ｂ）级 ＞５０％；或服药后女方怀孕者。有
效：治疗后精液分析显示活力、密度较治疗前有所改善，比较原

基数提高＞２５％，但是未达到正常。无效：治疗前后精液分析结
果无改善，并且精液检查活动率、精子密度下降者［２］。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分析工具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自身对照，配对ｔ检验用来比较给药前后各
项观察指标的差异，当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治疗６周、１２周前后精子质量比较

共入选患者７８例完成全部治疗疗程，显效３３例，有效３７
例，无效８例，总有效率达８９７４％。

疗程结束后检测结果与治疗前相比较，用药６周后结果和
１２周后结果精液量无明显变化，但是精子密度、精子液化时间
和精子活动率三个指标，用药６周后与用药前比有一定程度改
善（Ｐ＜００５）。用药１２周后与用药６周后检测结果相比，部分
指标有了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用药１２周后，除精液量无
明显变化，其余各项参数较用药前均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或Ｐ
＜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不同自然不育时间（年）与疗效的关系

自然不育时间≤３年者，除了精液量无明显变化，其他参数
都能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自然不育时
间＞３年者，除了精液量无明显改变，其他参数有一定程度改
善。说明自然不育时间是影响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见

表２。
最终完成治疗的７８例患者中，有１例出现便秘症状，医嘱

多喝水，多食多纤维食物后自行缓解。整个治疗期间未发现有

其他不良事件发生。

表１　患者治疗６周、１２周前后精子质量的比较（珔ｘ±ｓ）

时间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１０６个／ｍＬ） ａ级精子比（％） （ａ＋ｂ）级精子比（％）精液液化时间（ｍｉｎ） 活动率（％）

治疗前 ２．５９±０．６０ １４．８３±７．４０ １０．３４±６．０５ ２５．２５±１２．１４ ４８．６９±１４．０２ ３４．３５±１１．１２

治疗６周后 ２．６０±０．８０ １９．８１±９．７２ １６．７８±９．０４ ３４．２１±１５．０２ ３７．１４±７．８４ ４２．１２±８．６３

治疗１２周后 ２．６０±０．７１ ２１．５４±１３．１０ ２１．５２±０．５０ ４５．０３±２１．４１ ２７．５３±４．７４ ５３．０２±９．４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治疗前相比

表２　不同自然不育时间（年）患者治疗１２周后与治疗前的比较（珔ｘ±ｓ）

时间
精液量

（ｍｌ）
精子密度

（１０６个／ｍｌ）
ａ级精子比
（％）

（ａ＋ｂ）级精子比
（％）

精液液化时间

（ｍｉｎ）
活动率

（％）

病程≤３年 治疗前 ２．５９±０．５０ １５．５５±３．２１ １５．３４±６．１３ ２７．２５±１２．１２ ４７．５０±１３．４４ ３７．２２±１２．０３

治疗后 ２．６０±０．７２ ２５．１４±６．７０ ２５．６３±９．８０ ４９．３０±１５．４４ ２５．６３±８．１１ ５９．２１±７．６１

病程＞３年 治疗前 ２．５９±０．８０ １３．８３±５．３２ １０．０１±５．０１ ２２．３３±１１．０３ ５０．４３±１０．３３ ３０．２３±９．３０

治疗后 ２．６０±０．５０ １６．１４±１２．１３ １６．５２±１．２０ ３９．５２±２１．３４ ３０．５０±４．７２ ４５．８５±９．５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治疗前相比

#

　讨论
本次临床研究发现选中患者的自然不育时间（夫妻有性生

活同时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时间）对治疗结果有明显影响，

自然不育时间≤３年的少弱精子症患者，精子质量提高的程度
明显好于自然不育时间＞３年者。自然不育时间对预测患者未
来生育力是非常重要的，患者的自然不育时间越长，就可能存

在着严重的生物学方面的问题［３］。因此，男性不育症的尽早治

疗，则会对其治愈机会有所提高。

男性生育力主要取决于两项因素，即精液中正常形态精子

的比例和数量，以及前向运动精子的比例和数量，只有具备一

定数量正常形态的前向运动精子，才能确保精子抵达女性输卵

管的壶腹部而与卵子结合［４］。提高弱精子症患者的精子密度、

活动力、精液液化时间及活动率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目标

之一。本研究发现，使用复方玄驹胶囊１２周后精子密度、ａ级
精子比例、（ａ＋ｂ）级精子比例明显提高，且精液液化时间缩短，

精子活动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受精率。

中医普遍认为少弱精症属于“肾虚精亏”范畴，在治疗上主

要从温补肾阳、补肾益精着手。复方玄驹胶囊以玄驹为君药，

辅之以淫羊藿，以蛇床子、枸杞子作为佐药，上述各种药材配伍

具有良好的温肾、壮阳、益精的疗效，主治肾阳虚损引起的少腹

阴器发冷，腰部膝盖酸软，精神疲惫身体乏力，精冷滑泄等

征［５］。玄驹是蚁科昆虫黑蚁的全虫，蚂蚁体内含有多种人体必

须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蚁醛等生物活性成分，具有镇

痛、抗炎、镇静、延缓衰老、双向调节免疫、增强性功能等作

用［６］。相关研究表明蚂蚁能使雄性去势的小鼠的精液囊—包

皮腺和前列腺重量明显增加，使得正常小鼠睾丸和附睾重量以

及精子数目显著增加，能够增加老年小鼠的睾丸和胸腺的重

量，表明蚂蚁具有补肾、壮阳作用［７］。淫羊藿又名仙灵脾，始载

于《神农本草经》，味辛、甘，性温，归肝、肾经，具有强筋骨、补肾

阳、祛风湿之功效，通常用于筋骨痿软、肾阳虚之阳痿滑精、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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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麻木、尿淋漓和风寒湿痹等病症，是中药中常见的助阳药，具

有很强的促进生殖效果［８］。淫羊藿能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抑

制炎症［９］，从其中提取的淫羊藿苷具有雄激素样作用，能够使

动物性器官的重量增加，精液分泌量增加［１０］。有研究表明，蛇

床子可以显著增加小鼠附睾、睾丸、精液囊及提肛肌等的湿

重［１１］，还能够明显的提高去势大鼠血清中雄激素、促性腺激素

含量，同时也提高阴茎组织中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提示蛇床

子有雄性激素样作用和促性腺激素样作用［１２］。枸杞子性平、味

甘，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其中主要有效成分为枸杞

多糖（ＬＢＰ），ＬＢＰ能明显抑制 Ｈ２Ｏ２诱导的睾丸细胞损伤，还能
降低患者由于高温引起的生精细胞损伤，并且能够促进睾丸生

殖细胞正常发育［１３］。医疗界普遍认为 ＬＢＰ是通过促进垂体分
泌性腺激素，对下丘脑 －垂体 －性腺产生多层次的调节作用，
纠正了热应激状态下所引起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紊乱，导

致生精过程通畅和睾丸生殖细胞发育正常。少弱精子症的现

代研究涉及神经内分泌，免疫等多系统的功能失衡，其中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紊乱是少弱精子症的病理基础之一。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玄驹、淫羊藿和蛇床子均能作用于下丘

脑—垂体—睾丸轴，有促进睾丸发育、精子生成和增强阴茎勃

起功能的作用［１４］。本组患者经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后，显效３３
例，有效３７例，无效８例，总有效率达８９７４％，表明复方玄驹胶
囊在治疗少弱精子症方面具有独特疗效。

综上所述，复方玄驹胶囊在提高少弱精子症患者精液质量

方面具有良好疗效，且安全，无严重不良反应。复方玄驹胶囊

在男性不育治疗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相关影响仍需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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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节育器女性１～４年内发生异位的情况分析
姜海燕

江山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Ｂ超室，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Ｂ超诊治放置节育器女性发生异位的作用，以期提高妇女避孕安全性。方法：随
机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的１１０例宫内放置节育器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所有的患者均定期进行 Ｂ
超检查，观察术后１～４年节育器异位情况。结果：１～４年内发生宫外异位、下移、节育器断裂或变形、嵌顿
的例数逐年增多，节育器放置１年内异位比率为１０９１％，第２年节育器异位比率为１３６２％，第３年节育器
位置异位比率为１３６３％，第４年节育器异位比率为２４５４％。此外还有少数发生脱环、带环受孕等情况。
结论：节育器异位的发生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多，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应注意定期体检复查。

【关键词】　Ｂ超；计划生育；宫内节育器；术后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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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内节育器（ＩＵＤ）是一种放置在子宫内的避孕器具，具有

安全、简便、可逆、不影响性生活等优点，在我国深受广大妇女

喜欢。但是，其在临床上也有多种不良反应，常见的如出血、腰

酸、腹坠、甚至移位、带环怀孕等，若不及时发现将对患者产生

较大的伤害。Ｂ超可凭借着其无创、快速便捷的优势在妇产科

诊治中发挥作用。本次研究就是探讨在 Ｂ超下诊治计划生育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异位的情况，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选取 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在我技

术指导站因拒绝育手术而放置避孕器的１１０例妇女为研究对

象，年龄２６～４６岁，平均（３１７±３４）岁；人流次数２～９次，平

均（２８±１２）次。

１２　诊断方法

采用Ｂ超诊断法，采用ＧＥ５００ＰＲＯ，日立７５００腔内探头，探

头频率为６５ＭＨｚ，嘱所有患者在检查前充盈膀胱，取仰卧位于

检查床上，下腹部涂抹耦合剂，探头纵横切子宫，观察子宫的位

置，对腹部从纵、横、斜面探查，测量子宫的大小和节育器的位

置，必要时对探头适度的挤压让患者采用抱膝仰卧位，尽可能

的清楚显示子宫内膜线，子宫各面和宫旁组织。对怀疑有节育

器异位的测量其子宫底或宫颈内口距离，显示出各切面的 ＩＵＤ

声像图后，再在纵切测量ＩＵＤ上缘至宫底外缘之间的距离。

１３　观察指标

正常的节育器是位于宫腔内近宫底处，其上缘距宫底浆膜

层１２～２０ｍｍ，而当节育器下缘与宫颈内口距离小于１０ｍｍ，或

上缘与宫底浆膜距离超过２０ｍｍ则为下移，而在其他部位的转

移则称为节育器异位［１］。对所有患者均随访４年，观察节育器

的变化情况。

"

　结果

２１　Ｂ超诊治宫内节育器的临床结果情况分析

入选的１１０例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中，１～４年内发生宫

外异位、下移、节育器断裂或变形、嵌顿的例数逐年增多，节育

器放置１年内异位比率为１０９１％，第２年节育器异位比率为

１３６２％，第３年节育器位置异位比率为１３６３％，第４年节育器

异位比率为２４５４％。此外还有少数发生脱环、带环受孕等情

况发生。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０例资料放置宫内节育器１～４年内异位情况　［ｎ（％）］

诊断 １年内 １～２年 ２～３年 ３～４年

位置正常 ９７（８８．１８） ９３（８４．５６） ８９（８０．９１） ７８（７０．９１）

节育器异位

　宫外 ３（２．７３） ４（３．６４） ６（５．４５） ７（６．３６）

　下移 ４（３．６３） ５（４．５５） ５（４．５５） ８（７．２７）

　断裂与变形 ３（２．７３） ４（３．６４） ４（３．６４） ７（６．３６）

　嵌顿 ２（１．８２） ２（１．８２） ３（２．７３） ５（４．５５）

脱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 ２（１．８２）

带环受孕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２（１．８２）

胎骨残留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

　讨论

宫内节育器的抗生育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原理是使子宫

内膜长期受异物刺激引起无菌性炎性反应，白细胞及巨噬细胞

增多，改变子宫液的组成，使受精卵着床受阻。异物反应也可

损伤子宫内膜而刺激前列腺素的产生，影响着床。并且子宫内

膜受压造成缺血，激活纤溶酶原，致使囊胚被溶解。含铜的节

育器异物反应更重，而且铜还可能影响精子获能，增强避孕

效果。

根据相关的文献［２］报道，节育器异位的原因主要有（１）手

术者操作不当，占所有的异位的５２５３％，原因是在哺乳期进行

宫内放置，而此时的子宫壁薄，质软，子宫警惕性不高，而手术

操作者又对子宫位置了解不清，操作较为粗暴，这样就很容易

造成节育器直接放入子宫腔内，损伤宫壁，造成节育器不全穿

透，而若患者行人流手术时，宫腔操作及宫缩压力很容易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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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器完全穿透异位于腹腔上［３］。（２）节育器过大或质量不佳。

这和手术操作者在置器过程中未按照测得的宫腔大小选择与

之相适应的节育器有关，使偏大的节育器受到压迫，造成子宫

的内膜局部缺血坏死，节育器很容易进入子宫肌层或腹腔。

（３）反复流产，置器时子宫内膜未及时修复。在本次研究中，节

育器异位的有１５例，比率为１３６３％，而这其中６例就有过３次

以上的人流史。据相关的报道［４］显示，人流次数在４次以上的

节育器异位的发生率增加６４７４％，而本次研究中人流次数平

均（２８±１２）次。所以，在临床上放置节育器除了操作时要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外，且在操作时要选择合适的节育器，且对于

人流次数在４次以上者要定期复查 Ｂ超，早期发现节育器异

位。同时做好宣教工作，减少人流次数，提高避孕的有效率，这

也是降低节育器异位重要的预防措施。

文献［５］指出，８３２６％以上节育器异位在临床上为无明显

的发现异位症状，多数是在取环失败后发现的，仅有少部分患

者有出血、腰酸、腹坠等临床症状。目前在诊断节育器上的方

法有很多，如阴道镜、腹腔镜、超声、影像学摄片等。本研究采

用超声扫查来判断节育器异位情况，在 Ｂ超声像中，节育器显

示为强回声，具有闪烁样，而含金属的或金属的节育器回声最

强，塑料的或非金属的节育器则回声较弱，且往往在节育器的

回声后面伴有“彗星尾”征和声影 ［６］。在子宫纵切面声像上，

节育器的上缘距宫底外缘距离应介于１１～１７ｍｍ之间，若超过

１７ｍｍ则表示位置下移，而节育器的横置或倒置，多见于带环早

孕。这其中以“Ｔ”型环为主［７］。节育器的嵌顿则分成部分和完

全嵌顿，部分为节育器植入子宫内膜和极浅的肌层，而节育环

大部分或全部贯穿子宫肌层穿出子宫浆膜层则为完全性嵌顿。

超声对于节育器的断裂诊断较明确，多数声像图上为节育器失

去正常形态，仅有一段平行管征象强回声或螺旋状强回声。对

于节育器的外游则往往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如腹痛等。

对于出现了节育器异位的患者，可以在 Ｂ超的诱导下取

出。文献［９］指出，宫腔镜检查可直接观察节育器在宫腔内的形

态、位置、是否嵌顿和嵌顿的位置，对取出的途径和方法等均可

作出明确的判断。对于嵌顿较浅者可以直接用钳夹取出或刮

勺内膜等取出，而对于金属环则可牵拉节育器后剪断环丝，将

环丝抽出。本次研究中，就有 ４例患者采用这种方法取

出［１０，１１］，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损伤小。而对于嵌顿较深者则

需要切开取出，往往采用的是用电切环切开部分内膜和肌层，

暴露出节育器后用钳夹取出。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安全有

效、可逆性强的避孕方式，且不影响性生活、不影响哺乳。但可

能造成节育器异位等不良作用，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节育器异

位的发生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多。节育器异位如不能及时发

现、处理，易导致子宫穿孔。因此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应注

意定期体检复查。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降低节育器异位的

发生［１３，１４］。（１）严格遵守手术操作常规，探明子宫的位置和大

小，根据子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节育器类型大小；（２）选择合适

的时间放置节育器，哺乳期、人工流产后禁止放环，对于存在妇

科疾患的患者先治疗好相关的疾病后再放置，防止出现人工上

的失误［１５］；（３）绝经期妇女应该在绝经后１年内及时取出节育

器，防止节育器因时间过长而造成异位；（４）加强随访，对计划

生育内的妇女，要定期检查，及时发现节育器的放置情况，对合

并有其他如子宫肌瘤者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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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性恋大学生进行非问题导向性个性化辅导的方
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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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同性恋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大学阶段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定并逐渐
发生身份认同的重要时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往往会面对巨大的困惑和压力，遭遇困境，需要辅导员的帮助

和辅导。本文以“非问题导向”的视角，探讨如何对此类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倡导以开放和支持性的态度

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和自我成长为目标进行辅导。将从同性恋大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辅导员

在常规辅导中容易遇到的问题以及非问题导向的个性化辅导要点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　辅导员；同性恋大学生；非问题导向；个性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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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被认为是“性犯罪”，到被冠以“性变态”的恶名，再到被
归为“性倒错”的精神疾病，直至现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及包括中

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被认为是“一种

与众不同的性倾向和生活方式”，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

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随着对同性恋群体的宽容度一点点

地增大，今天同性恋者的处境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善，但他们仍

是游离于主流文化外的亚文化群体，背负着很多误解和内外部

的压力［１，２］。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在２００１年
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心理上不同程度地有同性恋倾向

的学生占１１．４％，有６％左右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首次发生了同
性之间的性接触［３］。所以，大学阶段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定并

逐渐发生身份认同的重要时点，需要大量科学的信息和恰当的

引导。在历经自我探索的过程后，他们中有些人会认同并公开

自己的身份，生活得积极而自信，充满创造的活力；而有些人会

出现认同困难，感到自卑、压抑、痛苦，生活在恐惧和挣扎之中；

有些人会幸运的拥有稳定的感情，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接纳；

有些人却在感情上屡屡受挫或被身边的人歧视和排斥。所以，

就像异性恋群体一样，同性恋群体中也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境遇

的差异，性取向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由“同性恋”这个身份

所引发的困惑和压力以及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

困境［２，４］。

高校是育人的机构，是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地方。所

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提供科学的信息和一个平等、尊重的环

境，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探索和身份的整合，处理自身需求和社

会环境的各种压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生命质量，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也有利于高校校园的和谐及稳定。

在高校中，辅导员是和学生交往最密切的人，是最了解学

生个别情况的教育者，是最适合对学生开展个性化辅导的人。

所以，笔者就辅导员如何对同性恋学生进行非问题导向的个性

化辅导做了如下思考。

!

　同性恋大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根据大学生性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进程，笔者将同性恋大学

生可能出现的问题归为以下四类。

１．１　自我探索时期可能出现的困惑
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在青少年时期，随着性的发育和成熟，

就可以很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普

遍对性的各种问题充满了好奇，对性的认识模糊而朦胧，对科

学的性知识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中国的性教育在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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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普遍缺失，所以青少年（包括大学生）对性的认识更多的来自

于自我体验、媒体和同伴交流，容易接收到一些不科学甚至是

错误的信息，引发困惑甚至苦恼。

例如：两个男生之间发生了意外的亲密行为，或一个女生

在情感上非常依赖于另一个女生，就一定是同性恋吗？同性恋

是可耻的，是病态的吗？对于类似这样关于同性恋概念的基本

问题，他们可能都难以得到科学而又具备育人意义的答案。

１．２　身份认同困难可能导致的问题
目前，社会和教育体系面向大众传播的信息，把每一个人

都想当然的认定为异性恋。这会让一个学生，在发现自己是同

性恋之后，感到自己是不正常的，对这个身份产生恐惧和排斥，

难以面对和整合。有些人会四处求医，寻求矫正；有些人会感

到罪恶、自卑，无法正视自己的需要；有些人变得回避、退缩，试

图将自己隐藏不见；有些人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归因在

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上。

排斥自身的性倾向不光会带来性和情感问题，长期的身份

认同困难会导致持续的内心冲突，引起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

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社会适应障碍等等。

１．３　身份认同后可能伴随的社会压力
身份认同是同性恋者要经历的重要一关，但不是最后一

关。当他们接受了自己性倾向之后，还将面对他人和社会的眼

光及评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

违反自然规律的反常性行为，是应受到道德谴责的，这使同性

恋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社会伦理困境，如被污名化及被歧

视。同时，同性恋者在我国法律地位模糊，国内很多学者将目

光聚焦在同性恋群体的婚姻权上，但目前我国的新婚姻法对同

性恋婚姻不置可否，使同性恋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压力位置。

为此，在目前的大学生同性恋群体中，是否公开自己的“同

性恋”身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尤其是是否向父母公开。

很多观念传统的父母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事情，无论隐

瞒或公开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此外，是否要假装和异性谈恋爱？是否只能和喜欢的同性

地下情？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他们脚下的荆棘，一路相伴，不

断令人感到烦恼和痛苦。

１．４　满足自身需要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除了性倾向和性活动与异性恋群体有差异之外，大学生同

性恋群体的情感需要并无特异，在恋爱时也会遇到异性恋者经

常遇到的各种问题。如因不能确定对方的心意（或性倾向）而

烦恼、矛盾；表白后遭到拒绝而受挫、痛苦；在相恋、相处时产生

矛盾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或恋人移情别恋；不知是否该发生性

行为，如果发生该如何自我保护，等等。

作为人类主流文化的异性恋群体，要想拥有一段稳定、和

谐并最终开花结果的感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或人人都有的

福分，作为非主流的同性恋群体，这就更难了。然而，大学生正

处在性活跃期，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是强烈的，但他们又是

冲动而不成熟的，可能会陷入混乱的关系和性行为中。这样的

问题也会发生在同性恋大学生群体中，而且可能更严重。

"

　辅导员在常规辅导中容易遇到的问题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和普通学生群体既有共性，又存在自身

的特殊性。当他们遇到困境，需要帮助时，往往比普通学生有

更多顾虑，更敏感。所以对他们进行辅导时，可能会遇到一些

问题。

２．１　辅导员缺乏此方面的相关知识
和中国大多数学生一样，大多数辅导员也没有接受过系统

而科学的性教育。这是靠“过来人”的经历，或曾经学习过的医

学知识，或在媒体上接触过的相关信息所不能弥补的。因为

“同性恋”是一个涉及生理反应、心理需求、亲密关系、社会角

色、价值观和行为表达等多方面内容的概念，要理解一个同性

恋者的处境，必需了解这每一方面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同时，大学生处在特殊的生理、心理发展阶段，他们既非孩

子又非成人，若想更好的帮助他们，了解此阶段的发展特点和

心理需求也是必需的。

另外，个性化辅导是一个助人、育人的过程，如何科学的助

人，有它自身的方法和规律（比如何时倾听，何时反馈；何时处

理情绪，何时改进行为等等）。我们只有在了解这些知识后，才

能用恰当的态度、行为来进行辅导，才能起到助人的作用，达到

育人的目的。

２．２　难以在情感上真正接纳同性恋学生
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情感反应，与我们对它的认识息

息相关。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群体都处在一种负性的

认识中，觉得他们不正常、有生理或心理疾病、违背自然规律和

伦理道德、应该被治疗或纠正等等。这些认识会让我们从情感

上对他们无法理解，产生排斥甚至厌恶，更忽视他们的需要和

权利。

有时我们通过更新脑海中的认识和信息，表面上接纳了他

们，但心里却始终是疏远的，相信他们是会给家庭蒙羞的，是无

法得到社会认可的，注定是命途多舛的，等等。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可以接受自己的朋友是同性恋者，但却难以接受自己的

孩子是同性恋者。

以上这些认识、态度，是将“同性恋”本身作为核心问题，带

有一种问题导向的眼光，缺乏接纳和支持。如果我们抱着这样

的态度，可想而知，是无法真正帮助他们的。

２．３　交流不顺畅、感到学生在回避甚至抗拒
这是我们在与学生交流时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因为我们往

往会先入为主的认为学生对老师应该是绝对信任和服从的，是

会有问必答、言之有物、言听计从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学生

都会轻易对老师敞开心扉。有些学生会对老师完全封闭，不相

信老师能理解甚至帮助到自己；有些学生会对老师留有戒心，

观察、试探老师的动机、态度；有些学生一开始很愿意交流，后

来却对老师有诸多不满和埋怨。

这些都是我们在与学生“建立关系”时可能出现的状况。

能够对学生持续产生有益影响的关系应该类似于心理咨询师

和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中立的、安全的、同盟的，是循序渐

进并保持必要距离的。只有当学生感受到这样一种关系时，才

有可能将内心世界与我们分享，并持续接受我们的影响。

２．４　了解学生的问题后，不知该站在何种立场、怎样帮助
如何有效的帮助一个遇到困境的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

曾对这个问题感到过力不从心。作为辅导员，面对一个向你倾

诉了困境的学生，可能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引发困境的现实状

况；也无法减轻他所经历的痛苦；更不能替他做出选择或决定，

那么我们要如何帮助他呢？

针对这个问题感到无可奈何，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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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于事情的结果，而忽略了产生结果的过程。当一个人

遇到困境时，需要别人的关注，需要倾诉自己的想法、感受，得

到理解和接纳，释放情绪压力，需要他人的观点或看问题的新

视角，需要通过讨论来梳理自己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

以给予的帮助。目的是使学生获得自助的力量和方法，并在这

个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成长。

#

　非问题导向的个性化辅导要点
综上所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同性恋大学生，有可能在发

展的道路上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需要辅导员的帮助和辅导。

如果我们以“同性恋”作为他们的问题，作为我们辅导的目标，

往往会将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对立面，很难被接纳和信任，自己

也会觉得无从做起、无力帮助。

所以，笔者倡导一种“非问题导向”的个性化辅导，不刻意

的将“同性恋”这个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只是把他们看作普通学

生，遇到了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困境，去关注于他们的

想法、感受、行为和境遇，以一种开放和支持性的态度去帮助，

促进他们的发展和自我成长。

具体辅导方法，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３．１　确定需要辅导的对象
从非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每一个同性恋学生都需

要辅导员的辅导。只有那些可能出现发展问题或遭遇生活困

境的学生，那些自己暂时无力解决所遇困难的学生，才需要

辅导。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多关注、留意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发

现可能需要帮助的学生；另一方面，对没有表现出明显问题的

同性恋学生，尽量不要区别对待，特殊关照。

３．２　了解个性化辅导所需的各方面知识
如前所述，要理解一个同性恋学生的处境，并对他或她进

行个性化辅导，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基础。包括同性

恋群体常见的生理反应、心理需求、亲密关系、社会角色、价值

观和行为表达等等。同时，还需了解大学阶段学生的发展特点

和心理需求，以及科学助人的方法和规律。

３．３　觉察到自己在与同性恋相关的人、事上的价值观
每个辅导员对于同性恋者都会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这些

是我们在与同性恋相关的人、事上的观念，需要觉察到它们，并

不断提醒自己观念和事实的区别，以防我们将自己的观念作为

事实或知识传递给学生，造成误导。

另外，非问题导向的个性化辅导需要一种开放的、非评判

的、支持性的态度去对待同性恋学生，并不是每个辅导员都适

合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所以，我们需要觉察自己的价值观，并

判断自己是否适合。

３．４　营造一个安全、接纳、循序渐进的交流氛围
交流是辅导的核心，我们希望通过良好的交流了解学生的

内心状况，并不断施加正性的影响。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交

流是否顺畅取决于双方的关系，对交流有益的关系应该是平等

的、中立的、安全的、同盟的，是循序渐进并保持必要距离的。

所谓平等，是指在交流中我们对学生的想法、感受、需要和

界限是尊重的，要充分的倾听和理解，不妄加评判也不强求改

变。所谓中立，是指我们在交流中既不能将自己的价值倾向强

加在学生身上，也不能完全被学生的观念、判断所左右，要尽量

区分观念与事实，帮助学生客观的面对外界和内心。所谓安

全，是指谈话的环境要相对私密，我们的态度是温和、开放、接

纳的，让学生感到可以表达自己而不会被看低或指责。所谓同

盟，是指我们要把自己定位于学生的合作者、支持者、盟友，要

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促进他们思考和探索，找到他们自己

的路，而不是否定他们，颠覆他们。所谓循序渐进，是指在交流

过程中由浅入深，把握步调，根据学生的反应推进谈话，不要让

他们感到需被迫说出心中所想，也不要急于提出建议或施加影

响。所谓保持必要的距离，是指在情感上和责任上不要卷入过

多，超过了老师和学生应有的界限，距离太近不仅不利于保持

客观中立，还容易使关系过密、情绪张力过高，不能对学生产生

持续的、稳定的有益影响。

３．５　提供心理支持并促进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非问题导向的个性化辅导没有一个标准的、既定的现实目

标，我们不试图改变那些引发困境的现实状况，也不会替学生

做出选择或决定。所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辅导的内容和过程

也会不同，不过方法是相通的。

首先通过关注、倾听、接纳、理解、澄清、共情等方法建立关

系、了解情况、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释放情绪压力，重获理

性思考的力量。然后通过讨论、分析、视角转换等方法，促进他

们思考和探索，帮助他们觉察并面对自己的需要，梳理存在的

问题，尝试并发现处理问题的新方法。

在这样的辅导中，我们需要提供准确、科学的信息并纠正

误区，帮助学生以一种尊重的、包容的、非评判的态度对待自

己，促进自我认同的发展，减轻内心冲突。引导他们学会判断

和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审视并调整自

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提升有效梳理自己内心活动并管理外在

行为的综合能力。最终使他们获得自助的力量和方法，并在这

个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成长。

３．６　把握辅导的范围和界限
任何辅导都不是全能的，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非问题导

向的个性化辅导适用于那些虽然遭遇困境，表现出某些情绪或

行为问题，但是心理发展水平还不太差的学生。他们能够与他

人建立信任、合作的关系，有动力自我探索和发展，能够觉察和

表达自己的内心活动，有一定的意志力。

对于那些可能已经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比如状态非

常消沉、丧失自助动力，很难和他人建立关系、产生信任，对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缺乏觉察、表述不清，缺乏对自己的责任、完全

依赖他人，对自身问题持续回避、难以面对，等等，我们需要转

介至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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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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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四川省９０后大学生性知识、性行为、性教育的现状，为开展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提
供理论依据，探讨符合实际的教育方法和对策。方法：采用自编大学生性健康现状调查问卷，分阶段分层随

机抽样抽取样本对四川省６００名本科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性教育的重要性与现状亟待引起特别关
注，高校应加强对９０后大学生的系统全面的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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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９０后已普遍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９０后大学生的
性心理教育进展如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人格的形

成与完善，对他们性观念的关注与及时进行性教育无疑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１］。许多学者对９０后大学生的性健康状况，
极为关注并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性健康知

识［２］，接受调查的大学生都普遍缺乏卫生生理知识及性知

识［３，４］。从大量研究结果来看，单纯性节制观和传统的生殖健

康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的状况，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有待

改进和完善，寻求具有针对性的高校性教育理论与方法尤为

重要。

!

　调查对象与方法
为了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性健康现状并对此作出合理建

议，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７月对四川省４所（选取师范院校２
所、工科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各１所）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本
问卷采取无记名的方式进行调查，在调查开始前由经培训的调

查员（课题组成员３人和辅导员８人）分别向学生宣读指导语，



·９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调查时要求每位学生保持相对独立空间，学生答题完毕，统一

交卷。在本科生中每年级分别发放问卷 １５０份，共发放问卷
６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１２份，其中男生２１８份，女生２９４份，回
收率８５３％，问卷涉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家庭性教育情况，学
校性教育情况，相关行为等方面。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涉及生理与卫生知识、性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知识３个方
面。其中生理与卫生知识设计１２个相关知识点，调查内容包括
性器官的构造、功能、特征、遗精、月经、怀孕、生育等，男生正确

回答率６２％，女生正确回答率６８％，无明显差异，从总体来看，
当代大学生对性生理卫生知识明显欠缺。性病艾滋病知识７个
知识点，调查内容涉及感染途径、症状、原因、检测方法等知识，

男生正确回答率３８％，女生正确回答率３４％，可见大学生对于
性病艾滋病知识了解较少。避孕知识调查内容涉及避孕方法、

避孕药物、人工流产、避孕药具等知识，在这方面大学生知识了

解明显不足，对避孕说法７个知识点回答上模棱两可，选择不知
道一项占２６％。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高年级正确率高于低

年级，但无明显差异，说明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性知识教育。特

别是部分男生对遗精、女生对月经没有正确的认识，还处于迷

茫的阶段。这要求高校加强对大学生的性知识的教育和引导。

２２ 性知识的来源

在“你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看法”上，１２％选择“很
好奇”，６３％选择“客观知识，很重要，想知道”，说明在大学生性
知识缺乏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学生对性知识呈现渴望的态

度。但在“假如你有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疑惑和顾虑，你愿意

向谁或向何处求助解答疑惑？”上，大学生选择途径比例从高到

低分别是同性朋友、网络、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兄弟姐妹、恋

人、异性朋友、老师、父母、专业机构人员，说明当代大学生遇到

疑惑和顾虑的时候多从同性朋友和网络获得帮助，值得注意的

是老师和父母排序靠后，充分说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大学

生性知识来源方面存在缺失，不利于教育主渠道的正确引导和

帮助。

在“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选择项中

选择最多的项目为“网络”、“书籍报刊杂志”、“讲座上课”，占

所列８种渠道的８４％，而对“参加讨论活动（如主题班会、参观、
游戏）”、“咨询、个别交流”选择较少，说明大学生更愿意以个体

方式获取相关的知识，对具有互动性和群体性的方式还存在心

理上的不认同。

２３ 性教育情况

家庭性教育情况，从统计分析来看，父母对子女的性教育

形势不容乐观，调查反应出７２％的大学生均未向父母咨询过人
体生理知识、性心理知识、生育知识、避孕人工流产知识、生殖

道感染知识、性道德和性伦理知识、性骚扰知识，但６０％的大学
生曾与父母亲讨论过友情、爱情与婚姻的话题，其中女生向母

亲交流性方面的知识明显高于男生与父亲、女生与父亲、男生

与母亲。在“你为何未向父母亲咨询相关知识”的选择项中集

中于“不好意思问”（５３％），“我想父母不会告诉我”（２６％），
“父母会训斥我”（１３％），在涉及性知识方面，大学生与父母之
间的交流沟通较少，还不能自然随意地和父母进行沟通了解。

家庭教育在客观上对于大学生性生理与性心理同步健康发展

引导方面呈现明显不足。

学校性教育情况不容乐观，在“你对学校性教育或青春期

教育的总体感觉如何”选择项上，“收获很多”（５％），“收获较
多”（１１％），“收获较少”（４３％），“没有收获”（２６％），“没有印
象”（１５％），说明高校在对当代大学生性教育和青春期教育方
面未能给予足够的指导，引导当代大学生生理和心理同步发展

方面仍需加强教育和指导。在“学校性教育和青春期教育采取

什么形式”问题上，被调查者各选项差异不大，对“讲课”、“放录

像”、“讲座”、“组织讨论或活动”、“发材料”、“开设咨询室”、

“宣传栏”等形式均做出了选择，说明大学生认同的性教育方式

存在个体差异，这就要求高校要采取多样化的性教育方式［５］。

２４　自我评价与态度
大学生在性认知观念上，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同态度，在“你

对未婚同居并发生性行为的看法”选择项中，男生“觉得无所

谓”比例４３％高于女生２９％，男生“认为不好但能接受”比例
３８％高于女生２４％ ，男生“不能接受”比例１５％明显低于女生
３２％ ，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从心
理认知角度男生相对于女生更能接受同居，在思想观念上相对

更加开放，而女生相对保守，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出自我保护意

识。这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子的贞操观的影响，另一

方面源于女性发生性行为可能产生较男性更严重的后果［６］。

大学生对于同居的态度与燕安［７］调查数据对比分析来看，

对同居观念上接受的程度呈上升趋势。从不同专业的角度来

看，艺体、文科类大学生比理科、工科类大学生对同居的认可度

相对较高。从不同年级角度来看，高年级大学生比低年级大学

生对同居的认可度相对较高，随着自身生理和意识的发展，对

性的宽容和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

对“同性恋”的看法中，“是不正常的行为，不能接受”占

３４％，“是不正常的行为，但可以接受”占９％，“是正常的行为，
但不能接受”占４３％，“是正常的行为，可以接受”１１％，“不知
道”占３％，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好的认知能力，在对“同性
恋”现象上有较清晰的自我判断能力，对“同性恋”普遍执宽容

的态度。

#

　讨论与建议
大学生是一个爱情观和性观念不断形成和发展迅速的群

体，也是一个生理和性心理日趋成熟的群体［６］，但通过本次调

查，充分显示出当代大学生普遍未接受全面系统的性知识教

育，缺乏相应的性教育知识。从年龄结构来看，大学生普遍已

经达到适婚年龄，性教育落后于性发育。高校和家庭在性教育

方面存在很大的空间，不仅应完善当代大学的性知识的教育，

也应加强对当代大学生性观念的引导，使其具备全面的性知

识，正确的性观念，健康的性行为。

部分现象应引起教育工作者的特别注意，从调查中发现，

第一、目前存在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的烦恼，女生１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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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男生７％，同性别之间的个体产生爱慕、情感、性吸引及性行
为的现象。第二、在５２名应答有过性经历男女同学交友的个数
结果上看，有８名同时交往２～３人，３名交往超过３人。第三、
２３名女生应答有过性经历，在怀孕结局均选择“人工流产”，其
中“公立医院”８名，“合法民营医院”６名，“地下诊所”９名，这
一现象存在较大的风险因素，一是怀孕后心理因素上紧张，往

往体现出不知所措的状态，二是对女生的身体伤害较大，三是

由于张贴的广告和自己经费的原因选择“地下诊所”，怀孕处理

不当会对当事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伤害。第四、男生应答生殖系

统异常情况较少，仅５人，主要为“尿急”、“尿频”二种症状，而
女生应答生殖系统异常为１３人，主要为“外阴瘙痒”、“分泌物
增多”、“分泌物有异味”，对于以上异常情况，“医生是否做出过

如下诊断”选择项中，应答“宫颈炎”、“阴道炎”。对于这类个体

应引起关注和指导。

３．１　高校应成为当代大学生性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应成为大
学生性教育的主渠道

　　大学四年是大学生人生中宝贵且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
高校学生正处于性活跃阶段，虽然有学校规章制度的限制，道

德观念的束缚，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仍是无法避免的。加之发

生婚前性行为的年龄都较小，故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８］。当代

大学生具有对包括性知识的知识的渴望，而大学四年主要在高

校度过，这个时期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刻，所以高校应着力

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和性教育观，为成当代大学

生获取性教育知识的主阵地。但仅仅高校的力量还不够，虽然

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和普及性的特点，但单纯的学校性教育却

缺乏照顾学生的个体性，这就需要整合社会、家庭的性教育，构

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性教育实施体系。

３．２　构建完善的当代大学生性教育知识体系
从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的基

本知识仍然相当缺乏，如何提升大学生性知识的完善性，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是当前基本而紧迫的事情。对不同类型的高校，

有针对性的建立适合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性教育知识体系，

是符合当前大学生的需求的。性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包

括性知识、性心理、性行为、性道德、性法律等多层次内容［９］，应

建立起能够指导大学生学习如何生活的性教育知识体系［１０］。

３．３　拓展当代大学生性教育的渠道，丰富性教育的载体
调查反应出当代大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未能很好的获取相

关知识，其中“获取较少”与“没有获取”占６９％，这与目前高校
在这方面所做工作成效相吻合。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

选修课、组织专题讲座、开展主题班会等形式，针对个别学生开

设性心理健康咨询室，建立 ＱＱ聊天、网络论坛沟通渠道，将课
内与课外教育相结合，整体教育与个别心理疏导相结合，营造

全方位、全覆盖的教育平台。教师应主动、积极、正面地与大学

生在性问题上进行交流，理解和倾听他们的需求与烦恼，解决

思想上的困惑，从而减少危险性行为的发生［１１］，引导学生树立

健康的性观念、性道德、性法律意识。

３．４　加强个别学生的引导，建立特殊学生群体指导机制
针对前述４个特别应引起注意的问题，遇到类似事情当事

人多不愿意向同学特别是老师述说，高校在掌握具体数据和对

象上比较困难，而这类事情又对当事人身心可能会造成影响，

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就需要高校根据

实际情况，通过恰当的渠道了解掌握，建立预防机制、心理引导

机制、关怀帮扶机制，引导大学生在异性交往中建构合理的性

别角色意识和性别行为模式，树立健康的恋爱观，在遇到问题

时能适时寻求帮助并通过最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解决。

总之，对大学生的性教育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高校应

发挥对当代大学生性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采取完善系

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引领当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主流，培

养当代大学生具有完备的性知识，健全的性心理，树立起健康

的性意识和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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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Ｓｅｘ－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ｙ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ｉ－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Ｓｅｘ，ｍ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ｈａｖｉｎｇｍｏｒｅｓｅｘ
ｃａｎｈｅｌｐｐｅｏｐｌｅｌｏｏｋ＆ｆｅｅｌ１０ｙｅａｒｓｙｏｕｎｇｅｒ；ｃａｎｈｅｌｐｋｅｅｐ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ｙｏｕｎｇ；ｃａｎｈｅｌｐ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ｖｅｌｏｎｇｅｒ，ｂ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ｅｈａｐｐｉｅｒ．

Ｓ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ｓ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ｄ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４ｏｒｍｏｒｅ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ｗｅｅｋ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２０’ｓ，３０’ｓａｎｄ４０’ｓｈａｄａ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Ｇｉｌ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ｂｙＬｅｉｔｚ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ａｔ
ｌｅａｓｔ２１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ｏｎ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ｈｕｍａｎ（１９８７），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ｉｎＳｔｕａｒｔＢｒｏｄｙ’ｓｂｏｏｋ
ＳｅｘａｔＲｉｓｋ，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ｄ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ｓｈａｄｈａｌｆ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

Ｓｅｘ－ｒｅｄｕｃｅｓｒｉｓｋ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ｘ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ｕｒｅｌｌ（１９９５）．

Ｎｕｎ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ｈａｖｅ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Ｆｒａｕｎｍｅｎｉ，１９６９）．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Ｌê，ｅｔａｌ
（１９８９），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ｏｒｎｏｓｅｘｈａｄ３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Ｒｏ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６），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ｓｅｍｅｎｗｈｏ
ｕｓｅｄｃｏｎｄｏｍｓｏｒ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ｎｏｔ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ａｔａｌｌ，ｈａｄａ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ａｔｅ５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ｘ－Ｇｏｏｄ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ｔｕｄｙｂｙＡｂｒａｍｏｖ（１９７２－１９７５），ｏｆ１００Ｉｓｒｅａｌｉ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４０－６０，ｗｈｏｈａｄｈｅａｒ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ｃｋ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ａｔ
ｔａｃｋ－６５％ ｏｆ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ｈｏｗ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ａｃｋ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ｏｈ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ｅｎｅｎ
ｇａｇｅｄｉｎ：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ｎｄｔｗｏｉｎ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ｏｎｔｏｐａｎｄｗｏｍａｎｏｎｔｏｐ）．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ｇｒｅａｔｅｒｏｘｙ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ｔｏｒ
ｇａｓｍ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ｅｘ－ＨｅｌｐｓｗｉｔｈＰａｉｎＲｅｌｉｅｆ
Ｅｌｌｉｓｏｎ，ｉｎｈｅｒｂｏｏｋＷｏｍｅ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０），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ｈｅｌｐｒｅｄｕｃ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ｒａｍｐｓ．
ＡｎｄａｓｔｕｄｙｂｙＣｏｕｃｈ＆Ｂｅａｒｓｓ（１９９０）ｓｈｏｗｅｄｒｅｌｉｅｆｆｒｏｍ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７０％ ｏｆｔｈｅ８２
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ｉｒｓｔｕ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ｈａｖｉｎｇｈａｄｓ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ｍｉ
ｇｒａｉｎｅ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ｈａｌｆ（４７％）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ｌｅａｓｔ
ｓｏｍｅｒｅｌｉｅ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ｅｘａｎｄ１７．５％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ｌｉｅ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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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Ｈｅｌｐ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ｅｌｖ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ｅｘｃａｎａｌｓｏｈｅｌｐ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ａｆｔｅｒｅ
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ｓ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Ｕ
ｓｉｎｇｃｏｎｄｏｍｓ，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ｅｄ，ｄｅｐｒｉｖｅｓｗｏｍｅｎｏｆ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ｅｘ－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ｔｕｄｙｂｙ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ｂｏｄ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ｂｙ
ａｓｋ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ｙｏｕｎｇＢｅｌｇｉａｎｗｏｍｅｎｔｏｂｅｖｉｄｅｏｔａｐ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ｗａｓｊｕｄｇｅｄｂｙｔｒａｉｎｅｄｓｅｘ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ｂｌｉｎｄｔｏｔｈｅｉ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ｇａｉｔｏｆ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ｙｏｒｇａｓｍｉｃｗｏｍｅｎ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ｂｅ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ｆｌｕｉｄ
ｉｔｙ，ｅｎｅｒｇｙ，ｓｅｎｓ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ｅｘ－ＧｏｏｄｆｏｒＢｅｔｔｅｒＳｌｅｅｐ＆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ｌｉｅｆ
Ｏｒｇａｓｍｓｈａｖｅａｓｅｄ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ｄｅｎｔ，１９９９）ｗｈｉｃｈｉｓｑｕｉｔｅ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ａｍｏｎｇｓｔｍｅｎ，ｂｕｔａｓｔｕｄｙｂｙＥｌｌｉｓｏｎ（２０００）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３２％ ｏｆｔｈｅ１，８６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ｄｉｄｓｏｔｏｈｅｌｐｔｈｅｍｆａｌｌａｓｌｅｅｐ．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ｗｈｉｌｓｔｍａｋｉｎｇｌｏｖｅ，ｉｓａｌｓｏｓａｉｄｔｏｂ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ｒｎｅｔｓｋｉ＆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２００１）．

Ｓｅｘ－Ｇｒｅａｔ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ｗｅｄ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ｂｏｔｈｍｅｎ’ｓ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Ｂｒｏｄｙ／Ｃｏｓｔａ，
２００９）．

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ｏｒｓ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ｅｒ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
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ｄｏｍｓ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Ｇａｌｌｕｐ＆Ｂｕｒｃｈ，２００２）．

Ｓｅｘ－ＧｏｏｄｆｏｒＨｏｔＦｌａｓｈｅｓ
Ａ２００７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ｗｏｍｅｎ，ａｇ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０－５５ｙｅａｒｓ，

ｗｈ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ｈｏｔｆｌｕｓｈ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ｘａｔｌｅａｓｔｏｎｃｅｗｅｅｋｌｙｌｅｓｓｅｎｓ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ｈｏｔｆ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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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医药》杂志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中国当代医药》杂志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保健协会、当代创新（北京）医药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医药卫生专

业期刊，本刊已被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全文收录，系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现为旬刊，国内刊号：ＣＮ１１－５７８６／Ｒ，国际刊号：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７２１，邮发
代号：２－５１５，定价：每期２０元，通过本刊发行部订阅全年３６期杂志优惠价为５４０元。

主要栏目：研究进展、论著、短篇论著、临床研究、药理与毒理、药品鉴定、药物与临床、麻醉与镇痛、医学检验、影像与介入、中医

中药、护理研究、工作探讨、医护论坛等５０多个栏目。根据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学分
授予标准，在本刊发表的论文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本刊出版周期短，来稿无论录用与否均在短期内告知作者。对省、部级以上部门立项的科研论文以及本刊订户的论文予以优

先刊登。本刊订户凭订阅单复印件投稿，同等条件优先录用。欢迎各医药单位、院校、厂家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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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周正猷（１９４２－），男，主任医师、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咨
询、婚姻咨询及相关研究工作。

·性心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３４

一见钟情是人类爱情深层的基础
周正猷　周峪锌　金宁宁
南京都市心理咨询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笔者在总结分析３０年的婚恋咨询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爱的丰满是人类爱情的显著标
志；情爱之中，亲情是重要的基础。一见钟情说明，现实中的他（她）是自己亲人的替身。正是这位替身让自

己回归那美好的幼年受到亲人疼爱的岁月，跟类似自己初恋亲人的恋人在一起，唤醒了幼年浓郁的亲情，激

发了对最亲亲人的初恋的潜意识能量；同时又有了现时恋情和性吸引、人类性爱的参与，那感觉真是又亲又

爱。幼年的体验和现时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性爱＋情爱＋亲情之爱”，这是爱情最丰满的模式、最高
的境界和最巅峰的体验。

【关键词】　一见钟情；爱之图；爱情；亲情；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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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认为一见钟情是人类爱情的良好开端，其产生是因
为对方符合了自己脑中的“爱之图”。但一见钟情、爱之图与爱

情和婚姻到底有何相关，人们还颇有争议。笔者根据婚恋咨询

大量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早年浓郁的亲情和原欲决定了

爱之图，现实中爱之图的对应，出现了一见钟情，说明亲情和原

欲是产生一见钟情的原因。从现象上来说，一见钟情就是爱情

的深层的基础，从而提出人类爱情最完满的模式，以期对提高

人类婚姻质量做出新的努力。

!

　一见钟情和“爱之图”的基础是亲情和原欲)!*

在我国人相恋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承认有“一见钟情”现

象。而在西方有学者早已提出过存在“爱之图”一说。爱之图

和一见钟情既不谋而合，是同一回事，又相互佐证。人们不否

认“一见钟情”的存在，也不否定“爱之图”的假设。

爱之图和一见钟情看起来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又有一定的

区别。西方人更重（性）爱，中国人更重亲情（爱）。可以看成是

潜意识层面的两种需要，其一是对幼年性爱的需要（原欲），即

“爱之图”；其二是对幼年亲情的回归，希望与亲（情）人“一见

钟情”。爱之图和一见钟情又是密不可分的，雷同于成人的爱

和情的关系。儿童更需要安全和呵护，浓郁的亲情是基础，没

有亲情的原欲是不存在的。但原欲又是一种原始的性爱，绝不

是单一的亲情，而是亲情、恋情、性爱混合的一种情感体验。中

国人说的一见钟情主要代表了恋情和亲情，因为中国人不喜欢

说儿童也有性爱。我们不妨把一见钟情称为“情之图”。当然，

也不否认爱之图只是潜意识的一种存在，而一见钟情是现实中

发生爱之图对应时，出现在意识层面的一种情感体验。爱之图

和一见钟情的说法大同小异，其实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就是幼

年的亲情和基于亲情的对主要是异性父母的初恋（原欲）。我

们研究一见钟情的主要目标就是关注早年的亲情和原欲对成

年后婚恋的影响。

人类有史以来，文化歌颂的不衰的主题是人类的爱情，国

内国外都有很多终生相爱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很多爱情故

事大都是“一见钟情”而开头的。在我国，尤其是在过去的年

代，受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影响，女孩子在家很少出门，偶尔出

门或与家人上了庙会，看了花灯，就陷入了爱情的漩涡。国外

人时兴的旅途恋、邂逅相恋等等，也多基于“一见钟情”的基础。

这些已无异于告诉人们，基于早年的亲情和原欲而产生的一见

钟情正是爱情的深层的基础。

"

　爱之图类型突显潜意识中的亲情和原欲
我们在“一见钟情初析”一文中［１］，根据大量一见钟情的案

例分析，从个人早期成长的家庭背景，从爱之图的原型、爱之图

情感特点、爱之图性质等特征，把爱之图分成不同的类别。但

每一种分类都有其早期亲情浓郁的背景，早期亲情浓郁的亲人

或扶养者，在其跟孩子最亲密接触的那些时间的相貌、体态、行

为、举止，与孩子亲密的程度，情爱的付予和接纳的方式，及其

跟孩子相处的模式，身体接触的方式和频度以及其他特征，构

成了孩子心目中的爱之图的雏形。根据早年不同的成长背景，

分析不同爱之图的特点如下。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１０５　　·

２．１　祖父、祖母型爱之图
孩子从小的抚养人主要是（外）祖父母，（外）祖父母给孩子

的关心爱护特别多，孩子对（外）祖父母的亲情和爱恋特别浓

重，成年后对相似于（外）祖父母的异性产生好感或爱意。女孩

更容易发生，成年后遇到一位成熟、成功，又年长的象她祖父的

男人，会更符合她的“爱之图”。

２．２　父亲、母亲型爱之图
一般情况而言，父母不仅孕育了孩子，还要精心的爱护和

抚养孩子，不仅培育了浓郁的亲情，而且培植了相互浓烈的依

恋情感；长期的共同生活，相互肤体的密切接触，双方都有性和

爱的满足，尤在异性亲子间，特别是孩子的感受会非常的强烈，

放肆的享受着原欲的满足，异性父母自然就成为孩子的原欲对

象。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儿子会有恋母情结，女儿会有恋父

情感，甚至会影响他们日后的婚姻生活。

２．３　哥哥、姐姐型爱之图
年幼时，同辈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尤其是父母对

孩子的影响相对减弱的家庭，同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对更大，

主要指兄对妹、姐对弟的影响。在弟妹出生以后，哥或姐自然

参与了弟妹的抚养和保护，弟妹对来源于兄姐的抚爱、呵护感

受深刻，回报以相应的兄姐最适应的关心和爱意，从而留下深

刻的印象。

我国人最多见的婚配年龄模式是男大女小，可能说明兄妹

型是最常见的爱之图模型。现代人姐弟恋在增加，这种婚恋模

式可能是因为现代人独生子女多，女孩常学妈的强势，儿子又

恋妈和妈的强势，他们的配对自然更合适女大男小。

２．４　其他抚养人型爱之图
抚养孩子的人包含亲属中的抚养人和非亲属的抚养人（女

保姆等），亦可奠定爱之图的基本框架。

２．５　师型、星型爱之图
孩子早期在与老师的相处中，或在欣赏明星的角色时，发

生了异常深刻的情感震撼或移情，从而构建爱之图的原型。特

别是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偶像，形成爱之图似更容易。

２．６　复合型的爱之图
可以是两位以上亲人或非亲人原型的复合。

爱之图的不同类别又反过来证明其人的亲情需要和原欲

对象［２，３］，原欲对象又是主要由亲情所决定，所以是什么样的亲

人给予的什么样的亲情是出现一见钟情的决定性的因素。事

实上，非父母型爱之图虽然是少数人，但是说明他们需要的不

是父母的亲情，原欲对象也不是父母，而是从小给他、她亲情最

多的非父母的亲人或其他人。如果从小没有专一的亲情和原

欲对象，则有可能是师型、星型爱之图或复合型的爱之图，此类

人的亲情和原欲对象相对不确定。

#

　持久的一见钟情是美满爱情的基础
其实，绝大多数人的爱之图主要就是亲人之图，尤其是父

母之图，亲情最浓重的，肤体接触最多的，性爱最浓的亲人之

图。现实中的恋人越是符合爱之图，双方亲情和原欲的契合程

度，也就是爱之图对应的程度，决定了一见钟情的深浅。情爱

的契合程度越好，亲情和原欲的满足越到位，一见钟情感就越

明显，说明亲情和原欲是一见钟情的基础。持久的一见钟情又

是爱情中的极品，亲情和原欲自然就成了爱情最重要的基础。

可以说有爱之图的一见钟情，对方虽然只是象自己最亲近

的最爱的亲人，但能让自己回到小时与亲人相伴时既有亲情又

有恋情的美好感觉之中，无限亲切，充满关爱，安全温暖……在

由爱之图（自己亲人的替身）导引出的亲情和幼时恋异性父母

的性爱（原欲）基础上，加上现时对异性的恋情而产生一见

钟情。

有一见钟情是爱情良好的开端，若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远

视者钟情，近视仍钟情，越看越真，钟情越深，这就是真正的“一

见钟情”；若又能保持并不断提升，更是婚姻匹配的最佳组合。

有人认为一见钟情是短暂的瞬间的激情。其实不是，调查认为

有７０％男性及８０％女性曾有过一见钟情，多数发生在２０岁左
右，结婚或长期维持恋情的占７０％（结婚的占５５％）。在离婚
率超过５０％的美国，一见钟情并结婚的夫妇中男性的离婚率在
２０％，女性在１０％以下。说明一见钟情虽是“命中注定”，但也
确实可贵。

一见钟情的持久存在或者是不断提升，可以淡化其他不适

合匹配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恋爱中有晕轮效应，情人眼里

出西施，深厚的感情可以淡化甚至掩盖一个人的缺点、不足，而

放大其优势形成“光环”。

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了要科学择偶，帮助当事人寻找“爱之

图”，努力争取互为爱之图的最佳婚恋匹配模式。并且一直在

研究寻找“爱之图”的具体方法，努力研制开发婚恋匹配测试软

件系统，以期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具有“爱之图”的最佳配偶。

+

　夫妻相也说明亲情和原欲与爱情相关)+*

“女大十八变”，说的就是人的相貌是能变的。美国一位研

究人类相貌学的学者雷伯特．惠斯泰尔调查发现，人的相貌能
变，是后天文化因素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学来的。他指出，初生

婴儿的相貌都差不多，几乎没有明显的面部特征。他们通过以

后的观察，模仿自己身边的亲属及其他人，逐渐学会安置自己

的相貌位置与形态。例如，把眉毛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嘴唇、鼻

子也都按大脑中的脸谱图（主要是同性父母的）发育；嘴的外型

就不是生来就确定的，它要等到恒牙出全后才能确定，许多人

进入青春期后才能定型。

孩子一出生最亲密接触的就是父母（或抚养人），父母的相

貌和父母为孩子提供的视觉环境，左右了孩子对自己相貌的塑

造，父母或抚养人的脸谱就成了孩子脸谱发育的模型，孩子也

就越长越像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部分更像父亲，一部分

更像母亲或其他抚养人。

人到成年以后相貌还会再变，成人后则会以崇敬和爱恋的

对方的相貌模型而来改造自己。恩爱夫妻，长相厮守，共同生

活几十年，在天天赞赏对方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改造自己的

相貌，于是越变越像。究其原理应该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互动

效应，观察、赞赏对方的美丽，同时就会产生与对方一样美丽的

心理期望，这求美的意念会无形中影响生理的相貌改造、调整

的过程，日积月累，逐渐发展而成夫妻相。

一位社会学家在追踪研究了数百对夫妇的婚姻生活情况

之后，注意到一个出人意外的事实：凡是夫妻感情浓郁、和和睦

睦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相貌会越来越接近———更趋向于双方

优势美的一种组合。反过来则可以说夫妇越长越像或者说能

评上最佳夫妻相的夫妇才是最好的夫妻，说明他们的关系最纯

真、最美好，这样的夫妻肯定有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相依相恋

的真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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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相互有一见钟情感觉的案例的分析发现，他们几乎

都有相貌特征上的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夫妻相和一见钟情相

伴而生，正是因为它们有潜意识中的亲情和原欲的共同基础。

夫妻相形成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更相像的人更相爱，因

为女方有更像母亲的因素，而男方有更像父亲的因素，相对于

双方而言，产生爱恋、钟情的情感因素的基础存在更多，钟情

的、相爱的感觉就更易产生，或者更为强烈，爱情就会更浓烈，

更持久。

可以说夫妻相是相互有更相像的基础和相爱后长期保持

晕轮效应的结果。夫妻相的现实还只是从外表的相貌特征的

相似性与爱情显著相关性的说明。我的相貌是我父、母或他们

像素的综合，我和他（她）相貌越相似，说明他（她）和我父、母越

相似，自然会更符合我的爱之图，亲情的成分越多，一见钟情的

程度自然越明显。

,

　（隐）含有亲情的爱情最完满
我们在《人类爱情内涵初探》［４］一文中就提出了，人类爱情

是人类性爱和情爱的结合。情爱是友情、恋情、亲情三情之结

合，是人类情爱的最高境界，含有亲情或替代亲情的爱情最

完满。

亲情，特指亲人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感情。“亲情”重在“情”

字，可以有血缘关系。但不是亲人也可以有亲情。更主要是早

年的依存关系、互助互爱的关系培养起来的。亲情重于恋情和

友情，是爱情的基础，是产生一见钟情的潜意识根源。

我们的研究证明，情爱类型的契合决定爱情真伪 。一位从

小出生于父爱浓重的家庭的女孩找了一位母爱浓重家庭出生

的具有恋母情感的男人，他们的情爱类型契合不良，可能仅有

性爱而无情爱，爱情不真。倘若这位女孩与比她大的具有父型

情感的男人相爱，他们情爱类型的契合度最好，他们的爱情也

就很真。一见钟情的基础就是情爱类型的最佳契合，所以可以

说含有浓郁亲情或替代亲情的一见钟情就是爱情深层的坚实

基础［５］。

我们多年对婚姻的研究，非常明显的发现，要建立幸福婚

姻首先要找到真爱，找到真情，人类最完满的爱情中必须包含

着亲情。只有一见钟情之中才隐含着更多亲情，所以我们相

信，一见钟情是爱情的深层基础，持久的一见钟情是幸福婚姻

的决定性要素。

亲情既如此重要，最好在择偶时就有亲情，越浓越好。倘

若婚前没有或只有很淡的亲情，婚后就需要努力培植亲情，尤

其是在有了孩子以后，因为孩子的存在，夫妻之间在浓郁的友

情、恋情基础上，增加了非血缘的间接亲情，诸情的升华、转化，

相互的促进，随着爱情的深化和发展，亲情自然也就越来越浓

郁，婚姻也就越来越美好。

-

　原欲的替代性满足是爱情追求的核心
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说过，人在６岁以前都是哺乳动物，６

岁以后才发育成人类儿童，即是说，６岁前孩子没有乱伦禁忌，
他们是完全自然而又真诚地爱恋着父母或其他抚养人，并在与

他们的一切亲密接触中享受着儿童性爱的满足［６］。孩子的原

欲就是在浓郁亲情的基础上得到了最好的满足。严格说起来，

能满足孩子初恋的父母或其他抚养人才是孩子真正意义上的

初恋情人，所以说，原欲在潜意识中的能量是巨大的。根据弗

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原欲的潜意识能量足以影响成年后对爱

情追求的一切行为。

弗洛伊德认为［７，８］，在青春期生理发育尚未到来之前，儿童

对父母的爱的本身隐藏着一种性的欲求，即所谓的恋父恋母倾

向。如果心性发展不够顺畅，成年后选择其性对象时亦常以童

年期间的原欲所爱的对象为对象。然而因生理性成熟的后延，

又由于成年后接受了人类有乱伦禁忌的文化影响，还有三代血

亲之内不得结婚的法律条文的制约，且从儿童到成人有充分的

时间足以建立其防止乱伦的道德屏障，或者是形成其他的抑制

机制，在其性对象的选择中，自然会排除其所爱恋的亲人。

若在成人后遇到跟乱伦无关的又酷似亲人的恋爱对象，这

现实中的他（她）只是自己亲人的替身，又正是这位替身的存

在，让自己回归那些幼年受到亲人疼爱的美好岁月。跟类似自

己初恋亲人的恋人在一起，唤醒了幼年浓郁的亲情；激发了对

最亲亲人的初恋的潜意识能量，又有了现时恋情和性吸引、人

类性爱的参与，即是说在亲情的安全、温暖和幸福体验的背景

下，再体验与原欲叠加的成人性爱和恋情之爱的心理震撼，爱

情的体验无与伦比，完美至极。

在人类的婚姻史中，流行过所谓血亲婚，时至今日还有表

兄妹结婚亲上加亲的说法，都是人类爱情中应该具有亲情回归

和原欲满足的说明［２］。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所谓的一见钟情

的爱情，替代的亲情和原欲的能量，导引出只要一见就能钟情

的结果。就实质而言，亲情和原欲是爱情的基础；就表象而言，

一见钟情表达了爱情深层的基础。

.

　亲情的发掘和培植提升爱情体验
根据现有的婚姻质量的有关调查证明，婚姻中真正有爱情

的夫妻实在是少数。可见现有的婚姻只是一种社会的性制约

形式而已，并不是人类最合理的婚姻。人们早就注意到，所谓

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十年危机”等等，婚后感情平淡，

矛盾滋生，问题不断，甚至认婚姻为爱情之坟墓。咎其根源，仍

是因为大多数人的婚姻是没有坚实的潜意识基础的。他们的

配合，既没有“爱之图”的偶合，也缺少”情之图“的互惠互补，婚

后磨合也宣告失败，致９０％以上的男女在自己的婚姻中不能享
受一辈子的人类爱情生活。难道这能证明现代婚姻的合理性

吗？难道不能说大多数人的婚姻还只是停留在动物性吸引层

面上的吗？［９］

很多夫妻婚前就没有明显的一见钟情感，或者说每对恋

人、每对夫妻在恋爱期、新婚期相互的爱恋肯定是存在的，只是

程度上够不上一见钟情，所以婚后生活会平平淡淡，或者会发

生婚姻危机，出现婚外恋情。研究其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

为他们即使在婚后，依然有很多的机会与自己“爱之图”有不同

相似程度的对象相遇，而因此会产生各种程度的婚外恋情。对

超出夫妻“爱之图”越多的婚外对象，越有可能发展为婚外恋

情，并足以破坏婚姻。尤其是女方，一旦红杏出墙，会有“驷马

难追”之势，结果常常苦不堪言。

要提升人类婚姻的层次，提高人类婚姻质量，绝不是只讲

伦理道德、责任义务就能达到目标的，而是要认真从当事人的

早期成长背景研究其潜意识层面的亲情和原欲，即“爱之图”和

“情之图”，根据这两图寻找自己的真爱和真情的一见钟情对

象，进入恋爱的过程。恋爱的过程也是培养感情的过程，是增

进相互的了解，发现优势更多相似的过程，也是劣势互补的实

习或训练过程，是两个人全面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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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婚姻目标的实施，实际生活的平淡，复杂的家庭关系

的影响和夫妻交往技巧问题等，都会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夫妻

关系。人们都希望更多的是正面影响，深化夫妻感情，保鲜爱

情并发展爱情，不断提高婚姻质量。

婚后夫妻相处不仅是心理上的相互宽容或相溶，性格脾

气、行为习惯的相互适应、互帮互助，性生活的和谐，感情生活

的相依相伴，更重要的是不断发掘和培植亲情，互相把对方作

为自己最亲的亲人，甜蜜的相处终生，真正使夫妻从生理心理

到感情、精神、心灵的全方位的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使爱情得

以可持续发展。

婚后双方在密切相处和不断相互了解中，亲情就会得到进

一步努力发掘和精心培植，随着夫妻之间的亲情日益突显，日

益浓郁，原欲的满足程度也会随之日益增加，双方的感受也就

会越来越甜蜜。

可见我们提倡努力发掘潜意识中的亲情和精心培植婚后

漫长岁月亲密相处中不断发展的亲情，都是婚后婚姻建设的重

要方面，对提高一生的婚姻质量意义重大。

夫妻双方原欲和生理性欲的满足［１０］，有不断升华的性爱体

验，又在不断丰富的感情交往之中，亲情得到不断的发掘和精

心培植，增加心理上相融，性爱和情爱交互作用，同步提升，使

爱情和爱情影响的方方面面，交织着、升腾着，真正达到了“生

命呈宝贵，爱情价更高”的境界。男一半女一半走向真正意义

上的结合，完完全全地结合，不仅仅是“白头偕老”、“百年好

和”，而且是一辈子的“真情、真爱”，可持续的一见钟情，无限的

人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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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社会上失德性事件不断出现，冲击着人们道德底线。本文围绕包养二奶及女生求包养，
校园内发生的失德性事件，各类偷拍、自拍及性爱视频流露网络，药物迷奸事件，与性有关的行业潜规则，一夜情及

未婚先孕等典型失德性事件进行阐述，分析了失德性事件通过网络、手机、人际等的传播途径和规律，并分析提出

了失德性事件的社会危害，包括：滋生助长不劳而获的歪风邪气；失德性事件成为新式“黄毒”破坏校园及社会健

康风气；毒害着下一代；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破坏美好人生与和睦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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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上有违性道德、性伦理的事件（以下简称失德
性事件）频繁出现，并曝光在各类媒体上。例如“二奶门”，女大

学生“求包养”，与性交易有关的行业潜规则等事件层出不

穷［１－３］。在网络信息异常发达的今天，不少主流网站也不放过

这些吸引眼球的事件，常以新闻的形式报道。而公众通过手

机、电脑等工具顺藤摸瓜，下载到失德性事件的相关视频、图片

并不难。失德性事件的出现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认识边界和

道德底线，极不利于良好向上社会风气的营造，需要引起各界

关注。而充分认识这些失德性事件本身危害特点及传播规律，

对于防范失德性事件的继续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主要失德性事件分析
失德性事件是有违性道德、性伦理的不良事件，进而还可

以上升到违反社会公德，危害社会和谐秩序的层面上，其种类

较多，本文选取部分典型进行阐述。

１．１　包养二奶及女生求包养
包养二奶主要是指一些富豪官员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

多名情妇［４］。不少落马官员在被调查后，往往牵出有包养二奶

的行径，有些官员落马甚至归因为二奶的举报［５，６］。由于官员

的行为代表政府服务人民，是政府与人民重点监督的对象，其一

言一行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腐败官员的“二奶门”事

件频繁曝光［７，８］，公众则乐为关注。而富豪包养二奶则较少曝

光，被关注度不足。

求包养则是一些年轻女性，甚至是一些在校大学生，在看

到傍大款成功的女性，或者“二奶”们富足生活后（有房有车有

钱花的生活）产生了不劳而获的消极心理，认为只要结识了富

豪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好生活，心甘情愿成为别人的“二

奶”、“小三”。而当代社会生存压力，大学生就业难，也促使了

部分女青年企图走捷径，求包养。

１．２　校园内发生的失德性事件
这其中主要包括女大学生卖淫，男生嫖妓，女生被同学拍

裸照等事件。

一些家庭贫困的女大学生难以完成学业，不得已走上卖淫

的歧途［９，１０］。此外，还有些女生家庭并不贫困，完全可以正常完

成学业，但部分女生进入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后容易产生奢侈消

费欲望，例如笔记本电脑、手机、相机等数码产品，高档化妆品，

品牌服饰等。这种消费欲望往往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变得更

加强烈。由于家庭难以承担，由此导致一些女生出现卖淫，甚

至自愿被年纪堪比父辈一样的富人短期、长期包养等行为发生。

男生嫖宿，则是一些男生追求女生受挫或失利，加之自身

难以解决的生理欲望，导致部分男生通过嫖妓来快捷的满足自

己的需求。一些男生还热衷下载观看色情影视、图片、小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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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刺激往往促使他们产生更多不健康的思想和性行为，甚至

走上性犯罪道路［１１］。

女生被拍裸照，往往发生在女生欺负女生事件中，施暴者

不仅拍被害人的裸照，照片还发布到网上加重羞辱对方的程

度。甚至一些女生还找来男生强暴受害者，给受害者造成难以

挽回的身体及心理伤害。

１．３　各类偷拍、自拍及性爱视频流露网络
偷拍主要是一些男士为满足自己不健康的性癖好，偷拍女

士“裙底风光”，或利用长焦距数码偷拍女生宿舍女生日常生活

情况等，进而满足自己变态的好奇感。有些男士甚至将拍好的

视频、照片发布在一些利用境外服务器衍生的色情网站上，免

费供注册者下载观看。

自拍主要是一些女生为了炫耀自己的美丽，大尺度的展示

自己身体之美，将自拍图片视频流露到网络，藉此希望引起网

民的关注，好让自己“出名”。却往往被网友指责为“下流”。主

人公尽管“出名”了，却未获得好名声。

性爱视频则是发生性行为的双方为了“纪念”而拍下视频，

或多是男方为了“留念”或炫耀而拍视频。这些视频或故意或

不慎流露到网上，往往给当事人，尤其女方带来巨大的舆论压

力及心理创伤，让当事人无颜面对亲友、同事。

１．４　药物迷奸事件
指用酒精或药物麻醉、催情药迷惑女性，然后强行与之发

生性行为［１２］。这类事件既发生在国内一些地方官员身上，也出

现在港台的一些艺人、富二代身上。

部分人一旦靠正常途径无法轻易达成自己不正当的目标

时，便以酒精、药物等速成，如领导以陪酒为名灌醉女下属，或

在酒水饮料中暗下安眠药等，进而实施强奸。一些港台艺人、

富二代甚至还用催情药让女士情欲大发，然后顺理成章与之发

生性行为。

这些失德性事件一是发生在官员身上，由于官员的公仆身

份，因此他们的作为更能引起公众的愤怒与不满。二是发生在

部分港台艺人、富二代身上，他们的行为不仅引起公众的愤怒

和不满，同时给一些人带来坏榜样，提供了坏的示范，使得其他

一些人也可能模仿着做出有失道德的事情来。

１．５　与性有关的行业潜规则
与性有关的行业潜规则常发生在演艺界，如韩国女星自

杀［１３］，则是因为不堪频繁长期的潜规则侵扰。一些导演往往利

用职务之便骗取希望“上镜”、“上位”女性的“投怀送抱”。

这种潜规则也慢慢渗透到其他领域，例如在导游、药品推

销员，乃至选美、艺考等诸多领域。一些女性在求职时甚至被

明确暗示要能为了事业而与领导、客户发生性关系。

这些行业潜规则主要针对女性，其从一个行业逐步侵蚀到

其他领域，不得不让人忧心。

１．６　一夜情及未婚先孕
一夜情也即一夜性，是男女双方在一定情景环境下，基于

本能，一时冲动发生的性行为。一夜情往往忽略了人类应遵守

的道德准则，也忽视了自己和对方的人格、品德、修养等多方因

素，仅是单纯的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一夜情往往在酒吧、夜

总会等夜间社交场所等，此外还有大量非法网站打着同城交友

的旗号大肆有偿提供一夜情服务。

未婚先孕主要是男女双方在未结婚的状态下发生的性行

为，由于避孕的缺失和错误做法，导致女方怀孕。如不能奉子

成婚，往往女方只剩下堕胎的选择。当代男女的交往，往往是

为了满足彼此的性生活需求。青年人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被

逐渐淡化，加之当前社会青年人结婚成本高昂，如房子、车子

等，导致不少青年男女虽交往但难以发展到结婚的程度。

"

　失德性事件传播方式分析
失德性事件要对公众产生思想上、道德上的冲击，必然要

通过一定方式的传播才能被接触到。

２．１　网络传播
失德性事件被纸质媒体及正规网站曝光后，网民往往按图

索骥就可以找到相关视频、图片。而承载这些不雅视频、图片

的网站往往是非法网站，如利用境外服务器衍生的非法网站。

此外，国内一些合法的网站、论坛也能传播这些不健康视频、图

片，最终被查封，但在被查封删除之前，即可获得不菲的下载

量。网民下载后，又可以通过ＱＱ、邮箱等互相传播，难以制止。
２．２　手机传播

手机也是失德性事件的有力传播工具。随着手机智能化

的普及，手机上网费用的大幅下降，手机以独特的方式加入到

各种信息传播活动中去。尤其智能手机普遍具备不错的照相、

摄像功能，不雅视频、图片可以方便通过手机产生并上传到互

联网，手机还可以通过蓝牙功能免费在人际间大肆传播，且较

之互联网更难以监管。

２．３　人际传播
在各类信息中，人们更乐于谈论跟明星、官员有关的“绯

闻”事件，因此失德性事件自身具备的新奇、新鲜就可以吸引更

多人的好奇感。人际口头相传也是失德性事件的一个重要传

播途径。一些人在谈论事件时，主要是关注事情本身与性有关

的内容作为谈资，而常忽略了事件本身的道德判断要求。一些

人热衷谈论失德性事件，也有给自己开放性行为壮胆，找借口

的动机。

２．４　恶意传播
恶意传播是指怀着报复、诈骗、获取经济利益等违法目的

将当事人的性爱视频等通过网络、手机、口头等多种方式综合

传播，企图给当事人造成舆论打击，损毁其名声。其中也有请

私家侦探搜集出轨配偶证据然后予以曝光的情况。无论其故

意传播动机如何，都不符合法律精神，因此常常彰显恶意。

#

　失德性事件的社会危害
失德性事件传播开后，给公众带来负面的情绪以及错误的

指导，不利于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其负面影响导

致明显的社会危害。见图１。
３．１　失德性事件滋生助长不劳而获的歪风邪气

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诱导下，一分部富有的人可以用

钱买到“异性”这个特殊商品，而一些女性只要肯舍得“献身”，

就可以不劳而获的换来富足的生活。包二奶并不鲜闻，但女生

求包养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这种包二奶产生的社会危害，它让一

部分女性误以为用身体可以换来幸福，而结果却可能是被玩弄

得身心遍体鳞伤。而且这种求包养的风气还逐渐扩散到男性，

一些男性甚至产生“找富婆”求包养的不良思想，希望藉此可以

迅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失德性事件传播开后，将会严重打击、削弱青年人自

我努力、艰苦奋斗的健康激情，让他们认为努力无用。同时也

使得不少青年开始心存侥幸，渴望捷径，进而开始变得懒惰、堕

落与不思进取。



·１１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２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图１　失德性事件传播与危害流程图

３．２　失德性事件成为新式“黄毒”破坏校园及社会健康风气
失德性事件通过不法网站大肆传播，屡禁不止，它们丰富

了网络低俗文化内容，进而成为一些追求低俗内容者新的偏

好，因此堪称一种新式“黄毒”。

新式黄毒对校园，尤其高校大学生的侵蚀越来越强烈。其

能让女士产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错误思想，让男生的传统

的性道德观开始瓦解崩溃，进而走上嫖妓等歧途。失德性事件

的不断传播，也给大学生造成严重的思想冲击，产生类似“这个

社会竟然是这样，那么我还坚守那些道德干嘛？”

失德性事件也给社会尚存良知的公众造成冲击，让一些还

有良知的公众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叹。失德性事件

的传播只会加重人们对社会的失望，导致人们幸福感的流失，

社会的和谐发展就会受到严重不良的影响。

３．３　不良示范教坏下一代
媒体在报道失德性事件的时候，往往将事情经过加以介

绍，这往往就给青少年提供了不良示范和坏方法。针对某些重

要人物或重大的涉及性的案件如不报道，就可能姑息了犯罪分

子，也让公众得不到足够的警示。但是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又

很难同时避开未成年人。失德性事件在青少年心里的解读和

感受与成年人往往截然不同。例如青少年可能对性事件涉及

的过程、方法更有兴趣，希望自己也能亲身体验。

失德性事件不仅教坏青少年，也会给社会上的成年人提供

坏的、违法的方法，例如“酒后乱性”、“药物迷奸”等。同时，一

些犯罪分子还公然在网上贩卖“迷幻药”、“催情水”等，以此进

行诈骗，成为新的电信诈骗手段。

３．４　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竞争规则
与性交易有关潜规则，无疑跟金钱贿赂具有相同的社会公

平竞争破坏力。用金钱和美色换取工作，换取上位，既破坏了

社会正常的公平的竞争秩序，也促使社会上不健康的竞争愈演

愈烈。这种不健康的竞争手段，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造成广泛

的破坏力，因为靠其上位的往往只是少数人，而这少数打破规

矩者必然让其他人不满、非议。其结果是导致一个单位、系统

进而是整个社会的人员出现族群分裂和对立。

不健康的竞争手段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

的国际形象。因为不正当的竞争方式泛滥后，可能严重打击外

商投资的积极性。

３．５　破坏美好人生与和睦家庭
二奶、小三、一夜情，已婚女性被他人灌醉性侵、迷奸等，除

了可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外，还能严重破坏已婚当事

人的家庭和睦。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组成细胞，社会性道德的

沦丧，只会导致更多家庭出现背叛，出现破裂。而一石激起千

层浪，其危害可以通过网络的、人际的传播波及更大的人群。

失德性事件也会严重冲击人们传统的健康的婚姻观、家庭

观，导致闪婚、闪离的出现，以及已婚夫妻离婚率的增长，这些

都极不利于健康和谐社会氛围的营造。

总之，失德性事件的频繁出现，犹如脏弹不停的打击着当

前的和谐的社会理念，也如恶性肿瘤在社会上肆意扩散。其破

坏力和社会危害应引起学术界、社会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的

重视。而提高公众文化修养，巩固和鼓励健康的婚姻观、家庭

观，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失德性事件的发生和肆意传播，对构建

当前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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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关注性侵犯背后的隐忧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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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青少年性侵犯案的高度关注有助于推动性教育、防范性侵犯，但是，也曝露出一些令人担
忧的迹象，包括：性的保守势力借机回潮；“守贞教育”大行其道；打着保护青少年的名义，青少年的性权利被

进一步剥夺；专制主义也借尸还魂。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护，需要进行赋权型性教育。赋权型性教育帮助

青少年具备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所需要的技能，将真正造福青少年。

【关键词】　性侵犯；性教育；赋权型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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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忽然间似乎进入了全民高度关注青少年受性侵犯的
时代，每隔几天便有青少年受性侵的案件曝光，媒体穷追不舍，

民众大声吐槽，学者高呼严惩。青少年的性权利，不，准确地

说，是青少年不受性侵犯的权利，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受到重视。

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有助于防范性侵犯和推动性教育。

但对其走向，却需要保持警惕。近来的各种迹象，已经让我感

到暗藏的忧虑。

!

　隐忧一：性的保守势力借机回潮
当性的“负面信息”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人立即将之归罪于

性的非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人群。有媒体已经开始做这样的

专题：“性自由加剧性侵犯。”

反对同性恋时，一个重要的借口是：对青少年影响不好；反

对个人的性自由时，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毒害社会空气，从而

对青少年构成伤害。总之，性小众与文化中的各种性多元呈现

被视为会伤害到青少年的东西。

如今，当同性恋等性多元平权的声音越来越强的时候，当

性自主权越来越受到认可和尊重的时候，性的保守势力原本已

经无计可施，但就在这时，反性侵的大潮来了，这成了他们要抓

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借机打击性的多元存在。

在反性势力的眼中，性自由的空气污染了社会环境，诱导

一些人对青少年进行性侵犯。这种论述增加之后，结果可能

是，社会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视性多元与性自由为社会的威

胁，从而进行打击，以便对青少年性化的过程进行更多的监视

与规训。事实是，针对青少年的性侵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缺

少，和性革命、性自由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性自由所倡导

的人权、平等、责任、尊重，才是降低性侵犯的必由之路。

"

　隐忧二：“守贞教育”大行其道
已经有太多的机构开展和呼吁开展“反对性侵犯教育”。

在我看来，只关注预防性侵犯的教育，很可能演化为守贞教育。

性侵案件受到关注，很可能并不会像许多性教育专家期望的那

样，成为好的、负责任的性教育得以推动的机会，反而可能成为

守贞教育发生的温床。

国际社会围绕着性教育，在过去３０年间存在着不同的理论
与流派之争。守贞教育又称禁欲型性教育（ａｂｓ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首先关注，或排除婚前性行为的项目，被称为
‘如何说不’或‘守贞’项目”［７］。这种性教育理念已经被证实

无法起到真正保护青少年的目的［５］。

如果只对孩子讲反性侵犯，而不讲性的正面价值，我有充

分的理由相信，在反性侵犯的全民同仇敌忾中，这样的教育会

进一步演化为性的恐怖教育、性的耻感教育，甚至是“反男人”

的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

性教育在此时一再被强调，这本是好事。但是，如果性教

育变成了只是预防性侵犯的教育，这样的性教育就是需要警惕

的了。

性教育应该有多元的、丰富的内容，是强调青少年自主权

利的教育。而单纯预防性侵的教育，则可能制造性恐慌，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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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性守贞教育。

#

　隐忧三：青少年权利被进一步剥夺
青少年拥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性权利，其中包括拒绝性

侵犯，说“不”的权利，还拥有选择自己想要的性，说“是”的权

利。但在保护青少年的名义下，后者可能被进一步理直气壮地

剥夺。

主流社会的一个信念是：青少年不可以有性。从来不相信

青少年有说“是”的权利，即使听到他们坚定地面对面地说了，

也认为那不是他们真实的需要，或者那是他们被误导了。无论

如何，我们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决定青少年说“是”还是说

“不”。这样的价值观，在剥夺着青少年的基本人权。

在主流价值观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性关系中，未成年

人一定是被迫的，即使自己声称自愿也一定是不成熟的，会后

悔的。对青少年自主权不做思考，只要他们与成年人做了，统

统归入被迫，保护青少年便这样成了伤害儿童。

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事人年龄差距为基础，还要

仔细留意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利用权力

的强迫。

我们要警惕，反性侵犯话语下的保护青少年，成为选择性

的保护，即保护青少年的“纯真”。“不纯真”的青少年，有过性

关系的青少年，已经是“坏的”青少年，所以受到处分，甚至开除

学籍，以保护余下的那些“好的”青少年不受坏影响。这真的是

保护青少年吗？是在保护自己的价值观！是以保护健康为名，

污名偏差行为。

已经有学者对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１４岁最低保护年龄提
出异议，要求改变。这让我想起台湾，也曾经历因性侵犯引起

恐慌的阶段，当时甚至有团体想规定２４岁青年以下均需要进行
“保护”。这其实是以保护为名，行严格的管制之实。

我们要警惕，旨在避免青少年受性侵犯的保护，演化成对

他们情感和欲望的否定，演化为对他们在所有方面独立自主权

的剥夺，其结果是他们永远长不大，能力欠缺，可能真的永远需

要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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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忧四：专制主义借尸还魂
今年性侵事件被高度关注后，已有学者公然倡导干涉司

法，通过舆论压力干涉性侵事件的审理，以达到他们所说的“通

过严判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甚至有人主张重拾８０年代的
“严打”，而“严打”早已被法学界认为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些

主张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以保护青少年的名义行非法之

实，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余毒不散，其结果可能是破坏青少年

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法制环境，进入一个极权统治的专制社会。

这些学者的倡导背后，体现着对涉性事件高度敏感的心

态。而这些主张，可能在将矛头指向严惩性侵加害者的时候，

忽视了社会责任。

性侵问题的制造者是谁？只是那个性侵的个人吗？这样

想时，我们推卸了社会责任，推卸了政府的责任。经济、教育、

社会福利等主流制度才是性侵问题的真正制造者。这样讲，并

不是替性侵者开脱责任，而是强调从社会层面做整体反思，杜

绝性侵存在的温床。

我们还要警惕，有些势力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制造与现实

不成比例的焦虑恐惧和道德情绪，以达到多重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控制的效果，制造寒蝉效应，重归道德一元化，人人自危的极

权政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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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路：我们需要赋权型性教育
笔者提出“赋权型性教育”的主张，这一主张旨在帮助青少

年真正成长。赋权型性教育的核心是，给受教育者力量，让他

们有能力、有权利来决定自己与性有关的事物，包括应对性侵

犯的能力。

以往，对于我们认为可能会伤害到青少年的情境和事物，

我们通常采取避免让青少年接触到的手段，包括努力灭绝这些

事物，比如扫黄打非、互联网管控。这样的管控一方面从来没

有真正成功过，另一方面可能让青少年生活于真空中，在受到

性侵犯的时候，没有能力应对。不要以为上几堂对性侵犯说

“不”的课就可以具备反性侵犯的能力了。能力的增加是一个

系统工程，性教育是人格成长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曾有学者论述说：“自主权是一整套对自己身体、想法以及

欲望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的权利，所以‘身体属于我自己’的

性自主权，不可能跟其他自主权割裂而茁壮成长。保护儿少的

重点应该放在培养主体发声，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只会剥夺儿少

成长、探索、学会独立和累积经验的机会，以致她／他们依赖别
人的时间往往超过实际所需，也因此延长了曝露在不必要风险

的时间。简言之，不当的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伤害［４］”。

社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因为缺乏机会培养自主能力而

养成的脆弱人格，说成是她／他们本性如此，于是又再牢牢地限
制青少年在消毒无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她／他们被不断去权
的恶性循环［４］。

青少年确实自我保护与自我决定的能力欠佳。但是，我们

的目标是努力增进他们的能力，还是借保护之名，限制他们自

身能力的发展？当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规定来禁止青少年做这

做那的时候，我们正是在限制他们获得能力。我们让青少年过

着比实际需要还要长的对成人世界的依赖生活，甚至花大力气

要保持他们的“单纯稚气”。当我们处处为青少年处理一切的

时候，他们必定弱不禁风；当我们无微不至的时候，他们注定无

法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简单的事［６］。

赋权，是给你力量，给你知识，给你能力。赋权性教育，是

保护而不是禁止，是给予而不是剥夺，是赋权而不是夺权［３］。

赋权型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一定会成功地拒绝性侵犯；单

纯进行预防性侵犯的、疑似守贞教育，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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