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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他达拉非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进行分析评价。方法：通过电子检索和手工检
索尽可能的全面收集他达拉非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的试验资料，凡属于随机对照试验，无论是否

采用盲法均予纳入。以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以及 ＳＥＰ－Ｑ２、Ｑ３做为疗效指标，运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２
对最终入组资料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共７个随机对照试验被纳入研究，其中４个为Ｊａｄａｄ评分≥４的高质
量试验。３个试验ＩＩＥＦ－５评分分析ＷＭＤ＝４３２，９５％ＣＩ为［３６８，４９６］，Ｐ＜０００００１；７个试验的ＳＥＰ－Ｑ２分
析，ＯＲ＝３０７，９５％ＣＩ为［２３６，４００］，Ｐ＜０００００１；４个安慰剂作为对照组的试验 ＳＥＰ－Ｑ３分析，ＯＲ＝５０４，
９５％ＣＩ为［３６６，６９２］，Ｐ＜０００００１；３个复方玄驹作为对照组的试验 ＳＥＰ－Ｑ３分析，ＯＲ＝２１１，９５％ＣＩ为
［１４９，２９７］，Ｐ＜０００００１。提示他达拉非可以明显改善ＥＤ的疗效指标。结论：他达拉非可以有效提高插入
成功率和性交成功率，显著改善阴茎勃起功能。

【关键词】　他达拉非；勃起功能障碍；随机对照试验；ｍｅｔａ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ＮＭｅｉｚｈｏｕ１，ＺＨＡＮＧＧａｎｇ１，ＦＡＮＧＺｈｏｕ２，
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３△．１．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Ｏ．７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ｎａｎ，Ｊｉｎａｎ２５１４００，Ｃｈｉ
ｎａ；２．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ｍａｎｕ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ｉ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ＳＥＰ－Ｑ２，Ｑ３ａｓ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ｄｅｘ，ＲｅｖＭａｎ５．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ｙ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７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４ｏｆｗｈｉｃｈ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ｔｈｅＪａｄａｄｓｃｏｒｅ≥
４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３ｔｅｓｔ’ｓ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ＷＭＤ＝４．３２ａｎｄ９５％ＣＩ＝［３．６８，４．９６］，Ｐ＜
０．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Ｐ－Ｑ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７ｔ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ＯＲ＝３．０７ａｎｄ９５％ＣＩ＝［２．３６，４．００］，Ｐ＜
０．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Ｐ－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４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ＯＲ＝５．０４ａｎｄ９５％ＣＩ＝［３．６６，６．９２］，Ｐ＜
０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Ｐ－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３ＦｕＦａｎｇＸｕａｎＪｕ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ＯＲ＝２．１１ａｎｄ９５％ＣＩ＝［１．４９，２．９７］，
Ｐ＜０．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不能达到
和／或维持足以进行满意性交的勃起［１］，是男性常见的性功能

障碍，主要影响４０岁以上的男性，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增高［２］。他达拉非是一种选择性磷酸二脂酶－５（ＰＥＤ－５）可逆
性抑制剂，通过在性刺激过程中维持阴茎海绵体和供应血管平

滑肌细胞内充分的环鸟苷酸（ｃＧＭＰ）水平，增加海绵窦的扩张，
从而增强勃起功能［３］。他达拉非上市以后，许多研究者对其疗

效进行了临床研究，尽管研究样本、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参差

不齐，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口服他达拉非对治疗ＥＤ有效，可以明
显改善勃起功能，提高阴茎插入阴道及完成性交的成功率［４］。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近年发表的他达拉非治疗ＥＤ的临床试验数
据的ｍｅｔａ分析，评价他达拉非对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

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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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Ｔ），无论是否采用盲法。研究对象：大于１８岁的勃起功能障
碍患者，居住地、种族、国籍均不限，被诊断 ＥＤ的病史超过３个
月。干预措施：治疗组给予他达拉非治疗，对照组给予其他药

物或安慰剂。治疗时间：疗程不少于８周。
１２　剔除标准

（１）单组样本量小于５０的试验；（２）根治性前列腺手术或
盆腔手术造成的ＥＤ；（３）脊髓损伤或骨盆骨折造成的 ＥＤ；（４）
治疗组给予他达拉非联合其他药物进行治疗的试验；（５）合并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如心肌梗塞、中风、高血压以及近期做过心

脏血管手术的患者；（６）明显的生殖器畸形或严重性欲低下的
患者；（７）合并服用硝酸酯类药物、近期其他治疗手段及类似药
物的患者。

１３　疗效指标
以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５，ＩＩＥＦ－５）评分以及性生活日志（Ｓｅｘｕａｌ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ｉａｒｙ，
ＳＥＰ）中插入成功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Ｑ２）和性
交中保持勃起至完成性交的成功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Ｑ３）为疗效评估的指标。
１４　文献检索

中文数据库以“他达拉非，ＥＤ，勃起功能障碍，希爱力”为检
索词，英文以“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ｉａｌｉｓ”为检索词，在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及 ＰＵＢＭＥＤ上全文搜索至 ２０１４年 ５月前
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及英文文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２系统评价软件。卡方检验分析资料同质

性，Ｐ＞００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合并效应，Ｐ＜
００５采用随机效应模型（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合并效应。对于
ＳＥＰＱ－２，Ｑ３的计数资料采用效应优势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对
于ＩＩＥＦ－５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ＭＤ），两者均计算总体参数的９５％可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
ｖａｌ，ＣＩ）。
２　结果
２１ 最终入组试验的特征

在中国知网及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一共检索出文献１３１篇，
阅读标题和摘要，剔除研究目的与本次 ｍｅｔａ分析目的不符、重
复发表、非随机对照试验以及非临床研究的文献１１８篇，去除研
究单组样本量小于５０的文献６篇，一共有７个试验符合纳入标
准。对纳入试验进行Ｊａｄａｄ评分评估试验质量，评分≥４为高质
量试验，评分＜４为低质量试验，结果表明４个试验为高质量试
验，３个试验为低质量试。７个试验一共纳入１２７２例病例，其特
征见表１。

表１　纳入试验病例特征

作者 试验组例数 对照组例数 试验药物 对照药物 年龄（ｙ） 疗程 Ｊａｄａｄ评分

蔡健等［５］ １３５ １３３ 他达拉非 复方玄驹 ２５－６４ ３个月 ３

武志刚等［６］ ５９ ６０ 他达拉非 复方玄驹 ２２～５４ ３个月 ３

刘贤奎等［７］ ７９ ７９ 他达拉非 复方玄驹 ２３～６５ ３个月 ２

ＡＦ等［８］ ６０ ６０ 他达拉非 Ｐｌａｃｅｂｏ ２５～６６ ３个月 ６

Ｇｕｏ等［９］ １２５ １２２ 他达拉非 Ｐｌａｃｅｂｏ ≥１８ １２周 ４

Ｒａｊｆｅｒ等［１０］ ９６ ９２ 他达拉非 Ｐｌａｃｅｂｏ ≥１８ ２４周 ４

Ｎａｇａｏ等［１１］ ８６ ８６ 他达拉非 Ｐｌａｃｅｂｏ ≥２０ １２周 ５

２２ 他达拉非治疗组与对照组对ＳＥＰ－Ｑ２的影响
７个研究共计１２７２例患者进行治疗后 ＳＥＰ－Ｑ２（能否成功

插入）的回答，试验组 ６４０例，对照组 ６３２例，异质性检验（ｔｅｓｔ
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９９１，ｄｆ＝６，Ｐ＝０１３，各研究之间

无异质性，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

ＯＲ＝３０７，９５％ＣＩ为［２３６，４００］，合并效应量检验 Ｚ＝８３９，Ｐ
＜００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他达拉非组对插入成功率的
影响优于对照组（见图１）。

Study or Subqroup Events Total Events Total Weiqht
Odds Ratio

M-H,Fixed,95% CI
AF 2005
GUO 2006
NAGAO 2006
Rajfer 2007

2012
2009

2011

55 60 41 60 5.2% 5.10[1.76,14.79]
5.78[3.07,10.90]109 125 66 122 13.0%

72 86 46 86 11.4% 4.47[2.19,9.12]
68 96 47 92 21.2% 2.33[1.28,4.24]
67 79 54 79 12.4% 2.58[1.19,5.62]
48 59 42 60 11.8% 1.87[0.79,4.41]

111 135 92 133 25.0% 2.06[1.16,3.66]

Total (95% CI) 640 632 100.0% 3.07[2.36,4.00]
Total events 530 388
Heterogeneity:Chi2=9.91,df=6(P=0.13);I2=39%
Test for overall effect:Z=8.39(P<0.00001)

Odds Ratio
M-H,Fixed,95%CI

0.1   0.2     0.5    1     2        5     10
Favours[ ] Favours[ ]

图１　随机对照试验中他达拉非组对比对照组对于插入成功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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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他达拉非治疗组与对照组对ＳＥＰ－Ｑ３的影响
７个研究共计１２７２例患者进行治疗后 ＳＥＰ－Ｑ３（能否成功

完成性交）的回答，试验组６４例，对照组６３２例，异质性检验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１７１９，ｄｆ＝６，Ｐ＝０００９，提示各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
因此，根据对照组所用药物不同，将７个研究分为两个亚组进行
分析。亚组一：他达拉非组对比复方玄驹组；亚组二：他达拉非

组对比安慰剂组。各亚组内研究间分别进行异质性检验，得出

Ｉ２分别为０％和２６％，均提示不存在异质性差异，因此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分别对亚组一和亚组二进行合并，合并结果如下。

２３１　他达拉非组与复方玄驹组对 ＳＥＰ－Ｑ３的影响　一共 ３
个研究中采用复方玄驹作为对照组对比他达拉非试验组，共计

５４５例患者，他达拉非组 ２７３例，复方玄驹组 ２７２例，合并效应
量ＯＲ＝２１１，９５％ＣＩ为［１４９，２９７］，合并效应量检验Ｚ＝４２４，
Ｐ＜００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他达拉非组对性交成功率的
影响优于对照组（见图２）。
２３２　他达拉非组与安慰剂组对 ＳＥＰ－Ｑ３的影响　一共４个
研究中采用安慰剂作为对照组，共计 ７２３例患者，他达拉非组
３６３例，安慰剂组 ３６０例，合并效应量 ＯＲ＝５０４，９５％ＣＩ为
［３６６，６９２］，合并效应量检验 Ｚ＝９９６，Ｐ＜０００００１，有统计学
意义。说明：他达拉非组对性交成功率的影响优于对照组（见

图３）。

Study or Subqroup Events Total Events Total Weiqht M-H,Fixed,95% CI
Odds Ratio Odds Ratio

M-H,Fixed,95% CI
2012

2011
2009

52 79 38 79 29.0% 2.08[1.09,3.94]
2.21[1.06,4.62]
2.08[1.27,3.39]

2.11[1.49,2.97]272 100.0%

49.7%
21.3%60

133
27
62

59
135

38
87

273Total (95% CI)
Total events
Heterogeneity:Chi2=0.02,df=2(P=0.99);I2=0%
Test for overall effect: Z=4.24 (P<0.0001)

177 127
0.2 0.5 1 2 5

Favours[ ] Favours[ ]

图２　随机对照试验中他达拉非组对比复方玄驹对照组对于性交成功率的影响分析

Study or Subqroup Events  Total Events  Total Weiqht
Odds Ratio

M-H,Fixed,95% CI
Odds Ratio

M-H,Fixed,95% CI
51 60 23 60 10.1% 9.12[3.78,21.96]

5.06[2.95,8.69]
5.96[3.09,11.52]
3.23[1.76,5.92]

5.04[3.66,6.92]360 100.0%

34.2%
21.3%
34.3%122

86
9229

24
39125

86
92

88
60
55

363
254 115

Total (95% CI)
Total events
Heterogeneity:Chi2=4.07,df=3(P=0.24);I2=26%
Test for overall effect: Z=9.96 (P<0.00001) 0.05 0.2 1 5 20

Favours[ ] Favours[ ]

AF 2005
GUO 2006
NAGAO 2006
Raifer 2007

图３　随机对照试验中他达拉非组对比安慰剂对照组对于性交成功率的影响分析

２４ 他达拉非组与对照组对于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影响
７个研究中，有３个研究利用ＩＩＥＦ－５评分评估患者的勃起

功能情况，给出了治疗后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均数±标准差。３
个研究共计５４５例患者，他达拉非组 ２７３例，对照组 ２７２例，异
质性检验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０９７，ｄｆ＝２，Ｐ＝０６２，提示各研究间无异

质性差异，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合并效应量 ＷＭＤ
＝４３２，９５％ＣＩ为［３６８，４９６］，合并效应量检验 Ｚ＝１３２０，Ｐ＜
００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他达拉非组对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影
响优于对照组（见图４）。

Study or Subqroup Mean  SD  Total Mean  SD  Total Weight
Mean Difference
IV,Fixed,95% CI

Mean Difference
IV,Fixed,95% CI

20.38
20.46
20.42

4.18
3.05
4.22

79
60

135

16.08
15.58
16.36

3.26
4.32
3.58

79
60

133

30.1%
23.0%
46.9%

4.30[3.13,5.47]
4.88[3.54,6.22]
4.06[3.12,5.00]

Total (95% CI)
Heterogeneity:Chi2=0.97,df=2(P=0.62);I2=0%

274 272 100.0% 4.32[3.68,4.96]

Test for overall effect:Z=13.20(P<0.00001) -10 -5 0 5 10
Favours[ ] Favours[ ]

2012
2009

2011

图４　随机对照试验中他达拉非组对比安慰剂对照组对于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影响分析

２５ 发表偏倚

对纳入的７项研究，以ＳＥＰ－Ｑ２为指标进行发表偏倚分析，绘
制７篇文献的漏斗图（见图５），图形对称，表明不存在发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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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７篇他达拉非治疗ＥＤ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漏斗图分析

３　讨论
Ｍｅｔａ分析是合并独立研究结果，综合汇总得出结论的一种

定量方法［１２］，可以增加样本量，使研究结果趋于稳定［１３］。目前

认为ｍｅｔａ分析可以作为判断一种药物是否有效的可靠标准，为
临床医生的决策提供参考。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证明他达拉

非对治疗ＥＤ有效，服用他达拉非已成为临床治疗勃起功能障
碍的一线治疗方案［１４］。

ＩＩＥＦ是使用最广泛的针对男性性功能评估的一项国际通
用问卷，已被翻译为 ３５种语言［１５］。性生活日志问卷（ＳＥＰ）也
是常用的评估治疗 ＥＤ效果的终点指标［１６］。本文以 ＩＩＥＦ评分
以及ＳＥＰ中Ｑ２和Ｑ３为指标，分析得出他达拉非可以改善勃起
功能，有效提高男性在性交过程中的插入成功率和完成性交成

功率，说明他达拉非对治疗勃起功能障碍有效。

本次ｍｅｔａ分析的局限性：首先，最终入组的 ７项研究，根
据Ｊａｄａｄ评估，有４项属于高质量研究，３项属于低质量，通过
阅读这些研究的方法发现国内的 ３项研究均没有采用盲法，
并且７项研究中有 ４项没有具体描述随机方法和隐藏方法。
其次，由于搜索的文献有限，最终入组的研究仅有 ７项，并且
国外的研究时间偏早，未搜索到近年来的国外相关研究。最

后，本次ｍｅｔａ分析最终入组的７项研究中，有４项研究［８－１１］采

用的是国际勃起功能专项评分（ＩＩＥＦ－ＥＦ），３项研究［１２－１４］采用

的是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在研究筛选过程中，我们
发现２００８年以前大多数关于ＥＤ治疗的临床研究中普遍使用
ＩＩＥＦ－ＩＦ评分，而近年国际上普遍改为采用简化后的ＩＩＥＦ－５评
分，同时由于入组研究中采用 ＩＩＥＦ－ＥＦ的 ４项研究未给出治
疗后ＩＩＥＦ评分的标准差，因此本次ｍｅｔａ分析仅对采用 ＩＩＥＦ－５
的３项研究进行了整合分析，由于这３项采用 ＩＩＥＦ－５评分的
研究均由国内学者进行，我们在绘制漏斗图时发现不存在发

表偏倚。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他达拉非联合其他药物或治

疗方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例如Ｈａｍｉｄｉ等［１７］使用他达拉非联

合叶酸治疗伴有Ⅱ型糖尿病的 ＥＤ患者。Ｃｕｉ等［１８］尝试长期

小剂量（５ｍｇ）他达拉非联合按需使用（５０ｍｇ）西地那非治疗勃
起功能障碍，发现联合用药可以更好的改善勃起功能［１８］。随

着他达拉非广泛的使用，我们希望更多的高质量临床研究报

告发表，为治疗ＥＤ提供更好的科学依据和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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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
后勃起功能障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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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和安
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７２例保留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７２例患者分为治疗组３７例，
每日服用他达拉非５ｍｇ１次；观察组３５例，不服药。分别在术前、术后６个月和１年，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
数－５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在术后６个月，治疗组和观察组的 ＩＩＥＦ－５总分分别为（９７±３２）分和（６７±
３５）分；在术后１年中，治疗组的ＩＩＥＦ－５总评分为（１２８±６６）分，显著高于观察组（７８±２９）分，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他达拉非的副作用有面部潮红４例（１０８％）、头痛２例（５４％）和头晕１例（２７％）。
结论：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每日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１次，耐受性良好，与对照组相比，可以
起到明显改善勃起功能障碍的效果。

【关键词】　前列腺切除术；保留神经；勃起功能障碍；他达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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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保留性神经的耻骨后前列腺癌根治术（ｎｅｒｖｅｓｓｐａｒｉｎｇ
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ｂｒｏｐｕｂ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ＮＳＲＲＰ）的开展，大大增加了患
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率［１，２］。然而，即使采取 ＮＳＲＲＰ，仍有大
量的患者术后会出现勃起功能障碍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Ｄ）［１］。患者术后早期口服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ＰＤＥ５－Ｉｓ）
有助于术后ＥＤ的治疗。以往的研究多是采用大剂量，按需服

用，本研究对３７例前列腺癌术后患者他达拉非５ｍｇ每日１次小
剂量口服进行了观察，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评估了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行保留性神经
的耻骨后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７２例，术前勃起功能（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Ｆ）均正常，临床分期为在 Ｔ２以下的局限性前列腺
癌，格里森评分低于 ８分，血清 ＰＳＡ小于 １０ｎｇ／ｍＬ。治疗组 ３７
例，年龄（６７８±６５）岁。对照组３５例，年龄（６６１±７３）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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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又根据保留双侧神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Ｓ）还是保留单侧神经 （Ｕ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Ｓ）各分层为两组，治疗组：双侧２４例，单侧１３例；对照
组：双侧２０例，单侧１５例。两组间一般情况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治疗组的３７例患者术后每日给予他达拉非５ｍｇ１次，睡前
１ｈ口服，维持１年。所有患者均早在拔除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后首次
口服，一般是在手术后２～３周之间。观察组不服药。通过国际
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
５），对患者的勃起功能进行评估。ＩＩＥＦ－５评分总分为 ２５分。
分数变化从１到２５分，凡得分１～７者，为重度ＥＤ；８～１１分，为
中度ＥＤ；１２～１６分，为轻－中度 ＥＤ；１７～２１分，为轻度 ＥＤ；２２～
２５分，无ＥＤ。在本研究中，分别于手术前、手术后 ６个月和术
后１年对所有患者按ＩＩＥＦ－５进行了３次评估，同时询问 ＥＤ情
况、他达拉非的摄入量和它的副作用。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组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比较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手术后大部分患者出现 ＥＤ，在手术后６个月，治疗组有 ４
例患者（１０８％）对他达拉非有明确反应，而观察组中勃起功能
有没明显变化。在术后６个月，治疗组和观察组的ＩＩＥＦ－５总分
分别是（９７±３２）分和（６７±３５）分（Ｐ＜００５）。在手术后的１
年，治疗组的 ＩＩＥＦ－５总分显著高于观察组（１２８±６６）分对
（７８±２９）分，两组的评分差别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 １）。
在术后１２个月，治疗组中保留双侧神经组的 ＩＩＥＦ－５总分明显
高于保留单侧神经组（见表 ２）。在手术后 １２个月，治疗组 １１
例患者（２９７％）能够进行性交，观察组中３例病人（８７％）能够
进行性交。研究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是面部潮红和头晕，其中４
例患者出现潮红（１０８％），２例患者有头痛（５４％），１例患者
出现头晕（２７％）。不良反应均为暂时性的，多为轻度或中度，
未特殊治疗。每日使用他达拉非５ｍｇ１次的耐受性良好。

表１　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个月的ＩＩＥＦ－５评分

组别 ｎ 术前 术后６月 术后１年

治疗组 ３７ ２２２±１４ ９７±３２ １２８±６６

对照组 ３５ ２２５±３２ ６７±３５ ７８±２９

表２　术后１２个月保留双侧及单侧神经的ＩＩＥＦ－５评分

组别
保留双侧神经

例数（ｎ）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保留单侧神经

例数（ｎ）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治疗组 ２４ １４３±６１ １３ ９９±４８

对照组 ２０ ７８±５６ １５ ７３±５２

３　讨论
阴茎的勃起过程是在神经内分泌作用下，通过细胞信号通

路使阴茎海绵体血窦血管平滑肌松弛、阴茎动脉血流量增加、

海绵体充血的结果。在阴茎勃起反射的多个信号通路中，一氧

化氮－环磷酸鸟苷（ＮＯ－ｃＧＭＰ）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正常情

况下，阴茎背神经受刺激后可激活神经源性一氧化氮合酶

（ｎＮＯＳ），它可以增加一氧化氮（ＮＯ）的释放，当ＮＯ作用于海绵
体组织中的鸟苷酸环化酶（ｇｕａｎｙｌａｔｅｃｙｃｌａｓｅ，ＧＣ）后，导致环磷
酸鸟苷（ｃｙｃｌｉｃｇｕａｎｏｓｉｎｅ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ＧＭＰ）的浓度升高，后
者激活蛋白激酶Ｇ（ＰＫＧ），引起细胞质内Ｃａ２＋浓度降低，从而使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舒张，阴茎充血、勃起。相反，５型磷酸二酯
酶 （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ＰＤＥ５）作用是降解 ｃＧＭＰ，使细胞
内的ｃＧＭＰ浓度降低，最终影响阴茎勃起。

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一方面，可能由于出血、水肿、

粘连等原因造成术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或不能完全恢复，久之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凋亡，海绵体进行性纤维化，最终阴茎长度

变小；另一方面，由于盆腔狭小，操作空间有限，前列腺周围神

经存在着变异，即使实施ＮＳＲＲＰ，术中不可避免地会对阴茎血
管神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术后患者阴茎自发性勃起功能

明显下降、甚至丧失，从而使一氧化氮释放减少［１－３］，进而引起

ｃＧＭＰ下降［４］，导致术后出现 ＥＤ。恢复至术后 １年时，大多数
患者的ＩＩＥＦ－５勃起评分仍是大大低于术前的基础水平，ＥＤ继
续存在。

他达拉非是一种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Ｉｓ），可以
改善术后患者的勃起功能，它通过抑制 ＰＤＥ５分解 ｃＧＭＰ，提高
海绵体内的ｃＧＭＰ活性和浓度［４］。增加的ｃＧＭＰ与ＮＯ耦合引
起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导致阴茎的血流量增加、阴茎勃

起［５］。持续使用ＰＤＥ５－Ｉｓ还可以放大受抑制的一氧化氮信号
转导通路，增加阴茎供氧，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阻滞阴茎缺氧相

关的纤维化，显著保护阴茎尺寸大小［６，７］，从而有助于术后勃起

恢复。这个过程完成需要神经反射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

ｃＧＭＰ，就没有ＰＤＥ５作用的底物［４］。他达拉非的疗效是高度依

赖神经血管束的保护程度。因此，除了药物外，术中的精细操

作，术前筛查出早期病人进行手术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显示，每日１次口服他达拉非 ５ｍｇ治疗 ＥＤ是安全和
有效的［８］。此外，他达拉非的平均半衰期（１７５ｈ）比西地那非、
伐地那非 （约４ｈ）要长［９］。长的半衰期不仅可以改善病人的

性生活质量而且服用方便［９，１０］，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

ＰＤＥ５－Ｉｓ的影响，他达拉非是最有效的，其次伐地那非［１１］。本

研究的结果也表明：ＮＳＲＲＰ术后的ＥＤ患者每日口服１次他达
拉非５ｍｇ，维持１年，疗效是明显的，并且是安全的，手术后患者
勃起状况比那些非他达拉非组患者有明显改善。

研究认为，术后服用 ＰＤＥ５－Ｉｓ越早越好，最好在术后 １个
月内开始，甚至可以早到去除导尿管［２］后即可开始。ＰＤＥ５－Ｉｓ
的早期应用能有效防止阴茎缺氧及缺氧导致的血管平滑肌细

胞凋亡和阴茎纤维化［１２］。研究认为，在骨盆骨折引起的 ＥＤ患
者中，每日小剂量口服他达拉非可有效改善勃起功能［１３］。卞军

等［１４］在动物实验中也观察到，早期持续小剂量应用他达拉非治

疗有助于神经损伤后 ＥＤ的恢复。在本研究中，治疗组中的所
有患者都在拔Ｆｏｌｅｙ导管后，大多是在手术后２～３周内即开始
口服他达拉非 ５ｍｇ，每日 １次，维持 １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实施ＮＳＲＲＰ后的 ＥＤ，他达拉非５ｍｇ每日１次的剂量治疗
效果好。因此，他达拉非可作为经过选择的，保留性神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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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癌根治术后ＥＤ病人的治疗药物。

参 考 文 献

［１］　ＺｉｐｐｅＣＤ，ＰａｈｌａｊａｎｉＧ．Ｐｅｎｉｌｅ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ｔａ

ｔｅｃｔｏｍｙ：ｒｏｌ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Ｕｒｏｌ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０７，３４（４）：６０１－１８．

［２］　 ＳａｌｏｎｉａＡ，ＢｕｒｎｅｔｔＡＬ，Ｇｒａｅｆｅｎ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ｓ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ｕｒ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６２（２）：２７３－２８６．

［３］　ＤｅｆａｄｅＢＰ，ＣａｒｓｏｎＣＣ，ＫｅｎｎｅｌｌｙＭＪ．Ｐｏｓ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３（１）：６
－１３．

［４］　ＲａｉｎａＲ，ＬａｋｉｎＭＭ，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

ｃｉｔｒａｔｅ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３－ｙｅａｒｆｏｌ

ｌｏｗ－ｕｐ．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６２（１）：１１０
"

１１５．

［５］　ＬａｇｏｄａＧ，ＳｅｚｅｎＳＦ，ＬｉｕＴ，ｅｔａｌ．ＦＫ５０６－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ｅｎｉｌｅ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ＪＵＩｎｔ，２００８，１０１（５）：６０４－６０９．

［６］　赵连明．他达拉非治疗对双侧神经保留的耻骨后前列腺根治术后

（ＢＮＳＲＲＰ）患者阴茎尺寸的影响．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

（９）：８６１．

［７］　ＡｙｄｏｇｄｕＯ，ＧｏｋｃｅＭＩ，ＢｕｒｇｕＢ，ｅｔａｌ．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ｐｅｎｉｌｅｓｉｚｅａｆｔｅ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ｓｐａ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ｔｒｏ

ｐｕｂ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ｔＢｒａｚ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３７（３）：３３６－４４．

［８］　ＰｏｒｓｔＨ，ＲａｊｆｅｒＪ，ＣａｓａｂｅＡ，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５ｍｇｄｏｓｅｄｏｎｃ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

Ｍｅｄ，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６０－２１６９．

［９］　ＰｏｒｓｔＨ，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Ｆ，Ｇｌｉｎａ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ｏｎｃｅ－ａ－ｄａｙｄｏｓｉｎｇ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５ｍｇａｎｄ１０ｍｇ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Ｕｒｏｌ，２００６，５０（２）：３５１
－３５９．

［１０］　ＫａｎｇＤＨ，ＬｅｅＪＹ，ＰａｒｋＳ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５

ｍ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ｎｃ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Ｋｏｒｅａ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Ｋｏｒｅａｎ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０，５１（９）：６４７
－６５２．

［１１］　ＹｕａｎＪ，ＺｈａｎｇＲ，Ｙ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ｏｒ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ｕｒＵｒｏｌ，

２０１３，６３（５）：９０２－９１２．

［１２］　ＭｅｇａｓＧ，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Ｓｔａｔｈｏｕｒｏｓ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ｎｉｌ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ａｌＰＤ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

ｎｅｒｖｅ－ｓｐａ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ＪＵＩｎ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Ｅ１６９－１７６．

［１３］　彭靖，袁亦铭，张志超，等．每日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骨盆骨折尿

道断裂后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

（５）：４４３－４４５．

［１４］　卞军，刘存东，杨建昆，等．持续小剂量他达拉非早期治疗海绵体

神经损伤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实验研究．医药导报，２０１３，３２（７）：

８７３－８７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白双勇（１９７２－），男，副主任医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
男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王剑松，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ｗａｎｇ＠
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３

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患者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调查
白双勇１　王剑松１△　赵庆华２

１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２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症患者勃起功能指数分布情况。材料和方法：随机抽取
男性不育症患者２９２人，按照不同体重指数分组，正常体重指数组８４人，超重组１１７人，肥胖组９１人。使用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调查患者勃起功能情况。结果：男性不育症患者总的ＥＤ患病率为１６４％（４８／２９２）。
在不同体重指数分组中的ＩＩＥＦ－５评分中，正常体重组评分（２９９１±４７９）与超重组评分（２８０７±５３３）比较，两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体重组评分（２９９１±４７９）与肥胖组评分（２５８３±５５３）比较，两者有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超重组（２８０７±５３３）与肥胖组（２５８３±５５３）两组评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相
关性分析中，ＩＩＥＦ－５评分与体重指数之间呈负相关性（Ｒ＝－０２９５，Ｐ＜００１）。结论：体重指数对于男性不育
症患者的ＥＤ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改善男性不育症患者的ＥＤ治疗中，减轻体重是比较重要的。

【关键词】　男性；不育；勃起功能障碍；体重指数



·１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ＡＩＳ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１，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１△，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ａ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９２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ｂｏｄｙ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８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１１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９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Ｍ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ＥＤａｍｏｎｇ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ｗａｓ１６．４％（４８／２９２）．Ａｍｏｎｇ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ＢＭＩ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ｒｅ（２９．９１＋４．７９）ａｎｄ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ｒｅ
（２８．０７＋５．３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ｒｅ（２８．０７－５．３３）
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ｓ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２５．８３＋５．５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ｈ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Ｒ＝０．２９５，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Ｄ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ｌｏｓ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１ 【文献标志码】　Ａ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持续
（至少６个月）不能达到和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以获得满意的
性生活［１］。目前在西方国家成人肥胖人口大约有２亿，肥胖可
以引起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最近有研究表明男性

肥胖可能导致男性雄激素缺乏和勃起功能障碍［２］，男性不育由

于长期诊治过程带来的心理压力，影响男性性生活质量。有研

究表明不育男性有较高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勃起功能障碍，

早泄，性欲下降，性生活次数减少［３］。国内对于男性不育人群

中体重指数对于男性勃起的影响相关报道较少，本次研究的目

的是了解在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人群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情

况，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是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下进行的，每个参与的患者都被告知相应的权利。在昆明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就诊人群中随机抽取男性不育患

者２９２人。入选标准：夫妻共同生活，既往有过正常性生活。排
除标准：夫妻两地分居；夫妻感情不和；男方有严重的外生殖器

畸形，无法正常进行性生活；有严重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疾病如

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心理因素等疾病。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在着轻便衣服不穿鞋情况下测量。身高：站立位

足底到头部最高点垂直距离。体重：人体的总重量。体重指数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体重（ｋｇ）与身高（ｍ）的平方的比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１日实施卫生行业标准，成人体重判定标准，男性正常体重指数
标准：２４００＞ＢＭＩ≥１８５；超重组：２８００＞ＢＭＩ≥２４０；肥胖组：
ＢＭＩ≥２８０。按照不同体重指数分组，正常体重指数组 ８４人，
超重组１１７人，肥胖组９１人。男性参与对象在安静不受打扰状
态下，根据自身近 ６个月内情况，填写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
（ＩＩＥＦ－５）调查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调查表是目前国际认
可的男性性功能调查表，具有效用性高，特异性强的优点。发

放２９２份调查表，收回有效填写量表２９２份。按照国际勃起功
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标准为：５～７为重度，８～１１为中度，

１２～２１为轻度。男科医师负责解释本研究目的和方法，以及评
分表填写方法，所有评分表填写完成并记分后输人数据库。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输入ＳＰ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测量值以

珋ｘ±ｓ表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比较各组间的统计差
异，年龄、婚龄、体重指数等对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影响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正常体重组的年龄、婚龄、教育程度，与超重组和肥胖组相

比，三组之间均无统计差异（Ｐ＞００５）。男性不育症患者总的
ＥＤ患病率为１６４％（４８／２９２）。在不同体重指数分组中的 ＩＩＥＦ
－５评分中，正常体重组评分（２９９１±４７９）与超重组评分
（２８０７±５３３）比较，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
体重组评分（２９９１±４７９）与肥胖组评分（２５８３±５５３）比较，两
者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超重组（２８０７±５３３）与肥胖组
（２５８３±５５３）两组评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相
关性分析中，ＩＩＥＦ－５评分与体重指数之间呈负相关性（Ｒ＝－
０２９５，Ｐ＜００１）。肥胖组ＥＤ患病率分别为２７５％（２５／９１），超
重组ＥＤ患病率１５４％（１８／１１７），正常体重组ＥＤ患病率６０％
（５／８４）。在轻度 ＥＤ的４３人中肥胖组有２２人，超重组 １７人，
正常组４人。中度ＥＤ患者４人中分别为肥胖组２人，超重组１
人，正常体重组１人。重度ＥＤ１人为肥胖组，而其他超重组和
正常体重组没有。见表１～表３。

表１　不同体重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正常体重组

（ｎ＝８４）
超重组

（ｎ＝１１７）
肥胖组

（ｎ＝９１）
Ｐａ Ｐｂ Ｐｃ

年龄 ３１４８±４６５３２２２±４８８３１４０±４９３ 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２２

婚龄 ３６７±２３９ ４３４±３３０ ４０９±２８９ ０１１ ０３４ ０５２

教育程度 ３２０±０９４ ３４４±０９４ ３３５±０９７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５２

ＩＩＥＦ－５ ２９９１±４７９２８０７±５３３２５８３±５５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注：Ｐａ：正常体重组与超重组比较；Ｐｂ：正常体重组与肥胖组比较；
Ｐｃ：超重组与肥胖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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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症患者ＥＤ患病率

Ｎ
患有ＥＤ

Ｎ ％

未患ＥＤ

Ｎ ％

正常体重组 ８４ ５ ６０ ７９ ９４０

超重组 １１７ １８ １５４ ９９ ８４６

肥胖组 ９１ ２５ ２７５ ６６ ７２５

总计 ２９２ ４８ １６４ ２４４ ８３６

表３　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症患者ＥＤ程度的构成比

轻度ＥＤ

Ｎ ％

中度ＥＤ

Ｎ ％

重度ＥＤ

Ｎ ％

正常体重组 ４ ９３ １ ２５０ ０ ０

超重组 １７ ３９５ １ ２５０ ０ ０

肥胖组 ２２ ５１２ ２ ５００ １ １００

总数 ４３ １００ ４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３　讨论
本次研究中发现男性不育症患者总的 ＥＤ患病率为

１６４３％（４８／２９２），与ＭａｒｔｉｎＳＡ等［４］报道 ＥＤ患病率 ２３２％相
似，综合国内现有报道资料，ＥＤ的患病率约占成年人的
１０％［５］。本次研究结果 ＥＤ患病率较一般人群高。ＥＤ是男性
中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对患者及妻子的生活质量有着重大影

响。不育夫妇因为不育有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是当男性被

诊断为不育，在以后的诊治过程中男性都面临极大的精神压

力，对于其性生活和婚姻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多数流行病

学调查中，ＥＤ在肥胖人群的发病率要高于正常体重人群，肥胖
人群有着比较多性功能方面的问题，包括性欲降低、早泄，特别

是ＥＤ［６］。随着肥胖人口的增多，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患者也逐
渐增多，同时男性不育患者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流行病学研

究的数据显示肥胖不仅仅影响男性性功能，也因男性性功能障

碍影响男性不育，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导致男性不育肥胖者的

心理和生理都受到损害。本次研究中发现在不同体重指数分

组中的ＩＩＥＦ－５评分中，正常体重组评分高于超重组评分，两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体重组评分高于肥胖组评
分，两者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超重组评分高于肥胖组评分，
两者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相关性分析中，ＩＩＥＦ－５评分
与体重指数之间呈负相关性（Ｒ＝－０２９５，Ｐ＜００１），肥胖组及超
重组ＥＤ的患病率均高于正常体重组。随着体重指数的增加，
男性不育症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逐渐减低，表明体重指数对于男
性不育症患者的性功能有着明显的影响。

肥胖不仅影响不育男性患者的性功能，而且因为肥胖所带

来对于自身形象的不满意，也会影响患者自身的心理状态，焦

虑、沮丧等负性情绪也影响男性性功能［７］。不育对于男性心理

影响包括焦虑、抑郁心理。一是男性不育患者心理压力大，由

于男性的社会角色缺乏向人倾诉机会，也相应减少了来自社会

及家人的支持，以上种种都会加重此类人群的焦虑和抑郁心

理，而这种心理状态下男性患有 ＥＤ的几率增加。二是肥胖和
超重男性由于内脏脂肪增加，脂肪组织内芳香化酶增多，以睾

酮或睾酮的前体物质（如脱氢表雄酮，ＤＨＥＡ）为底物合成雌激

素，使得超重和肥胖男性体内雄激素水平降低而雌激素水平升

高。ＳｈｉＭＤ等［８］研究表明肥胖男性体内雄激素水平降低明显

增加ＥＤ患病率机会。睾酮维持男性正常性欲，夜间、晨间勃
起，与性刺激诱发的阴茎勃起反应的持续时间、硬度的最高峰

值都有密切关系。总之，雄激素参与调节整个性活动过程，当

男性体内雄激素水平降低时患者在性生活中阴茎勃起困难。

肥胖患者由于血管内皮受损及血液中雄激素水平降低导致 ＥＤ
发病率增加［９］。雄激素还具有调节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促进内

皮祖细胞分化和成熟，以及促进受损内皮的修复等作用［１０］，而

血管内皮功能的正常对于维持正常勃起是至关重要的。

在笔者工作中发现男性不育患者在长期反复的就医过程中，

性欲下降，将性生活简单化为女方受孕的机会，仅仅在女方排卵

期过性生活，甚至有人由于女方长期未孕，放弃性生活。这需要

临床从事生殖医学的医生们注意对其心理疏导和引导其建立正

确的性生活观念。有研究证实，通过体育锻炼以及健康饮食来减

轻体重，可以有效地改善男性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１１］。同时肥

胖也对于男性生育力有着明显的影响，可减少精子生成，增加精

子ＤＮＡ碎片等。对于男性不育症中肥胖人群性功能的研究，不
仅仅是帮助其改善性功能，也对其不育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临

床医生在对于肥胖及超重不育男性患者ＥＤ的诊治中，应该建议
患者积极减轻体重，帮助其改善性功能，从而提高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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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制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在睾丸活检及取精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２３４
例无精子症患者使用自制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行睾丸活检及取精。结果：２３４例，共 ２９４次（６０例为双
侧）睾丸活检及取精全部取材成功，术中及术后疼痛轻微，１例出现阴囊轻度血肿，一周后自行吸收。结论：
应用自制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行睾丸活检及取精，具有微创、简便快捷、易操作、及一次穿刺可反复取材、

多点取材的特点，可以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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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无精子症已是男性不育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的病因之
一，在对其进行临床诊断或采用卵细胞胞质内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
技术治疗时，常需要睾丸取精得到所需标本。２００９年 ２月至
２０１３年６月，我们应用自行研制的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对无
精子症患者行睾丸活检及睾丸取精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共筛选出病人 ２３４例，其中
无精子症２１０例，年龄２１～４６岁，精液常规３次检查无精子，有
生育要求，睾丸大于２ｍＬ，通过内分泌等其他辅助检查不能明确
诊断或病情需要睾丸病理检查者，其中双侧活检６０例，全部取
材成功。ＩＣＳＩ睾丸取精２４例，其中常规手术取精失败者７例，
病人恐惧常规手术改用此法取精５例，手淫失败１例，梗阻性无
精１１例。２４例均取精成功。
１２ 手术器材和方法

１２１　手术器材　手术包：内含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１套，眼科剪
刀１把，消毒钳一把，消毒杯１只，消毒棉球适量，无菌纱布适量，５％碘
伏消毒液适量，２ｍＬ注射器１只，无菌针头１只，载玻片２套，病理小

瓶２只。活检针结构：活检针由内针和外针组成，外针为１６～１８号针
头，内针为１２～１４号针芯，针尖磨细弯成钩针状。见图１、图２。

图１　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针、鞘分离时状态

图２　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针芯入鞘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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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手术方法　病人仰卧位，会阴区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左
手拇、食、中三指固定睾丸，绷紧阴囊皮肤，并使附睾位于下方，

于附睾对侧无血管区注射１％利多卡因约０５～１ｍＬ（没必要精
索封闭），深度达睾丸白膜，左手固定不动，右手握外套针于注

射针孔缓慢旋转刺入睾丸，进入睾丸白膜时有明显的突破感，

此时外套针已自行固定，右手将内针从外套针孔进入睾丸内，

钩取少量曲细精管由外套针孔内轻轻拉出。剪下少许涂载玻

片送镜检，其余用无菌针头挑入病理瓶 ｂｏｕｉｎ液固定送病理。
如是ＩＣＳＩ用精，直接置入带营养液玻璃皿中即可。如取材不够
理想，可再次操作或改变外套针方向再钩取一次，绝大多数一

次成功。ＩＣＳＩ取精者，如为梗阻性无精一般一次取精量已够，
如睾丸活检已报告睾丸内精子少见者，可改变外针方向，多点

取精或双侧睾丸取精，会明显增加成功率。取材结束，拔出外

针，无菌敷贴覆盖即可。手术过程示意见图３～图１１。

图３　左手固定睾丸

图４　利多卡因局部麻醉

图５　右手持针鞘刺入睾丸

图６　针鞘自行固定

图７　针芯准备插入针鞘

图８　针芯插入针鞘

图９　钩取睾丸内组织轻柔从针鞘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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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用无菌针头将组织块挑入病理瓶

图１１　操作结束

１２３　注意事项　固定睾丸时务使附睾位于下方，在附睾对侧
无血管区进针；双手配合，轻柔操作，勿进针过深。

２　结果
２３４例（２９４次，６０例为双侧）取材均获得成功，操作时间

１～２ｍｉｎ，术中病人疼痛轻微，术后马上恢复正常生活。少数病
人术后有一过性腹股沟区轻微疼痛，均可自行缓解。阴囊轻度

血肿１例，１周后自行吸收。
３　讨论

随着男科辅助生育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单精子卵母细

胞包浆内注射（ＩＣＳＩ）的技术成熟和普及，需要对睾丸生殖功能
直接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１］，睾丸活检从单一的病理诊断向诊

断和治疗双向发展。对活检达到微创伤、精确、迅速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从而推动了人们对睾丸活检、取精器械的改造和研

究。沿用已久的睾丸切开活检法逐渐被钳穿法、活检枪、各异

的针吸法活检等方法所取代，以适应生殖科学和临床的需要。

现就常用几种方法讨论如下。

３１　开放式睾丸活检（ＴＥＳＥ）
ＴＥＳＥ被认为是获取睾丸精子发生的金标准［２］。但是，开

放活检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并发症如血肿、感染以及对睾丸血

供的影响［３］，已经被各式睾丸穿刺技术大部分取代，有研究表

明穿刺活检诊断的准确程度同开放活检的一致率达到９５％［４］。
活检枪活检：活检枪有各种型号，但结构大致相同，由外切

套管、带槽针芯和控制手柄组成，它是利用高速切割原理获取

标本。由于睾丸组织解剖结构与肝、肾实质性脏器明显不同，

它外面是结构坚韧的白膜，内部则是被睾丸纵隔分割的丝状曲

细精管。因此，应用活检枪所得到的睾丸组织不可能像肝、肾

活检那样的条状，而是柔软松散的团状组织。由于睾丸组织结

构的特点，使切割力量分散，有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切割效果，并

且在切割过程中产生一定的震动会导致剧烈疼痛。有研究统

计取材合格率９４６％［５］。
针吸法：针吸法也有多种，有细针（ＦＮＡ）、粗针（ＬＮＡ）、单

孔针、多孔针（Ｃｏｏｋ）等，但原理相同，都是利用负压原理抽吸睾
丸组织获得标本，但由于曲细精管富有弹性，退针过程中可与

穿刺孔周围组织摩擦产生阻力作用，有一部分睾丸组织会出现

回缩，影响取材的成功率和标本的数量、质量。有研究统计取

材合格率平均在９２％左右［５］。

其他方法：显微切割睾丸活检取精，近两年刚刚开始，主要是

针对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ＮＯＡ）的一项技术，据报道其活检取精
成功率最高（４２６％～６３０％）且术后并发症少［６，７］。目前国内鲜

有报道，没有普及，而且需要显微设备和良好的显微外科技术。

３２ 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的特色

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是根据睾丸解剖和组织结构特点

而设计，虽然结构简单，但设计合理，内外针各具功能。外针为

鞘，兼具刺入皮肤及睾丸白膜功能，内针取材；左手固定，右手

取材；双手配合可随意控制进针深度、方向和力度；改变传统的

切、吸、削方法为钩取，符合睾丸曲细精管的组织学特征，使取

材更容易，损伤更小。其优点如下：（１）操作简便。稍具外科手
术基础即可操作。（２）创伤小。只有一穿刺针孔，无切割缝合。
（３）操作时间短。正常情况下 １～２ｍｉｎ即可完成，减少感染机
会。（４）病人痛苦小，心理上易于接受，术后可马上恢复正常生
活。（５）穿刺一次可多次取材，保证了病理取材的需要。（６）调
整外针方向及深度可多点取材，使ＩＣＳＩ成功率更高。

因此，笔者认为，应用自制套管钩取式睾丸活检针行睾丸

活检及取精，具有微创、简便快捷、易操作及一次穿刺可反复取

材、多点取材的特点，可以在临床推广。

（致谢：感谢北京军区总院生殖中心、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

心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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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中解脲支原体（ＵＵ）和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对精液参数的影
响，并探讨精液ＡｓＡｂ和ＵＵ感染的关系。方法：收集男性不育症患者２８３例，采用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行精
液常规分析（ＣＡＳＡ），用ＤＮＡ体外扩增原位杂交术（ＰＣＲ）检测精液 ＵＵ，采用混合抗球蛋白反应试验（ｍｉｘｅｄ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Ｒ）检测精液ＡｓＡｂ。结果：ＵＵ和 ＡｓＡｂ阳性组精子活力均较 ＵＵ和 ＡｓＡｂ阴性组下
降，而两组之间精子密度无显著差异。ＡｓＡｂ阳性组中ＵＵ阳性率显著高于ＡｓＡｂ阴性组。ＵＵ阳性组经敏感
抗生素治疗后精子活力显著改善，ＡｓＡｂ阳性率显著下降。讨论：ＵＵ和ＡｓＡｂ对精子运动主要参数有明显影
响，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而ＵＵ是产生ＡｓＡ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不育；男性；支原体；抗精子抗体；精液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ｕｍ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　ＣＨＥＹｕ
ｒｕｉ１，ＮＩＥＷｅｉ２，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ａｎ２，ＱＩＨａｉｙｕｎ２，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ｆｕ１，ＤＥＮＧＭｉｎ１，ＭＡＹｏｕｘｉｏｎｇ３，ＲＥＮＨｕｉｍｉｎ３．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７，Ｃｈｉ
ｎａ；２．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ｕｍ（ＵＵ）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ＡｓＡｂ）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Ａｂｉ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８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Ａ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ｍｅｎ
ＵＵ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ＮＡＰＣＲ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ＡｓＡｂ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ｉｘｅｄ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ＵＵａｎｄＡｓＡｂ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ＵＵａｎｄＡｓＡｂ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ＵＵｉｎｔｈｅＡｓＡｂ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ＡｓＡｂ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Ａｂ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ＵＵａｎｄＡｓＡｂ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ｍａｉ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ｙａｎｄｍａｙ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ＵＵ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ｓＡｂ．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ｕｍ；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我国近几年支原体、衣原体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中相当一部
分感染所致的不育患者可出现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１］。为研究解
脲支原体（ＵＵ）感染及ＡｓＡｂ对精液的影响，我们将２０１３年５月
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来我院生殖健康科就诊的２８３例男性不育症患者
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同时检测精液 ＵＵ及 ＡｓＡｂ，以探讨 ＵＵ及
ＡｓＡｂ对精子密度、活动率和活力等参数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１３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３月来我院生殖健康科就诊的

２８３例性生活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婚后一年以上未育的男性
不育症患者，年龄２０～４１岁，平均（２８５±２６）岁。男性检查生
殖器官正常，排除各种器质性原因而致不育［２］。

１．２　精液标本收集
患者禁欲２～７ｄ，事先排空尿液并清洁双手和阴茎，手淫法

将一次射出的精液完整收集于干燥的广口无菌容器中，立即放

置于３７℃水浴箱中，液化后按顺序进行以下检测。
１．３　方法

精液常规分析：采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系统，所有
操作按照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
室检验手册》要求进行。检查结果以精子密度≥１５×１０６／ｍＬ、活动
率≥５０％、ａ＋ｂ级活动精子百分率≥５０％为正常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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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检测：选用美国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公司生产的支原体检测试
剂盒（内有引物、阳性对照、内对照、ＳｔｒａｔａＣｌｅａｎｒｅｓｉｎ、缓冲液），
ｄＮＴＰ，ＴａｐＤＮＡ聚合酶，缓冲液，琼脂糖，矿物油。操作步骤严格
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结果判断：该方法为检测支原体的定性

方法，在电泳泳道上，ＭＡＲＫＥＲ、阳性对照、内对照均会出现不同
的电泳条带，当被检样品泳道出现明亮条带，且位置在阳性对

照和阴性对照条带位置之间，即可认为该样品被支原体污染。

有时还会发现一条泳道出现多条，可能是该样品感染两种以上

支原体所致。如果泳道内条带隐约出现，则可怀疑有支原体污

染，重做该样品。

精液ＡｓＡｂ检测：采用ＭＡＲ法，取液化的精液２０μＬ于载玻
片上，加２０μＬＭＡＲ法 ＡｓＡｂ检测试剂盒 Ａ液混匀 １５ｓ后，加
２０μＬＢ液，使用专用的一次性取样器来回抽吸混匀２次，加盖
玻片，３ｍｉｎ后在 ＣＡＳＡ的显微镜下（４０×１０倍）镜检。结果判
定：精子表面无 ＡｓＡｂ存在，可见精子在相互黏附的敏化 ｓＲＢＣ
（绵羊红细胞）间自由泳动；精子表面有 ＡｓＡｂ存在，则敏化
ｓＲＢＣ黏附于精子，并一同扭动。至少计数１００个活动精子，计
算黏附有ｓＲＢＣ的活动精子数在总活动精子数中所占的百分
比。阳性率Ｒ＝黏附有ｓＲＢＣ的活动精子数／计算的总活动精子
数×１００％，Ｒ≥１０％判为阳性（参照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
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

治疗方法：根据药敏结果应用抗生素，治疗后３０～６０ｄ复查

ＣＡＳＡ。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计量资
料以 珋ｘ±ｓ表示，均数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数据用
χ２检验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８３例精液标本中ＵＵ感染者７９例，感染率为２７９％。ＵＵ
感染阳性组和阴性组精液常规检测结果显示两组精液量、ｐＨ值
和精子密度方面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精子活动率及精子
活力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８３例精液标本中 ＡｓＡｂ阳性者 ３４例，占 １２０１％。ＡｓＡｂ
阳性组和阴性组ＣＡＳＡ检测结果显示两组精液量、ｐＨ值和精子
密度方面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在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力
方面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ＡｓＡｂ阳性组中 ＵＵ阳性率 ５２９％（１８／３４），阴性组中 ＵＵ
阳性率２４５（６１／２４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ＵＵ感染阳性组其中３８例应用抗生素治疗后，精子活动率
及精子活力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５），而精液量、ｐＨ值和精
子密度等无显著变化。见表３。

ＵＵ感染阳性组其中３８例应用抗生素治疗后，ＡｓＡｂ阳性率
由３４２％（１３／３８）下降至１０５％（４／３８），Ｐ＜００５。

表１　ＵＵ阳性组与ＵＵ阴性组精液参数的比较

解脲支原体 例数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动率（％） Ａ＋ｂ级精子（％）

阳性组 ７９ ３０３±１２２ ７２０±０３６ ３７８８±２２３１ ２６６７±１０４４ １８９４±１０３３

阴性组 ２０４ ３１５±１３４ ７２０±０４２ ４１２４±２４９２ 　３９５２±１４３３ 　３８７６±１９４３

　　注：与阳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２　精浆ＡｓＡｂ阳性与阴性组精液参数的比较

ＡｓＡｂ 例数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动率（％） Ａ＋ｂ级精子（％）

阳性组 ３４ ３０６±１５１ ７２０±０３６ ３６６９±２１１３ ２４１７±１１２３ １８５７±９１７

阴性组 ２４９ ３２４±１２４ ７３０±０５３ ４０６８±２０１１ 　４９８５±１４６６ 　４００４±１５６７

　　注：与阳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ＵＵ感染阳性组其中４１例应用抗生素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

精液量（ｍＬ） ＰＨ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动率（％） Ａ＋ｂ级精子（％）

治疗前 ３１６±１２８ ７２０±０５６ ３９１２±２０３４ ２５３２±１００８ １８６４±１０２６

治疗后 ３１９±１５２ ７３０±０６４ ４３０８±１９７１ 　５６４７±１６２３ 　４３４８±２００４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男性不育症中有１５％～３０％左右为免疫因素所致，血清或

精液中可能存在抗精子抗体，从而导致精子存活力低下而不

育［３］。精子可引起同种和异体免疫，产生自身抗精子抗体［４］。

睾丸炎症、输精管堵塞及睾丸外力损伤或者附睾等感染都可以

使精子抗原进入淋巴循环，从而激活免疫反应，导致自身抗精

子抗体的产生［５］。ＵＵ是从人泌尿生殖道分离到的支原体，和

男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关系较为密切［１］。支原体培养是诊断支

原体感染的一种较可靠的方法，目前广泛用于支原体感染的临

床检测。ＰＣＲ法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一种体外
ＤＮＡ扩增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酶促 ＤＮＡ合成反应，即在 ＤＮＡ
模板、引物和脱氧核糖核酸存在下，经 ＤＮＡ聚合酶的作用，使
ＤＮＡ链扩增延伸。该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快速的特
点，但其对实验环境的要求严格，实验成本较高，实验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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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污染，否则易出现假阳性。两种检查法各有利弊，本

次研究我们在标准 ＰＣＲ检测室用 ＰＣＲ法检测 ＵＵ。本实验中
ＵＵ感染阳性组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力显著低于ＵＵ阴性组，精
子密度方面两组无显著性差异，提示 ＵＵ可能主要通过影响精
子运动而不是精子数量影响男性生育能力。精子的运动能力

是衡量精子能否受精的重要指标，Ｓｔｉｐｋｏｖｉｔｓ等［６］通过扫描电镜

与透射电镜观察，发现 ＵＵ可附于精子的头部、中段及尾部，这
将影响精子的活力，使精子前进时的流体动力学阻力增大，而

且精子尾部严重卷曲，摆动减弱，影响了精子运动速度。ＷＨＯ
推荐检测精液 ＡｓＡｂ的方法是 ＭＡＲ 法与免疫珠试验
（ＩＢＴ）法［７］。

本文应用ＭＡＲ法检测活动精子表面附着的 ＡｓＡｂ，具有以
下优点：（１）简便、快速，结果易判断；（２）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无假阳性出现；（３）可直接观察到精子抗体与精子的结合部位。
马乐等［８］的研究表明 ＭＡＲ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重复性都达
到临床诊断的要求，并且认为ＡｓＡｂ可结合在精子不同部位，影
响精子穿透宫颈黏液，影响精子获能及精卵结合［９］。本实验中

ＡｓＡｂ阳性组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力显著低于ＡｓＡｂ阴性组，精
子密度方面两组无显著性差异。提示ＡｓＡｂ可能主要通过影响
精子的运动影响男性生育能力。本实验中 ＡｓＡｂ阳性组精液
ＵＵ阳性率明显高于ＡｓＡｂ阴性组，ＵＵ可能是ＡｓＡｂ产生的重要
原因之一［１０］。ＵＵ与人精子膜的两个交叉反应抗原（５０ＫＤ、
２７ＫＤ），这可能是 ＵＵ导致 ＡｓＡｂ产生的分子机制。本实验中
ＵＵ阳性组药敏实验以强力霉素、米诺环素最为敏感，这与曾凡
杞等［１１］研究结果相似，经敏感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后精子活力

显著改善，ＡｓＡｂ阳性率显著下降。本实验结果显示 ＵＵ和
ＡｓＡｂ对精子密度无显著影响，ＵＵ和ＡｓＡｂ的产生相关，两者可
协同作用影响精子运动，影响男性生育能力，这与郭建华等［１２］

用ＵＵ培养法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尽管目前支原体造成不育
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精浆中ＵＵ感染和ＡｓＡｂ的存在作

为男性不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成业界共识，开展精液 ＵＵ和
ＡｓＡｂ的检测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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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短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临床观察
李韬　谢胜　谢子平　王万荣　王澍弘　欧阳海　康照鹏　谭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估α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短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治１８０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依据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前列腺液结果，随机分为治疗组（α受体阻
滞剂联合体外短波治疗组）和对照组（单一α受体阻滞剂治疗组、单一体外短波治疗组），每组６０例，治疗
４周后，对比分析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三组的疗效。结果：三组患者均能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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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症状。联合治疗组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改善情况较其他两组明显。α受体阻滞
剂组治愈率２６％，总有效率 ７２％；体外短波组治愈率 ２０％，总有效率 ６６７％；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３３％，治愈率为４８％治疗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副反应。治愈率、总有效率比较，联合治疗组显著高
于单一治疗组（Ｐ＜００５）。结论：对于伴有下尿路症状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α受体阻滞剂联合
体外短波治疗具有治愈率高、安全性好、并发症少等优点；能迅速有效地改善 ＣＮＰ患者的临床症状，在临
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α受体阻滞剂，体外短波治疗仪，联合治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ＬＩＴａｏ，ＸＩＥＳｈｅｎｇ，ＸＩＥＺ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ａｎｒｏ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ｕｈｏｎｇ，ＯＵＹＡＮＧＨａｉ，ＫＡＮＧＺｈａ
ｏｐｅｎｇ，ＴＡＮＹ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
４４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Ｎ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ＮＩＨ－ＣＰＳＩ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ｌｕｉｄ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ＮＰ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４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ｓｏｎＮＩＨ－ＣＰＳＩｐａ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ＣＮＰ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ｓ
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ＮＩＨ－ＣＰＳＩｐａ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９３．３％ａｎｄ４８％，
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７２％ａｎｄ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２６％，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６６．７％ａｎ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２０％）（Ｐ＜
０．０５）．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Ｎ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ＣＮＰ）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前列腺炎类型。据统计，在泌尿外科门
诊患者中前列腺炎患者约占 ２５％，而 ＣＮＰ可达其中的 ９０％以
上［１］。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致病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非

细菌性感染、平滑肌痉挛、尿液反流等有关［２，３］。

由于病因的不确定，ＣＮＰ缺乏特定的治疗，但治疗重点
均倾向于改善患者症状、减少复发为主［４］。目前临床上常

用的治疗方法有抗生素、α受体阻滞剂、抗炎药、前列腺按
摩、热疗等，对于一些难治性的 ＣＮＰ患者，则倾向于多种治
疗手段的联合应用。２００９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我科采
用 α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短波热疗治疗 ＣＮＰ，疗效满意，现
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８０例被诊断为 ＣＮＰ患者，平均年龄为 ３６３岁（２０～５３
岁）。患者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会阴及耻骨区不适、尿道烧灼感、

睾丸痛、尿频、尿不尽感等症状，直肠指诊前列腺压痛（＋），反复
或２次以上尿液、前列腺按摩液细菌培养阴性，症状指数 （ＮＩＨ
－ＣＰＳＩ）≥１０，前列腺按摩液 （ＥＰＳ）中 ＷＢＣ＞１０／ＨＰ，卵磷脂
小体减少。排除未生育或近期内有生育要求者。病程３个月～
１７个月，平均５个月。所有患者均经抗生素治疗 ４周以上，疗

效欠佳。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 Ａ组（α受体阻滞剂组）、Ｂ组
（体外短波治疗仪组）和Ｃ组（α受体阻滞剂与体外短波联合治
疗组），每组６０例。各组间入选患者的年龄、病程、ＣＰＳＩ症状
评分均衡致，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临床资料可比性分析

组别 年龄（岁） 病程（月） 治疗前ＣＰＳＩ评分

α受体阻滞剂组（ｎ＝６０） ３５２０±５５２ ６０５±２５６ ２３５１±６０７

体外短波组（ｎ＝６０） ３４３８±５１０ ５８８±１９７ ２４４６±５３１

联合治疗组（ｎ＝６０） ３６６０±６００ ５１１±１１６ ２３９７±５２３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停用抗生素或其他治疗１周。Ａ、Ｂ两组为对照

组，Ａ组使用α受体阻滞剂口服治疗，给予患者口服盐酸坦洛新
胶囊（齐索，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０２ｍｇ，１次／ｄ，睡前口
服，连续口服４周。若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时视症状严重程度减
少药量或停服药物。Ｂ组采用体外短波治疗，予以 ＣＲＳ－２２８０Ｅ
型体外短波电容场热疗系统治疗，每３ｄ患者行体外短波治疗１
次，每次治疗时间６０ｍｉｎ，２周（５次）为１疗程，连续治疗４周，
共１０次，初次治疗时向病人详细讲解治疗原理、功效及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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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取得病人配合。Ｃ组为口服 α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短波治
疗组，α受体阻滞剂的用法同α受体阻滞剂组，体外短波治疗的
时间与要求同体外短波组。

１．３　判定疗效标准
治疗效果判定：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测定，并比较治疗前后患者前列腺液
镜检结果（白细胞、卵磷脂小体）的变化情况。疗效评估依据疗

程结束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下降程度及实验室检查变化情况来
判定。

判定标准：（１）治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９０％；
前列腺液镜检白细胞＜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正常；（２）显效：症
状程度评分减少６０％～８９％，前列腺液镜检白细胞数、卵磷脂小
体较前明显好转；（３）有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３０％～
５９％，前列腺液镜检白细胞数、卵磷脂小体较前好转；（４）无效：
症状程度评分减少≤３０％，前列腺液检查无明显变化。以治愈、
显效和有效病例计算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分析软件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所有的统计数据进行

分析。所有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每组之间
用药前后症状评分的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三组之间计数资料
治愈率、总有效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１８０例入选患者均完成治疗，各组方法治疗 ４周后结果见
表２、表３。三组治疗后各ＣＰＳＩ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降低。α
受体阻滞剂组和体外短波治疗仪组治疗后ＣＰＳＩ评分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联合组治疗后 ＣＰＳＩ评分分别与 α受体阻
滞剂组和体外短波治疗仪组治疗后ＣＰＳＩ评分比较有显著性（Ｐ
均＜００１），表明α受体阻滞剂与体外短波联合组改善 ＣＮＰ症
状效果显著高于单一治疗组。α受体阻滞剂组治愈率２６％，总
有效率７２％。体外热疗仪组治愈率２０％，总有效率 ６６７％。α
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热疗仪组治愈率４８％，总有效率９２％。组
内两两比较，α受体阻滞剂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与体外短波治
疗仪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联合组治愈率与 α受体阻滞剂组
和体外短波治疗仪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联合组总有效率分

别与α受体阻滞剂组和体外短波治疗仪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表明α受体阻滞剂与体外短波联合组治愈率、总有效率显
著高于单一治疗组。

在接受体外短波治疗的患者中有４例在首次治疗时血压曾
出现轻度升高，经休息、安抚后血压恢复正常，再次治疗时未出

现此类情况。三组病例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任何与药物及物理

治疗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表２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结果

组别
治疗前

ＣＰＳＩ评分
治疗后

ＣＰＳＩ评分
治疗前后对比

α受体阻滞剂组（ｎ＝６０） ２３５１±６０７ １４２９±４１５ Ｐ＜００１

体外短波组（ｎ＝６０） ２４４６±５３１ １３１０±５０３ Ｐ＜００１

联合治疗组（ｎ＝６０） ２３９７±５２３ ７２４±５２１ Ｐ＜００１

表３　三组方法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疗效比较

组　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α受体阻滞剂组
（ｎ＝６０）

１６（２６７）１９（３１７）８（１３３）１７（２８３）４３（７１７）

体外短波组

（ｎ＝６０）
１２（２００）１６（２６７）１２（２００）２０（３３３）４０（６６７）

联合组（ｎ＝６０） ２９（４８３）１８（３００）９（１５０） ４（６７）５６（９３３）

３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好发于青壮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其症状复杂多样，且易反复发作，可直接影响工作生活，临

床治疗比较困难，抗生素治疗仍然处于主要地位。因前列腺包

膜的存在，目前尚不能找到一种既兼顾了对致病菌敏感、半衰

期长，又同时具备穿透能力强、局部浓度积聚高的药物，且慢性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除与非细菌性感染有关外，与盆

底肌群－尿道平滑肌痉挛及尿液反流等还有密切的关系，故单
一抗生素治疗很难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因此，综合治疗是目

前较为有效的方法［５］。

我们研究显示联合使用α受体阻滞剂、体外短波治疗仪治
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总有效率、治愈率显著高于单一治

疗组（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的国际前列腺炎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
尤其是疼痛症状评分有明显的改善，说明两组治疗方式的联合

应用可更有效地改善ＣＮＰ患者的炎症情况并缓解其临床症状，
在疗效上可以达到互补、协同的效果。其可能的原因是：（１）在
ＣＮＰ的众多致病因素中，后尿道神经－肌肉功能障碍是其中重
要因素之一［６，７］。膀胱颈部的功能紊乱和／或盆底肌群的痉挛，
排尿时促使尿液返流至前列腺，这种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与植
物神经功能失调导致α受体兴奋性增高。膀胱颈部、尿道及前
列腺存在的ａ１受体，主要为ａ１Ａ受体。盐酸坦洛新胶囊是一种
高选择性的α受体阻滞剂，可以高选择性地阻断尿道、膀胱颈
部及前列腺平滑肌，缓解盆底肌肉的紧张和痉挛，松弛前列腺

和膀胱颈部的平滑肌、降低尿道闭合压，从而改善了 ＣＮＰ患者
的下尿路症状和疼痛［８］。（２）ＣＲＳ－２２８０Ｅ型体外短波电容场热
疗系统为最新一代体外短波热疗仪器［９］。其治疗原理为应用

高频电磁场产生的热效应，升高前列腺部的内部温度，扩张血

管，前列腺局部血液循环得到了改善，增加了前列腺腺泡、腺管

的通透性以及药物渗透性，从而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强化治

疗效果［１０］；其次有利于前列腺产生多种免疫球蛋白和合成具有

抗感染作用的含锌多肽，增强吞噬细胞的功能，促进局部炎症

的消散吸收；再次热疗还能缓解横纹肌－平滑肌痉挛，降低肌张
力、皮肤感觉神经的兴奋性，减轻炎性肿胀对神经末梢压迫作

用。有研究发现，热效应使前列腺上皮细胞钾离子通道开放，

促使钾离子外流，从而纠正由于缺血、缺氧、水肿致痛物质聚集

所致疼痛［１１］；热疗也可以破坏膀胱颈部平滑肌细胞膜及前列腺

部尿道内丰富的α肾上腺能受体，降低后尿道阻力，从而减轻
患者症状。

本方法对初发的患者疗效好，尤其是合并有会阴及耻骨区

不适、尿频、尿不尽感等下尿路症状患者。联合治疗组大部分

患者获得了良好效果，但仍有４例效果欠佳，这４例患者年龄介
于４０～５３岁之间，病程均在 １年以上，尝试过其他反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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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因可能是：一发病时间长，经过其他治疗，对药物及热疗

耐受；二可能是治疗时间不够。三组病例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现

与药物及体外短波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说明联合治疗和

单一疗法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但联合治疗组的治愈

率、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单一治疗组。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有研

究报道［１２］高温可引起生精上皮损伤，影响精子活力，导致无精

或少精，故在应用体外短波治疗时应排除未生育或近期内有生

育要求者。

总之，对于伴有下尿路症状的 ＣＮＰ患者，α受体阻滞剂联
合体外短波治疗具有治愈率高、安全性好、并发症少等优点，能

迅速有效地改善 ＣＮＰ患者的临床症状，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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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良性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后排尿困难的形成原因及治疗方法，探讨更好的预防手
术并发症的发生和选择最佳治疗对策。方法：对３５６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后发生排尿困难的患者１５例
进行总结分析。根据排尿困难的原因及部位，分别行尿道扩张、冷刀切开、电切镜治疗。结果：所有患者的

排尿困难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或完全消失，无尿失禁等严重并发症。结论：术前认真评估、掌握手术方法及技

巧、术中细致观察，是防止手术后出现排尿困难的有效方法。尿道扩张和经尿道手术仍是治疗术后尿道狭

窄的主要手段，大多数患者疗效满意。

【关键词】　前列腺电切；排尿困难；成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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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ＲＰ），是目前公认的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具有
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１，２］。和任何有创治

疗一样，其术中和术后均有一定的并发症发生率。排尿困难是

ＴＵＲＰ手术后４～６周内最常见的并发症，文献报告其发生率为
２７％～６５％［３，４］。对我院２００６年２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３５６例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行 ＴＵＲＰ手术进行总结分析，术后并发
排尿困难共１５例，占同期手术的４２％。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发生手术后排尿困难并发症的共１５例，年龄在６１～８４
岁，平均年龄７２岁。手术前Ｂ超检查测定前列腺的体积为５２～
１３５ｍＬ，均未发现膀胱肿瘤占位及膀胱结石等其它疾病；直肠指
检前列腺２度增生１１例，３度增生４例，４度增生１例；急性尿
潴留入院４例，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均大于１８分，合并
有糖尿病２例，高血压病４例，慢性支气管炎２例；患者心、肺功
能均良好；手术前均行相关的检查，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史病

例。有合并其他疾病的患者，均行术前调整至耐受手术。

１５例发生排尿困难的患者，发病时间在手术后０～８个月，平均
１１个月。出现排尿困难症状时，均行Ｂ超初步检查。根据不同的
病情，分别行尿道探试、造影、膀胱镜及尿流动力学检查，诊断排尿

狭窄的原因及部位。其中前尿道狭窄１例，膀胱颈狭窄和挛缩各２
例，后尿道狭窄２例，组织碎块或血块阻塞各３例，腺体残留３例，
膀胱颈、尿道水肿２例。尿流率检查均提示有下尿路梗阻。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出现下尿路梗阻的患者，均先行尿道扩张，５例尿道狭
窄和膀胱颈狭窄的患者经尿道扩张 ３～１２个月后，症状明显缓
解或治愈。２例膀胱颈挛缩扩张无效，行电刀膀胱颈切开。１例
膜部尿道狭窄的患者，行冷刀切开。腺体残留的患者行重新电

切。组织碎片和血块堵塞行膀胱镜检查、取出碎片、保留导尿、

膀胱生理盐水冲洗等措施。拔除导尿管尿道水肿的患者，行重

新保留导尿、抗炎治疗，１周后可以自行排尿，仍然有排尿不畅，
再行尿道扩张后排尿困难完全消失。

１３ 疗效指标

分别记录所有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１周的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数据，对治疗效果进行评
估。Ｑｍａｘ恢复至≥１５ｍＬ／ｓ可判断为有效。
２　结果

１５例发生手术后排尿困难并发症的患者，治疗后随访３～６
个月，所有患者的排尿困难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或完全消失，无

尿失禁等严重并发症。与治疗前相比，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国际
前列腺症状评分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ＩＰＳＳ评分比较

排尿困难

原因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ＩＰＳ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前尿道狭窄 １ ５６ １８ ２１ ９

膀胱颈狭窄 ２ ６２ ２０ ２４ １１

７５ ２２ ２３ １０

膀胱挛缩 ２ ６４ ２１ １９ ９

８６ １９ ２５ １２

后尿道狭窄 ２ ７３ ２４ ２４ １４

５９ ２２ ２６ １１

组织或

血块阻塞

３ ６３ ２５ ２２ ８

８２ ２４ ２１ １０

５４ ２１ ２７ １２

腺体残留 ３ ７１ ２４ ２３ ７

６５ ２７ １９ ９

７２ ２２ ２４ １４

膀胱颈水肿 １ ６８ ２８ ２２ ９

尿道水肿 １ ５９ ２４ ２５ １１

６７３±０９３ ２２７３±２７９△ ２３０±２４ １０４±２４△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ＴＵＲＰ治疗前列腺增生疗效显著，且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

但可能引起术后排尿困难等并发症，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３１ 膀胱颈或尿道水肿

膀胱颈或尿道水肿引起的排尿困难，大多发生在前列腺手

术后拔除导尿管时，其发生与感染和损伤有关［５］。前列腺电切

目前国内使用的以Ｆｒ２４～２６镜鞘最为常见，我们使用的是 Ｆｒ２６
号镜鞘。术后观察尿道，均有不同程度的尿道黏膜损伤，与术

前进入时相比，黏膜明显充血。为了防范术后尿道及膀胱颈水

肿，我们针对不同的原因施行以下对策：（１）一般的病人，电切
镜鞘可以顺利进入尿道，对于进入尿道较为困难的病例，不强

行进入，先行尿道扩张，再置入电切镜鞘。（２）切除腺体过程
中，电切镜鞘压迫尿道并来回移动对尿道黏膜有损伤，若前列

腺腺体较大，操作时间长，损伤的程度会更大。因此，手术中尽

量减少电切镜鞘的来回移动及旋转。（３）术后常规行三腔气囊
导尿管牵拉、压迫膀胱颈部。导尿管留置时间较长、为术后膀

胱冲洗而留置较粗三腔导尿管亦会刺激膀胱颈及尿道，加重水

肿的发生，故应选择适当型号的导尿管。三腔气囊导尿管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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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超过１２ｈ，留置时间５～７ｄ为宜。（４）围手术期应用适当
的抗生素，特别是合并有尿潴留及膀胱结石的患者；术后每日

清除尿道外口分泌物，并用０５％的碘伏溶液擦拭尿道外口。
３２ 腺体残留过多

腺体切除残留过多是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排尿困难的主

要原因［６］。在前列腺电切手术过程中，手术者因为害怕切除过

多的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会引起患者的术中水中毒；有一些因

为术中出血较多而终止手术；或手术后出现尿失禁［７］。往往在

关键部位切除腺体过少，尿道的畅通性不够，而引起术后排尿

困难。我们针对不同的原因施行以下对策：（１）前列腺腺体较
大。手术过程中，常规局部切除腺体至包膜，注意突入手术视

野的腺体组织，依次切除，不容易遗漏，特别是前叶组织。手术

即将终止时，常规观察有否明显的腺体残留。（２）手术中出血。
术中出血较多，是手术终止的主要原因，所以术中切除一个视

野，应仔细止血，局部不要切穿包膜，防止静脉窦开放，出现难

以止血情况。耻骨上膀胱造瘘，保持手术视野的清晰，是防止

术中出血的有效方法之一。（３）中叶突向膀胱。膀胱颈部后方
呈穹窿状，手术中容易使颈口腺体保留过多，引起术后排尿困

难。手术中应尽量切除颈部的腺体，将颈部后唇切至平滑肌环

形纤维。由于膀胱颈口下方为前列腺腺体与膀胱交汇反折处，

容易切穿，建议手术完毕前行局部修剪。（４）尖部腺体残留。
尖部接近外括约肌，由于不敢切除超过精阜组织，尖部残留腺

体组织较多，形成活瓣样结构，手术后出现拔出导尿管初排尿

尚好，不久出现排尿困难，甚至出现尿潴留。

３３ 血块、组织碎片阻塞

前列腺电切术中或术后出血较多，引起膀胱内积血，形成

血块。术后膀胱冲洗不彻底，导致血块、组织碎片阻塞尿道，引

起排尿困难［８］。因此应采取以下对策：（１）术前应常规 Ｂ超或
ＣＴ检查，判断有无膀胱憩室，术中彻底止血，减少血块形成。切
除腺体时，尽可能减少大块切除，以便组织碎块顺利冲洗出膀

胱。（２）手术结束前，认真冲洗膀胱，特别是小房、憩室造瘘管
周围、前列腺腺窝等容易藏匿的地方。有大块组织应用电切环

取出组织。（３）术后膀胱的过度充盈，容易导致膀胱颈口手术
创面撕裂出血，保持膀胱冲洗通畅，以免血块积存。

３４ 尿道狭窄

尿道狭窄是前列腺电切手术后排尿困难的最常见的原因，

其发生率为３８％～９８％［９］。狭窄多发生在术后４～６周，可发
生在尿道的任何部位，以尿道外口最为常见。我们针对不同的

原因施行以下对策：（１）术中电流强度过大，手术过程中会直接
灼伤尿道。不同的电刀输出功率应根据情况，合理的调整电流

强度。（２）手术中切除过深，导致切穿外科包膜，术后尿道上皮
爬行困难，难以覆盖尿道创面，导致疤痕狭窄［１０］。（３）手术后
留置导尿管过粗，时间过长，导尿管质量差，刺激性较大，因此

术后尽量减少保留导尿的时间，选择适当的导尿管。（４）纱布
尿道外口捆扎，导致局部组织缺血、坏死，形成疤痕性狭窄。

（５）电切镜鞘的进出导致尿道的损伤及感染。术中应尽可能的
在直视下置入镜鞘，术后使用抗生素。有报道显示，适当使用

抗生素可以预防术后尿道狭窄［１１］。尿道狭窄一旦形成，应早期

行尿道扩张，对扩张后仍狭窄的病例，及时行尿道狭窄切开。

３５ 膀胱颈狭窄或挛缩

膀胱颈狭窄、挛缩发生率为０３％～９２％［１２］，多发生在前列
腺腺体较小和年龄较小的患者，往往伴有膀胱颈口硬化，白天也

有排尿次数增多，镜下可见膀胱颈增生的纤维组织疤痕和抬高的

膀胱颈后唇，呈堤坝样改变。此类病人需切除膀胱颈后唇纤维组

织，控制电切、电凝的电流不能过大，手术后控制感染，使切除创

面尿道上皮化尽可能不受影响，均是防止术后排尿困难的有益方

法。纤维组织的过度增生是手术后膀胱颈口狭窄的原因［１３］。因

此，手术前必须对患者的手术指证认真评估。此外，手术后导尿

管牵引力度过大、时间过长也会损伤膀胱颈部，导致膀胱颈狭窄。

对已经发生的膀胱颈口狭窄，需及时行尿道扩张或膀胱颈口切

开。膀胱颈电切或用效果更好的激光切开［１４］。

前列腺电切作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在目前

临床上已得到广泛应用。手术前认真评价其手术适应症，熟练

掌握其手术方法及手术技巧，手术中细致观察，是防止手术后

出现排尿困难的有效方法。就目前而言，尿道扩张和经尿道手

术仍是治疗术后排尿困难的主要手段，绝大多数患者经治疗后

能获得满意疗效［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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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与性功能的关系
韦庆凡　覃江　韦克暖
河池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西 河池 ５４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尿道损伤引起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并评价尿道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对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泌尿科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１５０名尿道损伤与修复重建手术患
者的临床资料，对比前尿道损伤患者与后尿道损伤患者的术前和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率。结果：①前
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４６６７％，术后１周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４９３３％，术后１年勃
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２９３３％；②后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５４６７％，术后１周勃起功能
障碍发生率为５２００％，术后１年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３８６７％；③两组术前与术后１周的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１年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要明显小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造成尿道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中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有血管性、神经性、心理性三方面，尿
道端端吻合术并不会加重或增加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率，术后远期有部分患者可恢复勃起功能。

【关键词】　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手术；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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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带动我国交通事业的不断发
展，随之而来的也有高车祸率。因工伤或者车祸引起的骨盆骨

折常常容易引起尿路挫伤与断裂，而且发生率日益增高；泌尿

微创手术的开展导致医源性器械引起的尿道损伤发生率也不

断增高。患者在发生尿道损伤的同时常常伴有性功能的改变，

而尿道修复手术能否导致与加重患者勃起功能障碍成为了国

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１－５］。随着修复材料的不断研发

以及手术方法日益成熟，尿道修复成功率也在不断提高，如何

在修复尿道损伤的同时恢复患者已经失去的性功能也是目前

国内专家研究的热点。笔者通过回顾我院泌尿科于 ２０１０年 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１５０名尿道损伤与修复重建手术患者

的临床资料，分析尿道损伤引起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并评价尿道

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对性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泌尿科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
的１５０名尿道损伤与修复重建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前尿
道损伤的患者共有７５名，后尿道损伤的患者共有７５名。前尿
道损伤组的患者全为男性，其中最小年龄为２０岁，最大年龄为
６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３３５±３４３）岁；后尿道损伤组的患者全为
男性，其中最小年龄为 ２３岁，最大年龄为 ５９岁，平均年龄为
（４４３１±３４８）岁。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尿道端端吻合术进行治疗。后尿道损伤

组采取阴部倒Ｕ形的切口，完全切除狭窄瘢痕组织并用长直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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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吻合；前尿道损伤组患者采取阴部 Ｕ形切口，清楚尿道周
围的血肿后游离尿道，修整尿道的创缘并将两个断端的腹侧与

背侧劈开１ｃｍ后进行斜形吻合。观察患者术后１周以及随访１
年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建立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数据库，并采取 ＳＰＳＳ１９０的统
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计数资料均采取χ２检验，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前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比较

根据实验数据可知，前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为４６６７％，术后１周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４９３３％，术
后１年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２９３３％。其中术前与术后１周
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１年的勃
起功能障碍发生率要明显小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前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比较

时间 例数 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

手术前 ７５ ３５ ４６６７

手术后１周 ７５ ３７ ４９３３

手术后１年 ７５ ２２ ２９３３＃

　　注：与手术前相比，χ２＝０１１，Ｐ＞００５；＃与手术前相比，χ２＝４７８，
Ｐ＜００５

２２ 后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比较

根据实验数据可知，后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为５４６７％，术后１周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５２００％，术
后１年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３８６７％。其中术前与术后１周
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１年的勃
起功能障碍发生率要明显小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后尿道损伤组患者术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比较

时间 例数 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

手术前 ７５ ４１ ５４６７

手术后１周 ７５ ３９ ５２００

手术后１年 ７５ ２９ ３８６７＃

　　注：与手术前相比，χ２＝０１１，Ｐ＞００５；＃与手术前相比，χ２＝３８６，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造成尿道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中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主

要有血管性、神经性、心理性三方面。

３１ 血管性因素

当患者发生骨盆骨折时，骨折部位发生在坐骨支上或发生蝶

形骨折时，常常会累及阴茎动脉。当骨盆骨折的剪切力使前列腺

膜部的尿道发生断裂，可能会累及海绵体动脉或阴茎动脉，从而

发生动脉型勃起功能障碍［６－８］。当海绵体动脉损伤时，会导致继

发性地减弱海绵体的舒张功能，提高了海绵体的平滑肌收缩力，

而且增加了尿道海绵体与阴茎海绵体的异常性交通，最终引起动

脉型勃起功能障碍。静脉关闭不全也是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当会阴遭受钝性损伤或发生骨盆骨折时，外

力可直接挤压阴茎海绵体，海绵体所受的剪切力与旋转主要来自

于骨骼和肌肉，而这种作用力是导致动脉型勃起功能障碍的直接

原因。同时，当会阴损伤或骨盆骨折后产生的红细胞大量外渗，

与平滑肌损伤所释放的细胞因子会共同引起级联反应，使大量的

肿瘤坏死因子、细胞因子以及生长因子被从内皮细胞中释放到细

胞间质，加之纤维母细胞、血小板、炎症细胞共同出现，这些细胞

与因子共同聚集与海绵体的受损部位而进行修复过程，这种修复

过程包括纤维增生、基质蛋白的沉积以及胶原的合成，这些作用

共同导致了海绵体的舒张功能障碍，因而导致对白膜下小静脉的

压迫能力降低，导致了静脉关闭不全。以上两种血管性机制是导

致动脉型勃起功能障碍的直接原因。

３２ 神经性因素

阴茎的勃起功能受两方面神经共同支配：躯体神经与自主

神经，同时后者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与副交

感神经于盆神经丛处会合。阴茎处的神经又称为海绵体神经，

在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筋膜与前列腺包膜的后方外侧走行，于前列腺尖
部的５点钟方向与７点钟方向的后外侧方向，尿道膜部的３点
钟方向与 ９点钟方向，尿道球部的 １点钟方向与 １１点钟方向
处，从根部的阴茎进入至尿道海绵体与阴茎海绵体，控制阴茎

的正常勃起。当骨盆骨折损伤到海绵体神经时，阴茎的勃起功

能遭受损害，因而导致了神经源性的勃起功能障碍。神经源性勃

起功能障碍在外伤所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尿道前列腺部、尿道膜部两侧以及耻骨联合的后方的海绵体

神经是最易受到损伤的部位，大部分神经源性勃起功能障碍均发

生在这些地方［９］。因海绵体神经于前列腺的尖部进入至阴茎海

绵体，所以这个地方的损伤也易导致神经源性勃起功能障碍。

３３ 心理性因素

骨盆骨折患者常常合并有其它器官的器质性损伤，包括膀

胱损伤以及直肠损伤等［１０－１２］。因而勃起功能障碍的诊断常常

位于这些病症之后，得不到及时的诊治。长时间的勃起功能障

碍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心理发生改变，因害怕性交的失败，

部分患者甚至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心理疾病。外伤对于这些患

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某些患者的器质性改变已完全修

复，但由于其心理上的障碍，仍然会导致心理性勃起功能障

碍［１３－１５］。如何有效地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与心理护理

对于帮助患者恢复勃起功能也十分必要。

从本实验的结果中看出，前尿路损伤与狭窄和后尿路损伤

与狭窄均易引起勃起功能障碍，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尿路损伤

进行修复重建手术后１周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并没有得到明显
的改善，也并无加重勃起功能障碍病例的发生，但是随访１年后
的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大部分恢复能力的为青壮年，可能与心理因素和勃起功能

的延迟性恢复有关。笔者从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医师良

好的执业水平以及术后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是促进性功能

恢复的关键。在手术中应做到小心仔细，避免伤及上述影响勃

起功能的血管和神经；术后护理人员应向患者报告手术的情

况，与患者分享成功恢复的案例，指导患者必要的康复训练，增

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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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造成尿道损伤及修复重建手术中勃起功能障碍

的原因有血管性、神经性、心理性三方面，尿道端端吻合术并不

会加重或增加动脉型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率，术后远期有部分

患者可恢复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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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抑郁症患者性功能状况调查分析
邹庆波　潘长景
莱芜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山东 莱芜 ２７１１００

【摘　要】　目的：对男性抑郁症患者病后性功能状况进行探讨。方法：对１２０例年龄２８～５６岁的男性
抑郁症患者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卷（ＩＩＥＦ－５）、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简明性功能自评表
（ＢＳＤＳＲＳ）和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ＣＩＳＦＰＥ）等量表进行评估。结果：①１２０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合并
出现性功能障碍有７９例，合并发生率为６５．８％；②抑郁症患者与性功能障碍共病组ＨＡＭＤ评分比非共病组
高；③抑郁症患者ＨＡＭＤ评分与 ＩＩＥＦ－５评分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④曲唑酮与百解忧、赛乐特相比，对
ＢＳＤＳＲＳ、ＩＩＥＦ－５、ＣＩＳＦＰＥ三个性功能评定量表影响较小。结论：男性抑郁症患者合并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
高，多数抗抑郁药物在改善抑郁症状的同时并不能改善性功能情况，与其他抗抑郁药物相比，曲唑酮对性功

能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　抑郁症；性功能障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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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是其主要临
床特征［１］。目前，抑郁症的病因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

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因与抑郁症的发病过程有

关［２］。抑郁症病人往往会出现性功能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约４０％的男性抑郁症患者有性欲下降、性唤起障碍［３］。抑郁症

患者经抗抑郁治疗后，抑郁障碍等问题可能得到改善，但是抗

抑郁药本身很有可能给抑郁症患者带来或加重患者的性功能

问题，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４］。本研究对１２０例男
性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情况进行了评定，现将评定结果报道

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于我院住院的抑郁
症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入组标准：①男性，已婚，年龄２８～５６
岁，有固定性伴侣；②本人同意参加本研究；③符合《中国精神
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抑郁发作诊断标准。排
除标准：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肝肾功能异常等；②合
并有酒精及药物滥用者；③已经服用对性功能有影响的药物。
１２　方法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婚姻状况、结婚年月、职
业、身高、体重、发病次数、既往病史等，以及性生活一般情况调

查表。（２）ＨＡＭＤ抑郁评分［５］：采用１７项ＨＡＭＤ抑郁量表对所
有患者进行抑郁评分，按照得分不同，对抑郁程度进行分级，无

抑郁：＜７分；轻度抑郁：７～１７分；中度抑郁：１８～２４分；重度抑
郁：＞２４分。（３）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卷（ＩＩＥＦ－５）［６］：国际上最
具权威的勃起功能障碍评估问卷，包括阴茎勃起信心、勃起硬

度、维持勃起能力及性交满意度等５个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
按照严重程度分为５个等级。按照所得总分降 ＥＤ分为４级：
重度ＥＤ：５～７分；中度ＥＤ：８～１１分；轻度ＥＤ：１２～２１分；无ＥＤ：
≥２２分。（４）简明性功能自评量表（ＢＳＤＳＲＳ）［７］：按照性能力
减退、性恐惧、性痛楚３项１０个小项进行评分，总分越高，性能
力越差。（５）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ＣＩＳＦＰＥ）［８］：对患者
的性欲程度、阴茎勃起坚硬程度、勃起维持时间、射精潜伏期等

１０项问题进行调查，每项问题依据严重程度由重到轻分为５级
评分，１０～３３分确定有早泄；３４～３６分处于临界边缘状态，接近
早泄；３７～５０分确定无早泄。（６）按照以上标准评定共有 １２０
例患者进入研究，平均年龄（３５３±１３５）岁，抑郁症史平均（８５
±２０）月；用药情况：百解忧２６例，赛乐特３０例，曲唑酮１９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为 ＳＰＳＳ１５０，所用统计学方法包括：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珋ｘ±ｓ）描述，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分析等，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抑郁症与抑郁症合并性功能障碍ＨＡＭＤ、ＩＩＥＦ评分比较

全部１２０例抑郁症患者中 ＩＩＥＦ－５≤２１分者 ７９人，故抑郁
症与性功能障碍合并发生率为６５８％。将１２０例抑郁症患者分
为根据ＩＩＥＦ－５评分分为抑郁症组（ＩＩＥＦ－５＞２１，ｎ＝４１）和性功能
障碍合并组（ＩＩＥＦ－５≤２１，ｎ＝７９），现将两组ＨＡＭＤ评分及 ＩＩＥＦ
评分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抑郁症与抑郁症合并性功能障碍ＨＡＭＤ评分比较

ＨＡＭＤ评分１８～２４ ＨＡＭＤ评分＞２４

ＩＩＥＦ评分为０ １９ １６

ＩＩＥＦ评分为５～７ ９ １２

ＩＩＥＦ评分为８～１１ １１ ７

ＩＩＥＦ评分为１２～２１ ３ ２

ＩＩＥＦ评分≥２２ ４１ ０

２２　抑郁症患者ＨＡＭＤ与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负相关
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 ＨＡＭＤ评分与

ＩＩＥＦ－５评分的相关系数ｒ为－０５１０（Ｐ＜００１），呈显著负相关。
２３　服用不同抗抑郁药物的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状况
比较

　　分析服药患者 ＨＡＭＤ、ＢＳＤＳＲＳ、ＩＩＥＦ以及 ＣＩＳＦＰＥ评分结
果，具体如下：ＢＳＤＳＲＳ：不同药物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２８１，Ｐ＝００３），组内效益比较结果显示４个不同的时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１６７２，Ｐ＝０００），且时间与药物之间存在
交互作用（Ｆ＝９３２，Ｐ＝０００），这说明不同的抗抑郁药物随着
时间的延长对ＢＳＤＳＲＳ评分产生不同的影响（Ｐ＝０００）。多重
比较显示曲唑酮组与百忧解组、赛乐特组有显著差异（Ｐ均＜
００５）。ＩＩＥＦ及ＣＡＳＦＰＥ的评分结果与ＢＳＤＳＲＳ相似，即说明不
同的抗抑郁药物对ＩＩＥＦ及ＣＡＳＦＰＥ评分随着时间延长而不同，
且曲唑酮组与百忧解组、赛乐特组有显著差异（Ｐ均＜００５）。
３　讨论

抑郁症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是临床治疗抑郁症中一个非常

普遍和值得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中有６５％的人
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９，１０］。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即：

全部１２０例患者中，有７９人的ＩＩＥＦ－５≤２１分，性功能障碍合并发
生率为６５８％。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症合并性功能障碍的患者
ＨＡＭＤ评分＞２４分的患者显著高于非合并组（Ｐ＜００５），非合并
组没有一例患者的ＨＡＭＤ评分超过２４分。这说明合并性功能
障碍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抑郁症患者的病情控制，这可能

与性功能障碍对患者的心理影响有一定关系，具体还需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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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证实。同时，在抑郁症与性功能障碍共病组的７９例患者中，
ＩＩＥＦ－５评分中有２例患者出现无性交的情况（ＩＩＥＦ＝０）。研究还
发现ＨＡＭＤ评分与ＩＩＥＦ－５评分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即抑郁
症越严重（ＨＡＭＤ评分越高）的患者，更易发生性功能障碍（ＩＩＥＦ
－５越低）。抑郁症、抗抑郁药物以及性功能障碍三者之间有着密
切的联系［１１，１２］。性功能障碍的发生一般有两种状况：一是抑郁

症的一种症状表现；另一种为服用抗抑郁药后出现的不良反

应［１３，１４］。本研究还发现，与百解忧、赛乐特相比，采用曲唑酮治

疗抑郁症，其对性功能三大评定量表影响最小。

综上所述，抑郁症男性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是治疗中很常

见的现象，在治疗过程中选取最佳策略，对于提高抑郁症男性

患者生活质量，增加患者服药依从性有非常大的意义，从而更

有利于患者更好地回归社会［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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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部分切除术与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吴美芬１　陈迪文２△　管庆红１　蓝秀莲１　吴新琼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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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部分切除术与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１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治疗后子宫部
分切除术组患者的性欲异常症状、性唤起异常症状、性高潮异常症状、性心理异常症状、性行为异常症状评

分及综合评分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性生活质量提升程度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术后
１个月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Ｅ２水平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
低，性激素水平改善程度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结论：子宫部分切除比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
瘤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小，值得推广。

【关键词】　子宫部分切除术；全子宫切除；子宫肌瘤；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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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１００例子
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探讨了子宫部分切

除术与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现

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共收治１００例子宫肌瘤患
者，所有患者均有生育史。依据手术方式将这些患者分为子宫

部分切除术组和全子宫切除术组两组，每组５０例。子宫部分切
除术组患者的年龄在 ２９～５２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５４±３２）
岁；病程在１～６年之间，平均病程为（３５±２３）年。全子宫切除
术组患者的年龄在２８～５０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４７±３４）岁；
病程在１～５年之间，平均病程为（３４±２１）年。两组患者各基
线资料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性生活质量评价：依据国际最新的女性性功能评价表

（ＢＩＳＦ－Ｗ）评价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共５个方面，包括性欲异常
症状、性唤起异常症状、性高潮异常症状、性心理异常症状、性

行为异常症状，４８项。各评价指标评分的加权值即为综合评
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和分值呈正比例关系［１］。

性激素水平评定：在测定卵泡晚期性激素时严格依据患者的

原月经时间和周期，手术之前和手术之后１个月分别将患者的
３０ｍＬ空腹静脉血采集起来，对血清进行分离，然后对雌二醇（Ｅ２）、
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进行测定［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检验组间比较；用率表
示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运用统计学软件包 ＳＰＳＳ２１０分析处
理全部数据，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性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治疗后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性欲异常症状、性
唤起异常症状、性高潮异常症状、性心理异常症状、性行为异常

症状评分及综合评分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性生活质量

提升程度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子宫部分切除术组 全子宫切除术组

例数 ５０ ５０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性欲 １６１３±３２６ １８９２±１８１ １５９９±３５０ １６２１±２５９

性唤起 １５９５±３５４ １８２３±２１２ １５８３±３８１ １６２３±３５１

性高潮 １６４７±３０１ １７８９±１９４ １６５５±２５６ １６７２±２９４

性心理 １６３１±２９９ １７９６±１１８ １６２８±３５４ １６５３±１５７

性行为 １２１０±２７４ １３３３±７５ １２０９±２６５ １２３８±２１３

综合评分 １６１０±２６３ １７８１±１３６ １６３９±２０５ １６６８±１８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 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术后１个月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 Ｅ２水平明显
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
低，性激素水平改善程度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子宫部分切除术组 全子宫切除术组

例数 ５０ ５０

时间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前 术后１个月

Ｅ２（ｐｑ／ｍＬ） １２９７±２２１ ９１９±２１１ １３０９±２５０ ７１１±２０８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１０５±１４ １６３±２２ １０３±１１ １８９±２６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８９±３１ ２５８±７４ ２０１±２６ ３２２±９４

２３ 两组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情况比较

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女方主动发生率、

配偶性满意度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性欲下降
和性交疼痛发生率均明显比对照组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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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生活

满意度

性欲

下降

性交

疼痛

女方

主动

配偶性

满意

子宫部分

切除术组
５０

３６
（７２０）

８
（１６０）

２（４０） １９（３８０）４１（８２０）

全子宫

切除术组
５０

３２
（６４０）

１４
（２８０）

５（１００） １３（２６０）３５（７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子宫肌瘤及其治疗对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概述

子宫肌瘤属于一种妇科生殖系统良性肿瘤，在临床极为常

见，现阶段对其治疗的主要手段是外科手术切除［３］。相关医学

研究表明，患者的生理、性生活质量会受到子宫切除术一定程

度的不良影响，因此目前临床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将一种对患

者性生活质量具有最小影响的手术方案筛选出来［４］。子宫是

女性的生殖器官，能够对生命进行孕育，同时能够产生周期性

月经，因此多数人普遍认为，女性的特征会在子宫被切除后失

去，同时会对正常的性生活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对子宫

切除术通常是难以接受的［５］。但是，事实上由于卵巢能够将雌

激素提供出来，同时能够促进性交时阴道润滑度的显著提升，

因此说卵巢才是有效维持女性第二性征的关键，将子宫切除时

只要卵巢和阴道没有受到损伤，就不会严重影响性生活。但

是，将最为合适的切除子宫的方式选择出来仍然极为重要，由

于子宫动脉卵巢支是 ５０％～７０％的卵巢血供的主要来源，将子
宫切除后卵巢功能会受到减少的血液供应的不良影响，从而对

正常的性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６］。

３２ 子宫部分切除术与全子宫切除在子宫肌瘤治疗中的机理

现阶段，多数医学临床研究均给予了不同术式后性生活质量

以充分的重视，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激素水平变化是不同子宫切

除术对性生活质量造成不同影响的主要途径。全子宫切除术将

患者的宫颈切除后对患者的盆底完整性造成了破坏，同时也在极

大程度上缩短了阴道，会诱发术后盆底功能障碍、合并尿道及膀

胱膨出、阴道后壁伴直肠、卵巢功能衰退等中远期并发症，从而极

大降低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度［７］。因此，如果宫颈的病变并不

明显，应该尽可能地保留宫颈，以对盆底的完整性进行切实有效

的保护；子宫部分切除术将正常的宫颈组织保留了下来，从而对

阴道解剖结构进行了较好的维持，比全子宫切除术更能促进患者

术后性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８－１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临床在

治疗子宫肌瘤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给予治疗效果以充分的重

视，另一方面还应该给予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以充分的重

视［１１－１３］，积极主动地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让患者

对自己术后婚姻质量下降的关键影响因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

而正确面对疾病。同时让患者配偶参与到选择手术方式的过程

中来，并给予患者充分的支持和关心，从而为提升患者的婚姻质

量及保证性生活和谐奠定基础［１４，１５］。

３３ 子宫部分切除术与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生

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后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性欲异常
症状、性唤起异常症状、性高潮异常症状、性心理异常症状、性行

为异常症状评分及综合评分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性生活

质量提升程度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发生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患者的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会在子宫全切后不

可避免地产生，同时阴道解剖结构也会在子宫全切后发生变化，

二者结合极大地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最终对术后的性生活造

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术后１个月子宫部分切
除术组患者的Ｅ２水平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ＦＳＨ、ＬＨ水平
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低，性激素水平改善程度明显比全子宫

切除术组高（Ｐ＜００５）；子宫部分切除术组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
女方主动发生率、配偶性满意度均明显比全子宫切除术组高（Ｐ＜
００５），性欲下降和性交疼痛发生率均明显比对照组低（Ｐ＜
００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随着性激
素水平的提升而降低，降低而提升。但是，子宫部分切除术并没

有将宫颈癌的好发部位切除，手术之后宫颈残端癌可能发生。因

此，通常情况下我们选用子宫部分切除术的条件为宫颈病变不明

显、患者具有良好的随访条件等。如果患者的子宫颈有轻中度糜

烂等良性病变，那么在给予其子宫部分切除术之前应该首先运用

高频电波刀对其进行有效的处理；而选用全子宫切除术的条件为

患者的宫颈肥大、发生重度糜烂等恶性病变等。

总之，子宫部分切除术比全子宫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小，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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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全切手术患者性生活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王凌云１　牟瑞丽２

１东明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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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子宫全切手术患者性生活的影响因素以及探讨相关的对策。方法：选取我院
从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子宫切除患者共１６８例。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性
生活情况，以及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结果：手术后分别有６７９％患者出现性欲下降，有５２４％的患者在性交
过程中出现疼痛情况，有４５２％的患者在手术后的性交频率出现下降。入选患者在手术后其性交频率明显下
降，其中每２个月有１次性交以及每月１次性交对比手术前明显有所提高；而性交频率每周１～２次则是出现
下降，手术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入选患者在手术后ＳＣＬ－９０评分显著上升，而ＳＡＳ评分以及ＳＤＳ评分也出
现明显升高，手术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而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患者手术后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出现明显

下降，手术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子宫切除后影响患者性生活的原因主要是性欲下降，其次是性交疼

痛干涩以及性交频率下降等。同时患者术后产生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情绪也同样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子宫全切；性生活；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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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全切除术是在妇科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治疗手段，由于
子宫是女性特有的器官，子宫切除后患者的生活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特别是在性生活方面［１］。有报道指出，女性在接受

子宫全切除手术后会出现各种性功能障碍，如性欲降低，阴道

干涩以及性交痛等情况［２，３］。本文主要是研究子宫切除手术后

对患者性生活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子宫切除患

者共１６８例，患者年龄在３６岁到５３岁之间。文化程度小学学历
２９例、中学学历３０例、高中学历４８例、大专或以上文化学历有
６１例。需要进行子宫切除的疾病类型包括子宫腺肌病 ３３例、
子宫肌瘤８５例、功能性子宫出血５０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性生活情况，

其中包括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性生活频率，手术前后的性生活质

量。采用ＳＣＬ－９０的调查问卷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同时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来评估患者的抑郁
和焦虑情绪。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的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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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中计量数据采用ｔ检验，计数数据采用卡方检验。本文的
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前后性生活质量

对比入选患者手术前后性生活情况变化，具体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手术前后性生活情况对比

组别 ｎ
性交干涩性交痛 性欲低下 性交频率下降

例数
百分数

（％）
例数

百分数

（％）
例数

百分数

（％）

手术前 １６８ ２３ １３７ ３５ ２０８ ３５ ２０８

手术后 １６８ ８８ ５２４ １１４ ６７９ ７６ ４５２

χ２值 　９２４ 　４０９ 　３２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根据表１的结果显示，子宫切除后影响患者性生活的原因
主要是性欲下降，其次是性交疼痛干涩以及性交频率下降等。

手术后分别有６７９％患者出现性欲下降，有５２４％的患者在性
交过程中出现疼痛情况，有４５２％的患者在手术后的性交频率
出现下降，对比手术前有着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手术后性交频率

统计入选患者手术前后的性交频率，具体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手术前后性交频率对比

组别 ｎ
性交频率

每２个月１次 每月１次 每月２～４次 每周１～２次

手术前 １６８ １２（７１４） ４８（２８６） ７８（４６４） ３０（１７９）

手术后 １６８ ２２（１３１） ７９（４７０） ５７（３３９） １０（５９５）

根据表２的结果显示，入选患者在手术后其性交频率明显
下降，其中每２个月有１次性交以及每月１次性交对比手术前
明显有所提高（Ｐ＜００５）；而性交频率每周 １～２次则是出现下
降，手术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心理情况评估

采用ＳＣＬ－９０的调查问卷评估患者的心理情况，以及采用
ＳＡＳ和ＳＤＳ表评估患者的抑郁焦虑情况，具体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手术前后心理情况评估

组别 ｎ ＳＣＬ－９０总分 ＳＡＳ评分 ＳＤＳ评分 性生活满意度（％）

手术前 ３３ ２９５±７２ １６２±２４０ １８６±３２０ ８２２

手术后 ２９ ３４９±４０ ２２３±３５１ ２４０±２４１ ４４８

根据表３的结果显示，入选患者在手术后 ＳＣＬ－９０评分显
著上升，而ＳＡＳ评分以及 ＳＤＳ评分也出现明显升高，手术前后
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患者手
术后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出现明显下降，手术前后对比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子宫切除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均受

到较大的影响，其中患者的性欲下降，性交时出现疼痛以及性

交频率下降等。除了手术前疾病对患者的性生活有所影响外，

同时还提示患者在手术后其性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障碍。另

外患者的性欲降低也同样提示患者在手术后对于性生活兴趣

下降，这可能与患者的术后的心理有关［４］。本文的调查结果还

显示，患者术后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患者的心理情况评分

也出现一定显著的上升。这说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下降可能

会与患者的心理状态不佳有关。

子宫全切除后导致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可能与以下原因

有关。子宫被切除后骨盆腔的血流会减少，血流停留的时间也

相对显著减少，从而导致上升到肉体的紧张感消失，使得性交

时产生的快感减少［５，６］；另外，手术切除的瘢痕组织会使得盆腔

的肌肉缺乏弹性［７］。事实上，子宫即使被切除后，患者的卵巢

功能是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患者可以在性交时正常分泌黏液起

到润滑作用。另外，由于将子宫切除后能够根治手术前的疾

病，因此在理论上患者不会再出现性交痛、月经紊乱等妇科问

题。但影响患者出现性生活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患者手术后

的心理状态，根据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手术后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心理状态变化，同时还会产生各种焦虑和抑郁等情

绪［８］。因此，在手术后应该要加强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首先

需要跟患者说明子宫被切除后，卵巢的分泌是不会受到影响等

基础的生理知识，患者在子宫切除手术后能够正常进行性生

活。在手术后需要对患者开展性健康教育。主要的作用是帮

助患者消除其心理障碍，向患者讲述性心理的基本知识，指导

患者及其配偶之间进行交流，其中包括各种性生活的感受，并

且鼓励患者尝试各种性生活的技巧等［９，１０］。给予患者正常的指

导，一般患者在手术后不敢轻易进行性生活，因此在对患者进

行性健康教育时可以明确告诉患者，在手术后的６周到８周可
以尝试恢复性生活。在手术后刚开始性生活时，要主要动作要

轻柔缓慢，避免进行激烈的动作，以免发生各种意外。加强对

患者的心理辅导，使得患者的心理能够得到减负后，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就会慢慢恢复并且有所提高［１１］。女性性高潮除了是

一种生理上的身体刺激放射外，更是一种精神的产物［１２，１３］。因

此患者的配偶应该要留意患者的心理变化，给予患者最大程度

的耐心和支持，陪伴患者度过围手术期。恢复患者对于性生活

的信心，有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障碍以及思想的负担，这对于

提高患者在全切除术后性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１４］。

综上，子宫全切除手术术后患者的性生活会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需要给予患者足够的术后性生活指导，提高患者及其

配偶基础生理知识以及性健康知识的认识［１５，１６］，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患者恢复其性生活，减轻患者的思想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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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腹腔镜术式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临床对
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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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直接囊肿剥离术与注水分离囊肿剥离术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１５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７５例）和观察组（７５例），分别采
用直接法和注水分离法剥离囊肿囊壁；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

率、卵泡数、手术前后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Ｈ）、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及抗苗勒管激素（ａｎｔｉＭ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水平等。结果：对照组和观察组患
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率和卵
泡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ＡＭＨ水平均显著优于
术前，且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指标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与直接囊肿剥离
术相比，注水分离囊肿剥离术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可减少手术对于正常卵巢组织损伤，保存卵巢储

备功能，对于提高术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直接法；注水分离法；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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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常见内异症类型之一，约占盆腔内
异症总数２０％～４５％［１］。近年来腹腔镜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已成为临床首选术式；相较于传统开腹手术，其具有诊断

性治疗，创伤小、疼痛轻及保存生育功能等优势［２］，在临床得到

广泛应用。但腹腔镜常规直接囊肿剥除术式引起卵巢内异症

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损伤及早衰等问题多有报道［３，４］。如何有效

恢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卵巢功能，保存生育功能已成

为医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次研究选取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１５０例，分别采用直接法和注水分离法剥离囊肿囊壁，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

率、卵泡数，手术前后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ＡＭＨ水平等，探讨两种腹
腔镜术式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妇科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卵巢子宫
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５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各 ７５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２３～３８岁，平均年龄为
（２９５８±４３３）岁；囊肿直径 ５～１０ｃｍ，平均囊肿直径为（７３０±
１４８）ｃｍ。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１～３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２０±４２８）
岁；囊肿直径６～１０ｃｍ，平均囊肿直径为（７３３±１４９）ｃｍ。两组患
者一般临床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纳入标准：①单侧囊肿；②年龄≤４０岁；③囊肿直径≤
１０ｃｍ；④美国生育学会内膜异位症分期标准ＩＩＩ－Ⅳ期；⑤术后病
理活检确诊；⑥随访期间无妊娠。

排除标准：①月经周期紊乱；②激素类药物应用史；③内分
泌疾病史。

１２ 治疗方法

入选患者术前行全身麻醉，术中无中转开腹，术后行 ３－０
可吸收缝线缝合创面、塑形。对照组患者常规分离盆腔粘连组

织，未破裂囊肿于表面做１ｃｍ切口，破裂囊肿则于破裂口位置
吸取、冲洗内容物，待暴露卵巢皮质与囊肿交界处后玻璃囊肿

壁组织。观察组患者则在囊肿内容物吸取洗净后，采用穿刺针

于囊肿壁间隙内注水５０～６０ｍＬ，促使囊肿壁与正常卵巢皮质自
动分离，其余操作同对照组。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记录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２）术中剥离囊肿囊

壁福尔马林固定后，常规制备石蜡切片，显微镜下观察囊肿有

无附着正常卵巢组织，并行卵泡计数，均由同一病理医师阅片；

（３）采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ＡＭＨ水平检测，检
测时间为术前和术后１个月月经期３～４ｄ。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选择统计学处理软件为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１和
ＳＰＳＳ１８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成组或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比较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７５ ６２３５±７６５ ４２１２±５７４

观察组 ７５ ６０８７±７４２ ４１０９±５６０

２２ 两组患者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率和卵泡数比较

观察组患者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率和卵泡数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率和卵泡数比较

组别 例数 卵巢组织阳性率 卵泡数（个）

对照组 ７５ ４２（５６００） ８３２±１６７

观察组 ７５ 　１４（１８６７）① 　３５６±０７３①

　　注：①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ＡＭＨ水平比较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术前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ＡＭＨ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ＡＭＨ水平均显著优于术前，且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指标改善程度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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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ＡＭＨ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ＡＭＨ（ｎｇ／ｍＬ）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对照组 ７５ ７５８±１７８ １２９３±２８６② ６１０±１２２ ７３８±１５６② １２２３５±１８５１ ９０１３±１５２４② ４０５±１１２ １６５±０５８②

观察组 ７５ ７６３±１８０ １０１７±２０９①② ６１５±１２３ 　６８９±１４８①② １２０４４±１８１６ １０９８２±１７４９①② ４１０±１１４ 　２５７±０８６①②

　　注：①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②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５］，我国育龄期女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症发病率逐年增高，已成为引起不孕不育主要病因之一。卵巢

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呈浸润性生长，可见囊肿囊壁与正常卵巢皮

质粘连不清［６］。目前腹腔镜下剥离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多

采用撕拉、电凝等方式，易产生剥离不尽或过度、术后止血困难

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显示［７－９］，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不利于保存卵巢正常储备功能，且患者

血清ＡＭＨ水平下降亦被证实；而ＡＭＨ水平与卵巢功能衰退密
切相关。卵巢囊肿剥离过程中机械撕扯及电凝止血均会造成

卵巢基质及血管损伤，腹腔镜术中超声刀电凝止血已被证实能

够降低卵巢储备功能［１０］。

目前国际医学界认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疗效评价除

彻底剥离病灶外，卵巢正常储备功能保持也是重要衡量指标之

一［１１］。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多为育龄期女性，生育要求强

烈，但超过５０％该病患者合并不孕［１２］；故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

者腹腔镜手术过程中应尽可能多保留正常卵巢组织，维持皮质

血供、卵泡个数及功能，从而更好地保护卵巢功能。

注水分离法相较于传统直接剥离法，通过于囊肿囊壁与正

常卵巢组织间加压注水形成水垫，以张力促进囊壁组织自然分

离；经注水处理后囊肿剥离更为彻底，避免对于正常卵巢组织

损伤；同时水垫还有助于封闭囊肿囊壁与正常卵巢组织剥离面

血管，减少术中出血及过度卵巢组织破坏，对于避免育龄期女

性卵巢功能过早衰退、保留生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１３－１５］。

本次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囊肿囊壁正常卵巢组织阳性

率和卵泡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提示注水分离囊肿剥离术相较于直接囊肿剥离术在减少术中

正常卵巢组织损伤方面优势明显；而两组患者术后ＦＳＨ、ＬＨ、Ｅ２
和ＡＭＨ水平均显著优于术前，且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指标改善
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则说明注水分
离法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有助于保存卵巢储备功能，促

进术后卵巢功能恢复，适用于年轻及有生育要求患者。

与直接囊肿剥离术相比，注水分离囊肿剥离术治疗卵巢子

宫内膜异位囊肿可减少手术对于正常卵巢组织损伤，保存卵巢

储备功能，对于提高术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本次研

究样本例数较少，随访时间短，且为单一中心，故注水分离囊肿

剥离术远期疗效相对直接囊肿剥离术是否仍具有优势还需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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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腹腔镜保守性手术和腹腔镜联合氨甲喋呤治疗
异位妊娠的疗效比较
马建芳１　刘丽娜２

１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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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单纯应用腹腔镜保守性手术和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ＭＴＸ）治疗未破
异位妊娠的疗效。方法：将我院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６５例有生育要求的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
患者分别采用单纯腹腔镜保守手术（单纯手术组）和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联合治疗组）进行治

疗，其中单纯手术组３２例，联合治疗组３３例。观察两组患者的治愈率、血β－ＨＣＧ下降至正常的时间和术后
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率。于１年半内观察随访宫内妊娠的成功率和异位妊娠复发率。结果：腹腔镜保守
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治疗异位妊娠的治愈率高、住院时间短、血β－ＨＣＧ降至正常的时间快且持续性异位妊
娠的发生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１年半内联合治疗组再次妊娠率显著高于单纯手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治疗异位妊娠临床疗效确切，住院
时间短，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作为有生育要求的异位妊娠患者的首选方案。

【关键词】　异位妊娠；腹腔镜；氨甲喋呤；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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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是指孕卵在子宫腔外着床发育的异常妊娠过程，
属于常见的妇产科急腹症，亦称“宫外孕”。着床部位主要包括

输卵管、子宫颈、卵巢等，以输卵管妊娠最常见，约占 ９５％［１，２］。
异位妊娠的发病率随着无痛人流和剖宫产的增加而增长，尽管

早期症状隐匿，血 β－ＨＣＧ以及阴道超声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部

分异位妊娠在破裂前得到确诊［３，４］，保守性手术和药物治疗增

加了生育的机会。本研究选取了我院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
月收治的６５例有生育要求的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患者，分别采
用腹腔镜保守性手术和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探讨

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选取我院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 ６５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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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型输卵管妊娠患者，所有患者均经过阴道超声和血β－ＨＣＧ
确诊。采用分为单纯手术组和联合治疗组，其中单纯手术组３２
例，年龄２３～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９６±４６）岁；联合治疗组３３例，
年龄２２～４１岁，平均年龄（３０２±４９）岁。患者入选标准：（１）Ｂ
超显示输卵管包块直径少于 ４ｃｍ，内有明显的心管，宫内无孕
囊；（２）血 β－ＨＣＧ升高不超过２０００ＩＵ／Ｌ；（３）患者一般情况良
好，生命体征稳定，无活动性盆腔出血，估计子宫直肠窝积血不

超过２００ｍＬ；（４）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正常，无感染等急性并发
症；（５）对氨甲喋呤无使用禁忌症；（６）有保留生育功能的要求。
在治疗前均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并签字。两组患者的年龄、停

经天数、孕产次和病情等一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单纯手术组：所有患者行全身麻醉，取仰卧位，选择肚脐下

缘约１ｃｍ处进行穿刺，将 ＣＯ２注入腹腔建立气腹，维持压力
１２ｍｍＨｇ，置入腹腔镜。选取相当于麦氏点水平的两个点穿刺
作为手术的操作孔，以便用腹腔镜检查盆腔情况，若直肠子宫

陷凹处有积血，则先吸尽积血并冲洗干净。根据探查后确认的

输卵管妊娠部位选择相应的术式：（１）输卵管伞端挤压术：分离
并钳制肿块的一端，挤压至输卵管伞端排出，生理盐水冲洗干

净管腔后利用纱布局部压迫止血；（２）输卵管开窗取胚术：纵行
电切约２ｃｍ输卵管肿块表面最薄弱处，用抓钳夹出绒毛组织和
血块。放入水中确认有绒毛后通过切口反复冲洗干净输卵管

并止血电凝。术后采用抗生素治疗预防感染，密切观察患者的

生命体征，防止内出血的发生。定期复查血β－ＨＣＧ。
联合治疗组：手术方法同单纯手术治疗，术中取出妊娠物

后于妊娠处浆肌层局部注射 ２ｍＬ溶有 ２０ｍｇ氨甲喋呤的生理
盐水。

１３　疗效判断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术后血 β－ＨＣＧ降至正常

所需时间以及术后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率。术后３ｄ内血β－
ＨＣＧ下降低于２０％、术后２周血 β－ＨＣＧ下降低于１０％或是术
后血β－ＨＣＧ升高均为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判断标准［５］。于１年
半内观察随访宫内妊娠的成功率和异位妊娠复发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

示，计量数据采用ｔ检验，计数数据采用 χ２检验，检验统计学显
著水平为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情况比较

单纯手术组３２例患者治愈２７例，４例患者术后出现血 β－
ＨＣＧ下降幅度较低，１例患者出现血β－ＨＣＧ复升。这５例患者
中３例给予５０ｍｇ氨甲喋呤肌注，１次／３ｄ，总共３次；２例患者由
于剧烈腹痛再次手术治疗。保守手术的成功率为８４４％，联合
治疗组３３例患者全部治愈，成功率为１００％，腹腔镜保守性手术
联合氨甲喋呤治疗异位妊娠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单纯腹腔镜治

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６，Ｐ＝００２）。两组输卵管异位妊
娠患者的临床治愈率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无效 治愈率（％）

单纯手术组 ３２ ２７ ５ ８４．４

联合治疗组 ３３ ３３ ０ １００

２２　两组治愈患者血 β－ＨＣＧ下降至正常的时间、住院时间
比较

　　单纯手术组治愈的２７例患者血 β－ＨＣＧ下降至正常的时
间为（２１６±１４）ｄ，住院时间为（９６±１７）ｄ；联合治疗组血 β－
ＨＣＧ下降至正常的时间为（８３±４８）ｄ，住院时间为（５２±２２）
ｄ。联合治疗组的治疗时间显著少于单纯手术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愈患者治疗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血β－ＨＣＧ下降至
正常的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单纯手术组 ２７ ２１．６±１．４ ９．６±１．７

联合治疗组 ３３ ８．３±４．８ ５．２±２．２

２３　随访１年半内首次便治愈的患者的宫内妊娠率和同侧异
位妊娠的发生率

　　单纯手术组２７例，联合治疗组３３例。结果显示联合治疗
组的宫内妊娠率显著高于单纯手术组，而同侧异位妊娠率较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再次妊娠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宫内妊娠 同侧异位妊娠

单纯手术组 ２７ ２０（７４．１） ４（１４）

联合治疗组 ３３ ３１（９３．９） ０（０）

３　讨论
近年来，异位妊娠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约占妊娠总数的

２０％［６，７］。异位妊娠的病因常由于输卵管周围或管腔的炎症引
起管腔不通畅，阻碍受精卵的正常运行，使之在输卵管内停留、

着床和发育而引起，最终导致输卵管妊娠破裂或流产［８－１０］。异

位妊娠流产或破裂前常无明显症状，也可有腹痛、停经、阴道少

量出血等［１１］。破裂后则表现为急性、反复、剧烈的腹痛，因伴有

阴道出血，故常导致休克。目前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纠正休

克的同时开腹探查，切除病侧输卵管［１２］。若有保留生育功能的

要求，也可切开输卵管取出孕卵或是药物保守治疗。

当前氨甲喋呤为治疗异位妊娠的常用药物之一。临床上氨

甲喋呤主要用于抗肿瘤治疗，它是一种叶酸拮抗剂，能结合并抑

制二氢叶酸还原酶的活性，从而阻断生成具有活性的四氢叶酸，

抑制嘧啶和嘌呤的合成。ＤＮＡ、ＲＮＡ和蛋白质合成被干扰后，细
胞型滋养细胞无法正常分裂增殖，进一步影响合体型和中间型滋

养细胞形成，最终导致胚胎坏死脱落。但由于氨甲喋呤主要作用

于Ｓ期细胞，对于增殖较快的正常细胞如血细胞、消化道黏膜的
上皮细胞、干细胞等均有抑制作用，产生胃肠道反应，严重者出现

骨髓抑制。故药物治疗首要考虑的问题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降

低氨甲喋呤的毒副作用又能获得理想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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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腔镜技术的不断提升，早期较为隐匿和不典型的异位

妊娠得到了有效的诊断和治疗。通过腹腔镜下直视，可完整地

切除病灶，术后血β－ＨＣＧ下降速度迅速，且避免了开腹手术器
官暴露在空气和异物后卵巢损伤的可能性，减少患侧卵巢血运

的影响。由于输卵管的再生能力强大，局部电凝后仍可再通，

即使是留下的输卵管碎片亦可再生为有功能的输卵管。故腹

腔镜手术可很好的减少输卵管周围的粘连，维持输卵管通畅，

减少患侧异位妊娠的复发。

同时腔镜技术很好的解决了氨甲喋呤可能带来的毒副作

用。在腔镜直视下注入少量的ＭＴＸ于患侧输卵管，氨甲喋呤局
部作用于胚胎组织，高浓度药物可有效的渗透入滋养细胞和输

卵管壁之间，准确发挥破坏胚胎作用而减少患者的全身不良反

应。同时可于术中完成输卵管造口、松解盆腔粘连、剥离卵巢

囊肿等手术，为提高受孕打下良好的基础。

单纯应用腹腔镜保守手术治疗的常见并发症为持续性异位妊

娠。发生原因常是由于活性滋养细胞滞留在输卵管内未完全去除，

或者是散落在腹腔内，滋养细胞在术后继续生长。有报道显示腹腔

镜手术后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率高达５％～２０％［１３］。因此在腹腔
镜开窗取胚时切口要足够长，尽量完全清除妊娠组织，并于术中病

灶处浆肌层注入氨甲喋呤，减少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１４，１５］。

本研究显示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治疗异位妊

娠的治愈率高、住院时间短、血β－ＨＣＧ降至正常的时间快且持
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１年半内联合治疗组再次妊娠率显著高于单纯手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腹腔镜保守性手术联合氨甲喋呤治疗异位妊娠

临床疗效确切，住院时间短，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作为有生育要

求的异位妊娠患者的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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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唑与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的
效果比较
徐敏１　马景２

１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５１１
２杭州市中医院妇产科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比较来曲唑与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患者促排卵的疗效。方法：选择在
我院就诊的ＰＣＯＳ患者共９０例，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在月经周期第３～７ｄ时给予来曲唑５ｍｇ／ｄ，
对照组在月经周期第３～７ｄ时给予克罗米芬１００ｍｇ／ｄ。两组患者在月经第１０ｄ开始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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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一个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给予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诱发排卵。观察并比较两
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天成熟卵泡发育数、子宫内膜厚度、血清性激素水平（ＬＨ、Ｅ２、Ｔ）及排卵率、妊娠率。
结果：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天成熟卵泡发育数、子宫内膜厚度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实验组
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均优于对照组（χ２＝４４４、３９９，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Ｅ２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来曲唑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较克罗米芬具有更好的促排卵作用，妊娠率高，同
时来曲唑能有效减少抗雌激素作用及多胎妊娠的发生。

【关键词】　来曲唑；克罗米芬；多囊卵巢综合征；促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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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Ｇ（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４４，３．９９，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ｅｘｈｏｒ
ｍｏｎｅＥ２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ＣＧ（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ｈａ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Ｃ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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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一
种常见的内分泌性疾病，其以卵巢增大充满小囊、雄激素水平

升高及无排卵为显著特点［１］。ＰＣＯＳ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但其
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肾上腺功能紊乱、遗传、代谢
等因数密切相关［２］。ＰＣＯＳ是造成不孕的最常见原因，有研究
表明有３０％左右不孕是由于ＰＣＯＳ导致的［３］。促排卵药物是治

疗ＰＣＯＳ的最常用方法，但促排卵药物种类较多，效果各异。本
研究观察了来曲唑治疗 ＰＣＯＳ的促排卵疗效，并与克罗米芬治
疗的疗效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在我院门诊或住院就
诊并治疗的ＰＣＯＳ患者共９０例，所有患者均符合２００３年欧洲人
类生殖协会与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共同制定的诊断标准［４］。根据

治疗药物不同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４５例。两组患
者年龄、不孕时间和ＢＭＩ指数、基础激素水平等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
论通过，两组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不孕时间（年） ＢＭＩ指数（ｋｇ／ｍ２） ＬＨ（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Ｔ（ｎｇ／ｄＬ）

实验组 ４５ ２５４±７０ ２７±０６ ２４１±３６ ６９±１７ ５８１±１２４ ０８±０２

对照组 ４５ ２５７±６１ ２６±０７ ２４５±３０ ６６±１６ ５６８±１２７ ０７±０２

１２ 治疗方法

实验组在月经周期第 ３～７ｄ给予来曲唑口服（商品名：芙
瑞，生产厂家：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２５ｍｇ×１０片，
批准文号Ｈ１９９９１００１），每次５ｍｇ，１次／ｄ，连用５ｄ。对照组在月
经周期第３～７ｄ予以口服克罗米芬 （生产厂家：上海衡山药业

有限公司，规格：５０ｍｇ×１５粒，批准文号 Ｈ３１０２１１０７），每次
５０ｍｇ，１次／ｄ，连用５ｄ。两组患者在月经周期第１０ｄ开始采用经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卵泡生长情况及子宫内膜厚度，所有

检查均采用同人同仪器。当超过１个卵泡≥１８ｍｍ时予以注射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诱发排卵，注射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３９　　　·

２４～４８ｈ内与配偶发生性关系，注射１４ｄ后检查血ＨＣＧ，注射２８ｄ
接受Ｂ超检查，根据血ＨＣＧ与Ｂ超结果判断患者是否妊娠。
１３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在注射ＨＣＧ当天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患者成
熟卵泡发育数，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其中卵泡直径≥１４ｍｍ为成
熟卵泡。并在注射ＨＣＧ当天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２ｍＬ检测血
清性激素水平，包括黄体生存素（ＬＨ）、雌二醇（Ｅ２）、睾酮（Ｔ）。
注射ＨＣＧ４８ｈ后通过Ｂ超检测患者排卵情况，Ｂ超检测到优势
卵泡破裂为正常排卵。注射１４ｄ后检查血 ＨＣＧ，注射２８ｄ接受
Ｂ超检查，其中血ＨＣＧ≥２０ＩＵ／Ｌ、Ｂ超提示宫腔内可见孕囊、胚
芽及胎心搏动为正常妊娠。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促排卵效果比较

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天成熟卵泡发育数、子宫内膜厚度
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实验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
均优于对照组（χ２＝４４４、３９９，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成熟卵泡

发育数（个）

子宫内膜

厚度（ｍｍ）
排卵率

［ｎ（％）］
妊娠率

［ｎ（％）］

实验组 ４５ 　１７±０５　 ８０±２４ ４０（８８９）　２０（４４４）

对照组 ４５ ２０±０６ ６４±２３ ３２（７１１） １１（２４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注射 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 ＬＨ、Ｔ比较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Ｅ２明显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ＬＨ（ＩＵ／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Ｔ（ｎｇ／ｄＬ）

实验组 ４５ １０６±３１ 　 ４１７１±８０４ ５５４±１３４

对照组 ４５ １０１±３０ ６１５６±８７７ ５８６±１５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ＰＣＯＳ是妇产科常见的内分泌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多种多

样，发病率约占育龄女性的 ５％～１０％［５，６］。近年来，我国的
ＰＣＯＳ发病率不断提高，其常引起育龄期妇女的无排卵性不孕，
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伤害。ＰＣＯＳ的一线治疗方法是改善
不良的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增加运动，减轻体重达到恢复排

卵的作用，但一线治疗方法效果有限，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往往难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７，８］。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

者临床上常采用药物治疗，克罗米芬是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之

一，其为第一代的非甾体类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通过拮

抗下丘脑－垂体－卵巢的雌激素受体的负反馈作用，达到促进垂
体分泌促性腺激素，促进卵泡生长发育的作用［９］。但克罗米芬

的抗雌激素作用容易导致子宫内膜异常生长，宫颈黏液分泌增

加导致精子穿透困难、受精卵的活力降低、孕卵植入困难等不

良反应从而导致患者妊娠率的降低［１０，１１］。找寻更加有效的治

疗药物，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成为妇产科研究的热点。

来曲唑为人工合成的苄三唑类衍生物，是新一代的芳香化

酶抑制剂，其通过抑制机体的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从而降低体

内雌激素浓度，同时其通过阻断下丘脑－垂体－卵巢的负反馈作
用达到增加促性腺激素分泌、促进卵泡的发育及排卵的作

用［１２，１３］。来曲唑不能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不影响子宫内膜的生

长及宫颈黏液的分泌，更有利于精子的进入［１４，１５］。同时由于来

曲唑的作用时间较短，当卵巢内优势卵泡发育后，来曲唑刺激

垂体卵巢刺激素效果消失，体内卵泡刺激素水平将出现下降，

没有发育的小卵泡将出现萎缩，因此使用来曲唑不但可以提高

患者的排卵率及妊娠率，还可以降低多胎妊娠的发生［１６，１７］。来

曲唑最早应用在乳腺癌的治疗中，近年来，来曲唑开始应用于

ＰＣＯＳ的治疗中，并逐渐取代克罗米芬成为治疗ＰＣＯＳ的首选药
物，但两者治疗效果的优劣仍存在一定的争议［１８－２０］。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天成熟卵泡发育数、子宫内膜
厚度均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均优于对照组，

实验组患者注射ＨＣＧ当日血清性激素Ｅ２明显低于对照组。由
此研究结果可见采用来曲唑治疗ＰＣＯＳ较克罗米芬治疗能取得
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机体能达到更接近自然周期的水平，在

注射ＨＣＧ的当天血清性激素 Ｅ２水平较低，可以有效减少对子
宫内膜的影响，有利于妊娠。

总之，来曲唑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较克罗米芬具有更好的

促排卵作用，妊娠率高，同时来曲唑能有效减少抗雌激素作用

及多胎妊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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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与腹腔超声在妇科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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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超声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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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经阴道和经腹超声在妇科手术患者的临床价值，选取简单、准确的超声检查
方法。方法：选取我院４６３例妇科手术的患者，其中附件病变２４２例，子宫病变２２１例，手术前分别行经阴道
和经腹部超声检查，比较两种超声检查方法的结果与临床病理的符合率。结果：经阴道超声检查有４２６例与
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９２００％，经腹部超声检查有３３４例与临床病理一致，符合率为７２１４％，其中２４２
例附件病变经阴道超声检查有２１１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８７１９％，经腹部超声检查有１４７例与
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６０７４％；２２１例子宫病变经阴道超声检查有２１５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
率为９７２９％，经腹部超声检查有１８７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８４６２％。结论：妇科手术患者用经
阴道超声检查比经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更准确，特别是在附件病变中经阴道超声检查显著提高了疾病诊断

率，临床可以在已婚女性中广泛使用。

【关键词】　经阴道超声；经腹超声；妇科手术患者；临床价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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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疾病包括子宫病变、附件病变、阴道病变，卵巢及输卵
管合称为附件。已婚女性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及炎症的影响，

妇科病变发生率高，临床可表现为月经不调、痛经、下腹痛、不

孕等症状，常常需要手术治疗。准确的诊断疾病对手术前准备

和术中处理以及预后的判断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宫颈

疾病及阴道疾病依靠临床表现及妇科检查多数可以确诊，宫体

及附件病变位置深藏，妇科触诊常不满意，经腹部超声又受到

患者憋尿、腹壁脂肪厚度、肠道气体干扰的影响，漏诊率及误诊

率较高。经阴道超声因为频率高、距离脏器近、３６０°扫查角度等
优点明显提高了准确率。本文回顾分析我院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接受妇科手术治疗的 ４６３例患者，比较两种
超声检查方法与手术及临床病理的符合率，现做如下报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４６３例采取手
术治疗的妇科病变患者，其中卵巢及输卵管的病变２４２例，子宫
病变２２１例，年龄２５～７３岁，平均年龄约４０７３岁。所有患者均
有性生活史，其中４１３例患者已生育或有过人工流产史，所有患
者均在手术前一天内行经阴道和经腹部超声检查。

１２ 仪器与方法

超声诊断仪的型号为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Ｕ２２、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Ｄ１５。（１）
经腹部超声检查方法：选用频率为 ３５～５ＭＨｚ的探头，经腹部
超声检查前１ｈ嘱患者饮水５００ｍｌ，患者取仰卧位，双下肢伸直，
暴露下腹部，探头上涂少量耦合剂，探头置于患者下腹部进行

纵向、横向及斜向多方位扫查［２］。（２）经阴道超声检查方法：选
用频率为７５０－１０ＭＨｚ的探头，经阴道超声检查前嘱患者排空
膀胱尿液，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将适量的耦合剂注入避孕套内，

把探头套入避孕套内然后再套一个避孕套，将套有两个避孕套

的探头放置在阴道穹窿部，转动探头３６０°全面观察子宫及双附
件情况。两种检查方法在同一天内进行，均先行二维超声检

查，发现病变，记录病变的位置、大小、外形、边界、内部回声情

况，然后用彩色多普勒记录其血流情况，并用频谱多普勒记录

其阻力指数和血流速度，最后对所发现病变均提示超声诊

断［３］。４６３例患者行手术获得临床病理，比较经阴道超声检查
与经腹部超声检查的结果与临床病理的符合率。

２　结果
２１ 妇科病变经阴道及经腹部超声检查结果与手术病理符合

率比较

　　经阴道超声检查有 ４２６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
９２００％；经腹部超声检查有３３４例与临床病理一致，符合率为

７２１４％，经阴道超声检查显著提高了准确率。见表１。

表１　妇科病变经阴道及经腹部超声检查结果与手术病理符合率比较

疾病名称 病理例数 经腹部超声检查 经阴道超声检查

单纯性囊肿 １４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

多囊卵巢 ４ ２（５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异位妊娠 ７６ ６１（８０２６） ７３（９６０５）

畸胎瘤 １８ １２（６６６７） １６（８８８９）

巧克力囊肿 ５０ ３６（７２００） ４３（８６００）

黄体破裂 ６ ４（６６６７） ５（８３３３）

盆腔脓肿 １０ ２（２０００） ８（８０００）

输卵管积水 ３４ ９（２６４７） ２７（７９４１）

卵巢囊腺瘤 １８ ４（２２２２） １４（７７７８）

包裹性积液 ６ ２（３３３３） ４（６６６７）

卵巢囊腺癌 ６ １（１６６７） ３（５０００）

子宫肌瘤 １２０ １１４（９５００） １１９（９９１７）

子宫腺肌症 ５１ ４４（８６２７） ５１（１００００）

内膜息肉 ２４ ２０（８３３３） ２３（９５８３）

内膜癌 １０ ５（５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宫颈癌 １６ ４（２５００） １３（８１２５）

２２ 妇科病变经阴道及经腹部超声检查漏诊率比较

经阴道超声检查漏诊异位妊娠３例，子宫肌瘤１例，内膜息
肉１例，宫颈癌３例，漏诊率为１７３％；经腹部超声检查漏诊多
囊卵巢２例，异位妊娠１５例，子宫肌瘤５例，子宫腺肌症６例，
子宫内膜息肉４例，子宫内膜癌５例，子宫宫颈癌１４例，经腹部
超声检查漏诊率为１１０２％。经腹部超声检查漏诊率明显高于
经阴道超声检查。

２３ 妇科病变经阴道及经腹部超声检查误诊率比较

经阴道超声检查误诊２例畸胎瘤为巧克力囊肿，误诊３例巧
克力囊肿为卵巢单纯性囊肿，误诊２例巧克力囊肿为畸胎瘤，误
诊２例巧克力囊肿为包裹性积液，误诊１例黄体破裂为异位妊
娠，误诊２例盆腔脓肿为输卵管积液，误诊５例输尿管积水为单
纯性囊肿，误诊２例输卵管积水为巧克力囊肿，误诊３例卵巢囊
腺瘤为巧克力囊肿，误诊１例卵巢囊腺瘤为卵巢囊腺癌，误诊２
例包裹性积液为输卵管积水，误诊３例卵巢囊腺癌为卵巢囊腺
瘤，误诊１例子宫内膜癌为子宫内膜息肉，经阴道超声检查误诊
率为６２６％。经腹部超声检查误诊４例畸胎瘤为粪便，２例畸胎
瘤为卵巢囊腺瘤，误诊１２例巧克力囊肿为单纯性囊肿，误诊２例
巧克力囊肿为输卵管积液，误诊２例黄体破裂为异位妊娠，误诊



·４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６例盆腔脓肿为输卵管积液，误诊２例盆腔脓肿为巧克力囊肿，
误诊２０例输卵管积水为单纯性囊肿，误诊５例输卵管积水为巧
克力囊肿，误诊１０例卵巢囊腺瘤为畸胎瘤，误诊２例卵巢囊腺瘤
为卵巢囊腺癌，误诊２例卵巢囊腺瘤为巧克力囊肿，误诊４例包
裹性积液为巧克力囊肿，误诊３例卵巢囊腺癌为卵巢囊腺瘤，误
诊２例卵巢囊腺癌为输卵管积水，误诊１例子宫肌瘤为子宫腺肌
瘤，误诊１例子宫腺肌症瘤为子宫肌瘤，经腹部超声检查误诊率
为１７２８％。经腹部超声检查的误诊率明显高于经阴道超声
检查。

３　讨论
３１　１／３有性生活史的女性患有妇科疾病，部分疾病常需手术
治疗，选取简单、准确的检查方法对临床手术前准备和术中处理

以及预后的判断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经阴道超声检查不

需要充盈膀胱，缩短了就诊时间，减轻了患者痛苦［４］；高频率的阴

道探头提高了图像的分辨率，有利于观察病变包块的位置，形态，

边界，包块内部情况；阴道探头可直接放入阴道内紧贴穹窿或宫

颈，使病变处于声速的近区，对包块的血流探测比腹部图像清

晰［５］，为良恶性疾病的判断提供了更好的依据。本组病例中经

阴道超声检查有 ４２６例与手术及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
９２００％，经腹部超声检查有３３４例与手术及临床病理一致，符合
率为７２１４％，经阴道超声检查显著提高了疾病的诊断率［６］。

３２　女性附件病变常见，主要包括输卵管、卵巢病变，不同病变
在声像图表现上又有相似之处［７］，鉴别诊断依赖于病史及必要

的超声随访［８］。多数女性腹壁脂肪较厚，卵巢及输卵管又位于

盆腔的后方，经腹超声由于长距离声速的衰减，常常仅能发现

病变，判断疾病种类困难，经阴道超声因为频率高、距离脏器

近、３６０°扫查角度等优势能更好的观察病变位置与子宫、卵巢、
输卵管的关系、囊实性成分的多少、囊壁的厚度、囊内透声性、

囊内有无分隔、囊内有无突起、突起内有无血流信号、动脉频谱

的阻力指数，这对定性判断输卵管积液、单纯性囊肿、巧克力囊

肿、畸胎瘤、囊腺瘤、囊腺癌等疾病意义重大。输卵管环征的正

确识别对早期未破裂宫外孕的诊断至关重要［９］。对于未破裂

型宫外孕［１０］，经阴道超声检查优于经腹部超声［１１］，能清晰显示

位于卵巢旁的厚壁囊性结构，边缘清楚，囊内有时能发现卵黄

囊结构或胚芽或胎心搏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示，在囊性结构

的一侧外壁周边，可见半环形彩色血流束，脉冲多普勒显示为

高速低阻血流频谱，阻力指数（ＲＩ）较低，在 ０４０左右，为滋养
层周围血流［１２］。本组病例中，２４２例附件病变经阴道超声检查
有２１１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８７１９％，经腹部超声
检查结果有１４７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６０７４％，经
阴道超声检查提高诊断准确率 ２６４５％，值得临床中广泛
应用［１３］。

３３　子宫肌瘤声像图表现典型，手术病例因肌瘤大经腹超声与
经阴道超声诊断准确率差异不大，经阴道超声仅比经腹超声提

高准确率４１７％，但经阴道超声能发现小于 ２ｃｍ的子宫肌瘤，
本组病例有４例患者经阴道超声发现经腹部超声漏诊的０３～
１９ｃｍ小肌瘤，后经手术病理证实。子宫腺肌症患者常有典型
的进行性痛经病史，中后期超声图像表现为子宫增大，前后壁

不对称，常以后壁增厚明显，子宫肌壁回声不均匀，可见斑片状

强回声［１４］，经腹超声与经阴道超声在这个阶段诊断准确率无较

大差异，但早期患者经腹超声常表现为子宫正常，与临床典型

症状不符，经阴道超声图像分辨率高，能清晰的显示子宫肌壁

回声、内膜的准确位置、子宫前后壁的厚度，能更早期提示子宫

腺肌症的可能，对临床早期发现患者痛经的病因意义重大，经

阴道超声对内膜显示清楚［１５］，能显著提高内膜息肉及内膜癌的

检出率［１６］。本组病例中２２１例子宫病变经阴道超声检查有２１５
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９７２９％，经腹部超声检查有
１８７例与临床病理结果一致，符合率为８４６２％。

综上所述，经阴道超声检查不仅能发现子宫、附件的病变，

更能准确观察到病变的位置、形态、边界、内部情况，以及血流

信息，检出率和准确率都很高，明显优于经腹超声检查［１７］。我

们的体会与常才的观点相一致［１８］，临床应该在已婚女性中广泛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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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在子宫颈上皮内病变中的应用及
其临床病理学意义
陈昊宾１　张敏２　罗贤勇１　陈春惠１

１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０００
２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颈上皮内病变（ＣＩＮ）组织中免疫组织化学的应用及其临床病理学意义。
方法：选择 ２５６例子宫颈活检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 Ｋｉ－６７表达，其中３０
例正常子宫颈组织为对照组，ＣＩＮ１７０例、ＣＩＮ２８０例、ＣＩＮ３７６例。结果：正常鳞状上皮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Ｋｉ－
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均为阴性或弱阳性，而在 ＣＩＮ中各级病变均有较高表达，且随 ＣＩＮ级别升高而表达增强，
各组间有差别并与 ＣＩＮ分级呈正相关（Ｐ＜００１）。同时Ｐ１６、Ｐ６３二者阳性表达均见分层现象，在 ＣＩＮ１中
细胞的阳性表达大多局限于宫颈鳞状上皮的下 １／３，在 ＣＩＮ２中阳性细胞达皮下２／３，而 ＣＩＮ３中则在上皮
下 ２／３直至全层弥漫阳性。Ｐ５３和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从 ＣＩＮ１到 ＣＩＮ３逐渐增加，多组之间比较及 ＣＩＮ１与
ＣＩＮ２两组之间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但 ＣＩＮ２与 ＣＩＮ３两组之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在子宫颈病变中检测 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 Ｋｉ－６７蛋白的表达，有助于子宫颈癌前病变的筛
查、早期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　子宫颈肿瘤；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病理学，临床；免疫组织化学；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Ｋｉ－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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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癌一直是困扰女性健康的一大挑战，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们精神生活并没有同步发展的同时，子宫颈癌仍然

困扰着当今社会。子宫颈癌在女性生殖器官癌症中占首位，发

病率仅次于乳腺癌。由于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

存在较大差异，其发病率也各不相同。我国沿海经济快速发展

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宫颈癌的发病率较高（３６
／１０万）［１］。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ＩＮ）是浸润性宫颈癌的癌
前病变，主要是由人类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一种性
传播疾病。ＨＰＶ是一种嗜上皮性病毒，有高度的特异性，已知
ＨＰＶ可引起人类良性的肿瘤和疣，如生长在生殖器官附近皮肤
和黏膜上的人类寻常疣、尖锐湿疣以及生长在黏膜上的乳头状

瘤。像乙肝病毒一样，ＨＰＶ也是一种ＤＮＡ病毒，人类是ＨＰＶ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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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宿主，ＨＰＶ进入机体皮肤黏膜后，主要潜伏于表皮内基底
细胞间，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致病。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已经

发现了ＨＰＶ有６０多个亚型，不同的亚型导致不同的疾病。在
子宫颈的ＨＰＶ感染中不同亚型分别归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类。
从子宫颈上皮内病变发展到浸润性癌大概需要 ５～１５年，要看
病毒的分型和人体的自身免疫状况。并不是所有的 ＣＩＮ都会
发展为浸润性癌，病变级别相对较低的 ＣＩＮ１、ＣＩＮ２是一组不稳
定的临界病变阶段，约有５０％的ＣＩＮ１和ＣＩＮ２病变保持不变或
者消退，２０％～３０％的病变发生进展［２，３］。由于ＣＩＮ的生物学行
为难以预测，而对 ＣＩＮ的判断又受观察者经验的影响，所以对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运用，是客观正确地对子宫颈上皮内病变

诊断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关乎患者早期疾病治疗和防止患者过

度治疗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宫颈

上皮的病变（包括相对正常的宫颈组织如慢性炎症、ＣＩＮ１、ＣＩＮ２
和ＣＩＮ３）中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Ｋｉ－６７的表达，希望在客观正确判
断宫颈病变的程度及临床治疗方面提供有用的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７至 ２０１１年间我院病理科存档资料标本共 ２５６
例，其中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组织 ２２６例（ＣＩＮ１７０例，
ＣＩＮ２８０例，ＣＩＮ３７６例），患者年龄 ２０～６９岁，中位年龄 ３８
岁。以“子宫肌瘤”全切子宫标本的正常宫颈 ３０例作为对
照组。

１２ 方法

所有标本经 １０％的中性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常规
４μｍ厚度连续切片。行 ＨＥ染色及免疫组化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法标记。
所用抗体为Ｐ１６、Ｐ６３、Ｐ５３及 Ｋｉ－６７的鼠单克隆抗体，试剂盒为
迈新公司产品。切片经两位有经验的病理医师重新对 ＣＩＮ病
变进行分级。

１３ 判读标准根据

迈新公司产品说明和相关文献，Ｐ５３、Ｐ６３和 Ｋｉ－６７阳性表
达在细胞核出现棕色颗粒，Ｐ１６阳性为胞核和／或胞浆着色，Ｐ６３
阳性细胞仅位于基底及副基底层或阳性细胞数＜５％者为（－），
阳性细胞数５％～１０％为弱阳性（＋）；阳性细胞数１１％ ～５０％为中
度阳性（＋＋）；阳性细胞数＞５０％为强阳性（＋＋＋）。Ｐ５３和Ｋｉ－６７阳
性细胞数＜１％为阴性，１％～１０％为弱阳性（＋），１０％～３０％为中度阳

性（＋＋），＞３０％为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结果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２　结果

正常宫颈组织鳞状上皮细胞与腺上皮细胞的 Ｐ１６、Ｋｉ－６７
和Ｐ５３免疫组化染色均为阴性。

Ｐ１６在绝大部分 ＣＩＮ病变中呈阳性表达，在 ＣＩＮ１中为
８７１％（６１／７０），在 ＣＩＮ２、ＣＩＮ３病变中所有病例 １００％表达阳
性，随着ＣＩＮ病变级别的升高表达逐渐增强，多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与 ＣＩＮ分级呈正相关，而且细胞的
阳性表达呈分层现象，在 ＣＩＮ１中表达 Ｐ１６的阳性细胞大多接
近基底层，局限于宫颈鳞状上皮的下 １／３，在 ＣＩＮ２病变中则累
及到上皮下２／３，而ＣＩＮ３病变中阳性细胞超过上皮的下２／３甚
至弥漫全层。在一些病例中可以见到 ＣＩＮ病变与正常鳞状上
皮相延续，Ｐ１６的表达出现明显的分界线。

Ｐ６３蛋白在正常子宫颈组织中表达于子宫颈移行带区基底
部的２～３层上皮细胞核中。在不成熟的鳞状上皮化生和增生
的储备细胞中胞核也呈阳性表达。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中 ｐ６３
阳性表达率为 １００％，分级越高表达的阳性细胞数也越多。
ＣＩＮ１为３０％（２１／７０）、ＣＩＮ２为５２５％（４２／８０）、ＣＩＮ３为５６６％
（４３／７６），多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与ＣＩＮ
分级呈正相关，细胞的阳性表达也呈分层现象。

Ｐ５３的阳性细胞数及表达强度从 ＣＩＮ１到 ＣＩＮ３逐渐增加，
ＣＩＮ１为９４３％（２１／７０）、ＣＩＮ２为１００％（８０／８０）、ＣＩＮ３为１００％
（７６／７６），多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ＣＩＮ１与
ＣＩＮ２两组之间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 ＣＩＮ２与
ＣＩＮ３两者之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Ｋｉ－６７的阳性细胞数及表达强度从 ＣＩＮ１到 ＣＩＮ３逐渐增
加，ＣＩＮ１为 ９２９％（６５／７０）、ＣＩＮ２为 １００％ （８０／８０）、ＣＩＮ３为
１００％（７６／７６），多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ＣＩＮ１与 ＣＩＮ２两组之间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
ＣＩＮ２与 ＣＩＮ３两者之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Ｋｉ－６７蛋白在各组病变中的表达具体见
表１。表１反映了各组疾病在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Ｋｉ－６７免疫反应
表达的例数及阳性强度表达的情况。

表１　各组Ｐ１６、Ｐ５３、Ｐ６３和Ｋｉ－６７免疫组化表达情况

组别 例数
Ｐ１６ Ｐ６３ Ｐ５３ Ｋｉ－６７

－ ＋ ＋＋ ＋＋＋ － ＋ ＋＋ ＋＋＋ － ＋ ＋＋ ＋＋＋ － ＋ ＋＋ ＋＋＋

ＣＩＮ３ ７６ ０ ０ ４１ ３５ ３３ ４ ２２ １７ ０ ０ ２８ ４８ ０ ０ ４０ ３６

ＣＩＮ２ ８０ ０ ４ ５１ ２５ ３８ １２ ２０ １０ ０ ０ ５３ ２７ ０ ２６ ４３ １１

ＣＩＮ１ ７０ ９ ５２ ６ ３ ４９ １７ ３ １ ４ ４７ ７ ４ ５ ５５ ７ ３

对照组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３　讨论
Ｐ１６基因位于人染色体９Ｐ２１上，是一种细胞周期中的基本

基因，直接参予细胞周期的调控，负调节细胞增殖及分裂，在人

类５０％肿瘤细胞株纯发现有纯合子缺失、突变。现认为 Ｐ１６是
比Ｐ５３更重要的一种新型抗癌基因，检测Ｐ１６基因有无改变对

判断患者肿瘤的易感性以及预测肿瘤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

临床意义。Ｐ１６蛋白在宫颈鳞状上皮非肿瘤性病变中几乎不表
达，而在宫颈肿瘤性病变特别在高级别的ＣＩＮ病变中阳性率极
高，可作为有效的辅助诊断标记物区分出不同级别的 ＣＩＮ病
变［４，５］。我们的结果显示 Ｐ１６蛋白在对照组中均为阴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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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ＣＩＮ１病变中阳性率明显增加，在高级别ＣＩＮ病变中１００％
阳性表达，其表达强度也明显增加。在 ＣＩＮ病变与正常鳞状上
皮交界处，Ｐ１６的表达出现了明显的分界线，由此可将绝大部
分的ＣＩＮ病变区分鉴别。另外，Ｐ１６在不同级别的ＣＩＮ病变中
出现了明显的分层表达现象。根据其表达强度和累及层次，有

助于对 ＣＩＮ病变进行更客观准确的分级，有较好的临床应用
价值。

Ｐ５３基因定位于１７ｐ１３１，是迄今发现与人类肿瘤相关性
最高的抑癌基因，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野生型 Ｐ５３是抑癌基
因，由于它表达的蛋白很不稳定，所以免疫组化不能测出。突

变型Ｐ５３蛋白半衰期延长，易在细胞中堆积，并失去抑癌功能，
能被免疫组化测出，引起细胞恶性增殖及转化，同时有抑制细

胞凋亡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６］。Ｐ５３既可阻滞细胞周期，为
ＤＮＡ的修复提供改善的机会，也可诱导细胞凋亡，消除基因组
的不稳定而带来的后患。两种作用都是为了维护基因组的稳

定，但这两种作用方式不能同时存在，究竟 Ｐ５３在被激活后选
择何种作用方式，要由活性Ｐ５３的数量与应激细胞的损伤程度
两方面来决定。本实验中 Ｐ５３蛋白的表达在 ＣＩＮ１与 ＣＩＮ２两
组病变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对照组和 ＣＩＮ１组两组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笔者试想这是由于低级别 ＣＩＮ１
病变中细胞的Ｐ５３基因大多数尚未突变，而是野生型的 Ｐ５３基
因占优势，细胞依然能自身修复，所以有部分病变能得以消失

而未向高级别 ＣＩＮ２／ＣＩＮ３发展。而在高级别病变中 Ｐ５３基因
因为突变而失活从而丧失了抑制肿瘤的能力，导致细胞更容易

向恶性方向进展。

Ｐ６３基因和 Ｐ５３基因都是肿瘤抑制基因家族中的同源基
因，转录后产生两种产物：ＴＡＰ６３和 ＮＰ６３。ＴＡＰ６３同源体与
Ｐ５３相似，具有抑癌作用，而 ＮＰ６３同源体则通过调节细胞周
期、细胞凋亡、增殖及细胞的移动在癌的进展过程中起到致癌

作用［７］。有研究表明由ＤＮＡ损伤诱导的 Ｐ５３细胞凋亡途径需
要Ｐ６３基因的参与。人类 Ｐ６３基因的突变可以导致几种常染
色体的显性遗传综合征（ＥＥＣ综合症即先天缺指（趾）、外胚胎
发育异常和唇／腭裂、Ｈａｙ－Ｗｅｌｌｓ综合症和手、足裂畸形
（ＳＨＦＭ））。但有Ｐ６３基因突变的患者均未见肿瘤的发生，与此
不同的是Ｐ５３基因异质突变（Ｌｉ－Ｆｒａｕｍｅｎｉ综合征）的患者不可
避免的发生了恶性肿瘤，这些证据表明Ｐ６３基因在与细胞发育
和分化方面有关［８，９］。与抑癌基因Ｐ５３相反的是Ｐ６３在人类肿
瘤中极少发生突变，在多种肿瘤中是扩增而不是丢失［１１，１２］。

Ｐ６３蛋白主要选择性的表达在各种上皮组织的基底和起源细胞
中，在子宫颈组织主要表达在宫颈上皮的储备细胞、异常增生

细胞和基底细胞。人子宫颈恶性肿瘤和癌前病变组织中，Ｐ６３
在大部分未分化细胞中呈高表达［１２］。Ｌｉｎ等［１３］发现 Ｐ６３在宫
颈鳞癌组织中为阳性，在腺癌中为阴性，腺鳞癌及混合癌的鳞

状细胞区域表达阳性，而在腺癌部分则无表达，提出 Ｐ６３是宫
颈鳞状细胞化生的标志。Ｐ６３在具有增殖活性的鳞状上皮中表
达，并且伴随肿瘤的分化程度减低而升高，但与鳞状上皮细胞

的分化程度呈反比。提示Ｐ６３在肿瘤发生中更多的是致癌而不
是抑癌作用。

Ｋｉ－６７作为细胞增值相关的核抗原，已被广泛应用。有报
道研究发现，在一些病例中表现为Ｐ１６阴性或弱阳性，而Ｋｉ－６７

阳性但阳性细胞数＜１５％，此时检测高危型ＨＰＶ发现是阴性，这
些患者可能是良性化生的病变；另一些病例，Ｐ１６弥漫阳性，Ｋｉ－
６７＞１５％，检测高危型ＨＰＶ则为阳性，这些患者被认为是癌前病
变［１４。Ｋｉ－６７指数增高说明细胞增殖活跃，发生恶变的几率大
大增加。

综上所述，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在宫颈鳞状上皮肿瘤性病变
发生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感染后导致人体细胞发生一系

列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改变，所以应用一些成熟已知的免疫组织

化学技术联合检测子宫颈的癌前病变，将更好的发现及监测该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为准确诊断疾病而让临床医生做出准确的

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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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电磁辐射与女乘务员性功能及神经内分泌的相
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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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高铁电磁辐射对女乘务员性功能、神经系统、生殖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及相关分
析。方法：以广铁集团公司女乘务员为调查对象，对暴露组（高速列车组）和对照组（普通列车组）女乘务员

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调查及性功能调查）、测定基础性激素水平、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性功

能调查显示暴露组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六个维度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性激素水平结果两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神经行为测试中的情感状态项中的紧张－焦
虑（Ｔ）、忧郁－沮丧（Ｄ）、愤怒－敌意（Ａ）、疲惫－惰性（Ｆ）、困惑－迷茫（Ｃ）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目标追踪及数字译码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高铁电磁辐射可能对女乘务员的性功能及情感
状态产生负面影响，而对神经及生殖内分泌系统未发现明显影响，有必要采取职业防护或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　高速铁路；女乘务员；电磁辐射；性功能；情感状态；神经系统；生殖内分泌系统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　ＪＩＮＧ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ｇ，ＬＵＯＪｉｅ，ＨＥＬｉ，ＹＡＮＧ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ｒｖｏｕ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ｔｈｅ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Ｒａｉｌｗａ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ｅｘｕ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ｒｅｔｅｓｔｂａｔｔｅｒｙ（ＮＣＴＢ）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ａｌｌ
ｓｉｘ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ｓｍ，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ｏｓ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ｏｍ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ｉｔｅｍｓ，ｓｕｃｈ
ａ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ｐｉｒｉｔｍｅｎｔ（Ｄ），Ａｎｇｅｒ－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Ａ），Ｆａｔｉｇｕ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Ｆ），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ｈａｚｉｎｅｓｓ（Ｃ）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ｔｅｍｓ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ｓｍａｙｈａｖｅ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ｗｈｉｌｅ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ａｙ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ｔａｋ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ｓ；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发展高速铁路，高铁已经走进了我
们的生活，有关电磁辐射生物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１］。

研究表明，电磁辐射对神经内分泌等系统存在损伤［２］。２００２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性健康是指生殖系统及其功能所涉及

的包括身体、情绪、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是没

有器质性疾病［３］。据相关文献报道［４，５］，女性性功能障碍总的

发生率为１６％～５７％。朱兰等［６］指出与性功能障碍发病相关的

因素涉及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心理甚至社会等多种因素。目前，

有关电磁辐射对女性性功能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对于长期工

作在高铁车厢内的高铁女乘务员来说，其职业暴露是否对性功

能及神经内分泌功能产生影响，以及相互之间是否有相关性，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广铁集团高速铁路女乘务员为对象，在２０１３年６月前入
职，年龄在２０～３９岁之间；既往无器质性疾病，无精神病及家族
史，夫妻双方无性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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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随机对照研究，分别在暴露组（高速列车组）

和对照组（普通列车组）随机抽女乘务员各１００名，对调查对象
的资料采取保密并签署调查研究知情同意书。

１３　调查内容
（１）一般情况调查：年龄、工作时限、文化程度、收入满意以

及妊娠生育情况；（２）性功能调查：使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
调查问卷［７］：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性交

疼痛。

１４　性激素水平测定
告知调查对象于下次月经来潮第 ２～３ｄ抽血，用放射免疫

学法测定性激素水平雌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素
（ＦＳＨ）。
１５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方法进行测

定，包括情感状态特征、目标追踪、数字译码三项内容，其中情

感状态特征测试内容包括紧张－焦虑（Ｔ）、忧郁－沮丧（Ｄ）、愤怒
－敌意（Ａ）、疲惫－惰性（Ｆ）、有力－好动（Ｖ）、困惑－迷茫（Ｃ）［８］。
１６　质量控制

调查员在调查前均经过统一的严格培训，调查方式采用当

面问卷的形式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下

进行，避免受试者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测验前４ｈ服用镇静药，
饮酒者不予列入调查。

１７　数据收集情况
回收的有效问卷及各条目完整的为１６７份（暴露组８６份，

对照组８１份），有效率为８３５％。
１８　统计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 珋ｘ±ｓ
表示，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两组年龄、工作时限、文化程度、收入满意、妊娠及分娩情

况等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情况

调查指标 暴露组（ｎ＝８６）对照组（ｎ＝８１） 统计值 Ｐ

年龄 ２７４１±３９９ ２６５１±３５６ Ｚ＝－１４６０ ０１４４

工作时限 １４７１±８６５ １３２８±８４６ Ｚ＝－１１４９ ０２５０

文化程度 χ２＝０３７５ ０５４０

中专及以下 ２９ ３１

大专及以上 ５７ ５０

妊娠次数 １５３±０９９ １３１±０８９ Ｚ＝－１５８７ ０１１２

分娩次数 ０４１±０５６ ０４３±０５７ Ｚ＝－０３０１ ０７６３

收入满意情况 χ２＝０２１８ ０６４１

满意 ５４ ４５

欠满意 ３２ ３１

２２ 性功能测试结果

暴露组和对照组的 ＦＳＦＩ总分分别为（２５０８±２０７）分、
（２８６２±１８１）分，两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暴露组性
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性交疼痛六个维度的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ＦＳＦＩ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情况

调查指标 暴露组（ｎ＝８６） 对照组（ｎ＝８１） ｔ／ｚ Ｐ

性欲 ３８９±１０１ ４３３±０９１ －２９８５ ０００３

性唤起 ４３２±０８５ ４８２±０７１ －４１１５ ００００

阴道润滑 ４２８±０８３ ４８０±０７４ －４２５５ ００００

性高潮 ４１６±０６３ ５０４±０５８ －７６４７ ００００

性满意度 ４３１±０９３ ４８４±０６４ －３８２１ ００００

性交疼痛 ４１２±０７１ ４７９±０７３ －５７２２ ００００

ＦＳＦＩ总分 ２５０８±２０７ ２８６２±１８１ －１１７３３ ００００

　注：为秩和检验

２３ 性激素测定结果

两组基础性激素测定结果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基础性激素情况

调查指标 暴露组（ｎ＝８６）对照组（ｎ＝８１） ｔ Ｐ

Ｅ２ ６６７１±１２５５ ６７０５±１２６６ －０１７５ ０８６２

ＦＳＨ ５８３±１８６ ５６６±１５４ ０６６２ ０５０９

ＬＨ ５７７±１１９ ５７２±１２０ ０２６８ ０７８９

２４ 神经行为测试结果

暴露组与对照组相比，显示负面情感状态紧张－焦虑（Ｔ）、
忧郁－沮丧（Ｄ）、愤怒－敌意（Ａ）、疲惫－惰性（Ｆ）和困惑－迷茫
（Ｃ）５项得分高于对照组，而积极情感状态有力－好动（Ｖ）得分
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目标追踪测试项中的
正确点数和总点数、数字译码等行为项目得分情况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神经行为得分情况

调查指标 暴露组（ｎ＝８６） 对照组（ｎ＝８１） ｔ Ｐ

紧张－焦虑（Ｔ） １３７６±３６２ １０１１±３４４ ６６６５ ００００

忧郁－沮丧（Ｄ） １４１６±２９７ １２２０±２９７ ４２６９ ００００

愤怒－敌意（Ａ） １８８０±４７９ １５９１±４４８ ４０１９ ００００

有力－好动（Ｖ） １６０２±４９４ ２１１４±５１３ －６５６５ ００００

疲惫－惰性（Ｆ） １２９０±３３７ ９７９±３６５ ５７１３ ００００

困惑－迷茫（Ｃ） １３９１±４８２ １００９±３８１ ５７０４ ００００

目标追踪

正确点圈数 １３５８１±１２７５ １３８５２±９８８ －１４９３ ０１５７

错误点圈数 １３９２±５２９ １３１４±４７８ １００１ ０３１８

总点圈数 １４９７９±８６２ １５１６５±７３５ －１４９９ ０１３６

数字译码 ５９１９±７７５ ５８５３±８３７ ０５２５ ０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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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电磁辐射普遍存在于我们生存的

环境，而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电磁辐射可能对人体多个系统

造成损伤，其中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为重要靶器官［９］。国内外

实验研究［１０］也显示，一定频率及强度电磁辐射的长期暴露对女

（雌）性性腺功能和形态有损伤作用。马惠荣等［１１］研究显示，

手机电磁辐射可影响大鼠卵巢形态和功能，损伤雌性大鼠生殖

功能。据金泰等［１２］介绍，电磁辐射可能产生一定的神经效应，

表现为神经行为改变、类神经症与精神障碍。ＭａｒｃｕｓＭ［１３］曾报
道，在高频电磁场的长期作用下，暴露人员会发生中枢神经系

统机能障碍。而电磁辐射对女性性功能影响的研究则鲜有报

道。正常的性功能是健康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功能障碍可

以影响人的社会功能，危及家庭稳定。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常常

关心患者的躯体健康，而忽视性生活情况，而患者也往往认为

性生活是很隐私的问题而羞于就医，长此以往就容易引发严重

的社会问题。高铁车厢内电磁辐射的长期暴露是否对女性性

功能产生影响以及与神经内分泌功能是否相关是值得我们重

视及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采用的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调查
问卷及神经行为功能测试方法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敏

感性及特异性高，对评价早期损害意义较大。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我们所调查的广铁集团高铁女乘务员

的性功能各维度及总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显示了一定程度的

性功能障碍，而检测的基础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差异。在神经行

为功能测试中情感状态测试显示，暴露组表现出一定的情感状

态异常，而动作行为的表现未发现明显改变。这些结果显示：

高铁女乘务员作业环境的电磁辐射对其性功能及情感状态产

生了不良影响，而未对生殖内分泌功能及动作行为功能产生影

响。我们分析认为由于性激素水平及动作行为均未发生改变，

尚不能提示高铁车厢内的电磁辐射对女性神经系统及生殖内

分泌系统产生了生物学损伤，因此也不能认为高铁女乘务员性

功能障碍由神经系统或生殖内分泌系统损伤引起。性欲情绪

理论认为：性欲和人的心境成正相比，紧张、焦虑、抑郁、竞争压

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不良心理均会导致性欲低下［１４］。刘

云等［１５］研究显示女性性功能障碍的病因中心理因素占据重要

地位。情感状态的异常可能因为精神、心理等主观因素引起，

而且精神心理因素也可以影响性生活的质量，进而显示出一定

程度的性功能障碍［１６］。此外，性生活质量的下降也可以影响情

感状态，两者可能相互影响。

目前，因为社会环境、媒体对电磁辐射危害的过度渲染，有

关高铁电磁辐射对健康危害大的报道及评论随处可见，这很可

能会对本身缺乏专业知识的高铁女乘务员造成心理上的恐惧，

在我们门诊就诊的高铁女乘务员患者中也经常提到对自身工

作环境的忧虑，担心电磁辐射可能对其健康及生育等造成影

响，因而对于高铁女乘务员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证实。然而，我们研究本身也存在许多混杂因素，例如样

本量过小和被调查对象自身心理、情绪、配合程度、主观因素等

方面的因素均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而且因为高铁开展的

年限不长，随着工作年限的进一步延长，是否会产生累积效应

而对女性神经内分泌系统产生损伤也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高铁电磁辐射的职业暴露，对女性乘

务员的性功能及情感状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不能

认为其对神经系统及生殖内分泌系统产生损伤。有关性功能

障碍发生的原因我们考虑可能由不良的精神心理因素引起，但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另外，可设计动物模型进一步了解

高铁电磁辐射是否对生物神经系统及生殖内分泌系统产生损

伤，了解其发生性功能障碍及情感障碍的发生机制，以便制定

更具体的措施加强职业防护或进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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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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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疗效比较
研究
林青

永州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 湖南 永州 ４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的疗效，以期探索最佳治疗剂量。
方法：选择８４例单纯性淋病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头孢哌酮舒巴坦１５０ｇ治疗组（简称Ⅰ组）、头孢哌酮舒巴
坦２２５ｇ治疗组（简称Ⅱ组）及头孢哌酮舒巴坦３０ｇ治疗组（简称Ⅲ组），观察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疗效、
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评定生活质量。结果：用药第１ｄ、２ｄ、３ｄ，与Ⅰ组比较，Ⅱ组、Ⅲ增加明显，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Ⅱ组、Ⅲ组比较，均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用药第５ｄ、７ｄ，与Ⅰ组的有效率比较，Ⅱ
组、Ⅲ组虽有所增加，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Ⅱ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三组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使用２２５ｇ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疗效较
佳，且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　头孢哌酮舒巴坦；淋病；剂量；疗效；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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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外来文化及观念的渐趋深入，
以致于人们的思想发生着较大的转变，性观念的开放以及性

工作者的日渐增多，性传播疾病尤其是淋病的发病率呈现不

断攀升的趋势。既往临床对淋病的治疗多采用青霉素进行干

预，然而随着临床对于抗生素使用的不合理性，甚或是滥用，

以及耐青霉素的淋病奈瑟菌的变异，现今临床治疗淋病多采

用头孢三嗪为首选药，然该药服药时间较长，不仅导致患者依

从性较长，而且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１－３］。故本研究以

探讨头孢哌酮舒巴坦的临床适宜剂量为切入点，以期探索更

适宜治疗淋病的措施与方案，裨益于临床实践。

１　资料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诊断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行业标准中制定的

“淋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进行诊断。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７５岁；（２）符合诊断标准，且为初
次患病；（３）实验室检查示：经男性尿道分泌物或女性宫颈管内
分泌物涂片和／或淋球菌培养阳性；（４）患者意识清醒，签署知
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有非淋菌性尿道炎合并支原体感染者；（２）
治疗前一周内服用其他抗生素者；（３）青霉素过敏者；（４）妊娠
及哺乳期妇女；（５）有精神疾患者；（６）依从性差，中途退出者。

根据上述标准，自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共将我科收
治的８４例单纯性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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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病例分组

根据临床前瞻性研究原则，将所有患者依据随机－平行对
照原则，以双盲法分为三组，即：头孢哌酮舒巴坦１５０ｇ治疗组
（简称Ⅰ组）、头孢哌酮舒巴坦２２５ｇ治疗组（简称Ⅱ组）及头孢
哌酮舒巴坦３００ｇ治疗组（简称Ⅲ组），每组各２８例。
１３ 一般资料

Ⅰ组患者中男１９例，女９例；年龄：１８～７５岁，平均（４２５±
３８）岁；病程：０５～７个月，平均（３５±０５）月；工作性质：体力
劳动者１８例，脑力劳动者１０例；学历：初中以下者６例，初中至
高中者１２例，大学及以上者 １０例；感染途径：自身原因者 １１
例，配偶传染者１７例。

Ⅱ组患者中男１８例，女１０例；年龄：２０～７３岁，平均（４３２±
３４）岁；病程：０７～８个月，平均（３８±０４）月；工作性质：体力
劳动者１６例，脑力劳动者１２例；学历：初中以下者７例，初中至
高中者１２例，大学及以上者 １１例；感染途径：自身原因者 １２
例，配偶传染者１６例。

Ⅲ组患者中男２０例，女８例；年龄：２２～７５岁，平均（４３６±
３８）岁；病程：０５～９个月，平均（３５±０７）月；工作性质：体力
劳动者１７例，脑力劳动者１１例；学历：初中以下者８例，初中至
高中者１２例，大学及以上者８例；感染途径：自身原因者１０例，
配偶传染者１８例。

经统计学分析，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基线资料上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４ 治疗措施

Ⅰ组：予以静脉滴注１５０ｇ头孢哌酮舒巴坦（生产厂家：湖
南中南科伦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５８２）＋５％葡
萄糖液２５０ｍＬ，１次／ｄ。

Ⅱ组、Ⅲ组的药物、给药方式及使用频次均同“Ⅰ组”，仅头
孢哌酮舒巴坦剂量改为２２５ｇ、３００ｇ。

三组患者均予以上述药物，在应用的第１、２、３、５、７ｄ分别进
行相关指标观测。本研究以７ｄ为１个疗程，随访４周，主要以
电话及门诊的形式进行随访。

１５ 疗效判定标准［４］

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以及镜检等指标，依据前述情况，依次

分为痊愈、显效、有效及无效：（１）痊愈：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体
征均消失，对淋球菌培养以及镜检均提示为阴性，随访４周无复
发。（２）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体征以及镜检、培养提示有１
项未能恢复正常，或者对其进行 ４周随访提示有一项为阳性。
（３）有效：患者症状、体征有改善，但不明显，其中有２项及以上
未能恢复症状，或者对患者进行 ４周内随访发现有２项出现阳
性。（４）无效：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症状、体征均无好转，或
者症状、体征有加重。进而计算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
总病例数×１００００％。
１６ 观察指标

安全性评价：观察患者有无副作用等不良反应。

１７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与分析，其中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临床疗效比较

２１１ 用药第１ｄ　用药第１ｄ，与Ⅰ组的有效率４６４３％比较，
Ⅱ组、Ⅲ组的有效率增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Ⅱ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用药第１ｄ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２８）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Ⅰ组 １ ３ ９ １５ 　４６４３▲

Ⅱ组 ４ ６ １０ ８ ７１４３

Ⅲ组 ４ ７ １１ ６ ７８５７

注：▲与Ⅰ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１２ 用药第２ｄ　用药第２ｄ，与Ⅰ组的有效率６７８６％比较，
Ⅱ组、Ⅲ组的有效率增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Ⅱ组有效率高于Ⅲ组，但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用药第２ｄ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２８）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Ⅰ组 ３ ６ １０ ９ 　６７８６▲

Ⅱ组 ５ ９ １０ ４ ８５７１

Ⅲ组 ５ ８ １０ ５ ８２１４

注：▲与Ⅰ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１３ 用药第３ｄ　用药第３ｄ，与Ⅰ组的有效率８５７１％比较，
Ⅱ组、Ⅲ组的有效率增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Ⅱ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用药第３ｄ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２８）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Ⅰ组 ５ ９ １０ ４ 　８５７１▲

Ⅱ组 ７ ７ １２ ２ ９２８６

Ⅲ组 ７ ７ １３ １ ９６４３

注：▲与Ⅰ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１４ 用药第５ｄ　用药第５ｄ，与Ⅰ组的有效率９２８６％比较，
Ⅱ组、Ⅲ组的有效率虽有所增加，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Ⅱ
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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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用药第５ｄ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２８）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Ⅰ组 ７ ７ １２ ２ ９２８６

Ⅱ组 ７ ７ １３ １ ９６４３

Ⅲ组 ８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５ 用药第７ｄ　用药第７ｄ，与Ⅰ组的有效率９６４３％比较，
Ⅱ组、Ⅲ组的有效率虽有所增加，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Ⅱ
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用药第７ｄ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２８）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Ⅰ组 ７ ７ １３ １ ９６４３

Ⅱ组 ８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００

Ⅲ组 １０ １０ ８ 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各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Ⅰ组出现不良反应２例（７１４％），均为恶心；Ⅱ组出现不良
反应２例（７１４％），其中１例为腹泻，１例为恶心；Ⅲ组出现不
良反应３例（１０７１％），其中 ２例为头痛，１例为恶心。三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症状自行消失，
未作特殊处理。

３　讨论
淋病是皮肤性病科常见疾患之一，在我国流行的性传播疾

病中占据首位［５，６］。本病是由淋病奈瑟菌所引发的泌尿生殖系

统的急性或慢性化脓性感染，一旦感染多会出现盆腔炎、附睾

炎等症状，甚或促进艾滋病（ＨＩＶ）的传播［７，８］。因此，探索淋病

的有效防治措施与方法，是现今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临床治疗淋病的常用方法为采用抗生素进行干预，

然而由于近年来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等因素，导致淋病奈瑟菌

对于抗生素敏感性不断发生变化，耐药性亦逐渐增强，既往常

用的青霉素、四环素以及喹诺酮类等有效性好，卫生经济学效

应亦佳的药物已经不再属于临床一线药物［９，１０］。本病的治疗虽

呈现多元化形式，但临床效果较佳的治疗措施尚待进一步探

讨，已有研究报道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及头孢克肟等第３代头孢
菌素在治疗淋病及染色体介导的耐青霉素菌株所致的感染中

有效性较高［１１－１３］，较多临床工作者及学者亦在实践中证实了上

述观点。但总体而言，药物使用疗程较长，且费用较高，给患者

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１４］，因此探索适宜患者应用的具有较佳疗

效／价格比的药物是寻找有效治疗措施的关键所在。
头孢哌酮舒巴坦属于复合制剂，其中头孢哌酮为第３代头

孢菌素，虽对革兰阴性杆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但对金葡菌、阴

性杆菌等产生的Ｂ内酞胺酶的稳定性较差，而舒巴坦为广谱酶
抑制剂，同时具备较弱的抗菌活动，其可对 Ｂ内酞胺酶发挥抑

制效果，两者联合应用，可较好的发挥协同作用［９］。已有研究

证实，两者联用的抗菌功效为单用头孢哌酮的４倍［１５］，故而越

来越多的应用于临床治疗淋病之中，然其剂量如何使用，迄今

尚无定论。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此为思路，以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

别予以１５ｇ、２２５ｇ、３０ｇ头孢哌酮舒巴坦进行治疗，结果发现：
用药第１ｄ、２ｄ、３ｄ，与Ⅰ组的有效率比较，Ⅱ组、Ⅲ组的有效率增
加明显，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用药第５ｄ、７ｄ，与Ⅰ
组的有效率比较，Ⅱ组、Ⅲ组的有效率虽有所增加，但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Ⅱ组、Ⅲ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三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见，
使用２２５ｇ、３ｇ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淋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较
为接近，但对于患者而言，２２５ｇ可较好的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因此，临床使用２２５ｇ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单纯性淋病疗效
较佳，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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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切术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疗效
观察
张添龙１　李正１，２　宋维芳１△

１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解放军第１７４医院）皮肤科，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３
２安徽医科大学１７４临床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３

【摘　要】　目的：观察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切术治疗复发性男性尖锐湿疣的疗效。方法：将１４７例男性
复发性尖锐湿疣随机分两组，治疗组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切术治疗，对照组单纯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比较
两组的疗效。结果：治疗组一次性治愈率、半年治愈率、平均复发次数分别为 ６７５３％、９３５１％、（１７２±
０９８）次；对照组的一次性治愈率、半年治愈率、平均复发次数分别为５０％、７２８６％、（３９６±１４５）次。治疗
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治疗组的平均复发次数也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
切术治疗尖锐湿疣，可以提高治愈率，减少复发次数，值得在男性复发性尖锐湿疣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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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皮肤科门诊常见疾
病之一。目前尖锐湿疣的治疗方法很多，但是无一种治疗方法

可以一次治疗尖锐湿疣不复发。龟头、冠状沟或包皮尖锐湿疣

是男性尖锐湿疣最常见的复发类型。我科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切术治疗龟头、冠状沟或包皮
尖锐湿疣，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资料

１１１　资料来源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科门诊
复发性龟头、冠状沟或包皮尖锐湿疣患者共１４７例。随机分成
两组，治疗组７７例，年龄（３３５０±４２６）岁，病程（６９２５±５１７）
ｄ；单纯龟头及冠状沟尖锐湿疣１２例，单纯包皮尖锐湿疣２１例

（外板６例，内板１５例），包皮及龟头均有疣体的４４例；对照组
７０例，年龄（３４１８±４３５）岁，病程（６５６８±４３９）ｄ，单纯龟头及
冠状沟尖锐湿疣１１例，单纯包皮尖锐湿疣２０例（外板７例，内
板１３例），包皮及龟头均有疣体的３９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程、
病变部位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具有可比性。
１１２　入选标准 ①经 ５％醋酸白试验确诊的男性尖锐湿疣
患者，且愿意接受治疗方案及愿意复诊，并签署治疗（手术）知

情同意书；②皮损主要位于龟头、冠状沟、包皮等处；③已行１～２
次ＣＯ２激光治疗复发者。
１２　主要材料及仪器

ＣＯ２激光治疗仪，型号：ＹＧ－４０Ａ，输出功率１～４０Ｗ，湖北阳

光神琦医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包皮手术包，医院供应室提供。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常规消毒铺巾，根据皮损的大小、部位，调节ＣＯ２激

光功率，激光头直接对准皮损（与皮损距离约 ０５～１０ｃｍ），逐
个灼烧皮损，清除疣体及其周围２ｍｍ以内的组织，疣体清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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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用碘伏消毒。治疗组：备皮、常规消毒铺巾，用利多卡因

行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采用包皮环切常规方法切除过长的

包皮，在遵循普通包皮环切术的基本原则下（系带处不宜过短，

以免影响性功能），尽量切除含尖锐湿疣皮损的包皮，并充分显

露龟头及冠状沟。术后立即用 ＣＯ２激光清除残余的疣体（同上
法）。疣体全部清除后内用碘伏纱布外用敷料包扎切口，隔天

换药，７ｄ后拆线。两组患者术后均口服抗生素３ｄ，治疗结束后
所有患者随访半年，前３月每２周随访１次，后３月每月随访１
次。复发的患者同上使用ＣＯ２激光清除复发的疣体。
１４　疗效判断［１］

治愈：治疗结束后皮损消失，黏膜及皮肤基本恢复正常，且无

新皮损出现，随访６个月无复发（治愈率＝治愈数／每组总人数×
１００％）。复发：在治疗或随访期间原病灶位置又出现新发皮损。
１５　注意事项

嘱患者：创面愈合期间要保持干燥，每天对创面消毒；３个
月内禁止性生活；尽量避免饮酒；注意会阴部卫生，内衣裤与家

人分开清洗；不要过重思想负担；补充营养及注意休息。

１６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结束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跟踪随访。两组患者的创面

均愈合良好，无感染发生，治疗组部分患者包皮有不同程度的

水肿，未经特殊处理均在拆线后３～７ｄ内消退。疗效：治疗组一
次性治愈未复发者 ５２例（治愈率 ６７５３％），半年内治愈者 ７２
例（９３５１％），平均复发次数为（１７２±０９８）次；对照组一次性
治愈未复发者３５例（治愈率 ５０％），半年内治愈者 ５１例（治愈
率７２８６％），平均复发次数为３９６±１４５次。治疗组的治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复发次数少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一次性治愈 半年治愈 平均复发（次）

观察组 ５２（６７．５３） ７２（９３．５１） １．７２±０．９８

对照组 ３５（５０．００） ５１（７２．８６） ３．９６±１．４５

　　注：两组一次性治愈率、半年治愈率比较，χ２分别为２７６８，３７７９，均
Ｐ＜００１；平均复发次数比较，ｔ＝２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于感染人类乳头状病毒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目前发现引起尖锐湿疣的主要病毒有 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等
型［２］。尖锐湿疣主要通过不洁的性行为传染，约占皮肤科门诊

的１％～２
#

［３－５］，在性病中仅次于淋病，近年有报道其发病率已

高于淋病，居性病首位［５］。尖锐湿疣常发生在［１］男女外生殖

器、肛门等处，男性多见于龟头、冠状沟、包皮、会阴部，男同性

恋者还可见于肛门及直肠；女性患者多见于阴唇、阴道口、尿道

口、会阴及肛周等；极少数有见于口腔、乳房等处［７，８］。目前临

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有：（１）化学治疗：外用药物有５－
氟尿嘧啶、干扰素、足叶毒素酊、咪喹莫特，口服药有阿昔洛韦、

泛昔洛韦等；（２）物理治疗：ＣＯ２激光、冷冻、微波、ＡＬＡ－ＰＤＴ等；

（３）中医中药治疗［９，１０］。关于尖锐湿疣的治疗报道很多，疗效

不一，治疗的主要难题是复发，据相关文献报道复发率在２０％～
８８％之间不等［１１］。

复发性尖锐湿疣会影响患者的正常性生活，影响夫妻感

情，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严重的会造成患者心理问题。长期

反复发作的尖锐湿疣还可能导致肛门及生殖器癌的发生，如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５６等型是致宫颈癌的高危型［２］。因此尽早地

治愈尖锐湿疣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减轻患者经济和心理负担，

减少癌症的发生，对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ＣＯ２激光的是近年来治疗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治疗
主要原理是［１］：由ＣＯ２激光仪器发出极小角、能量密度极高的光
（可达几千瓦的功率／ｃｍ２），直接烧灼病灶组织，使组织气化，因
此其能准确、有效地清除肉眼可见的疣体。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
疣能直接较完全地清除肉眼可见疣体，但单纯只使用ＣＯ２激光对
潜伏感染和亚临床感染病灶效果不佳，患者需要反复多次治疗才

能治愈，这也是其治疗尖锐湿疣复发率高的主要原因［１２－１４］。

包皮过长患者，龟头被包裹着，一般较潮湿，微生物就易滋

生，易患包皮龟头炎等疾病，同时也会影响性生活的质量［１５］。

对于尖锐湿疣患者，其复发率与包皮过长有着密切关系，笔者

通过观察门诊尖锐湿疣病例，包皮过长者的复发率明显高于龟

头暴露着，众多文献也有报道［１５－１７］。有过长的包皮的尖锐湿疣

患者切除包皮后不但可以提高其本身生活质量，还可以降低尖

锐湿疣的复发率。原因可能有：一是切除过长包皮就去除了病

原菌滋生的环境；二是将包皮上的亚临床病灶直接切除。

ＣＯ２激光直接清除肉眼可见病灶，其联合包皮环切术将过
长的包皮切除，将病原菌的滋生环境破坏及直接去除亚临床病

灶，大大提高治愈率，降低了复发率。本研究中治疗组一次性

治愈率、半年治愈率、平均复发次数分别为 ６７５３％、９３５１％、
（１７２±０９８）次；而对照组的一次性治愈率、半年治愈率、平均
复发次数分别为 ５０％、７２８６％、（３９６±１４５）次。显而易见治
疗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复发次数少于对照组。但本

研究结果并非表示所有男性包皮、龟头部位的尖锐湿疣都要切

除包皮，只是根据临床治疗经验认为，对于原本就包皮过长的

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包皮环切术治疗尖锐湿疣，可以提高治
愈率，减少复发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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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治疗尖锐湿疣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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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ＣＯ２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治疗男性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我院近年来收治的８６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治疗组（ＣＯ２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
２ｂ治疗组）４５例与对照组（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组）４１例，连续治疗４周，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治
疗组治愈 ３８例，复发 ７例，治愈率为 ８４４％，复发率为 １５６％。对照组治愈 ２８例，复发 １３例，治愈率为
６８３％，复发率为３１７％。两组患者治愈率、复发率比较均有显著差异（χ２＝７１５２，Ｐ＝００３１）。结论：ＣＯ２激
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男性尖锐湿疣可提高短期治愈率、降低近期复发率，且安全性较高，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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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引起的一种常见性传播疾病，为一种良性表皮起源
的肿瘤，主要发生在性活跃期的年轻患者，且在 ２０～４０岁发病
率最高［１］。已知ＨＰＶ为一组 ＤＮＡ病毒，主要引起高级脊椎动
物的上皮发生增生及乳头瘤改变，且具有属和种的特异性、解

剖部位的相对趋向性。当前尚无根除ＨＰＶ的方法，治疗仅为去
除外生疣体，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笔者近年来联合 ＣＯ２激
光、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男性尖锐湿疣取得了较好效果，现
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收治的８６
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按照治疗方法不同随机选取治疗组（ＣＯ２
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组）４５例与对照组（单纯ＣＯ２
激光治疗组）４１例，选取病例均符合尖锐湿疣临床诊断标准［２］，

且排除近期（４周）内免疫调节剂、抗病毒治疗者及严重心肝肾
等脏器功能不全、糖尿病、严重感染、血液系统疾病等患者。治

疗组４５例患者年龄１８～６２岁，平均（３４８±７８）岁；病程３ｄ～５
个月，平均（２１±０７）个月；皮损数目３～１８个，平均（７２±１４）
个；皮损直径０２～２９ｃｍ，平均（１６±０５）ｃｍ。对照组４１例患
者年龄 ２１～５８岁，平均（３５６±８２）岁；病程 ７ｄ～６个月，平均
（２３±１１）个月；皮损数目２～２１个，平均（７８±１７）个；皮损直
径０１～３１ｃｍ，平均（１７±０７）ｃｍ。两组患者从年龄、病程、皮
损数目及直径等各方面比较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单纯给予ＣＯ２激光治疗，仪器为 ＪＣ－Ｂ型 ＣＯ２
激光治疗仪，患者患处局部常规消毒，以２％利多卡因浸润麻醉
后行原光束聚焦烧灼术，对疣体部位实施一次性清除，调低功

率后对皮损基底部位进行照射碳化止血，治疗后局部外涂抗

生素。

１２２　治疗组　除同对照组治疗方法对疣体进行激光清除外，
治疗３ｄ后局部给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７９，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生产］涂抹，１次／ｄ，连续
治疗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评价［３］　术后每周复查１次，随访３个月。治愈：
疣体完全消失，随访期间未见新发皮疹，预后良好。复发：随访

期间可见新发皮疹，预后不佳。

１３２　不良反应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及随访期间存在不
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处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治愈３８例（８４４％），复发 ７例（１５６％）；对照组治
愈２８例（６８３％），复发１３例（３１７％）。两组患者治愈率、复发
率比较有显著差异（χ２＝７１５２，Ｐ＝００３１）。
２．２　不良反应

观察组５例、对照组３例给予 ＣＯ２激光治疗后局部出现红

肿和渗液，疼痛较轻微，短期内自主缓解，未给予任何处理；观

察组９例患者给予重组人干扰素外涂后出现局部轻微烧灼感，
并未影响治疗。

３　讨论
ＨＰＶ是引起尖锐湿疣的主要病原体，其主要通过与感染者

病变部位或被污染物品的接触而传播。大量流行病学资料表

明［４］，ＨＰＶ与宫颈癌的发生关系非常密切。ＨＰＶ的免疫防御机
制尚不清楚，ＨＰＶ感染后可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但对机
体并无保护作用。机体的细胞免疫与抗ＨＰＶ感染相关，有证据
表明［５］，特异性细胞免疫在清除 ＨＰＶ感染的过程中起着关键
作用，因而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者容易诱发ＨＰＶ感染。由于尖锐
湿疣患者疣体周围存在ＨＰＶ病毒浸润及亚临床感染灶，通过激
光、微波等物理方法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去除疣体、清除病灶

等目的，但对于一些潜伏病原体和亚临床感染病灶并无很好的

根除效果［６］。临床实践表明，ＣＯ２激光适合于外阴、肛门周围
等表浅较小的疣体治疗，一般１次即可使疣体脱落。但较大的
尖锐湿疣因周围血供丰富使治疗较为困难且极易出血，甚至无

法治疗［７］。同时在行ＣＯ２激光烧灼疣体时，可能因局部高温引
起含有ＨＰＶ颗粒蒸汽散落在疣体周围而接种致复发［８］。此外，

ＣＯ２激光治疗操作过程中烧灼的深度有时并未达到尖锐湿疣病
理意义上的真皮乳头层，导致治疗不彻底而引起复发。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等各项技术的飞速发

展，目前大多数细胞因子均可利用ＤＮＡ重组技术获得。自干扰
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第一个得到美国 ＦＤＡ批
准上市以来，近年来多种细胞因子药物的应用在临床特别是生

物抗肿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以低剂量、高疗效等

特点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是当前临床应
用十分广泛的ＩＦＮ类药物，其作为一种广谱抗病毒细胞因子药
物，并不能直接灭活病毒，而可通过诱导细胞合成抗病毒蛋白

（ＡＶＰ）发挥效应。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抗病毒作用特点包括间
接性、广谱性、种属特异性及发挥作用迅速等，同时还可增强自

然杀伤细胞（ＮＫ细胞）、巨噬细胞和Ｔ淋巴细胞的活力，从而发
挥机体免疫调节作用，并可增强机体抗病毒能力［９］。

本研究治疗组患者在 ＣＯ２激光清除局部疣体病灶的基础
上给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持续涂抹，治疗周期为４周，随访３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疣体脱落及复发情况，结果表明，治疗组

患者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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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术后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局部治疗可有效提高尖
锐湿疣的短期治愈率，且可降低近期复发率。已知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ｂ抗病毒作用与两条链ＲＮＡ依赖的蛋白激酶（ＰＫＲ）、２，
５－寡腺苷酸合成酶系统（２－５ＡＳ）和 Ｍｘ蛋白等相关，其与细胞
膜上的ＩＦＮ受体结合后，将信息传递到细胞核内，通过上述三
种途径抑制病毒的增殖［１０，１１］。此外，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具有
良好的免疫调节作用，其对于整个机体的免疫功能（包括免疫

监视、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均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临床研

究表明［１２，１３］，接受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的尖锐湿疣患者，其
周围血淋巴细胞的ＮＫ细胞活力明显增加，甚至在停止治疗后９
个月的患者，这一现象仍然存在。有研究证实［１４，１５］，重组人干

扰素α－２ｂ可促进机体巨噬细胞吞噬免疫复合物、抗体包被的
病原体和肿瘤细胞，同时对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具有免疫

增强和激活作用。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与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治疗男性
尖锐湿疣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后者可通过抗病毒、调节免疫

功能等多重机制稳定手术治疗效果、降低近期复发率，且安全

性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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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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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 Ｔｈ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的表
达及相关机制研究
王莹１　窦欣欣２　王若春３　李磊４

１临朐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６００
２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妇产科，山东 潍坊２６２５００
３青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山东 潍坊２６２５００
４山东省立医院产科，济南 ２５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针对妊娠期尖锐湿疣（ＣＡ）患者外周血Ｔｈ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及相关机制展开研
究，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收治的３０例处于妊娠期
的尖锐湿疣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即妊娠期尖锐湿疣组，并将其与另外３０例非妊娠的尖锐湿疣患者进
行比较，即非妊娠尖锐湿疣组。采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ＬＳＡ法检测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２
（ＩＬ－２）与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的表达，并将其与正常妊娠患者进行对比。结果：经过研究发现，妊娠期
尖锐湿疣组血清ＩＬ－２的浓度明显低于与非妊娠尖锐湿疣组相比，两组对比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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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可能会通过削弱患者的Ｔｈ１型反应导加重患者的病情，而尖锐湿疣可能不会影响正常妊娠的母体免疫。
【关键词】　妊娠期；尖锐湿疣；外周血Ｔｈ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ｌ／Ｔｈ２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ＣＡ）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１，ＤＯＵＸｉｎｘｉｎ２，ＷＡＮＧＲｕｏｃｈｕｎ３，ＬＩＬｅｉ４．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ｉｎｑ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６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ｅｉｆａｎｇ
Ｙｉｄ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Ｑｉｎｇ
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ｌ／Ｔｈ２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ＣＡ）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３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ｓｔｕｄｙｏｂｊｅｃｔｓ，ｎａｍｅ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ｏｔｈｅｒ３０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ｎａｍｅｌｙ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ＣＡｇｒｏｕｐ．ＥＬＬＳＡｄｏｕｂｌ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ａｓｓａ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ｓｅｒｕｍ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ＩＬ－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ＩＬ－１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２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ＣＡ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ｙ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１
－ｔｙｐ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ｍａｙ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Ｔｈｌ／Ｔｈ２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通常是由人乳头瘤病
毒（ＨＰＶ）感染导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升与思想观念的转变，近年来，尖锐湿疣的发病率明显提升，

尤其是妊娠期尖锐湿疣，其生长速度快、传染性极强，且治疗后

的复发率较高，目前已经成为临床工作中的难点［１］。本次研究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收治的６０例尖锐湿疣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收治的 ３０例处
于妊娠期的尖锐湿疣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即妊娠期尖锐

湿疣组，并将其与另外３０例非妊娠的尖锐湿疣患者进行比较，
即非妊娠尖锐湿疣组。妊娠期尖锐湿疣组患者年龄为 １７～３６
岁，平均（２３４２±５４３）岁，病程为２６～７０ｄ；非妊娠尖锐湿疣组
患者年龄为１９～３７岁，平均（２１３１±２５１）岁，病程为２７～７２ｄ，
所有的患者均有非婚性接触史或者配偶感染史，在展开研究前

１个月内没有使用过调节免疫力的药物，不伴有自身免疫性疾
病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在接受检测前，医护人员应当询问患

者自觉症状，观察疣体的形态、大小、数目与分布部位等。患者

的病程一般定义为自发病至初次就诊的时间，具体病情按照疣

体的大小以及数量进行评分，每个疣体直径＜１ｍｍ的计为１分，
１～５ｍｍ的计为２分，＞５ｍｍ的计为３分，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年龄 病程

妊娠期尖锐湿疣组 ３０ ２３４２±５４３ ２６～７０ｄ

非妊娠尖锐湿疣组 ３０ ２１３１±２５１ ２７～７２ｄ

１２ 方法

常规消毒患者局部的皮肤，切取尖锐湿疣患者的部分疣体

皮损，称重后使用生理盐水进行 ３次冲洗，再以 ５０ｍｇ／ｍＬ的比
例加入生理盐水，置于组织研磨器内研磨成均匀浆后离心，取

上清液进行分装，置于－３０℃冰箱中待测。对于组织标本内的
血清白细胞介素－２以及白细胞介素－１０的水平进行检测，按照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操作，使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
法将标准品倍稀释，使用酶标测定仪分别在波长４５０ｎｍ处测定
各孔的ＯＤ值，绘制标准的曲线，测定各实验标本的 ＯＤ值，从
中得出每个标本的各细胞因子的浓度水平［２］。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包对本次研究中的数据资料进
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均使用（ｘ±ｓ）的形式表示，对计量数据与
计数数据分别使用ｘ２和ｔ检验，显著性水准为ａ＝００５，当两组
差异为Ｐ＜００５时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经过研究发现，妊娠期尖锐湿疣组血清白细胞介素－２的浓
度明显低于非妊娠尖锐湿疣组，两组对比有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妊娠期尖锐湿疣组白细胞介素－１０浓度与非妊娠尖锐湿
疣组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妊娠期尖锐湿疣组与非妊娠尖锐湿疣组血清白细胞介素－２、白
细胞介素－１０检测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血清白细胞介素－２白细胞介素－１０

妊娠期尖锐湿疣组 ３０ ２９５９±１０４２ ４８７８５±５２２２

非妊娠尖锐湿疣组 ３０ ４０５３±１３７８ ４７４２９±４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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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尖锐湿疣通常多发于生殖器以及肛门附近皮肤黏膜处的

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性疾病，在复发时也主要局限于原发
损害附近的皮肤黏膜。除了患者全身免疫功能外，尖锐湿疣患

者疣体皮损处的互补免疫状态对于其病程以及预后也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由于尖锐湿疣局部淋巴细胞比例失调，且淋巴细

胞与单核细胞受到抑制或者降低，就无法有效的杀伤靶细胞，

导致人乳头瘤病毒快速生长与繁殖［３，４］。在妊娠期，由于细胞

介导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以及激素水平的提升，导致妊娠期妇

女更容易感染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这是医学界普遍认为的因
素。在妊娠期时，由于孕期下生殖道组织充血以及松软，非常

有利于疣体的生长，从而发展成为巨块状［５］。尖锐湿疣通常无

症状，病程较长，因此在产前检查时，应当重视对于此种疾病的

临床检查，尤其是对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亚临床症状进行重点

关注。刘玉梅［６］认为，在孕妇中，尖锐湿疣患病率通常为１５％
－２５％，妊娠期尖锐湿疣与非妊娠期尖锐湿疣对比具有病程
短、病变较为迅速以及多部位病发比例较高等特点。许小庄［７］

等通过检查妊娠以及非妊娠妇女Ⅰ～Ⅲ级宫颈内瘤样病变
（ＣＩＮ）标本还发现宫颈内瘤样病变的严重等级与孕期人乳头瘤
病毒的感染呈极显著性的正相关。

机体抗病毒感染通常以 Ｔｈｌ介导的细胞免疫为主，一旦发
生Ｔｈ２切换则表明情况较为严重，因此检测 Ｔｈｌ／Ｔｈ２因子的意
义并不是着重于对疾病进行辅助检查，而是注重分析疾病的发

展情况［８，９］。近年来，医疗界对于尖锐湿疣外周 ＣＤ４＋Ｔ细胞极
化情况的研究显示患者的 Ｔｈｌ反应模式基本处于弱势状态，
Ｔｈｌ／Ｔｈ２平衡向Ｔｈ２方向漂移，可能是人乳头瘤病毒大声免疫
逃逸的一种机制［１０］。而吴海斌等［１１］提出，成功的妊娠也是Ｔｈ２
型的免疫现象，妊娠期高水平的孕酮等激素会对 Ｔｈｌ细胞的分
化发育起到直接与间接的抑制作用，母体免疫反应一般倾向于

抗体生成（Ｔｈ２型应答），而偏离细胞介导免疫（Ｔｈｌ型应答）。
本次研究结果证实，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患者Ｔｈｌ型因子ＩＬ－２水
平明显低于非妊娠尖锐湿疣患者，证实妊娠可能会通过复杂的

免疫调节来结局集体的Ｔｈｌ／Ｔｈ２平衡失调状态而导致病毒持续
存在，使得疣体增殖加快。

近些年来，陆续有一些报道证明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实质

上不仅仅局限于表皮的部位，可能还会存在病毒血症，赵春燕

等［１２］在ＨＰＶ６ＤＮＡ阳性的妊娠期尖锐湿疣病人母体、脐血以及
婴儿的血清中检测到了抗 ＨＰＶ６抗体，因此本次研究对妊娠期
尖锐湿疣与非妊娠尖锐湿疣的血清白细胞介素－１０的表达水平
进行了比较，表明尖锐湿疣并不改变妊娠Ｔｈｌ／Ｔｈ２模式，符合临
床上尖锐湿疣不会增加早期、中期妊娠流产或者先兆流产的几

率的结果［１３－１５］。

综上所述，妊娠可能会通过削弱患者的 Ｔｈ１型反应导加重
患者的病情，而尖锐湿疣可能不会影响正常妊娠的母体

免疫［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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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郄冬梅，王欣，姜良英，等．盐酸丁卡因胶浆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

湿疣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３（１０）：７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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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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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桂散贴敷神阙穴、会阴穴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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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丁桂散贴敷神阙穴、会阴穴治疗Ⅲ型前列腺炎（气滞血瘀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对１６０例患者进行４周的临床观察。由计算机产生随机编码表，将１６０例患者等分为丁
桂散贴敷神阙穴组（Ａ组））、丁桂散贴敷会阴穴组（Ｂ组）。丁香０３ｇ、肉桂１ｇ，温水调匀敷脐，Ｑｄ。以ＮＩＨ－
ＣＰＳＩ量表、中医症候评分、前列腺液常规为主要评价指标，同时记录不良反应。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处
理。结果：参照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评分，两组总有效率依次为５１３５％、５５３７％，Ａ组与Ｂ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参照中医症候评分，两组总有效率依次为５１．３５％、５３９６％，Ａ组与 Ｂ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在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发应。结论：丁桂散贴敷神阙穴、会阴穴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气滞血瘀）安全有效性相当。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丁桂散；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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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或ＣＰＰＳ）的病因十分复杂，传统的病因
学多认为是前列腺受到病原体的感染并产生炎症的过程，临床

表现为排尿时反复出现尿道灼热或疼痛、尿频、尿急、尿不尽、

尿滴沥等，并伴有会阴部、小腹部坠胀疼痛和一定程度的焦虑

情绪等，慢性前列腺炎具有反复发病、病程缠绵、诱发因素多的

特点，是男科常见疑难病和对病人身心折磨较大的疾病之一。

前列腺炎的发病率约为 ２５％，但大约有近半数（３５％～５０％）的
男性在其一生中某个时候会受到前列腺炎的影响［１］。按照ＮＩＨ
－ＣＰＳＩ分类，其中慢性非细菌性型前列腺炎在前列腺炎比重高
达９０％～９５％［２］，而西医对其常规抗生素治疗，临床缓解率低。
目前，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方法众多，但行之有效的方法较少，

且治疗结果大多不尽人意，缺乏统一、规范的治疗方案［３］。因

此探索新的治疗方案尤为重要。我们自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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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采用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对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了研究，现将研究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６０例患者均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由计算机
产生随机编码表，等分为 Ａ、Ｂ两组。Ａ组丁桂散贴敷神阙穴
组，平均年龄（２９６５±７１１）岁，平均病程（１２３８±１７４３）个月；Ｂ
组丁桂散贴敷会阴穴组，平均年龄（３０２６±９０６）岁，平均病程
（９３６±１２７３）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方面统计学无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及辨证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吴阶平主编《泌尿外科学》［４］中的
标准。

１２２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非
特异性）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２００４年）中制定慢性前列腺炎
气滞血瘀证的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Ⅲ型慢性前列腺炎西医诊断标准者；（２）符合中医

慢性前列腺炎气滞血瘀证标准者；（３）病程≥３个月者；（４）１８
≤年龄≤５０岁；（５）入组前至少停药 ２周以上，方可纳入临床
研究。

１４　剔除标准
（１）受试者不符合西医诊断标准、中医辨证标准、纳入标准

等；（２）目前正在使用和研究药物治疗作用相似的药物；（３）随
机分配后未进行相关治疗。

２　方法
２１　治疗药物及使用方法

丁桂散由我院制剂室统一提供颗粒剂型，并按丁香：肉桂＝
３∶１０比例包装成１ｇ一袋。丁桂散贴敷神阙穴或会阴穴使用方
法：取丁桂散（比例为 ３∶１０）一袋，倒入一次性尿杯（江苏康
健），１ｍＬ注射器取１ｍＬ温水，用温水将丁桂散调和成均匀的质
团，用适度温水清洗神阙穴或会阴穴，用干净的棉球擦干，再把

药团均匀的敷于神阙穴或会阴穴，再以一次性医用敷料（广州

科美６×７ｃｍ敷料）进行固定，并于每天晚上 ８：００进行换药
１次。

Ａ组：丁桂散贴敷神阙穴；Ｂ组：丁桂散贴敷会阴穴。治疗
周期为４周。治疗第２、４周进行随访，治疗后第８周随访。
２２　观察指标
２２１　疗效指标　分别于第２、４、８周记录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评分及中医症候评分。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按美国卫生研

究院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进行
评分，进而计算出症状疗效指数。症状程度积分为：［（治疗前

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１００％。①治愈：临床症状消
失，症状评分较疗前减少≥９０％；②显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症
状评分较疗前减少≥６０％，＜９０％；③有效：主要症状好转，症状
评分较疗前减少≥３０％，＜６０％；④无效：症状评分较治疗前减少
＜３０％。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中医症候评价疗效：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中对 “中药新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症临床指导原则”［５］疗

效评价标准。①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证候积分减少
≥９５％；②显效：中医临床、体征症状有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
≥６０％，＜９５％；③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好转，证候积分减
少≥３０％，＜６０％；④无效：中医症状、体征无改善或加重，证候积
分减少＜３０％。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１００％。
２．２．２　安全性判定指标　：①肝、肾功能；②血常规；③尿常规；
④心电图。
２．２．３　不良事件　着重记录使用丁桂散贴敷后是否有皮肤过
敏的症状，并及时记录。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比较用 ｔ检验、配对 ｔ检验等方法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３　结果

试验完成后，Ａ组完成有效病例７４例，脱落６例；Ｂ组完成
有效病例７６例，脱落４例。
３１　参照ＮＩＨ－ＣＰＳＩ疗效指标

Ａ组总有效率为５１３５％，Ｂ组总有效率为 ５５３７％。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ＮＩＨ－ＣＰＳＩ两组疗效及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Ａ组 ７４ ０ １１（１４８６） ２７（３６４９） ３６（４８６５） ５１３５

Ｂ组 ７６ ０ １３（１７１１） ２９（３８１６） ３４（４４７４） ５５３７

３２　参照中医症候疗效指标
Ａ组总有效率为５１３５％，Ｂ组总有效率为５３９６％，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中医症候三组疗效及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Ａ组 ７４ ０ １１（１４８６） ２７（３６４９） ３６（４８６５） ５１３５

Ｂ组 ７６ ０ １４（１８４２） ２７（３５５３） ３５（４６０５） ５３９６

３３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治疗前后积分比较
两组相比较，１４ｄ、２８ｄ、５６ｄ与疗前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Ａ、Ｂ两组治疗２８ｄ后与５６ｄ后疼痛不适总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两组在治疗 ２８ｄ后与随访时 ＮＩＨ
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４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治疗前后积分比较

两组相比较，１４ｄ、２８ｄ、５６ｄ与疗前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Ａ、Ｂ两组在治疗２８ｄ后与５６ｄ后疼痛症状评分总分、排
尿症状评分总分、中医证候评分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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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不适　　 排尿状况　　 症状影响　　 生活质量　　 总分　　

治疗前 Ａ ７４ １０７１±２５０ ４６２±１８５ ４１８±１３５ ２９１±１０７ ２２４２±４９７

Ｂ ７６ １０９２±２８７ ４４３±１９５ ４３０±１５６ ３２２±１０６ ２２８６±５８４

１４ｄ Ａ ７４ ７０８±２５８ ３７０±１５３ ３８４±１４２ ３７０±１５３ １８３２±４７２

Ｂ ７６ ７４３±３１０ ３８０±１５５ ３９６±１５８ ３８０±１５５ １８９９±５７０

２８ｄ Ａ ７４ ５９６±２６６ ２５２±１４４ ２９６±１３５ ２２４±１０８ １３６８±４９６

Ｂ ７６ ６０７±３１７ ２６９±１８４ ３０２±１５２ ２３５±１０９ １４１３±６２４

５６ｄ Ａ ７４ ４７６±２５９ ２２６±１４５ １９１±１４４ １４７±１１２ １０４０±５２８

Ｂ ７６ ４７７±３２６△ ２４０±１８２ ２０５±１５３ １６５±１１０△ １０８７±６３６△

　　注：与疗前组内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治疗前后积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症状 性功能障碍 排尿症状 精神症状 总分

治疗前 Ａ ７４ １８７８±７２５ ５８１±３７８ ７８６±３０３ １１４６±４９７ ４３９１±１５１５

Ｂ ７６ １９７３±６７０ ５２９±３７２ ７３３±３３４ １１０９±４４０ ４３４３±１３８８

１４ｄ Ａ ７４ １５９７±７１１ ４２６±３４２ ５７５±３０２ ９１７±４４５ ３５１６±１４４０

Ｂ ７６ １６１０±６５３ ４１７±３５８ ５５０±３７０ ９０９±４５６ ３４８６±１５０１

２８ｄ Ａ ７４ １０３０±５９６ ３３６±３２９ ４０５±２５６ ７６６±４１４ ２５３７±１２６８

Ｂ ７６ １０６７±６８７ ３２５±３５８ ３９６±３４２ ７５９±５２２ ２５４７±１６１２

５６ｄ Ａ ７４ ９７４±６０８＃ ２９５±３３３ ３３１±２６２＃ ６４１±４０５ ２２４１±１３０２＃

Ｂ ７６ ９９３±７１０ ２８６±３５７＃ ３２２±３４９ ６２６±４９７＃ ２２２７±１６３８＃

　　注：与疗前组内比较，Ｐ＜００５；＃与２８ｄ组内比较，Ｐ＜００５

３５　安全性及不良反应
在治疗过程中无任何实验室指标由疗前正常／异常无临床

意义转为疗后异常有临床意义。Ａ组敷脐出现脐部皮肤过敏４
例，退出试验，停药 １周后好转。轻度腹泻 ２例，退出实验。Ｂ
组自觉改善不明显，退出实验４例。
４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以排尿症状及局部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疾病，属于中医“精浊”、“淋浊”的范畴。初病多为湿热下注、寒

凝肝脉、肝气郁滞，继之湿阻、寒凝、气滞致经脉受阻，气血瘀滞；

久病又可耗伤正气，致肝、脾、肾亏虚。中医治疗ＣＰ的手段丰富
多样，中医内治慢性前列腺炎常见治法主要有清热利湿、活血祛

瘀、行气止痛、滋阴降火、补肾壮阳等，但由于慢性前列腺炎发病

具有病程长、诱因多、治疗周期长，以及药物对胃肠道的影响，患

者对其治疗缺乏信心，故出现依从性差等［６］。而中医经络穴位

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神阙、会阴两穴位在

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具有特定作用，我们运用中药丁桂散贴敷

神阙穴及会阴穴治疗来提高对该疾病的治疗效果，对患者和社会

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神阙穴是任脉的要穴，位于腹中部，脐中

央。会阴穴在会阴部，男性当阴囊根部与肛门连线的中点。这两

穴位均属于任脉，而任脉与督脉、冲脉同出于胞中，被称为“一源

而三歧”。三脉经气相通，内联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百骸，内通外

联，承上启下，在防治疾病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难经·二十

八难》提出“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灵枢·营气》又提到任脉

“络阴器”。从解剖学来看，脐部具有以下特点：角质层薄，屏障

功能弱，药物最易穿透表皮弥散，利于药物的吸收；分布有丰富的

静脉网，药物经皮吸收迅速；脐窝的自然凹陷，有利于长时间地

保留药物，便于药效的吸收而发挥其疗效［７］。

从慢性前列腺炎病因病机的发生、演变、转归来看，与瘀血

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瘀血既是慢性前列腺炎病理产

物，又是引起慢性前列腺炎的致病因素，同时也是导致慢性前

列腺炎易反复、难治愈、病程长的主要原因［８］。所以，瘀阻是导

致前列腺炎发病的重要病机之一。而我们在前期对９１８例慢性
前列腺炎患者证型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发现本病以复合证型为

主，单一证型少见，且气滞血瘀为临床最常见证型［９］。从此中

我们意识到气滞血瘀证型在慢性前列腺炎病因中的重要意

义［１０］。所以，我们将中医症候为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炎患者纳

为研究对象，对其采用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进行干预。

丁桂散源于清代马培之《外科传薪集》，原方组成为：丁香９ｇ、肉
桂３０ｇ，功效：温经散寒，行气止痛，敷脐主治寒疝腹痛等疾病。
我院泌尿男科专家施汉章教授、李曰庆教授、李海松教授等使

用丁桂散敷脐治疗 ＣＰ３０余年，经治患者１万余人，疗效满意。
丁桂散由丁香和肉桂两味药组成，其中丁香具有行气止痛活血

的作用，肉桂具有温经通络散寒的作用，两者结合有温经散寒、

行气止痛之效，故在临床中医家多用于治疗寒邪气郁所导致的

疼痛。所以，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是具有中医特色的外

治法之一，不仅可以大大减轻患者的痛苦，而且可以节约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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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支出，因此，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具有重大的社

会和经济意义，值得推广。

本次研究显示：单纯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疗效相

当，Ａ、Ｂ两组治疗２８ｄ后与５６ｄ后疼痛不适总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运用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均可
以对慢性前列腺炎，尤其是以气滞血瘀为临床表现的Ⅲ型前列
腺炎具有良好的止痛治疗作用。ＮＩＨ－ＣＰＳＩ疗效标准与中医症
候疗效标准评定结果相似，中医症候疗效标准可以用于气滞血

瘀型慢性前列腺炎临床疗效标准。

综上所述，丁桂散贴敷神阙穴及会阴穴对治疗Ⅲ型前列腺
炎疼痛等症状缓解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由于此次临床试验

仅是单纯对两组丁桂散进行穴位贴敷，两者有效率在统计学中

无差异，但对缓解患者尤其是疼痛患者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在以后临床中将两者结合使用，以期为前列腺炎患者找到行之

有效的中医外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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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壮药前列舒外洗剂对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３６０例湿热挟瘀证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按症状分为Ⅱ、ⅢＡ和 ⅢＢ型，各型又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予以壮药前列舒外
洗剂，对照组予以前列安栓，两组均以２８ｄ为１个疗程。观察各组患者的中医证候学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
白细胞计数，判断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在总有效率、中医证候学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白细胞计数变
化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壮药前列舒外洗剂对慢性前列腺炎有较好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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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ｕｌｏ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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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Ⅱ，ⅢＡａｎｄⅢＢ．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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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ｉａｎｌｉｅＡｎｓｈｕａ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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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表现为排尿异常及
慢性盆腔疼痛为主，或伴有性功能障碍、精神神经症状的一类

综合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慢性前列腺炎分为Ⅱ型（慢性
细菌性前列腺炎）、Ⅲ型（ⅢＡ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ⅢＢ慢性
盆腔疼痛综合征）、ＩＶ型（无症状炎症性前列腺炎），其中Ⅲ型
约占９０％左右［１］。在我国，梁朝朝等［２］基于人口数量的横断面

研究表明，８４％的男性被确诊具有前列腺炎症状，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的健康支出比其他慢性疾病高出１５倍［３］，其庞大的患

者人群和高昂的医疗费用给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

担［４］。我们在２０１０年９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使用壮药前列舒外
洗剂坐浴治疗ＣＰ（湿热挟瘀证）疗效较满意，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已通过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受试对象均为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男性科

就诊的慢性前列腺炎（湿热挟瘀证）患者，共３６０例。先对患者
分型（Ⅱ、ⅢＡ、ⅢＢ型），分型后以就诊顺序按随机数字表法随
机分为治疗组（壮药前列舒外洗剂）及对照组（前列安栓），每型

每组各６０例。
１．２　诊断和病例选择标准［５，６］

西医诊断标准：①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
尿不尽感、尿道灼热、滴白；会阴部、外生殖器区、下腹部、耻骨

上区、腰骶及肛门周围有坠胀或疼痛。②腺体饱满、或软硬不
均、或有炎性结节、或质地较韧，可有局限性压痛。③前列腺按
摩液镜检中白细胞计数≥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减少或消失
（ⅢＢ型此项无异常）。④前列腺按摩液细菌培养连续 ２次培
养为同一致病菌者为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细菌培养阴性者为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Ⅱ型有反复发作的下尿路感染症状，
前列腺液按摩液中白细胞数量升高，细菌培养结果阳性。Ⅲ型
主要表现为长期、反复的排尿异常及骨盆区域疼痛或不适，前

列腺液按摩液细菌培养为阴性；其中ⅢＡ型患者的前列腺液按
摩液中白细胞数量升高，ⅢＢ型患者的前列腺液按摩液中白细
胞在正常范围。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５］：湿热证：①主证：尿频、尿急、尿痛。
②次证：尿道灼热，尿道白浊，阴囊潮湿，尿后滴沥，舌红、苔黄
或黄腻，脉弦滑。血瘀证：①主证：会阴部、外生殖器区、下腹
部、耻骨上区、腰骶部及肛门周围坠胀或疼痛。②次证：尿后余
沥，尿刺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脉弦或涩。必须同时至少具

备湿热证和血瘀证主症各１项及次症１项者即可。中医证候学
评分以轻、中、重的程度不同，主证分别记２、４、６分，次证记１、２、
３分，主证及次证分数总和即为评分结果。

病例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关于 ＣＰ的诊断标准。②符合

中医湿热挟瘀证诊断标准。③年龄在 ２０～４５周岁之间的男性
患者。④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加入研究者。

病例排除标准：排除急性前列腺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前

列腺癌、神经源性膀胱、尿道畸形或狭窄及严重神经官能症，合

并有心脑、肝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过敏体质及无法

合作者。

病例剔除标准：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②因副作用以外其
它原因未能规律用药，以致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者。③脱
落失访或主动要求退出者。

１．３　研究方法
分组方法：对入选研究病例，先根据诊断标准对患者进行

分型，同型病例再按就诊时间先后顺序以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

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方法：治疗组：使用壮药前列舒外洗剂（由广西中医药

大学附属瑞康医院药物研发基地制备，浓缩装袋，每袋２００ｍＬ，
处方组成：了哥王１０ｇ、杠板归１０ｇ、三叉苦１０ｇ、绞股蓝１０ｇ、假葡
萄１０ｇ、鬼针草 １０ｇ等）坐浴。使用时将浓缩药液兑水至
１５００ｍｌ，无生育要求者加热至４０℃，有生育要求者加热至３５℃，
２次／ｄ，每次１５ｍｉｎ。对照组：外用前列安栓（丽珠集团丽珠制药
厂，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８００６６）塞肛，每晚临睡前，将药栓置入肛门３
～４ｃｍ，次日清晨随大便排出，１粒／次，１次／ｄ。
两组均以２８ｄ为１个疗程。

１．４　观测指标
疗效性观测：①在治疗前后各进行一次中医症候学评分、

前列腺症状指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白细胞计数检查。②在治疗
前进行１次前列腺液常规检查、前列腺指诊及前列腺液细菌培
养。③治疗完成后进行 ２次 ＥＰＳ检查（间隔 ２ｄ）、１次前列腺
指诊。

安全性观测：①治疗前后心电图、血常规、大小便常规、肝
功能、肾功能检查。②观察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不
良反应的临床表现、检测指标异常、严重程度、消除方法等。

１．５　疗效判定标准［５］

（１）临床控制：中医症候评分减少≥９５％；前列腺压痛消
失，质地正常或接近正常；前列腺液常规检查连续 ２次正常。
（２）显效：中医症候评分减少≥６０％；前列腺压痛及质地蒋有明
显改善；ＥＰＳ检查连续 ２次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减少≥６０％。
（３）有效：中医症候评分减少≥３０％；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有所
改善；ＥＰＳ检查连续２次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减少≥３０％。（４）
无效：中医症候评分减少＜３０％或无变化；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
无改善；ＥＰＳ检查连续２次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减少＜３０％或无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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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效率＝（临床控制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评分减少率采用尼莫地平法，计算公式为［（治疗前评
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１００％。每项３个条件须同时
满足（ⅢＢ型不进行白细胞计数，只须同时满足 ２个条件），否
则下降１个标准。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Ｐ
≤００５作为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完成情况

Ⅱ型治疗组脱落３例、对照组脱落５例；ⅢＡ型治疗组脱落
１例、对照组脱落４例；ⅢＢ型治疗组脱落 ５例、对照组脱落 ４
例；同型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经ｔ检验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资料比较

ｎ 年龄（岁） 病程（月）

Ⅱ型
治疗组 ５７ ２６５６±５５９ ５７５±２３１

对照组 ５５ ２４５６±５３５ ６１１±２３７

ｔ １９３１ －０８０２

Ｐ ００５６ ０４２４

ⅢＡ型
治疗组 ５９ ２８３９±６３０ ９６１±３２０

对照组 ５６ ２６２７±６８３ ８５５±４００

ｔ １７３３ １５６０

Ｐ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２

ⅢＢ型
治疗组 ５５ ３５６０±６０９ ７４０±５２４

对照组 ５６ ３３４８±７２２ ６００±４６２

ｔ １６６９ １４９４

Ｐ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８

２．２　临床疗效比较
各组总有效率比较分别为：Ⅱ型"

２＝４０７２，Ｐ＝００４４；ⅢＡ
型

"

２＝４６２１，Ｐ＝００３２；ⅢＢ型"

２＝４５３９，Ｐ＝００３３；各治疗组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总有效率（％）

Ⅱ型
治疗组 ５７ ３ ２５ １８ １１ ８０７０

对照组 ５５ ２ １８ １５ ２０ ６３６４

ⅢＡ型
治疗组 ５９ ４ ２５ １４ １６ ７２８８

对照组 ５６ ５ １６ ９ ２６ ５３５７

ⅢＢ型
治疗组 ５５ ７ ２０ １９ ９ ８３６４

对照组 ５６ ４ １７ １６ １９ ６６０７

２．３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学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比较
各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治疗后两组患者在ＮＩＨ－ＣＰＳＩ及中医证候学评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及中医证候学评分比较

ｎ
中医证候学评分 ＮＩＨ－ＣＰＳＩ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Ⅱ
型

治疗组 ５７ ２２４９±６６１ １０３３±４０６ １７８１±５１４１１３０±４６１

对照组 ５５ ２４６９±５５２ １５０２±５６６ １９０７±４９９１３４５±５６６

ｔ －１９０８ －５０１９ －１３２１ －２２１４

Ｐ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９

ⅢＡ

型

治疗组 ５９ ２５７５±６８９ １３９５±４８３ １９８８±４２４１３５３±４２９

对照组 ５６ ２３９１±６３２ １７２９±３５８ ２００７±３５０１５２３±３６６

ｔ １４８６ －４１９２ －０２６１ －２２８９

Ｐ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９４ 　００２４

ⅢＢ

型

治疗组 ５５ １８４５±５８２ １０６５±３８５ １７４２±４１８ ９４０±３２４

对照组 ５６ １９０２±４７２ １２６１±５０６ １９１３±５０３１１１４±５０１

ｔ －０５６０ －２２９１ －１９４２ －２１７９

Ｐ 　０５７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２

２．４　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
所有Ⅱ和ⅢＡ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治疗后前列腺液白细胞

计数较治疗前均明显减少（Ｐ＜００１），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显著（Ｐ＜００１，Ｐ＜００５）。ⅢＢ型为非炎症性慢性骨盆疼痛
综合症，故未做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比较。见表４。

表４　Ⅱ和ⅢＡ型患者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的影响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Ⅱ型
治疗组 ５７ １８７２±４６７ １１７７±３３８ ９５４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５ ２００２±４６３ １４０２±４０４ ６８４８ ００００

ｔ －１４７７ －３１９８

Ｐ 　０８８０ 　０００２

ⅢＡ型
治疗组 ５９ ２０９８±４６３ １２９８±４５７ １０２３７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６ ２２８８±５７４ １５００±６０７ ６２６４ ００００

ｔ －１９５２ －２０１９

Ｐ 　００４６

２．５　安全性标准
所有观察病例治疗前后心电图、血常规、大小便常规、肝功

能、肾功能检查均未出现异常。除少数患者出现局部轻度皮肤

过敏反应外（以尿素软膏外涂后症状均较快消退），无严重的不

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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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常见于２０～５０岁男

性，３４岁左右是最高发病年龄段，但到７０岁以后又出现发病率
增高，约有５０％的男性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会受其影响［７］。现

代医学对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原因及治疗虽有许多论点，但其

确切的发病机制至今未明。而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外周

区常发生局灶性慢性炎症，并出现病灶周围纤维化以及前列腺

周围的脂质膜炎，使腺体内管腔变窄、纤维组织增生，并由于微

血栓的形成导致腺体内血液流变状态出现异常［８］，使药物难以

渗透进入前列腺内达到有效治疗浓度。目前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最常用的三类治疗药物（抗生素、α受体阻滞剂、非甾体抗炎
镇痛药）对病灶周围的脂质膜炎和腺体实质纤维化等病理改变

仍很难取得满意的疗效，导致患者症状较难改善，并具有高复

发、低治愈率的特点［２］。

慢性前列腺炎属于中医的“精浊”范畴，中医药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中

医理论认为肾虚、湿热、瘀滞是慢性前列腺炎病变发展的三个

重要病理环节；其中，早中期以湿热或湿热夹瘀为主，后期以肾

虚精关不固为主，在临床上最多见的是处于中期的湿热挟瘀

证。在我们的前期临床研究中发现清热利湿、活血止痛中医外

治疗法可降低ⅢＡ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内因脂质膜炎和
腺体纤维化而提高的血流阻力指数［９］。而中医药外治疗法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安全、有效、毒副作用少，并在改善病人的自觉

症状和疗效的持久性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使患者乐于接受［１０］。

壮医药认为壮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草木水泉皆禀恶

气”，故多邪毒，这是形成壮医重祛毒、重外治的特点之一。根

据毒气侵犯的不同部位，壮医药采取不同的治法，如毒气自皮

毛肌肉而入，则用刮法或挑法；毒气从口鼻而入，则用洗鼻漱口

或雾化；毒气从脐口而入，则用磁拔法或脐周药线点灸法；毒气

从二阴而入，多用坐洗之法［１１］。因此，“毒虚致百病”是壮医药

理论独特的病因病机论，解毒和调气是基本的原则，解毒是根

据毒邪的性质、侵犯的部位、时间的长短、病人反应来辨毒诊

治、量毒施治，国医大师、壮医专家班秀文教授认为解毒为首

要，以外治法为主［１２］。而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多为人体受到

痧、瘴、毒、火、湿等有形和无形之邪毒侵犯，致天、人、地三气同

步失调，从而导致水道、气道病变及龙路和火路功能失调，以咪

隆（脾）、咪腰（肾）和咪叠（肝）三脏功能失常为主，临床症状以

肉赖（尿多）、肉卡（小便不畅）、邦印（局部疼痛症状）和麻抹

（局部感觉异常）为主。而对于水道病、火路病则多用药物熏洗

疗法［１３］；研究发现在炎症性疾病中对龙路及火路的调节可取得

较好的疗效［１４］。在中医及壮医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拟出了壮药

前列舒外洗剂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全方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活

血散瘀止痛的功效，方中了哥王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软坚散

结；三叉苦解热毒、除湿毒、消肿止痛；绞股蓝清热解毒；假葡萄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通调水道；鬼针草清热解毒［１５］。

我们经过临床观察证实，壮药前列舒外洗剂在临床应用中

安全有效，在改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临床症状，降低中医证侯

学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及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方面确有较好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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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是指婚后正常性生活同居１年未避孕而
未受孕，或曾有过妊娠，而后未避孕１年未受孕。排卵障碍性不
孕是女性不孕症的一个重要方面，占女性不孕的２５％～３５％［１］，
严重危害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现代医学对其的治疗可显著

提高排卵率，但妊娠率却并不高，且副作用大。相对而言，传统

疗法的运用在促排卵治疗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具有独

特的优势。本文就中药疗法、针灸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等几

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笔者通过文献检

索，现综述如下。

１　不孕症的病因病机
１１　现代医学的认识

排卵功能障碍是多种妇科疾病的主要致病环节［２］，包括卵

子发育障碍和卵子排出障碍这两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问题都能导致排卵功能障碍而引起不孕。大量文献报道高胰

岛素及胰岛素拮抗状态可导致高雄激素的产生［３］，而高雄激素

对胰岛素合成及分泌的影响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４］，有

研究表明血雄激素水平升高，上调胰腺、卵巢的 ＡＲｍＲＮＡ表
达，引起高胰岛素血症和无排卵［５］。临床上由于肾上腺增生引

起的高雄激素血症患者表现为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６］，

睾酮可通过ＡＲ使体外培养的脂肪细胞胰岛素介导的糖摄入下
降［７］。现代医学认为，排卵障碍主要是由于卵巢功能紊乱导致

持续不排卵，主要原因有：（１）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紊乱，
包括下丘脑性无排卵、垂体功能障碍引起无排卵。（２）卵巢病
变，如先天性卵巢发育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功能

性卵巢肿瘤、卵巢对促性腺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等。（３）肾上腺
及甲状腺功能异常也能影响卵巢功能导致不排卵［８］。目前，使

用氯米芬（ＣＣ）、来曲唑（ＬＥ）、尿促性素（ＨＭＧ）、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ＧｎＲＨ）、绒促性素（ＨＣＧ）等西药可以显著提高排卵率，
但受孕率却很低且副作用很大，在促排卵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黄

素化未破裂卵泡综合征（ＬＵＦＳ）、卵巢过度刺激征（ＯＨＳＳ）、多胎
妊娠［９］，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１２　传统医学的认识
根据临床症状，本病属于中医“不孕”、“闭经”、“月经不

调”等范畴。传统医学认为女性生殖系统以肾－天癸－冲任－胞
宫生殖轴为枢纽，肾为先天之本，机体生长发育生殖的基础即

为肾精气。卵子作为生殖之精，藏于肾，它的生长、发育成熟都

与肾精是否充盛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肾气的充盛与否与排卵有

密切关系，因此“肾虚”被认为是引起排卵障碍性不孕最主要的

原因。有研究证实其相关于肾主生殖功能及下丘脑紧密相关

女性性腺轴功能调节［１０］。雄激素水平升高可能是产生肾阴虚

证的物质基础［１１］。大量研究表明，中药有明显改善子宫内膜生

长发育的作用，能明显提高妊娠率、降低流产率；针灸具疏通经

络之功，其调节是双向的、整体的，针灸有促进排卵、刺激神经

内分泌平衡分泌的作用；针刺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具有多层

次、多水平、多靶点的综合治疗作用，它能调节性腺轴，改善卵

巢功能，提高卵子质量，促进卵泡发育成熟和排出，同时可以改

善子宫内膜容受性，进而提高妊娠率。有研究［１２］证实了电针能

明显增加大鼠卵巢、子宫重量有利于卵泡的发育和排卵，增加

卵巢各级卵泡总数，增强大鼠卵巢局部基质金属蛋白酶 ＭＭＰ－
９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有利于卵泡的发育和排卵。通过活血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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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针灸等中医药干预措施，增加盆腔局部血流、促进输卵管

蠕动、改善盆腔内环境，提高排卵率和妊娠率，降低促排卵治疗

中ＬＵＦＳ、ＯＨＳＳ、异位妊娠、多胎妊娠的发生率。
２　中医药在促排卵治疗中的应用

陈爱焕［１３］采用自拟排卵汤治疗本病，治疗组方用熟地、女

贞子、菟丝子、仙灵脾、巴戟天、仙茅、当归、白芍、枸杞子、杜仲、

柴胡、枳壳、香附；排卵前期及排卵期加用红花、丹参、牛膝、桂

枝；１剂／ｄ，水煎服。对照组口服克罗米芬（ＣＣ），５０ｍｇ／ｄ，于月
经周期第５ｄ开始，连服５ｄ；口服乙稀雌酚片１ｍｇ／ｄ，于月经周期
的第 ５ｄ开始，共服 ２１ｄ。３个月经周期后治疗组受孕率
７４５４％，对照组受孕率 ４９０３％（Ｐ＜００５）。赵春景［１４］运用罗

氏促排卵方治疗本病，方选党参、枸杞子、菟丝子、巴戟天、熟

地、仙灵脾、当归、熟附子、炙甘草，１剂／ｄ；对照组于经净后第５ｄ
开始口服ＣＣ，５０ｍｇ／ｄ。３个月经周期为１个疗程。３个疗程后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５００％，对照组为６６６７％（Ｐ＜００５）。苗群
英等［１５］运用妇科养荣胶囊治疗本病，方选黄芪、麦冬、熟地黄、

杜仲、当归、茯苓、山药、益母草、川芎、艾叶、白芍、阿胶等，治疗

组于月经第５ｄ开始，４粒，ｔｉｄ；对照组于月经第３～５ｄ开始肌注
ＨＭＧ１５０～３００ＩＵ／ｄ，共 １０～１４ｄ，阴道 Ｂ超检测卵泡直径 １８～
２５ｍｍ且尿ＬＨ＞１０～２５ＩＵ／Ｌ时肌注 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复查 Ｂ
超提示卵泡破裂后肌注黄体酮２０～４０ｍｇ／ｄ，２１ｄ为１疗程。３个
疗程后治疗组排卵率为８９３％，对照组为１１７％（Ｐ＜００１），妊
娠率治疗组为 ４６４％，对照组为 １６７％（Ｐ＜００５）。刘丽清
等［１６］运用益肾助孕胶囊治疗本病，药用：熟地、菟丝子、当归、枸

杞、何首乌、白芍、淫羊藿、川芎、黄芪、牛膝等，治疗组于月经第

５ｄ服用，５粒，ｔｉｄ，至下次月经来潮；对照组于月经周期第５ｄ或
孕酮撤药出血第５ｄ开始服用 ＣＣ，５０ｍｇ／ｄ，连服５ｄ，３个月经周
期为１疗程。２个疗程后治疗组自然流产率为３３％，对照组为
８３％（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Ｅ２及 Ｐ较治疗前明显增高（Ｐ＜
００５），ＬＨ，ＦＳＨ的含量升高（Ｐ＜００５）。
３ 针灸在促排卵治疗中的应用

张淼等［１７］采用针刺子宫、关元、中极、双侧三阴交、双侧合

谷、双侧太冲治疗本病，３０ｍｉｎ／ｄ，１５ｄ为１个疗程，３个疗程后针
刺治疗本病的总有效率为８５０％，治疗前后血清ＬＨ、ＦＳＨ、Ｅ２、Ｐ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和卵泡发育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尹德辉等［１８］电针干预治疗本

病，取穴命门、关元、双侧三阴交、子宫、双侧足三里，３０ｍｉｎ／ｄ，持
续１５ｄ，３个疗程后血清ＬＨ、ＦＳＨ、Ｅ２、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和卵泡发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总有效率为 ７７５％，排卵率为 ４５％，妊娠率为 ２２５％。
贾翠敏［１９］采用艾灸神阙穴配合调经促孕丸治疗本病，治疗组于

月经第５ｄ或撤退性出血第５ｄ，服用扶而泰调经促孕丸５ｇ／次，
ｂｉｄ，连服２０ｄ。从月经第１２ｄ开始灸神阙穴，２０ｍｉｎ／ｄ，连灸７ｄ；
对照组于月经第５ｄ或撤退性出血第５ｄ服用 ＣＣ，５０ｍｇ／ｄ，连服
５ｄ。停药等待月经第５ｄ或月经周期超过既往月经周期不至者，
予口服黄体酮胶丸１００ｍｇ／次，ｂｉｄ，５ｄ。１个月经周期为１个疗
程。３个疗程后治疗组排卵率为 ８３９％，对照组为 ７７３％（Ｐ＜
００５）；妊娠率治疗组为 ４８３％，对照组为 ２３３％（Ｐ＜００５）。
黄连春［２０］采用促卵泡汤结合针刺治疗本病，治疗组药用生地

黄、赤芍、白芍、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黄精、肉从蓉、山药、山

茱萸、当归，１剂／ｄ，水煎服，于经期第５ｄ开始，连服５ｄ。随后用
促排卵汤，药用山药、杜仲、菟丝子、枸杞子、淫羊藿、鹿角胶、仙

茅、丹参、赤芍。１剂／ｄ，水煎服，于经期第 １０ｄ开始，连服 ７ｄ。
针刺主穴选取关元、中极，双侧悬钟、子宫、三阴交，配穴选取双

侧足三里、太冲、血海、太溪。月经周期的第１２ｄ开始针刺，２０～
３０ｍｉｎ／ｄ，排卵后停止针刺；对照组于月经或药物撤退性出血第
５ｄ开始口服ＣＣ５０ｍｇ／ｄ，连服５ｄ。１个月经周期为１疗程。３个
疗程后总有效率治疗组９６０％，高于对照组７２０％（Ｐ＜００５）。
４　中西医结合在促排卵治疗中的应用

董燕群［２１］采用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本病，对照组于每月

经第５ｄ开始口服 ＣＣ，５０ｍｇ／ｄ。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于月经第
５ｄ服用中药一方（熟地、山药、当归、枸杞各１５ｇ，川断、首乌、黄
花各３０ｇ，菟丝子２４ｇ，香附１２ｇ），在月经第１１～１６ｄ服用中药二
方（山药、枸杞、仙灵脾、丹参各１５ｇ，川断、肉从蓉各３０ｇ，赤芍、
红花、刘寄奴、香附各１２ｇ，川芎９ｇ，菟丝子２４ｇ）。３个周期后治
愈率和妊娠率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曾莉等［２２］采用

自制方药配合ＣＣ治疗本病，对照组运用自制方药，方药组成：
陈皮、枳壳各８ｇ，当归、白芍９ｇ，怀牛膝、川芎、川断１１ｇ，茯苓、枸
杞子、寄生、甘草各１２ｇ，菟丝子、女贞子１３ｇ，砂仁７ｇ，白术８ｇ，党
参２５ｇ，山药１４ｇ，生地１８ｇ，连服１５ｄ，在患者体温稍微升高时停
止服药；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于月经来潮后第４ｄ加服ＣＣ６０ｍｇ／ｄ，
连服１５ｄ，治疗后治疗组排卵率为８３３３％，对照组为５８８２％（Ｐ
＜００５），治疗组妊娠率为 ６６６７％，对照组为 ２３５３％ （Ｐ＜
００５）。丁雪梅等［２３］在月经第 ３ｄ服用 ＣＣ，５０～１００ｍｇ／ｄ，并于
月经第５ｄ开始服用坤灵丸（主要成分：①香附、益母草、红花、
鸡冠花、地黄、麦冬、白芍、黄芪、肉从蓉、茯苓、厚朴、白术等 １７
味。②香附、阿胶、红参、当归、鹿角胶、龟甲胶、牡丹皮、川芍、延
胡索、砂仁、没药、小茴香等１５味），６ｇ／次，２～３次／ｄ，于排卵日
停用坤灵丸。经治疗 １～３个周期排卵期于宫内膜厚度半均
８６５ｍｍ，排卵率 ８０２２％（７４／９０），妊娠率 ５１０％（５４／９０）。结
果表明治疗组妊娠率达５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３０％～４０％。魏
凌霄等［２４］采用针刺关元穴得气后搓柄提插法加强刺激，并配合

口服ＣＣ促排卵作为治疗组，取穴：关元、子宫穴、双侧血海、三
阴交、太溪、足三里、合谷、太冲；对照组采用 ＣＣ治疗。治疗 ３
个月经周期后治疗组排卵率为 ７７４％，对照组为 ４７７％；妊娠
率治疗组为６６７％，对照组为 ３４９％（Ｐ＜００１）。虞雪素等［２５］

运用针刺联合 ＣＣ治疗本病，对照组于月经周期第 ５ｄ口服
ＣＣ５０ｍｇ／ｄ，连服５ｄ；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月经第８ｄ针灸，
针灸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足三里（双）、三阴交（双）、合

谷、太冲穴。几个疗程后治疗组在排卵、ＬＵＦＳ，卵泡发育不良改
善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受孕率为
５８８％，对照组为２６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５ 展望

综上所述，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疗不仅调整了月经周期，改

善了全身症状，提高了妊娠率，降低了流产率，而且运用中医疗

法安全可靠，远期疗效肯定。但中医治疗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

处，如中医治疗目前仍然以临床研究为主，并且观察指标和评

价标准也较模糊，临床样本量少等。希望在进一步研究中能进

行严格的科研设计，制定统一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以便对

不同的疗法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治疗排

卵障碍性不孕症的水平，更好地发挥中医治疗本病的优势。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中西医结合、相互为补、双管齐下，

有目的地针对病人特点，将中医西医有机结合的治疗模式将是

进一步开展的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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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手淫取精的影响
陈娟　邓锴　徐鸿毅　张昌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健康教育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取卵日男方手淫取精的影响。方法：回顾性
分析在我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９３９例患者，其中４４１例未开展男性关怀，为对照组，４９８例开展了男
性关怀，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取卵日男方手淫取精情况及患者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取卵日男方发生

取精不顺利的人数比对照组显著性降低，患者满意度显著性提高（Ｐ＜００１）。两组患者发生取精不顺利的构
成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过程中对男方开展健康教育非常重要，可以显
著性减少取卵日男方发生取精不顺利的情况，提高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　健康教育；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淫取精；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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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３０多年来随着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技术及其
相关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使许多不孕不育夫妇获得了珍

贵的生育机会，而且辅助生殖技术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与

认可［１］。但是不孕夫妇依然承受着来自身体和心理双重的巨

大压力，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女性作为治疗与关怀的主

体，给予了女性更多的重视与关注，对男性的关注几乎被忽略。

在临床实践中，部分男性在取卵日因为知识缺乏、精神心理等

因素导致手淫法取精困难，取精意外事件发生甚至取精失

败［２，３］。基于这一现状，我中心自２０１１年３月开始对进入试管
婴儿周期的男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并观察取卵日男方的取精

状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的９３９例男性患者，其中 ４４１例患者未开展健康教育，为对照
组，４９８例患者开展了健康教育，为观察组。９３９例患者在决定
行ＩＶＦ－ＥＴ前夫妇２人均在我中心就诊，经检查确认符合卫生
部规定的进行ＩＶＦ－ＥＴ的条件。男方的前期检查证实精液中有
精子且能够体外排精。所有患者均排除了勃起功能障碍、不射

精、逆行射精、外生殖器发育畸形等因素。

１２　健康教育内容
观察组不孕夫妇经检查确认符合卫生部规定的进行 ＩＶＦ－

ＥＴ的条件且自愿进入治疗周期后即开始开展健康教育。向每
位男性患者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并每周两次进行对健康教育手

册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我们的就诊环境介绍、诊疗流程、治

疗期间男方应注意的相关事项、饮食生活指导、手淫取精训练

等。同时开通电子、电话、ＱＱ答疑平台。女方取卵前一日要求
男方一并入院，保证休息，放松心情，熟悉适应医院环境。入院

当天由实验室技师对患者进行访视，再次了解患者是否存在精

神紧张、手淫取精困难、相关疑问、取精特殊习惯与环境要求以

及需要性交取精或其他刺激法取精。根据访视结果对精神紧

张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解答患者疑问，初步告知患者取精时间、

相关安排以及注意事项，记录其他信息以方便取精时做安排。

１３　取精安排
取卵日早晨提前安排需要同房取精的夫妇在取卵前取精，

注意核对患者身份信息、检查取精环境安全性、交待相关注意

事项并让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在不违反相关规定与原则的情

况下尽量满足患者的特殊取精习惯与要求，如通过影像资料给

予视觉、听觉刺激；满足患者对灯光的要求，取精室安装霓虹

灯；取精室备床铺，一些患者需要躺在床上取精（注意床铺的清

洁卫生）；兼顾取精室的隐蔽性与通气性，不要留窗户但顶部需

安装排气换气设备；提供经无菌消毒的阴茎振荡器等辅助工具

（注意指导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

１４　取精状态及患者满意度评价方法
大部分患者能在２０ｍｉｎ内通过手淫方式获取精液，若取精

时间超过４０ｍｉｎ即为取精困难。取精意外事件包括取精时精液
部分或完全未搜集到取精杯内，取精前一晚患者因过度紧张等

原因发生遗精、失眠等导致取精日精子质量受影响，安排取精

时发现患者在擅自服用过可能影响妊娠的药物或接触过放射

性、有毒有害物质等还未过作用期而不得不放弃取精等；取精

失败指尝试各种方法后均不能获得精液。

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医院统一制作的问卷在患者出

院时进行调查。调查采用匿名方式，做好指导后由患者自行填写

完毕投入患者信箱。问卷共２０道题，患者针对每个问题的情况
对护理的满意度从１分“很不满意”到５分“很满意”进行评价，
记录总分。总分

$

９０的作为“满意”，≤９０算作“不满意”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加减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样本间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ｎ（％）］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取精前两组患者的基线情况比较

取精前两组患者的年龄、不育年限、性功能评分、ＳＡＳ评分
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是具有可比性的。见表１。

表１　取精前两组患者的基线情况比较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４４１ ４９８

年龄 ３５２３±４６６ ３４９７±５０２

不育年限 ６６１±３６２ ６４２±４１６

性功能评分 １４９３±３９４ １４７５±４０８

ＳＡＳ评分 ５７１６±５５７ ５８２２±４９４

　　注：Ｐ值＞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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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取精状态比较
实施健康教育后患者的取精状态明显较前好转，观察组发

生取精不顺利的比例显著性降低。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取精状态比较

组别 例数 取精顺利 取精不顺利

对照组 ４４１ ３６２（８２１） ７９（１７９）

观察组 ４９８ ４６７（９３８） ３１（６２）

　　注：χ２值＝３０８９８，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取精不顺利的构成比
两组患者发生取精不顺利的构成比并无统计学差异。见

表３。

表３　两组取精不顺利的构成比

组别 例数 取精困难 取精意外事件 取精失败

对照组 ７９ ４９（１１１） １６（３６） １４（３２）

观察组 ３１ １８（３６） ７（１４） ６（１２）

　　注：χ２值＝０１１３，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较对照组显著性提高。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４４１ ２９４（６６７） １４７（３３３）

观察组 ４９８ ４５２（９０８） ４６（９２）

　　注：χ２值＝８２７３６，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无法孕育孩子对任何一对夫妇来说都是一件极其痛苦的

事情，许多研究都认为不孕妇女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

心理上。大家对不孕妇女投入了更多的关怀与研究，在国内

外，不孕妇女在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中从伦理上、身体上

乃至心理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关怀与重视［４－７］。然而，我们却忽

视了与不孕妇女一起期待一起煎熬着的丈夫们。

由于对男性关注的忽视，部分男性在取卵日由于知识缺

乏，精神紧张，甚至是不合作或带着不满情绪取精等导致手淫

取精困难、发生意外事件甚至手淫取精失败。一旦患者发生手

淫取精失败，他将面临经皮穿刺附睾、睾丸取精或者行卵子冷

冻。有创手术取精比较痛苦，且经手淫取精后穿刺取精成功率

极低［８］；卵子冷冻意味着患者本周期将中止，需下一周期监测

排卵后再行卵子解冻、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既延长了患者治

疗周期且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９］。取精过程中的这些意外事

件，大大伤害了男方的自尊心以及女方的自信心。他们会沮

丧、抑郁、自责、不满，甚至会因此觉得整个治疗过程都相当的

不愉快，他们开始不配合伴侣、不配合医生、有抵触情绪、患者

满意度较低。古代医学家孙思邈早已提出了“医乃仁术”的观

点，“医者仁心”依然是当代医者的共识。人文关怀应普照每一

位患者，不孕夫妇是一个整体，男性同样需要关怀与重视。

我们的数据显示，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患者发生取精不顺利的

情况显著降低了，患者满意度显著提高了，两组患者发生取精不顺

利的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说明男性关怀对预防取精过程中的各种

意外事件均有效果，健全的健康教育体系可全面改善患者手淫取精

效果，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真正体现医道之

“仁”。当人文关怀惠及了患者，患者满意度无疑会得到提高。

在实施男性关怀的过程中我们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孕

夫妇是一个整体，双方的健康教育应同时开展，使夫妇双方相互

配合与支持，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二，加强医护沟通及医患、护

患沟通，及时了解患者情况，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能够及时疏导，对

患者的担忧与疑问及时解答，研究显示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需

求呈普遍性，当患者的需求得以满足后，患者的满意度会提高，医

疗纠纷会减少［１０］。第三，医护人员自身应具备良好的素质，掌握

完善的疾病知识、伦理学、心理学及其它相关的理论知识，符合患

者生理、心理需要的沟通技巧以及高尚的医德医风［１１］。这样才

能娴熟、耐心、毫不歧视的应对患者发生各种状况，真正做到以

“仁”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１２－１５］。

［致谢：本研究感谢以下基金的资助：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１３ＣＦＢ４７９）；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启动金（２０１２ＱＤＪ０３／
２０１２ＱＤＪ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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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子宫动脉和螺旋动脉对妊娠高
血压症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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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孕妇子宫动脉和螺旋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对于妊娠高血
压症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在我院建卡产检并分娩的孕妇共１００例，根据妊娠经过及妊娠结局分为妊高症
组与对照组，所有孕妇分别在孕１６～２０周、２４～２８周接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测并比较两组孕妇子宫动
脉、螺旋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与舒张末期血流速度的比值（Ｓ／Ｄ）、平均搏动指数（ＰＩ）及阻力指数（ＲＩ）。
结果：孕１６～２０周、２４～２８周妊高症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的 Ｓ／Ｄ、ＰＩ、ＲＩ值均较对照组升高（Ｐ＜００５
或Ｐ＜００１）。结论：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在早期预测妊娠
高血压的发生，为临床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在保障孕妇及围产儿的健康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螺旋动脉；妊娠高血压；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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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高血压症是产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好发于妊娠２０周与
产后２周，发病率约５％［１］。妊娠高血压症的主要病理变化为
全身小动脉痉挛，常表现为头痛、视力模糊、腹疼痛等症状，如

不及时治疗，严重者可出现全身性痉挛或昏迷，导致产妇或胎

儿死亡［２］。早期诊断妊娠高血压，及时干预治疗是减少孕产妇

及围产儿死亡、改善预后的关键［３］。本次研究观察了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测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评估

其对于妊娠高血压症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在我院建卡定期产检
并分娩的孕妇共１００例，根据妊娠经过及结局分为妊高症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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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妊高症组中孕妇共３８例，所有孕妇均符合２００８年《妇
产科学》的妊娠高血压症诊断标准［４］，均为单胎妊娠，年龄１９～
４３岁，平均年龄（２８５±７２）岁；怀孕次数１～３次，平均怀孕次数
（１２±０３）次；产次０～２次，平均产次（０６±０１）次。对照组中孕
妇６２例，均为单胎妊娠，年龄２０～４０岁，平均年龄（２７８±７０）
岁；怀孕次数１～４次，平均怀孕次数（１３±０４）次；产次０～３次，
平均产次（０７±０２）次。两组孕妇的年龄、怀孕次数、产次等比
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器选择美国 ＧＥ公司生产的 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
超声诊断仪，超声探头选择３５～５０ＭＨｚ腹部探头，检查模式选
择胎儿模式。两组孕妇分别在孕１６～２０周、２４～２８周接受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所有检查均为同人同仪器操作。两组孕妇均取仰

卧位，充分暴露腹部，采用二维超声模式扫查，显示子宫动脉及螺

旋动脉，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模式确认血管位置及走形，嘱患者

减慢呼吸频率，使用脉冲多普勒模式进行取样，取样线与血管夹

角应小于３０度，根据脉冲多普勒超声频谱数据分别测量子宫动
脉及螺旋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与舒张末期血流速度的比值（Ｓ／
Ｄ）、平均搏动指数（ＰＩ）及阻力指数（ＲＩ），测量数据取连续３个心
动周期平均值，记录每位孕妇的测量数据，检测完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１６～２０周两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情况
比较

　　孕１６～２０周妊高症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的Ｓ／Ｄ、ＰＩ、
ＲＩ值均较对照组升高（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１６～２０周两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情况比较

组别 ｎ Ｓ／Ｄ ＰＩ ＲＩ

妊高症组 子宫动脉 ３８２３７±０６４ ０７５±０２１ ０５０±０１３

螺旋动脉 ３８２０１±０６２ ０５８±０１５ ０５３±０１４

对照组 子宫动脉 ６２１７８±０５８ ０５９±０１８ ０４４±０１２

螺旋动脉 ６２１７１±０５４ ０４６±０１３ ０４２±０１１

注：与对照组同一血管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２４～２８周两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情况
比较

　　孕２４～２８周妊高症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的Ｓ／Ｄ、ＰＩ、
ＲＩ值均较对照组升高（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４～２８周两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情况比较

组别 ｎ Ｓ／Ｄ ＰＩ ＲＩ

妊高症组 子宫动脉 ３８２５６±０６３ ０８０±０１６ ０５１±０１４

螺旋动脉 ３８２１７±０５８ ０６０±０１１ ０５２±０１０

对照组 子宫动脉 ６２１８５±０６０ ０６０±０１５ ０４５±０１１

螺旋动脉 ６２１６９±０５２ ０４８±００９ ０４７±０１０

注：与对照组同一血管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

变，妊娠高血压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妊娠高血压症常引起肝

肾功能损害、胎盘早剥、子痫及全身多脏器损害等严重并发症，

是造成孕妇及围产儿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目前临床上缺乏早

期诊断妊娠高血压症的有效辅助检查方法，仅仅通过监测血

压、检测蛋白尿等方法很难达到早期诊断或预测的目的［５－７］。

找寻有效的检查方法早期预测及诊断妊娠高血压症成为近来

产科研究的热点。

子宫动脉属于髂内动脉分支，经子宫阔韧带基部，跨过输

尿管，最终达卵巢前缘与卵巢动脉吻合［８，９］。子宫动脉是子宫

最重要的血管之一，而子宫螺旋动脉是子宫动脉的终末分支，

为胎盘提供血流及营养，保障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９，１０］。近

年来，有研究发现怀孕期间随着胎儿的生长发育，子宫动脉、

螺旋动脉会出现一系列的血流动力学改变，通过检测子宫动

脉、螺旋动脉可以提示子宫－胎盘－胎儿循环的病理改变［８，１１］。

彩色多普勒超声是临床检测血管的常用辅助检查方法之一，

其具有无创性、实时性、无放射线、可重复性等优点［１２］。采用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子宫动脉、螺旋动脉对妊娠高血压症的

预测价值受到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孕 １６～２０周、２４～２８
周妊高症组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的 Ｓ／Ｄ、ＰＩ、ＲＩ值均较对
照组升高。由此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在怀孕中期时，正常孕妇

子宫动脉、螺旋动脉呈现血流速度较为平稳，血流阻力变化较

少等特点，而妊娠高血压症孕妇由于滋养细胞的浸润作用，子

宫螺旋动脉的血管壁出现弹力纤维退化不良，血管张力长期

处于较高水平［１３］，因此在怀孕中后期，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

脉呈现收缩期流速增加，舒张期流速减慢，血流阻力持续升

高，表现为明显的高速高阻血流［１４，１５］。通过这一血流动力学

差别可以在早期准确的诊断妊娠高血压症，孕妇在孕程中定

期接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子宫动脉、螺旋动脉可以预测妊

娠高血压症的发生与发展，减少孕妇及围产儿的死亡，有效的

改善预后。

总之，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孕妇子宫动脉、螺旋动脉

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在早期预测妊娠高血压的发生，为临床

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在保障孕妇及围产儿的健康中起

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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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环扎在复发性晚期流产防治中的
应用价值
杨淑英１ 向群１ 陈雪兰１　甘萍２

１深圳市松岗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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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在复发性晚期流产防治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
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我院产科进行分娩的孕期为１４至１８周且有晚期流产史临床史的孕妇５０例
作为前瞻性研究对象，作为实验组，另外根据实验组患者相匹配条件回顾性分析５０例有流产史孕妇作为对
照组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孕妇，实行常规保守治疗方式，而实验组孕妇则接受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联
合治疗方式，然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观察并统计相关资料，比较两组患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肾素、血管

紧张素Ⅱ水平以及孕妇出现再次流产、胎儿早产以及存活率比例。结果：在观察期期间，实验组孕妇肾上腺
素、去甲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Ⅱ指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再次出现流产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实验组新生儿早产的比例低于对照组，而存活率确明显高于对照组，所有统计结果均具有明显性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将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应用于复发性晚期流产的防治中，可以有效的预防再次流产
发生的概率，提高胎儿存活率，有效的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可适宜临床推广。

【关键词】　复发性流产；宫颈环扎；腹部Ｂ超；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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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是指连续
发生２次或２次以上的自然流产者。流产（ａｂｏｒｔｉｏｎ）是指妊娠
２８周以前终止、胎儿体重在１０００ｇ以下者。目前关于复发性流
产仍存在一定争议，例如自然流产的次数、是否连续发生、既往

有无活婴分娩以及流产发生的时间。连续２次及２次以上自然
流产的发生率为５％，连续３次及３次以上自然流产的发生率为
０５％至３％左右。发生在１２周以前的流产定义为早期流产，妊
娠１２周至不足２８周的流产定义为晚期流产［１，２］。其中原发性

复发性流产指在复发性流产发生前无足月活胎分娩史，继发性

复发性流产指在复发性流产前有足月活胎分娩史，是导致妊娠

失败的常见原因，有研究资料表明，宫颈功能不全（ＣＩ）为反复
晚期流产、早产的主要原因［３］。因此，如何对孕妇进行及时诊

断继而实施有效的干预越来越成为产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为了有效的预防和防治复发性流产，提高婴儿存活率，保障孕

妇和新生儿健康安全，我院于 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１月尝试
对孕期为１４至１８周且有明显晚期流产史临床症状的孕妇进行
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联合治疗方式，已取得理想效果，现
总结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性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我院进行分娩且具有晚
期流产史孕妇５０例作为实验组研究对象，而根据相应条件回顾
性选取分析已于我院进行分娩且具有晚期流产史孕妇５０例作
为对照组。经过临床检验，两组孕妇均存在复发性晚期流产的

病史且孕期为１４～１８周，经阴道 Ｂ超显示宫颈管长度小于２５
ｃｍ、宫颈内口宽度大于１５ｃｍ。其中在实验组孕妇年龄范围２５
至３２岁，平均年龄（３２５６±４０１）岁，流产 ２次有 ２５例，流产 ３
次有１８例，流产４次有７例，既往流产孕期为１４至２７周，平均
（２１１１±３８５）周；而在对照组孕妇年龄范围 ２３至 ３４岁，平均
年龄（３１５１±３７４）岁，流产２次有２７例，流产３次有１７例，流
产４次有６例，既往流产孕期为１５至２６周，平均（２１１１±３８５）
周。我院将此次研究过程形成方案报送医疗道德委员会批准，

对所有参与此次研究的医护人员以及孕妇均签署自愿书，保证

参与此次研究是个人真实意愿的体现。两组孕妇在年龄、流产

次数以及流产孕期等一般性资料方面均无明显性差异（Ｐ＞
００５），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在对照组中，我院对孕妇采取常规保守治疗方式，即采用

维生 素 Ｅ胶 丸 （烟 台 元 生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３７０２０３３７）、黄 体 酮 （扬 州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３２０２１３２８）等药物联合治疗，之后随着孕妇病情的好转，根据
病情适量增减用量和次数，并保证孕妇卧床休息时间。而对实

验组孕妇，在常规传统治疗方式基础上采取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
环扎综合治疗方式，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在１４至１８周对孕妇
进行手术，叮嘱产妇自行排空 ，术前 ３至 ５ｄ开始服用药保胎，
肌注 ２０～３０ｍｇ／ｄ，口服镇静剂。术前３０ｍｉｎ再次注射苯巴妥钠
０１ｇ；其次，常规消毒外阴、阴道，并以１０％高锰酸钾和３％双氧
水各２０ｍｌ，湿润纱布，塞入阴道内，手术时取出，铺消毒湿巾；再
次，以 阴道拉钩暴露宫颈，用卵圆钳夹持宫颈前唇，轻轻向下牵

拉，用大３或１０号丝线或４号尼龙线，靠近阴道穹隆部宫颈内
口，自宫颈１１点处 ，在约９点处 ，深达宫颈部深处。继而８点
处进针，６点处出针，５点处进针，３点半处出针，最后在 ３点处
进针，１点处出针，将１ｃｍ长橡皮管穿入线中，逐渐收紧缝线，在
阴道前穹隆部打结环行线扎紧，术毕。

１３ 观察指标

首先，在晚期复发性流产的预防防治方面，目前已经有充分的

临床证据表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肾素等相关激素的分泌失

调会导致晚期复发性流产，当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肾素、血管

紧张素Ⅱ分泌越高时，孕妇再次引发晚期流产的概率越大，因此以此
４种激素的分泌含量的高低作为衡量预防晚期复发性流产的重要
指标之一［４，５］。其次，在治疗结果即分娩结局方面，以孕妇的再次

流产与否、新生儿的早产率以及存活率作为重要临床观察指标，以

此衡量两种治疗方式的临床效果的优良［６，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肾上腺素、去
甲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Ⅱ含量以（平均值±标准差）的形
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ｔ检验，而产妇再次流产率、新生儿的早
产率以及存活率以［ｎ（％）］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
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分娩前体内各种激素分泌情况对比

在两组患者手术中，对两组孕妇进行肾上腺素、去甲肾上

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Ⅱ检测，结果发现接受腹部 Ｂ超联合宫
颈环扎综合治疗方式实验组孕妇的各激素平均含量明显低于

对照组，具有明显性差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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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孕妇分娩前体内各种激素分泌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肾上腺素（ｎｇ／ｍＬ） 去甲肾上腺素（ｎｇ／ｍＬ） 肾素（ｐｇ／ｍＬ） 血管紧张素Ⅱ（ｐｇ／ｍＬ）

实验组 ５０ ７６．２１±９．４３ ９８．４３±１３．４５ ２．１１±０．４２ ２５．３９±４．５６

对照组 ５０ １６４．５２±２０．８１ １７８．３２±２２．３５ ４．９３±０．８５ ４３．１６±６．０１

ｔ １１３．３７ ９４．１４ １７．６９ ３７．４７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２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对比
在孕妇分娩后，对两组孕妇妊娠结局情况进行统计，结果

发现接受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治疗术的实验组孕妇再次出
现流产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新生儿早产的比例低于对

照组，且存活率明显提高，所有统计结果均具有明显性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对比

组别 例数 再次流产 早产 存活

实验组 ５０ ２（４．００） １１（２６．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５（３０．００） ２２（４２．００） ３８（７６．００）

χ２ １１．９８ ５．４７ １３．６４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复发性流产一般是指连续发生２次或２次以上的自然流产
者，是指妊娠２８周以前终止、胎儿体重在 １０００ｇ以下产妇。复
发性流产原因一般较为复杂，染色体异常、母体生殖道异常、母

体内分泌异常、免疫功能异常、生殖道感染、宫颈机能不全及血

栓形成倾向均可以导致复发性流产的潜在风险，一般孕妇中能

够识别其病因的仅占５０％，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停经后阴道出血
和腹痛，部分患者没有明显临床症状［５，６］。有研究资料表明，宫

颈功能不全（ＣＩ）为反复晚期流产、早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一种合理、有效的预防治疗机制对改善复发性流产有着重要意

义［８－１０］。在此次研究中，我院尝试利用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环扎
术的综合治疗方式，临床效果较为理想，由表１所示，在患者接
受相应治疗后，实验组孕妇的体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肾

素以及血管紧张素Ⅱ分别为（７６２１±９４３）ｎｇ／ｍＬ、（９８４３±
１３４５）ｎｇ／ｍＬ、（２１１±０４２）ｐｇ／ｍＬ、（２５３９±４５６）ｐｇ／ｍＬ，经过
检验，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临床研究表明，宫颈机能障

碍是导致孕妇出现复发性流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子宫应急反

应和宫颈障碍有着直接关系应激反应是贯穿于复发性流产的

重要改变，过度的应激反应极易影响宫腔局部状态，进而导致

流产的发生，由此可见，腹部 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对改善宫颈
环境有着明显临床效果；其次，在妊娠结局方面，由表２所示，经
过腹部Ｂ超联合宫颈环扎术的临床治疗，实验组孕妇妊娠结束
后仅有２例孕妇出现再次流产状况、１１例早产状况，而新生儿
的健康存活率达到 １００％，而采取常规传统治疗方式的对照组
孕妇却出现１５例再次流产状况、２２例早产状况，新生儿的存活
率仅为７６００％，各项临床指标都明显低于实验组，具有明显性
差异。

在临床中，孕妇流产的相关筛查和诊断仍不明确，一般情

况都根据宫颈机能对产妇进行诊治，当表现出明显临床症状

时，一般都处于紧急状态下，此时就需要对孕妇进行宫颈环扎

手术［７］。在术前，需要仔细检查孕妇是否有适合施行环扎术
的适应证，手术时间选在孕１４至１８周间为宜，最大特点是不需
切开任何组织，而只是缝线穿入穿出阴道宫颈壁，环绕整个宫

颈，使宫颈内口缩小，有效抑制了晚期流产、早产的发生，再辅

以腹部Ｂ超的检查，有效的将复发性流产的发生概率降到最
低，为其临床治疗和防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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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临床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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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孕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病理类型以及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不孕患
者１０４例，于月经来潮后１２ｈ内行诊断性刮宫并进行病理分析。分泌反应类患者给予活血补肾为主的中医
治疗，增生反应类患者给予克罗米芬口服。结果：子宫内膜病变中以分泌类反应较多，其中尤其以分泌欠佳

所占比例最大，而增生类反应中以增生反应较多见。不同程度分泌异常患者随着病变严重程度增加，治疗

效果也越来越差，组间比较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类型增生异常患者治疗效果差别不
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分泌类反应患者的病理诊断有助于对患者预后作出判断；增生类反应者
虽然不同类型预后差别不大，但是治疗手段却不同，因此病理诊断也十分必要。

【关键词】　子宫内膜病变；不孕；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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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上引起不孕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约有 １０％～２６％原
因不明。子宫内膜是卵巢分泌的激素重要的作用靶点，呈周期

性的改变，可以对卵巢的功能进行间接的反映，子宫内膜的厚

度异常会影响到受精卵的正常着床和发育，从而引起不孕［１］。

本研究回顾分析了１０４例子宫内膜病变引起不孕症患者的临床
资料，对其病理改变进行统计，并统计不同病理类型患者实施

治疗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不孕症患者，
所有患者在进行诊断性刮宫获得子宫内膜之前２个月内没有应
用激素，而且排除配偶原因导致的不孕，排除输卵管原因导致

的不孕，排除患者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并让患者充分了解参

与此次研究的利弊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签名。符合上述条

件的患者共１０４例，其中原发性不孕５５例，继发不孕４９例；年
龄２２～３８岁，平均（２９４８±６３２）岁；备孕时间 ２～１７年，平均
（４１４±１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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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理检查 所有患者在月经来潮后１２ｈ内进行诊断性
刮宫，尤其要注意对两侧宫角部位内膜进行刮取。手术之后常

规给予抗生素口服，预防感染发生。以１０％中性福尔马林液对
所获得的子宫内膜进行固定，并使用石蜡进行包埋和切片处

理，经过ＨＥ染色之后在显微镜下进行检查和观测［２］。

１２１１　分泌反应类　以镜下观察子宫内膜腺体有分泌，腺体
腔扩大，且表现为锯齿状，核卵圆形，腺上皮细胞顶端不清，可

见顶浆分泌为有分泌现象。以＞８０％的腺体有分泌现象、间质
明显水肿、螺旋小动脉增生、间质细胞较大蜕膜样反应为分泌

正常；以５０％～８０％腺体有分泌现象，且仅有部分间质细胞肥大
为分泌欠佳；以２５％～４０％腺体有分泌，间质细胞大多较小，且
呈短梭形，仅有少量胞浆为分泌不良；以仅有＜２５％的腺体有分
泌现象，且几乎所有间质细胞为短梭形为无分泌［３］。

１２１２　增生反应类　以显微镜下可见严重增生的内膜、腺体
分布不均、腺体在局部密集、腺腔扩大、上皮呈高柱状、核分裂象

多见、间质水肿为增生反应。以显微镜下观察到分散的早期腺体

腺腔狭小、间质疏松、细胞为长梭形，还可见到大量中晚期腺体腺

腔弯曲，上皮细胞增生，可见较多的透亮细胞为增生低下。增生

过程分为简单型和复杂性，前者腺上皮为管状或囊性扩张状腺

体，伴少量单一分枝或乳头状结构；后者腺体呈复杂的腺体分枝，

腺腔内上皮突起，腺体内“塔桥”相似于筛状结构［４］。

１２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２１ 分泌反应类　行中医辩证治疗，以活血补肾为主。连续
治疗１年，以经过治疗２年内怀孕者为有效，否则为无效［５］。

１２２２ 增生反应类　于月经周期第５ｄ开始给予５０ｍｇ克罗
米芬口服，１次／ｄ。当月 Ｂ超监测卵泡可发育至 １８ｃｍ～
２２ｃｍ，且在月经第１３～１５ｄ期间卵泡消失而在直肠窝内看到少
量液性暗区为有效［６］。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多组资料采用Ｆ检验，且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病理类型

子宫内膜病变中以分泌类反应较多，其中尤其以分泌欠佳

所占比例最大，而增生类反应中以增生反应较多见。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理类型分析

病理诊断 ｎ ％

分泌类反应 ６６ ６３．４６

　欠佳 ３７ ３５．５８

　低下 ２７ ２５．９６

　无分泌 ２ １．９２

增生类反应 ３８ ３６．５４

　增生反应 ２０ １９．２３

　增生低下 １１ １０．５８

　增生过长 ７ ６．７３

２２ 分泌异常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不同程度分泌异常患者随着病变严重程度增加，治疗效果

也越来越差，组间比较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不同程度分泌异常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分泌情况 ｎ 有效 无效

分泌欠佳 ３７ １６（４３．２４） ２１（５６．７６）

分泌低下 ２７ ９（３３．３３） １７（６６．６７）

无分泌 ２ 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Ｆ １４．３８４　　

Ｐ ０．０２９　　

２３ 增生异常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不同类型增生异常患者治疗效果差别不大，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类型增生异常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增生情况 ｎ 有效 无效

增生反应 ２０ ７（３５．００） １３（６５．００）

增生低下 １１ ４（３６．３６） ７（６３．６４）

增生过长 ７ ３（４２．８６） ４（５７．１４）

Ｆ ５．３９２

Ｐ ０．６１８

３　讨论

近年来不孕女性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患者并无明显的器质

性改变和炎症病变，这与女性工作和生活压力逐渐增加有着密

切的关系。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患者的激素分泌水平也会

受到影响，而子宫内膜是多种性激素作用的靶器官，通过对子

宫内膜病变进行检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激素的水平和

卵巢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卵泡发育、成熟、排卵、黄体生成以及

性激素分泌等。

子宫内部环境、卵巢功能以及生殖道的通畅性都会对受精

卵的发育造成影响，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卵巢的功能。卵

巢的激素水平与子宫内膜之间的周期性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卵巢激素以子宫内膜为靶器官，当激素水平发生改变时，子宫

内膜也会相应的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卵巢不能够正常的

排卵，则导致体内孕激素不足，子宫内膜仅表现为增生反应而

无分泌反应，即在增生反应型的患者中子宫内膜仅仅受到雌激

素的影响而孕激素的作用则很少发挥，通常而言以增生反应和

内膜增生过快多见［７］。部分患者由于长期没有排卵，受到雌激

素不间断的刺激，而没有孕激素的平衡，子宫内膜可以过长增

生而出现不典型增生，甚至引起子宫内膜癌，应特别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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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者有排卵，在黄体逐渐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雌

孕两种激素，此时内膜就会出现分泌早期和晚期的改变；如果

黄体形成不良，则产生的孕激素量也会较少，内膜就会相应的

出现分泌不良。因此子宫内膜分泌功能不良者一般是有排卵

的，但是由于子宫内膜腺体萎缩、腺腔变小、间质细胞密集等病

理改变导致不能受孕。进行子宫内膜病理检查，将内膜分为分

泌反应和增生反应，可以大致判断卵巢的排卵功能是否正常，

从而针对性的提出治疗的方案。由于子宫不同部位以及同一

部位的不同层次对性激素具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在进行病理取

材时理论上应选择各个部位的组织，但是为了避免对可能存在

的早孕胚胎造成伤害，我们一般取子宫底部的材料，且避免取

材过深［８］。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在确诊病理分

型之后尚未开始治疗却已经成功受孕，这表明每个月经周期卵

巢排卵以及黄体发育情况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为了提高病理

检查的准确性，我们对患者分别在２个月经周期进行刮宫和检

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９］。

在进行子宫内膜活检时，我们应特别注意在对内膜进行刮

取之前一定要详细了解患者的月经周期以及月经量，以免对可

能存在的胚胎造成影响；作为病理科医生，在阅片时要注意区

分基底层和增生期内膜，前者表面无上皮，有时还可观察到平

滑肌细胞以及血管；在进行诊断时病理科医生应充分考虑到临

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与月经周期进行结合，更为客观而准确

的作出诊断［１０］。

子宫内膜活检可以对１个月经周期期间子宫内膜进行动态

的观察，如果存在子宫内膜炎、结核以及肿瘤等病变，可以为早

期诊断和病因诊断提供依据［１１，１２］。分泌反应类病变是由于子

宫内膜受到孕激素分泌量不足，西医给予孕激素补充治疗，中

医则给予活血补肾治疗。在本研究中不同程度分泌异常患者

随着病变严重程度增加，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差。增生反应类病

变多是由于雌激素分泌不足而引起不排卵所致，因此可以适当

补充雌激素，促进卵泡的发育；而如果增生过长则多是由于雌

激素分泌过量对子宫内膜造成持续的刺激而影响排卵，在这种

情况下则要通过孕激素对雌激素分泌进行抑制。本研究中不

同类型增生异常患者治疗效果差别不大［１３，１４］。一般而言，只要

卵巢功能正常，临床上很少发生不孕，而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子

宫内膜的分泌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

时，还要给予患者相应的心理治疗，以提高治疗的效果［１５］。

在本研究中，子宫内膜病变中以分泌类反应较多，其中尤

其以分泌欠佳所占比例最大；而增生类反应中以增生反应较多

见。分泌类反应患者的病理诊断有助于对患者预后作出判断；

增生类反应者虽然不同类型预后差别不大，但是治疗手段却不

同，因此病理诊断也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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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ｃｏ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ｅｍｐｈｉｇｏｉｄ，ｐｅｍｐｈｉｇ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ａｎｄｏｒａｌｌｉｃｈｅｎ

ｐｌａｎｕ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６８（２）：２５７－２６４．

［５］　徐珉，田滢舟，何田田，等．补肾活血方调节在位内膜蛋白质表达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机制研究．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

１９（１９）：３０６－３１０．

［６］　邓凯贤，柳晓春，郑玉华，等．ＨＯＸＡ１０基因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

者在位及异位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中华妇产科杂

志，２０１１，４６（１１）：８１３－８１６．

［７］　ＫａｔｈａｒｉｏｓＰ，ＲｉｇｏｓＧ，ＤｉｖａｎａｃｈＰ，ｅ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ｏｍｙｘｕｍｌｅｅｉ（Ｍｙｘｏ

ｚｏａ），ａｌｅｔｈａｌ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ｅｔｆｉｓｈ：ｆｉｒｓｔｃａｓｅｉｎｈｕｍｐｈｅａｄ

ｗｒａｓｓｅ，Ｃｈｅｉｌｉｎｕｓ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Ｒｕｐｐｅｌｌ，１８３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ｏｔｉｃＰｅ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３８－１４３．

［８］　邓凯贤，柳晓春，郑玉华，等．子宫内膜异位症内膜组织中

ＨＯＸＡ１０基因异常ＤＮＡ甲基化及意义．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８６８－８７２．

［９］　ＳＵＮＪｉｎｇ－ｈｕａ，管立学，ＬＩＮＤｏｎｇ－ｊｕ，等．ＰＡＩ－１基因多态性与不

孕患者子宫内膜发育不良的遗传易感性研究．中华医学遗传学杂

志，２００８，２５（４）：４６２－４６４．

［１０］　具春花，陈玲．补肾活血方对内异症伴不孕患者子宫内膜的影响．

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０８，３５（５）：７２２－７２３．

［１１］　尚
%

，廖秦平，左文莉，等．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患者助孕策略分

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５２－５５．

［１２］　白明春．子宫内膜异位症 １５２例临床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

（９）：３５－３６．

［１３］　刘彬，李崇爱．调经助孕中药对排卵障碍性不孕者子宫内膜组织

形态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１１）：６８４－６８６．

［１４］　潘萍，李素春，冯苗，等．宫腔镜诊断不孕患者子宫内膜强回声团

块的临床分析．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６）：３６３－３６５．

［１５］　项双卫，陈玲．ＭＵＣ１在子宫内膜的表达及在胚胎着床中的意义．

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０８，１７（１０）：７６２－７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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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启示
梁蓉１　沈明泓 ２

１新疆教育学院思政部，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３
２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新疆 昌吉 ８３１１００

【摘　要】　性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尚处于
蹒跚起步阶段，无论是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模式、师资队伍，还是教育效果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后现代

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其解构理性，颠覆传统；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反对主客二元论

和人类中心主义等特点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思潮；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１，
ＳＨＥＮＭｉｎｇｈｏｎｇ２．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ｊ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８３１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ｓｅｘｉｓａｌｓｏ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ｘ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ｔ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ｃｅｐ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Ｉｔｓ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ｕｂｖｅｒｔ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ｎｏ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ｇｄ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
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１　当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１］

性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生是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特殊群体，但近年来，由于大

学生处于青春后期性激素的作用、性心理的成熟、活跃的性情

感、性思维以及西方“性解放”和“性自由”观念的影响、媒体对

“性”的炒作，使不良性行为及相关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

的危险行为之一。因此，许多高校尝试开展了大学生性健康教

育。由于我国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尚处于蹒跚起步阶段，无论是

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模式、师资队伍，还是教育效果都存

在着许多问题。

１．１　性健康教育目的存在“理性教育”倾向
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

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

然是毋庸置疑的。”［２］通过性健康教育使所有学生理解“性”在

人一生发展中的规律及获得幸福中的作用，体验“性”在个体身

心状态和成长环境中所带来的不同幸福境界，学会具有创造幸

福的能力，形成奉献幸福的品质。

由于历史原因和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性健

康教育的目的出现了“理性教育”的倾向，强调大学生性教育以

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倡导婚前恪守性纯洁。将性健康教育的

目的设定为：引导大学生自觉坚持科学的性观念和道德的性行

为，抵制错误的性观念和不道德的性行为。将大学生性健康教

育变成性伦理教育，忽视了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忽略了性健康

教育的本质是服务———是为学生的终生幸福服务。

１．２　性健康教育内容存在窄化倾向
由于性广泛地涉及人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性健康

教育应该是性生理科学、性心理卫生及健康、性文化、性审美、

性道德、性法律等多个方面综合性的教育。这也决定了性健康

教育应该由教师、辅导员、心理咨询专家、医务工作者、律师、社

会工作者等多种职业人群共同完成。但是，在大学生性健康教

育的实际中，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内容往往仅限于性生理科学以

及伦理道德的教育，使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出现了窄化倾向。

如，有的高校“用道德教育代替性健康教育”，把性教育等同于

思想政治教育，过于侧重德育的传经布道；有的属于“性生理卫

生教育”；有的属于“性安全教育”，请妇产科或泌尿科医生重点

讲解性安全。总之，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过程中，主要停留在

性生理健康、性道德教育的层面上，忽视对性意识、性情感、性

征、性经验、性需求、性审美等性知识以及性能力表达等方面的

解答。

１．３　性健康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单一
由于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涉及的学科众多，内容又比较特

殊，故对教学模式和方法有很高的要求。但由于受文化传统的

影响，也由于我国性健康教育还处于比较封闭落后状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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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往往选择比较单一的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即基本上多采用传统的传授型。

１．４　性健康教育不能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应该与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目的、自身

发展的规律和大学生自身成长的需求与规律相吻合。但在现

实中，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教育只是把大学生看作受教育的对

象，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主要采用“灌输”、

说教的教育方式，缺乏时代性、生动性和实效性，背离了大学生

性健康教育的目的、自身规律和大学生成长的规律，不利于大

学生自我思索和面对，不能充分发挥大学生自我提升和完善的

自觉性、积极性，把教育者的要求自觉转化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２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点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不

仅对哲学、文学、建筑、艺术、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

影响，也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后现

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如下。

２．１　解构理性，颠覆传统
自启蒙主义开始，现代主义以理性为根本的原则渗透到了

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３］。以理性为根本原则的

渗透，在启蒙时代初期不仅帮助人们摆脱了蒙昧与恐惧，而且

还帮助人们建立了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科技理性。科技理性

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使在“客观性、绝对性”成为了现代主

义的根本特征。然而，随着１９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
发现科技理性侵蚀了人的自由与人权，科学技术控制了人的思

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忽略了人们对

精神世界的需要。为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和

反思。后现代主义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无法解释与解

决所有的问题，在科技理性、自然科学方法之外，还存在着人文

与社会科学。因此，解构理性、提倡非理性思维、颠覆传统成为

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点。

２．２　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
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知识和真理

不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应该具有情境

性和条件性。所以，后现代主义反对那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

的，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的总体化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以

复杂性和矛盾性去洗刷现代主义的简洁性、单一性，在后现代

理论家眼里，没有普遍适用的逻辑，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唯

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４］。因此，后现代主义反对同一性和

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倡导多元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矛盾

的东西、存在的差异就不应该简单地消除或者统一，而是应该

在多元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有机的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无

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冲击着人们对事物尤其是道德标准

的评判标准，使人们的评判标准没有唯一性、出现了评判价值

标准不清或全然模糊的状况，这也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彻底的

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２．３　反对主客观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主义的主客观二元论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对象之一。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与客体并非是科技理性所强调的对立关

系，而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协调发展的关系。因此，

后现代主义主张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来消除

主客体对立而带来的理性之上、理性权威至上的错误观念，强

调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３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启示
３．１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目的：解构理性，科学与人文并重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目的———解构理性，科学与人文并重

受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颠覆传统的启发而来。后现代主义认

为任何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价值体系、历史文化之

中，因此，知识应该是情境性、个性化的知识。如果忽略了这一

点，片面强调理性和科学的教育一定会导致受教育者出现个性

的缺失，人性的异化，乃至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等问题。正如

费耶阿本德所认为的理性和科学“没有职责去限制一个自由社

会里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机会建造自己的精神，并根据自己认为最可接受的社

会信条去生活”［５］。

性伴随着人一生发展而发展并对人一生的生活起着重要

作用。“性”是什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性行为同样具

有动物的自然属性，性是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需要，是人类最

基本的生物特征之一［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性和性

行为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必然受到为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伦

理道德、法律法令、思想意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规范和调节；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同其他行为一样，都受意识、态度、情

感、意志的心理特点的影响，具有主观感受性，它通过人们的性

意识、性欲望、性观念、性情感、性适应、性梦等表现出来［７］。可

见，“性教育”不只是普及有关性知识科学知识的教育，而是以

培养民众对性的健全的态度，进而引导民众在生理、心理及社

会三个方面都获得全面的性生活教育，是爱和婚姻的教育，是

家庭生活的教育，是引导个人整个生命发展的教育。因此，大

学生性健康教育应当消解“理性教育”的教育目的，性健康教育

目的应是“理性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３．２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内容：多元化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内容多元化受后现代主义无中心意识

和多元价值取向启示而来。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在生活世界中

的所有认识和活动都没有普遍适用的逻辑，人类精神中没有普

遍有效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普遍价值

标准。因此，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倡导多元化。所以，后现

代主义认为课程应随着受教育者的发展而不断的动态变化，因

此，课程的目标不是预先设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加以调整的。所以，课程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应该多元化。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目标可以分解为性科学

知识目标、人际交往和健康幸福生活的技能目标、态度情感和

价值观目标及道德法规和社会责任目标［８］。在实施大学生性

健康教育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目标切入，因此，对于大学生

性健康教育目标的控制，应不以预先设定的目标进行控制，而

是应在大学生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大学生

实际经验、承认和尊重大学生性价值观多元化以及学生的接受

情况而制定。目标的多元也就决定了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内

容应该是多元化的。

３．３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组织形式：开放性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组织形式———开放性受后现代

主义反对主客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启示而来。后现代主义

主张消除主客体对立而带来的理性之上、理性权威至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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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强调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给

我们性健康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消除知识的权威性，消除

教师的权威性。教师的功能不再是控制和灌输，教师的任务不

再是传授知识，而是为学生服务和进行引导，课程的组织形式

应该是开放性的。由于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学会倾听各种不

同的声音，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社会伦理、社会期望等多方

面的需求，对大学生进行“以学习性生理知识为基础，性心理

调试教育为重点，性历史、性观念、性文化、性审美为主线，性

道德、性法律教育为核心的注重人格塑造的。”［９］等多元内容

的教学，因此，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组织形式要注重开放

性，可以辅以讨论、案例、头脑风暴、影视作品欣赏、角色扮演

等参与式的教学方法［１０］，让大学生带着问题而来，带着问题

而走，从而真正达到性健康教育的本质是服务———是为学生

的终生幸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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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０６－Ｉ－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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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艾滋病性病知识同伴教育培训效果
评估
彭玉兰１　曹宁校１　葛凤琴１　亓小雨２　彭愉３　朱晓凤１　胡鸿宝４　陈兆瑞２　李玲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南京市玄武区健康教育所，南京 ２１００１８
３东南大学预防艾滋病协会，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４南京市健康教育所，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为提高大学生志愿者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减少感染艾滋病
性病的风险；同时经培训合格的志愿者在寒暑假期为目标人群宣传艾滋病性病的预防知识。方法：在五所

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开展艾滋病性病知识同伴教育强化培训，采用参与式互动教学模式，在同伴教育培

训前后分别作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结果：大学生志愿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知晓率均较高。

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愿意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交往”的比例由培训前的 ６９３９％（６８／９８）上升到培训后的
８７７６％（８６／９８），培训前后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性病知识的知晓率在培训后较培训前有显著
的提高，统计学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且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意程度均较高。结论：通过同伴教育强化培
训有效提高了大学生志愿者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知晓率，减少了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使大学生

志愿者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宣传的生力军。

【关键词】　大学生志愿者；艾滋病／性病知识；同伴教育；培训；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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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完成２００６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在苏北农村
留守家属中开展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项目执行者招募了在

宁高校东南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南京森林公安学院的家乡来自苏北的大学生志愿者

１８０名，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至６月３日期间利用双休日分别在５
所学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开展艾滋病性病知识同伴教育培训。

经培训合格的志愿者，在寒暑假期为目标人群宣传性病艾滋病

的预防知识。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宁高校东南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森林公安学校的家乡来自苏北的大学生志

愿者１８０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培训方法　首先分别在两所医学院对医学相关专业的
志愿者开展同伴教育培训，以后每次抽２至４名医学相关专业
同伴教育积极分子参与到非医学相关专业的学校中参与同伴

教育培训活动。

１２２　培训时间　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为期１ｄ的同伴教育强
化培训。

１２３　培训内容　①一般情况：包括项目介绍、需求调查、自我
介绍及脱敏。②艾滋病知识：大组罗列艾滋病知识及专家点
评，分组讨论艾滋病传播途径如职业与感染风险、行为与感染

风险、不同人群与感染风险、家庭关系与感染的风险及大组分

享；艾滋病模拟传播游戏、大组四分法讨论检测与不检测的优

劣及点评；分组设计宣传品如家庭抗艾、流动人口抗艾、行为抗

艾、母婴感染预防、检测宣传，每组派代表解说作品的创作意图

与大家分享。③性病知识：大组罗列性病相关知识及专家点
评，分组讨论性病有哪些相关预防知识、性病的表现或特征、性

病的就医选择、性病与艾滋病的关系及大组分享和专家点评。

④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介绍及现场分组道具模拟演示，志
愿者一组边演示边解说，另一组现场裁判，两组交换工作内容

再演示一遍，存在问题由专家点评。⑤对不同目标人群的宣传
方法：分组讨论如何向不同群体如男人、妇女、老年人、年轻人

及低文化程度人宣传相关知识。⑥最后开展辩论会：讨论目标
人群不知道性病、艾滋病知识好与不好的大辩论。每次的分组

讨论有小组代表发言、大组罗列知识及辩论会，充分调动了每

位志愿者的主动参与、勇于发言的正向行为。⑦趣味游戏：加
入有趣的游戏如盲人向导游戏、成语连词游戏，用性病、艾滋

病、家庭、夫妻等词开头最终以安全套结束。

１２４　问卷调查　编制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艾滋
病相关知识、性病相关知识、培训后评估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

意程度，培训前后分别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１２５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用 Ｅｘｃｅｌ录入，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
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培训前发放问卷 １４６张，收回有效问卷 １２７张，有效率为

８６９９％；培训后发放问卷 １１６张，收回有效问卷 ９８张，有效率
为８４４８％。接受基线调查的人约占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比例
的７０５５％。
２１　大学生志愿者一般情况

为了评估培训前后的同伴教育效果，将培训前后的调查总

体统一为完成培训并且接受调查的９８名学生。年龄范围１７～
２３岁，平均年龄是（２０５８±１０２）岁；性别男３５名（３５７１％），女
６３名（６４２９％）；年级以一、二年级大学生占多数，一年级大学
生５１名（５２０４％），二年级大学生 ３９名（３９８０％），三年级大
学生８名（８１６％）；医学相关专业５７名（５８１６％），非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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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名（４１８４％）；大学生志愿者愿意将自己所知所学性病艾滋
病知识教育更多的人，包括流动人口和留守家属们，愿意义务

参加艾滋病性病知识宣传。

２２　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大学生志愿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的正确知晓率均较高，

在培训前最低知晓率已近 ７０％。关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正确
知晓情况，“使用消毒不严器具刺破皮肤等途径”和“共用剃须

刀、牙刷等可能传播”在培训后较培训前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很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胎
儿”在培训前后知晓率有明显差异（００１＜Ｐ＜００５），其余三条
传播途径的知识在培训前知晓率已大于 ８７７６％，培训前后统
计学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艾滋病预防知识对于“性伴越
多，感染风险会越大”；在培训前后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安
全套可以降低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及 “有危险行为后马上检测

能判断是否被感染”和“已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可以从外表

分辨吗”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在培训后均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１）。

对艾滋病的态度中对“假如你朋友或同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你愿意与他（她）继续交往吗”，“愿意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交

往”的比例由培训前的 ６９３９％（６８／９８）上升到培训后的
８７７６％（８６／９８），培训前后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１。
２３　性病知识知晓情况

通过对性病的定义、常见种类及特征、主要传播途径等知

识的判断来了解大学生志愿者对性病知识知晓情况，性病知识

正确知晓率在培训后较培训前有显著的提高，统计学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４　大学生志愿者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意程度的评估

经培训后的大学生志愿者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意程度均

较高，１３项调查中，有１０项不满率为零，其它３项不满率分别
为２０４％、３０６％、２０４％，尤其对“艾滋病模拟传播游戏”及
“现场模拟演示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很满意率分别为 ６３２７％
和６８３７％。见表３。

表１　大学生志愿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知晓情况

调查内容 基线调查 评估调查 χ２ Ｐ值

艾滋病传播途径

使用消毒不严器具刺破皮肤等途径 ７２（７３４６） ９３（９４８９） １６９０ ＜００１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生活、聚餐不会传播 ８６（８７７６） ９１（９２８６） １４６ ＞００５

通过血液、精液、乳汁可以传播 ９８（１０００） ９７（９９１０） １０１ ＞００５

共用注射器吸毒可能传播 ９８（１０００） ９８（１０００）

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可能传播 ７４（７５５１） ９４（９５９２） １６６７ ＜００１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很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胎儿 ９３（９４９０） ９８（１０００） ５０３ ００１＜Ｐ＜００５

艾滋病预防知识及其他相关知识

性伴越多，感染风险会越大 ９３（９４９０） ９７（９８９８） ２７５ ＜００５

安全套可以降低传播艾滋病的风险 ８８（８９８０） ９８（１０００） １０５４ ＜００１

已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可以从外表分辨吗 ７４（７５５１） ８８（８９８０） ６９７ ＜００１

有危险行为后马上检测能判断是否被感染对艾滋病的态度 ７３（７４４９） ９０（９１８４） ９７７ ＜００１

假如你朋友或同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你愿意与他（她）继续交往 ６８（６９３９） ８６（８７７６） ９８２ ＜００１

表２　大学生志愿者对性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知晓情况

调查内容 基线调查 评估调查 χ２ Ｐ值

性传播疾病的定义 ７３（７４４９） ９０（９１８４） １０５３ ＜００１

性病包括种类 ４１（４１８４） ８０（８２４７） ３２８５ ＜００１

淋病主要传播途径及泌尿生殖器官病变 ６５（６６３３） ８６（８７７６） １２７２ ＜００１

尿道生殖器感染的病原体 ４１（４１８４） ９２（９３８８） ６０８４ ＜００１

梅毒的分期及主要特征 ５４（５５１０） ８６（８７７６） ２５６０ ＜００１

尖锐湿疣生长部位及主要特征 ５６（５７１４） ９１（９２８６） ３３３３ ＜００１

生殖器疱疹以直接性接触传播为主及主要特征 ３５（３５７１） ８１（８２６５） ４５５０ ＜００１

疥疮经皮肤接触传播、共同生活及日常接触也能传播 ２６（２６５３） ６９（７０４１） ３７７７ ＜００１

阴虱生长环境及该病通常经性接触传播 ６０（６１２２） ８５（８６７３） １６５７ ＜００１

性病病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感染上艾滋病 ４６（４６９４） ９１（９２８６） ４９１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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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学生志愿者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意程度的评估情况

评估内容 很满意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本次培训的满意程度 ３５（３５７１） ５５（５６１２） ８（８１６） ０

循环自我介绍及脱敏游戏 ３１（３１６３） ５４（５５１０） １１（１１２２） ２（２０４）

大组罗列艾滋病知识 ３０（３０６１） ４６（４６９４） １９（１９３９） ３（３０６）

艾滋病传播途径风险分组讨论 ４４（４４９０） ４６（４６９４） ８（８１６） ０

艾滋病模拟传播（野火）游戏 ６２（６３２７） ３０（３０６１） ６（６１２） ０

四分法检测与不检测的优劣讨论 ３４（３４６９） ４９（５０００） １５（１５３１） ０

分组设计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品 ４０（４０８２） ４１（４１８４） １７（１７３５） ０

分组讨论四组性病相关问题 ３１（３１６３） ４８（４８９８） １９（１９３９） ０

现场模拟演示安全套的正确使用 ６７（６８３７） ２４（２４４９） ７（７１４） ０

与安全套相关的成语连词游戏 ２７（２７５５） ３３（３３６７） ３８（３８７８） ０

盲人向导游戏 ４８（４８９８） ３２（３２６５） １８（１８３７） ０

讨论各类目标人群的宣传教育方法 ４３（４３８８） ４４（４４９０） １１（１１２２） ０

辩论会 ２８（２８５７） ４７（４７９６） ２１（２１４３） ２（２０４）

２５　建议
大多数大学生志愿者愿意接受更多性病相关知识，提议在

普及防艾知识的同时，对咨询检测方面加以更多的指导；希望

能讲解更多的宣传技巧，用不同的方式多重复，以加深对知识

的印象；认为在游戏中、愉快的情绪下获得知识很好，希望以后

还能获得这样的培训机会。

３　讨论
３１　同伴教育作为一种健康教育模式，已被广泛地运用于

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同伴教育就是同伴在一起分享信息、观

念和行为技能，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教育方式［１，２］。本次同

伴教育强化培训结果表明，这种模式对提高大学生志愿者对性

病艾滋病的认识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３２　通过同伴教育强化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生志愿者
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知晓率，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减少

感染艾滋病性病的风险；减少了对艾滋病的歧视。这是遏制艾

滋病在青少年中传播的有效方法 ［３－１０］。本次没有对医学专业

和非医学专业的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进行分别统计比较，也许艾

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培训前较高，可能与志愿者中有近

６０％是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有关。另外，首先在医学相关专业
开展同伴教育培训，以后每次抽２至４名医学相关专业同伴教
育积极分子参与到非医学相关专业的学校中参与同伴教育培

训，这也可能是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３３　同伴教育近期培训效果明显，同伴教育适用于大学生
性病艾滋病培训教育，近期效果明显，可以在大学生中继续推

广［１１，１２］。这在刘宝花、王培玉等的北京市大学生艾滋病性病同

伴教育近期效果评价和高广胜和李龙锦等的不同艾滋病健康

教育方式近、远期效果评价中也同样得到证实。

３４　大学生“同伴教育”实践丰富和创新了大学生健康教
育的模式，以“同伴教育”为形式的性教育模式值得在高校和青

少年中推广［１３，１４］。

３５　在２００７年本项目培训中，专家引导与志愿者参与并
重，着力在“参与性”上下功夫，为使健康教育达到“兴趣唤起情

感，情感导航态度，态度最终影响行为”的效果，它以平等参与、

民主开放、和谐互动、共同分享为特点 ［１５］，实施了互动参与同

伴教育模式。志愿者对培训的各环节的满意程度均较高，尤其

对“艾滋病模拟传播游戏”及 “现场模拟演示安全套的正确使

用”很满意率分别为６３２７％和６８３７％。表明这种互动参与式
的同伴教育培训体现了寓教于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知

识，得到青年人认同和接受。每次的分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

大组罗列知识及辩论会，充分调动了每位志愿者的主动参与、

勇于发言的正向行为。性病艾滋病知识互动参与同伴教育模

式更值得在高校和青少年中推广。

３６　同时培训也激发了志愿者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经培训合格的志愿者佩带艾滋病宣传志愿者工作牌，在寒暑假

期为目标人群宣传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使大学生志愿者成

为一支名副其实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宣传的生力军。

（致谢：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专家们

的技术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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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学生性教育现状与对策初探
余惠莺　黄翠萍　尹一桥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澳门

【摘　要】　目的：了解澳门中学生性教育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方法：本研究为描述式研究，采用整
群随机抽样法，在全澳５７所中学中随机抽６所中学，再在被抽中的中学中各级（中一至中六）再随机抽一班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１）共收到１２０７份有效问卷，女性占４４４％，男性占５５６％。（２）学生的性知识主要
来源于老师，朋友和网络。（３）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足够的只有３６４％，认为澳门目前性教育足够的只
有１８２％，希望性教育在学校科目中所涵盖的占６３４％。（４）学生有兴趣学习的内容分别有生理、心理卫生
知识，与异性相处的技巧，恋爱婚姻的道德观念，性病传染途径及预防方法，而避孕方法则在最后。结论：学

校、医护人员、家长、社团等应该大力加强中学生的性健康教育，从性生理、性心理等方面对中学生实施教育

和疏导，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关键词】　中学生；性知识；性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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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澳门新生代对性充满好奇，然而社会对性教育未能持开放

的态度，中学生接触和理解到的性知识往往良莠不齐，学生的

性知识相对缺乏或十分片面，从朋辈和网络上接受到的某些讯

息可能被夸大甚至被歪曲，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性生

理和性心理的健康发展。然而性教育是一门生活应用科学，也

是一种全民教育，了解中学生的性教育现状，有针对性地对中

学生进行性知识方面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现时，澳门政府及

学校对中学生进行性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随着社会风气

的变迁，价值观的多元，性教育的理念也应呈现出多元观点，但

是在性教育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要尊重不同

差异的存在，故有必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及分析，从而提出有

建设性的建议，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明确教育的内容、方式、

方法及方向，把澳门中学生性教育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２　文献回顾
性是与生俱来，是人类生命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２０

世纪中叶，各国、各地的政府相继制定了有关儿童青少年性教

育的各种政策。国外的性教育起步较快并有独立的构思，日本

则经过多次改革，采用“性指导”和“性学习”方式，强调性约束

和性道德；美国就课程内容进行多次深化，除了生理及心理卫

生常识外，并加入规范性行为的法律知识教育及性疾病知识，

他们提倡性教育必需持之以恒，长久地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

育［１］。台湾从９０年代初已把性教育加入各学习阶段的课程
中，并设置详细的目标、内容与科目［２］。中国内地已把青少年

性教育纳入国家普通教育的教育内容，有分别针对中小学生的

各期基本要求，把青春期教育概括为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

教育［３］。研究更显示澳门１３～２９岁青年的性知识答对百分比
近年有所下降［４］。教育暨青年局（简称教青局）１９９９年已将性
教育加入不同阶段的课程大纲中，更订下初步内容及置于相应

学科中（引自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９）。
３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为描述式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此次调查在

５７所中学中随机抽６所中学，再在被抽中的中学中各级（中一
至中六）再随机抽一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由本学院课题组

导师在教室中每班发放问卷，采用现场填写问卷，中学生在座

位上独立完成，采用匿名方式，当场收回。

４　结果
本研究共收到１２０７份问卷，女性５３６人占４４４％，男性６７１

人占５５６％。
４．１　关于性知识主要来源

从图１可见，学生获得性知识的主要渠道依次为老师 ５５３
人次、朋友５１４人次、网络４７３人次、同学３８０人次、教科书３６９
人次、父母１８７人次、兄弟姊妹５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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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生性知识主要来源

４．２　中学生对性教育的看法
从表１中看到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及评价澳门目前提

供的性教育是否足够，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足够的只有

３６４％，认为澳门目前性教育足够的只有 １８２％。希望性教育
在学校科目中所涵盖的占６３４％。

表１　中学生对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和澳门目前的性教育的看法

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 评价澳门目前的性教育

非常足够 ９７（８０） ２９（２４）

足够 ３４３（２８４） １９１（１５８）

一般 ６２３（５１６） ６０４（５００）

不足够 ９１（７５） ２７９（２３１）

非常不足够 ４７（３９） ９５（７９）

４．３　中学生有兴趣学习的性知识内容
从表２得知，前三位学生有兴趣学习的性知识内容分别是

生理心理卫生知识、与异性相处的技巧、恋爱婚姻的道德观念、

性病传染途径及预防方法，而避孕方法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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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学生有兴趣学习的性知识内容

ｎ ％

生理心理卫生知识 ７１２ ５９０

与异性相处的技巧 ５９７ ４９５

恋爱婚姻的道德观念 ５４９ ４５５

性病传染途径及预防方法 ３６３ ３０１

性骚扰及性侵犯预防方法 ３３９ ２８１

避孕方法 ２１８ １８１

其它 ２７ ２２

４．４　性教育方式
在开放性问题中，受访者对于开展性教育的方式以学校做

宣传和授课较多，有 １４３人次，其余依次是讲座、影片、电视讲
解、书本、活动和父母言传身教。

５　讨论
５１ 老师是主要的性知识来源

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此次调查结

果显示，中学生知识主要来源于老师，朋辈，网络，针对这些知

识来源的人群做教育，而朋辈亦有可能是透过老师学得知识；

在开展方式中受访者亦建议以学校为本，故应先针对老师进行

培训。中学生由于性健康教育缺乏而导致的性问题日益增多，

根据张立英等［５］的研究结果显示，书籍和报纸是青少年获取性

知识来源，青少年更喜欢从医生那里获取性教育，而选择老师

作为获取性知识来源的比例比较低，这与我们此次调查的结果

有差别之处。

５２ 目前的性教育未能满足学生需求

认为澳门目前性教育不足够的较足够的多，说明性教育领

域还有改善空间。中学生所接受的性教育是匮乏的，实际上中

学生希望获得性知识，欢迎在学校科目中所涵盖，而目前中学

里开展的性健康教育课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专业的教师、缺

少教材、课时较少。

５３ 对生理心理的健康知识渴求较高

中学生对性骚扰及性侵犯预防、避孕方法的知识缺乏兴趣，

大部分学生渴望获取生理心理的健康知识。在美国，学生性健康

教育有两种模式：性安全教育和性纯洁教育。加强“性安全”教

育课程主要教学生如何使用避孕套和其它避孕方法，使其在进行

行为时降低受到的伤害程度［６］。

６　对策
６１ 建立性教育专业教师的认证制度

从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性知识主要是老师。而目前

澳门具有性教育学术或实务背景的专业师资相对缺乏，以至与

学生作深入交谈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受，且在课程内容或教学教

材设计上每所学校的要求不一，故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和团体加

大力度培训性教育师资队伍及执行专业认证制度，提升性教育

的水平。

６２ 加强父母在性教育者中之角色

家庭性教育是青春期性教育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儿童最初

形成的对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简单认识就来自父母，且家庭在性

教育中具有血缘和早期教育优势，故父母对孩子提出的性问题

应以积极、正面给予响应和作答。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

教师，父母应多与孩子沟通及增加双方讨论问题的氛围，尤其

在敏感的话题上，因为父母有义务教育孩子有关性方方面面的

知识，鼓励父母们需要进一步学习如何与孩子交流与性相关的

问题。

６３ 以“健康促进学校”的新模式去推进性教育内容和形式且

应是多元观点的呈现

　　学校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面性的性教育，医
护人员及心理学导师需要参与到中、小学生的性教育干预项目

中，因为中学生最有兴趣是学习生理心理卫生知识，而对避孕

知识欠缺兴趣，但这些知识都需要专业人士去进行，故应以“健

康促进学校”的新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性教育内容及形式。所

有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营造科学、宽松的课堂气氛，做到性教

育“男女平等”，利用讲座、校园广播、健康热线、媒体、讨论等多

种形式，解开中学生们对“性好奇”的方方面面，注意保护学生

的私隐，教导他们文明相处，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７　结论
对中学生进行正确、科学和健康的性教育是当代文化素质

的重要内容，为确保中学生的全面成长，做好性健康教育是十

分重要的，因为性健康是情感中、理智中和社会中的性的各方

面的集成，积极地丰富和提供人类的相互交往和爱的方法［７］。

这就要求学校教师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学习有关

性教育内容。学校、医护人员、家长等应该大力加强中学生的

性健康教育，而学生则应主动从多方面去接受正确的性知识，

从性生理、性心理等方面进行学习和疏导，从而使他们的身心

得到健康成长。

参 考 文 献

［１］　石国亮，鲁亮．国外青春期性教育模式及其启示．中国青年研究，
２００８（１２）：１３－１７．

［２］　林燕
&

．台湾性教育历史回顾及未来发展方向．性学研究，２０１０，１
（２）：１－１４．

［３］　刘文利．１９８８－２００７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综述．中国青年研究，
２００８（３）：５０－５７．

［４］　澳门青年指针数据搜集编辑小组，青年事务委员会澳门青年研
究专责小组，教育暨青年局澳门青年指标工作小组．澳门青年指
标与趋势分析２００８．澳门：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出版，２００９．

［５］　张立英，ＩｑｂａｌＨ，Ｓｈａｈ，等．青少年性相关知识来源的偏好：中国性
教育的启示．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２０１０，２９（６）：４２２
－４３３．

［６］　尤琪，张苑珑，杜梅，等．医学大学学生性观念及性行为调查及性
教育方式探索．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４４（２）：１６５－１６７．

［７］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８－３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２，Ｇｅｎｅｖａ，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２０１１，ｆｒｏｍＷＨＯ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
ｗｈｏ．ｉｎ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ｓｈ／
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８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第一作者简介】沈明泓（１９６８－），女，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学与教育学
的教学与研究。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９．０３２

对当代大学生性审美价值观的调查及其分析
———以新疆在校大学生为例
沈明泓 １　梁蓉２

１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新疆 昌吉 ８３１１００
２新疆教育学院思政部，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３

【摘　要】　性审美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活动，正确的性审美价值观对大学生的生命历程及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性审美价值观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为此，本文

从性审美趣味、性审美意识、性审美价值判断等几个方面，以新疆大学生为例对大学生性审美价值观进行了

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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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性与美是天然联结的。人们在认识性、发生性活动时总是

伴随着一定的性审美活动。在性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客体总

是会给审美主体带来一定的审美意义和心理效能，也即性审美

价值。性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对大学生来说，不仅影响到其对性

的价值的认识、对性道德的判断与接受、对性行为的调控、对性

文化的欣赏，而且严重影响到其在未来生活中对性生活生命意

义的开掘、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对生命的珍爱。美可启真，美

可储善，美可怡情，美可以净化灵魂。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说

过：“美可以拯救世界”［１］。所以，性审美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

种价值活动，正确的性审美价值观对大学生的生命历程及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性审美价值观是在性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按照自己对美

的本质的认识和理想，通过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等心理过

程形成的［２］。性审美价值观决定着个体的性审美趣味、性审美

意识、性审美价值判断等［３］。而性审美价值观的形成总是受主

体内部因素（人生观、世界观）及外界客观因素（如，当时社会的

性道德标准、性文化发展以及社会思潮的发展特点等）的影响

的。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大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社会环

境以及人们的性观念都有了较大变化。如，教育部取消了在校

大学生不准结婚的禁令；学校对大学生的“非传统”性行为采取

了尊重、引导和心理辅导的方法，不再与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挂

钩；家庭、社会对大学生未婚同居行为也日益宽容……如此多

元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性审美价值观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

特点呢？为此，本文从性审美趣味、性审美意识、性审美价值判

断等几个方面，以新疆大学生为例对大学生性审美价值观进行

了调查与研究。

２　研究的方法
研究对象：２０１４年 １月，随机选取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

学、昌吉学院、伊犁师范学院等院校大学生 ５８６名，发放《新疆
大学生性审美价值观的调查》调查问卷表 ５８６份，回收有效问
卷５４９份，问卷有效率９３６９％。随机选取访谈对象７９名。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统计工具：ＳＰＳＳ１３０，结果均是以［ｎ（％）］形式表达。
３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３１ 当代大学生性审美趣味世俗化及其分析

性审美趣味是指个体在性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

一定稳定性的性审美倾向和主观爱好（偏爱）［４］，它常常直接体

现为个体对性审美对象的选择和评价。由问题 １，３７５％的大
学生选择了金秀贤、２０９％的大学生选择了全智贤（见表１）；问
题２，５９３％的大学生选择了从人物容貌这个角度对《蒙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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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画面进行评价（见表２）；问题３，６３４％的大学生选择了从人
物容貌这个角度对《玛丽莲·梦露》照片进行评价（见表３）；问
题４，３７６％、３８４％的大学生认为身材性感、容貌美丽是女生吸
引男生的第一特质（见表４）；问题５，２６３％、２９６％的大学生认
为身材性感、容貌美丽是男生吸引女生的第一特质（见表５）的
回答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在性审美对象的选择和评价过程

中，性审美过程表现的肤浅、碎片化，将异性的外在美———直接

刺激人的感官，引发人快感，作为性审美选择和评价的首选对

象，性审美趣味表现出世俗性特点。

究其原因，大学生性审美趣味表现出世俗性特点是受当时

性审美范式的影响。性审美范式是一个时代的性美学最为普

遍的共性、最为基本的特性的反映，受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影

响。性审美范式是潜意识的，它浸透着我们的意识思维，监督

着我们的意识思维［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性审美范式以
“古典”、“浪漫”范式为主［６］。“古典”范式把性道德功利目的

作为性审美的最终目的，“浪漫”范式强调性审美经验和性审美

心理的本身意义。也即外在的性审美并不是性审美的顶峰，性

审美的顶峰是外在性审美由此而引发的自己精神世界的变化。

因此，在这些性审美范式的引导下，性审美选择的角度和评价

倾向于：一是，性征描写倾向于裸露部分的描叙及深度的注意；

二是，重视性品格的审美；三是，重视性审美的精神价值；四是，

注重情感上的共鸣。如，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安格尔的

《泉》、米隆的《掷铁饼者》的审美，更加关注的是，由此引发的人

们对真善美的思考、历史文化积淀、玄远的沉思或神秘的体悟

的性审美的本质［７］。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巨大
旋涡几乎吞噬了一切，市场功利性充斥着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

乃至文化艺术，催生了大众文化的崛起与发展。大众文化以消

费大众为上帝，只要适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怎样的东西都可以

进行批量生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大众文化催生了文化的

世俗性力量，弱化了人文价值，驱使性审美范式由“古典”、“浪

漫”范式向“现代美学”审美范式转换［８］。审美范式从非功利性

主导跨越到功利性、消费性认同的审美观念上。性审美不再对

性审美对象做深度追究和思想的探寻，审美客体也不再求精神

空间的开拓，而是将性审美直接指向人的身体、强调当下的快

感体验和欲望释放。在问题１～５的调查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许
多大学生性审美选择和评价倾向于可消费的东西、可虚幻地满

足感官刺激及欲求的东西，表现出世俗性。

表１ 问题１：请选择您最喜欢的一幅画

达芬奇《蒙娜·丽莎》唐代《侍女图》 安格尔《泉》 米基《掷铁饼者》玛丽莲·梦露 巩俐 金秀贤 全智贤 合计

２８（５．２） ２１（３．９） ２０（３．６） ３９（７．１） ６３（１１．４） ５７（１０．４） ２０６（３７．５） １１５（２０．９） ５４９（１００）

表２　问题２：如果请您对《蒙娜·丽莎》这幅画进行评价，您会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请在所选项目上打勾，可多选）

画法技巧 画面表现力 画面想象力 人物容貌 创作的历史背景 画的价值 其他

６２（１１．３） １５０（２７．４） ７６（１３．９） ３２６（５９．３） １７１（３１．２） １５３（２７．９） １７（３．１）

表３　问题３：如果请您对《玛丽莲·梦露》经典照片进行评价，您会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请在所选项目上打勾，可多选）

拍摄技巧 画面表现力 画面想象力 人物容貌 摄影的历史背景 照片的价值 其他

９０（１６．３） １１６（２１．２） １０３（１８．７） ３４８（６３．４） １７１（３１．２） １７９（３２．６） １６（２．９）

表４　问题４：按您认为的重要性排序

第一选择 性格 身材性感 容貌美丽 善良 有内涵 专情 奇葩 能力 家庭条件 仪态 合计

女生吸引男生的特质 ６３（１１．５） ２０６（３７．６）２１１（３８．４） ２９（５．４） ２（０．３） ４（０．７） ０ ５（０．８） ２１（３．９） ８（１．４） ５４９（１００）

表５　问题５：按您认为的重要性排序

第一选择 性格 身材性感 容貌英俊 善良 有内涵 专情 奇葩 能力 家庭条件 仪态 合计

男生吸引女生的特质 ９１（１６．５） １４４（２６．３）１６２（２９．６） ４３（７．８） ２０（３．７） ２（０．４） ０ ３８（６．９） ４０（７．２） ９（１．６） ５４９（１００）

３．２　当代大学生性审美意识游戏化及其分析
性审美意识是人们在性审美感知后进入思维阶段后的意

识活动。性审美意识是人们对性审美对象感性形象的美学属

性的能动反映［９］。由问题６～１０可以看出，针对个体生理特征
的恶搞语言、恶搞短片以及恶搞的行为艺术，大学生大多都能

坦然接受。他们在性审美过程中，更倾向于以一种娱乐化和戏

谑化的审美心态，用简单、肤浅、游戏甚至恶俗的色彩来欣赏有

血有肉的人生的平凡之美，性审美意识表现出游戏化特征（见

表６～１０）。
究其原因：市场及经济催生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大众文

化的商品性决定了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娱乐消遣。而娱乐消

遣追求的是感官刺激、是非理性的文化享受、是不断突破传统

传统道德和规范的叛逆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是对紧张生活

压力的自我释放、是把性审美推向某种程度的低俗化与反文化



·９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的一种游戏［１０］。当性审美成为一种游戏时，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原始素材、粗俗的语言材料、说话与对白、媚俗与畸趣、感性欲

望的膨胀以及享乐主义的泛滥都会轻易地进入大学生性审美

过程中，致使其性审美意识表现出游戏化特点。

表６　问题６：如果您朋友当着您的面评价她人“胸大无脑”，你会有什么
表现？

非常生气 比较生气 有一点生气 不生气 无所谓 合计

５６（１０．２） １０１（１８．４） ６４（１１．７） １６２（２９．４） １６６（３０．３）５４９（１００）

表７　问题７：您介意他人用讽刺的口吻评价他人的生理特征吗？

非常介意 比较介意 介意 不太介意 不介意 合计

５０（９．１） ９０（１６．４） ６９（１２．５） １６２（２９．６） １７８（３２．４）５４９（１００）

表８　问题８：您会直截了当地评价他人的生理特征吗？

会 不会 其他 合计

１６９（３０．７） １５７（２８．６） ２２３（４０．７） ５４９（１００）

表９　问题９：您对利用谐音恶搞女性生理特征持什么态度？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喜欢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合计

３７（６．８） １４３（２６．１） １４５（２６．３） １２４（２２．５） １００（１８．３）５４９（１００）

表１０　问题１０：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恶搞喜欢吗？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喜欢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合计

８９（１６．３） １１９（２１．６） １９７（３５．９） ７０（１２．８） ７４（１３．４） ５４９（１００）

３３　当代大学生性价值判断的特点及其分析
性审美价值的第一个层次是性审美价值的愉悦效用［１１］。

亦即性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获得的感官上的愉悦。如，《掷

铁饼者》，作者通过男性彪悍、粗壮的身体、强有力的生命跃动，

给人们带来的了阳刚之美、力量之美的视觉冲击。第二个层次

是性审美价值的教育作用［１２］。人之所以进行性审美，除了达到

愉悦自己的目的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净化心灵、完善自己。

如《世界裸体艺术作品选》，通过对人体艺术进行高品位、高品

质地感受，带领人们遨游在真善美的艺术海洋里，促使我们排

除生理上的占有欲望，净化我们的心灵。第三个层次是性审美

价值的创造效用［１３］。人们通过审美理想和形式的感受力、想象

力和创造力，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与显示。

由问题５、６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异性的评价主要依赖于外
表。由问题１１可以看出，许多大学生性审美的最终目的是努力
塑造自己良好的外在形象，试图通过此让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增

添自己的自信心（见表１１）。可见，当代大学生性审美价值的判
断常常表现在第一层次———审美的愉悦效用上。

表１１ 问题１１：进行性审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获得感官的愉悦 了解性征的表现 自我形象的塑造 性情感的体验 性审美的想象 心灵的净化 合计

４１（７．４） １９０（３４．６） ２２１（４０．３） ４５（８．１） ２０（３．７） ３２（５．９） ５４９（１００）

　　造成大学生性审美价值判断常常表现在第一层次———审
美的愉悦效用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情感丰富是大学生审美情

感的基本特点［１４］。一些在成年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

能引起他们的情感轩澜，情感体验更加深刻而强烈。因此，在

性审美过程中，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在审美过程中更

加注重自己情感的愉悦性，更加享受性美尤其是性的外在美给

自己带来的感官上的冲击与快感，常常将性审美停留在第一层

次———审美的愉悦效用上。第二，市场经济不仅催生了大众文

化的发展，也促使了人们的性审美观念的深刻变化。性审美的

目的不再是通过性审美获得心灵的慰藉或净化，而是为了创造

出感性的、引人注目的外在形象，从而去装饰、改变生活。因

此，重视性征的表现、重视性审美的物质价值成为了性审美的

基本价值。这也是大学生行审美价值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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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性乱中的艾滋病恐慌症（附２０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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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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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合分析性乱患者中出现艾滋病恐慌症的原因，探讨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方法：对
２０例性乱后出现艾滋病恐慌症的患者予以综合治疗，消除患者恐慌情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结果：２０例患
者经积极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均彻底消除恐慌情绪，改善其生活治疗。结论：对性乱后出现的艾滋病恐慌症，

要综合分析，个体化治疗，同时注重人文关怀，方可取得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艾滋病；性乱；恐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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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的简称，由人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引起的以全身免疫系统严重损害
为特征的慢性传染病。ＨＩＶ为单链 ＲＮＡ病毒，属反转录病毒
科，慢病毒属中的人类慢病毒组［１］。自１９８１年６月首例艾滋病
患者被确诊，ＨＩＶ病毒便开始肆虐全球并严重威胁人类的健
康［２］。２００１年疫情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现有存活的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ｖ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ＬＷＨＡ）７８
万人，而截至２０１１年９月底累计报告 ＰＬＷＨＡ约３４３万人，提
示仍由大量的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患者尚未被发现，存在进一
步传播的危险，并呈现出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所占比例继

续增加等特点［３］。通过近一年的门诊，发现性乱人群中流行一

种症候群，不管以往是否罹患过性病，总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

病，这种“疑心病”所带来的恐慌与日俱增，不可轻视，现就 ２０
例患者具体报告如下。

１　一般资料
２０例患者全部为男性，年龄 １８～５２岁，平均 ２５２岁；文化

程度：初中８例，高中４例，中专４例，大学４例；婚姻状况：已婚
１２例，未婚６例，离异２例；职业分布：个体户６例，工人６例，干

部８例；病程最短 １５ｄ，最长 ３年，平均 ８２月；曾有性病史 １４
例，全部有性乱史。有８例曾患淋病或非淋菌性尿道炎，其中６
例完全治愈，２例转为前列腺炎，表现为小腹胀痛、排尿不适症
状等，但前列腺液细菌镜检及培养均阴性，有 ４例尖锐湿疣，２
例梅毒，均已治愈。２０例患者表现出共同的症状：乏力、失眠、
厌食、消瘦，个别皮肤有红斑出现，身体表面可触及肿大的淋巴

结，经ＨＩＶ检测全部为阴性，有３例急于想知道结果，电话询问
告诉阴性后仍不相信，非要亲自见到化验单，有５例已影响到夫
妻关系，其中２例执意要与妻子离婚，还有２例就诊时已在院外
检测抗ＨＩＶ阴性，但仍不相信，反复检查。上述提到的皮肤红
斑或淋巴结肿大，系局部过敏反应或炎症引起。

２　病因分析
２１ 生物因素

ＡＩＤＳ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可通过静脉注射、性行为及母
婴传播，也可通过污染的衣物传播，人们对它没有天然的免疫

力，一旦感染，只有死亡。抗病毒治疗是治疗艾滋病的关键，现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高效抗反转录病

毒治疗（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ＡＲＴ）。虽然
ＨＡＡＲＴ极大程度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时间［４］，但也只是暂时

缓解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杀死艾滋病病毒，且治疗费用特别

昂贵，是国内大多数患者所不能承受的。就疫苗而言，因病毒

的分型和分株变化莫测，使得疫苗防不胜防。感染了艾滋病，

就像宣判了死刑一样，只是缓期执行的年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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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社会因素

艾滋病是ＡＩＤＳ的音译，起初人们对它认识十分肤浅，因首
先发现它与性爱有关，便由香港人翻译成“爱滋病”，拓展成“因

爱滋生的传染病”。这就在舆论上误导了人们，使得一些人谈

“爱”色变。加之改革开放，旧社会的沉渣和国外的糟粕又泛滥

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卖淫嫖娼、重婚纳妾等丑恶现象，这正

是艾滋病滋生和感染的温床。依据以往的治疗经验来看，前往

性病门诊就诊的患者一般都会与除配偶以外的若干人保持不

正当的性关系，这些人是目前传染艾滋病的“主力军”，危险系

数较高［５］。目前我国检测出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只是极少

一部分，绝大多数还未被发现，他们生活在无人监控的环境里，

与周围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是最危险的害群之马。所

以一旦查出的被感染者，他们有的无视政府和人们对其应有的

保护和尊重，因一时的绝望或感到不幸、无助而去有意传染他

人报复社会。

２３ 个人因素

“一时失足成千古恨”正反映了对艾滋病恐慌患者的心态。

他们既不像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病明日愁”的极乐享

受主义者，也不像那些消极坐等、虚度光阴的麻木不仁者，他们

心中都有一种对生命的渴望，对爱情的憧憬，只是一时的糊涂

导致不幸，使得他们偏离了人生的航道。他们大都有家庭、孩

子和难以割舍的亲情，还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和事业，所以

他们自责、自罪，怕自己的不洁造成亲人的不幸，更怕单位领导

和同事知道后无地自容，这正说明他们的自知、良知。另外，作

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ＰＬＷＨＡ中普遍存在包括抑郁在内的
多重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６，７］，加之社会对这部分人群存在歧

视和冠以恶名，使得他们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方面遭遇诸

多困难［８］。有研究认为抑郁情结是以后日常生活功能下降的

危险因素［９，１０］，甚至认为长期轻微的精神抑郁可能会促成躯体

残疾并降低康复的机会［１１］。

３　治疗过程
对这２０例艾滋病恐慌症患者均采取热情、和蔼、谆谆善诱

的态度，让其尽情倾诉，做其最好的听众，得到他们最充分的信

任，然后采取个体化治疗方针，因人而异，根据每人的接触时

间、接触频率和接触人数，用科学的知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告诉患者他们目前真实的状况。有人统计，中国通过性交感染

艾滋病的次数至少每天在５次以上，让患者在思想上对通过性
行为感染艾滋病有种量化的概念，包括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窗口

期为２周至３个月，即体内检测出抗体所经过的时间（距最后一
次性接触）。来诊的这些患者，有的距接触期不足３个月，为患
者负责，或有更好的说服力，让患者满３个月后再来检测一次则
可以彻底打消其疑虑。在治疗过程中，可根据患者个体的不

同，适当的加用安慰剂，则可以取得意外的效果。

４　讨论
越来越多的性乱或性病患者中出现艾滋病恐慌症，这是自

知、觉醒表现，也是良知的发现、社会的进步。这需要我们医务

工作者不仅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更需要精湛的技术，用科学

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对待性病患者，考虑他们畏惧、羞怯

的心理，应回避询问患者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单位等敏感信息，

并表现出亲切、善良、不嫌弃、不指责等人文关怀，让其充分倾

诉衷肠，做患者的知心朋友，然后告诉患者一般日常的生活接

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包括亲吻、拥抱、握手，也不会因为一次性

接触被传染上艾滋病［１２］。目前我国感染者毕竟为极少数，且其

中绝大多数分布在静脉吸毒这种相对固定的特殊人群中。同

时，告诉患者预防艾滋病有三道不可攻破的防线，按预防系数

或等级分为Ａ、Ｂ、Ｃ：Ａ即Ａｂｓｔｉｎｅｎｃｅ禁欲；Ｂ即Ｂｅｆａｉｔｈｆｕｌ忠实；
Ｃ即Ｃｏｎｄｏｍ避孕套。即使坚持最后一套防线，艾滋病也会失去
可乘之机［１３］。

近年来，全球 ＡＩＤＳ的流行呈上升态势，其中７０％～８０％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为性传播感染［１４］。自１９８５年我国发现第一例
艾滋病感染者后，至今已有１５０８８例感染者被登记在案，其中发
病者４７７人，死亡２４０人。但据专家估计，我国的实际感染人数
已愈４０万，其数量之多，发展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
而且已有静脉吸毒感染方式向性传播转变，即通过性传播的比

例上升，这说明已有固定的吸毒特殊群体向广泛存在于社会的

性生活领域扩散，且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隐匿在正常人群中，自

己尚未知道，或尚未被人发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后果

不堪设想。据统计美国１名艾滋病感染者可传给周围密切接触
的６０个人，通过静脉注射的传染率为９５％，通过性接触，男性传
给女性的机率为１／３００，母婴垂直传播的机率为１５％～４０％。就
全球而言，每１１ｍｉｎ就有１人感染艾滋病，每年就有６００多万人
被感染。

从上述资料看出，艾滋病就像洪水猛兽，就像当年全球暴

发天花、鼠疫或霍乱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人类的灭顶

之灾，就像人类无法阻挡洪水、火山暴发一样，在艾滋病面前，

只有坐以待毙。在人类还没有研制出行之有效治疗 ＡＩＤＳ的方
法之前，不仅要让性乱者、性病患者有一些恐慌，也需要社会各

界，包括医务人员、社会心理教育学者多一些恐慌，多一些担

忧，多一些责任和义务。只有洁身自好，善待人生，艾滋病才有

望得到扼制；只有警钟常鸣，唯恐天下大乱，艾滋病才能得到有

效遏制［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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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问题及相关因
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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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前列腺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就诊的３５２例ＣＰ患者按是否合并性功能障碍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进一步按年龄、病程、ＣＰ类型、ＣＰ病情严重程度、勃起功能情况分组，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Ｓ）和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ＨＤＳ）评价患者心理状态。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ＨＡＳ评分和ＨＤＳ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１）。不同龄组、不同病程组、不同ＣＰ病情组和不同勃起功能障碍组 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 ＨＡＳ评分和
ＨＤＳ评分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不同 ＣＰ类型组患者 ＨＡＳ评分和 ＨＤＳ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结论：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存在心理问题，且与患者年龄、ＣＰ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勃
起功能有关。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勃起功能障碍；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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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中青年男性的常见
疾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 ２５岁以上男性中 ＣＰ患病率达
３５％～４０％，ＣＰ患者约占男性泌尿外科门诊就诊人数的
２５％［１］。目前，临床对 ＣＰ的病因、发病机制等还不十分明确，
但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
因素在ＣＰ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２，３］。ＣＰ除引起病人以排尿刺
激症状和膀肤生殖区不适症状外，还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机体和

精神症状，导致部分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ｓ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
旨在探讨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分析有关临床
特征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泌尿外科及男科门
诊就诊的ＣＰ患者３５２例，年龄２２～６１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
均经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前列腺按摩液常规检查确诊，符合

《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２００９）［４］制定的 ＣＰ诊断
标准；病史资料完整；对研究知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合并下尿路其他疾病；半年内有使用影响性功能

的药物；合并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脊髓损伤等可能影响性功能

的疾病；有精神障碍病史。按是否合并ＥＤ分为两组，合并ＥＤ者
为观察组，共计１４７例；不合并ＥＤ者为对照组，共计２０５例。
１２ 方法

记录患者一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ＣＰ病程；按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关于前列腺炎的诊断和分类标准将患者分为三型：

１型为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２型为慢性无菌性前列腺炎；３型
为慢性盆腔部位疼痛综合症；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ＣＰ症
状指数评分表（ＮＩＨ－ＣＰＳＩ）对患者ＣＰ病情程度进行评估，并将
患者分为三组：１～１４分为轻度，１５～２９分为中度，３０分以上为
重度。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评分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评估患者性功能，２２～２５分为勃起功能
正常，１２～２１分为轻度 ＥＤ，８～１１分为中度 ＥＤ，５～７分为重
度ＥＤ。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ＨＡＳ）和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ＨＤＳ）对患者
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ＨＡＳ的评分标准为 ７分以下者为无焦
虑；７～２０分为轻度焦虑；２１～２８分为中度焦虑；２８分以上为重
度焦虑。ＨＤＳ评分标准：８分以下为无抑郁；８～１９分为轻度抑
郁；２０～３４分为中度抑郁；３４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ｌ７０软件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ｓ）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用 ｔ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Ｓ－Ｎ－Ｋ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均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观察组 １４７ １５４６±７１１ １９７１±９０５

对照组 ２０５ １０９０±５８４ １３２８±６６３

ｔ值 　６３８４ 　７３２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年龄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关系
将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按年龄分为三组，比较组间 ＨＡＳ

评分及ＨＤＳ评分，结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
龄＜２５岁组患者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分低于年龄２５～４５岁组和
年龄＞４５岁组患者。但２５～４５岁组与＞４５岁组的患者比较，不
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年龄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２５岁 ２０ １２５４±５８１ １２７０±５１９

２５～４５岁 ７８ １６４５±７６４ ２０２１±８４３

＞４５岁 ４９ １５０７±６３２ ２１７８±６９４

Ｆ值 　４２７１ 　８８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３ 病程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关系
将ＣＰ伴 ＥＤ患者按病程分为三组，比较组间 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分差异，结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病程
越长，患者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越高。见表３。

表３　不同病程组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病程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１年 ４７ １３２７±４３６ １３０４±３８７

１年～３年 ６２ １５１１±５７２ １６８２±７５８

＞３年 ３８ １８７４±４４０ ３２５６±４７９

Ｆ值 　４９９０ 　１８５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４ ＣＰ分型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关系
将ＣＰ伴ＥＤ患者按ＣＰ类型分为三组，比较组间ＨＡＳ评分

及ＨＤＳ评分差异，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
示ＣＰ伴ＥＤ患者心理状态与ＣＰ类型无明显相关。见表４。

表４　不同ＣＰ类型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ＣＰ类型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１型 ２３ １４８８±４０５ ２０１３±５２２

２型 ９０ １５５９±５１６ １９７４±７３４

３型 ３４ １５５１±６８２ １９３５±６１８

Ｆ值 　１４７６ 　１０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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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ＣＰ病情严重程度与 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
关系

　　比较不同病情组ＣＰ伴ＥＤ患者 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分，结
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ＣＰ病情越严重，患者
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越高。见表５。

表５　不同病情组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ＣＰ病情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轻度 ３４ １１４４±３８２ １４６１±４７９

中度 ７８ １５０７±４２０ １８２６±５９２

重度 ３５ ２０２３±４７６ ２７９０±６８５

Ｆ值 　９００４ 　１２２４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６ 性功能与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的关系
比较不同勃起功能组 ＣＰ伴 ＥＤ患者 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

分，结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ＥＤ程度越严重，
患者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越高。见表６。

表６　不同性功能组ＣＰ伴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ＥＤ程度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轻度 ８３ １２２３±４９７ １５２７±４０２

中度 ４１ １４７０±５１６ ２０６６±５５８

重度 ２３ ２８４７±６１４ ３４０４±６３９

Ｆ值 　１３７２８ 　１８０１４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临床研究已经证实 ＣＰ患者中的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显著

高于正常人，主要与ＣＰ患者体内激素水平、免疫功能的变化，
躯体症状及ＣＰ病程长、久治不愈等综合因素有关［５，６］。而且心

理因素在ＣＰ的发病及转归中所起的作用，已成为ＣＰ诊治过程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则显示，伴有性功能障碍

的ＣＰ患者ＨＡＳ评分和ＨＤＳ评分均显著高于无性功能障碍的
ＣＰ患者，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伴有性功能障碍的ＣＰ
患者心理问题更加突出。

有研究显示约５０％的ＣＰ患者是以性功能障碍为首次就诊
症状，如果把不同程度的性欲下降、ＥＤ及射精障碍均列入统
计，８１％ＣＰ患者均存在性功能障碍［７］，性功能障碍是 ＣＰ患者
常见且严重的问题。ＣＰ患者合并性功能障碍的主要机制可能
有：炎症细胞浸润，局部充血，腺体萎缩，影响阴茎勃起［８］；前列

腺炎致体内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松弛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等激素水平紊乱，从而影响性功能［９］；ＣＰ长期存在反射地引起
大脑皮层功能紊乱，对神经系统的稳定和情绪的调节起负面影

响［１０］；此外ＣＰ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精神因素对性功能障碍
也具有重要影响因素［１１，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病程、ＣＰ病情严重程度和 ＥＤ
程度患者间的患者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以
年龄分组显示，年龄＜２５岁患者 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分最低，可
能与患者病程较短、承受病痛折磨少、社会负担小等有关。随

着年龄增大、病程延长、病情迁延、社会压力、性生活需求高等

影响，心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按 ＣＰ病程分组，病程越长，患
者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越高，除了疾病造成的躯体症状外，因
对治愈逐渐丧失信心、心理负担也越加严重，郭晓宇［１３］、江山

等［１４］研究也发现 ＣＰ的病程与心理障碍程度有关。ＮＩＨ
"

ＣＰＳＩ是临床评价ＣＰ患者病情的重要工具，本研究显示 ＣＰ患
者病情越严重，其 ＨＡＳ评分及 ＨＤＳ评分越高，心理问题越严
重，可能主要为疾病对患者造成躯体痛苦和对生活质量影响所

致。采用ＩＩＥＦ－５调查结果则显示 ＣＰ患者 ＥＤ程度与患者心
理状态关系密切，ＥＤ程度越重，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更严重。
二者可能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综上所述，ＣＰ伴有性功能障碍患者存在明显心理问题，且
年龄越大、病程越长、ＣＰ病情和ＥＤ程度越严重，患者心理问题
也越明显。因此在ＣＰ临床诊断时除重视患者躯体症状和实验
室指标，还应评估患者心理精神状态。在治疗过程中除常规药

物应用外，还应加强心理疏导和针对心理问题的治疗，以提高

临床疗效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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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比较暴力发生率的性别差异，分析影响亲密伴侣暴力发
生的社会心理因素。方法：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选取７个地区，运用自编人口学资料和中文修订版
冲突策略量表简版（ＣＴＳ－２ｓ）量表，共调查２５６７名处于或曾经处于亲密伴侣中被试。结果：亲密伴侣暴力的
总发生率为５０．８８％；男对女的暴力与女对男的暴力发生率相当，多数为互相施暴，但性强迫维度，男对女的
暴力高于女对男。协商、年龄、婚姻满意度是亲密伴侣暴力的保护性因素；现居地、男性收入比重、儿子女儿

数量、工作状况、家庭收入、经济压力、吸烟数量、男性精神疾病、男性父母暴力都与亲密伴侣发生有关。

结论：亲密伴侣暴力的总发生率没有性别差异，且多数为互相施暴。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是各种心理社会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年龄、协商、婚姻满意度是家庭暴力的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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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亲密伴侣暴力（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ＰＶ）是指现在或曾
经处于婚姻或亲密伴侣的伴侣之间发生的躯体攻击或威胁、性

强迫、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１］。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更具有攻

击性还是女性更具有攻击性，女性施暴的发生率是否与男性相

同，自Ｓｔｒａｕｅ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女性同男性一样也会对伴
侣施暴的观点至今［２］，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和争论。

女权主义研究者认为在异性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是施暴

者，女性是受害者。他们基于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父权制是家庭

暴力产生的根源［３］。这类研究的研究对象通常为庇护所、妇女

求助机构、医院就诊妇女、监狱等机构的受暴妇女。研究结果

一般表明有９０％以上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４］。而以

Ｓｔｒａｕｅ为代表家庭冲突的研究者运用家庭冲突策略量表（ＣＴＳ）
或类似测评工具，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施暴与女性施暴的

发生率相当，甚至某些研究得出女性施暴率高于男性［５］。这些

研究一般以社区已婚、同居和高中、大学约会情侣为研究对象。

另外，有研究指出，尽管女性也会对男性施暴，但男性的躯体侵

犯更容易造成伤害［６］。其次，有研究表明，研究结果也受反应

偏差和社会赞许度的影响［７］。

虽然国外关于亲密伴侣间性别差异探讨的研究很多，但国

内研究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仅有一篇２００６年胡俊林的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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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其研究对象也仅限于兰州一个市，没有做全国大样本

的研究。本研究对全国７省市共２５６７名处于或曾经处于亲密
伴侣中的被试运用简版冲突策略量表（ＣＴＳ－２）调查亲密伴侣暴
力的发生率，并比较暴力发生率的性别差异。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男性施暴、女性施暴与互相施暴的影响因素。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东中西地区分布的原则，在全国６个省市抽样７个地
区，即东部（北京、河北、山东），中部（内蒙２地、湖南），西部（陕
西）。这７个地区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中等城市、县乡及农
村。被试对象的选取条件为：处在或曾经处在异性亲密伴侣

（婚姻、同居）中，愿意参加本调查的男性和女性。共发放问卷

２７００份，收回问卷２６４８份，有效问卷２５６７份，有效率９６９％。
其中男性１２１３人（４７３％），年龄 １６～９０岁，平均年龄 ４２

岁，主要集中于２２～５０岁。女性１３５４人（５２７％），年龄１７～８７
岁，平均年龄４１岁，主要集中于 ２２～４８岁。城镇居民 １３７８人
（５３５％），农村居民１１８９人（４６５％），男女在居住地分布方面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个人受教育程度：３８２％的男性为初
中及初中以下，高中或职高占２４７％，大学及大学以上３７１％；
４３７％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高中或职高占
１９６％％，大学及大学以上３６８％。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使用自陈式家庭关系现状调查问卷，包括自
行编制的人口学资料，中文修订版冲突策略量表简版（ＣＴＳ－
２ｓ）［８］。

冲突策略量表（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ａｃｔｉｃｓＳｃａｌｅ，ＣＴＳ）以冲突理论
为基础，认为家庭暴力是处理冲突的一种策略。其从协商、心

理攻击、躯体暴力、性强迫和伤害５个方面评估家庭暴力，简版
量表共１０个条目２０个题目，主要评估过去１２个月的受虐和施
暴情况，同时考察一年前的情况。采用０～７的８级计分法：０为
未发生过；１～６为过去一年内发生的频次，分别代表１次、２次、
３～５次、６～１０次、１１～２０次，２０次以上；７为过去一年中未发生，
但曾经发生过。除０项外，任何一项为阳性即为亲密伴侣暴力
受虐或施暴。本研究采用的是经崔轶修订过的中文简版冲突

策略量表测量，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７５。各维度的重测信度
在０８０８～１０００之间。各题目的内容效度在０３５２～０９１６。
１２２　统计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数据以［ｎ（％）］形式表示。使用 χ２检验比较各种暴力发生率
的性别差异，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仅男对女暴力、仅女对男暴
力、互相暴力的影响因素。

２　结果
２１　亲密伴侣暴力的性别差异比较

本研究中亲密伴侣暴力的总发生率为 ５０８８％，年内发生
率为４９５５％。其中躯体攻击的发生率为 ２７９％，年内发生率
为２４８％；心理侵犯的发生率为４４４％，年内发生率为４１０％；
性暴力的发生率为１１７％，年内发生率为１０２％。

统计发现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发生率为４２３％，年内发生率
为３９０％；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发生率为 ４２９％，年内发生率为
３９９％。冲突策略量表各维度的男对女以及女对男的发生率见
表１。

表１　冲突策略量表（ＣＴＳ－２）各维度性别差异

协商 心理侵犯 伤害 躯体攻击 性暴力

男对女 １８８９（７３６）９４２（３６７） ４００（１５６） ５５９（２１８）２５４（９９）

女对男 １９０７（７４３）９５０（３７０） ３９８（１５５） ５８３（２２７）１９０（７４）

将暴力分为仅男对女的暴力、仅女对男的暴力以及互相施

暴，得出，仅男对女的暴力发生率为７０％（年内发生率６５％），
仅女对男的暴力发生率为７５％（年内发生率７２％），互相施暴
的发生率为３５３％（年内发生率３２９％）。各维度的发生率见
表２。

表２　冲突策略量表（ＣＴＳ－２）各维度三种暴力发生率

协商 心理侵犯 伤害 躯体攻击 性暴力

男对女 １００（３９） １９０（７４） ８４（３３） １２６（４９） １０８（４２）

女对男 １１８（４６） １９８（７７） ８２（３２） １４８（５８） ４４（１７）

互相 １７８９（６９７） ７５２（２９３）３１６（１２３） ４３４（１６９） １４６（５７）

２２　亲密伴侣暴力的影响因素
分别以仅男性对女性的躯体攻击、仅女性对男性的躯体攻

击、互相的躯体攻击为因变量，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状况等为

自变量，做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见表３。对于仅男性施暴，仅有男
性收入比重、儿子数量、男性父母暴力史、协商４个因素进入了
方程。其中，协商是一个显著地保护因素。协商是冲突策略量

表的因子之一，主要指的是当亲密伴侣双方发生争执或分歧

时，能够去尊重对方并说明自己的看法。对于仅女性施暴，工

作状况、经济压力、儿子数量、协商４个因素进入方程。儿子数
量与协商对于此种暴力都是保护性因素。

对于互相施暴，年龄、现居地、工作状况、家庭收入、男性收

入比重、经济压力、婚恋满意度、儿子女儿数量、吸烟数量、男性

精神疾病、男性父母暴力以及协商都进入了方程。年龄的增

加、协商、婚恋满意度是保护因素。

３　讨论
３１　亲密伴侣暴力的性别差异比较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暴力类型中，心理侵犯发生

率最高，躯体攻击次之，其次为性暴力，这与以往郭素芳等［９］研

究结果类似。另外，男性会对女性施暴，同时女性也会对男性

施暴，且暴力的总发生率及心理侵犯、躯体攻击的发生率上男

女相当。不过，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发生率高于女对男（９９％
ｖｓ７４％），这与Ｓａｒａｈ等［１０］的研究结果类似。

亲密伴侣暴力中大部分是互相暴力，且单向暴力中除性暴

力外，男对女的暴力发生率与女对男相当，这与以往 Ｄａｎｉｅｌ等
［１１］的研究结果类似。另外，在伤害维度，有研究指出虽然男性

与女性的施暴率相当，但女性更容易在暴力中受到伤害［６］，但

本研究的结果却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笔者分析可能是由于

ＣＴＳ量表的局限性造成的，量表只能测量较小的伤害，而对于一
些比较严重的伤害，则体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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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三种类型暴力的影响因素

仅男性施暴

ＯＲ
仅女性施暴

ＯＲ
互相暴力

ＯＲ

年龄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３

现居地

　城镇 ０７２３ １６８４ １４４４

　农村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工作状况

　无工作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无固定工作 １６３０ ０５６５ ３００３

　有固定工作 １５１１ ０３５４ ２３８３

　已退休 ０７４５ ０２２７ ２０５２

家庭收入

　５００元及以下
'

月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５０１～１５００元
'

月 １９２３ １６３９ ０６７４

　１５０１～３０００元／月 ２１０５ １５３６ ０４０２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月 ２５５７ １９１０ ０２６５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月 １５８６ １８８３ ０２８２

　１０００１元及以上／月 ０７４１ ４２８７ ０３４２

　不知道 ５１５８ １８５７ ０２２７

男性收入比重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３

经济压力

　没有压力 ０７５２ ０４３６ ０９１６

　略有压力 ０８２８ ０４４４ １８３６

　压力很大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婚恋满意度

　满意 ０４６２ ０６９４ ０３８１

　一般 ０８２８ ０４４４ ０５６２

　不满意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儿子数量 １３６７ ０６６６ １４１０

女儿数量 １１０１ ０８６０ １２１２

吸烟数量 １００８ ０９８０ １０２１

男精神疾病

　否 ０４０５ １４０４ ０３１６

　是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男父母暴力

　无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偶尔 １３７０ ０７９４ １７７７

　经常 ３７６４ ０３１４ ０６３９

　不清楚 ２０９６ １３６５ ０７５０

协商

　无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０ ０６７２

　有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常数项 －２２８４６ －２１１３５ －１７９４６

对数似然数 ７３２３０６ ８１８２８１ １６７３８０８

ＨＬ卡方检验
５０７１

（Ｐ＝０７５）
９２７２

（Ｐ＝０３２）
８８４１

（Ｐ＝０３６）

　　注：为Ｐ＜００５

３２　亲密伴侣暴力的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中并没有把 ＣＴＳ的协商维度纳入对躯体攻击的

影响因素考虑。本研究中，不论是对于仅男性施暴、仅女性施

暴以及互相施暴的暴力，协商都是保护因素。在亲密伴侣中协

商是很重要的，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以及减少暴力的发生。另

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暴力的发生率会下降，这在 Ｓａｒａｈ等［１０］的

研究以及胡俊琳［１２］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其次，对婚姻越满意

发生家庭暴力的几率越低。

关于孩子对亲密伴侣暴力的影响，在 Ｓａｒａｈ等［１０］的研究中

指出家中有０～１４岁的儿童时，暴力发生率较高。本研究中并
没有仔细划分儿童的年龄，但将儿童分为了女儿和儿子，发现

在孩子数量尤其是男孩的数量越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几率就越

大。孩子对于家庭及夫妻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压力源，胡佩诚［１３］

的研究也表明，家庭暴力的发生原因中，孩子教养是三大原因

之一。

对于仅男性施暴，还有男性收入比重以及男性父母暴力史

进入了方程。男性收入比重越高越容易发生仅男对女的躯体

攻击。这与胡俊琳［１２］的研究不同，其研究指出女性收入显著高

于男性是仅男性动手的危险因素。父母经常暴力的男性比父

母无暴力史的男性更容易发生此种暴力，证明亲密伴侣暴力确

实会代际传递。

对于仅女性施暴，有固定工作和已退休的个体比无工作的

个体发生仅女性施暴的概率低。没有压力与略有压力的个体

比压力很大的个体更不易发生仅女性的施暴。这与胡俊琳［１２］

的研究类似，其研究指出，家庭面临严重经济压力是仅女性动

手的危险因素之一。

对于互相施暴，居住于城镇的居民比乡村的发生率高，笔

者认为，原因可能是乡村居民比起城镇居民更不愿意汇报其暴

力经历，因此，并不能得出城镇居民更容易发生暴力的结论。

另外，与 Ｓａｒａｈ等［１０］的研究相似，低收入的家庭比高收入的家

庭更容易发生躯体暴力。其次，吸烟和男性的精神疾病史也对

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有影响，Ｇａｓｓ等［１４］的研究也指出早发或成

年后的精神疾病是男性施暴的影响因素之一。

４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中对于影响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的因素所纳有限，未

能全面考察影响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的因素。另外，本研究仅为

问卷调查，对于家庭暴力中发生暴力时，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

挑起暴力，女性或男性的暴力是自发的还是出自自卫等都不能

考察到，可以考虑做质性或观察性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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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之相关生活、态度和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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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的女性之相关生活、态度和认知，从当事人角度
了解该群体面对的挑战。方法：主要依托固定性伴是ＭＳＭ的女性所创办的同妻网站进行动员，调查对象限
定为其固定性伴是ＭＳＭ的在婚、已离异或尚未结婚的女性。针对不同亚人群共设计出三套问卷。数据收
集通过互联网调查软件“问卷星”进行。结果：有效样本１４４例，在婚组１００人，离异组３３人，未婚组１１人。
与ＭＳＭ固定性伴在经济上是“ＡＡ制”者约３／５。有婚史者认为ＭＳＭ结婚的最重要原因是亲长要求，用婚姻
来证明其“正常”。在知道（对方是 ＭＳＭ）真相前，ＭＳＭ对固定性伴仅１／４有过主动亲吻行为，性交时３／１０
喜欢爱抚女性乳房。有婚史者中多数人通过ＭＳＭ的移动互联网活动发现真相，约１／６直接发现 ＭＳＭ与其
他男性的性交往；结婚３年后才知道真相者约２／５，在女方说出真相时，对方承认者不足３／１０，ＭＳＭ婚后主
动说出真相者不足１／１１。知道真相后她们几乎都曾试图尽多了解 ＭＳＭ固定性伴，少数人甚至雇用私家侦
探。在婚组中与ＭＳＭ有子女者３／４，已分居者约１／４；尚未离异的最重要原因首先是顾忌到子女和财产分
配，认为自己生活（较）幸福者仅１／１２。离异组中女方提出离异者９／１０，通过法院离婚近１／１０；女方“净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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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或仅得到很少财产者占３／５；离异前的最大顾虑是对子女、自己和亲长的影响；离异的最重要原因是认为
自己有权利寻找幸福婚姻和夫妻性生活严重不和谐。有婚史者在婚期间有过婚外性伴者３／１０，其原因首先
是解决性饥渴，恢复自信心和宣泄对 ＭＳＭ固定性伴的不满。该女性群体在为性伴侣状况苦恼时普遍得到
过帮助，但最重要的帮助者通常是互联网上的“同妻”、亲人和女友，她们希望获得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和艾

滋病性病专家帮助。她们中知道同性爱是正常现象者仅１／３；有婚史者中对与ＭＳＭ结婚仅３％不后悔，约９／
１０反对ＭＳＭ与女性结婚，普遍认为若提前知道真相则不会与ＭＳＭ结婚，ＭＳＭ隐瞒真相结婚是对女性权益
的重大伤害；认为与ＭＳＭ结婚未对自己造成重大伤害者仅１／１２，认为应同情ＭＳＭ者仅１／９。她们普遍认为
我国有关性向的性科学教育严重不足，应加强这一教育。她们认为 ＭＳＭ权益得到保障有助于 ＭＳＭ不结婚
者占２／３，认为同性婚姻应合法化者约１／２，认为应有法律保护“同妻”权益者超过９／１０。大多数女性对其固
定性伴给予明显负面评价。结论：性别歧视和对性向现象的不知情，使固定性伴是 ＭＳＭ的女性的婚恋生活
存在重大问题，有必要积极促进有关性别和性向平等的教育，并通过实施相关政策和立法保障女性权利。

【关键词】　固定性伴；女性；生活；态度；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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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ｏｗｏｍ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ＭＳＭｍａｒｒ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ｗｏｍ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ｅｌ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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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ｉｎｄｉｎｇｔｏ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ｉｓｓｕ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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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Ｆｅｍａｌｅ；Ｌｉｆ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Ｒｉｇｈｔ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
ＭＳＭ）的女性，即ＭＳＭ的固定女性性伴侣，包括三个亚群：（１）
与ＭＳＭ处于婚姻存续期内并有（过）性交行为的女性；（２）曾与
ＭＳＭ结婚且当时有性交行为的离异女性；（３）与ＭＳＭ有性交行
为并可能结婚的未婚女性。中国社会对这类女性通称同妻，各

亚群分别称在婚同妻、前同妻（离异同妻）和准同妻（同女友）。

ＭＳＭ一词见于艾滋病流行后的艾滋病和性病防控界文献［１］，包

括 ４个亚群，男同性爱者及男双性爱者、男跨性别者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向男性或女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性
工作者。从人口数值考虑，ＭＳＭ通常泛指男同及双性爱者（以
下统称男同）。

据估测，我国与男同在婚和可能结婚的女性多达１４００万人
以上。张北川等已有专文介绍研究此种女性的初衷、本项科研

的方法、该组女性与艾滋病和性病传播有关的性行为及感染状

况和心理健康问题等，并进行了初步论证。本项调查的内容主

要根据本文第一作者１０余年间接受该女性群体的求咨问题设
计。对已报告的内容，除个别外，本文不再重复。本文关注该

女性群体的相关生活、与婚恋有关的重大经历、态度和认知。

现将描述性结果报告如下。

方法：主要依托“同妻家园”网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进行调
查。调查对象均具备三个条件：（１）有（曾有）固定男性性伴（包
括丈夫、前夫及有性关系的恋爱对象）的女性；（２）确认该固定
男性伴和其他男子有性关系；（３）调查开始 １月前已在该网站
注册。对三个亚群采用三种问卷（与性有关的主要问题相同），

主要问卷约含２１０个问题。调查对象采用一对一方式招募；对
所有调查对象发放由软件自动生成的密匙；调查采用软件“问

卷星”，在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６月进行。
结果：回收问卷 １４７份。有效问卷 １４４份，含在婚组 １００

份，离异组３３份，未婚组１１份。统计数据凡未写明组别时（样
本未分组），为三组亚人群均有参与。

１　基本情况
年龄（ｎ＝１４２）：２２～５８岁，平均（３２８±６４）岁，中位数 ３１

岁。与ＭＳＭ结婚时自己（ｎ＝１３２，不含未婚组）：平均年龄２６０
±３３（２０～３６）岁，中位数２６岁。与 ＭＳＭ恋爱至结婚（ｎ＝１３２，
不含未婚组）：１年内 ６０６％（８０），１～３年 ２７３％（３６），超过 ３
年１２１％（１６）。户籍（ｎ＝１４４）：城市７９２％（１１４），农村２０８％
（３０）；居住地（ｎ＝１４４）：一、二线城市 ３８９％（５６），三线城市
２７８％（４０），小城市（含县城）２３６％（３４），乡镇和农村 ９７％
（１４）。民族（ｎ＝１４３）：汉族９５１％（１３６），少数民族４９％（７）。
受教育程度（ｎ＝１４４）：初中及以下 ８３％（１２），高中及中专

１７４％（２５），大学（含大专）及以上 ７４３％（１０７）。月收入（ｎ＝
１４３）：无收入５６％（８），少于１０００元２８％（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２３８％（３４），多于 ２０００元 ６７８％（９７）。信仰（ｎ＝１４３）：佛教
１６８％（２４），天主教或基督教 ４９％（７），其它宗教信仰 ０７％
（１），无宗信仰７７６％（１１１）。党派（ｎ＝１４２）：中共１７６％（２５），
民主党派０７％（１），无党派８１７％（１１６）。性向（ｎ＝１４３）：异性
爱９７９％（１４０），双性爱 ０％（０），同性爱 ０７％（１），说不清
１４％（２）。对自己性向（ｎ＝１４２）：从未怀疑过９５１％（１３５），怀
疑过４２％（６），曾尝试改变０７％（１）。
２ 与ＭＳＭ的共同生活
２１　ＭＳＭ（对方）的人口学状况等

与自己有固定性关系的 ＭＳＭ的性向是（ｎ＝１４２）：同性爱
６７６％（９６），双性爱 １６９％（２４），跨性别者 ０％（０），说不清
１５５％（２２）。

结婚时ＭＳＭ（ｎ＝１３２，不含未婚组）：２１～４２岁，平均年龄
（２８４±３８）岁，中位数２８岁。ＭＳＭ是（ｎ＝１３２，不含未婚组）：
初婚９７７％（１２９），再婚 ２３％（３）。ＭＳＭ的户籍（ｎ＝１４４）：城
市７７１％（１１１），农村２２９％（３３）；受教育程度（ｎ＝１４４）：初中
及以下１０４％（１５），高中及中专２０１％（２９），大学（含大专）及
以上６９５％（１００）；月收入（ｎ＝１４２）：无收入 １４％（２），少于
１０００元 ２８％（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１４１％（２０），多于 ２０００元
８１７％（１１６）。自己和 ＭＳＭ的收入（ｎ＝１４３）：各自独立管
５８７％（８４），主要自己管２３８％（３４），ＭＳＭ部分收入给自己管
１０５％（１５），主要ＭＳＭ管７０％（１０）。

ＭＳＭ和自己结婚的原因（ｎ＝１３０，不含未婚组）：为了使他
父母满意６９２％（９０），想用结婚证明他“正常”５９２％（７７），为
了有他的子女５６２％（７３），为了向社会交待４６９％（６１），因为
自己喜欢他 １４６％（１９），说不清 ５４％（７）。部分人添加解释
１２３％（１６），包括：结婚时我们是相爱的；那时我们很相爱，他不
知道自己是这种人；他爱我；为了钱；当时我们７０后就是到年龄
结婚，谈对象很少；结婚时他不了解自己的性向；他说他也很迷

茫；他当时确实也喜欢我；他看上我的清纯简单；看中我娘家有

钱，想借我娘家的钱拯救他贫穷的家；那时他不太了解和理解

自己；我各方面比较优秀，能够增加他的社会地位；等。最重要

原因（ｎ＝１１７，不含未婚组）：为了使他父母满意３０８％（３６），想
用结婚证明他“正常”２３１％（２７），为了向社会交待 １４５％
（１７），为了有他的子女 １３７％（１６），因为自己喜欢他 ６８％
（８），说不清３４％（４）。部分人添加解释７７％（９），包括：他想
靠我父母的社会关系达到他的目的；我们有感情；等。

自己与 ＭＳＭ有子女（ｎ＝１３３，不含未婚组）：是 ７１４％



·１０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２３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２３Ｎｏ．９

（９５），否２８６％（３８）。
２２ 关于对方是ＭＳＭ的真相
２２１ 知道真相前与ＭＳＭ间的亲昵行为

ＭＳＭ与自己性交时接吻（ｎ＝１３３）：每次都有１６５％（２２），
偶尔有４０６％（５４），从不接吻 ４２９％（５７）。ＭＳＭ接吻时（ｎ＝
１２３）：主动 ２４４％（３０），被动但能接吻 ４０７％（５０），很厌恶
３５０％（４３）。ＭＳＭ性交时对女性乳房（ｎ＝１３３）：喜欢抚摸
２９３％（３９），偶尔抚摸３３８％（４５），几乎不抚摸２３３％（３１），从
不抚摸１３５％（１８）。

ＭＳＭ性交时对女性的其它行为（ｎ＝１３０）：喜欢抚摸其它部
位２３８％（３１），偶尔抚摸其它部位３７７％（４９），几乎从不主动
抚摸３８５％（５０）。
２２２ 真相的发现和交流

自己知道真相的途径（ｎ＝１２４，不含未婚组）：通过他的互
联网交流（如 ＱＱ、电邮等）６５３％（８１），通过他的短信或电话
４３５％（５４），直接发现他和其他ＭＳＭ的特殊交往或发生性关系
１５３％（１９），其它５６％（７）。部分人添加解释 ２１８％（２７），包
括：文字记录（６）他写的同性日记；他的日记和浏览的网页（２）；
他写的文章；写给男人的情书一类的信件；初中时的日记。性

冷漠（４）：不过性生活；他用他的所谓的病拒绝和我同房；态度
冷漠，婚后不能有接触；性无能。看男同电影（２）：他电脑里全
都是男同Ａ片；看男同电影。主动承认（２）：他自己说他是同
志；坦白。其它（６）：他勾引我父亲，我父亲比他大１５岁；跟踪，
四年几乎无性，想搞个水落石出；他和新认识的某个朋友的接

触让我感觉不寻常；我们婚后没有正常的性交方式，他只跟我

有过肛交行为，我才开始怀疑他；他给我传染尖锐湿疣；有洁

癖，用性器具。复合原因（７）：有陌生男人常打电话并有关注男
同网甚至有与陌生男人网聊的往事；天天看男同电影和男人裸

照，对女人没兴趣；他的诡秘行为让我留意后发现；发现家里的

一些光盘、衣服、工具等；身边的所谓朋友都是小男孩，对我漠

不关心；信件，行为（化妆），习惯；等。

知道真相的时间和ＭＳＭ的态度（ｎ＝１１８，不含未婚组）：自
己婚后发现，他承认５０％（５９），自己婚后发现但他至今不承认
３３９０％（４０），他婚后主动说出８５％（１０），离异后自己才知道
但他仍不承认４２％（５），婚前他告诉自己２５％（３），自己婚前
发现０９％（１）。

婚后知道真相者知道的时间是结婚后（ｎ＝１１８，不含未婚
组）：１年内３８１４％（４５），１～３年 １９４９％（２３），＞３年 ４２３７％
（５０）。

知道并明确真相后，自己向他说出时他（ｎ＝１０３，不含未婚
组）：承认２８１６％（２９），默认 １６５０％（１７），反复不定（先承认
后来否认或相反等）２０３９％（２１），一直否认３４９５％（３６）。

对他是ＭＳＭ的原因（ｎ＝１３９）：想知道５１８％（７２），不想知
道１０８％（１５），认为不重要２０９％（２９），说不清１６５％（２３）。

对他是ＭＳＭ一事和他（ｎ＝１３６）：多次谈过３９７％（５４），偶
尔谈过３６０％（４９），从未谈过２４３％（３３）。从未交流者中自己
对此事（ｎ＝３１）：想和他交流３５５％（１１），不想和他交流１２９％
（４），觉得谈不谈差不多５１６％（１６）。

知道真相后自己（ｎ＝１３６）：上网找男同或男同论坛了解过
他们的情况８０９％（１１０），常偷看他的电话或短信５８１％（７９），
与他的男同朋友ＱＱ或ＭＳＮ聊天３６０％（４９），给他的男同朋友
打过电话 ２９４％（４０），与他的男同朋友见面谈过话 １０３％

（１４），找私家侦探深入了解过真相５９％（８）。部分人添加解释
３７％（５），包括：跟我的女性朋友聊过我的困惑；我知道他是男
同是在好几年前，找到相关的书籍看过后，下定决心离婚；我主

要通过心理咨询和学习来解决问题；了解其他“同妻”的状况和

我的对比；找同妻网站寻求帮助。

听自己讲过生活真相的人有（ｎ＝１３６）：互联网上的其他
“同妻”６０３％（８２），身边的女性朋友 ４４１％（６０），自己父母
４２６％（５８），自己的其他亲属 ３０１％（４１），互联网的其他男同
２２１％（３０），他的父母２５０％（３４），他的其他亲属１２５％（１７），
没有和周围任何人说９６％（１３）。部分人添加解释６６％（９），
包括：网上不认识的人；最亲近的网友；只给心理专家讲过；极

少的好友，他的一个，我的不在身边的两个；跟家里人只说是无

性婚姻；同学；自己相信的网友；要好的ＱＱ网友；心理专家。没
有向周围任何人说出者的１３人中１人：至今没有与任何人讲，
因为他威胁我，如果说出真相，他就杀了我和女儿，我认为同志

不仅是生理上的问题，还有更多。

与ＭＳＭ是固定伴侣期间他对自己（ｎ＝１２８）：长期冷淡
７４２％（９５），辱骂过３０５％（３９），打过２１９％（２８），长期很体贴
２８９％（３７）。被辱骂和／或打者总计 ３４４％（４４），被又打又骂
者１８０％（２３）。曾被殴打者被打次数（ｎ＝２８）：不止一次被打
９６４％（２７），仅一次被打３６％（１）。
３　在婚者状况

有子女者自己和丈夫两人的收入（ｎ＝７７）：基本各自独立
管理４９４％（３８），主要由自己管理３２５％（２５），他把他的部分
收入给我管理９０％（７），主要由他管理９０％（７）。

有子女者如果将来离异，希望子女（ｎ＝７５）：自己抚养
７７３％（５８），他抚养１０７％（８），说不清 １２０％（９）。在婚无子
女者仍想和ＭＳＭ生育子女（ｎ＝２０）：是２５％（５），否４５％（９），说
不清３０％（６）。

目前和他的关系（ｎ＝９８）：同床睡觉５４１％（５３），不分居但
不同床睡１８４％（１８），分居２７６％（２７）。

自己未离异原因（ｎ＝９７）：为了子女７０１％（６８）；对双方父
母影响不好４６４％（４５）；财产问题３８１％（３７）；怕周围人说闲
话３５１％（３４）；仍爱对方２９９％（２９）；对方除性方面表现不好，
其它方面好，担心离婚后找不到更好的男人２４７％（２４）；经济
需依靠对方１３４％（１３）；怕对方不能独立生活８２％（８）；对方
性方面还不错７２％（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需对方照顾２１％
（２）。部分人添加解释１９６％（１９），包括：一直异地分居，他一
年才回来几次；我因被传染上较严重的尖锐湿疣，生病正在治

疗；他是癌症患者，癌症早期，手术后已痊愈；他对我无缘无故

的伤害，我已经想离婚，就是担心孩子的成长和对未来经济有

顾虑；我年龄大了，想要孩子，离婚再婚需要很长时间，怕把生

孩子的时间错过了；刚发现，思绪比较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没

准备好；已提交离婚协议，他拖；担心父母承受不了刺激；他死

活不离，基本改了；他已经染上艾滋了，我不能做雪上加霜的

事；不愿意再折腾；他对家庭和孩子都好；男人只是个伴侣，我

现在已不在乎性，只要他对孩子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老

了有个伴就够了；我想要个孩子，我们能成为一对好父母；居港

权；等。最重要原因（ｎ＝８９，在婚组）：为了子女４６１％（４１）；财
产问题１２４％（１１）；他除了性方面表现不好，其它方面好，担心
离婚后找不到更好的男人 １１２％（１０）；自己仍爱对方 ７９％
（７）；怕周围人说闲话 ６７％（６）；对双方父母影响不好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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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经济需依靠对方 １１％（１）；自己身体不好，需对方照顾
１１％（１）。部分人添加解释７９％（７），包括：没准备好；他是癌
症患者；我想要孩子，觉得我们能成为好的父母；等。

自己目前的生活（ｎ＝９８）：很幸福或比较幸福８２％（８），还可
以２４５％（２４），很不幸福４８０％（４７），说不清１９４％（１９）。
４　离异者状况

离异是（ｎ＝３３）：自己先提出 ９０９％（３０），对方先提出
９１％（３）。离异是（ｎ＝３２）：两方协商和平分手９０６％（２９），经
法院判决９４％（３）。离异时（ｎ＝３３）：自己“净身出户”３６４％
（１２），自己只得到很少财产２４２％（８），自己得到家中一半财产
２４２％（８），自己得到家中的多数财产 ６１％（２），对方“净身出
户”９１％（３）。

有子女者的子女（ｎ＝１７）：自己抚养，对方能按时给抚养费
５８８％（１０）；自己抚养，对方不能按时给子女抚养费 １７６％
（３）；对方抚养，不向自己要抚养费１１８％（２）；对方抚养，自己
按时给对方抚养费１１８％（２）。

与ＭＳＭ有一个子女者（ｎ＝１６）：子女现在平均１～２４岁，平
均（１０２±７１）岁，中位数 ８５岁。另有 １人与 ＭＳＭ有两个
子女。

自己离异的原因（ｎ＝３３）：两人性生活严重不和谐 ５７６％
（１９），对方经济上不能较好承担家庭责任２７３％（９），怕传染上
疾病２４２％（８），自己有权利寻找幸福婚姻２１２％（７），不愿让
子女生活在“畸形家庭”１８２％（６），对方不断出去和男人“搞”
１５２％（５），对方打自己 １２１％（４）。部分人添加解释 ６１％
（２），包括：我需要爱；不想要没有自尊没有爱的生活，继续生活
对我是种耻辱。最重要原因（ｎ＝３０）：自己有权利寻找幸福婚
姻４３３％（１３），两人性生活严重不和谐１３３％（４），不愿让子女
生活在“畸形家庭”６７％（２），对方打自己３３％（１），对方经济
上不能较好承担家庭责任３３％（１），怕传染上疾病３３％（１）。
部分人添加解释２６７％（８），包括：双方根本没有交流；继续生
活对我而言是种耻辱，我不想没有尊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

苦；他对我实施冷暴力；他是这样的情况，我和孩子在他父母家

生活；他永远不会对我有爱情；我对于感情有比较高的追求和

想法；我总是很悲伤，家庭气氛非常不和谐，爱哭。

离异前自己的最大顾虑是（ｎ＝３３）：对子女影响不好
４５５％（１５）；自己在外界的影响不好２７３％（９）；对父母影响不
好１５２％（５）；对对方父母影响不好 ３０％（１）。其它 ９１％
（３），包括：对双方影响都不好，也放不下对他的感情；（认为）离
婚的人都没有责任感；最大的顾虑是他不同意离婚，想拖死我。

和前夫目前的关系（ｎ＝３３）：类似陌生人４５５％（１５），类似
仇人２４２％（８），类似朋友９１％（３），说不清２１２％（７）。

和ＭＳＭ的婚姻对自己性态度的影响是（ｎ＝３０）：对性关系
更谨慎了４３３％（１３），对性关系“开放”了３６７％（１１），变化不
大２０％（６）。

离异后性生活情况（ｎ＝３３）：一直没有性生活５４５％（１８），
和一个男子有（过）性生活 ３６４％（１２），和不止一个男子有
（过）性生活９１％（３）。

目前的生活状态（ｎ＝３３）：独身，没有同其他男子建立性关
系６０６％（２０）；独身，与其他男子恋爱中 ３０３％（１０）；已再婚
９１％（３）。
５　与ＭＳＭ是固定性伴期间自己与其它男子间的性

同其他男人的性交（ｎ＝１３１）：没有其它男性伴 ６７９％

（８９），婚外男性伴１个２０６％（２７），婚外男性伴２～５个 ９９％
（１３），其它男性伴数超过５个１５％（２）。

与其他男性有性关系的原因（ｎ＝４１）：对自己极度不自信，
想通过这种方法找回自信５１２％（２１）；作为解决性饥渴的途径
４６３％（１９）；发泄对ＭＳＭ伴侣的不满４１５％（１７）；知道真相前
自己就与其他男性有性关系 ４９％（２）。部分人添加解释
１７１％（７），包括：分居５年了，想重新组成家庭；渴望被关怀；想
有正常男女间有感情的性生活；因为心里以及感情的极度压

抑；说不清；等。最主要原因（ｎ＝３６）：作为解决性饥渴的途径
３６１％（１３）；对自己极度不自信，想通过这种方法找回自信
３０６％（１１）；发泄对 ＭＳＭ伴侣的不满 １６７％（６）；知道真相前
自己就与其他男性有性关系 ２８％（１）。部分人添加解释
１３９％（５），包括：为了找到爱情２８％；与别人发生过性行为是
在确定丈夫是ＭＳＭ并决定和他离婚但还没有签协议前，主要
原因是害怕对方又是不正常的人２８％；等。
６　获得帮助状况

自己因为真相而苦恼时得到过帮助（ｎ＝１４０）：是 ８９３％
（１２５），否１０７％（１５）。

为真相苦恼时帮助过自己的有（ｎ＝１２５）：网上的“同妻”
６０８％（７６），自己家人 ４００％（５０），网上关于 ＭＳＭ的信息
３９２％（４９），“闺蜜”３７６％（４７），不是心理专业的网上专家
１５２％（１９），网上的男同１２８％（１６），心理专家 ９６％（１２），固
定的ＭＳＭ伴侣本人９６％（１２），ＭＳＭ伴侣的家人 ８８％（１１），
其他男同７２％（９），其它人４８％（６），包括同事、自己的网友、
ＱＱ好友、同妻家园、我的律师、最亲近的网友。提供了最重要
帮助的是（ｎ＝１０８，不含未婚组）：网上的“同妻”３０６％（３３），自
己家人２５９％（２８），“闺蜜”１３９％（１５），丈夫本人 ８３％（９），
不是心理专业的网上专家 ７４％（８），网上关于男同的信息
６５％（７），心理专家２８％（３），现实中的其他男同１９％（２），网
上的男同０９％（１），其它人 １９％（２），包括 ＱＱ好友、自己的
网友。

希望帮助自己的人是（ｎ＝１３１）：心理专家 ６１８％（８１），同
妻或“过来人”６１８％（８１），法律专家 ４２７％（５６），艾滋病性病
专家１９１％（２５），媒体１５３％（２０），其他１１５％（１５），包括：我
家人；除了自己，没人帮得了；我目前已不需要在这方面求助；

我现在已经和他分手很久了，现在过得很幸福，想起以前那段

时光，不堪回首，现在就希望他也过得好；想跟很放心、口紧的

朋友倾诉；暂时不需要；丈夫本人；丈夫本人坦诚告知；只要过

的好，就不要再去抱怨；知道这件事的人；黑社会；等。

７　对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的态度和认知
同性性关系是（ｎ＝１４０）：性变态２５７％（３６），精神疾病（心

理障碍）３４３％（４８），道德问题 ８６％（１２），正常现象 ３１４％
（４４）。

如果伴侣不是男同，自己（ｎ＝１２９，不含未婚组）：依然很爱
他４４２％（５７），两人间还有其他问题，依然会选择离异 １０９％
（１４），像许多普通夫妻一样凑合着过日子４５０％（５８）。

对自己和男同结婚（ｎ＝１２８，不含未婚组）：很后悔 ６３３％
（８１）；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比较反复 ２５０％（３２）；不后悔
３１％（４），说不清８６（１１）。

丈夫不是男同就比是男同好（ｎ＝１４０）：是６２９％（８８），否
１１４％（１６），说不清２５７％（３６）。

如果提前知道真相而自己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自己（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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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不含未婚组）：决不会与男同结婚 ８６３％（１１３），一般不会
与男同结婚９９％（１３），可能还选择男同结婚１５％（２），说不清
２３％（３）。

直到了解真相时才知道男同可能就在身边（ｎ＝１３６）：是
９２６（１２６），否７４％（１０）。

对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的看法（ｎ＝１４２）：极厌恶，坚决反
对７３２％（１０４）；反对但不厌恶１６２％（２３）；持中立态度２１％
（３）；可以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７７％（１１）；完全理解和包
容０７％（１）。

男同隐瞒真相结婚是对女性权利的严重损害（ｎ＝１３５）：是
９１１％（１２３），否２２％（３），说不清６７％（９）。

男同和自己结婚是对自己的重大伤害（ｎ＝１３０，不含未婚
组）：是８１５％（１０６），否８５％（１１），说不清１００％（１３）。

了解了许多信息后自己对男同（ｎ＝１２７）：同情 １１８％
（１５），厌恶３６２％（４６），因人而异４８０％（６１），没有感觉３９％
（５）。

自己认为（ｎ＝１２８）：男同不应与一般女性结婚 ８４４％
（１０８），已婚ＭＳＭ应尽早离异７０％（９），已婚男同应坚决隐瞒
事实０８％（１），说不清７８％（１０）。

一般女子如果嫁给男同没有正常性生活时，发生婚外性关

系不应指责（ｎ＝１３８）：是 ６０１％（８３），否 １０１％（１４），说不清
２９７％（４１）。

我国面向大众关于性向的科学教育（ｎ＝１４０）：严重不足
８５０％（１１９），已经较多５０％（７），已经足够１４％（２），说不清
８６％（１２）；社会有必要用多种方式加强关于性向的科学教育
（ｎ＝１３７）：是９２７％（１２７），否０７％（１），说不清６６％（９）。

社会应当对男同（ｎ＝１３９）：积极包容 ５２５％（７３），打击
１４４％（２０），说不清３３１％（４６）。保障男同权益会有助于他们
不和一般女性结婚（ｎ＝１３９）：是６７６％（９４），否１１５％（１６），说
不清２０９％（２９）。

同性结婚应当合法化（ｎ＝１４０）：是４８６％（６８），否１８６％
（２６），说不清３２９％（４６）。

应当设立法律保护同妻权益（ｎ＝１３９）：是９３５％（１３０），否
１４％（２），说不清５０％（７）。

用几个词描述自己的固定男同伴侣（ｎ＝１１７，此题是开放性
问题）：所用词汇为负面或基本负面评价６４１％（７５），正负面评
价大体相当１７１％（２０），正面或基本正面评价１８８％（２２）；出
现最频繁的３个词是自私（含自恋等）３９１％（４５）、虚伪１５７％
（１８）、冷漠１４８％（１７），其它常用词包括无责任心、敏感多疑、
变态、小气等。

讨论

经检索，国际及国内未见类似定量调查。作为性研究本土

化的尝试，本文第一次从女性视角，给出了中国异性爱女性（一

般女性）与男同有稳固性关系期间及部分此种女性离异后状况

的多种数据。

本组女性与男同的恋爱起始年龄较晚，有婚史者自恋爱至

结婚的“间隔期”多相对较短，结婚时年龄偏大，估计与样本中

多数人上学时间较长有关。特殊的是，她们与男同成为固定伴

侣，甚至在婚后，高比例的家庭对双方收入采用“ＡＡ制”管理。
从她们的了解看，虽然男同结婚是多种复合因素的结果，但最

重要的是由于亲长和周围人们（即社会）意志的抉择。这提示

我国依然影响深广的传统婚恋文化和“孝文化”左右着大量男

同的选择，而“有后”（生育）并非多数男同结婚的首要目的。国

际间已有大量科研结果证明性向首先取决于生物学基础。很

多生物学及医学研究发现，许多受先天因素确定的性状的发生

时间，因个体差异和环境（后天）因素的影响而不同步。本项样

本中部分女性对男同结婚添加的解释，提示一些男同对自身性

向的确认是与女性间性实践的结果或说是性实践激发出了“预

设”的性本能，而非单纯情感因素所致。

潘绥铭等的调查发现，“完全异性恋”的男女性交中９０％以
上的人曾接吻，半数以上男性经常抚摸女性乳头（乳房）［２］。本

组女性与男同间亲密行为的发生状况和她们与男同的性交状

况，提示女性身体对男同性引力的不足。推测主要是这类诱因

促使该女性群体意识到伴侣关系存在问题，进而寻找真相。近

１０年前的调查已发现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为高比例男同间的
性交往提供了极大便利［３］，近年艾滋病防治界许多调查证实了

这一状况。本项调查显示，同样因为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很

多女性发现固定伴侣隐匿的生活方式，而大多数女性知道男同

隐戒的真相后力图进一步了解自己面对的问题时，主要也是通

过移动互联渠道。本研究表明，在外界向她们提供信息时，互

联网上的男同和有过相同遭遇的女性起最重要作用，但这两个

群体所起的作用不同，前者主要是简单展示信息，后者则兼有

心理支持功用。对本组女性中在婚者的调查表明，她们未离异

的最常见原因是从子女角度的考量和财产问题，她们和男同虽

然仍是法律认定的配偶，但实质关系甚至往往达不到“同床异

梦”水平。已从这种婚姻中“出走”的女性离异的原因则提示，

很多女性已经有了权利和平等意识，尽管性生活不如意是最常

出现的原因，但它通常不是决定因素。

中国的多项调查发现，已婚男同较独身男同有更多同性性

伴［４］。相比而言，尽管本组女性有婚外男性伴的百分率明显高

于一般女性，但她们并非普遍有婚外性行为。本文报道了本组

女性遭遇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的高发生率，家庭暴力反映出一

种权力关系，估计这类情况是驱使部分女性有婚外性行为的主

因，而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特别是女性对家庭和对子女的

责任感等综合作用，抑制了女性的性本能需求，以至她们并非

普遍有婚外性行为。

从本组女性获得帮助的情况看，虽然提供帮助的途径较

多，但最重要的帮助来自有相似遭遇的女性、其家人和女性好

友。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中很多人希望得到专业人士帮助却只

有少数人如愿。推测随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会有更多心理卫

生界和法律实务界等人士介入对这一群体的帮助。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第１６条的一般性建议（婚姻、家庭关系及其解除的经济
后果）指出，离婚时丈夫应补偿妻子在婚姻期间为家庭经济所

做贡献，应有配套的离婚制度保护女方权益，包括离异后男方

应对女方承担抚养义务等［５］。值得注意的是本组女性离异时

多数“净身出户”或只得到家庭的很少财产，由此反映出性别歧

视的深刻社会烙印和她们离异的难度。

有男同社区组织负责人明确强调开展对该女性群体的科

研“毫无意义”和科研结果会强化歧视［６］，而在国内媒体报道

“同妻”自杀事件［７］后男同社区组织失声。但男同秦旭、沧水分

别指出，针对同妻现象，需要解释一些重要问题，如男同能否以

他人歧视为由而伤害另一个弱势群体，在男同争取人权时应考

虑是否侵害他人人权等；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男同，生存空间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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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扩展，有一定文化程度和谋生技能的男同，不需要再通过婚

姻让无辜女性提供保护，应对男同倡导一种有责任感和尊严、

对人生负责和无伤于他人的生活方式［８，９］。法律实务界张爱军

指出，即便男同是“文化暴力”的受害人，也无法律理由加害于

属于无辜者的女性伴侣。法学界张建伟指出，男同隐瞒重大真

相结婚，是欺骗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性向歧视环境

中的男同是“理想的受害人”，但他们的女性伴侣，是“更理想的

受害人”［１０］。张北川认为，男同和一般女子的婚姻，是势力强大

的性向歧视和性别歧视造成的恶果，弱势群体的平等和解放不

能依靠剥夺另一个弱势群体的尊严或通过对另一个弱势群体

的压迫而获得，对不同群体人权的保护是相互关联的［１１］。

以上是来自男性群体的声音。需要更为重视当事性别女

性群体代表人士的观点。前同妻小雯和萧瑶分别指出，与女性

结婚并非男同改善生存状况的惟一选择，同妻和男同都有生存

权，希望已婚男同用良知善待配偶；同妻都经历了“孤独的自

救”，强调女性即便发现配偶偏好同性也很难离婚，呼吁未婚男

同不与一般女性结婚［１２，１３］。《同妻联合声明》指出，男同隐瞒性

向与不知情的女性结婚，严重损害了女性的合法权益；同妻的

生活比男同更为边缘，呼吁学界加强同妻研究，社会和各有关

部门提升对同妻的关注并伸出援助之手［１４］。女同禹沛衡指出，

异性爱主义把同性爱者驱赶到传统婚姻中，得到男权制支持的

男同剥夺了同妻的自我保护能力［１５］。一般女性小雨指出，她对

男同的看法曾经“中立、同情”，但媒体披露同妻自杀事件后，她

对男同丧失了以往的“同情和好感”，认为一些男同在婚姻中的

表现是“无下限的无耻”［１６］。传媒界宋美娅指出，已婚女性对

性有正常欲望，在不能得到来自配偶的性爱并长期受冷漠时，

性的意义就变得相当复杂，她们还把有无性生活作为丈夫是否

在意她并愿意与她建立亲密关系和婚姻是否稳定的重要表征

之一，这是女性建立和维护自信心的重要标准之一，这种强烈

心理渴望的意义更为重要［１７］。人类文化学专家何小培提出反

性向歧视的社会性别视角问题，指出目前男同有倾诉和获得性

满足的渠道，但有性需求的很多同妻却无法表达其需求和欲

望，这种非常不公平的情况与男权制有关［１０，１２］。女性学和性别

研究界刘伯红指出，不能因为自己受到歧视，就自认为拥有歧

视他人的特权；不能为了达到自己不被歧视的目的，就让不知

情的女性理所应当地为自己做出牺牲；反对性向歧视的同时，

也应当反对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歧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

面，坚持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在所有领域都应该是一致的；为

此，男同应当爱护和善待为他们做出重大牺牲的不知情的妻

子，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尊重和保障女性的平

等权利［１８］。

本项研究与上述批判性思考表明，有必要加强对男同的教

育，鼓励男同反对性向歧视的同时，积极提升性别平等意识，支

持青年男同拒绝传统婚姻，引导已婚男同进一步善待配偶。需

要使男同普遍认识到，把侵害女性权益合理化，并以此作为获

得平等的正当权谋，是无法获得伦理支持的，男同的这种对策

会使自身群体陷于被动地位，进而强化性向歧视。

本项科研的最后部分的许多信息有重大提示意义。在中

国抗击艾滋挑战的进程中，男同民间抗艾组织是各高危行为人

群中的优秀表率。男同批判性向歧视时同样站在“道德高地”。

然而本组女性对自己男同伴侣的负面评价，却反映出已婚男同

的道德窘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这组女性和男同有共同生活

史并通过多渠道了解相关知识，可多数人并不知道当代科学把

同性爱定位于正常现象。生活使她们对当今中国社会有关性

向教育的严重匮乏产生真切感受并渴求性别平等，她们没有把

不幸婚恋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男同，相反，其中相当多的人意识

到推进与性别、性向有关的权利保障水平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主

要路径。本研究结果证明，性向歧视迫使男同普遍结婚，进而

使一个受害群体成为另一个弱势群体的苦难之源，传统婚姻和

生育文化制造了双重苦难；当同性爱者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之时，同样受损的是一般女性的权利；女性权利如果拥有充分

保障，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男同与她们结婚；平等的大环境

会鼓励男同更负责任地面对个人生活。有调查表明，当今中国

仅１／８的成年人“非常同意”赋予同性爱者平等权利［２］。因此，

中国需要积极推进面向全社会的性向教育并提升民众对性别

平等的认知水平，意识到平等之城不可能建构在性向压迫的流

沙之上。在这一过程中，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谨此向《同妻家园网》（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创办者萧瑶女士
和网站志愿者、向参与本项调查的所有女性真诚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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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广播电台，２０１２－７－１８．ｈｔｔｐ：／／ｈｅｌ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４１３
［１２］　性取向歧视与人权法治建设研讨会．朋友通信，２００８，６１：４７－４９．
［１３］　萧瑶．编者的话；ＧＡＹ，请永远不要再伤害女人．朋友通信，２００９，

６９：５１－５２，５６－５９．
［１４］　“同志”妻子的联合声明．朋友通信，２００９，６９：４１－４４．
［１５］　禹沛衡．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

４７５９９６ｂ４０１０１ｄ１ｈｂ．ｈｔｍｌ
［１６］　张北川．就同妻罗洪玲自杀事件答问．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

ｂｌｏｇ＿４７５９９６ｂ４０１０１ｃｅ２７．ｈｔｍｌ
［１７］　宋美娅就同妻问题致张北川的信．２０１３－１０－２６．
［１８］　刘伯红就同妻问题致张北川的信．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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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议法律中增加Ｘ性别，并将强奸主体与受害客体多元化，考虑男对男、女对男、女对女以
及涉及Ｘ性别的情况。建议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将男童列为强奸受害客体加以保护，废除嫖宿幼女罪，
并加强性教育，防止未成年人成为强奸主体。建议量刑方面注意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延迟性精神障碍的情况

以及考虑网络伤害等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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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强奸有关的性别问题
１．１　中国大陆法律规定强奸主体是男性，受害客体是女性

中国大陆《刑法》中对于强奸的定义：“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可见中国大

陆法律中认为强奸的主体是男性，客体是女性。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

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

罪问题的批复》两个文件中，同样是以女性为客体。

１．２　关于性别：建议增设Ｘ性别
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而在法律中

常以生理性别作为依据，在中国大陆生理性别分为男性和女

性。是否还存在除男女性别之外的性别呢？有些人出生时就

兼具两性性征，一般来说对这些人的性别确定都是要等到一定

年龄阶段后经过做手术来确定，也有一些人终生保持两性特

征，而这些人的生理性别确定就很难。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

尝试用“Ｘ性别”来解决这一问题。据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
德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允许出生证明上性别栏空白的国家，它也

打算在近期内，在护照上增加一个性别分类，以 Ｘ来代表阴阳

人［１］。变性人梅韦比（ＮｏｒｒｉｅＭａｙ－Ｗｅｌｂｙ）经长期上诉后，澳洲
实施“Ｘ性别”，新法让民众自由选择性别，包括“男性”、“女性”
或“性别不明、双性或未指定性别”。澳洲居民只需有医生或心

理学家的书面证明便可获承认为Ｘ性别，一位变性过程中的香
港女孩温泽仁可能是第一位取得“Ｘ性别”身份的华人［２］。所

以我们建议在中国大陆法律中增设一项 Ｘ性别来代表性别不
明、双性或未指定性别，由中国大陆公民根据相关规定自由

选择。

１．３　关于强奸罪的主体与受害客体：建议主体与受害客体多
元化

　　根据男、女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出现的 Ｘ性别，主体与受害
客体之间理论上存在９种可能（见表１），男对女的强奸在中国
大陆法律中有明文规定，而其他情况法律中都是空白。在这里

先讨论男对男、女对女和女对男三种情况，涉及 Ｘ性别的可以
与这些情况同理推断。

表１　强奸的主体对受害客体９种情况

主体
客体

男 女 Ｘ

男 男对男 男对女 男对Ｘ

女 女对男 女对女 女对Ｘ

Ｘ Ｘ对男 Ｘ对女 Ｘ对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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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男对男的强奸　同性恋者的存在已经广为人知，虽然比例
较小，但是总体人体还是很多的，所以男性强奸男性的案例常有

报道。在法律条文上走在前列的有法国［３］、德国［４］、意大利［５］等

国家，他们之前的法律中也是以妇女为强奸对象，但后来都修改

为“他人”，并不突出性别，即男性也可以被认定位被强奸者。男

性对男性的强奸可由肛交、口交、用性器官替代物等物品强迫性

交等，所以男对男的强奸是可能发生的。虽然中国大陆法律条文

中暂时还没有明文规定男对男的强奸罪，但是有一个相关判决案

例：４２岁男保安，深夜将保安宿舍里的一名１８岁男同事“强奸”，
最终被朝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１年［６］。虽然没有

以强奸定罪，但是也是国内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

任，这将对中国大陆法律的完善提供依据和建议。

１．３．２　女对男的强奸　虽然男性可以被定为强奸受害的客体，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女性是不可能强奸男性的：第一，如果

男性没有性欲，不勃起，阴茎无法插入阴道；第二，女性通常比

男性力气小，男性要反抗轻而易举；第三，男的被强奸去上诉是

得了便宜还卖乖。但这些大多数人的想法仅仅是从一般情况

下来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到强奸的实质：违背受害人的意志而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包括被威胁、胁迫等迫不得已的情况。

法律条文明文规定强奸手段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

奸，比如男性有一些隐私不能公开，女性借此胁迫与其发生性

关系，虽然男性完成了性交活动，但是如果有确实证据表明该

男性是被胁迫的，那么女性强奸男性的事实就可以被认定。在

案例报道中，以成年妇女胁迫强奸未成年男性的较多。

１．３．３　女对女的强奸　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一样存在，甚至大多
数人认为女同比男同更多，实际上根据调查显示，男同略多于女

同。女同性恋的存在使得女对女的强奸成为可能，如果只从生理

结构上去思考，似乎有些勉强，但是性交并不仅仅是性器官的接

触，女性对女性的强奸可以是口交，也可以用阴茎替代物戳刺阴

道、肛门等，从违背意志这个方面也是同样存在的，暴力、胁迫及

其他手段都有可能在违背对方意志的情况下完成强奸。

在文献中，顾美英［７］、马志敏［８］、丛林［９］、胡宇鹏［１０］等人针

对男性成为强奸受害的客体也列举了大量的案例、对比了国内

外法律，并分析了其可能性，也认为法律应逐步完善。至于 Ｘ
性别的人，同理也存在强奸与被强奸的可能，所以我们建议将

强奸的主体和受害客体多元化，多种可能都应该考虑。

２　强奸案中成年与未成年的问题
根据强奸案的主体与受害客体是否成年，强奸可以分为以下

四类，即成年人强奸成年人、成年人强奸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强奸

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强奸未成年人。其中前两种情况必须负法律

责任，后两种情况根据规定，未成年人不负法律责任，不过在法律

中也明文规定，１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２．１　男童必须列为被保护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未成年人不分性

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第四十一条：“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

性侵害”。从以上两条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法律规定禁止对未成年

人实施性侵害，而且未成年人不分性别，即未成年男女都应该禁止

被实施性侵害。１９８４年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
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鸡奸幼童的、少年

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多次鸡奸，情节严重的即构成流氓罪。而在

１９９７年新的《刑法》出台后，流氓罪被细分为四个罪名，但是再也没

有鸡奸男童等有关的同性强奸的条文。由于强奸罪的定性中并没

有将男童列出，所以大量的男童性侵案无法可依，最多也只能以猥

亵儿童罪定罪。相比强奸幼女，猥亵儿童罪的判刑则轻了很多。根

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大量男童受害事实，我们建议将男童列为

强奸受害的客体，将男童也加以保护。

２．２　再谈嫖宿幼女罪
不少奸淫幼女者以金钱或物品引诱幼女与其发生性关系，

案发后便以嫖宿幼女罪逃脱，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影响较恶

劣的是２００９年陕西略阳县“嫖宿幼女案”。之所以嫖宿幼女罪
能成为许多犯罪人员逃脱的恶法，是因为这条罪名本身与其他

法律条文的矛盾性。首先，嫖宿幼女罪认为幼女当事人为卖淫

幼女，而刑法规定幼女不具备性的自决能力，出卖肉体的承诺

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卖淫幼女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其次，那

些接受他人一两次财物的幼女就被贴上“卖淫”的标签，对幼女

的心灵伤害是很严重的，对其以后的成长也非常不利。

而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构成嫖宿幼女罪主观上
是否需要具备明知要件的解释》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

者可能是不满 １４周岁幼女而嫖宿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六十条
第二款的规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责任。”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
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

１４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
照《刑法》第２３６条第２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
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
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见前一条

解释也与后面一条有冲突，就算“嫖宿”也会发生性关系，发生

性关系按后一条规定就应该被定为强奸罪。我们建议加大对

幼女的保护，在法律条文上要以后一条规定为准。

２．３　加强性教育，防止未成年人发生强奸行为
因为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法律条文规定小于１４岁的未成

年人如果强奸他人并不负法律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强奸的主

体的概率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被强奸的人所受的

伤害只能以飞来横祸来形容，就像走路时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

砸伤一样，只能自认倒霉。但是如果未成年人被未成年人强

奸，双方都是被保护的对象，最后因为无法律条文而不了了之，

着实让人心疼和无奈。我们建议，如果是未成年人强奸他人，

虽然不负法律责任，其家长应对被伤害对象给予一定的经济赔

偿，而对未成年人也应该强制教育。为了防止未成年人强奸他

人，政府应为家长开设性教育课程，以便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

育，学校也应该开展性教育课程［１１，１２］，并纳入学校考核，否则大

多数学校可能会以考试科目为主，忽略性教育。

３　强奸罪中量刑应考虑心理、生理和社会伤害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一百零

六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强奸妇女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二

年；强奸妇女，致被害人重伤或精神失常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

十四年；强奸妇女，致被害人死亡或自杀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

十五年；强奸妇女，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

二年。”这一条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根据伤害和恶劣影响不

同，判处的年限也不同。但是由于立法时不能考虑到所有情

况，所以列出最后一条为“其他严重后果”。

我们建议量刑时根据受害者心理、生理和社会恶劣影响三个

方面考虑。心理伤害方面请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诊断，并开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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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伤害证明，由于心理伤害有可能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表现出来，

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１３］，又称延迟性心因性反应，是指受
害者在遭受强烈的或灾难性精神创伤事件后，延迟出现、长期持续

的精神障碍。从创伤期到发病时间的潜伏期可从数周到数月不等。

而对于类似于这样的精神障碍，如果在量刑后发现，应考虑重新按

照“强奸妇女，致被害人重伤或精神失常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

四年”这条法文重新量刑，不能一次定刑。生理伤害方面同样应该

请法医鉴定，开具证明，并同时考虑强奸过程中是否有殴打、残害导

致受伤的情况，根据受伤程度量刑，不能只以最严重情况量刑，可参

照其他国家累计量刑的方法，否则犯罪人员会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

心理，觉得已经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其他的已经无所谓了，就更加大

胆的犯罪。社会伤害方面要注意网络伤害，比如将受害者照片发布

到网上并传播，导致多人知晓受害人的情况，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应视为“其他严重后果”。如“艳照门”事件［１４］，这种网络传播

对当事人伤害是很严重的。

４　特殊的强奸对象：动物
在中国大陆法律中，动物并没有被规定为强奸的受害客

体。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发生强奸动物的现象。美国南

卡罗莱纳州的一名男子被控性侵犯一匹马，被警方逮捕，这个

人两次性侵同一匹马，之前那一次性侵马而被判三年缓刑［１５］。

至于强奸动物是否列入强奸罪还有待法律实践，建议立法者适

当考虑，特别是情节严重者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参 考 文 献

［１］　德拟在护照上增加１个性别分类：以 Ｘ来代表阴阳人．［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３－１１－０１／１６２５２８５９５７４９．ｓｈｔｍｌ
［２］　香港“半男”澳洲获Ｘ性别 或为全球华人首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３－１１－０７／１１２４２８６４６３０５．ｓｈｔｍｌ
［３］　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６５．
［４］　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４５

－１４６．
［５］　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１．
［６］　中国首次对“强奸”男性者究刑责 罪犯获刑 １年．［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ｌｅｇ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３６４９９８２．ｈｔｍｌ
［７］　顾美英．强奸罪主客体范围的认定．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１

（０３）：８９－９３．
［８］　马志敏．浅议男性成为强奸罪对象的可行性．法制与社会，２００９

（８）：３４６－３４７．
［９］　丛林．“同性强奸”的犯罪化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６

（４）：２２－２４．
［１０］　胡宇鹏．男性间同性强奸时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之探究．法制与

社会，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７－１１９．
［１１］　张伟．万宁“开房案”背后我国性教育和性法律相关思考．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１０４－１０７．
［１２］　张伟．对手淫“网开一面”．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３）：７１－７２，７７．
［１３］　郭念锋．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４］　褚玉龙，梁亚维．“艳照门”事件之法律解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

１７（５）：４６－４８．
［１５］　两次性侵同一马匹 马主人安装摄像头逮正着．［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ｇｊ－ｄｑｓｊ／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７－３０／１７９７７４５．ｓ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作者简介】刘才泽（１９７６－），男，博士，主要从事古人类学相关研究。

·性人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４．０９．０３８

古人面对面交配吗？
刘才泽

中国地质学会数学地质与地学信息专业委员会，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根据从猿到人面对面交配逐渐增多的趋势，可以推测已灭绝的古人物种已经采用了面对面
交配体位。本文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人类特有的所谓的“传教士式”体位的制约、起源及其响应的相关问题。

研究认为，由于面对面体位增加了双方的身体接触，会给女性腹侧阴蒂等带来更多的刺激和快感，古人物种

因此而越来越频繁地采用了“传教士式”体位，使髋关节等变得越来越灵活，最终促成了直立行走。现代人

前置的阴道口、横向扁平卵形的骨盆入口、裸露无毛的身体等都可能与频繁采用这种体位有关。

【关键词】　面对面交配；传教士式体位；直立行走；褪毛；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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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古人类各物种面对面交配吗？首先申明，提出这一惊世骇

俗的问题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希望学者们在研究古人类

饮食习惯和行走姿势的同时，不要忘了关注一下古人的交配体

位。简单来说，关注饮食习惯、行走方式等都只是关注物种的

生存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需要去关注，这

就是物种的繁衍问题。而关注物种的繁衍问题就不得不关注

雌雄两性之间的交配问题，虽然有关性二型和婚配模式的文献

已不在少数，但一些更细节的问题似乎涉及较少，比如更具体

的交配姿势及其响应。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此的肯定，以致于提

出这个问题都算多此一举。肯定的回答可以从现生猿和现代

智人（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的交配姿势中得到佐证，根据 Ｆｏｘ［１］、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２］、Ｋｏｙａｍａ［３］、Ｎａｄｌｅｒ［４，５］、Ｓａｖａｇｅ－Ｒｕｍｂａｕｇｈ等［６］、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７］、杨梅［８］、潘阳［９］等的先后报道，面对面体位在类人

猿的性行为中时有发生，而人类的面对面交配更是每天都在发

生（参见图１）。从类人猿到现代智人的过渡物种，即已灭绝的
各古人物种，采用面对面的交配姿势几乎是不用质疑的。值得

研究的只是，他们的姿势是更接近现生猿还是更接近现代智人

的问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综合前人已经取得的各类相关成

果，探索性地研究一下交配姿势的演化过程，特别是所谓“传教

士式”体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起源问题。

图１　人猿超科进化树及其采用面对面体位的频率

图１圆圈中阴影表示采用面对面体位的频率：１－未见报
道，２－偶尔，３－频繁，４－很频繁；资料来源：长臂猿：文献［３］、
［８］和［９］，红毛猩猩：文献［１］和［５］，大猩猩：文献［２］和［４］，
波诺波猿：文献［６］、［７］和［１０］，人：文献［１１］和［１２］。分化时
间数据来源于文献［１３］和［１４］。
２　“传教士式”体位及其制约

尽管都采用了面对面的交配体位，但现生猿的姿势和现代

智人的姿势仍有很大差别。根据金赛等［１１，１２］的调查报告，“传

教士式”体位是现代智人（如美国人）中最为频繁的交配体位。

根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的定义，所谓的“传教士式”
体位指的是：“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ｗｏｍａｎ

ａｎｄｍａｎｌｉｅｆａｃｉｎｇ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１５］。简单翻译成中文就是：“女方仰卧、男方
俯卧，男上女下的面对面姿势”。其实，这种交配体位在人类历

史中早有记载，中国性学经典《素女经》记载的“九法”之首“龙

翻式”［１６，１７］与现今广为流传的“传教士式”非常相似。由此可

见，采用该体位的历史由来已久。

尽管屡见类人猿面对面交配的报道［１－９］，但没有发现猿猴

类采用了上述“传教士式”的交配体位。在已发现猿类的各种

面对面交配姿势中，与人类“传教士式”体位较为接近的大致可

以描述如下：雌性动物平躺在地上，两腿分开，雄性面对面从腹

侧进入。与“传教士式”体位的唯一差别是，上方雄性需维持蹬

着（或坐着）的姿势（参见文献［７］之图１），而人类“传教士式”
体位则要求男方双腿向后伸展，身体完全（或几乎完全）压覆在

女方身上（参见文献［１８］之图５２７）。
类人猿和现代人的面对面体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可

能存在以下几种原因：（１）类人猿不够灵活的髋关节，致使它们
难以采用人类独有的“传教士式”体位。在面对面的姿势中，后

肢（或下肢）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已发现的猿类面对面姿

势中，至少有一方需把双腿向两侧分开，正式交合之前尤其如

此［７，１８］。在人类“传教士式”体位中，更是要求男方腿部尽可能

向后伸展，与躯体几乎呈一条直线，甚至更加向后。而根据髂

骨的解剖，黑猩猩（Ｐａｎ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等的髋臼切迹开口较小且朝
向前方耻骨一侧［１９］，这种性状限制了雄黑猩猩股骨向后伸展的

灵活度。而人类髋臼切迹开口较大，加之坐骨和耻骨之间的

“拇指规则”使髋关节整体外凸［１９］，股骨向后伸展的灵活度大

大提高。（２）后置的阴道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最适合
面对面体位的现代智人和一些水生哺乳动物（海狮、海豚等），

阴道口都是前置的［２０］。后置的阴道口，当然更方便从后方进

入，如骑跨行为；如果想从前方腹侧进入，阴茎与阴道口的距离

可能太远。一些肥胖者和孕妇都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尴尬，虽然

阴道口也是前置的，但由赘肉或怀孕引起的腹部突起，增大了

前侧男方阴茎到阴道口之间的距离，不便于采用“传教士式”体

位。中世纪基督教将“传教士式”体位规定为唯一合法的体位，

但对肥胖者和孕妇却是网开一面［１５］，就充分考虑了这一制约因

素。（３）为了摆脱阴道口后置的制约作用，波诺波猿（Ｐａｎｐａｎｉｓ
ｃｕｓ，又称“倭黑猩猩”）进化出了特殊性状，如雌性弯曲的性皮
和雄性丝状的阴茎［６，２１，２２］。根据 Ｓａｖａｇｅ－Ｒｕｍｂａｕｇｈ等［６］和

Ｄａｈｌ［２１］的观察，雌性波诺波猿发情期内性皮发生肿胀，并向腹
侧弯曲，使阴道口更加向腹侧前移。另外，雄性波诺波猿阴茎

勃起时是细而长的［２２］，且容易弯曲，以配合雌性向腹侧弯曲的

性皮。仔细观察还会发现，阴茎勃起时呈现出向腹侧弯曲的趋

势（参见文献［７］之图１和文献［１８］之图５２５），与雌性波诺波
猿向腹侧弯曲的性皮是相辅相成的。外生殖器的这些特殊性

状，为波诺波猿采用面对面体位提供了便利。

３　“传教士式”体位与直立行走
与“传教士式”交配体位一样，直立行走也受到胯部骨骼性

状的严格制约，然而，这些起源之谜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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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Ｄａｈｌ［２１］已经明确指出，波诺波猿在未实现直立行走的情况
下已经成功实现了面对面交配，但在很多人看来，两者起源的

先后顺序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难以回答。

根据现生猿、现代智人和已发现的各古人物种骨骼化石的解剖

性状，可以这样认为：能直立行走的物种应能采用“传教士式”

体位，而能采用“传教士式”体位的物种未必能直立行走。

正如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７］的报道，波诺波猿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两足
站立（或行走），但已经频繁采用与“传教士式”很相似的面对面

体位。前人［６，１０，２３］的观察结果显示，青春期波诺波猿更是对这

一体位偏爱有加，根据 Ｂｌｏｕｎｔ［１０］的统计，青春期波诺波猿已在
近７５％的交配行为中采用了这种体位。尽管分子证据表明，波
诺波猿和人类并不在同一进化路线上（参见图１），但是，很有可
能都是由于采用了面对面体位，才使他们与普通黑猩猩分化，

形成独立的物种。根据分子ＤＮＡ的对比研究，人类大约在６００
万年前与黑猩猩分化［１３］，而波诺波猿和普通黑猩猩分化的时间

要晚得多（约１２９万年前）［１４］，不同的分化时间和演化进程可能
导致了物种之间的性状差异。

举一个现代智人的特例，比如一些伤残人士，由于下肢的

残疾可能导致难以双足站立或直立行走，但似乎不影响他（或

她）采用“传教士式”体位交配。读者很可能认为，这个实例不

具有说服力，人类又不是从残疾进化而来的。但是，对直立行

走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类似于现代人的膝关节、足弓等的进化

都比较晚［２４］，和一些伤残人士由于这些部位残疾不能双足站立

或直立行走是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说，进化过程中，有可能出

现过类似于这种情况的过渡性物种，他们虽然不适合直立行

走，但已经很适合采用“传教士式”体位。

以 Ｌｕｃｙ（ＡＬ２８８－１）为代表的南方古猿阿法种（Ａｕｓｔｒａｌｏ
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ａｆａｒｅｎｓｉｓ）（距今４００万～３００万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
个过渡性物种，直到今天，学者们对阿法种的行走方式仍然存

在较大争议［２５－３０］。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虽然阿法种已具备直立

行走的能力，但仍保留了很多树栖的特征［２７－３０］。直立行走最强

有力的支撑证据主要来源于胯部，如与现代人类似的短而宽的

髂骨和较宽的髋臼切迹［１９，２５，２６，３２，３３］；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性状同

样适合“传教士式”体位。足部近节趾骨、中间楔骨、跟骰关节

等解剖性状却不是很支持直立行走［２７，３１，３４－３７］；然而，这些性状

丝毫不影响“传教士式”体位的采用。

同样，Ｌｏｖｅｊｏｙ等［３８］重建ＡＲＡ－ＶＰ－６／５００的骨盆后认为，更
早的地猿始祖种（Ａｒｄｉ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ｒａｍｉｄｕｓ）（距今４４０万年）已经可
以直立行走。但他们同时指出，其足部性状不是更接近于之后

的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而是更接近于现生猿，大脚趾与
其余四趾不在同一方向上［３９］。

如此看来，用直立行走来解释这些性状的出现有诸多矛盾

之处，而用“传教士式”体位来解释可能更加合理。我个人认

为，“传教士式”体位可能是导致这些性状出现的原因，而直立

行走则是频繁采用这一体位的副产品。

４　驱动力问题
直立行走的起源问题经常碰到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采用

这一姿势有什么绝对优势的问题。受达尔文［４０］影响，学者们常

常将这个问题归因于生存环境问题，如水生猿假说（Ａｑｕａｔｉｃ
Ａｐ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２０，４１］、稀树草原假说（Ｓａｖａｎｎａ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４２］和
“树上行走假说”（这里指认为直立行走可能起源于“树上行

走”的假说）［４３］。但是，我们在强调环境制约作用的同时，不能

忘了达尔文本人所强调的物种（个体）的主观选择，比如性选择

等［４４］。如果物种（个体）受某种力量（如快乐）驱使，频繁地采

用面对面体位，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获得的快乐越多，就越乐

于采用这种体位，繁衍的后代自然也就越多。

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近代哲学家叔本华［４５］、进化论开创

者达尔文［４０，４４］和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４６］，都从不同

角度论述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主导作用。同样，佛教、基督

教等宗教也发现了“性”在主导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试图通

过“禁欲”等来解决由“性”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古希腊哲

学家巴门尼德则认为世间男女受神灵驱使去交配［４７］，中国上古

时代《周易》也认为男女性事是天地阴阳的交会［４８］。不禁要

问，“性”对人类行为的这种驱使作用难道是上帝空降给人类这

一物种的吗？显然不是，这种驱使作用只能在不断进化中获得。

现在要问的是，“传教士式”体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

吗？Ｆｏｒｄ等［４９］明确指出，面对面交配可以给女性阴蒂带来更多

的刺激，而这些刺激对女性获得性高潮是非常必要的。他们应

该不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发现者，根据刘凝等［１６］和冯国超［１７］的

注译，《素女经》所记载的“龙翻式”中“又攻其上”的阐述就是

指“刺激女性阴户上部”，也就是阴蒂的所在位置；刘凝等［１６］还

将其中“刺其谷实”理解为“刺激女子阴蒂”。弗洛伊德［４６］更是

提出：单独刺激阴蒂也可以使女性获得性高潮，即所谓的“阴蒂

高潮”。比这些理论更具说服力的就是金赛等［１１，１２］的调查报

告，持续按压阴蒂和小阴唇很容易使女性获得性高潮。对比不

同的交配体位，面对面体位最容易实现对女性阴蒂和小阴唇的

持续按压，这是其它体位（如“后入式”体位）无法比拟的。

最鲜活的例子还是我们的近亲波诺波猿。发情期内，肿胀并

向腹侧弯曲的性皮和阴蒂紧贴在一起。根据 Ｓａｖａｇｅ－Ｒｕｍｂａｕｇｈ
等［６］和Ｄａｈｌ［２１］的观察，面对面的交配体位中，性皮的持续按压和摩
擦强烈刺激腹侧阴蒂，雌性波诺波猿因此而获得更多快感。很可能

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波诺波猿更乐于采用面对面体位［６，７，１０］，而不像

长臂 猿 （Ｈｙｌｏｂａｔｅｓ）［３，８，９］、红 毛 猩 猩 （Ｐｏｎｇｏ）［１，５］和 大 猩 猩
（Ｇｏｒｉｌｌａ）［２，４］，只是偶尔采用这种体位（参见图１）。如果真是这样，
就不难解释雌性波诺波猿为什么在同性性行为中也经常采用面对

面的体位（如：Ｇｅｎｉｔ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Ｒｕｂｂｉｎｇ）［５０］，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能
获得足够的阴蒂刺激和快感，何乐而不为呢？

５　“传教士式”体位的影响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阴道口后置制约了“传教士式”体位

的采用，雌性波诺波猿通过性皮弯曲的方式实现了阴道口向腹侧

的前移和重新定位。反过来，经常性面对面交配，又促进了这些

器官进一步发生改变，使阴道口不断前移，直到整个阴道都向腹

侧倾斜（像现代人一样）。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耻骨弓的出现和不

断扩大，为阴道口前置，乃至整个阴道前倾提供了空间，这被已发

现的各女性髂骨化石以及据此重建的骨盆形状所证实［３２，３８，５１－５４］。

当然，阴道等软组织因不能形成化石证据并保存下来，为我

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只有从这些细微的差别中寻求解释。除此

之外，似乎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耻骨弓的出现和演化，

以及耻骨弓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５４］。虽然人类胎儿旋转通过

产道的方式［５６］，也可能使骨盆性状发生改变，但胎儿的旋转娩出

机制更像是产道“扭曲”（ｔｗｉｓｔｅ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从孕妇不适合“传教士式”体位的例子中，可以明确，“传教士

式”及类似的面对面体位，作用于女性骨盆的力肯定是矢向的（即

从前向后的），频繁的作用使女性骨盆受到矢向上的挤压，同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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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扩展。其结果是，骨盆形状从矢向卵形（如现生猿）逐渐演变

成横向扁平卵形（如地猿、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３２，３８，５２
－５４，５７］，最

具代表性的是Ｌｕｃｙ极度横向扁平卵形的骨盆［３２］。时至今日，现代

女性的骨盆入口仍然是横向扁平卵形的［５４］。

而同样作用于骨盆的直立行走，其作用力应该是从两侧向

内侧挤压的。而从四足行走到两足行走，这种侧向的挤压作用

应该是增强而不是减弱，增强的作用力应该向内侧进一步压缩

骨盆。但是，从人猿共同祖先（假设其骨盆形状类似于现生猿）

到Ｌｕｃｙ，骨盆不是向内侧收缩而是向两侧扩展［３２，３８，５７］，发展到

极度横向偏平卵形的骨盆（如 Ｌｕｃｙ）更是难以解释。而继 Ｌｕｃｙ
之后，女性中骨盆又从横向扁平卵形逐渐向矢向卵形转

变［５１，５３，５４］，可能就是直立行走通过股骨头直接作用于髋臼窝的

结果（限于篇幅，有关内容将另文发表）。

同样因为化石证据的缺乏，人类裸体的形成也是一个未解

之谜［２８，４４，５８－６２］。有关温度调节作用可能是各家争论的焦点，这

些争论焦点更多集中于褪毛的结果，而不是褪毛的过程。笔者

在此基础上提出摩擦去毛的假设，首先，无论是地上走的四足

动物，还是天上飞的两足鸟类，它们与大地或树枝频繁接触和

摩擦的部位，如四足动物的足面和鸟类的爪子，都是无毛的，人

类的掌面和足面也是褪得最为彻底的部位。很显然，这些都是

行走或抓握时不断摩擦的结果。

尽管达尔文［４４］把雌雄四足动物颈部鬃毛的差异归因于性选

择，但是斑马（Ｅｑｕｕｓｑｕａｇｇａ）等四肢相对较长的高大动物雌雄两
性之间鬃毛的差异并不大［４８］。而四肢相对较短的狮子（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ｌｅｏ），两性之间鬃毛的差异很大［６３］。观察发现，在雌斑马四足站

立的骑跨行为中，雄斑马很难够得着雌斑马的颈部［４８］，雌斑马颈

部鬃毛由于缺少摩擦而得以保存。而在狮子交配行为中，下方俯

卧着的雌狮，其背部和颈部都直接朝向上方雄狮，如果雌狮颈部

鬃毛发育，则会对交配过程造成很大的干扰。雄狮交配中常见的

撕咬行为［６３］，也可能会使雌狮鬃毛脱落。

裸露无毛的臀部是狒狒（Ｐａｐｉｏ）、猕猴（Ｍａｃａｃａ）等高等灵长
动物的突出特点［１８］，除与性接触、性吸引等有关外，还可能与它

们习惯性的坐姿有关［６４］。雄大猩猩前肢体毛明显多于其他部

位，可能与交配时前肢用于支撑身体而缺少摩擦有关（参见文献

［４］之图２）。而雄大猩猩胸部体毛较少，可能与习惯性拍胸脯等
动作有关（参见文献［１８］之图７１３）。相对而言，波诺波猿是体
毛最为稀疏的现生猿，它们的性行为与人类最为接近，面对面体

位已经非常普遍［６，７，１０，２３］，也许正是面对面体位显著增大了双方

身体的接触所致。另外，它们群交（混交）的行为方式也可能会

使它们因“纵欲”而褪毛，很类似于男人因精泄过多而脱发［６５］。

现代人的“传教士式”体位，双方之间的肉体接触是全方位

的，上方男性身体可完全压覆在下方女性身体之上（参见文献

［１８］之图５２７），正式交合时由抽插阴茎引起大面积的身体摩
擦，除无摩擦的头部和腋窝外，其余部位的体毛几乎都褪去了。

而女性双乳之间形成的“真空”，为男性胸毛的残留提供了空

间。如果把现代人前戏中的爱抚和亲吻也考虑在内，身体接触

几乎遍及身体的各个部位，而男性胡须等的残留可能与男方更

加主动爱抚和亲吻对方有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男女双方阴

毛反而长在摩擦比较剧烈的阴阜，可能与增强敏感度有关。

如果说，由于能获取更大的快乐，褪毛相对彻底的个体更

乐于去交配，或更乐于选择哪些褪毛相对彻底的异性，那么这

些个体就会更快地繁衍更多的后代，而它们又会把褪毛相对彻

底的性状遗传给它们的后代，这就会加快褪毛的进程。相对其

它物种，裸体的人类在“传教士式”体位中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繁衍的后代也最多，遍及新旧两个大陆。而人类的近亲新大陆

猴、旧大陆猴、小猿和大猿都只是局部分布的。

６　结论
本文从“古人是否面对面交配”的问题出发，努力去解释人

类起源中的一些谜团。研究认为，正是由于面对面交配，促成

了直立行走，也导致了体毛的脱离，形成所谓的“裸猿”。然而，

由于性器官等软组织和体毛都难以形成可靠的化石证据，这些

假设很难得到进一步证实。与其说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是本

文的目的，还不如说提出这个问题才是本文的目的。希望这个

问题的逐渐解答，能逐渐揭开长期以来困扰着古人类学家和考

古学家的一些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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