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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与精液质量关系
研究
王阳　曹志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男科，沈阳 １１０８４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精索静脉曲张导致的雄激素缺乏与精液质量关系研究。方法：门诊就诊精索静
脉曲张病人（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６０人，根据血清睾酮（ＴｏｔｏｌＴｅｓｔｏ，ＴＴ）水平分为 Ａ组低睾酮组（≤１２ｎｍｏｌ／Ｌ）２８
例，Ｂ组正常睾酮组（＞１２ｎｍｏｌ／Ｌ）３２例，无 ＶＣ且睾酮正常（＞１２ｎｍｏｌ／Ｌ）青年志愿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组 Ｃ
组。测定血清：Ｔ、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并结合性激素结合蛋白（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
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白蛋白（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ＬＢ）。计算游离睾酮（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ＦＴ）和生物活性睾
酮（Ｂｉｏ－Ｔ）百分比；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ＣＡＳＡ）检测：精子密度，活动精子、前向运动精子、快速前向
运动精子以及畸形精子百分率，精浆生化检查测定精浆酸性磷酸酶ＡＣＰ、果糖、锌（Ｚｎ）含量、ａ－糖苷酶的含
量。结果：①Ａ组与Ｂ组比较，Ａ组与Ｃ组比较，ＦＳＨ、ＬＨ明显升高，而Ｔ明显下降（Ｐ＜００５），Ｂ组与 Ｃ组
ＦＳＨ、ＬＨ、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ｃＦＴ百分比和 Ｂｉｏ－Ｔ百分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②Ａ组、Ｂ组与Ｃ组比较，精子密度、活动精子、前向运动精子、快速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均有明显下降，畸形
精子百分率升高（Ｐ＜００５），精浆锌含量、ａ－糖苷酶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Ｐ＜００５）。同时 Ａ组
与Ｂ组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雄激素缺乏也是ＶＣ导致不育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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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一种血管性疾病［１］。ＶＣ
是男性常见的生殖系统疾病。在男性不育症中占约３０％，且以
青壮年常见［２］。ＶＣ对男性不育的影响机制目前还未完全清

楚［３，４］。雄激素缺乏在ＶＣ导致男性不育的研究不多。本研究
通过测定ＶＣ患者血清睾酮（Ｔ）水平，与精液参数对照研究。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门诊经体格检查和彩
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为 ＶＣ并拟行手术患者６０例，入选标
准：体格检查：可触及曲张的精索静脉丛，或经过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试验
证实阳性：多普勒超声检查时精索静脉丛中至少１支血管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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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ｍ或做Ｖａｌｓａｌｖａ试验后静脉血液见明显返流。按Ｖａｌｓａｌ
ｖａ法分级：Ⅰ级１２例，Ⅱ级２４例，Ⅲ级２４例。根据 ＴＴ水平分
为低睾酮组（Ａ组）（Ｔ≤１２ｎｍｏｌ／Ｌ）２８例，正常睾酮组（Ｂ组）（Ｔ
＞１２ｎｍｏｌ／Ｌ）３２例，同时选择青年志愿者３０例，睾酮水平（Ｔ＞
１２ｎｍｏｌ／Ｌ）正常且排除ＶＣ者作为对照组（Ｃ组）。排除标准：近
期发生的附属性腺感染，或者伴有严重的肝肾和其它器官的器

质性病变者。Ａ组：年龄２１～３８岁，平均（２５６±２８）岁；Ｂ组：
年龄２１～３７岁，平均（２５８±３６）岁；Ｃ组：年龄２２～３７岁，平
均（２５７±２３）岁：三组年龄区别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所有试验内容参与者均知情同意书。
１２　标本收集及检测方法

外周血采集：于上午１０：００前抽取肘静脉血４ｍＬ，ＥＬＩＳＡ法
测定人促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ｎ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睾酮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黄体生成素（１ｕｔｅ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

精液收集：禁欲５～７ｄ，手浮法采集精液。精液采集液化
后，全自动精液分析仪 （北京伟力）测定精子密度、活动精子前

向运动精子、快速前向运动精子、畸形精子畸形率。全自动精

浆生化仪（南京欣迪生物药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测定：精浆锌

（Ｚｎ）、果糖、酸性磷酸酶（ＡＣＰ）、ａ－糖苷酶。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ｌ３５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
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组、Ｂ组 、Ｃ组患者血清ＦＳＨ、ＬＨ、Ｔ对比

Ａ组：ＦＳＨ、ＬＨ水平最高，分别为（２９５±１１４）ｍＩＵ／ｍＬ和
（１３７±４８）ｍＩＵ／ｍＬ；Ｔ最低，为（１０７±３５）ｎｍｏｌ／Ｌ。Ｂ组与
Ｃ组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ＴＴ（ｎ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ｃＦＴ／ＴＴ（％） Ｂｉｏ－Ｔ／ＴＴ（％）

Ａ组 ２８ １０７±３５△＃ １３７±４８△＃ ２９５±１１４△＃ １４△＃ ５４１△＃

Ｂ组 ３２ １４４±４８ ９３±６７ １３４±８７ ２５△ ６８５△

Ｃ组 ３０ １５６±４９ ６４±２１ ９３±２３ ４５ ８１５

　　注：Ａ组：ＶＣ伴低ＴＴ；Ｂ组：ＶＣ伴ＴＴ正常；Ｃ组：正常对照组与Ｃ组对比：△Ｐ＜００５；与Ｂ组对比：＃Ｐ＜００５

２２　精液参数
分别与Ｃ组比较，Ａ组、Ｂ组的精子密度、活动精子数、前向

运动精子数百分率均有明显下降，畸形精子百分率升高（Ｐ＜

００５），Ａ组最高，达（２３５±９７）％。Ａ组与 Ｂ组两组数据比
较，差异也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精液参数的比较

组别 ｎ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活动精子（％） 前向精子（％） 快速前向精子（％） 畸形精子（％）

Ａ组 ２８ ２１５±４１△＃ ２７６±１１４△＃ １６５±８１△＃ ８７±４８△＃ ２３５±９７△＃

Ｂ组 ３２ ４３５±７９ ４６７±８７ ２１４±４４△ １４５±７１△ １６５±６４△

Ｃ组 ３０ ５９４±１６５ ５４３±１１１ ３９５±４９ ２１６±６７ １２１±３６

　　注：Ａ组：ＶＣ伴低ＴＴ；Ｂ组：ＶＣ伴ＴＴ正常；Ｃ组：正常对照组与Ｃ组对比：△Ｐ＜００５；与Ｂ组对比：＃Ｐ＜００５

２３　精浆生化指标与对照组Ｃ组相比
ＶＣ组精浆中 ＡＣＰ、果糖含量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但精

浆Ｚｎ降低明显，Ａ组最低０９±０３ｍｍｏｌ／Ｌ；ａ－糖苷酶含量显

著下降（Ｐ＜００５），Ａ组最低，达 ２７６±１５５Ｕ／ｍＬ；Ａ，Ｂ两组
对比，随着ＴＴ的降低，患者精浆中Ｚｎ、ａ－糖苷酶的含量进一步
降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精浆生化参数比较

组别 ｎ ＡＣＰ（Ｕ／ｍＬ） 果糖（ｇ／Ｌ） Ｚｎ（ｍｍｏｌ／Ｌ） ａ－糖苷酶（Ｕ／ｍＬ）

Ａ组 ２８ ６４６±３２４ １８±１５＃ ０９±０３△＃ ２７６±１５５△＃

Ｂ组 ３２ ５９６±２１７ １３±３４ １４±０４△ ３９６±１３４△

Ｃ组 ３０ ７２６±３８４ １６±２１４ ２３±１６ ５７８±１１７

　　注：Ａ组：ＶＣ伴低ＴＴ；Ｂ组：ＶＣ伴ＴＴ正常；Ｃ组：正常对照组与Ｃ组对比：△Ｐ＜００５；与Ｂ组对比：＃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人们提出的一些关于 ＶＣ引起男性不育的机制理

论，可能与睾丸微循环障碍、血管活性物质的毒性作用、氧自由

基损伤、一氧化氮（ＮＯ）机制、睾丸组织缺氧、免疫因素、生精细
胞凋亡等有关［５］。但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ＶＣ引起不育的机
制尚不完全清楚。手术解决ＶＣ后只能使约２／３患者精液质量

改善，仍有约５０％患者手术治疗后未能达到生育目的［６］，提示

存在其它手术未解决原因导致的不育，可能与睾丸内 Ｌｅｙｄｉｇ细
胞病理变化有关［７］。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中有可能以自分泌或旁分泌方
式单独或共同与其它局部激素或有关因子相互作用，通过调节

雄激素的合成，并调控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而影响睾丸组织的能量代谢
和细胞活动，直接或间接调控精子的发生。ＶＣ引起的性腺轴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 · ５　　　　·

紊乱与其损害间质细胞从而影响性激素水平有关［８］。Ｌｅｙｄｉｇ细
胞是分泌雄激素的内分泌细胞，当Ｌｅｙｄｉｇ细胞功能受损，Ｔ分泌
减少，经负反馈调节作用于垂体，使垂体分泌的 ＬＨ和 ＦＳＨ增
加。对缺氧的睾丸进行组织学观察可见睾丸组织内 Ｌｅｙｄｉｇ细
胞内的线粒体和内质网空泡化［９］。本组研究发现ＶＣ导致患者
血清Ｔ水平比正常人低，而ＦＳＨ、ＬＨ则明显高于正常人［１０］。这

与国外研究结果及ＥＡＵ男性不育指南中结果一致［１１，１２］。研究

发现经手术治疗的ＶＣ患者术后血清Ｔ水平升高，精子活力、精
子密度也有明显改善［１３］。即使患 ＶＣ不但正常生育患者与正
常人相比，性激素水平、睾丸体积、精子密度、活力等也有差

异［１４］。也有部分研究显示，ＶＣ与雄激素减少无相关性，这可能
与ＶＣ发病时间不同有关及睾丸内Ｔ减少有关。

ＬＨ主要作用是促进睾丸间质细胞生长，促进分泌 Ｔ；Ｔ与
支持细胞分泌的性素结合蛋白（ＳＨＢＧ）结合，为生精细胞的分
化提供适宜的内环境；ＦＳＨ具有增强 ＬＨ刺激 Ｔ分泌的作
用［１５，１６］。ＶＣ其对睾丸的损害不仅是对生精细胞的损害，对间
质细胞的损害引起Ｔ下降同样损害睾丸生精功能。部分ＶＣ患
者虽然外周血 Ｔ水平没有明显改变，但精子活力已经开始下
降，同时畸形精子数量增加，也会导致不育。研究发现，随着男

性进入老年后，生物可利用Ｔ每年下降约２％，各个靶器官也逐
渐机能减退，其对Ｔ的敏感性出现逐渐减少［１７］。中老年男性，

随着年龄增长，血清Ｔ水平逐渐下降，ＳＨＢＧ水平逐渐升高，因此
出现血清中游离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ＦＴ）和生物可利
用Ｔ（Ｂｉｏ－Ｔ）的下降幅度比总Ｔ更明显［１７］。随着血清睾酮水平

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血清胰岛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综合

征发病率逐渐升高，这些都严重影响睾丸生精功能。当血清睾酮

低于８ｎｍｏｌ／Ｌ或游离睾酮水平低于１８０ｐｍｏｌ／Ｌ时，需要激素替
代治疗；如果患者血清睾酮介于８ｎｍｏｌ／Ｌ和１２ｎｍｏｌ／Ｌ之间
时，可以进行实验性治疗［１８］。本研究发现，ＶＣ伴正常睾酮组与
正常对照组虽然总睾酮水平无统计学差异，但是ｃＦＴ，生物可利
用睾酮水平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虽然部分患者ＴＴ处于正
常水平，但ｃＦＴ、Ｂｉｏ－Ｔ低于正常水平，这部分ＶＣ患者须尽早手
术治疗或补充睾酮治疗，以改善睾丸损害程度。

除睾丸本身对ＶＣ敏感外，附属性腺，如前列腺、附睾的损害
也很重要。ＡＣＰ主要由前列腺分泌的一种糖蛋白，与精子成熟密
切相关［１９］。精浆果糖在精囊中产生，是精子供能物质［２０］。精液

中的锌其主要来自前列腺，是前列腺供能的监测指标［２１］。精浆

中ａ－糖苷酶由附睾分泌，供给精子代谢与运动的能量。精子成
熟、获能及受精过程中的糖基反应都与此酶活力有关［２２］。本研

究发现，低ＴＴ患者精浆锌含量、ａ－糖苷酶的含量明显下降，即
ＶＣ患者通过低ＴＴ对附属性腺也产生损伤，加重不育。

ＶＣ的最佳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多数研究证实术后精
液质都有所改善，但术后受孕率仍不是很高［２３］，这可能与附属

性腺的损害有关。Ｖ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睾丸、附睾的结
构和功能，其中ＶＣ降低雄激素水平后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容忽
视，需要在治疗中同时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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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对男性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的影响
方铁军１　方燕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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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慢性心力衰竭对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的影响，以期寻找出最佳的方法提高
临床诊治水平。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３４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称为研究组，且
根据心功能分级分成３级；另外选取同时期的健康体检患者３５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均进行性激素水
平检测，观察在性功能指标上的差异性。结果：在性激素水平上，对照组和研究组在性激素水平Ｅ２、Ｔ和Ｅ２／
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性欲频度、性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性高潮获得率、性交失败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在研究组内，心功能Ⅱ级和Ⅲ级、Ⅲ级和Ⅳ级、Ⅱ级和Ⅳ级之间比较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本身性激素水平会下降，也会降低患者性功能水
平，且心功能等级越高，则性功能越差。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性功能；性激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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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上常见的循环系统疾病，也是死亡率
较高的疾病之一。研究［１］称，在死亡率上女性明显低于男性，

分析原因是由于雌激素在此起良好作用。而在男性中对此研

究则甚少，但结合报道称男性激素可能影响脂质代谢异常，且

可能造成了动脉硬化和心衰的发生，这在临床上已经引起了重

视。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增多，医

疗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控制疾病的进展程度，而性生活

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身心健康和生活美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在临床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次研究就通过对男性患

者慢性心力衰竭的性激素水平的研究，以期探讨其和性功能之

间的相关性，为临床上的诊治提供有效的依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患者入院顺序编号，选取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收
治的３５例男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设为研究组，另
外选取同时期两医院的健康体检患者３５例作为对照组。研究
组３５例，年龄３２～５７岁，平均（４５．３±３．１）岁；病程最短８个
月，最长３年，平均（１．６±１．２）年；超声心电图检查中左室射血
分数平均为（３８．５３±８．３５）％；左室舒张末内径为（６１．７５±
１０３６）ｍｍ。心功能分级为Ⅱ级１７例，Ⅲ级１２例，Ⅳ级６例，所
有患者均排除生殖泌尿外科疾病史。对照组３５例为健康者，年
龄３３～５９岁，平均（４５．６±３．５）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无
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慢性心力衰竭入选标准符
合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诊断标准［２］，有冠心病、冠心病合并有高血压性

心脏病或心瓣膜病等，均排除严重肝肾功能损害者，排除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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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手术史和恶性肿瘤及生殖泌尿外科疾病史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空腹１２ｈ后清晨卧位以肘部静脉抽血，对雌

二醇（Ｅ２）、睾酮（Ｔ）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操作，然后统计两组
的性激素水平情况，另外从性欲频度、性交频度、阴茎勃起力

度、性高潮获得率和性交失败率上进行评价性功能［３］。观察方

法中性欲频度：长期无性欲者计１分，每月不足１次计２分，每
月１次为３分，每月２～３次为４分，每周１次为５分，每周２～３
次为６分，每日１次为７分，每日多于１次为８分。性交频度：
长期无性欲者计１分，每月不足１次性生活计２分，每月１次性
生活为３分，每月２～３次性生活为４分，每周１次性生活为５
分，每周２～３次性生活为６分，每日１次性生活为７分，每日多

于１次性生活为８分。阴茎勃起力度评分为无勃起为１分，中
等度勃起需借助感情交流方可插入为２分，坚硬者为３分。性
高潮获得和性失败率以百分比计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将调查统计的内容作为变

量，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多组计量资料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对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

进行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在性激素水

平Ｅ２、Ｔ和Ｅ２／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性激素水平比较

性激素 对照组（ｎ＝３４）
研究组（ｎ＝３５）

心功能Ⅱ级（１７例） 心功能Ⅲ级（１２例） 心功能Ⅳ级（６例）
Ｆ值 Ｐ

Ｔ ４．１３±２．１２ ３．８９±２．０１ １．８７±０．９３ １．８１±１．０２ ６．１２８ ＜０．０５

Ｅ２ ３０．６７±９．８５ ３１．１３±１０．４７ ４１．２３±１３．５８ ４４．２４±１５．７８ ５．２１６ ＜０．０５

Ｅ２／Ｔ ０．１７±０．１２ ０．１８±０．１４ ０．２３±０．１３ ０．６７±０．４６ ７．８１３ ＜０．０５

２．２　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性功能比较
对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的性功能进行

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不同心功能分级组患者在性欲频度、性

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性高潮获得率、性交失败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性功能比较

性功能 对照组（ｎ＝３４）
研究组（ｎ＝３５）

心功能Ⅱ级（１７例） 心功能Ⅲ级（１２例） 心功能Ⅳ级（６例）
Ｆ值 Ｐ

性欲频度（分） ６．７１±０．２４ ６．２１±０．２２ ４．２６±０．１３ ２．３１±０．１６ ３．４４８ ＜０．０５

性交频度（分） ６．５３±０．３４ ５．２４±０．２７ ３．１２±０．２１ ２．１５±０．１３ ５．３６９ ＜０．０５

阴茎勃起力度（分） ２．９３±０．２２ ２．７６±０．１７ ２．４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７２６ ＜０．０５

性高潮获得率（％） ２９（８５．２９） １３（７６．４７） ６（５０．００） ５（８３．３３） ７．５８５ ＜０．０５

性交失败率（％） ３（８．８２） ２（１１．７６） ７（５８．３３） ４（６６．６７） ７．９９８ ＜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上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结

果显示出，在男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Ｔ水平会明显下降，而
雌二醇水平会明显升高，这说明了男性慢性心衰患者血清雌激

素水平和心力衰竭的病理过程有一定的关系。报道［４］称，小鼠

在心室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中会明显下降，而 Ｔ则会明显恢
复。研究［５］称，雌激素和雄激素的生物学效应之间存在拮抗作

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之间存在着退变
的损害性，睾酮会向雌二醇外周转化率明显升高，促使睾丸中

的睾酮生成下降。分析性激素对慢性心功能的影响性主要和

以下几个方面有关［６］：（１）睾酮具有扩张血管作用，可降低外周
血管的阻力，减少心脏后负荷，增强心排血量；（２）调节免疫应
答，睾酮可降低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 －１等水
平，而升高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１０水平。且以上变化是随着年
龄的升高而增长的。

结果还显示，慢性心功能衰竭患者的性激素水平会进一步

的影响性功能水平，从健康人群和慢性心功能衰竭患者的性功

能比较得出，在性欲频度、性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性高潮获

得率、性交失败率上有明显的变化，这再次说明了性激素水平

会直接影响性功能水平，分析原因和睾酮、雌二醇的作用有

关［５，６］。睾酮具有维持肌肉强度和质量、维持性欲和勃起次数、

维持和提升体能的作用［７，８］，而雌二醇则和睾酮起拮抗作用，其

越高则对雄激素的抑制作用越强，故在性功能上也会有变化。

另外，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与性激素水平和性

功能变化的关系看，心功能等级越高即慢性心力衰竭越严重，

则在性激素上雌二醇水平越高，而睾酮水平则越低，这说明了

心功能会直接影响性激素的分泌，和报道的结果是一致的。报

道［９，１０］称，心功能等级越高，一般在Ⅲ级以上患者，患者在舒张
早期和晚期二尖瓣血流峰值速度比上就有明显差异性，往往是

睾酮激素越来越低。所以在临床上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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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结合心功能等级治疗，早期注意患者性功能情况，以免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另外，结合报道［１１，１２］结果，除了性激素水平

会影响性功能，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本身存在着脏器水肿和瘀血

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性功能情况，在本次研究中未

纳入比较，这点值得在临床上深入分析［１３，１４］。

总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性激素水平中雌二醇水平会和心

功能等级呈正比，而和睾酮呈反比，而在性功能上，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可通过对性激素的影响来影响性功能，即性功能和性激

素水平为正相关，所以在临床上要加强对性激素水平的监测，

早期干预，以便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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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脱落细胞学在少、无精子症中的应用
袁长巍１，２　杨海英２　刘敬平２　史国军２　曹兴午３

１北京同济医院生精细胞研究室，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２洛阳协和医院生殖实验室，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
３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男科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探讨精液脱落细胞学在少、无精子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２３４例少精子症和９９４
例无精子症不育者的精液脱落细胞学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并对不育者的就诊年龄、婚育年限、睾

丸体积及精液细胞观察类型和检出数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细胞学检测采用瑞氏 －姬姆萨染色，油镜观察。
结果：不育者的就诊年龄、婚育年限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睾丸体积组间比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０１）。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精子细胞、间质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结论：无精子症患者的睾丸体积要明显小于少精子症组。精液细胞的异常脱落与精子浓度
的多寡密切相关。精液细胞的检测，对评估睾丸功能损伤程度和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少精子症；无精子症；精液脱落细胞学；生精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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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男科学的发展，精液脱落细胞学的检测愈来愈受重
视［１］。精液中有形成分均为睾丸的代谢产物，是直接反映睾丸

生殖功能的具体表现［２］。本文对少、无精子症患者精液中的常

见的有形成分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阐述精液脱落细胞学在男性

不育症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为此，精液中的所有有形成

分，都应该作为考证睾丸的生殖功能状态和病理性损伤的指

标，甚至是精液中残渣［２］都应该看做是检测指标，尽可能为临

床提供诊断和治疗依据，是实验诊断学的出发点和目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３４例少精子症和９９４例无精子症不育者的精液标本均来
自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北京同济医院不育门诊，平均年
龄（２９２９±５３９）岁。少精子患者精子浓度均 ＜２０００万／ｍＬ，
无精子患者均经过２次以上精液离心后镜检仍未发现精子而
确诊。

１２　标本收集
不育患者禁欲３～７ｄ后手淫取精液于取精杯内，置３７℃水

浴箱内液化。待精液标本液化后进行离心，弃上清取沉淀物涂

片染色。

１３　方法
睾丸体积采用模拟睾丸球，比对测量，细胞学检测采用瑞

氏－姬姆萨染色，油镜观察１００个细胞，分别对生精细胞和非生
精细胞进行计数分析，并进行组间比较。

１４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不育者的就诊年龄和婚育年限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无精子组睾丸体积明显小于少精子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０１）。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精子细胞、间质细胞、中
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１。

表１　少精子症与无精子症年龄、婚育年限、睾丸体积及精液细胞统计比较

少精子症（ｎ＝２３４） 无精子症（ｎ＝９９４）

年龄 ２９５±５２１ ２９０７±５５７

婚育年限 ３２５±２８６ ３１７±３５１

睾丸体积 １３５１±２８７ １０８３±４５１

精原细胞 １７５±１０６ ２６１±１２０

初级精母细胞 ２３８６±２１６３ １５９８±２４７４

次级精母细胞 ４１６±３０５ ４１６±３０８

精子细胞 ２６８２±２３６７ ７６８±１０８２

间质细胞 ７９５±１０９７ １５０１±１４５１

支持细胞 ３３８±３８６ ４２７±３８０

中性粒细胞 ２５９６±２７３４ ４３５７±２９２９

吞噬细胞 ８８±８６４ １９１９±１３７９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随着男性不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单纯精液常规检查（ＣＡ

ＳＡ）已不能满足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需要。精液脱落细胞学的检
测可以反映睾丸生精功能的变化，根据脱落细胞的检出可衡量

睾丸生殖功能，为不育症的研究及疗效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精子组睾丸体积明显小于少精子组，

说明睾丸体积的缩小与精子数量的多寡密切相关。通过睾丸

体积的测量可初步推测睾丸的生精功能，是临床男科体检的第

一步［３］，临床一定要重视。

睾丸内的生精细胞包括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

母细胞、精子细胞和精子。正常情况下，精液中可见大量健康

精子和少量的生精细胞脱落。当睾丸受到一种或多种有害因

素影响时，睾丸生精的微环境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性改

变。精液中精子数量的多寡和形态的改变正是反映睾丸生殖

功能损伤程度的重要标志，与生精小管的病理性损伤和生精细

胞异常均有直接关系。由于睾丸受损的因素、时间和程度的不

同，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如果生精细胞在分化成精子的某个阶

段出现部分或完全阻滞，那么临床的表现多为少精子症或无精子

症。有学者认为精母细胞阶段发生阻滞最为常见，精子细胞次



·１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

之，精原细胞阶段比较少见［４］，与本研究结果相近。所以，在精液

脱落细胞学检测中，必须以动态思维观察其发生、发展的各阶段

规律，来预测睾丸功能障碍的发展趋势并进行评估，为临床提供

诊疗依据、观察疗效和治疗结果，同时用无创伤的精液脱落细胞

学代替有创伤的睾丸活检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研究显示，少精子组的初级精母细胞和精子细胞在检出

数量上要明显高于无精子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无精子组精原细胞检出数量高于少精子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１）。说明睾丸的病理性损伤必然有一个时间过程，并非千
篇一律、整齐划一。精液中的生精细胞在早期、中期可有少量

生精细胞脱落，精液中的精子数量正常或减少；随着时间的延

长，睾丸损伤进一步发展，生精细胞脱落进入高峰期，精液中发

现大量凋亡、胀亡的初级精母细胞及精子细胞脱落，精子数量

会继续减少；随着时间的再延长，精子细胞及精母细胞的检出

几率逐渐减少，经常会发现精原细胞脱落，并出现无精子状态，

说明睾丸功能出现严重障碍，生精细胞脱落进入亚空化期；随

着睾丸再进一步损伤，生精细胞脱落进入空化期，生精细胞脱

落枯竭，精液中无或偶见形态欠佳的生精细胞，最终呈现唯支

持细胞综合征结局。通过本研究可以说明，睾丸内生精细胞的

异常脱落导致成熟精子生成的过程受阻，并出现精子生成障

碍，是最终导致少精子或无精子的主要原因。通过精液中生精

细胞的脱落状态与精子发生缺陷的多寡，可直接反映睾丸损伤

程度的功能状况。精液中生精细胞检出数量增多是睾丸生精

功能出现异常的敏感信号，临床应及时有效控制生精细胞的继

续脱落，是防止少、无精子症发生的重要前提。

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虽然不属于生精细胞，但与睾丸生殖功

能密切相关，是评估睾丸功能的重要指标。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

在无精子组检出率要明显高于有精子组。精液中检出间质细胞，

说明睾丸基膜受到损伤并发生障碍［５］，可能是导致生精细胞异

常脱落的重要因素。精液中检出间质细胞及其对不育的影响仍

需更加严谨的观察，深入的研究。支持细胞生长在生精小管的内

表面，各级生精细胞均镶嵌在上面，起到支持、营养和形成血－睾
屏障的作用，构成生精小管的微环境。睾丸基膜损伤，必然导致

支持细胞损伤、高度降低和异常脱落，支持细胞的功能减退，可增

加生精细胞的凋亡率，进一步减少精子生成［１，５］。为此，通过间

质细胞和支持细胞的检出有利于阐明睾丸发生病理性损伤的机

制，为临床及时治疗和防止病情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精液中的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胞及生精细胞等圆形成分在

湿片状态下是难以区分开的，由于单纯活体镜检误差较大，实

验室人员往往将各类生精细胞误认为白细胞，导致临床误诊误

治。通过瑞氏－姬姆萨染色并在油镜下观察，能有效的将各类
圆形细胞进行区分辨别。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检出数量的

增多是判断是否存在感染的一项有效手段。本研究结果显示

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在无精子组检出数量要明显高于少精

子组（Ｐ＜００１），已知吞噬细胞多由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转
化而来，同属于白细胞系统。但关于精液白细胞的来源及对精

液质量所造成的影响观点不甚一致。有研究表明［６］，精液白细

胞除可抵御外来病原微生物外，尚可吞噬退化的细胞残体，并

可破坏、清除未成熟或死亡的精子细胞，而其本身及其代谢产

物可损害精子，影响精液质量，妨碍精子成熟，降低精子密度，

与男性不育症发生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另有研究表明［７］，精

液中白细胞增多是生殖道炎性反应及附属性腺的病理性改变，

与不育症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吞噬细胞除具有一般吞噬功

能外，更具有免疫吞噬作用（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ｉｍｍｕｎｅ）即免疫抗体参
与的吞噬作用［８］。特别提出已知巨细胞病毒感染是人巨细胞

病毒引起全身性感染综合征。因为被感染细胞变大，核内和细

胞质内形成包涵体，故本病又称巨细胞包涵体病（ｃｙｔｏｍｅｇａｌ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在精液中检出了毛玻璃样（ｇｒｏｕｎｄ－ｇｌａｓ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细胞核的巨噬细胞，可能为病毒感染（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的特征细胞［９，１０］。虽然精液白细胞的来源比较广泛，仍有

许多潜在的因素，但笔者认为，前列腺炎和附睾炎可能是精液

白细胞增多的重要因素，必要时进行前列腺液检查有意义。如

果精液中出现大量白细胞，有可能会造成输精管道的部分或完

全梗阻，亦可导致少、无精子症出现。因此，对待精液中的白细

胞应结合临床综合考虑，慎重解释精液中的白细胞。

此外，精液中的检出内容还包括支持细胞骨架、线索细胞、

淋巴细胞、上皮细胞、结晶、细菌、包涵体、细胞残体及颗粒残渣

等有形成分。所有的检出内容都具有其独特的临床价值和意

义，我们不能轻视或忽略任何有形成分的检出。总之，精液脱

落细胞学检测已远远超出了常规范畴，精液检测不能仅停留在

精子动力学和简单的形态学分类的结果上。进行精液脱落细

胞学的检测，不仅能有效的区分白细胞和生精细胞，更能对精

子及生精细胞的发生、发展各阶段进行评估和预测，显著提升

了诊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减少了治疗的盲目性。通过临床与

实验室的相互验证和信息的反馈，是积累循证医学依据的有效

手段。因此，精液脱落细胞学丰富了男性不育的检测内容，为

睾丸生殖功能的评估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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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麻醉与无针麻醉在小儿包皮环切术中的对比
研究
张其春１　胡永炜１　 陈方兰１　黄凌云１　张磊２

１瑞安市中医院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２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附属二医院泌尿科男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无针麻醉与有针麻醉运用盐酸利多卡因在小儿包皮环切术中的对比分析。
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在本院择期行包皮环切术的患儿６０例，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３０例，
对照组给予有针麻醉应用１％盐酸利多卡因后行包皮环切术，治疗组给予无针麻醉运用１％盐酸利多卡因后
行包皮环切术，两组均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手术方法，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方法（ＶＡＳ）对疼痛进行评分，比
较两组患儿的麻醉起效时间、麻醉维持时间、ＶＡＳ、手术时间、术后水肿情况及术后 １周切口愈合程度。
结果：两组患儿ＶＡＳ评分、麻醉起效时间、麻醉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手术时间、麻醉维持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术后水肿情况及１周切口愈合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无针麻醉运用盐酸利多卡因应用于小儿包皮环切术麻醉效果好，患儿耐受性
好，有效缩短了手术时间，且术后恢复快，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关键词】　无针麻醉；有针麻醉；盐酸利多卡因；小儿包皮环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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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环切术为泌尿外科门诊临床常见的手术，主要通过手
术切除多出来的包皮来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１］。包皮过长或

者包茎可阻碍生殖器发育，导致生殖器发育不良继而造成生殖

器短小，因此包皮手术时间的选择非常重要，最佳时间为８～１０
岁［２］。目前与成人麻醉一样，小儿包皮环切术临床常用针刺注

射神经阻滞麻醉，而小儿对疼痛的惧怕程度及耐受程度远远不

及成人，易出现因麻醉疼痛拒绝手术［３］。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将无针麻醉应用于小儿包皮环切术中，取得较好
的麻醉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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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在本院择期行包皮环切术
的患儿６０例，所有患儿均无手术禁忌症，年龄９～１４岁，平均年
龄（１１５±１０）岁，其中包皮过长２２例、包茎３８例，需排除单纯
包皮过长完全上翻、隐匿性包茎，先天性尿道下裂。在实验开始

前６０例１－６０序列号随机分成２组，各组３０例，以后按照序列
号采用各相应的麻醉方式。其中对照组年龄９２～１４岁，平均年
龄（１１７±１１）岁，包皮过长１２例、包茎１８例；治疗组年龄９～
１３５岁，平均年龄（１１４±１０）岁，包皮过长１０例、包茎２０例。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常规消毒铺巾，患儿取平卧位，对照组给予普通有针注射

器，吸入１％盐酸利多卡因０５ｍＬ［１％利多卡因溶液由２％盐酸
利多卡因（生产厂家：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Ｈ２００６５３８７）５ｍＬ＋灭菌注射用水５ｍＬ按照１∶１比例混合
而成］，分别在阴茎根部３、６、９、１２点处做阻滞麻醉［４］，治疗组

给予无针注射器（产品名称：ＭＩＴ系列美德低压无针注射器，生
产厂家：江苏丞宇米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型号规格：ＭＩＴ－Ｈ－
ＭＢＸ、ＭＩＴ－Ｈ－ＩＩＩ），吸入１％盐酸利多卡因０５ｍＬ，分别在阴
茎根部３、６、９、１２点处做阻滞麻醉［５］，若发现注射点出现少量渗

血，则压迫５～１０ｓ，出血自行停止，两组均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手
术方法，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方法（ＶＡＳ）对疼痛进行评分，
比较两组患儿的麻醉起效时间、麻醉维持时间、ＶＡＳ、手术时间、
术后水肿情况及术后１周切口愈合程度。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４］

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方法（ＶＡＳ）［６］：使用一条长约１０ｃｍ的

游动标尺，标有１０个刻度，该尺的起点为“０”分，表示未出现任
何疼痛感觉，终点为“１０”分，表示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术
前向患儿说明情况，让患儿在直尺上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

的相应位置，标记完后记录评分结果。

术后１周观察切口的愈合程度，切口愈合良好，呈线性瘢痕
为Ｉ级；周径愈合欠佳的患儿在１２５％及以下，切口未愈合为Ⅱ
级；周径切口未愈合的患儿在１２５％以上为Ⅲ级。
１４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计量数据用（珋ｘ±
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应用无针麻醉和有针麻醉的临床效果比较

对照组患儿在注入麻醉药物０８～２３ｍｉｎ后达到麻醉效
果，手术时间为１１～３０ｍｉｎ，在手术的过程中，有４例患儿出现
明显疼痛感，追加麻醉剂１～２ｍＬ，手术顺利完成，麻醉维持时间
为３５～７０ｍｉｎ；治疗组患儿在注入麻醉药物０７～２０ｍｉｎ后达到
麻醉效果，手术时间为１０～３０ｍｉｎ，在手术的过程中，有１例患
儿出现明显疼痛感，追加麻醉剂０５ｍＬ，手术顺利完成，麻醉维
持时间为３７～７０ｍｉｎ。两组患儿ＶＡＳ评分、麻醉起效时间、麻醉
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手术时间、麻醉维持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儿术后水肿情况及术后１周切口愈合程度比较

治疗组术后水肿情况及１周切口愈合程度显著优于对照
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儿应用无无针麻醉和有针麻醉的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ＶＡＳ评分 麻醉起效时间（ｍｉｎ） 麻醉维持时间（ｍｉｎ） 麻醉剂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对照组（３０） ３４５±０３４ １３６±０４１ ５１８６±４３７ １１５±０２３ ２１１８±２７６

治疗组（３０） １７２±０２３ １００±０２５ ５００９±４２８ ０７２±０１２ ２０７５±２６５

ｔ值 ２３０８ ４１１ １５８ ９０８ ０６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儿术后水肿情况及术后１周切口愈合程度比较

组别
１周切口愈合分级

Ｉ级 Ⅱ级 Ⅲ级
水肿

对照组（３０） ２０（６６６７） ８（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９（３０００）

治疗组（３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χ２ ４９６ ７６８

Ｐ ００８＞００５ ０００６＜００１

#

　讨论
包皮过长或包茎是泌尿外科临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包皮

过长或包茎可造成早泄、不射精、阴茎癌变、阴茎发炎、肾脏功

能损害，并影响龟头的发育及女性怀孕［７］。包皮环切术是治疗

包皮过长或包茎的有效方法，其通过将阴茎上面的多余包皮进

行切除，使阴茎头外露出来［８］，近年来要求行包皮环切术的患

者明显增多，且小儿居多。目前，临床上对于小儿包皮环切术

常见的麻醉方法有静脉复合麻醉、神经阻滞麻醉等，其麻醉效

果好，但麻醉药物在局部形成水肿影响了术后切口的早期

愈合［９］。

射流式无针麻醉术是一项全新技术，其利用无针注射器通

过高压产生的射流迅速将麻醉药物注入体内，使用压力代替针

头可以无创伤地给药，实现了无痛麻醉［１０］。无针注射器可：

（１）减少进针时患者的疼痛感，其采用无针注射的原理，在减轻
疼痛的同时大大减少了表皮受损的范围［１１］。且药液进入到目

标注射部位的速度快，缩短给药刺激时间，使疼痛持续时间缩

短；（２）增加药液的吸收效果，药液以雾状扩散至皮下组织，有
利于药物的吸收，且吸收迅速；（３）长期注射不会产生皮下硬
结［１２］；（４）减少淤青的产生，杜绝交叉感染。无针注射器由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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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头，可减少淤青的产生，同时由于无针头进入皮肤组织，故不

会产生溃烂及交叉感染。（５）减少金属针头对组织的损伤，无针
注射器可减少因针刺引起的皮内、皮下、肌肉组织的损伤［１３］；（６）
杜绝交叉感染，无针注射器可避免医护人员被锐器刺伤而发生交

叉感染；（７）环保节约资源，无针注射器可减少针头等废弃医疗
器械垃圾的处理成本。与传统的有针麻醉相比，其具有：（１）高
压无针注射和专业消毒用具更大保证无菌操作，避免皮肤感染受

损；（２）全程无针，不伤神经；（３）有良好的吸收性能，均匀、定点、
定量、定层将麻醉药呈雾状进入皮肤有效层等优点［１４］。

相关文献报道［１５］，无针麻醉运用于成人包皮环切术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目前尚无应用于小儿包皮环切术的相关报道及研

究。本研究应用无针麻醉与有针麻醉运用盐酸利多卡因在小

儿包皮环切术中对比分析，有针组患儿在注入麻醉药物０８～
２３ｍｉｎ后达到麻醉效果，手术时间为１１～３０ｍｉｎ，在手术的过程
中，有４例患儿出现明显疼痛感，追加麻醉剂１～２ｍＬ，手术顺利
完成，麻醉维持时间为３５～７０ｍｉｎ；无针组患儿在注入麻醉药物
０７～２０ｍｉｎ后达到麻醉效果，手术时间为１０～３０ｍｉｎ，在手术
的过程中，有１例患儿出现明显疼痛感，追加麻醉剂０５ｍＬ，手
术顺利完成，麻醉维持时间为３７～７０ｍｉｎ。两组患儿ＶＡＳ评分、
麻醉起效时间、麻醉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手
术时间、麻醉维持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术
后水肿情况及１周切口愈合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我们认为无针麻醉运用盐酸利
多卡因应用于小儿包皮环切术麻醉效果好，患儿耐受性好，有

效缩短了手术时间，且术后恢复快，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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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睾丸损伤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影像表现及其临床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睾丸损伤患者５２例，回顾分析其临床表现以及ＣＴ表现。结果：
本组５２例患者的ＣＴ表现主要可分为５种类型：白膜下血肿型６例（１１５％），肿胀型８例（１５４％），出血型
２４例（４６２％），破裂型１２例（２３１％），脱位型２例（３８５％）。ＣＴ临床诊断准确率为１００％，但 ＣＴ分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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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为９４２％；３４例接受手术治疗，均获得痊愈；１８例接受保守治疗，其中２例转行睾丸切除术，均获得痊
愈。结论：ＣＴ对于睾丸损伤具有较高的诊断、分型准确率，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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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睾丸损伤是临床常见阴囊外伤，常表现为阴囊血肿或疼痛
等，如不及时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性功能障碍、睾丸萎

缩或者不育等［１］。早期准确诊断并合理选择治疗方案及时治

疗，对于减少伤残、改善临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电子计算机

断层扫描成像技术（ＣＴ）用于睾丸损伤的检查，能够清晰、直观
地显示损伤情况，便于医生准确判断损伤类型及程度［２］。本研

究回顾分析了５２例睾丸损伤患者的临床以及 ＣＴ检查资料，旨
在提高临床对睾丸损伤的诊疗水平，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睾丸损
伤患者５２例，患者均经临床检查、Ｂ超或彩色多普勒显像（ＣＤ
ＦＩ）等检查确诊，年龄在１５～５４岁之间，平均为（３４３±６２）岁。
临床表现：患者均存在剧烈阴囊疼痛，并向下腹部以及伤侧腹

股沟放射，２例患者为阴茎根部疼痛，２例患者入院后４ｄ内表现
为发热现象。经体检显示，患者的伤侧阴囊明显肿胀，且睾丸

有增大现象或者触诊不清，其中有２例患者的双侧阴囊空虚，在

阴茎根本上方能够触及肿物。患者均具有明确的外伤史，致伤

原因及部位分布见表１。
１２　方法

检查方法：患者均接受西门子 ＳＯＭＡＴＯＭＥｍｏｔｉｏｎ６全身螺
旋ＣＴ机进行扫描。检查时患者常规取仰卧位，分开双腿，充分
暴露阴囊进行ＣＴ连续扫描，层间距为５ｍｍ，层厚为５ｍｍ，扫描
条件２２０ｍＡｓ，１２０ｋＶ。４９例患者于伤后２～１０ｈ内接受检查，２
例在伤后１０ｄ内接受复查，１例患者由于入院后发热于伤后第３
周接受ＣＴ复查并实施增强扫描。

治疗方法：根据ＣＴ扫描结果，对于单纯性睾丸挫伤以及睾
丸小血肿患者，实施保守治疗；对于严重睾丸破裂且无法进行

修补者，实施伤侧睾丸切除；如睾丸破裂可修复，可实施血肿或

坏死组织清除，常规进行睾丸白膜缝合，进行睾丸修补术；对于

开放性损伤患者，应实施急诊手术探查，将坏死组织以及血肿

清除后，进行彻底止血，然后实施睾丸修补术，术后常规于阴囊

底部留置橡皮引流条；对于合并其他损伤者，邀请相应科室会

诊后确定治疗方案。

表１　５２例睾丸损伤患者的致伤原因和损伤部位

项目
致伤原因

车祸伤 脚踢伤 撞伤 骑跨伤

损伤部位

右侧损伤 左侧损伤 双侧损伤

例数 １８ １５ １２ ７ ２６ １６ １０

百分比（％） ３４６ ２８８ ２３１ １３５ ５００ ３０８ １９２

１３　观察指标
ＣＴ图像由２名放射科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双盲阅片，

记录ＣＴ表现并据此进行睾丸损伤 ＣＴ分型。统计患者的治疗
方式以及临床预后，比较ＣＴ诊断、分型与临床及手术病理诊断
的符合性。

"

　结果
２１　ＣＴ分型与术后诊断符合率

本组５２例患者均经ＣＴ诊断为睾丸损伤，与临床诊断完全
相符，符合率为１００％。５０例患者的ＣＴ分型与术后诊断一致，２
例不一致，分型诊断符合率为９６２％。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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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ＣＴ分型与术后诊断符合率

项目 白膜下血肿型 肿胀型 出血型 破裂型 脱位型

ＣＴ诊断（例） ６ ８ ２４ １２ ２

术后诊断（例） ７ ７ ２４ １２ ２

符合率（％） ８５７ 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　ＣＴ表现
本组５２例患者均表现为阴囊壁广泛性或者局限性水肿、增

厚。按照睾丸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睾丸白膜线等的变化

情况分为白膜下血肿型、出血型、肿胀型、破裂型以及脱位型五

种。各型ＣＴ表现：（１）白膜下血肿型：本组６例（１１５％），ＣＴ
见睾丸边缘呈现梭形高密度影，且相应部位的睾丸实质明显受

压，呈凹陷变形。（２）肿胀型：本组８例（１５４％），其中６例为
单侧肿胀，２例为双侧肿胀。ＣＴ见睾丸的形态基本正常，但体
积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大，且实质密度相比于健侧呈现均匀性降

低，睾丸的白膜结构完整，属于单纯挫伤水肿。（３）出血型：本
组２４例（４６２％），按照损伤范围将其分为广泛性出血和局限
性出血两类。其中，４例为局限性出血，损伤范围在睾丸的１／３
以下，有２例患者合并鞘膜积血。２０例为广泛性出血，损伤范
围在睾丸的２／３以上，其中有２例合并鞘膜积液，４例合并白膜
下血肿，ＣＴ可见散在团块状或者斑片状高密度影，周围分布有
低密度水肿影，体积明显增大，且形态呈局限性失常表现，未见

白沫中断。急性局限性出血患者 ＣＴ显示不规则的低密度影，
可观察到睾丸的体积正常或者略微增大，但形态正常。随着时

间的推移，ＣＴ睾丸内出血密度逐渐降低。（４）破裂型：本组１２
例（２３１％），可见睾丸增大明显，且形态失常，睾丸的白膜线中
断。８例患者内部存在广泛性、多发性高密度、低密度混杂影，
在水肿区及破碎区则表现为不规则低密度影，其中有４例患者
的出血灶间存在线状低密度影，在白膜断裂口部位有睾丸组织

突出，且阴囊内有积血。另４例患者的睾丸表现为高密度铸型。
１２例睾丸破裂患者中，２例合并包膜下积液以及精索损伤，２例
合并鞘膜积血。（５）脱位型：本组２例（３８５％），是由车祸伤引
起，ＣＴ可见双侧阴囊空虚，且在阴茎根部略上方的皮下可见双
侧睾丸，右侧睾丸明显增大，呈稍高密度影，睾丸前缘的形态异

常，存在局部外突，而左侧的形态及大小正常，内部呈均匀密度

影，可清楚地观察到白膜线结构完整。

#

　讨论
阴囊部位皮肤具有较好的弹性，其中，睾丸白膜坚韧性较

好，故睾丸在阴囊内具有较大的活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睾

丸损伤，但在直接暴力作用下可发生［３］。睾丸外伤多见于青壮

年，本组年龄平均为（３４３±６２）岁，损伤多为单侧，少见双侧，
本组１９２％为双侧，８０８％为单侧，其中又以右侧多见，本组占
５００％。睾丸损伤患者常存在剧烈阴囊疼痛并且向腹股沟以及
下腹放射，存在明显阴囊肿胀，且伤侧睾丸具有明显触痛，边缘

界限不清晰，能够触及肿块［４］。因睾丸损伤患者常合并阴囊损

伤或者阴囊血肿等，明显的阴囊肿胀以及剧烈疼痛等均将影响

临床诊断及分型判断［５］。Ａｔｔｉａ等［６］研究发现，在睾丸外伤以后

７２ｈ内行手术探查，手术切除睾丸率在 ６％ ～３０％之间，而在
７２ｈ后进行探查者，手术切除率可高达５０％～８０％左右。因此，
早期准确诊断并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保留和修

复睾丸具有重要意义。

超声是大部分学者公认的睾丸损伤首选检查方法，相关研

究资料显示，超声对睾丸损伤的诊断准确率可达１００％。但由
于患者常存在明显触痛或者开放性损伤等，难以完成超声检

查，延误诊断［７］。ＣＴ检查不受损伤类型及损伤程度的限制，检
查过程中患者无痛苦，用于睾丸损伤的诊断分型具有重要意

义［８］。丁长青等［９］研究显示，ＣＴ检查对于睾丸损伤的诊断无
误诊现象，且ＣＴ所见病理变化与手术所见完全相符。本研究
中，ＣＴ诊断与临床诊断的符合率为 １００％，与上述报道相符。
认为ＣＴ检查能够准确诊断睾丸损伤，且对于开放性损伤以及
触痛不配合患者仍然适用。此外，ＣＴ扫描具有分辨率高以及扫
描速度快等优点，从而为临床诊断及时提供完整、直观的睾丸

损伤图像，且图像能够永久保存，这对于临床对比性分析观察

以及临床会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利于保留并修复患者的睾

丸组织［１０］。睾丸损伤准确分型是临床合理选择治疗方案的关

键。超声检查睾丸损伤的分型较多、较细，但由于其判断方法

不统一，临床实用性尚不确定［１１］。本研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

报道以及本组患者的ＣＴ表现、病例改变，充分分析其损伤部位
及程度等，将睾丸损伤患者的ＣＴ表现分为白膜下血肿型、出血
型、肿胀型、破裂型以及脱位型５种类型［１２］。本组仅２例与术
后诊断不符，其余均与术后诊断相符。根据 ＣＴ分型，可指导临
床合理选择治疗方式，改善临床预后。对于广泛性出血患者，

需行切开引流术，或者行部分切除联合修补术；对于破裂型患

者，应及早行切除术；对于脱位型患者，应立即实施修补复位固

定；对于睾丸局限性出血、白膜下血肿以及睾丸肿胀等轻度损

伤患者，可实施保守治疗［１３，１４］。但在保守治疗中，一旦发生感

染或者脓肿形成等，应及时转行手术治疗［１５，１６］。

综上所述，ＣＴ检查能够准确诊断睾丸损伤，并反映损伤程
度以及损伤类型，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保

留患者的睾丸结构和功能，改善临床预后，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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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指数对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影响研究
林剑１　虞伟明２

１宁波市鄞州区第三医院普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９１
２宁波市李惠利医院普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临床中体质指数对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临床影响。方法：采取回顾性的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２００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依据腹腔镜与开
放手术患者中患者的体质指数分为肥胖组和非肥胖组，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和术后指标。结果：腹腔

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比较具
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计学有意义。两组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计学无意
义。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前后血清 Ｈｂ差值比较具有
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计学有意义。两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
计学无意义。结论：临床中对于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肥胖患者手术中更容易发生失血，在腹腔镜下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肥胖患者较非肥胖患者手术的操作时间长，且更容易发生出血。

【关键词】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体质指数；手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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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疾病，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
发病率，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１］。临床中常采取手术治

疗，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是临床中常见的手术，且手术术野

也比较深，手术中很容易受到其他的因素影响，确保手术的正

常进行和降低手术后的并发症具有重要的意义［２］。肥胖是影

响手术操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对手术的影响也比较大，增加

手术的操作难度［３，４］。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体质指数对临床

中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临床影响，旨在为肥胖患者的手术操

作提高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２００例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手术临床分期均为 Ｔ１－
Ｔ２期。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８６例，开放性根治性前列
腺切除术１１４例。
１２　分组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依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内分泌外科学组、

腹腔镜与内镜外科学组、胃肠外科学组与外科手术学学组联合发

布《中国肥胖病外科治疗指南》（２００７）中的标准患者分为肥胖组
（ＢＭＩ≥２５０ｋｇ／ｍ２）和非肥胖组（ＢＭＩ＜２５０ｋｇ／ｍ２）［５］。８６例腹
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２６例，非肥胖组６０例；
１１４例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３５例，非肥胖组７９
例。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计学
无意义，具有可比性。数据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术前基本资料比较

类型 分组 例数 年龄（岁） Ｈｂ（ｇ／Ｌ） ｔＰＳＡ（ｕｇ／Ｌ）

腹腔镜下根治性

前列腺切除术

肥胖组 ２６ ６６４±５７ １３８８±１１７ １６３±７８

非肥胖组 ６０ ６５９±４９ １４０６±１０８ １７４±６９

开放性根治性

前列腺切除术

肥胖组 ３５ ６６３±６１ １４０６±１０７ １７７±７０

非肥胖组 ７９ ６５８±６７ １３９６±１１４ １６８±６８

１３　手术方法
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选取头低脚高位，且

倾斜２５°，使其双腿外展和支起，并且呈现截石位，留置 Ｆ１８号
双腔尿管。在其腹壁选取５个孔，并留置套管。手术方式主要
是采取经腹腔前入路顺行切除的方法。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分

离和解剖出患者前列腺前表面，并缝扎和切断背侧静脉的复合

体。然后，应依次分离和横断膀胱颈以及输精管，游离患者精

囊，并且沿着狄氏筋膜间隙进行分离前列腺和直肠间隙到前列

腺尖部。最后，切断其前列腺侧韧带，切断前列腺的尖部，采取

连续缝合法行膀胱尿道吻合术，且手术区置负压引流管处理。

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主要是采取经耻骨后前列腺

根治性切除术，在进入其耻骨后间隙之后，应清除前列腺尖部

脂肪组织，并且打开盆筋膜，缝扎之后切断其阴茎背部深静脉。

然后，游离前列腺尖部和近端的尿道，离断尿道前后壁，紧贴前

列腺切断前列腺侧筋膜，并且结扎止血处理。最后，需要完整

的切除前列腺和双侧精囊后行尿道膀胱颈部端端吻合的处理，

耻骨后需要留置负压引流管。

１４　观察指标
（１）手术时间；（２）术中出血量；（３）留置导尿管时间；（４）

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均采取 ＳＰＳＳ１９０的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采取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
独立样本采取ｔ检验，计数资料采取χ２进行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手术指标和术后指标
观察

　　通过对本组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
统计学有意义。两组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５），统计学无意义。见表２。

表２　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手术指标和术后指标

分组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ｇ／Ｌ）

肥胖组 ２６ １８８６±４２７ １７９５±５５４ ７９±１５ －３１４±１１５

非肥胖组 ６０ １６６８±３３６ １１２４±４８５ ８０±１４ －２２６±１０６

ｔ － １１５２６ １０２５１ ０２７２ ４０３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手术指标和术后指标观察
通过对本组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

前后血清Ｈｂ差值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统计学有意

义。两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５），统计学无意义。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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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手术指标和术后指标

分组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ｇ／Ｌ）

肥胖组 ２６ ２０５６±５５７ ６０２５±１２１４ １２３±２２ －３４７±１２１

非肥胖组 ６０ ２０３４±５８４ ４１２２±１１７３ １３１±２１ －２７３±１１６

ｔ － ０４１７ ２２５４１ ０３１５ ５３８２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病逐渐的增加，且与

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联系［６］。临床中多数的肥胖

患者伴有高血压、高血糖以及血脂紊乱等症状，且这些症状经

常称为代谢综合征，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研究显示，

肥胖能够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比如前列腺癌［７，８］。

前列腺癌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之一，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

发病率，是男性恶性肿瘤中的最主要疾病之一，严重的影响患

者的身体健康［９］。临床研究显示，家庭遗传因素、年龄地域环

境因素以及种族因素均是该病的危险因素［１０］。临床中对于早

期的患者实施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手术能够达到较好的治疗效

果。但是，临床中对于肥胖患者来说，由于其盆腔的脂肪比较

多，且进行根治性手术时需要分离和切除更多的脂肪，从而促

使整个的手术时间相对比较长［１１，１２］。同时，患者盆腔血管周围

脂肪的组织堆积也比较多，且血管脆性比较高，并不容易牵拉，

整个手术中需要动作轻柔，使得整个手术的操作时间相对比

较长［１３］。

经过本次的临床研究分析，腹腔镜手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前后血清Ｈｂ差值比较具
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两组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
差异（Ｐ＞００５），开放性手术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术中
出血量、手术前后血清 Ｈｂ差值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５），两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无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５）。由此分析，临床中肥胖患者在实施根治性前列腺切除
术中会增加各种手术的手术操作时间，临床中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在开放性手术中肥胖对其手术的操作并无明显的影响，但

是会增加手术中的出血量［１４］。因此，临床中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并且规范操作步骤。同时，肥胖对患者术后吻合口愈合时

间并无明显的差别［１５］。因此，临床中应充分的了解肥胖对根治

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临床影响，了解其对手术相关指标的影响。

临床中医师应有效的依据患者的体质量进行合理的选择手术

方式，从而降低对患者的影响，提高手术的操作率，降低相关并

发症的发生［１６，１７］。

综上所述，临床中对于开放性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肥胖患

者手术中更容易发生失血，而在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肥胖患者较非肥胖患者手术的操作时间长，且更容易发生

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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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及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临床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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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功血的临床疗效及其对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影
响。方法：对７２例年龄在３１岁至５０岁之间确诊为功血并有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病例，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进
行治疗，对比治疗期间月经量、月经周期、血红蛋白水平、子宫内膜厚度等指标，并与放置前进行对比。

结果：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月经量显著性减少，放置１年左右后降至（９±３）ｍＬ，子宫内膜厚度明显
变小，由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０７６±０１５）ｃｍ降至（０３９±００８）ｃｍ，放置６个月之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得到
改善。同时，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后患者血红蛋白水平呈上升趋势，６个月后恢复至正常状态，这些数据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放置前后月经周期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显著性。结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
释系统能有效治疗功血，减少月经量，对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也有疗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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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作为一种安全高
效的节育器，其使用时间为５年，通过放置在宫腔中而起作用。
目前，关于ＬＮＧ－ＩＵＳ的治疗效果，国内外都有一些报道［１］。在

国外，ＬＮＧ－ＩＵＳ主要用于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功血）、痛
经及月经过多等症状［２］。在国内，已有学者初步探索 ＬＮＧ－
ＩＵＳ的作用机制，但是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在接受ＬＮＧ－ＩＵＳ
治疗后受孕的情况则很少见到报道。本研究着眼于 ＬＮＧ－ＩＵＳ
在治疗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功血等方面的治疗，进行了相关临

床实验，以寻求一种针对不同病人而采用的高效的治疗方式。

通过选取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并伴有功血的病人７２例，运用ＬＮＧ
－ＩＵＳ对病人进行治疗，分析比较放置前后月经周期、月经量、
子宫内膜厚度等变化来探究其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期间我院收治并确诊
为功血伴有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病人７２例，回顾性分析患者放
置ＬＮＧ－ＩＵＳ后的相关临床资料。７２例患者的年龄在３１岁至５０
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２１±５５７岁，临床上主要症状为月经量大，经
期紊乱，子宫不规则性出血等。所有患者在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前
都应进行相关排查，不能患有肝病、肾病及妇科肿瘤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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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检测方法
在患者就诊时，均经过一些常规性检查，了解子宫内膜厚

度和子宫大小等，同时向患者说明 ＬＮＧ－ＩＵＳ放置过程中的一
些注意事项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做到使患者充分知情，同

时也能使患者及时调整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以取得好的疗效。

ＬＮＧ－ＩＵＳ需由专人进行放置，并确定正确位置，一般选择
在月经的第２～７ｄ内放置。所有患者在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之前，
应先测定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和月经量等，放置之后每隔３个
月由专人进行随访，要详细记录患者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之后的情
况，记录月经周期、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子宫内膜厚度等，并

分别与放置之前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通过抽血进行血常规

以观察血红蛋白水平，Ｂ超检查可测得子宫内膜厚度，月经量是
指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后经期所需卫生巾数目之比，一般以放置
之前月经期间所用的卫生巾数目为基数。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病人的月经改变情

况如月经周期、月经量等，血红蛋白水平变化、子宫内膜厚度变

化等，并与放置之前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病人在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后的各项指标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运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进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月经改变

比较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月经周期、月经量等的变

化情况，并与放置之前进行对比。见表１。
与放置之前相比，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月经量都明

显减少，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有５例患者在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
９个月之后产生闭经现象。而月经周期则随着放置时间的延
长，稍有增加，但幅度很小，与放置之前相比，其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所以，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月经周期没有显
著性变化，其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月经量大大
降低，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后患者的月经模式的变化情况

例数 月经量（ｍＬ） 月经周期

放置前 ７２ １００±０ ３０±２

放置３个月 ７２ ３０±９ ３１±２

放置６个月 ７２ １５±６ ３２±６

放置９个月 ７２ １２±４ ３３±６

放置１２个月以上 ６７ ９±３ ３４±７

２２　子宫内膜厚度变化
比较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的变化，并

与放置之前进行对比，见表２。放置３个月之后，子宫内膜厚度
明显变小，且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６个月后，所有患者的子
宫内膜增生过长现象都得到改善，且放置前后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后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的变化情况

放置前 放置３个月 放置６个月 放置９个月 放置１２个月以上

子宫内膜厚度（ｃｍ） ０７６±０１５ ０５６±０１３ ０４３±０１２ ０４１±０１２ ０３９±００８

２３　血红蛋白水平变化
比较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的变化，并

与放置之前进行对比，见表３。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患者的血

红蛋白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贫血现象得以改善，放置６个月之
后，患者血红蛋白水平恢复至正常状态，且放置前后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前后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的变化情况

放置前 放置３个月 放置６个月 放置９个月 放置１２个月以上

血红蛋白水平（ｇ／Ｌ） ９８８１±１８９ １０１０２±２１４ １１２８８±１８４ １２３１７±１５２ １２９５２±１３５

#

　讨论
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常见症状为月经不调、子宫不规则性

出血［３］。主要是因为子宫内膜受到长时间雌激素的作用，使得

其一直处于增生的状态，容易导致患者不育，且具有癌变倾向。

以往大多采取长时间坚持口服孕激素的治疗方式，虽然能有效

控制月经，但对于子宫内膜的增生过长的转化作用并不明显，

而且，由于患者长期服药，患者容易产生药物耐受性，停止服药

后极易复发。ＬＮＧ－ＩＵＳ与口服孕激素相比，无副作用，且能有
效改善子宫内膜增生的现象。近年来，ＬＮＧ－ＩＵＳ已慢慢成为
治疗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方案之一［４］。

功血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在更年期和青春期比较常

见。主要是由于神经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子宫异常性出血症

状［５］。目前，大多采用一些雌激素和孕激素类的药物来止

血［６］。有研究表明，采用药物治疗功血，成功率为４５％［７］。但

是，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后，所需时间较长，且易产生依耐性。除

此之外，患者还有可能多次就诊，这使得病情大大加重。所以，

对于功血的治疗，需通过探索，找出适合于不同病人的安全高

效的治疗方式。对患者采用宫腔镜治疗，其属于一种微创手术，

具有快速、准确定位和创伤小以及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特

点［８］。患者在切除息肉后，其月经则能够恢复到正常，并且还能

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受孕几率［９］。对患者采用ＬＮＧ－ＩＵＳ则能
够有效地减少复发几率［１０］，主要是因为 ＬＮＧ－ＩＵＳ释放孕激素
对内膜增生产生抑制效果，进而起到防止息肉复发的效果。有报

道表明，ＬＮＧ－ＩＵＳ治疗功血，可以有效减少月经量［１１］。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半年左右，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现象消失［１２］。

ＬＮＧ－ＩＵＳ作为一种新型宫内节育器，能达到治疗疾病的
同时，还能达到有效避孕的效果。自问世以来，已有千万妇女

从中受益［１３］。ＬＮＧ－ＩＵＳ能局部释放孕激素，既高效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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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１４］。已有报道表明，ＬＮＧ－ＩＵＳ对治疗相关疾病和避孕等的
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１５］。近年来，对于ＬＮＧ－ＩＵＳ的临床疗
效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希望能为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功血提

供新的治疗方式。

对于功血和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的治疗，以往主要采用手术

治疗和一些保守治疗方式如药物治疗，由于用药时间较长，极

易产生一些副作用，而手术治疗方式如子宫切除术，虽然能取

得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性，给患者及家庭带

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探讨出能高效安

全治疗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功血的治疗方式，以尽可能缓解患

者疼痛，大大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实验探究表明，患有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功血的患者在

放置ＬＮＧ－ＩＵＳ之后，月经量显著减少，且在整个随访过程中，
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月经周期在整个过程中变化不大，保持

在１个月左右。子宫内膜厚度在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３个月之后变
小，且变化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更明显，６个月之后，患者的子宫内
膜增生过长的症状得到大大改善。血红蛋白水平在整个过程中

逐渐上升，６个月之后，恢复至正常状态。可见，ＬＮＧ－ＩＵＳ在治
疗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功血方面具有积极疗效。ＬＮＧ－ＩＵＳ能
显著减少月经量，使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恢复至正常状态，子宫

内膜厚度明显减小，使得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现象得到改善，这大

大提高了ＬＮＧ－ＩＵＳ的临床治疗效果。所以，ＬＮＧ－ＩＵＳ不仅对
功血的治疗有持续性的效果，还能显著改善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现

象，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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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纳米银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疗
效观察
寿海英１　陈奕馥１　沈秋莉１　邓月月２△

１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门诊，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联合纳米银凝胶治疗慢性宫颈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
取于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宫颈炎患者１２６例作为此次研究的样本，所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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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个体均有生育史。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６３例，其中对照组单纯使用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
观察组除使用宫颈环形电切术外还联合使用纳米银凝胶行治疗。所选样本个体术前均进行常规检查并在

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行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手术后１个月进行复查并在术后进行定期随访。与对照组不同，
观察组分别于术前和术后使用纳米银凝胶治疗。手术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疗效分析。结果：两组患者均

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达到１００％。对照组６３例经治疗后显效人数为５０例，显效率为７９３７％
（５０／６３）；观察组６３例患者治疗后显效人数为５９例，显效率为９３６５％（５９／６３），两组患者的显效率具有明
显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复查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均出现阴道出血、阴道排液、阴道感
染等并发症，其中阴道感染的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其中对照组并发阴道感染人数为８人，发生
率为１２７０％（８／６３）；观察组并发阴道感染的人数为４人，发生率为３１７％（２／６３）。结论：宫颈环形电切术
联合纳米银抗菌凝胶可有效治疗慢性宫颈炎，而且联合使用纳米银抗菌凝胶可有效提高慢性宫颈炎的治疗

效果，降低术后感染的发生率。

【关键词】　宫颈环形电切术；纳米银凝胶；慢性宫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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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宫颈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是最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常
见的病理类型是宫颈糜烂，并且慢性宫颈炎也是引发宫颈癌的

高危因素。近年来，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
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作为疼痛小，简单经济的一种手术方法，
被应用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
间使用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纳米银凝胶对６３例慢性宫颈炎患
者进行了治疗，并与单纯使用宫颈环形电切术６３例患者进行了
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为探究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联合纳米银凝胶对慢性宫
颈炎的治疗效果，选取于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间我院收
治的１２６例慢性宫颈炎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样本。在手术前对
患者进行了Ｂ型超声、电子阴道镜及白带等常规检查，所选样

本个体均有生育史且处于非妊娠期，其诊断符合宫颈炎的诊断

标准［１］。有报道宫颈环形电切术后妊娠２４～３０周时宫颈管长
度与有自发性早产的高危型孕妇接近［２］。上述结果提示宫颈

环形电切术对后期妊娠可能产生影响，但目前还无强有力的证

据证明两者有高度相关性，但为了避免 ＬＥＥＰ术对后期妊娠可
能造成的影响，我们排除了无生育史的患者。１２６例慢性宫颈
炎患者年龄分布为２３～５３岁，中位年龄为３８岁，所有患者均行
宫颈环形电切术进行治疗，其中观察组于手术前后均使用纳米

银凝胶，手术后１个月进行复查。此次研究均获得患者本人及
其家属的同意。

１２　手术方法
宫颈环形电切术前对患者进行常规检查，若患者白带无明

显异常，且凝血功能和心脏功能无明显异常则可进行宫颈

ＬＥＥＰ术。所有患者均在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行宫颈 ＬＥＥＰ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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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术前禁止性生活。观察组与术前３ｄ连续使用纳米银凝胶进
行治疗，用量及方法为由阴道注入抗菌凝胶１支，１次／ｄ。手术
时患者取膀胱截石位，进行术前外阴消毒，方向为由内向外，消

毒后铺巾。双合诊确定子宫位置及宫颈与宫颈旁组织情况，使

用窥阴器暴露宫颈，消毒宫颈，使用碘液对宫颈病变范围进行

标志。使用高频ＬＥＥＰ刀在距离不着色范围外０５ｃｍ处进行缓
慢环切，均匀连续旋转３６０°，移除病变组织，切割时可根据病变
范围的大小选择大锥切或小锥切术。切割后电凝止血，使用碘

伏进行创面消毒，若电凝止血效果不佳，可使用碘伏纱布压迫

止血。术后将切除标本送病理检查。两组患者术后均服用抗

生素，观察组患者术后继续使用纳米银凝胶，用量及方法为抗

菌凝胶１支外用，１次／ｄ，连续使用６ｄ。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经治疗后，若常规显示阴道分泌物正常，宫颈形态正常，且

光滑无粘连，则判断为为显效；若糜烂面基本消失但宫颈口处

可见红色肉芽组织，则判断为有效；其他为无效。（总有效率 ＝
显效率＋有效率）
１４　统计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２

检验的方式，若手术前后某种病原菌的感染存在差异时，即Ｐ＜
００５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经过复查两组患者均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达到

１００％。统计发现两组患者的显效率具有明显差异，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对照组６３例经治疗后显效人数为
５０例，显效率为７９３７％；观察组６３例患者治疗后显效人数为
５９例，显效率为９３６５％。见表１。

表１　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效果统计

项目 对照组人数／例 观察组人数／例 χ２ Ｐ

显效 ５０ ５９ ５５１ ＜００５

有效 １３ ４ ５５１ ＜００５

无效 ０ ０ － －

复查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均有单纯或合并阴道出血、阴道

排液、阴道感染等并发症，其中阴道出血发生率最高。并发症

中阴道感染的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其中对照组并
发阴道感染人数为８人，发生率为１２７０％；观察组并发阴道感
染的人数为４人，发生率为６３４％。见表２。

表２　对照组与观察组阴道感染发生人数统计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χ２ Ｐ

阴道出血 ９ ８ ００７ ＞００５

阴道排液 ８ ２ ３９２ ＜００５

阴道感染 ８ ４ ０１０ ＞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宫颈炎多由继发感染造成［３］，可由多种病原菌感染引

起，如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和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慢性宫颈
炎病人的主要表现为白带增多、腰骶部疼痛、接触性出血和疼

痛，因此慢性宫颈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报道［４－６］指

出阴道病原菌感染日益增多，如淋病奈瑟菌、沙眼衣原体及人

乳头瘤病毒等。因此有效的治疗并控制阴道长期感染对治疗

慢性宫颈炎具有重要意义。

宫颈环形电切术是一种疼痛小、手术时间短、经济安全的

诊断和治疗方法。有报道称［７］，宫颈环形电切术可有效清除

ＨＰＶ感染。宫颈病变往往呈多灶性特点，目前对宫颈上皮内瘤
变的诊断主要依靠阴道镜下的宫颈多点活检，因此在诊断取材

时会受到操作医师主观因素的影响。由于以上原因，在阴道镜

下检查时会使得部分患者漏诊［８］。使用宫颈环形电切术通过

环切，避免了取材不当造成的漏检，同时在阴道镜下操作，能直

接的明确病变部位，不仅保护了宫颈功能而且可以提供完整病

理标本［９，１０］。宫颈环形电切术也会有较多术后并发症，如阴道

排液、阴道出血、阴道感染等，此次研究中也有２１例患者出现以
上一个或多个并发症，这提示我们手术时要仔细处理切口和对

患者进行康复指导，避免术后出血及感染。

纳米银具有抗菌、杀菌及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作用。研究

表明纳米银对不同类型的阴道炎均有较好的疗效，且疗效优于

常规药物治疗，同时不良反应少，易于为患者接受［１１－１５］。此次

研究中，对照组６３例与观察组６３例经治疗后均达到令人满意
的结果，总有效率均到达 １００％，但是观察组的显效率达到
９３６５％（５９／６３），明显优于对照组的７９３７％（５０／６３）。纳米银
极少量即可产生强力的抗菌、杀菌作用，我们将其应用于观察

组术前的抗感染治疗，可以有效的杀灭患者阴道内的病原菌。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其应用于观察组术后的抗感染治疗，以达

到较好的抑菌或杀菌作用。通过对复查结果的统计，我们发现

两组患者中均出现阴道出血、阴道排液、阴道感染等并发症，其

中阴道出血为发生率最高的并发症，且在两组患者中的发生率

并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是阴道感染的发生在两组患者中
具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这也提示纳米银的杀菌和抑菌作用。

综上，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纳米银抗菌凝胶可有效治疗慢

性宫颈炎，而且联合使用纳米银抗菌凝胶可有效提高慢性宫颈

炎的治疗效果，降低术后感染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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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在腹腔镜子
宫肌瘤切除手术中应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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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中应用效
果。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１００例采用腹腔镜切除子宫肌瘤的患者，采用手术难度评分系统评
估，根据不同得分按照等级分组，观察并比较各组患者手术的临床效果。结果：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

术难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５分组，５～７分组，≥８分组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所用时间，术前术后
血红蛋白变化值，术后肛门排气所用时间有明显差异，评分＜５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６８８９％），５～
７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３５００％），≥８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３５００％），具有明显差异，统计
学上有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中具有
指导价值，评分越低手术难度越低，了解手术难易程度有助于手术成功进行，应该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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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一种好发于３０～５０岁女性的生殖器官最常见
的良性肿瘤，我国子宫肌瘤的发病率逐年攀升，严重影响女性

的生理健康［１，２］。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占育龄女性的２０％左右，
并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对于育龄女性有保留子宫的需要［３，４］。

近年来临床多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手术中采用子宫

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为进一步评估腹腔镜子宫肌瘤切

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中应用效

果［５，６］，本次笔者特选取我院近两年来１００例采用腹腔镜切除
子宫肌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分析后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入住我院１００例采用腹腔镜
切除子宫肌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２１～５１岁，平均
年龄（３６０１±６３８）岁；怀孕０～２次，平均孕次（１０５±０３８）
次；平均子宫大小（９２５±２３４）孕周；平均最大子宫肌瘤（７４５
±１８３）ｃｍ；平均肌瘤数量（３０１±１３２）个；其中有过开腹手术
史的患者１２例（包括阑尾炎手术３例，剖宫产手术７例，其他子
宫附件手术２例）。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检查确诊为子
宫肌瘤，患者出现贫血和不孕的临床症状，由于肌瘤的压迫作

用患者腹部疼痛。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据难度评分 ＜５
分，５～７分，≥８分分为三组，＜５分有４５例患者，５～７分有４０
例患者，≥８分有１５例患者。这些患者在习惯上均无明显差
异，配合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的具体评分情况

如下［７］：（１）子宫肌瘤≥１／２部分突出子宫浆膜层为０分，子宫
肌瘤＜１／２部分突出子宫浆膜层为１分。（２）肌瘤突向浆膜Ⅰ
型为１分，肌壁间Ⅱ型为３分，突向黏膜Ⅲ型为５分，黏膜下为５
分。（３）超声测量肌瘤大小５～７ｃｍ为１分，８～１０ｃｍ为２分，大
于１０ｃｍ为３分，肌壁间碎石样肌瘤为１０分。（４）包膜类型Ⅰ
型为１分，包膜类型Ⅱ型为２分。（５）超声计数肌瘤数量≤５个
为２分，６～１０个为４分，≥１１个为６分。（６）肌瘤无囊性变为
０分，有囊性变为２分。（７）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为１分，无子宫
内膜异位症为０分。（８）有子宫肌腺病为８分，无子宫肌腺病
为０分。

根据以上标准对患者进行手术难度评分，诸项评分累加为

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得分，按照 ＜５分，５～７
分，≥８分分为三组，１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均采用全麻进行手术，
由同一组医师进行，取脐部做第一穿刺点，左、右下腹做第二、

三、四穿刺点，采用美国强生超声刀，生产厂家为深圳麦迪卡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用单级电凝针切开子宫肌瘤假包膜，进行肌

瘤与子宫内膜的分离，用子宫旋切器将肌瘤粉碎并取出。观察

并比较三组患者手术所用时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术

后肛门排气所用时间，手术时间小于等于１００ｍｉｎ患者的人数。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各组手术所用时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

（术前术后３ｄ内测量血浆血红蛋白值Ｈｂ并计算差值），术后肛
门排气所用时间。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时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用ｔ检验比较组间，用χ２检验计数资料，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手术不同难度患者的手术情况比较

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 ＜５
分组，５～７分组，≥８分组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所用时
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术后肛门排气所用时间有明显

差异，统计学上有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手术不同难度患者的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所用

时间（ｍｉｎ）
术前术后Ｈｂ
变化值（ｇ／Ｌ）

术后肛门排气

所用时间（ｈ）

＜５分组 ４５ ８０５３±２０５３ ６８３±１３４ ２３９１±２２４

５～７分组 ４０ １１３０２±２６２３ １３８２±１７４ ３１８８±２３２

≥８分组 １５ １４１２１±２４４１ １６５６±１４３ ３４６５±３７６

ｔ — ５２３ ９７６ ８３２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三组手术不同难度患者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的比较
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 ＜５

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６８８９％），５～７分组手术时间≤
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３５００％），≥８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
（３５００％），具有明显差异，统计学上有意义（χ２＝１４２３，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手术不同难度患者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 百分率（％）

＜５分组 ４５ ３１ ６８８９

５～７分组 ４０ １４ ３５００

≥８分组 １５ １ ６６７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常见的生殖器良性肿瘤，是影响女性健康

的首要疾病之一［８，９］。过去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采用子宫全部

摘除［１０，１１］。但是大多数女性还有妊娠期望，因此采用腹腔镜子

宫肌瘤切除手术，该手术有手术切口小，出血量少，伤口愈合所

用时间短的优点［１２－１４］。为了进一步了解患者子宫肌瘤严重程

度，对手术难易程度进行评估，故选取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

术难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该评分系统考虑了肌瘤情况，合并

症及术者的技术对手术的影响，具有指导意义。

本研究发现：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

进行评分＜５分组、５～７分组、≥８分组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切
除手术所用时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术后肛门排气所

用时间有明显差异，评分 ＜５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
（６８８９％），５～７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３５００％），≥８
分组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者占（３５００％），具有明显差异，统计学
上有意义（Ｐ＜００５）。这与既往研究报道的结果类似［１５］。腹

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越低患者手术难度越低，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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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时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术后肛门排气所用时间

更短，手术时间小于等于１００ｍｉｎ患者的人数更多。本研究显
示，通过对子宫肌瘤在浆膜下和肌壁间的位置、超声测量子宫

肌瘤的大小和数量、包膜类型、有无肌瘤囊性变和子宫内膜异

位症进行手术难度评分系统评分，根据手术难度程度，临床医

师采用合适的手术步骤，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全身

麻醉后采用美国强生超声刀用单级电凝针切开子宫肌瘤假包

膜，进行肌瘤与子宫内膜的分离，用子宫旋切器将肌瘤粉碎并

取出，避免损伤患者的子宫内膜，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

防止手术过程中意外情况的发生，缩短手术时间，防止手术后

切除部位出现血肿、感染和子宫肌瘤复发情况的发生。评分 ＜
５分组手术难度程度最低，临床医师完全能够胜任，手术所用时
间短，５～７分组手术难度程度较高，≥８分手术难度程度最高，
手术医师根据手术的难易程度充分准备，加强手术有效性，促

进子宫肌瘤患者恢复健康。

综上所述，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难度评分系统在腹腔

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中具有指导价值，评分越低手术难度越

低，了解手术难易程度有助于手术成功进行，应该在临床上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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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后患者卵巢内分泌功能的变化
与研究
丁森君１　路俊兰１　张薏女２△

１浙江医院分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３０
２浙江省中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研究和分析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后卵巢内分泌功能的具体变化情况。方法：选取３５
例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子宫肌瘤的患者。所有患者都进行常规的Ｂ超以及探测宫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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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同时采取子宫全切术进行治疗。在术前月经６ｄ和术后１，３，７个月进行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等进
行免疫检测。另外对所有患者手术之前和手术后１，３，７个月的卵巢衰退病状进行详细的分析。结果：所有
患者术后的各类激素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在术后７个月时测量值最高。患者手术之后出现盗汗，以及
阴道干涩等症状也有了明显的递增，从术前的４８５％增加到术后７个月的８６０％。结论：进行子宫切除术
的患者，在手术之后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卵巢衰退表象，同时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以及催乳素等激素水

平同手术之后时间体现出正相关联系。

【关键词】　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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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当前妇科病症中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一般
来说，子宫全切术作为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是比较有效的［１］。

但是因为女性卵巢可以分泌多种激素调整女性的新陈代谢，因

此，子宫全切术后对卵巢内分泌功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

是具体详细的情况还是非常模糊的［１］。本文选取３５例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子宫肌瘤的患者，所有患者
都进行常规的Ｂ超以及探测宫腔检查，同时采取子宫全切术进
行治疗。对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后卵巢内分泌功能的具体变

化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３５例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子
宫肌瘤的患者。患者年龄分布为２４～４８岁，平均年龄为（４１３
±２１）岁，经过医学检查发现，所有患者没有内分泌系统疾病，
同时子宫卵巢都正常。

纳入标准：（１）经临床诊断符合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手术
指征的患者。（２）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２）自身合并多种
急慢性疾病或免疫系统疾病者。（３）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诊断和治疗　所有患者进行子宫全切术，持续硬脊
膜外腔阻滞麻醉，取下腹正中切口，缝扎盆漏斗韧带及圆韧带

进入腹腔后，先探查，切断韧带及切开子宫膀胱腹膜反折，游离

子宫体，游离子宫颈，切除子宫，缝合阴道断端及盆腔腹膜，

关腹［２，３］。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患者在手术之前月经６ｄ和手术后１，
３，７个月清晨空腹进行血样采集，抽血量为６ｍＬ。然后对全部
患者的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以及催乳素等进行免疫测定，

同时要求所有参与患者在手术之后７个月内不能服用激素类药
物。在手术之后的１，３７个月对所有患者的病症进行详细的统
计，譬如脱发，便秘以及阴道干涩，性欲降低，泌尿系统感染

等等［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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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ｎ（％）］的形式表示，对计量数据与计数数据分别使用 ｔ和
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时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的激素水平分析和术后７个月有关症状分布

所有患者术后的各类激素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在术

后７个月时测量值最高。见表１、表２。

表１　患者的激素水平分析

时间 黄体生成素（ＩＵ／Ｌ）催乳素（ｎｇ／ｍＬ）促卵泡激素（Ｕ／Ｌ）

术后１个月 ８２±１３ １５３±１２ １３２±２８

术后３个月 ９４±１５ １９１±２５ １７４±２８

术后７个月 １５７±１６ ３０２±２１ ２８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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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患者术后７个月有关症状的分布

类别 盗汗（例／率） 脱发便秘（例／率） 阴道干涩（例／率） 泌尿系统感染（例／率） 多疑多虑（例／率） 总计（例／率）

术前 ５（１４２） ２（０５） ４（１１４） ４（１１４） ２（０５） １７（４８５）

术后１个月 ６（１７１） ４（１１４） ３（０８） ４（１１４） ３（０８） ２０（５７１）

术后３个月 ７（２０．０） ５（１４２） ４（１１４） ３（０８） ５（１４２） ２５（６０．０）

术后７个月 ６（１７１）１）２） ５（１４２）１）２） ７（２０．０）１）２） ５（１４２）１）２） ７（２０．０）１）２） ３０（８６．０）１）２）

　　注：与术前相比，１）Ｐ＜００５；与术后１个月相比，２）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妇科很常见的良性肿瘤，手术依然是当前治疗

的最佳方法。其中子宫切除后对卵巢功能的主要影响在于：女

性患者的生殖功能很容易受到内分泌系统的影响，组成整体的

神经内分泌调节，这种调节包含了垂体以及其他方面的调

整［５］。有专家认为，卵巢的血液有子宫动脉供应靶器官。所以

对于卵泡来说，子宫组织起到的作用非常显著，其不仅为胎儿

的发育提供器官场所，同时也有利于人们自身的内分泌作

用［６］。子宫组织可以分泌一些成分，其有助于调整子宫性能，

保持子宫激素之间的均衡状态，还可以调整患者的生理机能

协调。

从上文的的研究实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所有患者

术后的各类激素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在术后７个月时测

量值最高。患者手术之后出现盗汗，以及阴道干涩等症状也有

了明显的递增。从术前的４８５％增加到术后７个月的８６０％。

在上述的一些症状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出现多疑焦虑的患者比

重非常高。首先主要是因为病症的原因，另外主要是因为患者

对于子宫切除自身就会出现心理焦虑等等情况。所以，这类患

者比例非常高应该属于一个正常水平［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有关结论，进行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在手术之后都或多或少的

出现了卵巢衰退表象，同时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以及催乳

素等激素水平同手术之后时间体现出正相关联系［９］。

按照相关的研究表明，切除子宫保留卵巢的妇女，非常容

易出现更年期症状，也就是说子宫切除术后卵巢只有不到２年

的正常功能，同时比健康人们还要提前５年出现潮热症状，而对

于患者的衰老以及骨质缺失问题，雌激素可以有效的进行作用

和促进，同时也有利于患者心脑血管系统的保护［１０］。大多数患

者在完成子宫全切术后，非常容易出现更年期的状况。其原因

就在于患者雌激素的下降所引发的，而且这种情况会接连发

生。患者在子宫切除后，就算是保留了卵巢，但是还是会有一

些患者性生活质量出现下降，引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

心理影响等因素外，手术引发的卵巢功能早衰也是主要原因之

一［１１］。仅依靠于受体的特异性以及亲和力外，同时和细胞组织

的数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１２］。切除子宫时，切断了来自子宫的

卵巢血供，让卵巢内优势卵泡出现显著的递减，女性患者自身

的激素，以及子宫膜组织受体数量。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问

题，可能会导致女性患者的激素发生变更［１３］。其主要原因在于

子宫卵巢提供的营养刺激了雌激素的产生，这同样也是起到重

要作用的血供，进而加快卵巢的衰退［１４］。另外子宫被切除之

后，很多不同种类的雌激素因此而消失，这对于卵巢的性能影响

产生非常不利的作用，对于卵巢自身而言，也是极为不利的［１５］。

所以，对于医院工作人员在处理子宫病变时，一定要从实

际情况出发，最大限度的保留子宫，应该按照患者意愿，从临床

表现出发，制定创伤小，符合患者心理以及生理需求的个体化

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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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对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的诊断价值及临床分析
拜钱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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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超声检查对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的诊断价值及临床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治疗的绝经后卵巢肿物患者１００例，对比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超声图特点。结果：１００例卵巢肿物患者中７２例为良性肿瘤，２８例为恶性肿瘤；恶性肿瘤腹痛发生率１６％
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发生率６％（Ｐ＝００００）；双侧卵巢病变的恶性率大于单侧恶性肿瘤病变率；单侧卵巢
肿物最大径线＞１２ｃｍ的恶性率大于最大径线≤１２ｃｍ者；伴发腹水患者恶性率（５５％）显著高于无腹水患者
（１０％）；超声检查结果与病理结果对照符合７８例，准确率达７８％。结论：超声诊断可用于绝经后卵巢肿物
良恶性辨别，其中浆液性囊腺瘤和成熟畸胎瘤的超声诊断率较高，部分类型卵巢肿瘤的超声诊断效果一般，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超声；卵巢；肿物；绝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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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系统疾病是绝经后妇女的一类常见疾病，其中卵巢肿
瘤所占比例较大［１］。相关流行病学统计显示［２］，在绝经后妇女

人群中，卵巢癌的发生率居于肿瘤的第二位，仅次于宫颈癌，而

死亡率居于首位。ＦｅｌｉｘＡＳ等［３］研究指出，卵巢肿瘤随着年龄

的增加呈递增趋势。绝经后妇女的年龄多在４０岁以上，多数人
会疏于定期常规妇科检查，不愿诉述生殖系统相关症状，因此

卵巢肿瘤经常由于延迟就医而影响治疗及预后。目前，卵巢肿

瘤已成为严重影响绝经后妇女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大隐患之

一［４］。正常人体卵巢组织成分复杂，导致原发卵巢肿瘤病理类

型较多；同时卵巢在体内位置较深，导致肿瘤起病极其隐匿；此

外卵巢肿瘤早期临床症状没有特异性，上述因素共同增加了卵

巢肿瘤的诊断难度，造成卵巢肿瘤早期诊断十分困难。

临床上大约７５％的患者初诊发现即已是晚期，而晚期卵巢
肿瘤患者５年生存率低，预后差，所以卵巢肿瘤的早期发现及诊
断非常重要［５－７］。目前用于卵巢肿瘤筛查的方法主要包括肿瘤

标志物ＣＡ－１２５和超声检查［８］，其中ＣＡ－１２５升高在卵巢肿瘤
诊断中的价值不容小觑，但有学者指出其诊断效果有限［９，１０］，而

超声检查以其诊出率较高的优点，已逐渐成为诊断卵巢肿瘤的

常规手段。目前卵巢肿瘤超声诊断主要包括经阴道超声和经

腹超声［１１，１２］，经阴道超声可直接观察卵巢结构的细微改变和血

流变化，有研究报道经阴道超声发现的早期卵巢肿瘤直径最小

可达１３ｃｍ［１３］。而经腹超声可显示肿瘤全貌，有无腹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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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给肿瘤分期的判断提供依据，因此有关研究者认为采用经

阴道超声和经腹超声联合诊断有助于准确判断卵巢肿瘤的良

恶性和进展程度，为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１４－１６］。本

实验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治
疗的绝经后卵巢肿物患者１００例，对比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超声图特点，探讨超声检查对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的诊断价值

及临床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１００例在我院住院治
疗的卵巢肿物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卵巢肿物均发生于

绝经期后，且均为初次治疗。患者年龄４７～８５岁；平均（６７４±
６９）岁，肿瘤发生距离绝经时长 ２～３８年，平均（１３５±３４）
年，全部病例均经病理活检证实。

１２　诊断与纳入标准
全部患者来院就诊后均进行超声检查，且检查结果完整。

本实验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患者病历信息及基本资料
完整；（２）患者均为自然绝经，且肿物发现日期与绝经日期间隔
均长于１５年；（３）患者术后均经病理活检确诊。排除标准：
（１）患者住院基本信息丢失；（２）患者因其他原因而导致非自然

绝经；（３）患者并非首次对该病治疗；（４）外院确诊为卵巢肿物
而直接转送至我院的患者

１３　实验方法
所有患者均同时采取阴道超声和腹部超声联合检查，分别

使用ＴＯＳＨＩＢＡｉＳＴＬＥ和ＧＥ－Ｅ８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腹部超声
探头频率３５ＭＨｚ，阴道超声探头频率７５ＭＨｚ，探查卵巢肿物，
并记录肿物大小、形态、与周边组织界限、内部回声情况以及内

部是否分隔；对腹部行超声多切面检查，观察子宫、卵巢附件、

大网膜以及整个盆腔状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或百分率表示，应用χ２检验进行两组比较，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临床表现比较

１００例患者中４２例患者无任何临床表现，均为在体检时超
声检查或妇科检查时发现；５８例均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其中，恶
性肿瘤患者腹痛、腹胀发生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而阴道出血、尿频尿急以及腹部包块
等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别。见表１。

表１　良、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表现比较

肿瘤类别 无任何症状 腹胀、腹痛 阴道出血 尿频尿急 腹部包块

良性肿瘤（ｎ＝７２） ３２（４４４） ６（８３） １３（１８１） ６（８３） ９（１２５）

恶性肿瘤（ｎ＝２８） １０（３５７） １６（５７１） ４（１４３） ２（７１） ３（１０７）

χ２ ０６３１ ２７９８９ ０５１０ ０２７０ ０１２０

Ｐ ０４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５ ０６０３ ０７２９

２２　患者卵巢肿瘤的病例类型
１００例卵巢肿瘤患者病理检查结果，良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为单

纯性囊肿；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是浆液性乳头状癌。见表２。

表２　患者卵巢肿物病理检查结果

病理结果 例数 ％

良性或交界性（ｎ＝７２）

单纯性囊肿 ２２ ３０６

黏液性囊肿 １４ １９４

浆液性囊腺瘤 １２ １６７

囊性成熟畸胎瘤 １２ １６７

其他 １２ １６７

恶性（ｎ＝２８）

浆液性乳头状癌 １２ ４２９

子宫内膜样腺癌 ５ １７９

透明细胞癌 ５ １７９

其他 ６ ２１４

２３　超声形态与肿瘤良恶性的关系
超声图像特征与卵巢肿物的良恶性相关，单或双侧发病、

肿物性质、是否伴腹水、囊性包块分隔情况、肿瘤最大径线均与

肿瘤的良恶性高度相关。见表３。

表３　超声表现与恶性肿瘤的相关性

超声影像学指标
肿瘤性质

良性 恶性
χ２ Ｐ

单或双侧发病

单侧 ６２ ８

双侧 １０ ２０

３１７８４ ００００

肿物性质

囊性 ３０ ０

囊实性 ３２ ２０

实性 １０ ８

１６９０４ ０００２

是否伴腹水

是 １８ ２２

否 ５４ ６

２４１０７ ００００

囊性包块分隔情况

多个分隔 ６０ ２７

无多个分隔 １２ １

１８３１８ ００００

肿瘤最大径线

≤１２ｃｍ ３０ ５

＞１２ｃｍ ４２ ２３

５０２４ 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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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超声诊断与术后病理对照
全部患者入院后均行超声检查，且均经手术及病理确诊卵

巢肿瘤，超声检查结果与病理对照结果符合７８例，准确率达到
７８０％。见表４。

表４　超声诊断与术后病理对照

卵巢肿瘤分类
病理证实

例数 构成比（％）

超声诊断

例数 构成比（％）

上皮性肿瘤

　浆液性 ３５ ３５ ３２ ９１４

　黏液性 ２０ ２０ １６ ８００

　混合型或者其他 ６ ６ ５ ８３３

生殖细胞肿瘤

　成熟性畸胎瘤 １８ １８ １３ ７２２

　其他 ３ ３ ２ ６６７

　性索间质细胞瘤 １０ １０ ５ ５００

瘤样病变

　巧克力囊肿 ６ ６ ４ ６６７

　其他 ２ ２ １ 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８ ７８０

#

　讨论
卵巢位于盆腔深处，绝经后萎缩致体积变小，妇科检查不

易触及。大多数卵巢原发肿瘤早期临床表现不明显。卵巢肿

瘤高发而且病理类型多，有研究报道显示卵巢癌的发病率在近

４０年明显增加，死亡率居于妇科恶性肿瘤之首，主要是因为卵
巢肿瘤早期无症状或症状无特异性，以及绝经后妇女常常疏于

常规体检所致疾病初诊已是晚期，延误疾病的诊治［１７］。因此，

我们需要积极探索研究早期诊断卵巢肿瘤和准确评估卵巢肿

物良恶性的方法，为临床方案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本实验

选取了自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于我院住院治疗的绝经后
卵巢肿物患者１００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超声图
特点，探讨超声检查对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的诊断价值及临床

分析。

本实验结果显示，绝经后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为２８％，
多份文献报道绝经前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为１３％［１８，１９］，说明

绝经后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率较绝经前增高，原因可能是尽管

绝经后妇女卵巢体积大幅萎缩，但卵巢细胞还有部分活力，在

受到同样的致癌物刺激时，其抵御和修复能力远不如生育期卵

巢细胞，因此绝经后萎缩的卵巢更易癌变。鉴于此，建议绝经

后妇女定期体检，以便早发现和采取治疗。本研究还发现，恶

性肿瘤患者腹痛、腹胀发生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考虑是因为恶性肿瘤生长迅速，侵袭
性强，常常合并盆腹腔积液。

卵巢肿瘤的病理类型复杂繁多，良性或交界性以单纯性囊

肿多见，恶性肿瘤以浆液性乳头状癌多见，与以往文献报道一

致［２０］；卵巢良性肿瘤生长缓慢，包膜完整，与周围组织界限明

显，超声图像上形态规则，多为囊性，单侧发病，恶性肿瘤生长

迅速，包膜不完整，边界不清晰，超声图像形态不规则，多为实

性，多见于双侧，内部回声杂乱，强弱不一。腹水多见于恶性肿

瘤，考虑是因为位于腹腔内的癌细胞常侵犯横膈，阻塞横膈内

淋巴管，导致淋巴回流不畅产生腹水。已有研究表明，绝经后

卵巢肿瘤患者肿瘤直径越大，恶性的发生率越高［２１］，与本实验

的研究结果一致。恶性肿瘤呈侵袭性生长，血管增生迅速，营

养物质丰富，故生长较快且体积大，对于肿瘤直径 ＞１２ｃｍ的患
者应予以高度重视，及早病理确诊肿瘤性质，以免耽误患者

治疗。

由超声诊断与术后病理对照结果可知，超声检查准确率为

７８％，说明超声检查在卵巢肿瘤的诊断以及良恶性判别中有很
高的实用价值，但不可否认超声检查与一般的影像学检查同样

存在局限性，因此临床诊断中还应该结合临床症状，ＣＡ－１２５以
及其他实验室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率，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

一定的依据，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考虑到本次试验病例数少，

观察时间短，且属于回顾性研究，故最终结论有待于更大样本

的病例回顾分析以及更长时间的随访研究。相信随着进一步

的研究，超声检查在卵巢肿瘤诊断中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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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孙文超，王志华．超声结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对绝经后卵巢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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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状况的研究
!

王坤１，２　李婷１　廖秦平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状况及保留卵巢对性生活的影响。方法：对１１０
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放化疗后３个月以上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并比较保留卵
巢组和卵巢缺失组间性生活状况的差异。结果：１１０例患者中子宫内膜癌３１例、卵巢恶性肿瘤３８例、宫颈
癌４１例，不同肿瘤治疗后女性性功能指数量表（ＦＳＦＩ）性欲评分中位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２）。
保留卵巢组与卵巢缺失组治疗后性生活恢复时间及ＦＳＦＩ各项评分的影响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保留卵巢对妇科肿瘤患者性生活恢复有重要意义，严格掌握

卵巢切除适应症，重视对患者性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女性；妇科恶性肿瘤；性生活质量；女性性功能指数量表；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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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卵巢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女性生殖道
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女性身心健康和生命。医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得到显著提高，但在接

受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后造成的身体及心理的创伤使患者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性功能损害。随着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
模式的转变，改善患者治疗后的精神、心理状态和提高患者的

性生活质量已成为妇科临床医师及性医学工作者亟需关注的

问题［１］。本研究企图通过对１１０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
性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

活状况及保留卵巢与否对性功能的影响，排除不利因素，达到

降低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的发生
率，从而提高性生活质量的目的。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
科门诊随诊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计１１０例，患者年龄２６～６８
岁，平均年龄（４９４５±８６１）岁。共有宫颈癌４１例，卵巢恶性肿
瘤３８例，子宫内膜癌３１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２９人，高中
４２人，大专及本科３７人，研究生２人。入选病例均符合以下条
件：（１）本院或外院确诊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２）接受规范手
术治疗或补充放、化疗或单纯放、化疗的妇女；（３）术后或放、化
疗结束大于３个月者，随诊未发现明显异常，可以恢复性生活；
（４）已婚，有正常完整的家庭。（５）患者无认知障碍，自愿参加
本次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由专人对纳入研究的１１０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内容涉及女性生理常识问题、性生活恢复时间、满意度、性

生活状况等，并采用文献［２］所制女性性功能指标量表（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来评价治疗后现阶段性生活质量。
女性性功能指标量表共分为６个次量表，分别为性欲、性唤起、
阴道润滑、性高潮、满意度及性交疼痛。该量表１９个题项采用

等级式条目，设置为０～５个等级，正向条目得分越高表示性生
活质量状况越好，逆向条目得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状况越差，

由各项得分分别乘以权重得出总分，总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

越好，总分越低表示性生活质量越差。根据卵巢功能保留与否

将患者分为保留卵巢组（ｎ＝３０，保留单侧或双侧卵巢）和卵巢
缺失组（ｎ＝８０，切除双侧卵巢或放疗后），比较两组间性生活状
况的差异。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实验数据均用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列联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
ｌｉｓＨｔｅｓｔ。Ｐ＜００５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后性生活质量变化

１１０例妇科肿瘤患者患病前均无明显性功能障碍。治疗后
７３例患者恢复性生活占６６４％（７３／１１０），７３例中性欲下降４６
例占６３０％（４６／７３），性欲不变２６例占３５６％（２６／７３），性欲增
加１例占 １４％（１／７３）。治疗后对性生活不满意 １５例
（１３９％），较满意６２例（５６４％），满意３３例（３００％）。治疗
后大部分患者性生活恢复时间为３～２４个月，子宫内膜癌、卵巢
恶性肿瘤、宫颈癌性生活平均恢复时间分别为４３±２７、５１±
３３、４８±３５个月（Ｐ＝０９７８），无统计学差异。妇科恶性肿瘤
患者治疗后ＦＳＦＩ量表中，不同肿瘤类型治疗后性欲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保留卵巢与否对妇科恶性肿瘤治疗后性生活的影响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保留卵巢组治疗后性生活恢复时间明

显早于卵巢缺失组治疗后性生活恢复时间，Ｐ＜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在ＦＳＦＩ量表中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满
意度、性交疼痛和总分等各项指标的分值，保留卵巢组患者明

显高于卵巢缺失组患者，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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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状况

子宫内膜癌（ｎ＝３１） 卵巢恶性肿瘤（ｎ＝３８） 宫颈癌（ｎ＝４１） χ２ Ｐ

性生活恢复例数 ２１（６７７） ２６（６８２） ２６（６３４）

性生活恢复时间

　３～６个月 ５（２３８） ８（３０８） ８（３０８）

　７～１２个月 ８（３８１） ８（３０８） １２（４６２）

　１３～２４个月 ５（２３８） ６（２３１） ４（１５４）

　２４个月以上 ３（１４３） ４（１５４） ２（７７）

１０４５ ０５９３△

ＦＳＦＩ

性欲 １２±１０ ２４±２０ ２４±１０ ６３３１ ００４２

性唤起 １２±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８±３０ １３９０ ０４９９

阴道润滑 １８±３６ ００±３７ １２±４１ ０４１８ ０８１１

性高潮 １２±４０ ００±４０ １６±５０ ０９４８ ０６２３

满意度 ４．０±１６ ４０±１６ ３６±１８ １０６１ ０５８８

性交疼痛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０６５１ ０７２２

总分 １４２±１７９ ７±１６３ １２１±１８４ ０８０８ ０６６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的总例数为各肿瘤治疗后性生活已恢复病例

２３　性生活质量改变的心理因素
担心切口感染或裂开７４例（６７３％），配偶不愿意同房７例

（６３％），担心肿瘤传染、复发而厌倦性生活１１例（１００％），因
性器官切除而焦虑、自卑或抑郁２７例（２４５％），无性欲望４例
（３６％）。对于性生活问题解决方式，４２例（３８２％）患者选择
咨询医护人员，８例（７３％）患者选择与病友交流，２８例
（２５５％）患者选择自己通过书籍、网络等方式解决，３１例
（２８１％）患者选择与丈夫交流沟通，２２例（２００％）患者希望医
生开设此类门诊。

表２　保留卵巢组与卵巢缺失组治疗后性生活恢复时间和 ＦＳＦＩ评分

比较

保留卵巢组

（ｎ＝３０）
卵巢缺失组

（ｎ＝８０）
χ２ Ｐ

性生活恢复时间

３～６个月 １０（３３３） １１（１３８）

７～１２个月 １１（１３８） １７（２１２）

１３～２４个月 ４（１３３） １１（１３８）

２４个月以上 １（３３） ８（１００）

从未恢复 ４（１３３） ３３（４１２）

３４６６ ０００１

ＦＳＦＩ

性欲 ２９±０８ ２１±１０ ４１０５ ００００

性唤起 ２９±１９ ００±２４ ４４８２ ００００

阴道润滑 ３６±３４ ００±３３ ３９９８ ００００

性高潮 ４２±３０ ００±３０ ４４６０ ００００

满意度 ４４±１３ ３７±１３ ２５７２ ００１１

性交疼痛 ４４±３７ ００±３２ ４３９８ ００００

总分 ２０２±８７ １１４±８９ ４６６３ ００００

#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是能够严重影响女性性征的恶性肿瘤。在

肿瘤的诊断治疗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生理、解剖、内分泌及心

理的变化，引起了患者器质性及心理性的性功能障碍［３］。本研

究显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存在性功能下降，且以性欲下

降最为普遍，占６３０％，不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
恢复时间无显著性差异，与刘朝晖等［４］报道的结果近似。子宫

和卵巢在女性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性器官的缺失往

往使得患者对性生活失去信心。本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患者

较卵巢恶性肿瘤和宫颈癌患者治疗后性欲下降显著。子宫内

膜癌多发生于绝经前后，高发年龄较晚为５８～６１岁［５］，其标准

手术方式是全子宫＋双附件切除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这不仅
使患者丧失了生育能力，也丧失了维持女性生理特征的卵巢内

分泌功能。而宫颈鳞癌患者多数可以保留卵巢及阴道功能，卵

巢恶性肿瘤患者中的性索间质肿瘤和生殖细胞肿瘤也可保留

一侧卵巢，从而保留了部分性腺功能。

卵巢是女性重要的性激素分泌器官，卵巢切除使得雌激素

分泌明显减少，阴道萎缩，起润滑作用粘液分泌减少。妇科肿

瘤治疗后患者阴道微生态环境也显著失调［６］。正常绝经后女

性卵巢仍然是女性雄激素的一个重要来源，而雄激素对提高性

兴趣、性欲激发及对性刺激的反应都很重要［７］。本研究显示保

留卵巢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恢复时间明显早于卵巢缺失组，并

且在ＦＳＦＩ中各项评分均高于卵巢缺失组。有研究发现，双侧卵
巢切除的女性性功能损害可能影响女性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年

龄相当人群比较，外科手术去势者存在性欲、性唤起、性交频率、

性愉悦和性高潮、满意程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７］。这与本文研究

得出的结论相似。因此卵巢保留与否是影响妇科肿瘤患者生存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综合治疗后，全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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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患者状况并适时给予个体化的激素替代治疗（ＨＲＴ），对患者
性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有效和可行的。雌激素可以通过改善泌尿

生殖道萎缩、血管舒缩症状和绝经期的情绪障碍等间接改善性

欲［８］。有研究显示局部使用透明质酸阴道凝胶和雌激素乳膏，

可缓解阴道干涩症状，从而改善性生活质量［９］。

手术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最重要的治疗手段，手术会移除

或改变局部器官的解剖结构，改变身体外观及心理形象，从而

直接或间接的对性功能产生影响［１０］。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

后性生活问题非常普遍，但因性问题的隐匿性，多数患者对此

羞于启齿并产生错误认知。本研究结果表明，担心切口裂开或

感染，担心肿瘤复发，性器官被切除而产生自卑、抑郁情绪等成

为影响性生活恢复的主要心理因素，与文献［１１］报道的结果相吻

合。仅有少数患者选择咨询医护人员来解决性问题。而医护

人员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只重视癌症本身，而忽视了患者的心理

感受和对性问题的解释。因此性功能损伤的性健康问题和性

教育对于肿瘤医生显得尤为重要［１２］。我们应加强医护人员对

患者及其配偶的性健康指导，利用有关书籍、宣传册、光盘等宣

传女性性生理知识，介绍患者加入抗癌协会，给予心理疏导，同

时指导患者及其配偶正确对待性爱，在性交过程中适当的使用

性康复器具、阴道润滑器和阴道扩张器，鼓励夫妻之间加强沟

通交流，逐渐恢复并适应治疗后的性生活［１３］。

综上所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明显下

降。卵巢对妇科肿瘤患者治疗后性生活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医护人员应严格掌握妇科恶性肿瘤治疗中卵巢切除及放疗的

适应证，治疗结束后全面评估患者状况并适时加用激素替代治

疗。同时重视患者及家属的性健康教育与性咨询，进行必要的

性生活指导、心理支持及辅助治疗［１４］，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性

观念，提高性生活质量，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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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预防宫颈癌根治术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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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制剂千金妇宝联合雌二醇预防宫颈癌根治术后性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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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１００例我院行宫颈癌根治术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采
用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ＣＶＦＳＦＩ）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观察组患者性欲低下、性厌恶、性兴奋障
碍、性交疼痛、阴道痉挛、性高潮障碍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９４５９％、８０００％、８８４６％、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性欲低下、性厌恶、性兴奋障碍、性交疼痛、
阴道痉挛、性高潮障碍的中医症候积分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千金妇宝联合雌
二醇可有效预防和改善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提高患者性欲望，减少性交痛、阴道痉挛等情况的

发生。

【关键词】　宫颈癌；性功能障碍；泌尿系统；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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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是人类三大本能之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物特征，女性
生殖系统肿瘤容易导致患者对性变得敏感，癌症的确诊更容易

导致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在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改变的情

况下，对女性性健康特别是生殖系统肿瘤患者的性需求的研究

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被称为第二次性革命的第二阶

段［１－３］。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居于女

性恶性肿瘤第二位，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约１３万，占全球新增
病例的２８８％，为此宫颈癌根治术后女性性生活水平可以反映
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４－６］。本文对１００例宫颈癌根治术后性
功能障碍患者采用中医针灸疗法、雌激素替代疗法及性治疗专

家Ａｎｎｏｎ提出的性康复模式进行性生活指导，获得良好效
果［７］，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根据自愿原则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０例我

院宫颈癌根治术术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年龄３８～４７岁，平均
（４１２±５７）岁，患者主要表现为性交痛、性欲减退、性交困难
和性生活停止，其中部分患者因担心肿瘤通过接触传染，而终

止性生活，患者配偶均有性要求，但得不到满足；全部患者中宫

颈癌Ｉａ２８例，Ｉｂ３４例，ＩＩｑ９３８例均进行宫颈癌根治术联合盆腔
淋巴清扫。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根据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观察组采用中药制剂千金妇宝联
合雌激素替代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则仅采用中医针灸疗法进

行预防性功能障碍，两组均采用 Ａｎｎｏｎ提出的性康复模式进行
预防和干预，经比较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理类型、病灶大小、身

体状况、学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体重指数
临床分期

Ｉａ Ｉｂ ＩＩｑ９

病理分型

腺癌 鳞癌

观察组 ５０ ４３０８±５２６ ２１０５±１２５ １４ １７ １９ ２４ ２６

对照组 ５０ ４３５２±５２４ ２１０１±０９８ １４ １７ １９ ２５ ２５

统计值（ｔ／χ２） ０４１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Ｐ值 ０５９６ ０７２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 ·３７　　　·

１２　诊断标准
（１）西医标准：采用规范的女性性功能障碍量表进行定量

诊断，将女性性功能障碍分为性高潮障碍、阴道痉挛障碍、性交

痛障碍、性兴奋障碍、性欲障碍、性厌恶６个方面。（２）中医标
准：据《黄帝内经》、《素女经》等理论，患者主要表现为房事淡

漠、厌房事、阴中干涩、无快感、交接疼痛；舌质红或淡、脉沉细

或弦；头晕耳鸣、腰酸腿软、夜尿多、心神不安；乳房胀痛、闭经、

月经不调等。

１３　方法
观察组服用中药制剂千金妇宝（每日３次，每次６片，经期

不停药，观察３个疗程，１疗程为１个月）；雌激素替代治疗：每
日晨服雌二醇０６２５ｍｇ（倍美力），连续服用３个疗程，同时针对
患者情况进行性生活指导和心理护理，主要包括：（１）了解患者
宫颈癌治疗前的性生活史。向患者说明癌症的诊断并不意味

着性生活的结束，患者应给予伴侣爱，也能接受爱。（２）缓解焦
虑。向患者及伴侣讲明肿瘤的发生位置、手术和化疗的目的及

治疗后的问题，同时向患者强调受累生殖器和子宫全切并不影

响女性性欲丧失和女性特征的消失，通过和谐的性生活，可以

缓解患者的病痛。（３）针对患者出现的问题进行干预：①性交
困难：患者出现性交困难主要由放疗后阴道粘连和干燥导致，

同时阴道上皮变薄而出现性交痛和性交困难，因此可以鼓励患

者采用水溶性润滑剂后开始性生活，可以防止阴道病变的发

生，同时可以通过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唤起女性性需求。②
性交痛：宫颈癌根治术联合盆腔淋巴清扫后，患者在性交过程

中容易出现阴茎稍插入则出现痛感，从而导致患者对术后性生

活产生恐惧感，此时教育患者通过将水溶性润滑剂涂于大腿内

侧的方法克服或通过更换性交体位减轻性交痛发生；③性欲减
退：患者术后一般会呈现性欲减退，但渴望身体的摩擦和接触，

因此可以通过爱抚对方身体和生殖器官、口交等方式让双方获

得性快感，满足性要求。对照组患者则仅采用中药制剂千金妇

宝，方法与观察组相同。

１４　观察指标
采用汉化版女性性功能量表（ＣＶＦＳＦＩ）对性功能障碍的维

度进行分析，将治疗效果分为治愈、有效、无效三类，并对治疗

前后中医症候积分进行比较。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标示，显著性水平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观察对象治疗结果比较

观察组５０例患者性欲低下、性厌恶、性兴奋障碍、性交疼
痛、阴道痉挛、性高潮障碍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
９４５９％、８０００％、８８４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观察对象治疗结果比较

维度
观察组

治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治愈 有效 无效
χ２ Ｐ

性欲低下 １４ ２ ０ １３ ４ ２ ２３４ ＜００５

性厌恶 ２９ ６ ２ １８ ２ ３ ２８１ ＜００５

性兴奋障碍 ７ １ ２ １３ ３ ２ ７６７ ＜００５

性交疼痛 １９ ４ ３ １２ ７ ３ ５５２ ＜００５

阴道痉挛 １２ ３ ０ １１ ７ １ ４９１ ＜００５

性高潮障碍 ３ ０ ０ ２７ ３ １ ６６８ ＜００５

２２　两组观察对象治疗后中医症候积分情况
观察组性欲低下、性厌恶、性兴奋障碍、性交疼痛、阴道痉

挛、性高潮障碍的中医症候积分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维度
观察组

例数 总积分

对照组

例数 总积分
ｔ值 Ｐ值

性欲低下 １６ ３２１±０１２ １９ ３４６±０１７ ４９３ ＜００５

性厌恶 ３７ ５２９±１０５ ２３ ５８４±１０２ １９９ ＜００５

性兴奋障碍 １０ ６３３±１２１ １８ ７７６±０８８ ３６８ ＜００５

性交疼痛 ２６ ４８３±０８７ ２２ ５６３±０８６ ３１９ ＜００５

阴道痉挛 １５ ７１３±１２４ １９ ８１１±１０４ ２５１ ＜００５

性高潮障碍 ３ ６６４±１１９ ３１ ８９２±０８９ ４１４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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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癌症治疗技术的提高，多数癌症可以通过适当的治疗

提高其治愈率，延长生存时间。在育龄期，宫颈癌患者康复治

疗中，对性健康的康复治疗成为提高生活质量中不可回避的问

题，但实际临床工作中，很多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性需求和性健

康问题采取有意回避的态度；另外从患方角度讲，患者认为性

问题是难以启齿的问题，也不便向医生咨询，因此宫颈癌根治

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的问题一直存在并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

决［８－１０］。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ＳＤ）属中医学交接痛、阴缩、阴冷
的范畴，《素女经》、《广嗣纪要》等古文均有记载，认为肾虚则气

血不足，肾阳虚则天
!

失其催动而不至，影响性的发育与生殖，

并出现肾阴虚、阴缩、阴痿、阴器不荣，兴趣低下，无心思欲，厌

恶房事。千金妇宝制剂以淫羊藿、海马、紫河车、枸杞子、川牛

膝等配合而成，具有补肾阳、补肾暖宫之效，同时川牛膝可引诸

药下行被肾吸收，达到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的目的。该制剂对

于改善心情抑郁导致的性冷淡具有良好的疗效，同时具有安神

养元、镇静思欲的作用。现代医学则认为雄激素、孕激素、雌激

素可使阴道平滑肌松弛，增加阴道血流量，调节神经介质的释

放，从而维持外阴正常感觉，增强性生活的快感。同时孕激素

适量对女性的性行为可以产生易化作用，增加雄性激素的分泌

量，从而改善女性性功能［１１］。Ｆｌｏｔｅｒ等［１２，１３］采用雌激素替代治

疗卵巢切除患者，治疗２４周后发现患者较治疗前性交频率、性
兴趣、性满意度均有所提高，但张泽芳等［１４］对雌激素治疗性功

能障碍进行的研究，认为雌激素替代治疗必须严格遵医嘱服

用，否则容易减少内皮素生成，增加血浆ＮＯ释放。因此使用雌
激素替代治疗时，必须严格控制服用剂量和时间，防止其他病

变发生。

对患者术后的性生活指导主要借鉴性治疗专家 Ａｎｎｏｎ的
癌症病人性健康恢复模式进行的，主要将性健康划分为四部

分，第一部分是认可：即医生要允许患者同自己探讨和咨询医

学范畴的性问题，以了解原有的性生活方式是否正确；第二部

分是提供一定的知识：向患者及配偶提供其他患者关于疾病治

疗和性生活方面的相关资料，消除他们在性生活方面的顾虑；

第三部分是提出针对性建议：即在系统掌握患者性生活背景资

料后，对患者提供个性化指导；最后部分是专门性治疗，经过对

比发现，中药制剂千金妇宝联合雌激素替代疗法治疗此类患者

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性欲望，降低患者性焦虑，具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我国女性对性问题持比较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因生殖系统

癌症导致的性生活忧虑和心理负担成为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

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身体因素也是导致患者性功能障碍的

因素之一［１５，１６］，癌症后患者机体衰退，精神不振，从而在性生活

中容易产生倦怠、厌倦、性高潮困难等，引发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最后在治疗癌症的手术方式方面，不同的疗法也可能对术

后性功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的过程

中，需要着重从心理因素进行护理，因为处于对癌症的恐惧，患

者及伴侣很容易担心性交会伤元气，从而有损健康；另外由于

担心性交痛、并认为术后有种被阉割的感觉，所以认为性能力

消失，针对这些因素必须耐心向患者灌输正确的理念，消除各

种不利于性生活和谐的思想包袱。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疗法

在治疗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中具有确切的效果，可

促进患者减少性恐惧，促进性和谐，对提高患者及伴侣的生活质

量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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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治疗子宫腺肌症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８２例子宫腺肌症患者，所有患者均在宫内放置ＬＮＧ－ＩＵＳ，观察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１月、治疗后６月月
经量评分、痛经评分、子宫内膜厚度、子宫体积、血清性激素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１个月
患者月经量评分、痛经评分、子宫体积和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前改善，治疗６个月后患者月经量评分、痛经评
分、子宫体积和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治疗后６个月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
差异。治疗后６个月所有８２例患者中２１例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５６％。结论：ＬＮＧ－ＩＵＳ治
疗子宫腺肌症具有疗效显著、操作简便、对性激素水平影响少和不良反应少等优点。

【关键词】　子宫腺肌症；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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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腺肌症是妇科常见疾病之一，其由于子宫内膜腺体和
间质侵入子宫肌层形成的弥漫或局限性病变［１］。子宫腺肌症

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包括药物治疗、子宫切除术、子宫动脉栓塞

治疗和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等，但疗效
各异［２，３］。本研究观察了宫内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治疗子宫腺肌症
的疗效及安全性，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我院门诊治疗的子宫腺肌

症患者８２例。纳入标准：（１）符合子宫腺肌症的诊断标准［４］；

（２）均有不同程度的继发性渐进性加重的痛经、月经量增多和
月经紊乱等症状；（３）已婚已生育，无再生育要求；（４）常规药物
治疗＞６个月，疗效不佳，无 ＬＮＧ－ＩＵＳ使用禁忌症及置环禁忌
症。排除标准：（１）伴有严重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血液系统
疾病等；（２）患者不愿接受 ＬＮＧ－ＩＵＳ治疗。其中患者年龄２３
～５０岁，平均（２８６±４１）岁；孕次１～５次，平均（２１±０５）
次；产次１～４次，平均（１６±０３）次；病程８月 ～１５年，平均
（３７±０８）年。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入组
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前告知患者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的不良反应，所有患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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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放置ＬＮＧ－ＩＵＳ。放置时间选择在月经来潮后第５～７ｄ，先
行子宫内膜诊刮再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生产厂家：ＢａｙｅｒＳｃｈｅｒ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Ｏｙ，规格：含有左炔诺孕酮５２ｍｇ，批号 Ｊ２００９０１４４）。术
后阴道可能出现少量出血，必要时予以抗生素治疗，治疗后１
月、３月、６月及１年后每半年复查阴道超声确定 ＬＮＧ－ＩＵＳ的
位置。

１３　 随访指标
随访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１月、治疗后６月月经量评分、痛

经评分、子宫内膜厚度、子宫体积、血清性激素水平及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月经量评分标准：采用ＰＢＡＣ评分法［４］，当每月ＰＢＡＣ评分
＞１００分时（视为月经量＞８０ｍＬ）诊断为月经量过多。
痛经评分标准：采用口述评分法（ＶＲＳ）［５］，其中０分为无

明显痛经，１分为因痛经丧失一定的工作效率，２分为因痛经而
需部分时间卧床并丧失部分工作效率，３分为因痛经而需长时
间卧床从而丧失全部工作能力。

子宫内膜厚度及子宫体积大小：应用阴道超声检查记录子

宫内膜厚度与子宫体积大小，所有操作均为同人同仪器，其中

子宫体积（ｃｍ３）＝长度×宽度×前后径×０５２３６。
血清性激素水平测定：于月经周期第３～４ｄ抽取空腹外周

静脉血２～４ｍＬ，采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静置１０ｍｉｎ后取上清液，
于－２０℃冰箱保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促卵泡生成素
（ＦＳＨ）、黄体生存素（ＬＨ）和雌二醇（Ｅ２）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１个月和６个月疗效比较

治疗后随访６个月，治疗后１个月患者月经量评分、痛经评
分、子宫体积和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前改善（Ｐ＜００５），治疗后
６个月患者月经量评分、痛经评分、子宫体积和子宫内膜厚度较
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１个月、治疗后６个月的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月经量评分（分） 痛经评分（分） 子宫体积（ｃｍ３）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治疗前 ８２ １７３８２±５２７２ ２３２±０６７ ２０１７３±６５３２ １０６５±３１８

治疗后１月 ８２ １３０６４±４０６３ １８９±０５４ １８１１７±５８６７ ８５３±２３４

治疗后６月 ８２ ６０４３±１７６９ ０６９±０１８ １７５７３±４５２８ ４５７±１４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所有患者治疗后均随访６个月，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血

清性激素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Ｅ２（Ｕ／Ｌ）

治疗前 ８２ ７２４±１５８ ８０５±２１３ ２４７７１±４８６７

治疗后６月 ８２ ７２１±１６０ ８０１±２４２ ２６０４５±４９１３

２３　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所有患者治疗后均随访６个月，８２例患者中２１例出现不

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５６％，其中阴道不规则出血５例、
座疮１１例、乳房胀痛５例，予以对症处理后均能好转，无中断治
疗者。

#

　讨论
子宫腺肌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发病与遗传、病毒感染、

子宫手术、外伤等密切相关。近年来子宫腺肌症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７０％以上的子宫腺肌症患者有明显临床表现，常表现为
进行性痛经、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子宫进行性增大等，严重

者甚至可能导致不孕，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６，７］。以往临

床上常认为子宫切除术是治疗子宫腺肌症唯一手段，但手术创

伤较大，易损伤膀胱、直肠等，且手术治疗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患者往往难以接受［８］。近来，临床上越来越多采用药物治

疗子宫腺肌症，抗孕激素类药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之一，

其通过抑制细胞因子基因调节物ＮＦκＢ的表达达到抑制子宫内

膜增殖的作用，药物治疗虽能缓解临床症状但常难以根治，停药

后易出现复发，而长期药物治疗也会出现多种药物副作用。因

此，找寻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治疗子宫腺肌症成为妇科研

究的热点［９，１０］。

ＬＮＧ－ＩＵＳ为装有左炔诺孕酮的“Ｔ”型支架，能够缓慢的释
放左炔诺孕酮。以往ＬＮＧ－ＩＵＳ常作为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广
泛应用于临床［１１，１２］。近年来，国外有研究报道 ＬＮＧ－ＩＵＳ应用
于子宫腺肌症具有一定的效果，ＢｒａｇｈｅｔｏＡＭ等［１３］认为 ＬＮＧ－
ＩＵＳ治疗子宫腺肌症能够减少子宫异常疼痛及出血。我国对
ＬＮＧ－ＩＵＳ应用起步较晚，与之相关的报道较少，其疗效及安全
性受到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１个月患者月经量评
分、痛经评分、子宫体积、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前改善，治疗６个
月后患者月经量评分、痛经评分、子宫体积、子宫内膜厚度较治

疗前明显改善，治疗后６个月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与治疗前比
较无明显差异。可见ＬＮＧ－ＩＵＳ置入宫腔后每天缓慢的释放约
２０μｇ的左炔诺孕酮，通过高浓度的左炔诺孕酮调节子宫内膜雌
激素与孕激素受体，降低子宫内膜对雌二醇的敏感性，从而达

到抑制子宫内膜生长、使异位内膜萎缩退化、抑制排卵、减少月

经量、使子宫缩小的作用。ＬＮＧ－ＩＵＳ放置宫腔内后仅有１０％
左右药物进入血液，内膜局部的药物浓度是外周血循环的１０００
倍以上，使其与局部孕酮受体结合能力长达６年以上，作用时间
长，能够有效的减轻患者临床症状。由于 ＬＮＧ－ＩＵＳ直接作用
于子宫内膜，对卵巢功能影响小，不会对血清性激素水平造成

影响，同时ＬＮＧ－ＩＵＳ在宫腔内血药浓度较低，使用后副作用较
少，安全性较好［１４，１５］。临床上有报道宫腔内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后
可能出现阴道不规则流血、节育器脱落、卵巢囊肿等并发症［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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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次研究治疗后６个月所有８２例患者中仅２１例出现不良反
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５６％，其中仅有５例为阴道不规则流
血，予以止血等治疗后均能改善，无中断治疗者，考虑不良反应

发生可能与操作手法、ＬＮＧ－ＩＵＳ放置位置等有关，因此在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时应由有经验的医生操作。

总之，ＬＮＧ－ＩＵＳ治疗子宫腺肌症具有疗效显著、操作简
便、对性激素水平影响少和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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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诊治不同程度宫腔粘连患者 １１６例临床疗效
分析
胡人芳１　李小飞２

"

１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２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宫腔镜诊治宫腔粘连病例１１６例，探讨宫腔粘连诊治的效果及预后。方法：随机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来我院诊治的１１６例宫腔粘连患者，统计不同类型宫腔粘连患者的临床治
疗效果。结果：治愈８６例（７４１４％），有效２０例（１７２４％），无效１２例（８６２％），并发症 ２例（１７２％）。
结论：宫腔镜手术是目前治疗宫腔粘连的主要治疗方法，同时应尽量避免人工流产等子宫操作，采取积极的

措施以预防宫腔粘连。

【关键词】　人工流产；宫腔粘连；宫腔镜；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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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粘连（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ＵＡ）是由于多次宫腔操作
或刮宫过度损伤子宫内膜，导致子宫内膜基底层裸露或破坏，

使子宫肌层相互粘连［１］，其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月经紊乱、月

经量减少、闭经、习惯性流产和不孕。Ｆｒｉｔｓｓｈ在１８９４年首次报
导了宫腔粘连，而 Ａｓｈｅｒｍａｎ在１９４８年详尽描述了宫腔粘连的
相关细节，因此宫腔粘连的相关临床表现也称为 Ａｓｈｅｒｍａｎ综
合征［２］。近年来由于人工流产术等宫腔操作的不断增加，导致

子宫受损形成宫腔粘连的情况不断发生，其发病率逐年升高。

而且，随着诊断技术及手段的不断更新，其确诊率也越来越高。

临床上常用宫腔镜行宫腔粘连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ＴＣＲＡ）进行治疗，它是在直视下有针对性地分
离或切除粘连，使患者术后恢复正常宫腔形态及正常月经周

期，从而改善妊娠及分娩结局［３－５］。目前在国内很少有对宫腔

镜治疗宫腔粘连切除术的临床进行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宫腔

粘连程度和宫腔操作次数对手术临床效果分析，并找出讨论宫

腔粘连的发病原因，为预防疾病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搜集

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在我院收治宫腔粘连患者１１６例，
采用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切除术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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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在我院行宫腔镜手术１１６
例，经统计发现患者年龄在１９～４０岁，平均（２８±４７）岁，其中
月经量减少３２例，闭经２６例，月经紊乱２０例，习惯性流产１２
例，不孕２６例，人工流产次数≤２次者７０例，≥３次者４６例。
１２　实验室诊断标准

对患者的宫腔部位采用宫腔镜进行检查，确证为宫腔粘

连，并根据欧洲妇科内镜协会对宫腔粘连的程度进行分类：Ⅰ
度，宫腔内多处有纤细膜样粘连带，两侧宫角及输卵管开口正

常；Ⅱ度，子宫前、后壁间有致密的纤维素粘连，两侧宫角及输
卵管开口可见；Ⅲ度，纤维索状粘连致部分宫腔及一侧宫角闭
锁；Ⅳ度，纤维索状粘连部分宫腔及两侧宫角闭锁；Ⅴ度，粘连
带瘢痕化致宫腔极度变形及狭窄；Ⅵ度，粘连带瘢痕化致宫腔
完全消失。Ⅰ、Ⅱ度粘连程度较轻，Ⅲ、Ⅳ为中度粘连，Ⅴ、Ⅵ为
重度粘连［６］。

１３　手术方法
手术时间选择在月经干净后３～７ｄ，对闭经者在排除妊娠

后任何时间均可，手术前晚置宫腔海藻扩张棒 ｌ枚，使宫腔松
弛，依宫腔粘连的程度选择硬膜外或静脉麻醉，手术器械选用

ｓｔｒｙｋｅｒ公司外鞘直径９ｍｍ的持续灌流式宫腔镜及配套全自动
液体膨宫机，患者取膀胱截石位［７，８］，取出宫腔海藻扩张棒，常

规消毒、铺巾，扩张宫腔至１０号，以５％甘露醇为膨宫液维持压
力在１００ｍｍＨｇ左右，全面检查宫腔明确粘连部位后，调节高频
电刀参数，输出电切功率７０Ｗ，电凝止血功率６０Ｗ，在宫腔镜下
行宫腔粘连分离，切除粘连处瘢痕组织，恢复宫腔大致形态，尽

量显露双侧输卵管开口，术后宫腔留置气囊导管（气囊约５～
８ｍｌ）依粘连程度５～７ｄ后取出，术后予雌孕激素（戊酸雌二醇
３ｍｇ口服，每天３次，共服２１ｄ，第１６ｄ加甲羟孕酮口服每天１
次，每次１０ｍｇ，共服５ｄ），人工周期治疗３个月，于术后１、２、３月
内常规随诊，术后３个月回院行宫腔镜复查。
１４　疗效评定

疗效评定标准：治愈：宫腔镜下宫腔形态正常，可见双侧输

卵管开口；有效：宫腔镜下见宫腔形态基本正常，即较分离前明

显增大，可见一侧或双侧输卵管开口，但仍有局部粘连；无效：

宫腔镜下宫腔与分离前无变化［７］。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数据使用ｔ

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

经收集资料统计发现，１１６例患者中以中度粘连比例最高，
其次是轻度粘连，重度最少。在 １１６例患者中，治愈 ８６例
（７４１４％），有效２０例（１７２４％），无效１２（８６２％）。经计算，
宫腔粘连程度与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９３６４，
Ｐ＝００２４７２）。见表１。

表１　患者宫腔粘连程度与治疗效果比较

子宫粘连程度 总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轻度 ４６ ４１（８９１３） ３（６５３） ２（４３４）

中度 ５４ ３９（７２２２） １０（１８５２） ５（９２６）

重度 １６ ６（３７５０） ７（４３７５） ３（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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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月经异常为宫腔粘连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在１１６例
患者中，共９６例患者有上述表现，对这部分患者在术后的定期
检查数据统计发现，月经恢复正常的患者有 １００例约占
８６２％，月经量少的患者有１２例约占 ｌ０３％，闭经的患者有４
例约占３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８４３２）。本实验同
时比较了患者宫腔粘连程度与平均宫腔操作次数的关系，Ｐ＝
００２６＜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患者宫腔粘连程度与宫腔操作次数的关系

粘连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Ｕ值 Ｐ值

宫腔操作次数 １７±０４ ２８±０２ ３５±０６ ３９７ ００２６

２２　手术并发症
１１６例患者中，有２例出现并发症，为稀释性低钠血症（中

度粘连１例，重度粘连１例），经利尿补钠治疗后治愈，无子宫穿
孔、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发生。

#

　讨论
在正常情况下，子宫腔的前后壁紧贴，只要子宫内膜完整，

是不会发生粘连的［８］。宫腔粘连是在雌激素缺乏的情况下，创

伤和感染导致子宫前后壁之间形成粘连和宫腔管粘连，它是由

各种原因导致子宫内膜损伤、裸露和破坏内膜基底层［９］，引起

宫腔内壁部分或全部粘连甚至闭锁［１０］，它是导致月经量减少或

闭经、周期性腹痛和习惯性流产、不孕的常见原因之一［１１］，具体

的发病机制不清。经 ＮｉｓｈｉｈｅＴａｋｅｓｈｉｔａ［１２］研究表明，宫腔粘连
９０％以上是由宫腔操作引起的。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的患
病率达３７６％，但宫腔粘连患病率与人工流产清宫次数并无明
显统计学关联［１３，１４］。由于近年来宫腔镜技术的完善与治疗经

验的成熟，使得利用宫腔镜治疗宫腔粘连已成为常规的治疗方

法，该手术方法直观、定位准确，它可以将宫腔内的粘连完全分

离，使宫腔恢复成对称的正常形态，并能显示双侧输卵管口，尤

其对有生育要求者能够提高其受孕率［８，１５］，能减少患者治疗痛

苦，减轻患者经济压力，大大提高了治疗成功率，已成为了诊断

宫腔粘连的“金标准”。

本实验中９０％以上的患者是因宫腔手术操作后出现月经
异常而被发现有宫腔粘连，并且重度宫腔粘连的宫腔手术操作

次数明显多于轻度宫腔粘连，说明宫腔粘连与宫腔操作存在一

定关系，随着宫腔操作次数增多，宫腔粘连的程度也显著增加。

粘连类型同样也影响手术的疗效，宫腔粘连程度越重，宫腔镜

治愈率及有效率也越低，宫腔粘连的患者行宫腔粘连分离术后

治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可见宫腔镜检查是诊断宫腔粘连

的金标准，而宫腔镜下分离宫腔粘连是目前宫腔粘连的主要治

疗方法。

本实验中应用宫腔海藻扩张棒放置宫腔内代替节育器，不

仅起到压迫止血及屏障作用，还可作为支架便于子宫内膜沿球

囊表面进行修复，同时还可引流宫腔内液体［１６］，其治愈率及有

效率与文献报道放置节育环组无明显区别。经研究发现，手术

成功的关键在于要保持宫腔镜位于宫腔的中央，且需全面探查

宫腔，在手术中薄模样和中央性粘连应首先切开，边缘和紧密

的粘连留到最后切开［１７，１８］。临床医生对于出现月经量少、闭

经、习惯性流产、不孕等宫腔粘连症状的患者应建议其尽早行

宫腔镜检查，及时治疗，可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在提高手术疗

效的同时，为了减少宫腔粘连的发生，相关职能部门和医院应

积极倡导女性进行避孕，规范人工流产等宫腔操作，尽量减少

人工流产及宫腔操作次数，将宫腔粘连的发生降低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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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重建手术治疗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对盆
底功能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吴新琼１　陈迪文２△　管庆红１　蓝秀莲１　吴美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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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盆腔重建手术治疗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对盆底功能和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我院收治的７５例老年重度盆腔器官脱垂患者的临床资
料。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均明显比对照组短，术后出血

量明显比对照组少（Ｐ＜００５）；ＰＦＤＩ－２０、ＰＦＩＱ－７评分均明显比对照组低，ＰＩＳＱ－３１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
（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１６％（８／５０）明显比对照组２４％（６／２５）低（Ｐ＜００５）。结论：盆腔重建手术
治疗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盆底功能和性功能。

【关键词】　盆腔重建手术；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盆底功能；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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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器官脱垂属于一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在临床极为
常见，多发人群为老年女性，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对老年女性的

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近年来，随着盆

腔器官脱垂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运用加用网片的

修复舒适能够将盆底全面支持提供出来，同时能够有效纠正阴

道侧壁的缺陷，从而达到整体修复盆底的作用，将良好的盆底

功能提供了出来。本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我院收
治的７５例老年重度盆腔器官脱垂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
性分析，探讨了盆腔重建手术治疗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

对盆底功能和性功能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我院收治的老年重度盆腔器
官脱垂患者中的７５例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依据手术方式将这
些患者分为盆腔重建手术组（５０例）和传统手术组（２５例）两
组。盆腔重建手术组中患者的年龄在５６～８１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６８５±１２１）岁；孕次在１～１０次之间，平均孕次为（４４±
２５）次；产次在１～９次之间，平均产次为（３７±２４）次；绝经
年限在０～４１年之间，平均绝经年限为（２０３±１２３）年；体重指
数在１５６～３１７之间，平均体重指数为（２２０±３５）；病程在
０１～３０年之间，平均病程为（４６±７６）年。在临床分度方面，
有３６例患者为Ⅲ度，１４例患者为Ⅳ度；在阴道脱垂位置方面，
３０例患者为前壁，２０例患者为厚壁；在合并症方面，２３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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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血压，１０例患者为压力性尿失禁，８例患者为陈旧性会阴撕
裂，８例患者为子宫肌瘤，１例患者为糖尿病。传统手术组患者
的年龄在４０～７８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６３１±８６）岁；孕次在１
～１０次之间，平均孕次为（４２±２４）次；产次在１～７次之间，
平均产次为（２９±１６）次；绝经年限在０～３０年之间，平均绝
经年限为（１２９±８７）年；体重指数在１８５～２９６之间，平均体
重指数为（２３３±２８）；病程在 ０１～４０年之间，平均病程为
（５７±７９）年。在临床分度方面，有１９例患者为Ⅲ度，６例患
者为Ⅳ度；在阴道脱垂位置方面，１４例患者为前壁，１１例患者为
厚壁；在合并症方面，１０例患者为高血压，５例患者为压力性尿
失禁，４例患者为陈旧性会阴撕裂，３例患者为子宫肌瘤，２例患
者为糖尿病。组的年龄、绝经年限、体重指数 Ｐ均 ＜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让盆腔重建手术组患者手术之前１周局部涂抹雌激素软膏

或雌三醇软膏，以促进阴道黏膜弹性的极大增加。常规行妇科

超声检查及宫颈细胞学筛查，手术之前３ｄ灌洗阴道，手术之前
１ｄ进行肠道准备并清洁灌肠。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给予患者
全麻或腰麻，运用ＧＹＮＥＣＡＲＥＰＲＯＬＩＦＴ盆底修补系统及手术器
械进行手术，保留子宫，在阴道膀胱和直肠间隙分别植入补片，

在子宫颈近峡部处固定补片顶端，在左右侧闭孔上角旁和坐骨

棘旁１ｃｍ处的盆筋膜腱弓上从皮肤经闭孔穿刺固定前盆补片
的左右共４个臂，在坐骨棘旁１５～２ｃｍ处的骶棘韧带从皮肤经
坐骨直肠窝穿刺固定后盆的左右共２个臂［１］；对传统手术组行

阴式子宫切除术并有效修补阴道前后壁［２］。完成手术后进行

２ｄ的阴道塞纱，留置尿管。如果患者合并了压力性尿失禁，则
同时给予其经闭孔无张力阴道吊带术［３］。

１３　调查问卷和诊断标准
在患者入院后手术之前让其对盆底功能障碍问卷（ＰＦＤＩ－

２０）、盆底功能影响问卷 －简表７（ＰＦＩＱ－７）、性生活质量问卷

－３１（ＰＩＳＱ－３１）进行认真的填写，并将患者的术前尿失禁、尿
动力学检查结果、生活质量调查表结果、内科合并症、术后随访

情况等详细记录下来。尿失禁的主观标准为患者加腹压后不

自主溢尿主诉明确，客观标准为：（１）尿动力学检查：最大腹压
漏尿点压（ＡＬＰＰ）在 ９０ｃｍＨ２Ｏ及以上为Ⅰ型压力性尿失禁
（ＳＵＩ）；在６０～９０ｃｍＨ２Ｏ之间为Ⅱ型ＳＵＩ；在６０ｃｍＨ２Ｏ及以下为
Ⅲ型ＳＵＩ。（２）１ｈ尿垫试验。漏尿１ｇ及以下为轻度，１～１０ｇ之
间为中度，１０～５０ｇ之间为重度，５０ｇ以上为极重度［４］。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围术期　将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

发症发生情况及住院天数等详细记录下来。

１．４２　术后随访　术后１、３、６、１２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随
访，以后每年定期随访，内容有：①疼痛发生情况及发生部位；
②术后ＳＵＩ、膀胱过度活动证（ＯＡＢ）等发生情况；③脱垂复发情
况；④恢复性生活有异常不适发生情况；⑤阴道创面愈合情况
等；⑥术后６、１２个月的ＰＦＤＩ－２０、ＰＦＩＱ－７评分情况，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分数呈反比例关系。ＰＩＳＱ－３１评分，患者的性生活质
量和分数呈正比例关系。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用（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用 ｔ检验两两比较，用 χ２检验计
数资料。运用统计学软件包ＳＰＳＳ２１０分析处理所有数据，检验
水准为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
时间、术后排气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术后
排气时间均明显比对照组短，术后出血量明显比对照组少（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排气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留置导尿管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术后排气时间（ｈ）

观察组 ５０ ６３３±２１３ １６７４±３３５ ８４２±４５ ５３±０７ ２３３±１１６

对照组 ２５ ９９３±２１２ ２３２７±３８４ １１９６±５９ ９３±０８ ３９２±１３５

Ｐ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盆底功能、生活质量及性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ＰＦＤＩ－２０、ＰＦＩＱ－７评分均明显比对照组

低，ＰＩＳＱ－３１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盆底功能、生活质量及性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ＰＦＤＩ－２０（分） ＰＦＩＱ－７（分） ＰＩＳＱ－３１（分）

观察组 ５０ ３４３±１６５ ３６０±０６５ ６９６４±５８７

对照组 ２５ ６６５±１２４ ５３０±０６３ ５５２３±１１５４

Ｐ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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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中排尿困难３例，阴道出血 ２例，伤口感染 ２

例，网片脱出１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６％（８／５０）；对照组患

者中排尿困难２例，阴道出血２例，伤口感染１例，网片脱出１
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４％（６／２５）。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比对照组低（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排尿困难 阴道出血 伤口感染 网片脱出 总发生

观察组 ５０ ３（６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８（１６０）

对照组 ２５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６（２４０）

Ｐ ／ 均＞００５

#

　讨论
盆腔器官脱垂属于一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在临床极为

常见，多发人群为老年女性，具有较高的发病率［５］。相关医学

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盆腔器官脱垂有一半以上发生在５０岁以
上有过生育史的女性身上，对老年女性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

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６］。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

的不断加速，盆腔器官脱垂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

此，临床越来越多地关注盆腔器官脱垂尤其是重度盆腔器官脱

垂的手术治疗方式。阴式子宫切除术、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等是

传统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术方式，但这些方法具有较低的治愈率

和较高的复发率等，达到了３０％ ～４０％，因此无法在临床得到
广泛的应用［７］。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型修补片的应用，盆底修

补获得了重大进展。现代手术理念认为，盆腔器官脱垂属于一

种“疝”类疾病，多部位筋膜和韧带整体缺陷均有涉及，因此，运

用加用网片的修复舒适能够将盆底全面支持提供出来，同时能

够有效纠正阴道侧壁的缺陷，从而达到整体修复盆底的作用，

将良好的盆底功能提供了出来［８～１４］。此外，盆腔重建手术还能

够对阴道的正常形态进行良好的保护，不将阴道壁切除，从而

很少影响到患者的性生活［１５］。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均明显比

对照组短，术后出血量明显比对照组少（Ｐ＜００５）；ＰＦＤＩ－２０、
ＰＦＩＱ－７评分均明显比对照组低，ＰＩＳＱ－３１评分明显比对照组
高（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１６％（８／５０）明显比对照组
２４％（６／２５）低（Ｐ＜００５），充分说明了盆腔重建手术在老年女
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治疗中的优越性。

总之，盆腔重建手术治疗老年女性重度盆腔器官脱垂能够

显著改善患者的盆底功能和性功能，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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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输卵管癌７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

王硕　周友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北京，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原发性输卵管癌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０４年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的７例原发性输卵管癌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患者平均年龄６１８岁，均为绝经后
女性；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分别为盆腔包块（５例），阴道异常流血（４例），下腹痛（３例），阴道排液（１例）；血
ＣＡ－１２５升高３例；行宫腔镜检查或诊断性刮宫２例；术前诊断为输卵管癌２例，输卵管囊肿１例，卵巢肿瘤
３例，子宫内膜癌１例，术前诊断率为２８６％。结论：原发性输卵管癌临床症状不典型，且无特异检查手段，
术前确诊率低。阴道超声及血ＣＡ－１２５检测有助于原发性输卵管癌的早期诊断。

【关键词】　原发性输卵管癌；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ＡＮＧＳｈｕｏ，ＺＨＯＵ
Ｙｏｕｚｈｅ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ｔ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
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ｆａｌｌｏ
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ｇｅｗａｓ６１．８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ｌｌｏｆｗｈｏｍｗｅ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ｐｅｌｖｉｃｍａｓｓ（５ｃａｓｅ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４ｃａｓｅ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３ｃａｓｅ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１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ｉｓａｒａｒ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ｓｅｒａＣＡ－１２５ｍａｙ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原发性输卵管癌是少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占所有妇
科恶性肿瘤的０．１４％～１．８％。以４０～６５岁居多，平均年龄５２
岁，超过６０％的原发性输卵管癌发生于绝经后女性，临床上易
误诊或漏诊，是最难确诊的恶性肿瘤之一［１，２］。本文收录了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首诊的７例原发性输卵管癌患
者病例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期总结原发性输卵管癌临床特

点，提高临床医师对原发性输卵管癌的术前诊断率。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共收治原发性输卵管癌患
者７例，均为绝经后女性，年龄５１～７６岁，平均年龄６１．８岁。
孕次０～５次，产次０～３次。见表１。
１．２　临床表现

７例患者中，阴道排液１例，占１６．６％，为浆液性黄水；腹痛
３例，占４３％，为下腹部隐痛或坠痛。查体发现盆腔包块５例，
占７１．４％；阴道不规则出血４例，占５７．１％。
１．３　辅助检查

７例患者术前检查ＣＡ－１２５升高者３例，其中１例因查体
发现ＣＡ－１２５升高１年后出现盆腔包块入院。７例患者术前均

行阴道Ｂ超检查，表现为附件区囊性、实性或囊实性肿物，大多
为低回声区。仅１例提示输卵管肿瘤。术前１例患者行诊断性
刮宫，病理提示为子宫内膜样腺癌；１例行宫腔镜检查未见明显
异常，排除子宫内膜炎及子宫内膜癌后考虑为输卵管肿瘤；１例
行腹腔镜探查，术中冰冻病理证实为输卵管癌。

１．４　诊断
本组患者有２例术前考虑输卵管恶性肿瘤，１例考虑输卵

管卵巢囊肿，３例考虑卵巢肿瘤，１例术前行诊刮确诊子宫内膜
癌。最终诊断依据手术病理分期，其中４例为输卵管浆液性乳
头状癌，１例为输卵管子宫内膜样腺癌，１例为输卵管苗勒氏管
混合瘤，１例术前诊刮确诊子宫内膜癌 Ｉａ期者。术后左侧输卵
管为子宫内膜样腺癌，右侧输卵管为癌肉瘤。病理类型大部分

为浆液性乳头状癌，与文献报道一致［３］。

１．５　治疗
本组６例患者均接受了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或分期术，

术后均辅以紫杉醇联合铂类（ＴＰ）方案化疗６疗程，ＣＡ－１２５
降至正常并规律随访。１例患者因全子宫及右附件切除术后
１０年发生原发性左侧输卵管癌，因粘连重，仅切除左附件，术
后规范化疗７疗程，随访至今３２个月，未见复发。１例左输卵
管恶性苗勒氏管混合瘤患者在术后２０个月时 ＣＡ－１２５上升
至１０５．３Ｕ／ｍＬ，考虑肿瘤复发，再次ＴＰ方案化疗６疗程后 ＣＡ
－１２５降至正常。其余患者随访最长９年，最短６个月均无肿
瘤复发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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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７例原发性输卵管癌的临床资料

年龄

（岁）
主诉 妇检

术前ＣＡ－１２５
（Ｕ／ｍＬ）

阴道Ｂ超 术前诊断 术后诊断

５１ 下腹隐痛７年，发现右
卵巢囊肿４年

下腹隐痛７年，发现
右卵巢囊肿４年

７１．２ 右附件区无回声，约 ６．６×
４７ｃｍ，其边缘可见钙化样点
状强回声

右卵巢浆液性囊

腺瘤

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癌

ＩＩｃ期Ｇ３级

５３ 下腹隐痛６月，阴道不
规则出血２月

未见异常 ２８．０ 双附件区囊性包块，双侧输卵

管积液可能性大

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 Ｉａ期、左输
卵管子宫内膜样癌、右

卵管癌肉瘤Ｉｂ期

５４ 阴道排液伴下腹坠痛１
年

左附件区偏实性不

具体包块

１７３．６ 左附件区实性低回声，形态欠

规则，边缘可见无回声，不除

外左卵巢病变 ＲＩ：０．７３

左附件肿物：疑为

输卵管癌

左输卵管子宫内膜样腺

癌Ｉｃ期Ｇ２

６０ 阵发阴道出血１月 子 宫 左 侧 囊 实 性

包块

２０．６ 子宫前方腊肠形肿块，输卵管

肿瘤不除外

盆腔肿物：输卵管

肿瘤

左输卵管恶性苗勒氏管

混合瘤Ｉｃ期

６５ ＣＡ－１２５升高１年，发
现盆块２ｄ

盆腔左侧实性包块 ４８１．７ 左附件区弱回声团块 ＲＩ：０．
６５，疑为阔韧带肌瘤；附件肿
瘤待排

盆腔包块待查：疑

为卵巢肿瘤

输卵管中－低分化浆液
性乳头状癌ＩＩＩｃ期

７４ 反复阴道出血４月 左附件区轻压痛 １１．４ 左附件区条状低回声，肠管

不除外

绝经后阴道出血

待查：疑为输卵

管癌

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癌

Ｉｃ期Ｇ３级

７６ 阴道不规则出血５月，
加重４ｄ

左 附 件 区 囊 实 性

包块

１３．０ 右附件区实性混合回声，ＲＩ：
０．６９

右卵巢囊肿 右输卵管低分化浆乳癌

ＩＩＩｃ期Ｇ３

"

　讨论
原发性输卵管癌发病率低，临床症状多不典型，易被忽视

或延误诊断。阴道排液、腹痛及盆腔肿块为输卵管癌典型的

“三联征”。文献报道，临床上具有典型“三联征”的患者约为

３％～２０％，而以盆腔包块伴有阴道流血或排液的二联征多
见［４］。本组患者仅１例具备典型“三联征”，占１４．２％；但具备
二联征者 ３例，占 ４２．８％；以阴道出血为主诉者 ４例，占
５７．１％。

血清ＣＡ－１２５及阴道Ｂ超是输卵管癌常见的辅助诊断方
法。虽然其特异性不高，但对监测肿瘤复发及治疗效果有重要

作用。Ａｊｉｔｈｋｕｍａｒ等［５］研究发现，血清 ＣＡ－１２５除了作为患者
无瘤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外，也可用来评估患者对化疗的反

应，并可作为肿瘤复发的敏感指标，常先于临床或放射学诊断

疾病复发０．５～７个月。本组病人术前均行血清 ＣＡ－１２５检
查，仅有３例ＣＡ－１２５升高，约占４２．８％，但术后ＣＡ－１２５均有
下降，且１例患者复发后ＣＡ－１２５再次升高，与文献报道相符。
本组病人有１例体检发现 ＣＡ－１２５升高１年后才发现盆腔包
块，可见ＣＡ－１２５升高可先于盆腔包块的出现。综合国内外相
关报道，原发性输卵管癌典型的超声声像学特点有：（１）附件区
腊肠状或不规则包块，囊性回声内伴乳头状回声；（２）卵巢形态
完整；（３）附件区实性回声及乳头内血流阻力指数低［６］。本组

病人术前均行Ｂ超检查，提示附件区囊性或实性低回声，但只
有１例提示输卵管肿瘤不除外，可见Ｂ超对诊断原发性输卵管
癌的价值有限，不能明确病变的部位及性质。诊断性刮宫的价

值也有限，若病理结果为恶性，且附件区存在包块，应警惕输卵

管癌或者复合癌的可能。本组病人１例术前行诊断性刮宫病理

提示为子宫内膜样腺癌，且 Ｂ超提示双附件区囊性包块，术后
病理确诊为子宫内膜及输卵管原发双癌。

Ｙｕ－Ｊｉｎ报道［７］原发性输卵管癌术前诊断率为０％ ～４％，
绝大部分为手术病理诊断。其病理学诊断标准需同时满足以

下４条［８，９］：（１）肿瘤来源于输卵管内膜；（２）组织学类型产生于
输卵管黏膜上皮；（３）可见由良性上皮向恶性上皮转化的移行
区；（４）卵巢和子宫内膜可以正常，也可有肿瘤，但肿瘤体积必
须小于输卵管肿瘤。而原发性输卵管癌与继发性输卵管癌较

难区别，主要鉴别点为：（１）原发性输卵管癌病灶大部分存在于
输卵管黏膜层，而继发性输卵管癌的黏膜上皮基本完整而病灶

主要在间质内；（２）原发性输卵管癌大多数能看到乳头状结构，
肌层癌灶多散在分布；（３）原发性输卵管癌的早期病变处可找
到正常到癌变的过渡形态［１０］。虽然临床对原发性输卵管癌的

诊断常局限于组织学，但对肿瘤局限于输卵管者其肉眼诊断标

准为：（１）输卵管远端不正常，伞端可开放或闭锁，与慢性输卵
管炎相似；（２）乳头状物在输卵管内生长；（３）子宫和卵巢大体
正常或无癌变侵袭［１１］。

原发性输卵管癌病因不清，目前认为其与卵巢上皮性癌均

起源于苗勒管上皮，有相似的病因学基础和基因异常，如 ｃ－
ｅｒｂ，ｐ５３和Ｋ－ｒａｓ等，并与 ＢＲＣＡ１和 ＢＲＣＡ２基因突变有关。
Ｖｉｃｕｓ等［１２］研究发现约 ３０％的原发性输卵管癌患者具有
ＢＲＣＡ１和ＢＲＣＡ２基因的突变。此外，文献报道原发性输卵管
癌与慢性输卵管炎、输卵管子宫内膜异位症及不孕有关，而多

产和口服避孕药则可以降低患输卵管癌的风险［１３］。由于其组

织学特征、生物学行为和预后相关因素均与卵巢浆液性癌相

似，因此其处理原则参照卵巢上皮癌以手术为主，辅以化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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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综合治疗。原发性输卵管癌转移方式以盆腹腔播散及淋

巴结转移为主，故手术是治疗输卵管癌的首选，手术原则与卵

巢癌相同，即全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 ＋大网膜切除 ＋盆腔
淋巴结切除和术后的化疗［１３］。除了Ｉ期Ｇ１患者术后不需化疗
外，其他均需接受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Ｐｅｃｔａｓｉｄｅｓ［１４］等
报道４个肿瘤治疗中心登记６４例原发性输卵管癌，４８例接受
了紫杉醇联合卡铂的化疗，２８例有可测量病灶，完全有效１９例
（６８％），部分有效７例（２５％），总有效率９３％，建议紫杉醇联合
铂类作为术后辅助化疗的首选化疗方案。Ｉｓａｂｅｌ等［１５］对１２７例
输卵管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发现，肿瘤期别越早、分级越低患

者术后５年生存率越高，且术中发现输卵管伞端闭锁为患者预
后良好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原发性输卵管癌术前诊断率低，与其发病率低、

临床症状不典型、缺乏敏感而特异的辅助检查手段、输卵管位

置临近卵巢等因素有关。当患者出现绝经后阴道出血或排液

或盆腔包块时，宫腔镜检查或诊断性刮宫排除了子宫恶性肿

瘤，应首先考虑到原发性输卵管癌的可能，需要行腹腔镜或剖

腹探查以明确诊断，避免误诊或漏诊。本文术前诊断率为

２８６％。术中见输卵管乳头状癌大体表现为输卵管增粗、不规
则或腊肠形，伞端与周围组织粘连闭锁。当肿瘤局限于黏膜

时，输卵管触诊柔软，貌似输卵管积血、积脓或积水。最常见的

原发部位是壶腹部，其次为伞部。因此临床医师应善于发现和

总结原发性输卵管癌的临床特点，以提高术前诊断率。术中应

常规剖探输卵管，对可疑输卵管病变应及时送冰冻检查，可避

免二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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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霉唑阴道片不同给药方案治疗人工流产术前外阴
阴道念珠菌病的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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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人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采取克霉唑阴道片治疗后疗效情况，根据
治疗及护理方法进行总结。方法：选取４８例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在我院妇科住院的治疗人
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对照组（２４例）和观察组（２４例），均给予克霉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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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片阴道上药，观察组予克霉唑阴道片５００ｍｇ１ｄ疗法，观察疗效，对照组予克霉唑阴道片２００ｍｇ３ｄ疗
法。在治疗过后观察两组患者疗效情况，配合一定的护理措施，总结有效的护理方法。结果：在治疗后２８ｄ，
对照组痊愈患者１３例（５４６７％）较观察组痊愈患者２０例（８３３３％）少，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明显，Ｐ＜００５，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症状缓解方面，观察组患者症状在３ｄ内均缓解，对照组患者８例（３３３３％）患者在３ｄ后
症状才被缓解，两组比较差异明显，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人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
者采取克霉唑阴道片５００ｍｇ１ｄ疗法安全有效，此外配合有效的护理方法大大增加患者恢复的速度，在临床
治疗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克霉唑阴道片；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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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体的各个部位，如皮肤、黏膜及阴道内都可滋生真菌，
念珠菌就是其中之一。但念珠菌比较特殊常在女性生殖道部

位出现，当念珠菌在阴道生长并导致外阴部皮肤黏膜的反应或

炎症，就被称为是外阴部念珠菌病［１，２］。克霉唑阴道片是治疗

由念珠菌引起的外阴阴道病的药物。人工流产术就是人们常

说的堕胎，严格来说就是取出胚胎或者导致胎儿死亡的各种方

法结束妊娠［３］。现我院妇科对人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菌

病患者使用克霉唑阴道片进行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现将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４８例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在我院妇科
住院的治疗人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２４例）和观察组（２４例），对照组患者
年龄１８～３９岁，平均（２５２±１２）岁；观察组患者年龄１８～３８
岁，平均（２４４±２１）岁。病例入选标准主要包括［５，６］：（１）宫内
早孕；（２）临床检查后确诊为外阴阴道念珠菌病［４］，外阴瘙痒或

伴灼痛，严重时坐卧不宁，异常痛苦，可伴尿频、尿痛和性交痛，

多数患者阴道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稠厚，呈凝乳或豆腐渣样。

检查时可见外阴、阴道黏膜出现红斑、水肿，小阴唇内侧及阴道

黏膜上附有白色块状物，擦除后露出红肿黏膜面；（３）对抗真菌
药物无过敏史；（４）实验室检查发现所有患者的阴道分泌物念
珠菌镜检和培养均呈阴性。对照组患病情况２２例，心理状况

１９例；观察组患者患病情况２１例，心理状况２０例，两组患者在
年龄、患病情况、心理状况等基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克霉唑阴道片阴道上药，观察组予克霉唑

阴道片５００ｍｇ１ｄ疗法，观察疗效；对照组予克霉唑阴道片２００
ｍｇ３ｄ疗法。在治疗过后观察两组患者疗效情况，配合一定的
护理措施，总结有效的护理方法。

１３　护理措施
首先对患者普及有关真菌感染的知识，逐步深入介绍外阴

阴道念珠菌病可能发生的原因和可能感染的途径，尽量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各组患者在采取不同的治疗方

法，按时按量要求患者服用药物，在治疗后，密切观察是否有不

良反应，是否出现局部烧灼感甚至瘙痒的情况出现，养成良好

的用药习惯，发挥药物最大的效果，促进疾病的痊愈。在饮食

方面对于患者应适当增加营养，为患者制定最合理的饮食方案

及规定进食最合理的时间，在保证患者能得到有效的营养的同

时防止由于进食与药物产生的副反应及作用时间出现冲突，为

之后进行人流术打好基础。在人流术后进行随诊，采取 Ｂ超进
行检查了解患者子宫恢复及感染情况，并告知患者在４周内禁
盆浴及性生活，并做到勤换勤洗内裤，对接触外阴相关的物品

应消毒，毛巾或直接接触物品进行开水烫洗消毒。此外，对患

者的心理情况也应该注意，尽量使人工流产术前外阴阴道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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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病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环境，避免患者出现不正常的心理反

应，出现紧张等情绪时不仅仅对疾病的治疗无益，并大大增加

和医护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出现，因此一旦出现时应及时处

理，及时开导及安慰。另外一方面患者应多注意锻炼，多进行

户外互动，医护人员对患者制作合适的活动方案，这样的身体

锻炼不仅可以增强体质，增加机体对有害物质的抵抗能力，还

能促进疾病的恢复。

１４　观察指标
治疗期间注意监测患者的痊愈、显效、无效情况，其中痊愈

指用药后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分泌物性状正常，白带镜检阴

性；显效指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好转，真菌镜检为阴性；无效指

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无好转，真菌镜检为阳性。详细记录患者

临床症状的缓解时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将获得的资料分析整理，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的统计学软件处

理，用χ２检验计数资料，当 Ｐ＜００５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疗效情况

在两组比较中，观察组患者在抗菌治疗７ｄ后，痊愈患者高
达１８例（７５００％），对照组术后７ｄ仅１２例（５０００％），两组差
距主要在进步及无效患者，抗真菌药物对成年妇女并无明显副

作用，要求行人工流产术者又免除了影响胎儿的后顾之忧，因

此抗菌治疗效果对人流术是没有影响的。两组在术后 ７ｄ和
２８ｄ的有效率比较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患者在治疗后疗效情况分析

疗效
观察组（２４例）

术后７ｄ 术后２８ｄ

对照组（２４例）

术后７ｄ 术后２８ｄ

痊愈 １８（７５００） ２０（８３３３）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３（５４６７）

显效 ６（１６６７） ４（１６６７） １０（４１６７） ８（３３３３）

无效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８３３） ３（１２５０）

有效率 ２４（１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０） ２２（９１６７） ２１（８７５０）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临床症状缓解情况
两组患者的症状缓解时间有差异，观察组患者症状缓解时

间较快，均在３ｄ内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减轻；对照组患者
大部分在３ｄ内缓解，但还有多数患者未在３ｄ内缓解。见表２。

表２　各组患者在治疗后症状缓解情况

症状缓解时间 观察组（２４例） 对照组（２４例）

≤３ｄ ２４（１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６７）

＞３ｄ ０ （０００） ８（３３３３）

#

　讨论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是妇女中最常见的外阴阴道炎症之一，

主要有多种不同的念珠菌感染所致。然而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的始动因素为妊娠，往往在患有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患者在治

疗后多数采取人工流产术，有数据显示在孕妇中检测结果念珠

菌感染阳性率高达５１２３％［７，８］。在妇产科门诊会常常见到由

于避孕措施不到位导致的意外妊娠患者，并要求进行人工流产

术。在妊娠期的妇女部分检测结果显示阴道念珠菌感染阳性，

患者要求终止妊娠，但此时不宜进行人工流产术，若此时进行

人工流产术会引起盆腔感染，严重时还可导致不孕症，虽暂时

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但却造成患者的终身痛苦［９－１１］。在治疗外

阴阴道念珠菌感染的药物中均为抗真菌感染的药物，通常的抗

真菌药物在阴道上药时间过长，多为３～８ｄ，患者疗效不理想且
患者不满意。本次研究对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的患者采取克

霉唑阴道片进行治疗且疗效较好。克霉唑阴道片是由克霉唑

和乳酸构成，具有广谱抗真菌活性，同时还能够改变患者阴道

酸碱度，是如今临床治疗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首选药物之一。

各种疗法的有效率主要决定于患者的依从性、药物的种类、局

部药物浓度等，以往采用克霉唑阴道片多采用２００ｍｇ３ｄ疗法，
但因用药时间长，特别是患者急于行人工流产术，故依从性差，

影响治疗效果。观察组显著缩短了疗程，治疗依从性明显提

高，疗效易于维持，可以尽快行人工流产术，减轻了患者负担。

本研究表明：克霉唑阴道片治疗人工流产前安全、有效，可使症

状迅速缓解，患者易于接受，可为人工流产术前治疗节省时间，

是安全、有效的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两组患者疗效情况，观察组患者在治

疗后７ｄ痊愈患者１８例（７５００％），对照组患者７ｄ痊愈患者１２
例（５０００％）；在治疗后２８ｄ，对照组痊愈患者１３例（５４６７％）
较观察组痊愈患者 ２０例（８３３３％）少，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明
显，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的有效率比较中，７ｄ后和
２８ｄ后观察组均为２４例（１００００％），对照组有效率７ｄ后为２２
例（９１６７％）、２８ｄ后为２３例（９５８３％）。在试验中发现不同妊
娠期妇女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对克霉唑阴道片的敏感性有差

异，另外外阴阴道感染的具体部位有略微关系，在不断的治疗

过程中外阴阴道的念珠菌出现耐药趋势。本药目前对念珠菌

的感染控制效果明显，长远考虑应持续对外阴阴道的念珠菌感

染进行研究此次试验表明采用克霉唑阴道片较大剂量疗效好，

但应密切注意患者在使用过程中是否有并发症的出现，若念珠

菌完全清除后是否立即停止用药，及何时停止用药最佳都应

考虑。

除了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外，合理的护理措施对患者的恢

复及治疗疗效也有一定的影响：（１）首先对患者普及有关真菌
感染的知识，逐步深入介绍外阴阴道念珠菌病可能发生的原因

和可能感染的途径，尽量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１２］。（２）
因各组患者治疗给药剂量的不同，按时按量要求患者服用药

物，在治疗后密切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是否出现局部烧灼感

甚至瘙痒的情况出现，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发挥药物最大的

效果，促进疾病的转归［１３，１４］。（３）在饮食方面对于患者应适当
增加营养，为患者制定最合理的饮食方案及规定进食最合理的

时间，在保证患者能得到有效的营养的同时防止由于进食与药

物产生的副反应及作用时间出现冲突。为之后进行人流术做

好基础，在人流术后进行随诊，采取 Ｂ超进行检查了解患者子
宫恢复及感染情况，并告知患者在４周内禁盆浴及性生活。并
做到勤换勤洗内裤，对接触外阴相关的物品应消毒，毛巾或直

接接触物品进行开水烫洗消毒。（４）此外，对患者的心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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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注意，尽量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环境，避免患者出现

不正常的心理反应。出现紧张等情绪时不仅仅对疾病的治疗

无益，并大大增加和医护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出现，因此一

旦出现时应及时处理，及时开导及安慰［１５］。（５）患者应多注意
锻炼，多进行户外互动，医护人员对患者制作合适的活动方案，

这样的身体锻炼不仅可以增加体质，增加机体对有害物质的抵

抗能力，还能促进疾病的恢复。

综上所述，对人工流产术前的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采取

克霉唑阴道片进行治疗疗效显著，再加上对患者采取一定的护

理方法，可大大促进患者的恢复，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有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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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的疗效及安全性
陶君红１

!

　王依满２

１台州市路桥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５８
２台州市立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人工流产治疗
的妇女９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４５例）与对照组（ｎ＝４５例）。两组患者均在门诊手术室行人工流产术，
术后予以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及益母草颗粒促进宫缩等治疗。观察组患者加用屈螺酮炔雌醇片口服１片／
ｄ，连服２１ｄ，月经来潮第５ｄ开始第２周期，连用６个周期。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阴道流血时间、阴道流血
量及月经恢复时间明显少于或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３周子宫内膜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组术后盆腔感染和宫腔组织残留各１例；对照组术后出现并发症８例（盆腔感染和宫腔粘连各３例和宫
腔组织残留２例）。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少于照组（Ｐ＜００５）。对照组和观察组发生不良反
应２例和５例，症状均较轻，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不明显（χ２＝０６２，Ｐ＞００５）。结论：屈螺酮炔雌
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疗效确切，可减少术后阴道出血量并缩短阴道出血时间，加快月经周期恢复，减少术

后并发症，安全性较好。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屈螺酮炔雌醇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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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是目前终止非意愿妊娠的主要方法，一般使用在
妊娠＞７周，孕囊＞２０ｍｍ的孕妇。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
工流产率不断上升，反复流产可引起不孕不育，宫腔粘连及月

经紊乱等并发症，对女性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影响较大，甚至影

响生育［１，２］。屈螺酮炔雌醇片是一种新一代短效口服避孕药，

近年来研究发现其能有效预防人流术后并发症，改善女性生殖

健康［３，４］。本研究观察了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疗

效及安全性分析，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行人工流产的妇女
９０例。纳入标准：（１）孕前３个月月经周期规律；（２）妇科、β－
ＨＣＧ及超声检查诊断为宫内妊娠，且孕囊大小与停经时间相
符。排除标准：（１）有人工流产手术禁忌证和口服避孕药的禁
忌症；（２）明显的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采用随机数
字表将纳入的９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４５例）与对照组（４５
例）。两组患者年龄分布、孕次、妊娠时间等具有均衡性，比较

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本研究方案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体质量（ｋｇ） 孕次（次） 妊娠天数（ｄ）

观察组 ４５ ２４２±３６ ４６７±５４ １８±０４ ５２７±５９

对照组 ４５ ２３９±３８ ４７０±５１ １９±０５ ５３４±６１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门诊手术室行人工流产术，术后予以口服抗

生素预防感染及益母草颗粒促进宫缩等治疗。观察组患者加

用屈螺酮炔雌醇片（生产厂家：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ＧｍｂＨ＆Ｃｏ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
ＫＧ，每片含３０μｇ炔雌醇和３ｍｇ屈螺酮）口服１片／ｄ，连服２１ｄ，
月经来潮第５ｄ开始第２周期，连服６个周期。对照组患者除不
使用屈螺酮炔雌醇片外余治疗同观察组。

１３　观察指标
包括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出血量、子宫内膜修复情况、

月经恢复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药物不良反应。其中

术后３周来院复查妇科超声观察宫腔状况及子宫内膜厚度，如
患者出现术后阴道出血量≥２倍月经量或超声示有宫腔内异物
残留需刮宫。药物不良反应包括治疗中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

及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量资料指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定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术后阴道流血持续时间、阴道流血量明显少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月经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术后３周子宫内膜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
组术后盆腔感染和宫腔组织残留各１例；对照组术后出现并发症
８例，其中盆腔感染和宫腔粘连各３例，宫腔组织残留２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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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疗效指标的比较

组别 ｎ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ｄ） 月经复潮时间（ｄ） 术后出血量（ｍＬ）术后３周子宫内膜厚度（ｍｍ）术后并发症［ｎ（％）］

观察组 ４５ ６７±１５ ２９８±４２ ５４２±１１２ ９０±０９ ２（４４４）

对照组 ４５ ８１±１９ ３６９±５９ ６３７±１４３ ６９±０７ ８（１７７８）

ｔ／χ２ ２１９ ２２１ ２１７ ２２８ ４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治疗期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２例，其中恶心和上腹

部不适各１例；观察组发生５例，其中恶心３例、上腹部不适和
皮疹各１例；症状均较轻，无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未予处理后
症状逐渐自行缓解。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不明

显（χ２＝０６２，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无明显异常损害。

#

　讨论
人工流产是对避孕失败或未采取措施而发生的非意愿妊

娠的有效补救措施。人工流产特别是重复人工流产，会对子宫

内膜造成损伤，术中可能引起子宫或阴道大出血、子宫破裂穿

孔、宫内组织残留不全及宫颈裂伤等并发症，术后可能出现子

宫内膜炎及阴道炎、月经紊乱、慢性盆腔炎、不孕、心理障碍等

各种并发症，给患者和家庭带来较大痛苦［５，６］。人工流产中约

５０％为年轻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术后会严重威胁女性生殖健
康，给妇女的心理、生理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如何

减少人工流产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重复流产率越来越引起临

床的关注［７，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人工流产后立即开始服用避

孕药进行干预，可减少或避免人工流产后重复流产的发

生率［９，１０］。

屈螺酮炔雌醇片是一种临床较常用的单相短效口服避孕

药，其主要成分为屈螺酮和炔雌醇，其中屈螺酮具有孕激素、抗

盐皮质激素和抗雄激素的作用，具有很好的避孕效果，调控月

经周期，避免水钠潴留，减少皮脂分泌，降低脂溢性皮炎和痤疮

的发生率，有利于缓解乳房或腹部胀痛，减轻经前期紧张和焦

虑症状，稳定患者术后情绪等功能［１１，１２］；炔雌醇能能调节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促进子宫内膜修复，减少术后阴道
出血量和出血时间，减少宫腔粘连，降低子宫内膜炎及阴道炎

的发生率［１３－１５］。吕梅等［１６］研究发现人工流产术后即用屈螺酮

炔雌醇片能明显缩短阴道出血持续时间，减少阴道出血量，有

利于子宫内膜修复及月经恢复。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术

后阴道流血时间、阴道流血量、月经恢复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均

明显少于或短于对照组，术后３周子宫内膜恢复明显优于对照
组。提示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疗效确切，可减少

术后阴道出血量并缩短阴道出血时间，促进子宫内膜早期快速

修复，减少术后并发症，有助于改善妇女生殖健康。有报道称

服用屈螺酮炔雌醇片可能导致心肌梗死、急性脑梗死，肺栓塞

和子宫大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１７－２０］。本研究对照组和观察组

治疗中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２例和５例，症状均较轻，无严重的
不良反应发生。提示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不良

反应轻，安全性较好。

总之，屈螺酮炔雌醇片用于人工流产术后安全有效，可减少

术后阴道出血量并缩短阴道出血时间，促进子宫内膜早期快速

修复，加快月经周期的早日恢复，减少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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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癌抗原１２５、甲胎蛋白、癌胚抗原联合检测对女性
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周敏巧　梁文霞１　郑君珍２

１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１１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岭医院（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临床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的诊断
价值。方法：选取９５例女性恶性肿瘤患者（恶性肿瘤组，其中子宫内膜癌４５例、乳腺癌３０例、卵巢癌 ２０
例），６８例良性病变患者（良性病变组，疾病包括卵巢良性肿瘤、卵巢囊肿、卵巢上皮细胞瘤）及５０例健康体
检人群（健康对照组），对上述所有研究对象检测血清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结果：恶性肿瘤组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
ＣＥＡ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界值，也明显高于良性病变组及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５）；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
瘤标志物单独检测对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及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及ＰＰＶ均较低，尤其是敏
感性，维持在４０％左右，ＰＰＶ维持在５０％左右，而三种标志物联合检测时，上述指标均有明显提高，尤其是敏
感性提高最显著，提高至８０％左右。结论：血清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女性恶性肿瘤
的诊断价值明显高于其单独检测，有利于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　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女性恶性肿瘤；癌抗原１２５；甲胎蛋白；癌胚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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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ｎａｎｔ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２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ｂｅｎｉｇｎ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ｂｅｎｉｇ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ｓａｎ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ａｎｄ５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ＦＰ，
Ｃ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ｃｕｔｏｆｆ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ａ
ｌｏｎｅｈａｄａｌｏｗ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ＰＶ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ｂｏｕｔ４０％）ａｎｄＰＰＶ（ａｒｏｕｎｄ５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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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乳腺
癌，这三种恶性肿瘤是引起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肿瘤的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治愈率及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肿瘤

标志物是指肿瘤细胞分泌或存在于恶性肿瘤细胞或是宿主对

细胞反应而产生的一类物质［１］，对肿瘤的早期诊断、高危人群

随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其在肿瘤的临床诊断中应用

极为广泛。研究表明，单一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对恶性肿瘤的诊

断敏感性较低［２］，而多项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近年来则备受

关注。本研究旨在观察血清癌抗原 １２５（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
ＣＡ１２５）、甲胎蛋白（α－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Ｐ）、癌胚抗原（ｃａｒｃｉｎｏｅｍ
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女性恶性肿
瘤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女性恶性肿
瘤患者９５例，年龄２５～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２５±３５８）岁；９５例患
者均经病理检查证实，其中子宫内膜癌４５例，乳腺癌３０例，卵巢
癌２０例。选取同期在我院治疗经病理检查证实为良性疾病的女
性患者６８例，年龄２５～６３岁，平均（５１５±３５５）岁。主要疾病
为卵巢良性肿瘤、卵巢囊肿、卵巢上皮细胞瘤。同时，选取同期在

我院健康体检的健康人群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８～６５岁，平
均（５０５±３２５）岁。均排除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及肝肾功能不全
者，年龄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取空腹８～１２ｈ的清晨肘静脉血３ｍＬ，高速离心５ｍｉｎ分离
血清，４ｈ内检测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检测仪器为 ＡＤＶＩＡＣｅｎｔａｕｒ
ＣＰ检测仪，检测方法为化学发光法。阳性判断标准［３］：ＣＡ１２５、
ＡＦＰ、ＣＥＡ阳性界值分别为 ＞３０２Ｕ／ｍＬ，＞５８ｎｇ／ｍＬ，＞
５ｎｇ／ｍ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汉化版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均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对三
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采用敏感性、特

异性、准确性及阳性预测值（ＰＰＶ）来表示。
"

　结果
２１　三组研究对象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检测结
果比较

　　恶性肿瘤组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水平较正常阳性界值均明显
升高，其水平也明显高于良性病变组及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５），
而良性病变组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略有升
高，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且良性病变组及健康对照组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平均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见表１。

表１　三组研究对象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ＡＦＰ（ｎｇ／ｍＬ） ＣＥＡ（ｎｇ／ｍＬ）

恶性肿瘤组 ９５ ２５８５８±１００２５ａ １００５８±５８２５ａ ２５６８±８４５ａ

良性病变组 ６８ ２０５８±８９８ ２５８±１５８ ４０５±２２５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１０８５±５５８ ０７５±０６８ ２０５±０８４

　　注：与良性病变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Ｐａ＜００５

恶性肿瘤 良性病变 正常 总计

ＣＡ１２５ ＋

－

ＡＦＰ ＋

－

ＣＥＡ ＋

－

总计 ９５ ６８ ５０ ２１３

２２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
对女性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对子宫内膜
癌、乳腺癌及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及 ＰＰＶ均较
低，尤其是敏感性，而三种标志物联合检测时，上述指标均有明

显提高见表２～表４。

表２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对子宫
内膜癌的诊断价值

检测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ＰＰＶ（％）

ＣＡ１２５ ４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４７３７ ４０００

ＡＦＰ ３５５６ ７３４７ ５４７４ ５３３３

ＣＥＡ ３３３３ ６６００ ５０５３ ４６８８

联合检测 ８７０９ ７０７７ ７５７９ ５８６９

表３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对乳腺
癌的诊断价值

检测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ＰＰＶ（％）

ＣＡ１２５ ４０００ ８４６２ ７０５３ ５４５５

ＡＦＰ ５０００ ７３８５ ６６３２ ４６８８

ＣＥＡ ４０００ ７２３１ ６３１６ ４０００

联合检测 ７３３３ ８４６２ ８１０５ ６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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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对卵巢
癌的诊断价值

检测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ＰＰＶ（％）

ＣＡ１２５ ３０００ ７０６７ ６２１１ ２１４３

ＡＦＰ ４０００ ７７３３ ６９４７ ３２００

ＣＥＡ 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７３６８ ４０００

联合检测 ８５００ ９２３１ ８１０５ ７７２７

#

　讨论
对临床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进行早期诊断及治疗，是改善

患者预后，降低病死率的关键。肿瘤标志物最早于１９７８年提
出［４］，其主要存在于患者血液、体液中，这些物质在正常人体内

不可检测出或含量极低。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

标志物检测已成为除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外恶性肿瘤诊断的

第三大重要方法，通过检测其含量对肿瘤的诊断、治疗、监测复

发及判断预后均具有重要的价值［５］。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肿

瘤细胞可出现不同的肿瘤标志物，而同一种肿瘤细胞也可以由

多个癌基因控制其代谢、合成及分化，从而出现不同的肿瘤标

志物［６］，因此，单一检测某种肿瘤标志物诊断意义不大，而多种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诊断价值。目前，ＣＡ１２５、ＡＦＰ
及ＣＥＡ三种肿瘤标志物是临床应用较多且研究较广泛同时对
恶性肿瘤具有重要诊断价值的肿瘤标志物［７］。

ＣＡ１２５是一种大分子量的糖蛋白，其存在于胎儿体腔上皮
分化而来的多种组织中（心包膜、胸膜及腹膜等），也可在正常

成年女性卵巢组织、输卵管及子宫内膜中表达［８］，而且在卵巢

浆液性腺癌中高度表达［９］，目前认为其是卵巢癌的标志性抗

原。ＣＡ１２５用于卵巢癌的诊断及监测已有３０余年，但是其诊断
卵巢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较低，单独检测意义不大［１０］。研究还

显示，ＣＡ１２５是预测卵巢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其水平下降幅
度与患者疗效及预后均密切相关，是卵巢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

子 ［１１］。同时，ＣＡ１２５也是一种广谱的恶性肿瘤标志物，在宫颈
癌及乳腺癌患者中也高度表达，洪锡田等［１２］报道显示，ＣＡ１２５
在乳腺癌患者中的阳性率为３１８％，这一结果提示ＣＡ１２５也可
作为乳腺癌的一种肿瘤标志物。

ＡＦＰ是胚胎期由卵黄囊及肝细胞合成的一种酸性糖蛋白，
胃肠道黏膜及肾脏也可少量合成，ＡＦＰ是胚胎期的重要血清成
分，胎儿血浆中ＡＦＰ可达到３ｍｇ／ｍＬ，在其出生后ＡＦＰ合成受到
抑制，不久血清 ＡＦＰ便逐渐消失，１岁的婴儿血浆 ＡＦＰ与成人
含量接近，ＡＦＰ含量均较低。研究证实，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桨
ＡＦＰ多表现为稳定持续性升高，目前，ＡＦＰ是诊断原发性肝癌
最敏感的标志物，原发性肝癌患者 ＡＦＰ阳性率可达９２９％，此
外，ＡＦＰ也可用于评估肝癌手术患者肿瘤复发［１３］。目前，在许

多发达国家，医疗机构将ＡＦＰ作为肝硬化患者的常规检查项目
用于筛查原发性肝癌，而英国胃肠病协会等推荐对原发性肝癌

高风险人群进行每年２次 ＡＦＰ检查及超声筛查。而其他恶性
肿瘤疾病中，ＡＦＰ阳性率并不高，孕妇孕３个月后血清 ＡＦＰ可
升高，在分娩后３周内恢复正常水平，而部分卵巢疾病（卵巢
癌、卵巢囊肿）患者血清ＡＦＰ水平也可升高。

ＣＥＡ是一种酸性糖蛋白，１９６５年由国外学者 Ｇｏｌｄ首次发
现，至此以后，相关研究日益增多，有报道显示，腺癌及大细胞癌

患者中ＣＥＡ水平升高，ＣＥＡ是诊断肠癌及评价其预后的重要指
标［１４］。此外，各种消化道恶性肿瘤如胃癌、肠癌及胰腺癌等患者

血清ＣＥＡ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而动态监测血清ＣＥＡ水平对
其肿瘤复发及转移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１５］。近年来，研究显示，

ＣＥＡ在其他恶性肿瘤及良性疾病中也有升高，对女性生殖系统
肿瘤的诊断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９５例恶性
肿瘤组患者其血清ＣＡ１２５、ＡＦＰ及ＣＥＡ水平均明显高于良性病
变组与健康对照组，而ＣＡ１２５、ＡＦＰ及ＣＥＡ单独检测时对子宫内
膜癌、乳腺癌及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较低，均维持在４０％左右，
ＰＰＶ也较低，而当其联合检测时，敏感性均有明显提高，为８０％
左右，此外，ＰＰＶ也有明显提高，准确性及特异性也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ＣＡ１２５、ＡＦＰ、ＣＥＡ单独检测对女性恶性肿瘤均
有一定诊断价值，但敏感性及 ＰＰＶ较低，而将三者联合检测用
于诊断时，敏感性及 ＰＰＶ均有提高。因此，将上述三种肿瘤标
志物联合检测用于诊断女性恶性肿瘤具有重要意义，可将其与

其他检测方法结合，用于女性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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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剂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性激素水平及性
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吴媚荫１　张仙珍２

１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院内科，杭州 ３１００２２
２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风湿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　目的：探讨免疫抑制剂对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患者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影响性，以期提
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６５例ＳＬＥ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均采用电化
学法检测血中性激素雌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促卵泡素（ＦＳＨ）、睾酮（Ｔ）水平情况，且将以上病例分成两
组，对照组３１例，予雷公藤多甙治疗；观察组３４例，予免疫抑制剂治疗，观察其和病情活动情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两组患者在性激素Ｅ２、ＰＲＬ、ＦＳＨ、Ｔ水平和性功能指标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
交疼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免疫抑制剂可促使 ＳＬＥ患者性激素水平下降，性功能减
退，在临床上应用时要加强监测。

【关键词】　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性激素水平；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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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ＳＬＥ）好发
于女性，且以育龄期为主要年龄段，是一种以产生大量自身抗

体并形成免疫复合物为特点的自身免疫病。目前认为其病理

机制为体内的Ｂ细胞产生高球蛋白血症和大量自身抗体，而在
治疗上则应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异常的免疫和炎症反应。本

次研究就通过免疫抑制剂对 ＳＬＥ患者性激素和性功能的影响
性，以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

院收治的６５例ＳＬＥ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将其按照数
字随机表法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３１例，年龄最小２２岁，最大
３５岁，平均（２８２±１３）岁；病程最短４ｄ，最长１３周，平均（７４
±１２）周。观察组 ３４例，年龄最小 ２１岁，最大 ３７岁，平均
（２８５±１５）岁；病程最短５ｄ，最长１４周，平均（７６±１４）周。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纳入患者均符合年龄在１８～４０岁，且未经过任何免疫
抑制剂治疗，ＳＬＥ诊断标准符合１９８２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分会制
定的标准［１］，即在颊部红斑、盘状红斑、光过敏、口腔溃疡、关节

炎、浆膜炎６项中符合４项，且免疫学指标抗核抗体、抗 Ｓ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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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抗磷脂抗体、抗 ｄｓＤＮＡ抗体中检查均显示为阳性者。月经
周期基本正常。排除伴有其他结缔组织疾病，排除伴有结核感

染，排除孕妇、哺乳期妇女，排除肝肾功能明显异常者，排除伴

有恶性肿瘤者。

１２　方法
由于性激素在排卵前和黄体中期时有２次分泌高峰期，故

在生理周期中的排卵早期和月经早期的９～１４ｄ时由同一名护
士在患者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４ｍＬ，采用电化学法测定血清
中的Ｅ２、ＰＲＬ、ＦＳＨ、Ｔ水平。然后对照组予以雷公藤多甙（上海
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３１０２０４１５）１０ｍｇ，２次／ｄ口
服治疗，观察组则予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通化茂祥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２０２２９８８）治疗。
１３　疗效评定和评定标准

参考相关标准进行疗效评定，性激素水平检测在患者空腹

状态下抽取静脉血４ｍＬ，采用美国强生公司提供的全自动化化
学发光分析仪进行检测性激素雌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促
卵泡素（ＦＳＨ）、睾酮（Ｔ）水平。而在性功能上则分成７个维度，
分别为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

性生活频率［２］。相关的标准参考表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将调查统计的内容作为变

量，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性功能评定标准

评分 选项１ 选项２ 选项３ 选项４

０ 无性活动 未尝试性交

１ 几乎没有 很低或完全没有 困难很大 很不满意

２ 少数有 很低 困难较大 中等不满意

３ 有时 有 中等困难 一半满意

４ 多数有 较高 有时困难 中等满意

５ 几乎有 很高 不困难 很满意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对两组性激素水平进行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性激素

Ｅ２、ＰＲＬ、ＦＳＨ、Ｔ水平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指
标均有明显改善，但观察组患者Ｅ２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下降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情况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１）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ｎｇ／Ｌ） １１２１７±２２３１ ９６２４±６２１６ １１１９７±２４１７ ７１３２±５４４６

ＰＲＬ（υｇ／Ｌ） ２６２９±３６９ ２２５８±１２４６ ２６３１±３７１ ２０１２±１３０１

ＦＳＨ（ＩＵ／Ｌ） ２９７４±３８１ ２６７２±１３２５ ２９６８±３８０ ２２１１±１２９５

Ｔ（ｎｍｏｌ／Ｌ） ７１６±１１３ ５７５±３６３ ７２１±１２２ ５１６±３７２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性功能指标比较
对两组性功能指标进行比较，两组在治疗前性功能指标性

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上述指标改善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情况

性功能指标
对照组（ｎ＝３１）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４）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交疼痛 ７１±０６ ５２±１５ ７２±０５ ４７±１３

性欲 ６２±１０ ４７±１２△ ６３±１１ ４０±０９

性高潮 ６２±０７ ４９±０８△ ６３±０６ ４２±０６

阴道润滑 ４７±０４ ３６±０７△ ４８±０５ ３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６８±０５ ５７±０５△ ６９±０６ ５１±０４

性唤起 ５７±０６ ４５±１２△ ５８±０７ ４０±１０

总分 ３１５±３０ ２９６±５０△ ３１６±３１ ２５３±４８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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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性激素和 ＳＬＥ之间存在相关性。研

究［３］称，雌激素参与了 ＤＮＡ抗体的合成，且可作用在胸腺中，
会达到延缓Ｔ细胞在胸腺内合成的作用，其认为，Ｔ细胞不仅参
与了胸腺孵育转化为Ｔ细胞作用的能力，且可抑制 Ｔ细胞的活
性。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阻止 Ｂ细胞产生抗体而形成的。报
道［４］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其是通过对免疫应答 ＩｇＧ
水平的作用来研究的，其认为，ＩｇＧ是血清中最主要的抗体成
分，具有激活补体，调节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细胞毒的作用，且可

结合葡萄糖球菌Ａ蛋白的作用。而就对性激素各个指标而言，
报道［５］称，Ｔ细胞往往代表的是 ＳＬＥ多系统累及肾上腺皮质促
使雄烯二酮下降的目的。

研究［６］称，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本身存在着高泌乳素血

症，而系统性红斑狼疮对其的影响性主要是通过脑血管炎症累

及下丘脑而促使内分泌代谢失常而形成的。泌乳素释放出抑

制因子后会造成垂体释放出 ＰＲＬ过多形成。而研究［７］通过对

小鼠的研究后得出，ＰＲＬ可诱导脾脏细胞白细胞介素受体的表
达，参与了Ｂ细胞过度激活和自身抗体产生，导致免疫复合物
沉积在肾脏，参与了狼疮肾炎的发病。而 ＦＳＨ是一种由脑垂体
合成并分泌的激素，属于糖基化蛋白质激素，能调控发育、生

长、青春期性成熟以及生殖相关的一系列生理过程［８］。而 ＳＬＥ
患者多数为育龄妇女，故在 ＦＳＨ上两者之间差异性并不显著，
这在本次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结果显示，运用免疫抑制剂后患者Ｅ２水平明显下降，而Ｅ２
是一种天然的雌激素，具有促进和调节女性性器官正常发育作

用，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子宫内膜增生，增强子宫平滑肌的收缩，

促进乳腺导管发育增生，且有抗雄性作用。研究［９］认为，造成

ＳＬＥ患者Ｅ２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免疫抑制剂使用后患者的
卵巢功能下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环磷腺胺活性药物等通过和

ＤＮＡ细胞内的酶等结合后对卵巢抑制了，促使初级卵泡和刺激
卵泡数量明显减少，造成卵巢功能的下降。加上雷公藤多甙能

促使卵巢内组织萎缩，各级卵泡减少，颗粒细胞层减少后黄体

数量又相对减少。加上间质细胞增加后被纤维组织取代后对

卵巢造成了伤害。研究［１０］指出，雷公藤多甙长期使用后也会抑

制性激素水平，但由于本次研究例数较少，故缺乏相关的证据。

在临床上对 ＳＬＥ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目的是制止 Ｂ淋
巴细胞分泌自身抗体，清除各个器官的血管炎，降低病情的活

动度，然后有针对性的对Ｔ淋巴细胞和其他的炎症细胞进行对
症治疗，以缓解病情，防止复发。而在性功能上主要是由于治

疗后引起的不良反应［１１，１２］。结果看出，免疫抑制剂运用后在性

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上有明显

差异性，这说明了免疫抑制剂对性功能有抑制作用，分析原因

可能和性激素水平下降后促使性功能减弱有关［１３，１４］。研究称，

ＳＬＥ患者在应用激素后不仅造成了患者的全身器官功能下降，
免疫力低下，且会造成生活质量明显降低，其中包含了性功能

的减退，但由于目前在女性患者中性功能表现的较为隐秘［１５］，

在随访中往往容易漏诊，大多数是通过对性激素水平监测后结

合临床表现来进行判断，且性功能的判断自主性强，故在临床

上目前对免疫抑制剂对ＳＬＥ患者的影响仍是以性激素为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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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支原体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潘伟毅１　陈宇 ２

１遂昌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３００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了解和探讨成年女性阴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情况及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以指
导临床合理治疗。方法：对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５８９例女性患者的阴道分泌物进
行支原体检测及药敏试验，药敏试验抗菌药包括：美满霉素（ＭＩＮ）、强力霉素（ＤＯＸ）、交沙霉素（ＪＯＳ）、阿奇
霉素（ＡＺＩ）、克拉霉素（ＣＬＡ）、罗红霉素（ＲＯＸ）、红霉素（ＥＲＹ）、琥乙红霉素（ＥＣＣ）、甲砜霉素（ＴＨＩ）、环丙沙
星（ＣＰＦ）、左氧氟沙星（ＣＲＡ）、加替沙星（ＧＡＴ），观察和分析支原体检测及药敏试验结果。结果：５８９份阴道
分泌物标本中，３９０例检出支原体，支原体感染率为６６２１％，其中 Ｕｕ占所有感染病例的６７９５％，Ｕｕ＋Ｍｈ
占２９４９％，Ｍｈ占２５６％。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Ｕｕ、Ｍｈ、Ｕｕ＋Ｍｈ三种类型的感染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及交
沙霉素表现了较低的耐药性，对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表现了较高的耐药性，甚至达５０％以上；对加替沙星的
耐药率均维持在２０％左右；单一Ｕｕ感染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耐药性多维持在２０％以下，而Ｍｈ、Ｕｕ＋Ｍｈ对
大环内酯类耐药性维持在５０％左右；单一Ｕｕ感染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及交沙霉素耐药率为０，而 Ｍｈ、Ｕｕ
＋Ｍｈ对上述三药表现了１０％左右的耐药率。结论：女性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已相当普遍且比较严重，不同的
感染类型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可表现出不同的耐药性，临床上应加强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以指导合理

应用抗菌药，同时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测，预防或降低支原体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阴道分泌物；支原体；解脲支原体；人形支原体；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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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是一类最小、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也是引起非淋菌
性尿道炎、非淋菌性阴道炎、宫颈炎、输卵管炎等尿道及生殖系

统疾病的重要微生物［１］，其中以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
ｌｙｔｉｃｕｎ，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最多见。
研究表明，育龄妇女在感染这两种支原体后，可导致多种严重

并发症［２］。近年来，生殖道支原体感染逐年上升，而且随着抗

菌药物的大量不合理使用，支原体的耐药性也日益严重。为了

指导临床科学合理用药，提高治疗效果，降低耐药性，笔者对

５８９份阴道分泌物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和药敏试验，现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在我院就
诊的门诊或住院患者５８９例，年龄１８～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５６±
１２０）岁；所有患者均有外阴瘙痒、白带增多、异味、下腹胀痛、
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生殖道感染症状，阴道分泌物增多或呈

脓性。

１２　方法
标本采集：在采集阴道分泌物前１０ｄ内未使用任何抗生

素，标本采集由妇产科医师完成，先用阴道窥器扩张阴道后，用

无菌棉签拭掉宫颈口分泌物，再用无菌拭子取宫颈口内２～４ｃｍ
处的分泌物，将标本置于无菌干燥试管中立即送检。

支原体鉴定、培养及药敏试验：试剂盒由珠海浪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该试剂盒含有试剂条及选择性培养基，试剂

条可用于Ｕｕ、Ｍｈ及质控对照组的培养鉴定、半定量及药敏试
验，选择性培养基可用于支原体的培养。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验及结果判读。阳性的判断

标准为Ｕｕ或Ｍｈ≥１０４ＣＣＵ／Ｍｌ。抗菌药物：琥乙红霉素（ＥＣＣ）、
强力霉素（ＤＯＸ）、交沙霉素（ＪＯＳ）、甲砜霉素（ＴＨＩ）、克拉霉素
（ＣＬＡ）、红霉素（ＥＲＹ）、环丙沙星（ＣＰＦ）、罗红霉素（ＲＯＸ）、可
乐必妥（ＣＲＡ）、美满霉素（ＭＩＮ）、阿奇霉素（ＡＺＩ）、加替沙星
（ＧＡＴ）。
"

　结果
２１　本组研究中５８９例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

本组研究中的５８９份阴道分泌物标本中，３９０例检出支原
体，感染率为６６２１％，其中Ｕｕ占所有感染病例的６７９５％，Ｕｕ
＋Ｍｈ占２９４９％，Ｍｈ占２５６％。见表１。

表１　本组研究中５８９例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

支原体 标本份数（ｎ） 感染率（％） 构成比（％）

Ｕｕ ２６５ ４４９９ ６７９５

Ｍｈ １０ １６９ ２５６

Ｕｕ＋Ｍｈ １１５ １９５２ ２９４９

合计 ３９０ ６６２１ １００

２２　本组研究中Ｕｕ、Ｍｈ、Ｕｕ＋Ｍｈ药敏试验结果
Ｕｕ、Ｍｈ、Ｕｕ＋Ｍｈ对临床上常用的几种抗菌药物均表现了

不同的耐药性，但Ｕｕ、Ｍｈ、Ｕｕ＋Ｍｈ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及交
沙霉素均表现出较低的耐药率，对氟喹诺酮类无法表现出较高

的耐药性。见表２。

表２　本组研究中Ｕｕ、Ｍｈ、Ｕｕ＋Ｍｈ药敏试验结果

抗菌药物
Ｕｕ（ｎ＝２６５）

耐药菌株数 耐药率（％）

Ｍｈ（ｎ＝１０）

耐药菌株数 耐药率（％）

Ｕｕ＋Ｍｈ（ｎ＝１１５）

耐药菌株数 耐药率（％）

四环素类药物
强力霉素 ０ ０ １ １０００ ６ ５２２

美满霉素 ０ ０ １ １０００ ８ ６９６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交沙霉素 ０ ０ ２ ２０００ ５ ４３５

阿奇霉素 ３２ １２０８ ３ ３０００ ５０ ４３４８

罗红霉素 ４０ １５０９ ４ ４０００ ５８ ５０４３

琥乙红霉素 ５０ １８８７ ５ ５０００ ６０ ５２１７

克拉霉素 ４５ １６９８ ５ ５０００ ６２ ５３９１

红霉素 ６０ ２２６４ ６ ６０００ ７０ ６０８７

氯霉素同类物 甲砜霉素 ２８ １０５７ ２ ２０００ １５ １３０４

氟喹诺酮类药物

加替沙星 ４２ １５８５ ５ ５０００ ２０ １７３９

左氧氟沙星 １２５ ４７１７ ７ ７０００ ６０ ５２１７

环丙沙星 １３８ ５２０８ ６ ６０００ ６５ ５６５２

#

　讨论
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能独立生活且具有致

病作用的病原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支原体的种类较

多，主要定位于呼吸道及生殖道黏膜，对人类及动植物造成的

危害均较大［３］。迄今为止，已被发现的支原体有３９种，包括肺
炎支原体及本组研究中的 Ｕｕ和 Ｍｈ。肺炎支原体定位于人体
呼吸道，可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如肺炎。Ｕｕ和Ｍｈ则定位于人体
生殖道黏膜，可引起泌尿及生殖系统多种疾病［４］。我国于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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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分离出Ｕｕ，１９９８年国内有报道显示，非初诊为淋病或非
淋菌性尿道炎的２１９７例患者中，支原体占３５９％，明显高于淋
球菌的 ２１４％，而支原体中又以 Ｕｕ感染为主，占 ２４９％［５］。

１９９８年也有学者报道性病患者中，Ｕｕ感染占２４９％，Ｍｈ仅占
２０％［６］。本组研究结果显示，５８９份阴道分泌物标本中，３９０
例检出支原体，感染率为６６２１％，其中 Ｕｕ占所有感染病例的
６７９５％，Ｕｕ＋Ｍｈ占 ２９４９％，Ｍｈ占 ２５６％，与文献报道相
符［７］。笔者分析，Ｕｕ是在女性生殖道正常寄生的一种微生物，
同时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这可能就是引起 Ｕｕ感染显著高于
Ｍｈ的原因。结合近年来许多学者相关研究结果及本组研究结
果，我们认为尽管我国不同地区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率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异，但众多结果证实，我国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已

相当普遍［８］。还有学者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Ｕｕ、Ｕｕ＋Ｍｈ好发于
２１～３０岁，其次为３１～４０岁［９］，而这两个年龄段女性均是女性

的生育阶段，而支原体感染可引起多种女性生殖道疾病如宫颈

炎、子宫内膜炎、不孕、反复流产及死胎［１０］。因此，对于这部分

女性应加强卫生宣教，提高生殖健康知识水平，降低支原体感

染率。

支原体无细胞壁，因此，对于青霉素、头孢菌素等作用于微

生物细胞壁的β－内酰胺内抗生素天然耐药，而大环内酯类、林
可霉素、四环素及喹诺酮类等均是通过干扰蛋白质合成而达到

抗菌目的的几种抗菌药物，可作为治疗支原体的抗菌药选

择［１１］。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单一 Ｕｕ感染时，对强力霉素、交沙
霉素及美满霉素敏感性较高，耐药率为０，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耐药率多在２０％以下，对红霉素耐药率为２２６４％，对氟喹诺酮
类耐药率达５０％以上，但对加替沙星耐药率也在２０％以下；单
一Ｍｈ感染时及 Ｕｕ＋Ｍｈ混合感染时，其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
药性与单一Ｕｕ感染时较类似，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及交沙霉
素均保持着较高的敏感性，对加替沙星的耐药率也保持在２０％
左右，但对大环内酯类敏感性却明显低于单一Ｕｕ感染，本组研
究结果与国内多数文献报道［１２］相符。笔者分析，导致这一药敏

结果的原因为：美满霉素及强力霉素为四环素类抗菌药，这两

种药物均为半合成四环素，在临床应用时间相对较晚，而且普

及率也较低［１３］，因此，支原体对这两种抗菌药保持着较低的耐

药性，甚至为０；而交沙霉素为新型的大环内酯类，临床使用率
也较低；反之，支原体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表现了较高的耐药性，

这主要与该类药物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甚至滥用有关，而且本组

研究中支原体对氟喹诺酮类表现出耐药率明显高于国外报

道［１４］；Ｍｈ感染或Ｍｈ＋Ｕｕ感染对抗药菌物的敏感性较单一 Ｕｕ
感染低，这可能与 Ｍｈ结合患者血清 ＩｇＧ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改
变有关［１５］。因此，对于支原体感染的患者，在临床治疗时可择

持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甲砜霉素及加替沙星等耐药

性低的抗菌药物，避免使用喹诺酮类药物，对于单一 Ｕｕ感染者
还可选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综上所述，我院成年女性患者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率较高，

而常见的Ｕｕ和Ｍｈ两种支原体对各类抗菌药物耐药性有所不
同，临床上应对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引起足够的重视，结合

药敏试验结果合理用药。同时，应加强对女性患者尤其是育龄

期女性患者的健康宣教，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或预防支原体感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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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脲支原体泌尿生殖道感染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
是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容易导致流产、不孕、妊娠感染、胎儿宫

内发育迟缓及新生儿疾病等不良妊娠［１］。此病严重影响患者

的心身健康及家庭的和睦幸福，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研究解脲支原体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发病机制、药物作用机制

等，就需要建立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动物模型，本文从选择实验

动物、菌液接种部位、模型种类三方面进行论述建立解脲支原

体感染动物模型。

!

　实验动物
解脲支原体泌尿生殖道感染常用的实验动物，有猿猴、狒

狒等灵长类动物，及新西兰白兔、大鼠、小鼠等小型哺乳动物。

选择不同的实验动物所建立的模型各有其优缺点。灵长类动

物成本高，饲养费用高，国内尚未推广，国外利用灵长类动物作

为研究对象较多。新西兰白兔体积略小，价格略便宜，所需要

接种的解脲支原体菌量略大，所需购买及培养解脲支原体耗费

资金相对多，耗时长，作为研究的实验动物应用范围小。大鼠、

小鼠作为实验动物，具有体型较小、便于饲养、繁殖周期短、品

种丰富等优点，研究中最被广泛应用。

其中灵长类动物（如狒狒、猿猴等）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

理特点与人类更相似，选用这类实验动物所得的研究结果跟人

类更接近，对临床更具有指导意义。新西兰白兔输卵管与人类

输卵管形态相似，比大鼠、小鼠输卵管长，利于观察输卵管炎症

的形态变化；其子宫、输卵管较长，两者分界欠清；阴道与尿道

相通，从阴道接种病菌，则有可能造成泌尿系上行感染，不利于

观察实验结果。大鼠成熟期早、全年多发情、体型较小鼠大，在

研究生殖系统方面多应用，如观察睾丸形态学变化，应用大鼠

建立的模型多为有创开腹型。小鼠体积偏小，有利于观察宫

颈、阴道的炎症及病理变化，但输卵管短、腔窄，不利于观察输

卵管炎症及病理变化。１９８９年 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２］提出

ＢＡＬＢ／ｃ小鼠对解脲支原体的定植最为敏感，ＢＡＬＢ／ｃ小鼠做为
近交系小鼠，有免疫缺陷，易于感染，造模无需开腹，造模过程

是模拟解脲支原体上行感染途径，为研究解脲支原体泌尿生殖

道感染提供有力的实验依据。

"

　菌液接种部位
通过不同部位的菌液接种，引起解脲支原体感染的部位不

同。菌液接种部位主要分为宫腔内接种、输卵管局部接种、膀

胱内接种、阴道内接种、鼻腔或气管内接种五种。

２．１　宫腔内接种
此法将配置好的菌液直接注射入宫腔内或羊膜腔内，以建

立子宫内膜及妊娠期宫内感染的模型，对解脲支原体引起不良

妊娠结局进行观察探索。Ｙｏｄｅｒ等［３］将解脲支原体血清１型悬
液注入到怀孕狒狒的羊膜腔中，此法成功建立了新生儿宫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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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解脲支原体的模型。

２．２　输卵管局部接种
此法将实验动物进行麻醉开腹，将配置好的菌液直接注射

入输卵管及输卵管周围，以建立输卵管炎性模型，为进一步研

究解脲支原体对输卵管黏膜的致病性。此接种法造模效果好，

输卵管有明显的炎性反应，有利于对输卵管炎症进行观察，但

与输卵管炎上行性感染的途径不同，有可能改变机体和输卵管

的局部防御机制，或直接损伤输卵管，局部易出现积液、积脓、

阻塞等后遗症。

张帝开等［４］将新西兰白兔麻醉成功后，常规剪除腹毛，无

菌操作下切开腹壁进入腹腔，用标准株、临床分离株的菌液分

别注入新西兰白兔输卵管伞部，通过病理切片观察输卵管黏膜

上皮损伤，表现为输卵管管腔渗出物较多，黏膜层出现上皮细

胞轻度肿胀，黏膜下层出现以淋巴细胞为主的灶性浸润，成功

建立了输卵管炎性模型。

２．３　膀胱内接种
此法将实验动物进行麻醉开腹，充分暴露膀胱，先用注射

器将膀胱内残余尿液抽尽，将配置好的菌液直接注射入膀胱

内，然后逐层关腹缝合，以建立解脲支原体性尿道炎的模型，为

研究尿道炎、解脲支原体感染导致不育等提供了有力的形态学

依据。此接种方法造模效果好，但与尿道炎上行性感染的途径

不同。

杨建宏等［５］给雌雄各半的大鼠膀胱内注射菌液，形态学表

现为：（１）尿道黏膜上皮细胞出现空泡变；（２）基底层、固有层内
有炎细胞浸润、局灶性增生、间质水肿；（３）黏膜组织出现细胞
核形不规则、畸变，核膜下出现染色质浓缩，胞质内出现大量次

级溶酶体颗粒、有大量线粒体出现嵴性肿胀或空泡变性。胡海

翔等、毛武塬用此法接种雄性大鼠膀胱内，造成雄性大鼠睾丸

炎症，形态学表现为：睾丸重量减轻、体积萎缩、曲细精管变性、

间质渗出水肿、生精细胞减少，提示解脲支原体感染引起睾丸

组织病理损伤、影响睾丸功能、干扰精子生成［６，７］。

２．４　阴道内接种
此法实验动物在无麻醉的状态下，将配置好的菌液直接进

行阴道内接种，形成病原菌上行感染，以建立解脲支原体感染

尿道、宫颈、输卵管的模型。此接种方法与人类自然的病原菌

上行感染的途径类似，研究所得结果更能揭示疾病本身的发病

规律。目前该法所采用接种的菌种、浓度、是否激素预处理，是

建立动物模型成功与否的关键。采用该法的实验动物多为大

鼠、小鼠及新西兰白兔。

１９８９年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８］用小鼠在接种菌液前进行雌激素
预处理，在第二次注射雌激素后，将菌液注入小鼠阴道，此为目

前报道的经雌激素预处理，首次成功建立了解脲支原体感染动

物模型。解脲支原体能够定植于小鼠生殖道，其阴道黏膜出现

多核白细胞减少或消失，能够上行播散至卵巢、脾、肝。张连娣

等［９］采用同法造模，发现小鼠最适宜感染血清８型菌液的浓度
为２．５×１０５ＣＣＵ／ｍＬ，小鼠感染解脲支原体后阴道口红肿、分泌
物增多，随着感染时间延长，部分小鼠会脱毛及局部溃烂，造模

结束后选取小鼠宫颈、子宫角、阴道等组织进行解脲支原体培

养均为阳性，其病理学表现为急慢性炎症改变，感染解脲支原

体途径可模拟上行感染。苑贺英［１０］采用ＢＡＬＢ／ｃ小鼠，采用同

法造模，接种血清８型菌液（浓度为１．０×１０４ＣＣＵ／ｍＬ，５０μＬ／
只），接种后倒置小鼠，与小鼠充分接触；实验结束后，确认造模

成功，其感染以慢性炎症为主。孙源梅等［１１］采用同法造模，接

种血清４型菌液，比较ＳＤ大鼠、ＢＡＬＢ／ｃ小鼠的造模成功率，结
果：接种血清４型，ＢＡＬＢ／ｃ小鼠造模成功率达１００％，ＳＤ大鼠
为０％，Ｐ＜０．０５，有显著差异，ＢＡＬＢ／ｃ小鼠比ＳＤ大鼠造模更容
易成功。

建立新西兰白兔模型［１２，１３］与大鼠、小鼠模型同样需要雌激

素预处理，不同之处在于新西兰白兔首先需要建立脱污染，每

只白兔局部消毒后，阴道内注入混合抗菌液，待取白兔阴道内、

宫颈管分泌物涂片无细菌检出，培养无细菌生长，提示脱污染

模型成功建立［１４］；第二，皮下注射雌激素；第三，接种菌液，根据

纪榕荣［１２］的研究血清１型随接种浓度增高，宫颈管的阳性检出
率、定量值及致病率增高；第四，确认新西兰白兔生殖道解脲支

原体感染模型建立：通过培养法、ＦＱ－ＰＣＲ等法检测解脲支原
体，组织病理示感染后以密集浆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慢

性炎症。

根据刘淑荣［１３］的研究，阴道内接种相同浓度的解脲支原体

血清３型、血清８型、两种混合型菌液均可使雌性新西兰白兔致
病，其致病性、定植率以混合型最强，其次是血清８型，第三是血
清３型；在白兔生殖道中，不同生物群的致病浓度可能存在差
异，血清８型的致病浓度可能为≥１０４ｃｏｐｙ／ｇ。
２．５　鼻腔或气管内接种

此法实验动物多在深度麻醉的状态下，将配置好的菌液于

鼻腔内注射或气管内注入，以建立解脲支原体肺部感染的模

型，为研究新生儿解脲支原体肺部感染奠定了基础。

１９８９年Ｒｕｄｄ等［１５］采用直接向 Ｃ３Ｈ／ＨｅＮ和 Ｃ５７Ｂｌ／６Ｎ新
生小鼠鼻腔内注射血清型１和血清型１０的菌液，为今后建立新
生儿肺部解脲支原体感染动物模型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２年 Ｖｉｓ
ｃａｒｄｉ等［１６］深度麻醉小鼠后于气管内注入解脲支原体血清３型
和临床分离菌株，成功建立了 Ｃ３Ｈ／ＨｅＮ小鼠解脲支原体肺部
感染动物模型。２００３年 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ＢＤ等［１７］通过鼻内接种菌液，

采用原位杂交技术检测感染小鼠，发现解脲支原体定植于肺内

细支气管、肺泡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其中在巨噬细胞的定植，

是解脲支原体引起肺部疾病的证据。

#

　模型种类
目前，国内、外已成功建立多种解脲支原体感染动物模型，

主要包括呼吸道感染模型和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模型，在建立解

脲支原体呼吸道感染模型过程中不需雌二醇预处理，多名研究

者采用Ｃ３Ｈ／ＨｅＮ小鼠成功建立了该模型；在建立解脲支原体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模型过程中，雌二醇的预处理必不可缺，实

验动物首选ＢＡＬＢ／ｃ小鼠。
３．１　呼吸道感染模型

解脲支原体在新生儿肺部的定植可以引起肺炎、支气管发

育不良、支气管病变［１８］，通常选择 Ｃ３Ｈ／ＨｅＮ小鼠，在麻醉状态
下，将配置好的解脲支原体菌液注入鼻腔或气管内。

３．２　泌尿生殖道感染模型
３．２．１　宫内感染动物模型　在妊娠妇女和新生儿中，解脲支原
体感染可分别引起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部疾病［１９］。Ｙｏｄｅｒ
等［３］将解脲支原体血清１型１０７ＣＦＵ／ｍＬ悬液５ｍＬ注入怀孕狒
狒的羊膜腔中，成功建立了解脲支原体肺炎宫内感染模型。周

丽萍等［２０］建立了昆明小鼠解脲支原体宫内感染模型，同样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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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Ｆｕｒｒ等的研究方法，在昆明小鼠配种后１２５ｄ，
在其阴道内分别血清４、１、９型解脲支原体悬液（２×１０４ＣＦＵ／
ｍＬ）注射１００μＬ，建立了孕鼠、子鼠解脲支原体感染模型。
３．２．２　泌尿生殖道感染动物模型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国外
学者曾用解脲支原体接种多种哺乳动物未定植成功，曾认为从

人体分离出来的解脲支原体只能在人体内生存繁殖。直到

１９８９年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８］用雌激素预处理的方法，成功建立

小鼠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模型，而没有经过雌激素预处理

的小鼠，解脲支原体尚不能在生殖道完成定植。目前这种造模

方法仍在解脲支原体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借鉴。此后国内一些

学者，提出用昆明种小鼠建立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模型，

价格低廉。Ｓｈｋａｒｕｐｅｔａ等［２１］参照 Ｔａｙｌｏ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造模方法，
选用 ＢＡＬＢ／ｃ小鼠上建立了人型支原体感染的动物模型。在
Ｔｕｆｆｒｅｙ研究中，发现实验前用孕激素预处理，孕激素可抑制小
鼠的发情周期而提供更多的靶细胞被感染，能使解脲支原体感

染更为迅速、更为有效。在李文瑾等［２２］研究中发现，解脲支原

体菌液接种量及接种次数的增加可增加小鼠解脲支原体的感

染率。杨建宏等［２３］建立Ｗｉｓｔａｒ大鼠解脲支原体性尿道炎模型，
应用解脲栓干预治疗，采用酶免法及放免法检测血清 ＴＮＦ－α、
ＩＬ－６、ＩｇＡ，研究结果显示，解脲栓能降低解脲支原体感染大鼠
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６的高水平，提高ＩｇＡ含量，解脲栓有降低炎
症因子水平、保护尿道黏膜抗感染的作用，起到调节大鼠细胞

免疫、体液免疫功能。韩延华等［２４－２６］建立ＢＡＬＢ／ｃ小鼠生殖道
感染血清８型解脲支原体模型，以中药复方消抗灵Ⅱ号作为治
疗组与阿奇霉素对照，结果显示治疗组转阴率高达９５％，明显
高于对照组（６０％），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消抗灵Ⅱ号能有
效地降低支原体感染小鼠血清ＴＮＦ－α和血清ＩＦＮ－γ高水平，
与阳性对照组、模型组比较，有极显著差异。

建立适宜的动物模型是研究解脲支原体呼吸道及泌尿生

殖道感染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作为研究对

象，为进一步研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发病机制、宿主的免疫反

应、解脲支原体感染的防治、中医药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作用

机制提供了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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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皮肤病患者隐性梅毒感染的临床调查分析
!

康小平１　薛芹１　张鹏１　龙飞２

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２武汉市第七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武汉地区老年皮肤病患者隐性梅毒感染情况。方法：入选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武汉地区老年住院患者或者门诊体检者共１０８０例。受试者接受梅毒血清学检查，并且统
计显性梅毒和隐性梅毒的年度检出情况，隐性梅毒的发病特点以及科室分布。结果：统计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
梅毒检测结果，其中确诊为梅毒阳性的患者共１１２例，检出率为１０４％。其中隐性梅毒的检出率为６５例，隐
性梅毒检出率为５８０％；显性梅毒有４７例，显性梅毒检出率为４２０％。显性梅毒和隐性梅毒的检出率对比
有显著性的统计学差异。近３年梅毒感染的阳性率有上升的趋势，其中２０１２年显性梅毒的检出率对比
２０１３年有明显下降，但隐性梅毒的检出率则有明显上升。隐性梅毒的发病特点是感染来源主要是来源密切
接触者，占７３８％，对比显性梅毒的２９８％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发病中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隐性梅毒患
者中有６３１％为男性患者，３６９％为女性患者；隐性梅毒患者中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中学或以下程度的有
８９２％，这对比显性梅毒患者也有统计学差异。隐性梅毒患者中有７２３％患者自身具有基础疾病。妇科和
体检科对隐性梅毒患者的检出率较高，分别是１４６％和１２５％，对比其他科室的隐性梅毒检出率对比有显
著性统计学差异。结论：重视武汉地区老年隐性梅毒感染情况，提高对老年皮肤病患者隐性梅毒的筛查对

抑制梅毒传播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武汉；老年；隐性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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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主要是由于感染苍白密螺旋体后引起的一种慢性系
统性性传播疾病［１－３］。本文主要是调查武汉地区就诊的老年皮

肤病患者隐性梅毒的感染情况以及临床调查。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入选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武汉地区７所综
合医院和５所皮肤病医院收治的老年住院皮肤病患者或者门诊
皮肤病者共１０８０例。所有患者均出现皮肤皮损的临床症状而
就诊，调查对象均为老年受试者，受试者年龄在６１岁到７４岁之
间，其中男性患者共５３５例，女性患者共５４５例。对入选的受试
者进行血清学的调查。

１２　研究方法
入选的受试者采用梅毒的血清学检查方法，采用梅毒螺旋

体明胶颗粒试验（ＴＰＰＡ）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ＴＲＵＳＴ）进行检测。其中隐性梅毒的诊断标准为患者的 ＴＰＰＡ
和ＴＲＵＳＴ的检测结果为阳性，既往没有梅毒确诊病史没有明显
的临床症状，也没有接受正规的驱梅治疗。显性患者则是患者

的ＴＰＰＡ和ＴＲＵＳＴ检查结果为阳性，有明确的感染史，患者的
皮肤以及相关器官出现有损伤的症状。对所有感染患者进行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感染来源（患者自述并对可行的感染来源

进行检测）、患者一般资料等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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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其中计数数据采用χ２检验。本文的置信水平为００５。其中
梅毒的年度检出率采用趋势分析。

"

　结果
２１　梅毒的感染类型以及年度检出率

统计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梅毒检测结果，其中确诊为梅毒阳
性的患者共１１２例，梅毒患病率为１０４％。其中隐性梅毒检出
６５例，检出率为５８０％；显性梅毒有４７例，检出率为４２０％。
显性梅毒和隐性梅毒的检出率对比有显著性的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根据表１可以看出，近３年梅毒隐性感染的阳性率有
升有降，但不同年份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梅毒的感染类型以及年度检出率

年份 受检人数 梅毒阳性
显性梅毒

病例数 检出率（％）

隐性梅毒

病例数 检出率（％）

２０１１年 ３６０ ２１（５８３％） ９ ４２９ １２ ５７１

２０１２年 ３６０ ３６（１００％） １６ ４４４ ２０ ５５６

２０１３年 ３６０ ５５（１５３％） ２２ ４００ ３３ ６００

合计 １０８０ １１２（１０４％） ４７ ４２０ ６５ ５８０

２２　隐性梅毒的发病特点
对比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隐性梅毒患者和显性梅毒患者的发

病特点，其中包括梅毒感染源、性别、文化背景、自身基础疾病

等。其中隐性梅毒的发病特点是感染来源主要是来源于密切

接触者，占７３８％，对比显性梅毒的２９８％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发病中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隐性梅毒患者中有
６３１％为男性患者，３６９％为女性患者；隐性梅毒患者中文化程
度相对较低，中学或以下程度的有８９２％，这对比显性梅毒患
者也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隐性梅毒患者中有７２３％患者
自身具有泌尿系相关疾病。见表２。

表２　隐性梅毒和显性梅毒发病特点

考察因素
显性梅毒（ｎ＝４７）

病例数 比率（％）

隐性梅毒（ｎ＝６５）

病例数 比率（％）

感染来源 密切接触者 １４ ２９８ ４８ ７３８

性乱感染 ３３ ７０２ １７ ２６２

性别 男性 ３１ ６６０ ４１ ６３１

女性 １６ ３４０ ２４ ３６９

文化背景 中学或以下程度 ２０ ４２６ ５８ ８９２

大专或以上程度 ２７ ５７４ ７ １０８

泌尿系相关疾病 有 ３３ ７０２ ４７ ７２３

无 １４ ２９８ １８ ２７７

２３　隐性梅毒患者的医院科室分布
调查统计隐性梅毒患者的科室分布情况，其中以妇科和泌

尿外科患者的隐性梅毒患者的检出率较高，分别是 １４６％和

１２５％，对比其他科室的隐性梅毒检出率对比有显著性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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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隐性梅毒患者的医院科室分布

科室 受检人数 检出病例数 检出率（％）

外科 １２０ ５ ４２

皮肤科 ２４０ ３ １３

内科 １８０ ８ ４４

口腔科 １１０ ３ ２７

感染科 １４０ ７ ５０

妇科 １３０ １９ １４６

泌尿外科 １６０ ２０ １２５

总计 １０８０ ６５ １００

#

　讨论
梅毒是一种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性传播疾病，其危害性

仅次于艾滋病，梅毒的传染性强，危害较大，梅毒的传播对社会

卫生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对患

者的多个器官和系统均有较强的侵犯能力。根据近年来的统

计数据显示，梅毒的发病有上升的趋势［４－７］。隐性梅毒患者的

临床症状不明显，患者常常是通过体检发现，因此隐性梅毒的

危险性较高，传染性更加隐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老年

皮肤病患者是一群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加上隐性梅毒没有显著

临床症状，使得疾病更加难被确诊［８］。

梅毒的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到４０岁之间，因此导致
临床上对于老年发病人群的重视［９－１２］。特别是隐性梅毒，由于

缺乏明显的临床症状，患者对于梅毒的了解不全面，提高了梅

毒传播的隐蔽性。根据本文的调查结显示，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
梅毒检测结果，其中确诊为梅毒阳性的患者共１１２例，检出率为
１０４％。其中隐性梅毒的检出率为６５例，隐性梅毒检出率为
５８０％，显性梅毒有４７例，显性梅毒检出率为４２０％。近年来
武汉地区老年人群中梅毒的发病率有着上升的趋势，并且以隐

性梅毒的发病率上升较为显著。

另外，老年隐性梅毒患者的发病特点主要是，梅毒感染的

来源主要是密切接触者，主要发病人群以男性为主。有报道研

究指出，老年梅毒感染中，女性患者的梅毒感染主要来源于其

配偶。另外，老年隐性梅毒患者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梅毒

感染认识不全面，甚至没有认识，加上隐性梅毒没有显著的临

床症状显示，大大提高了隐性梅毒的隐秘性。另外，老年梅毒

患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基础疾病，这可能也是导致患者感染梅毒

的重要原因。由于患者自身具有基础疾病，导致其自身的免疫

能力相对较低，因此更加容易感染梅毒病原菌。另一方面，本

文的调查结果指出老年隐性梅毒患者主要被检出科室是妇科

和体检科，这说明隐性梅毒的隐秘性，很多患者是通过体检时

才发现，因此加强地区梅毒检出筛选工作，对于控制梅毒地区

发病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提高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程度。

综上，梅毒对人体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其传染性强并且潜

伏期也长，对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有着严重的影响［１３－１５］。需

要重视地区老年皮肤病患者梅毒感染情况，特别是对于没有显

著临床症状的隐性梅毒感染［１６，１７］，提高地区居民对于梅毒的认

识，宣传定期进行全身检查，及时发现梅毒传染源，减少梅毒的

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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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镜活检与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
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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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研究阴道镜活检与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
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接受宫颈病变筛查的２５６０例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对其先行人乳头瘤病
毒（ＨＰＶ）检测，再做阴道镜活检，对比两次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以病理组织学检测结果作为金标
准，判断两种检测方案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率。结果：ＨＰＶ检测阳性３４３例，阴道镜活检阳性５２７例，两组
比较，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金标准对比显示，ＨＰＶ检测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阴道镜活检灵敏
度、特异性、准确率，两组比较，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阴道镜活检与ＨＰＶ检测均对宫颈病
变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在单独应用的情况下，阴道镜活检具有更好的检出效果，但考虑到保证检测准确

率，宜将两者联合应用。结论：阴道镜活检与ＨＰＶ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均有良好效果，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合适的检测方式。

【关键词】　阴道镜活检；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宫颈病变；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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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作为临床上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已成为导致女性死
亡的一大杀手，近年来呈现较高增长率、年轻化等特点［１］。宫

颈癌发病机制复杂且多变，主要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有
关，为此早期进行人乳头瘤病毒检测是预防宫颈病变或宫颈癌

的关键所在［２，３］。目前临床上宫颈病变筛查的主要手段有宫颈

细胞学、阴道镜活检、ＨＰＶ检测等，不同方法灵敏度及特异性有
所不同，建议综合诊断［４］。本研究主要比较分析阴道镜活检与

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效果，报告见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宫颈病变筛查的
２５６０例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排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无盆腔
放疗史等妇女。所有妇女年龄在２２至６５岁之间，平均（３７５±
１０５）岁；孕次在０至７次之间，平均（２４±１２）次；产次在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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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次之间，平均（２０±１０）次；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３２
例（１２９７％），中学学历１２８０例（５０％），小学及以下学历 ９４８
例（３７０３％）。
１２　检测方法

ＨＰＶ检测：所有妇女检查前３ｄ内无性行为、非经期，把专
用取材刷插入宫颈，顺时针旋转几圈，动作轻柔，把宫颈外口、

宫颈管分泌物保存在特制保存液中，利用二代杂交捕获方法对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进行测定。

阴道镜活检：所有妇女检查前３ｄ内无性行为、非经期，先用
无菌棉棒将妇女阴道分泌物及周围皮肤擦拭干净，准确无误的

插入阴道镜，用窥器把宫颈暴露出来，行初步观察，随后用沾有

冰醋酸（５％）的棉球湿敷宫颈，观察是否存在病变，若有病变，
则要仔细的观察病变的部位、颜色、大小及严重程度。阴道镜

下图像异常，则要在此部位取组织活检，若是正常转化区，则要

在鳞柱交界处（３、６、９、１２点）活检；另外赘生物、化生上皮内伸
向宫颈管也要在相应部位活检，所有患者治疗后均行组织病理

学检测。以ＬＥＥＰ刀术后组织病理检测为金标准［５，６］。

１３　病理学诊断
宫颈病变病理学分级：ＣＩＮⅠ，轻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Ⅱ，中

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Ⅲ，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检测结果数据进行整理
和分析，计数资料用［ｎ（％）］表示，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阴道镜活检与ＨＰＶ检测阳性率对比

按国际ＩＰＣＰＣ统一命名的专门术语对阴道镜观察到的图
像结果进行分类：正常，ＨＰＶ感染，低级别的 ＣＩＮＩ，高级别的
ＣＩＮＩＩ－Ⅲ或癌变。统计显示，两项检测方案，在 ＣＩＮⅠ的检出
率上无显著差异。但阴道镜检测的ＣＩＮⅡ检出率及总检出率分
别为２８１％和５９６％，较 ＨＰＶ检测１９９％和５２５％要明显更
高，同是其ＣＩＮⅢ检出率为２３％，较 ＨＰＶ检测４０％要明显更
低，上述差异均比较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２。

表１　阴道镜活检阳性率对比

阴道镜活检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总计

例数 ７４９ ７２０ ５８ １５２７

比例 ２９３ ２８１ ２３ ５９６

表２　ＨＰＶ检测阳性率对比

阴道镜活检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总计

例数 ７３１ ５０９ １０３ １３４３

比例 ２８６ １９９ ４０ ５２５

２２　阴道镜活检与ＨＰＶ检测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对比
“金标准”显示，２５６０例已婚妇女中，包含 ＣＩＮⅠ患者１０１１

例，ＣＩＮⅡ患者９８１例，ＣＩＮⅢ患者，１７１例，真阳性率８４５％。阴
道镜活检的灵敏度为 ５８７％，特异性为 ３５５％，准确率为

５５２％，而ＨＰＶ检测的灵敏度为４８９％，特异性为２８２％，准
确率为４５７％，两组对比，差异均比较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阴道镜活检与ＨＰＶ检测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对比

检测方案 灵敏度 特异性 准确率

阴道镜活检 １２７１（５８７） １４１（３５５） １４１２（５５２）

ＨＰＶ检测 １０５８（４８９） ５０９（２８２） １１７０（４５７）

χ２ ０３０７９ ４７６６７４ １２９８６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病变或宫颈癌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特别是

高危型ＨＰＶ，是导致女性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早期
进行人乳头瘤病毒筛查至关重要［７］。本研究中２５６０例已婚妇
女进行了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检测筛查，ＨＰＶ感染率为
５２５％，以上皮内瘤样病变感染为主。临床试验表明轻微型人
乳头瘤病毒感染症状不是很明显，可自动清除，但高危型 ＨＰＶ
极可能导致宫颈病变或浸润癌，为此行ＨＰＶ检测后可根据ＨＰＶ
感染类型判断检查对象发病风险度［８，９］。阴道镜检查主要是利

用反射原理，光线穿过上皮细胞后射入基质，经反射形成图像。

由于阴道镜可以把宫颈上皮放大１０至４０倍，因此可以清晰明
了的观察到患者宫颈表面的血管形态、颜色、边界等，同时经由

醋酸试验可以有效显示处病灶范围，便于病理组织活检，提高

阳性检出率［１０，１１］。阴道镜活检检出率为５９６％，比 ＨＰＶ检测
ＨＰＶ阳性检出率高，且在轻度宫颈病变的检出效果上更佳。由
此可见ＨＶＰ检测、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病变诊断中均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阴道镜活检适用于深入诊断患者中，两者联合应用可

提高宫颈病变检出率，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１２，１３］。

流行病学和生物学资料已经证明 ＨＰＶ感染是子宫颈癌及
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因此，许多学者提出来检测ＨＰＶ感染作
为宫颈癌的筛查。近年来全面的研究表明，ＨＰＶＤＮＡ检查是公
认的宫颈癌筛查实用程序。大多数采用ＨＰＶ检测的研究，这是
唯一的３０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与早期子宫颈癌筛查方法，获得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认证［１４，１５］。我国已提出在三种风

险程度的不同经济条件和人群筛查方案的基础上，ＨＰＶ检测和
液基细胞学检查相结合的最佳解决方案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

大大提高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高灵敏度检测高危人群，减少

漏诊。谢尔曼和分析了巴氏涂片和 ＨＰＶ检测为阳性或女性
ＣＩＮＩＩＩ根据的累积发生率是６８３％，与两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累积发生率为０７９％，接近高阴性预测值１００％相比的组合可
以延长宫颈癌筛查的时间间隔，以减少筛选的成本，是筛选的

有效和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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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朱笋（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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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的临
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朱笋　张广富　王琳　周永红　张敏
淮北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安徽 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
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本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５０例）与观察组（５０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单纯电离子治疗，观察组患者接受电离子联合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复发率、疣体清除数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与
对照组痊愈率分别为９８０％和７２０％，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３月，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１２０％ ｖｓ３００％，Ｐ＜００５）；观察组疣体清除数显著多于对照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０％和６４０％，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与单纯电离子治疗
相比，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临床疗效更为理想，可减少复发率且安全性好。

【关键词】　尖锐湿疣；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电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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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常见性传播
疾病，尿道、生殖器及肛周等部位好发［１－３］。目前治疗尖锐湿疣

的常见方法包括手术、激光、冷冻等，但由于人类乳头瘤病毒潜

伏感染及亚临床感染等因素的存在，尖锐湿疣复发率高［４］。电

离子是临床治疗尖锐湿疣的传统方法，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是一种通过光动力效应产生细胞毒作用从而消除疣体新的治

疗手段，本组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
动力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 ４月期间本院门诊诊治的１００
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和／或组织病
理、醋酸白试验证实为尖锐湿疣。其中男５８例，女４２例；年龄
２１～４２岁，中位数年龄 ３０８岁；病程 ３～６月，平均（４５８±
０８３）月。皮损位于尿道口、龟头、冠状沟、包皮内侧、阴茎、肛
管内及肛周等位置，疣体数１２５个。将１００例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５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及病程等临床资料方面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设备和试剂　电离子治疗仪（上海嘉定光电仪器有限
公司），光动力激光治疗仪（武汉亚格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波长６３３ｎｍ），５－氨基酮戊酸（商品名：艾拉，上海复旦张江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　对照组　采用单纯电离子治疗，患者在局部浸润麻醉后
行电离子术去除疣体。

１２３　观察组　观察组行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治疗，患者经电离子治疗后，将新鲜配制的２０％５－氨基乙酰丙
酸（ＡＬＡ）溶液涂于疣体的残端及周围正常皮肤约１ｃｍ至２ｃｍ
处。用塑料薄膜封包，光照密度为１００Ｊ／ｃｍ２，光斑直径１～２ｃｍ，
范围覆盖所有涂药部位，每一部位照射２０～３０ｍｉｎ。对于尿道、
肛周的尖锐湿疣患者，涂药封包前，排净大小便，予特制的激光

光纤外套小导管直接插入尿道或肛周至病变部位。每周治疗１
次，４次后评估临床疗效。
１３　评估方法

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复发率、疣体清除数及不良反应发生

率。痊愈：疣体全部消失，在原来治疗位置和边缘５ｍｍ内未出
现新的疣体。复发：随访期间发现原来治疗位置及边缘５ｍｍ内
新的疣体。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特征（例）

临床基本特征 对照组 观察组 Ｐ

性别 １０２

男／女 ２７／２３ ３１／１９

年龄 ０７８

均值（范围） ３１（１８～６６） ２９（２０～７２）

诊断类型 １１０

新发病例 ３８ ３４

复发 １０ １４

未知 ２ ２

病变位置 ０６７

女性 ２３ １９

外阴 ９ ７

会阴 ６ ５

小阴唇 ２ ３

大阴唇 ３ ２

肛周区 ２ １

其他 １ １

男性 ２７ ３１ ０７４

阴茎 １３ １２

包皮 ７ １０

龟头 ３ ４

冠状沟 ２ ４

肛周区 １ ２

其他 １ 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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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检验标
准为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痊愈率分别为９８０％和７２０％，差别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３月，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２０％ ｖｓ２８０％，Ｐ＜００５）；观察组疣体清除数显著多于对
照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两组随访期间痊愈率及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率 复发率

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 １４（２８０）

观察组 ５０ ４９（９８０） １（２０）

χ２值 １３２５５ ４８８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表３　两组疣体清除数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疣体数

治疗后

１周
治疗后

２周
治疗后

４周

对照组 ５０ ６３ ４０（６３５） ４２（６６７） ４６（７３０）

观察组 ５０ ６２ ５９（９５２） ６０（９６８） ６０（９６８）

χ２值 １９０２４ １８８６５ １３６８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术后疼痛是两组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治疗后１周均缓解。

两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感染及溃疡，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

为２００％和６４０％，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剧烈

疼痛

浅表

瘢痕

尿道口

狭窄

不良反应

发生率

对照组 ５０ １６ １５ １ ３２（６４０）

观察组 ５０ １０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χ２值 １９８６９

Ｐ值 ００００

#

　讨论
复发率高是治疗尖锐湿疣的难点，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大

多可消除疣体组织，但对于潜伏感染及亚临床感染则疗效欠

佳，这是造成患者复发的主要原因［５］。本组结果显示：观察组

与对照组痊愈率分别为９８０％和７２０％，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随访３月，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１２０％
ｖｓ３００％，Ｐ＜００５）；观察组疣体清除数显著多于对照组，差别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
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临床疗效更为理想，可显著降低复发

率。电离子治疗是通过金属触头形成的电场强度促进气体分

子电离，离子体火焰可使疣体气化消除，但其对于疣体周围的人

类乳头瘤病毒无法彻底清除［６］。电离子治疗对皮损的灼烧范

围小，治疗不彻底会引起皮损重新生长。虽然电离子治疗短期

疗效尚可，但对病毒感染并未发挥作用，因此复发率高。

宋维芳等［７］报道了对 ８０例尿道尖锐湿疣患者的研究结
果，结果显示：与ＣＯ２激光治疗相比，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
法治疗组患者复发率显著降低（３０１６％ ｖｓ１１３９％，Ｐ＜００５），
两组皮损清除率未见显著差别（１０００％ ｖｓ９８９６％，Ｐ＞
００５），两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５－氨基酮戊酸可促进细
胞内光敏剂原卟啉Ⅸ的蓄积，后者在一定能量及波长光照下会
产生光动力效应，形成自由基及单态氧产生细胞毒作用［８－１０］。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可以选择性地杀死增生活跃的细
胞，不但对疣体具有治疗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潜伏感染及亚临

床感染具有破坏作用［１１－１３］。光动力治疗杀死增生旺盛的细胞

主要是通过促进细胞凋亡及坏死两个途径完成，光照及幅射作

用可对疣体及周围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的细胞产生“面清除”

的作用。但是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因其不能进入体积大
的疣体中，因此不适合直径超过０５ｃｍ者［１４］。本组先给予电离

子治疗，可将大体积的疣体消除，弥补了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疗法的缺陷。

本组结果还显示：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２００％和
６４０％，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组电离子治疗患
者１５例出现浅表瘢痕，１例出现尿道口狭窄，这主要是由于烧
灼过深所引起的。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对正常组织则影
响很小，因此临床不良反应少，对器官外形及生理功能不会造

成影响［１５］。

综上所述，与单纯电离子治疗相比，电离子联合５－氨基酮
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临床疗效更为理想，可减少复发率且

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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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清抗衣原体免疫优
势蛋白抗体检出率研究
刘东明１　施瑾２

１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对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清抗衣原体免疫优势蛋白抗体的检测展开研究分
析。方法：随机选取接受治疗的５０名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５０名泌尿生殖无沙眼衣原体感染患
者，对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对两组病例血清中抗外膜蛋白复合物Ｂ蛋
白ｃ端肽（ＯｍｃＢｃ）、抗衣原体质粒编码蛋白 ３（Ｐｇｐ３）、抗热休克蛋白 ６０（ＨＳＰ６０）以及抗 ｃｔ８４１编码蛋白
（ＣＴ８４１）等抗体蛋白进行检测。结果：经 ＧＳＴＭａｇｂｅａｄｓ纯化处理后的 ＧＳＴ－ＯｍｃＢｃ、ＧＳＴ－Ｐｇｐ３、ＧＳＴ－
ＨＳＰ６０、ＧＳＴ－ＣＴ８４１以及空质粒表达的ＧＳＴ蛋白于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和考马斯亮蓝染色，均呈现清晰目的条
带。感染组血清中检出 Ｐｇｐ３抗体３６例（７２０％），检出 ＯｍｃＢｃ抗体２３例（４６０％），检出 ＣＴ８４１抗体１９
（３８０％），检出ＨＳＰ６０抗体１２例（２４０％）；未感染组血清中仅检出 ＨＳＰ６０抗体３例（６０％）；两组检测结
果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清抗衣原体免疫优势
蛋白抗体检测，抗衣原体质粒编码蛋白３是抗原性较强、检出率较高的衣原体蛋白之一，抗热休克蛋白６０是
抗原性较弱、检出率较低的衣原体蛋白之一。

【关键词】　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衣原体；蛋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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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ｅｎ
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ｒｏｔｅｉｎｃ－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ＯｍｃＢｃ），ａｐｌａｓｍｉｄ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３（Ｐｇｐ３），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６０
（ＨＳＰ６０）ａｎｄａｎｔｉｃｔ８４１ｅｎｃｏｄ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Ｔ８４１）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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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引发的泌尿
生殖系感染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主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相关医

学研究结果指出，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率已经超过淋球菌成为性

传播发病率最高的疾病，由沙眼衣原体所产生的并发症包括不

孕不育、死胎、尿道炎、盆腔炎等，此类并发症临床症状错综复

杂，迁延难愈。临床治疗期间，约１０％ ～１５％的患者存在持续
感染、再感染情况，衣原体在不利生长的情况下，躲避宿主的防

御免疫系统所衍生的一类可逆行为［１］。沙眼衣原体的高危性、

流行性已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医学专家的广泛关注，针对沙眼衣

原体展开了众多的研究工作［２］。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接收的５０
名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５０名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
体未感染患者，通过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初步了解泌

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清抗衣原体免疫优势蛋白抗体

的检测情况，旨在为临床检测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

清抗衣原体蛋白抗体抗原性、免疫优势提供有利依据，现内容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接收
治疗的５０名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及５０名泌尿生殖
无沙眼衣原体感染者，分别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感染组中，

男性２７例，女性２３例；年龄范围２１～５６岁，平均年龄（２６９±
５１）岁；收集阳性血清 ５０份。未感染组，男性 ２６例，女性 ２４
例；年龄范围２０～５５岁，平均年龄（２７１±４９）岁；收集阴性血
清５０份。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资料沙眼衣原体感染情况均经实验室检验
证实。（２）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２）合并多种急慢性疾病或免疫
系统疾病者。（３）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方法

将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 ＢＬ－２１细菌，经氨苄西
林平板对阳性菌落进行筛选，并选取培养单菌落增殖，对新鲜

菌液进行测序。选取４种有效鉴定转化的单克隆菌落置入含
６０ｇ／Ｌ氨苄西林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开展扩大培养至对数生长
期操作，注入１ｍｏｌ／Ｌ异丙基硫代－β－Ｄ－半乳糖苷（ＩＰＴＧ），经
２ｈ诱导表达后，对其菌液进行离心收集，完毕后于含有蛋白酶
抑制剂的细胞裂解液中重悬，收集经离心后上清。应用 ＧＳＴ
Ｍａｇｂｅａｄｓ（选自于美国 ＧｅｎＳｃｒｉｐｔ公司）对收集上清纯化开展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鉴定蛋白表达。以１：４比例混合融合蛋白裂
解液与磷酸盐缓冲液，应用谷胱甘肽预包被的ＥＬＩＳＡ９６孔酶标
板（选自于美国Ｐｉｅｒｃｅ公司），２００μＬ／孔，４℃条件下过夜。阴性
对照选取ｐＧＥＸ－６ｐ－２空质粒表达的ＧＳＴ包被酶标板，每个酶
标版均设两个阳性对照孔，对ＯｍｃＢｃ及 Ｐｇｐ３蛋白进行包被，并
将其单克隆抗体视作一抗。以１∶５０∶２５０的比例将收集的１００
份血清分别与空质粒诱导表达的蛋白裂解液、１％牛血清白蛋
白（ＢＳＡ）于常温条件下进行２ｈ混合震荡，作用于吸附减少血清
中背景。吸附完毕后的血清视作一抗。应用１×ＰＢＳ洗涤上述
ＥＬＩＳＡ酶标板１次，洗涤后于常温下２５％ＢＳＡ封闭１ｈ。注入
１００μＬ／孔，分别注入１００μＬＯｍｃＢｃ及 Ｐｇｐ３的小鼠源性单克隆
抗体于阳性对照孔，并作为一抗，进行常温１ｈ静置处理，应用
００５％ＰＢＳＴ洗涤３次。应用辣根过氧化物酶（ＨＲＰ）标记的阳
抗人ＩｇＧ、羊抗鼠ＩｇＧ（选自于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视
作二抗，１００μＬ／孔，常温下静置０５ｈ，后应用１×ＰＢＳ洗涤３次，
蒸馏水洗涤１次。ＡＢＴＳ１００μｌ／孔，显色３０ｍｉｎ。应用酶标仪读
取Ａ４０５值。
１３　观察指标

研究人员对两组１００例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测后，根据医院
血清抗衣原体免疫优势蛋白抗体相关规范准则设计调查表，将

各项观察指标详细记录于调查表中，通过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分

析［３］。观察内容包括：血清中抗外膜蛋白复合物 Ｂ蛋白 ｃ端肽
（ＯｍｃＢｃ）、抗衣原体质粒编码蛋白３（Ｐｇｐ３）、抗热休克蛋白６０
（ＨＳＰ６０）以及抗ｃｔ８４１编码蛋白（ＣＴ８４１）等抗体蛋白抗体孔 Ａ
值的标准差（ｓ），阳性判定标准［４］：Ａ值 ＞自身阴性对照孔 Ａ
＋２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值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经ＧＳＴＭａｇｂｅａｄｓ纯化处理后的ＧＳＴ－ＯｍｃＢｃ、ＧＳＴ－Ｐｇｐ３、

ＧＳＴ－ＨＳＰ６０、ＧＳＴ－ＣＴ８４１以及空质粒表达的 ＧＳＴ蛋白于 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和考马斯亮蓝染色，均呈现清晰目的条带。感染
组血清中检出 Ｐｇｐ３抗体３６例（７２０％），检出 ＯｍｃＢｃ抗体２３
例（４６０％），检出ＣＴ８４１抗体１９（３８０％），检出ＨＳＰ６０抗体１２
例（２４０％）；未感染组血清中仅检出ＨＳＰ６０抗体３例（６０％）；
两组检测结果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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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血清抗体检出结果对比

组例 例数 Ｐｇｐ３抗体 ＯｍｃＢｃ抗体 ＣＴ８４１抗体 ＨＳＰ６０抗体

感染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 ２３（４６０） １９（３８０） １２（２４０）

未感染组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０）

χ２值 ９５４ ７２６ ６３７ ５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年大约有９２００万

例新增长的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临床沙眼衣原体感染

通常情况下无明显反应症状，患者无明显特征，大部分患者由

于无自觉症状，极易忽视［５－８］。现阶段，我国临床主要应用的临

床沙眼衣原体检测试剂盒针对的抗原主要包括 ＨＳＰ６０、脂多糖
（ＬＳＰ）或者ＭＯＭＰ等［９－１１］。相关医疗文献报道指出，ＬＰＳ特异
性不足，与相关病原体 ＬＰＳ抗原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反应；
同时ＨＳＰ６０及ＭＯＭＰ也并非抗原性最高的衣原体蛋白，抗原性
高于ＨＳＰ６０、ＬＳＰ及 ＭＯＭＰ的衣原体蛋白包括 ＯｍｃＢｃ、Ｐｇｐ３、
ＣＴ８４１等［１２，１３］。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经ＧＳＴＭａｇｂｅａｄｓ纯化处理后的ＧＳＴ－
ＯｍｃＢｃ、ＧＳＴ－Ｐｇｐ３、ＧＳＴ－ＨＳＰ６０、ＧＳＴ－ＣＴ８４１以及空质粒表达
的ＧＳＴ蛋白于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和考马斯亮蓝染色，均呈现清
晰目的条带。感染组血清中检出 Ｐｇｐ３抗体３６例（７２０％），检
出ＯｍｃＢｃ抗体２３例（４６０％），检出 ＣＴ８４１抗体１９（３８０％），
检出ＨＳＰ６０抗体 １２例（２４０％）；未感染组血清中仅检出
ＨＳＰ６０抗体３例（６０％）；两组检测结果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合研究结果认为，Ｐｇｐ３为沙眼衣原体
隐蔽性质粒编码的特异性分泌性蛋白；ＯｍｃＢｃ作为沙眼衣原体
外膜所含的２４个胱氨酸的膜蛋白，仅低于 ＭＯＭＰ，其在各衣原
体有着高度的保守型。虽然本次检出结果与国外研究存在一

些差异，但考虑研究对象例数、地域影响，可视结果具有一定意

义；ＣＴ８４１为沙眼衣原体基因编码２９种蛋白水解酶其中之一，
其与沙眼衣原体裂解细胞膜或防止沙眼衣原体原体受不良因

素影响存在一定关联；ＨＳＰ６０为沙眼衣原体原体外膜重要构成
部分，一方面其重要作用与沙眼衣原体免疫反应、免疫损伤，一

方面作为集体细胞、体液免疫的主要靶点［１４，１５］。Ｐｇｐ３、ＯｍｃＢｃ、
ＣＴ８４１抗原性均高于ＨＳＰ６０，且Ｐｇｐ３抗原性最高；同时 Ｐｇｐ３可
作为临床沙眼衣原体特异性蛋白，相对于肺炎衣原体等相关衣

原体种的蛋白不存在同源性，可有效作用于临床沙眼衣原体感

染检测，并与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结果相符［１６，１７］。

总而言之，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血清抗衣原体免

疫优势蛋白抗体检测，抗衣原体质粒编码蛋白３是抗原性较强、
检出率较高的衣原体蛋白之一，抗热休克蛋白６０是抗原性较

弱、检出率较低的衣原体蛋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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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茎动脉供血不足是导致Ｅ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阴茎血
管床动脉灌注降低可造成慢性缺血、缺氧，引起海绵体内皮细

胞和平滑肌的显微结构以及功能损害，而导致动脉性勃起功能

障碍（Ａ－ＥＤ）。国外建立了比较稳定的 Ａ－ＥＤ动物模型。临
床和实验研究的结果发现，长期持续性的阴茎动脉灌注不足会

损害阴茎的显微结构。ＮＯＳ是启动阴茎勃起的重要启动靶点。
槲皮素是近年来研究热点，方向设计扩冠、抗炎、抗肿瘤及增强

免疫诸多方面。大量体外实验证实，槲皮素不但能降低因细胞

缺血缺氧产生的高氧自由基、丙二醛、乳酸脱氢酶、脂质过氧化

物及内皮素，而且增加前列环素、一氧化氮合酶释放，增强因缺

血缺氧导致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增加代谢和膜稳定作用，从而

改善代谢综合症病人的血管内皮功能，改善勃起功能。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药物　槲皮素分析纯（环亚泰克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
司，ＨＰＬＣ分析纯度９８％）、西地那非纯品（美国 Ｐｒｉｚｅｒ公司惠
赠），肝素生理盐水（５０Ｕ／ｍＬ）、戊巴比妥钠等药品由中国中医
科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ｅＮＯＳ合酶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
物工程公司）ＤＡＢ（美国ＤＡＫＯ公司）。
１１２　实验仪器　多导电生理仪（美国 Ｂｉｏｐａｃ公司）、显微手
术器械以及２６Ｇ穿刺针。
１１３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７２只（中国中医科学
院实验中心），体重２００～２２０ｇ。实验前３ｄ适应性喂养。按随
机区组法等分成６组，分别为：空白组（Ｋ），假手术组（Ｊ），模型
对照组（Ｍ），阳性药组（Ｗ），槲皮素高（Ｄ）、低剂量组（Ｘ）。每
组１２只。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造模方法　实验室常规条件下适应性喂养３ｄ后进行手
术造模。术前禁食８ｈ，不禁水。除空白组及假手术组外，分别
予戊巴比妥钠４０ｍｇ／ｋｇ麻醉后，碘伏消毒，下腹正中切口，暴露
双侧髂动脉，解剖显露双侧髂内动脉，从髂内动脉起始部采用７
－０尼龙线结扎髂内动脉，４－０尼龙线缝合切口，关腹。假手术
组给予戊巴比妥钠麻醉后，分离髂内动脉不结扎，用４－０尼龙
线缝合切口，关腹。空白组不做处理。

１２２　给药方法　造模后第２ｄ各组大鼠开始灌胃给药，给药
体积为１０ｍＬ／ｋｇ。槲皮素大、小剂量组分别给予槲皮素生理盐
水４０ｍｇ／ｋｇ、１０ｍｇ／ｋｇ。阳性药组给予万艾可 １２ｍｇ／ｋｇ。空白
组、模型对照组、假手术组分别灌胃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各

组大鼠分别于给药第１４、２８ｄ，随机抽取６只大鼠检测。
１２３　大鼠阴茎海绵体压力（ＩＣＰ）测定　给药后第１４、２８ｄ，各
组取６只大鼠麻醉。暴露大鼠阴茎海绵体，用穿刺针穿入，通过
电生理仪连接并监测海绵体压力。导管内用肝素生理盐水防

止凝血。暴露前列腺后外侧叶，用手术显微镜在其表面寻找盆

腔神经节，从该神经节向下，沿其后外侧与直肠之间寻找阴茎海

绵体神经；术野滴加石蜡油防止腹腔内液体蒸发以及电极间绝

缘。用双极银丝电极钩住 ＣＮ做为刺激电极，进行电刺激。电
刺激的参数设定为３Ｖ，１５Ｈｚ，刺激时间为６０ｓ。两次电刺激间隔
时间为２０ｍｉｎ。观察ＩＣＰ变化并记录。手术和 ＩＣＰ检测过程失
败的大鼠，实验数据不计入结果。

１．４　ＮＯＳ活性、内皮细胞计数及ＰＫＧ蛋白测定
取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染色，检

测各组大鼠阴茎组织 ＮＯＳ水平及 ＰＫＧ蛋白水平，并对内皮细
胞计数。将已制备好的各组动物海绵体组织蜡块在超薄切片

机下制成５μｍ切片，常规脱蜡至水后，按即用型ＡＢＣ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标准操作。

１．５　数据处理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具有齐性时用 ＳＮＫ检验，
方差不齐用Ｔａｍｈａｎｅ＇ｓＴ２检验进行各组间比较。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显著性。。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进行秩和检验，然后进行

秩变化，进一步应用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ＩＣＰ变化

４周治疗后Ｋ、Ｊ、Ｗ４、Ｗ２、Ｄ４、Ｄ２、Ｘ４、Ｘ２、Ｍ４、Ｍ２各组 ＩＣＰ
变化分别是 ９０２±９１７ｃｍＨ２Ｏ，９０３±８８７ｃｍＨ２Ｏ，６５０±
１２９４ｃｍＨ２Ｏ，５５０±１０７８ｃｍＨ２Ｏ，４８０±８９０ｃｍＨ２Ｏ，３８０±
７９４ｃｍＨ２Ｏ，４１０±１００７ｃｍＨ２Ｏ，３５０±８１０ｃｍＨ２Ｏ，２３０±
６３１ｃｍＨ２Ｏ，１８０±３３３ｃｍＨ２Ｏ（Ｍ为模型组，Ｗ为阳性药万艾
可组，Ｄ槲皮素大剂量组，Ｘ槲皮素小剂量组，Ｋ空白对照组）。
Ｍ组比Ｋ和Ｊ组显著降低（Ｐ＝４６×１０－１０）。经过槲皮素治疗
后，Ｄ组、Ｘ组比Ｍ组ＩＣＰ有显著提高 （Ｐ＝６８８×１０－７，Ｐ＝４５
×１０－６）。Ｄ组比Ｘ组 ＩＣＰ有增高趋势，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７７）。尽管经过治疗后ＩＣＰ可以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动
脉灌注不足或灌注速度下降，ＩＣＰ升高曲线明显减缓，达到 ＩＣＰ
最大值所需的刺激时间延长。见图１。

图１　Ｃ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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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内皮细胞数量
２２１　不同组间比较　治疗２周后：Ｋ、Ｊ、Ｗ２、Ｄ２、Ｘ２、Ｍ２各组
分别是３６４９±１２５，３６５６±１４０，３６５６±１４０，１５８６±１２１，
１８０２±０６４，１２９３±０７１。假手术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模型组（Ｍ）、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剂量）
内皮细胞数量较对照组（Ｋ）和假手术组（Ｊ）明显减少。各给药
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剂量）比模型组增加明显，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槲皮素大剂量组（Ｄ）比万艾可组（Ｗ）内皮细胞数
量多，差异显著（Ｐ＜００１）。小剂量组（Ｘ）与万艾可组（Ｗ）有
差异（Ｐ＜００５）；槲皮素大、小剂量间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１）。
治疗４周后：Ｋ、Ｊ、Ｗ４、Ｄ４、Ｘ４、Ｍ４各组分别是 ３６４８±０９９，
３６５４±０９，２４４１±０７４，２５６３±０６４，２０７８±０５６，９９１±
０３３。假手术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模型组（Ｍ）
和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剂量）较对照组（Ｋ）和假手术
组（Ｊ）内皮细胞数量明显减少；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
剂量）比模型组增加明显，差异极显著。槲皮素大剂量组（Ｄ）比
万艾可组（Ｗ）高，统计学有差异；万艾可组（Ｗ）比小剂量组（Ｘ）
高，统计学有差异；槲皮素大剂量（Ｄ）比小剂量（Ｘ）高，统计学有
差异（Ｐ＜００５）。但三个给药组经１个月治疗后差异缩小。
２２２　同组组内比较　经过１个月治疗Ｄ、Ｘ、Ｗ组检测结果４
周均较２周检测结果显著增加。大剂量组（Ｗ）内皮细胞数量
明显增加差异极显著（Ｐ＝６９１×１０－１４），小剂量组（Ｘ）内皮细
胞数量明显增加差异极显著（Ｐ＝８５６×１０－１８），万艾可组（Ｗ）
内皮细胞数量明显增加差异极显著（Ｐ＝３７４×１０－１４）。但是否
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还需要多增加点检测（时间点、剂量点）。

见表１。

表１　各组大鼠试验２周与４周后内皮细胞计数

组别 数量 ２周细胞计数 ４周细胞计数

对照组 ６ ３６４９±１２５△◇ ３７０６±０９８△◇

模型组 ６ ９３６±０５４△◇ ９９１±０３３△◇

假手术组 ６ ３６５６±１４０△◇ ３６５４±０９８△◇

阳性药组 ６ １５８６±１２１◇ ２４４１±０７４◇＃

槲皮素高剂量组 ６ １８０２±０６４△ ２５６３±０６４△＃

槲皮素低剂量组 ６ １２９３±０７１△◇ ２０７８±０５６△◇＃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与阳性药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槲皮素

高剂量组比较◇Ｐ＜００５；同组内２周结果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一氧化氮合酶ｅＮＯＳ
２３１　不同组间比较　治疗２周后：Ｋ、Ｊ、Ｗ２、Ｄ２、Ｘ２、Ｍ２各组
分别是３３２８６±３５９５，３３４３９±１０３０，１５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１３０９
±４４３２，１５９８２±２９４４，７９５４±１８７４。假手术组与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模型组（Ｍ）、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剂量）
较对照组（Ｋ）和假手术组（Ｊ）明显减少。各给药组（万艾可、槲
皮素大、小剂量）比模型组 ｅＮＯＳ表达增加，差异极显著。槲皮
素大剂量组（Ｄ）较万艾可组（Ｗ）表达增加，差异显著；槲皮素大
剂量组（Ｄ）较小剂量组（Ｘ）表达增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槲皮素小剂量组（Ｘ）与万艾可组（Ｗ）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４周后：假手术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模型组
（Ｍ）和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小剂量）较对照组（Ｋ）组
和假手术组（Ｊ）表达明显减少。各给药组（万艾可、槲皮素大、
小剂量）比模型组ｅＮＯＳ表达增加，差异极显著。各给药组（Ｗ、

Ｄ、Ｘ）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２　同组组内比较　经过１个月治疗，大、小剂量、万艾可
ｅＮＯＳ表达呈增高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Ｄ组 Ｐ＝
００７７８；Ｘ组Ｐ＝０２２１１３５；Ｗ组Ｐ＝０１１０１２７。见表２。

表２　各组大鼠试验２周与４周后ｅＮＯＳ活性

组别 数量 ２周一氧化氮合酶结果４周一氧化氮合酶结果

对照组 ６ ３３２８６±３５９５◇ ３２６２１±１３１２△◇

模型组 ６ ７９５４±１８７４△◇ １０３００±２８９３△◇

假手术组 ６ ３３４３９±１０４３△◇ ３２７０８±１１５１△◇

阳性药组 ６ １５５２６±２７２８◇ １８２７０±３９２６

槲皮素高剂量组 ６ ２１３０９±４４３２△ ２３３３６±３６０４

槲皮素低剂量组 ６ １５９８２±２９４４◇ １８５０４±２１７３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与阳性药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槲皮素

高剂量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ＰＫＧ蛋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蛋白杂交结果显示，经４周药物治疗后Ｗ组蛋白表达明显

高于Ｄ组和Ｘ组（箭头所示为２周时的结果）。Ｄ、Ｘ组未能出
现剂量－时间依赖性改变，４０ｍｇ／ｋ以下剂量槲皮素对 ＰＫＧ影
响小。印迹图如下。见图２。

图２　各组阴茎海绵体组织内ＮＯＳ蛋白表达变化

#

　讨论
１９９８年发现的 ＰＤＥ－５抑制剂 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被世人瞩目［１］。

药品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活性，使 ＣＧＭＰ降解减少，激活 ＰＫＧ，
使细胞内Ｃａ２＋浓度降低使平滑肌松弛而促进勃起。但该药物
的副作用特别是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安全性使用有争议［２］。

尽管最近又有新的药物问世，但这些药物“治标”而不“治本”。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寻找“治本”药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３］。

安全、常效的药物来治疗勃起功能障碍是目前国内外科学家

的研究重点［４］。几千年来祖国医学对阳痿的防治采用“标本兼

治”原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尽管发现中药对此疾病

有确切的临床疗效，但其所含成分复杂，从现代药理药效研究角

度难以阐明其作用机理；而且评估其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过程中

缺乏遵循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原则的严密实验设计。这些因

素妨碍了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采用现代药理学理论对中

药中有效单体成分的研究可能是解决此类难题的方法。

槲皮素因其毒副作用小，药理作用广泛越来越显示出其重

要的临床价值，成为近几年科研热点。槲皮素是沙棘总黄酮的

主要单体之一，对人体血管系统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５］，包括

抗氧化、扩血管、降压、抗凝和保护内皮功能等［６］。ＭＡＡＩＫＥ
等［７］发现槲皮素能提高体外重组人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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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芳等［８］发现槲皮素对高血压大鼠具有剂量依赖性和

内皮依赖性的舒张血管作用，其舒张作用与前列腺素、钙激活

钾通道无关，而与内皮一氧化氮有关。槲皮素能明显改善糖尿

病ＥＤ模型大鼠阴茎海绵体压力（ＩＣＰ）和提高 ＮＯＳ活性表达，
修复内皮细胞增加 ＮＯ合成，抗氧化和抗缺血［９］。槲皮素对过

氧化氢诱导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具有保护作用［１０］。Ｗｅｉ等［１１］用

链霉佐菌素（ＳＴＺ）诱导的糖尿病阳痿大鼠模型给予腹腔注射
槲皮素１个月后发现，槲皮素能明显改善ＤＭ－ＥＤ模型大鼠的
血管内皮功能，增加阴茎海绵体血管平滑肌窦压（ＩＣＰ），增强一
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和亚型的表达。提示槲皮素是通过一氧化

氮一环鸟苷酸（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对大鼠血管平滑肌组织起到
松弛作用。槲皮素又能明显改善糖尿病ＥＤ模型大鼠阴茎海绵
体压力（ＩＣＰ）和提高 ＮＯＳ活性表达，修复内皮细胞增加 ＮＯ合
成，抗氧化和抗缺血［１２］。Ｋｉｍａｔａ等［１３］通过干细胞内 Ｃａ２＋浓度
变化、蛋白激酶Ｋ（ＰＣＫ）的转运及膜内蛋白的磷酸化作用三方
面测定，发现槲皮素可抑制 ＰＣＫ的转运和活性、Ｃａ２＋内流及组
胺、白三烯、前列腺素的释放。Ｓｅｗｉｔｅ［１４］发现缺氧状态下羊胚胎
肺静脉中ＣＧＭＰ蛋白激酶Ｇ表达明显下调。本实验结果，槲皮
素增强ＩＣＰ的结果与减少内皮细胞凋亡，保护并修复因缺血缺
氧导致的内皮受损功能有关。内皮细胞数量随着治疗时间的

延长各给药组同比模型组均呈现增加趋势，差异显著。但是否

呈现剂量－时间依赖还有赖于多个时间点的监测。ＮＯＳ活性
同样随着治疗时间呈现增加趋势。在２周时大剂量组同小剂量
及万艾可组比差异显著。４周时虽然组内、组间呈现增加趋势
但酶的活性未见到明显统计学差异，这也与 ＩＣＰ大小剂量４周
时无明显差异相吻合。考虑大鼠２周时内皮细胞因结扎受损修
复较快，４周虽有增加但由于大鼠血流灌注修复较快，结扎所造
成的缺血影响边际效用下降。本实验未能看出槲皮素对蛋白

激酶Ｋ的影响，考虑与其它 Ｃａ２＋通道的作用有关，譬如 ｃＧＭＰ
通道。槲皮素不能激活或者增加 ＰＫＧ酶的活性。而这正好解
释了槲皮素提高ｅＮＯＳ酶活性以及增加ＩＣＰ、改善勃起功能的机
理并不是靠 “下游”ＰＫＧ酶活性的增加来实现，而是从“源头”
修复受损内皮细胞来达到治本的目的的。

此次实验证实了槲皮素是通过减少内皮凋亡、修复内皮功

能来恢复阴茎海绵体勃起功能，作用机制与 ＰＤＥ－５抑制剂有

明显不同，但其分子生物学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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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肾虚血瘀是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基本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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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从中医基本理论，现代医学的分子生物学、神经、血管等方面，论述糖尿病性勃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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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的中医基本病机———肾虚血瘀。在肾虚血瘀基本病机的基础上提出补肾活血法的可行性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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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发病率的不断攀
升（２００７年全国普查，２０岁以上发病率已达１１％），ＤＭ性勃起功
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有报道
称，ＤＭ患者 ＥＤ的发生率为２３％～７５％（２０～３０岁发生率为２５％
～３０％，５０岁以上可达５０％～７０％），男性 ＤＭ患者与未患有 ＤＭ
的男性人群相比，前者 ＥＤ的发生率为后者的３～６倍。同时，ＤＭ
患者发生 ＥＤ的时间比非 ＤＭ人群平均要早１０年。ＤＭ是器质性
ＥＤ中最常见的原因，ＤＭ性 ＥＤ约占器质性 ＥＤ的４０％。ＤＭ性
ＥＤ主要是由于高血糖引起阴茎血管、神经以及内分泌失调等导致
渐进性的阴茎勃起硬度下降，随之出现晨勃次数减少，自慰和性交

时同样发生勃起障碍的表现。虽然ＤＭ性ＥＤ的发病率一直很高，
但仍缺乏对这方面的系统和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指出补肾活血法治

疗 ＤＭ性 ＥＤ的可行性，推动其临床研究。
中医学认为，ＤＭ属于“消渴”的范畴；ＥＤ与中医学传统上

的“阳痿”、“阴痿”等病名相近。ＤＭ性 ＥＤ即中医学的消渴合
并阳痿。对于消渴病的论述，《医方考·消渴门》指出：“消渴责

之无水。然证有三焦之判，病有虚实之分，常变不同，治疗亦

异。”认为津液耗伤是消渴病的基本病因。《扁鹊心书》曰：“消

渴虽有上中下之分，总由于损耗津液所致，盖肾为津液之原，脾

为津液之本，本原亏而消渴之证从此致矣”，进一步明确了消渴

缘由津液耗伤所致。《杂病广要·消渴》：“消渴属阴虚，津液不

足，不能上潮者多，必多服生津补气养血药……阳旺则生阴

也。”论述了消渴的治疗原则，而消渴病的发病病程为上消肺、

中消脾胃、下消肾，病情由轻到重。消渴病很多并发症的发生

则是在病情发展到下消的必然表现，其中并发症之一的阳痿就

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对于下消，《小品方》指出：“消渴者，原其

发动，此则肾虚所致”；《圣济总录·久渴》：“论曰消渴之病，本

于肾气不足，下焦虚热。”明确指出消渴的发生缘由肾虚所致。

《灵枢·五变》曰：“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險皮充肌，

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名消瘅。”《血证论》：“瘀血

在里则口渴，所以然者，血与气本不相离，内有瘀血，故气不得通，

不能载水津上升，是以发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则不渴矣。”阐述

了血脉瘀滞发为消渴变症的病机特点。因此，在消渴病发展进程

中，消渴日久，发展为下消，导致肾虚（肾气虚，肾精亏虚，肾阴虚，

肾阳虚，肾阴阳两虚等），肾虚日久，元气亏虚，精血耗伤，无力行

血，血脉瘀阻，血瘀蕴聚败而成毒是导致消渴并发症的重要基础。

因此，肾虚血瘀是 ＤＭ性 ＥＤ的重要病因病机。
现代临床研究表明，男性的阴茎能够勃起是阴茎海绵体内

血流变化所致，此过程受神经 －内分泌的调控。其中起主要作
用的是海绵体窦的平滑肌和海绵体动脉。在阴茎勃起的机制

中，一氧化氮－环磷酸鸟苷（ＮＯ－ｃＧＭＰ）信号通路在调控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有性刺激的情况下，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
能够催化阴茎上的海绵体窦和血管内皮细胞以及非肾上腺素

非乙酰胆碱能神经（ＮＡＮＣ）末梢和副交感神经释放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具有可溶性，能够经由细胞膜迅速进入平滑肌细胞

内，进而激活鸟苷酸环化酶（ＧＣ），最终增加环磷酸鸟苷
（ｃＧＭＰ）的合成；环磷酸鸟苷作为第二信使，可激活蛋白激酶
（ＰＫＧ），蛋白激酶又能够进一步激活一系列其他连锁反应，最
终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下降。钙离子浓度的降低，又使平滑肌

兴奋－收缩耦联中断，阴茎动脉和平滑肌得以松弛，血液灌注
量继而增加，激发阴茎的勃起。磷酸二酯酶５能够选择性降解
环磷酸鸟苷进而抑制阴茎的勃起。所以，一氧化氮合酶和磷酸

二酯酶５在阴茎勃起和疲软的机制中起着明显的调控作用。
根据阴茎勃起功能机制，ＤＭ性 ＥＤ的发生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分子生物学异常、神经病变、血管病变。

!

　分子生物学异常
１．１　糖基化终末产物（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ＧＥｓ）
的形成以及氧自由基的增多

　　ＡＧＥｓ是在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下，蛋白质、脂肪和葡萄糖
或者核酸非酶催化产生的。ＡＧＥｓ产生后进而和血管胶原蛋白
相结合，最终导致血管多种病变，比如血管内皮功能失调、血管

壁增厚等。相关实验显示［１］，在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下，大鼠

阴茎海绵体中的氧自由基受到ＡＧＥｓ及其受体的影响而出现增
多，而且氧自由基能够使细胞氧化，引起细胞凋亡，妨碍一氧化

氮的产生，环磷酸鸟苷总量减少，最终导致阴茎海绵体平滑肌

不能够松弛而引起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１．２　一氧化氮合成减少
阴茎内皮细胞中的一氧化氮合酶是阴茎海绵体组织中一

氧化氮的主要来源，继而诱导 ｃＧＭＰ的产生来调节阴茎海绵体
的松弛。临床研究显示［２］，糖尿病高血糖状态下，使Ｎ－乙酰葡
萄糖胺的修饰增加，阻断了内源性一氧化氮合酶的磷酸化，最终

引起其功能的钝化。而且，因为阴茎海绵体细胞内皮功能的异常

还引起了海绵体功能性合胞体无效［３］。在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

碍中一氧化氮及其受体的减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４］。

１．３　内皮素（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ｓ，ＥＴ）及其受体增加的影响
糖尿病性ＥＤ的发生与 ＥＴ及其受体通过改变内皮超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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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引起的阴茎血管收缩有直接关联。ＥＴ通过相关受体具有
收缩血管和升高血压的作用。在阴茎海绵体组织中，ＥＴ－１具
有明显的收缩血管的功效，是一氧化氮的生理拮抗剂。它经由

磷酸肌醇系统调节细胞内钙离子转运以及钠离子的内流，起到

收缩血管和平滑肌的功效。相关数据已证明［５］，ＤＭ患者的血
浆中ＥＴ－１含量有所升高。ＥＴ的受体ＥＴＡ可以促进阴茎海绵
体平滑肌细胞的增长并调节平滑肌的收缩。其受体 ＥＴＢ在糖
尿病性兔子模型的阴茎海绵体组织上是升高的［６］。ＥＴ受体的
增加使收缩蛋白敏感度增加以及钙离子内流增多，进而引起阴

茎海绵体平滑肌收缩、舒张的异常，阴茎血管灌注量减少，出现

勃起功能障碍。针对上述分子生物学的异常，有学者［７］用具有

补肾功效的淫羊藿的提取物淫羊藿苷进行实验，发现其对家兔

阴茎海绵体静态肌条没有收缩或松弛的功效，但对 ＰＥ诱导收
缩的肌条具有浓度依赖性松弛效应。为了证明淫羊藿苷是否

对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具有抑制作用，采用已知治疗勃起功
能障碍的罂粟碱和西地那非作为对照组。实验结果显示，淫羊

藿苷可以使阴茎海绵体组织松弛。有学者更进一步的进行动

物实验［８］，将去势大鼠随机分组后，用不同剂量的淫羊藿苷进

行灌胃，结果显示，淫羊藿苷可以提高一氧化氮合酶 ｍＲＮＡ和
蛋白质的表达。因此，淫羊藿苷可能对勃起功能障碍具有长期

的治疗疗效。对于活血药物川芎的提取物川芎嗪（ＴＭＰ）临床
研究显示［９］，ＴＭＰ能够降低家兔 ＰＣＳＭＣ胞质内 Ｃａ２＋水平，并
与维拉帕米做比较，两者的作用效果相似。这是 ＴＭＰ治疗 ＥＤ
的重要机制。通过以上研究发现，补肾以及活血的中药对引起

ＥＤ的分子生物学异常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补肾活血法
治疗 ＤＭ性 ＥＤ是有可行性的。
"

　神经病变
ＤＭ的神经病变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和自主神经病变，神经病变

与 ＤＭ性 ＥＤ的发生紧密相关［１０］。阴茎在性刺激的情况下，神经

产生感知冲动而诱发阴茎勃起，而运动神经促进盆底肌肉收缩，致

使静脉收缩，回流受阻，从而起到维持阴茎勃起状态的功效。ＤＭ
性ＥＤ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神经的损害导致反射和调节异
常。相关实验显示［１１］，在糖尿病性ＥＤ的患者中，没有血管病变的
前提下，阴茎神经均有显著病理损害。国内学者［１２］采用自拟补肾

活血中药治疗 ＤＭ末梢神经炎３０例病人，并利用已知治疗末梢神
经炎有效的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Ｅ、γ－亚麻酸作比较。结果显示，治
疗组治愈１７例，好转１０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０％；对照组治愈
１１例，好转１０例，无效９例，总有效率７０％。因此，补肾活血药物
可以改善 ＤＭ神经病变，有修复神经的功效。
#

　血管病变
多普勒超声已证实，ＤＭ性 ＥＤ患者的阴茎动脉明显灌注

不足［１４］，实验观察 ＤＭ性家兔，发现其阴茎海绵体组织灌注量
明显低于正常家兔，并且阴茎血管容积以及管径也小于正常家

兔［１５］。在ＤＭ大血管以及微血管病变的情况下，导致阴茎海绵
体组织缺血、缺氧，继而发生一系列病变，最终导致阴茎平滑肌

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并且累及静脉，引起闭合功能不全，导致ＥＤ
的发生。李鲁扬等［１６］将５０例Ⅱ型 ＤＭ伴高黏滞综合征病例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加用自制

补肾活血制剂，对照组加用复方丹参滴丸，以上各组均连续用

药 ２个月。治疗期间不再使用其他具有抗凝血或活血化瘀作用
的药物。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全血比黏度高切值、全血比黏度

低切值、血浆比黏度、血细胞比容、红细胞聚集指数 、红细胞刚性

指数 、凝血因子Ⅰ浓度均有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实验说明，补肾活血制剂能有效改善 ＤＭ引起的血管病变。

上述研究表明，基于肾虚血瘀病机提出的补肾活血法治疗

ＤＭ性ＥＤ是可行的。补肾活血药物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分子
生物学异常、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对改善 ＤＭ引起的阴茎勃起
功能下降具有理论和实践基础。将现代临床实验研究与传统

中医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开发祖国传统医学的宝库，是中医药

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就目前其发展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之

一。因此，随着补肾活血法治疗 ＤＭ性 ＥＤ的理论和基础研究
的不断深入，将愈来愈显示出其良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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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Ｓｉｍ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Ｎ，ＧｉｂｂｏｎｓＳＪ，ＭａｌｙｓｚＪ，ｅｔ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Ｘ－ｒａｙ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ｂｂ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
Ｕｒｏｌ，２００１，１６５（５）：１７７６－１７８２．

［１６］　李鲁扬，孔令均，梁济乐．补肾活血法对２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
变相关因素的影响．上海中医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９（４）：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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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安琪（１９８８－），男，医师、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
向为泌尿外科学及男科学。

"【通讯作者】邹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ｚｏｕ＠
１２６．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３０

五子衍宗丸治疗男性不育症的 Ｍｅｔａ分析
安琪

１，２　邹练２
"

１苏州大学附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　目的：利用 Ｍｅｔａ分析观察五子衍宗丸治疗不育症的疗效。方法：检索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ＮＫＩ数据库、ＶＩＰ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纳入五子衍宗丸治疗不
育症的随机对照治疗（ＲＣＴ），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发表偏倚评估
和敏感性分析。结果：７篇ＲＣＴ文献纳入本项研究，累计病例６５２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五子衍宗丸在改
善和提高精子密度［ＷＭＤ＝－５６２，９５％ＣＩ（－７０１，－４２３），Ｐ＜００１］、Ａ级精子率［ＷＭＤ＝－５２９，９５％
ＣＩ（－７７６，－２８２），Ｐ＜００１］、Ａ＋Ｂ级精子率［ＷＭＤ＝－９５０，９５％ＣＩ（－１３０４，－５９５），Ｐ＜００１］、总有
效率［ＲＲ＝０８５，９５％ＣＩ（０７９，０９２），Ｐ＜００１］和痊愈率［ＲＲ＝０５０，９５％ＣＩ（０２６，０９７），Ｐ＜００５］方面
并无优势。结论：五子衍宗丸在治疗不育症中疗效不确切，并非治疗不育症的有效办法。

【关键词】　五子衍宗丸；不育症；少弱精子症；循证医学；Ｍｅｔａ分析

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ｕｚｉｙａｎｗａ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ＡＮＱｉ１，２，ＺＯＵＬｉ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ｏｏｃｈｏｗ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Ｂｅｉ
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ａｎ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ｗａｎｏｎ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ｓ）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ｍｅｄ，ＣＢＭｄｉｓｃ，ＣＮＫＩ，ＶＩＰａｎｄ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ｙｅａｒ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ｖＭａｎ５．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ｅｖｅｎ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６５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ｆｏｒ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ｗａ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ＭＤ＝－５．６２，９５％ ＣＩ（－７０１，
－４．２３），Ｐ＜００１），ｇｒａｄｅＡｓｐｅｒｍｒａｔｅ［ＷＭＤ＝－５．２９，９５％ ＣＩ（－７．７６，－２．８２），Ｐ＜００１］Ａ ＋Ｂ
ｇｒａｄｅｓｐｅｒｍｒａｔｅ［ＷＭＤ＝－９．５０，９５％ ＣＩ（－１３．０４，－５．９５），Ｐ＜００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ＲＲ＝
０８５，９５％ ＣＩ（０７９，０９２），Ｐ＜００１］ａｎｄ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ＲＲ＝０５０，９５％ ＣＩ（０２６，０９７），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ｗａｎｄｏｅｓｎ’ｔｓｈｏｗ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ｗａ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中医对男性不育症已有数千年历史的认识，最早的中医典
籍《黄帝内经》就有所记载。据 ＷＨＯ相关统计，全球目前共有
６０００万～８０００万对夫妇存在有不孕不育症，其中约５０％为男
性原因所致［１］。五子衍宗丸，主要由枸杞子、菟丝子（炒）、覆盆

子、五味子（蒸）、车前子（盐炒）五味中药组成；具有补肾益精的

功能，用于肾虚精亏所致的阳痿不育、遗精早泄、腰痛、尿后余

沥等疾病。本文采用Ｍｅｔａ分析评价五子衍宗丸治疗男性不育

症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为今后临床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情况

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中文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ＶＩＰ）、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
（ＣＢＭｄｉｓｃ）、万方期刊数据库（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并辅以追溯
和手工检索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的有关中成药五子衍宗丸对

照治疗不育症的临床研究文献。检索时间：各数据库建库至

２０１４年４月。中文检索词：少弱精子症，不育症，五子衍宗丸
等。英文检索词：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ｗａ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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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纳入指标
（１）试验采取中西医治疗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２）经《中

药新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ＷＨＯ不育夫妇
标准检查与诊断手册》等诊断明确，结局指标包括精子密度、Ａ
级精子、Ａ＋Ｂ级精子、总有效率、痊愈率，至少包括其中一项不
育症疗效指标按照精子活性指标改善程度确定总有效率；（３）
ＲＣＴ采取治疗期间忌烟酒和辛辣食物，停用其他治疗不育症药
物等措施；（４）试验组为北京同仁堂产品或与其组方相同。
１３　剔除指标

（１）低质量文献，即文献质量≤２分；（２）联合用药或无对
照组，或公布的处方中无生精类的中药；（３）非 ＲＣＴ试验、重复
文献、个案、信息不全者以及动物试验等；（４）先天畸形、精路梗
阻、睾丸萎缩、精索静脉曲张Ⅱ以上；（５）试验对象服用抗肿瘤
药物、抗癫痫等有碍生精及精子活力的药物；（６）有明确生殖系
统感染、性激素紊乱等原因未治愈者以及由遗传因素所致不

育者。

１４　文献质量评估
采用Ｊａｄａｄ评分准则进行评估，０～２分为低质量文献，３～５

分为高质量文献。文献质量评价由２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并交
叉核对，如遇分歧则通过第３名研究者解决。
１５　统计学处理方法

应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加权均数差（ＷＭＤ），计数资料采用风险比（ＲＲ）为疗效分析
统计量，各效应量均以９５％可信区间（ＣＩ）表示。采用Ｑ检验明
确各结果指标有无异质性，经Ｑ检验若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
０１０，Ｉ２≤５０％），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若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１０且Ｉ２＞５０％），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根据固定效
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结果的一致度进行敏感性分析，潜

在的发表偏倚采用“倒漏斗”图形分析法进行评价。

"

　结果
２１　检索情况

对计算机检索文献由２名评价员独立选择并提取资料，通
过阅读文题和摘要，按纳入标准和剔除标准进行选择，结果共７
篇文献纳入研究（图１），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见表１和表２。７
篇文章都说明了具体的随机方法，具体是随机数字表法；所有

文献均提及随访情况（失访和退出），但都没有提及分配隐蔽、

盲法以及ＩＴＴ；基线均具可比性。７篇文献均为３分，纳入评价
的文献均属高质量。累计病例６５２例，五子衍宗丸组以及对照
组为２９８例，根据文献中的说明，患者的年龄、病程等基本情况
无显著差别，提示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图１　文献纳入流程

表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

研究者

（发表年）

样本量

（试验组／对照组）
疗程

干预措施

试验组 对照组
结局指标

郭军［２］２００７ ５６?５８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六五生精汤 ③④⑤

余光菊［３］２０１３ ３８?３９ ６个月 五子衍宗丸 九子生精汤 ③④⑤

孙艳［４］２０１３ ２８?２９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复方玄驹胶囊 ③

郭军［５］２００９ ７６?７２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龟龄集胶囊 ③④⑤

耿强［６］２０１０ ３５?３５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加味天雄散 ③④⑤

何学酉［７］２０１２ ３４?３５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右归胶囊 ③

常德贵［８］２００９ ３１?３０ ３个月 五子衍宗丸 增精１号胶囊 ①②③

　　注：结局指标：①精子密度；②Ａ级精子；③Ａ＋Ｂ级精子；④总有效率；⑤痊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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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纳入文献试验方法学质量评估

文献作者 样本量 设计 方法 随访 盲法 基线可比性 评分

郭军２００７ １２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余光菊２０１３ ８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孙艳２０１３ ６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郭军２００９ １６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耿强２０１０ ８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何学酉２０１２ ８０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常德贵２００９ ７２ ＲＣＴ 随机数字表法 有 无 可比 ３

２２　Ｍｅｔａ分析
２２１　精子密度　由图 ２可见，异质性检验 χ２＝６６８，Ｐ＝
０３５，Ｉ２＝１０％，即纳入文献的７个试验具有同质性，故用固定
效应模型（合并ＷＭＤ值为－５６２，９５％ＣＩ为－７０１～－４２３），
合并效应值检验Ｚ＝７９３，Ｐ＜０００００１，即五子衍宗丸组与对照
组的精子密度有统计学差异。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

模型计算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敏感度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统

计发现，合并ＯＲ值为 －５４６，９５％ＣＩ，－７０５～－３８７，合并效
应值检验Ｚ＝６７１，Ｐ＜０００００１，比较可见两种模型的９５％ＣＩ
几乎重合，合并ＯＲ值得９５％ＣＩ横线（图中的菱形）均落在等效
线左侧，结论无本质差异。Ｍｅｔａ分析的倒漏斗图显示并不完全
对称，考虑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和误差（图３）。

图２　精子密度的Ｍｅｔ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图

图３　精子密度的Ｍｅｔａ分析倒漏斗图

２２２　Ａ级精子率　经异质性检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ａｕ２＝８９０；
Ｃｈｉ２＝４０２３，ｄｆ＝６（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８５％，即纳入７个试验
具有异质性，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 ＷＭＤ值为 －５２９，
９５％ＣＩ为－７７６～－２８２；Ｚ＝４１９（Ｐ＜００００１），即五子衍宗
丸与对照组对少弱精子症患者 Ａ级精子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图４），倒漏斗图显示对称，考虑存在发表偏倚和误差的可能性
小（图５）。

图４　Ａ级精子率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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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级精子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倒漏斗图

２２３　Ａ＋Ｂ级精子率　经异质性检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ａｕ２＝
１７０７；Ｃｈｉ２＝２５６８，ｄｆ＝６（Ｐ＝００００３）；Ｉ２＝７７％，即纳入
７个试验具有异质性，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 ＷＭＤ值为 －
９５０，９５％ＣＩ为－１３０４～－５９５；Ｚ＝５２５（Ｐ＜０００００１），即五
子衍宗丸与对照组对少弱精子症患者Ａ＋Ｂ级精子率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图６），倒漏斗图显示对称，考虑存在发表偏倚和误差
的可能性小（图７）。

图６　Ａ＋Ｂ级精子率的Ｍｅｔａ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图

图７　Ａ＋Ｂ级精子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倒漏斗图

２２４　总有效率　由图 ８可见，异质性检验 χ２＝３６２，Ｐ＝
０３１，Ｉ２＝１７％，即纳入文献的４个试验具有同质性，故用固定
效应模型（合并ＲＲ值为０８５，９５％ＣＩ为０７９～０９２），合并效
应值检验 Ｚ＝４１４，Ｐ＜００００１，即五子衍宗丸组与对照组的总
有效率有统计学差异。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

算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敏感度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统计发

现，合并ＲＲ值为０８６，９５％ＣＩ，０７９～０９４，合并效应值检验 Ｚ
＝３５０，Ｐ＝００００５，比较可见两种模型的９５％ＣＩ几乎重合，合
并ＯＲ值得９５％ＣＩ横线（图中的菱形）均落在等效线左侧，结论
无本质差异。Ｍｅｔａ分析的倒漏斗图显示不完全对称，存在一定
的发表偏倚和误差（图９）。

图８　总有效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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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总有效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倒漏斗图

２２５　痊愈率　由图１０可见，异质性检验χ２＝０３８，Ｐ＝０９４，
Ｉ２＝０，即纳入文献的４个试验具有同质性，故用固定效应模型
（合并ＲＲ值为０５０，９５％ＣＩ为０２６～０９７），合并效应值检验
Ｚ＝２０５，Ｐ＝００４，即五子衍宗丸组与对照组的痊愈率有统计
学差异。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结果的一致

性进行敏感度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统计发现，合并ＲＲ值为
０５０，９５％ＣＩ，０２６～０９８，合并效应值检验 Ｚ＝２０３，Ｐ＝００４，
比较可见两种模型的９５％ＣＩ几乎重合，合并ＯＲ值得９５％ＣＩ横
线（图中的菱形）均落在等效线左侧，结论无本质差异。Ｍｅｔａ分
析的倒漏斗图显示不完全对称，考虑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和误

差（图１１）。

图１０　痊愈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图

图１１　痊愈率的Ｍｅｔａ分析倒漏斗图

#

　讨论
五子衍宗丸，滥觞于唐代“五子守仙方”，并一直延续到两

宋乃至明初。直到明朝中后期，从张时彻辑著的《摄生众妙方》

开始，才正式定型为“五子衍宗丸”，并传承至今，是治疗男性少

弱精子症的常用方剂，有种子第一方之说［９］。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五子衍宗丸可以通过改善下丘脑 －垂体 －睾丸性腺轴的功
能，从而促进下丘脑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和释放，以提高垂体黄

体生成素、促卵泡刺生长激素的合成、分泌、释放，进而促进睾

丸合成睾酮，最后促进精子的生成［１０］。动物实验研究显示：五

子衍宗丸明显增加模型动物精子密度，显著改善精子活力，并

可显著提高肾精亏虚证生精障碍大鼠血清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水
平及生精功能，提高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水平，降低丙
二醛（ＭＤＡ），起到清除氧自由基并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的作
用［１１－１３］。亦有研究表明，五子衍宗丸明显提高少弱精子症模

型大鼠精子线粒体膜电位（ＭＭＰ）水平，减轻精子线粒体结构损
伤，保护精子线粒体结构与功能的完整，调节睾丸支持细胞分

泌功能提高精子发生［１４，１５］。五子衍宗丸治疗不育症有其药效

基础，方中菟丝子、枸杞子补肾阳，益精血；五味子、覆盆子补肾

固涩；车前子亦有补肝肾之功。

虽然五子衍宗丸在治疗男性不育中应用广泛，但并不是所

有男性不育症都适用，需要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上应用方可奏

效。本项Ｍｅｔａ分析的研究表明，五子衍宗丸在提高治疗不育症
的总有效率以及改善精子密度、Ａ级精子率、Ａ＋Ｂ级精子率等
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并无优势。此外，通过敏感度分析表明，研

究结果可靠稳定，但存在部分结果异质性较大的现象，其中临

床异质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倒漏斗图分析发现，研

究结果发现存在一定的误差和偏倚。本文涉及的研究结果只

是初步结果，且对于五子衍宗丸治疗不育症的有效性，尤其是

对某些精子参数的影响，尚需更多的临床文献数据支持。故提

示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严格按照循证医学的原理和方法，注

重大样本、高质量、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双盲临床试验研究，以能

更好地证明五子衍宗丸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效果及其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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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阴超声联合外用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研
究

!

李海松　莫旭威　王彬　赵冰　刘洋　马凰富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目的：客观评价经会阴超声联合外用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的试验设计。共纳入符合诊断标准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２０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两组，均为６０例。治疗组：经会阴超声联合中药外用治疗；对照组：单纯经会阴超声治疗。隔日治
疗１次，每次１０ｍｉｎ，共７次。比较治疗后两组有效率，治疗前与治疗后组内、组间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证
候评分量表（气滞血瘀证）积分变化情况，并记录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２１４％。对照
组总有效率７２７３％。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２周后，两组ＮＩＨ－ＣＰＳＩ各
项评分分别与疗前对比，两组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疗后两组间对比，治疗组疼痛不适评
分、生活质量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总分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排尿状况评分及
症状影响评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在中医症状方面，两组会阴坠胀疼痛、小腹坠胀疼
痛、阴囊睾丸坠胀疼痛、腰骶酸软疼痛、排尿赤涩疼痛、尿有余沥、尿频等较之治疗前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１），
而且疗后治疗组较之对照组在会阴坠胀疼痛、小腹坠胀疼痛、阴囊睾丸坠胀疼痛等方面改善更加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会阴超声可显著改善前列腺炎患者疼痛不适等症状，而且联合中药外用
组较之单纯超声治疗效果更明显。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经会阴超声外治；中药渗透；气滞血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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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最常见的泌尿男科疾病，但是由于其病
因病机复杂，以及前列腺炎综合征的提出，目前慢性前列腺炎

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时代。超声治疗运

用于慢性前列腺炎起步较晚，而且多是经直肠部位进行治疗，

由于操作不便，患者不易接受，不适合在临床推广。而经会阴

部位超声治疗的出现，以其操作简便，患者易于接受，临床疗

效显著等优势，使得超声治疗在慢性前列腺炎治疗中的地位

开始受到重视。而我们在临床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在超声治

疗的基础上，外用化瘀止痛中药渗透吸收，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临床疗效。为客观的评价会阴超声联合外用中药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特进行了临床研究，现报告

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男科就诊符合西医诊断标准的１２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医
辨证属于气滞血瘀证。治疗组年龄最大４５岁，最小２１岁，平均
（３１３±６５）岁；病程最长８年，最短１５年，平均（３３±１７）
年。对照组年龄最大４２岁，最小２３岁，平均（３０５±６３）岁；病
程最长１０年，最短１年，平均（４０±２２）年。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吴阶平主编《泌尿外科学》［１］（２００４
年）中关于ＩＩＩ型慢性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

中医证候辨证标准：气滞血瘀证中医辨证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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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０４年）中气滞血瘀证的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西医Ⅲ型慢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２）符合中医气
滞血瘀证诊断标准；（３）病程≥３个月，且就诊前已进行治疗者
至少停止使用所有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相关中、西药２周后方
可纳入研究；（４）１８岁≤年龄≤５０岁；（５）自愿参加试验，签署
知情同意书。

"

　方法
２１　治疗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ＧＲ
－ＱＬＸ超声治疗仪由北京国瑞辉煌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并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号：京药监械２００９００４８号）。打开
仪器电源，设置好治疗时间。探头直径约４ｃｍ，超声频率１７９
ＭＨｚ，功率３１５Ｗ。

治疗组：在患者会阴部位涂抹中药耦合剂，进行超声治疗；

对照组：在患者会阴部位涂抹超声耦剂，进行超声治疗。将治

疗头对准会阴部位，开始点击治疗软件进行治疗。在治疗时，

治疗头进行顺时针缓慢移动。每次治疗时间为１０ｍｉｎ，隔日１
次，共７次。
２２　中药耦合剂的配制

前列止痛方：冰片 ５ｇ、乳香 ３０ｇ、没药 ３０ｇ、甘草 １５ｇ、白芍
３０ｇ。该方由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统一制备成免煎颗粒，专
用药物防潮袋包装，将 １０小袋药物溶解于 １０００ｍＬ７０℃温水
中，制成药水备用。液状石蜡５００ｍＬ，西黄蓍胶１２ｇ，聚山梨酯
８０２０ｍＬ，乙醇２０ｍＬ，苯甲酸钠４ｇ。

制备方法：取西黄蓍胶，置容器中，分别加入乙醇与聚山梨

酯８０，待西黄蓍胶溶散后，放置数分钟，加入液状石蜡与苯甲酸
钠液，药水适量，搅拌均匀，再加药水至全量。置水浴中加热至

８０℃并搅拌成乳状，放冷，即得。
２３　评价指标

主要指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标

准（ＮＩＨ－ＣＰＳＩ），分别于治疗前后记录两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次要指标：中医证候评分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后记录两组

证候积分，并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２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配对ｔ检验、秩和检验、配对秩和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计
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等；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分析，ＣＭＨ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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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疗效评价
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疗效评价：按目前世界公认的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对患者
治疗前后的症状进行评分，计算出症状疗效指数。治愈：症状

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９０％；显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
减少≥６０％，＜９０％；有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３０％，
＜６０％；无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３０％。症状程度积
分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１００％，总
有效为治愈、显效和有效的和。

中医证候积分疗效评价：治愈：证候积分减少≥９０％；显效：
证候积分减少≥６０％，＜９０％；有效：证候积分减少≥３０％，

＜６０％；无效：证候积分减少＜３０％。
#

　结果
３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入组６０例，脱落４例，有效病例５６例；对照组：入
组６０例，脱落５例，有效病例５５例。

治疗组：痊愈１３例（２３２１％），显效１３例（２３２１％），有效
２０例（３５７１％），无效１０例（１７８６％），总有效率８２１４％；对照
组：痊愈 １２例（２１８２％），显效 １０例（１８１８％），有效 １８例
（３２７３％），无效１５例（２７２７％），总有效率７２７３％。

两组间总有效率比较，经χ２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６ １３（２３２１） １３（２３２１） ２０（３５７１） １０（１７８６） ８２１４

对照组 ５５ １２（２１８２） １０（１８１８） １８（３２７３） １５（２７２７） ７２７３

　　注：两组总有效率对比Ｐ＜００１

３２　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疗效
治疗２周后，两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别与疗前对比，两组

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疗后两组间对比，治疗

组疼痛不适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总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排尿状况评分及症状
影响评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组别 例数 总分 疼痛不适 排尿状况 症状影响 生活质量

疗前 治疗组 ５６ ２１６±２４ １１３±１７ ３３±１３ ３３±０７ ３６±０６

对照组 ５５ ２０９±２５ １０９±１８ ３２±１４ ３２±０７ ３７±０６

疗后 治疗组 ５６ ８４±６４＃ ３４±３０＃ １９±１３ １４±１３ １７±１３＃

对照组 ５５ １１２±７７ ５３±４０ １９±１５ １６±１４ ２３±１５

　　注：与疗前对比Ｐ＜００１，疗后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３３　中医症状评分疗效
治疗２周后，两组中医症状总评分及各项评分分别于疗前

对比，两组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疗后两组间
对比，治疗组中医症状总评分、会阴坠胀疼痛、小腹坠胀疼痛、

阴囊睾丸坠胀疼痛等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统计
学意义；两组次症各项评分治疗后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表４。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主症）

组别 例数 总分 会阴坠胀疼痛 小腹坠胀疼痛 阴囊睾丸坠胀疼痛 腰骶酸软疼痛

疗前 治疗组 ５６ １５１±４１ ４３±２６ ２４±２９ ２５±２６ １５±２０

对照组 ５５ １５３±４５ ４９±１９ ２２±２８ ２７±２９ １１±２０

疗后 治疗组 ５６ ５７±４２＃ １１±１５＃ ０６±１３＃ ０９±１５＃ ０６±１２

对照组 ５５ ７６±６４ １６±２３ １１±２０ １４±２２ ０５±１１

　　注：与疗前对比Ｐ＜００１，疗后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次症）

组别 例数 排尿赤涩疼痛 尿有余沥 尿频

疗前 治疗组 ５６ ０５±０７ １６±０８ １７±０９

对照组 ５５ ０６±１０ １３±０８ １９±０９

疗后 治疗组 ５６ ０４±０６ ０８±０７ １０±１０

对照组 ５５ ０４±１０ ０７±０７ １３±１０

　　注：与疗前对比Ｐ＜００１，疗后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临床主要表现为排尿异常和疼痛不适两大

类症状，疼痛不适主要表现为会阴、小腹等前列腺盆腔区域的

疼痛不适，或可伴有性功能障碍，或伴有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

类症状。目前，由于其发病机制的复杂性，病理生理学改变的

不确定性，以及临床表现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男科专业医师

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具有异质性，是具有多种病因机制、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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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各异、疾病进程差异大，且对治疗有反应不一的临床综合

征［３］。因此，目前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中西医结合

的综合治疗时代。

而外治法作为慢性前列腺炎的特色疗法，在其综合治疗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传统的中医外治法脐疗、栓剂等操作方

便，疗效明显，患者易于接受，在临床中被广泛使用。超声作为

临床医学重要的诊断工具，也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中，其

中低频超声经常作为妇科、推拿科、骨科等疾病的辅助治疗，具

有较好的疗效。超声治疗运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则起步较晚。

临床报道的超声疗法基本都是关于经直肠超声联合其他疗法

的方式，如超声理疗配合药物灌肠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两者起

到协同作用，更利于药物在肠管内吸收，直达病灶。买孟江［６］、

黄健初等［７］报道，超声理疗配合中药灌肠治疗 ＣＰ，疗效显著高
于单一的疗法。但是由于操作不便，患者不易接受，临床使用

并不普遍。经会阴超声治疗的方式临床报道较少，李海松教授

率先对经会阴的超声治疗方式进行研究，证实了其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并较之经直肠等方式有明显的

优势，患者易于接受。前期研究证实，超声波进入人体后，能够

产生热效应、生物学效应、弥散效应和机械（力学）效应等，这些

物理效应可以提高细胞活力和代谢功能，加速血液和淋巴循

环，促进结缔组织变软，调节肌肉痉挛，缓解疼痛，降低感觉神

经兴奋［８，９］。此外，超声能够增大皮肤表面的有效孔径，或减少

孔的扭曲程度，从而可以促进药物的透入功能，直达病灶，达到

更加理想的治疗效果［１０］。因此，本次研究在前期的基础上，增

加药物渗透研究，以期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通过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２１４％，对照组
总有效率７２７３％。疗后两组间对比，治疗组疼痛不适评分、生
活质量评分及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总分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在中医症状方面，疗后治疗组较之对照
组在会阴坠胀疼痛、小腹坠胀疼痛、阴囊睾丸坠胀疼痛等方面

改善更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再次证实经会
阴超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安全有效，其优势在于缓解会阴、小

腹等部位的疼痛不适。而超声治疗加前列止痛方中药渗透较

之单纯超声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低

频超声确实可以促进中药的渗透吸收，而临床亦有大量低频超

声促进中药渗透吸收的研究。邱宇等［１１］将低强度脉冲超声波

与中药相结合运用于骨折的治疗，结果证实，低强度脉冲超声

能够促进中药的渗透吸收，能缩短骨折修复的时间，促进骨折

修复。孙立民等［１２］通过观察超声药物透入治疗胸腰椎骨折后

腹胀的研究，证实超声可以促进药物透入吸收，能够显著促进

胃肠功能恢复，改善腹胀等症状。本次研究，根据超声耦合剂

的特性，以及耦合剂配制的可操作性，参考路绪文液体石蜡乳

改进法［１３］，制备中药耦合剂，以保证超声波的透过性及中药与

耦合剂的充分均匀混合。结果证实该制备方法简便易行，透声

性强，中药分布均匀，可以有效的促进中药的渗透吸收。另外，

外用中药前列止痛方中含有冰片，崔东贤等［１４］利用冰片和水杨

酸生成低共熔物的性质，探讨其透过大白鼠离体皮肤的效果，

结果表明透皮吸收明显增加，因此，中药冰片也具有促进药物

透皮吸收的功效。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外用中药的渗透吸收，从

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前列止痛方是李海松教授的自拟方，主要运用于前列腺炎

患者中药坐浴的外用方，经大量临床观察显示，其可以有效的缓

解患者会阴、小腹等部位的疼痛不适症状。后运用于超声治

疗，发现可以有效提高超声治疗的临床疗效。前列止痛方由白

芍、甘草、乳香、没药、冰片组成。白芍、甘草二者为芍药甘草汤

的组成，出自《伤寒杂病论》，具有柔肝舒筋、缓急止痛之效。邱

明义［１５］、风良元［１６］、鄢顺琴等［１７］通过对芍药甘草汤的研究，发

现其具有明显的镇痛、抗炎作用，其镇痛机制可能与致痛因子、

ＮＯ、ＰＧＥ２等密切相关。乳香由橄榄科植物乳香木产出的含有
挥发油的香味树脂，具有活血行气止痛、消肿生肌的功效。郑

杭生等［１８］通过对乳香中的不同化学成分对小鼠的扭体反应实

验观察，发现乳香挥发油、乳香醇提都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其

镇痛机制可能是直接作用于神经末梢。没药是橄榄科植物没

药树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具有活血止痛的功效。Ｘｉａｎ
等［１９］从没药中提取出了３种倍半萜烯成分，通过该三种成分对
致痛小鼠的实验研究，发现至少有两种成分具有较强的镇痛作

用。《本草纲目》云：“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

肌，故二药每每相兼而用。”前列止痛方，二药合用，可显著增强

止痛之功。冰片为通窍止痛之药，具有芳香开窍、止痛消炎的

功效，中医外科运用较普遍。临床药理研究显示［２０］，冰片具有

较强的镇痛抗炎作用，可有效缓解烧伤等导致的疼痛阈值。因

此前列止痛方具有活血行气、缓急止痛之功，其中止痛效果

尤甚。

通过此次研究，再次证实了经会阴超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且加入前列止痛中药的治疗，在缓解疼

痛不适症状方面更加明显，同时也证实了超声具有促进中药渗

透吸收的功效。经会阴超声较之传统经直肠超声疗法有着明

显的优势，操作方便，患者易于接受，副作用小，适合在临床推

广使用。目前，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已经进入综合治疗的时

代，口服药物仍然是主要疗法，外治法仅作为辅助疗法在临床

推 广。因此，经会阴超声治疗应明确严格的适应症，即主要针

对以会阴、小腹等部位疼痛不适为主的患者。同时，作为药物

治疗的补充疗法，应避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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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３４（６）：４２－４４．
［１８］　郑杭生，冯年平，陈佳，等．援乳香没药的提取工艺及其提取物的

镇痛作用．中成药，２００６，２４（１１）：９５６－９５９．
［１９］　ＸｉａｎＨ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ｅ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

ｍｙｒｒｈ．ＪＧｕ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Ｍｅｄ，２００１，４（４）：９１．
［２０］　苏玉生．冰片的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山东中医杂志，２００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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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厚度与黄体酮、β－ＨＣＧ检测对异位妊娠早
期诊断运用分析
孙金芳１　赵小峰２

１诸暨市中心医院Ｂ超室，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分析阴道超声下子宫内膜厚度与黄体酮、β－ＨＣＧ联合检测异位妊娠早期诊断运用，
为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提供临床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收治的５７３例孕
妇，按其妊娠情况分为异位妊娠组、异常（宫内）妊娠组及正常妊娠组，比较各组孕妇阴道超声检测结果。

结果：异位妊娠组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标均显著低于异常（宫内）妊娠组和正常妊娠组（Ｐ＜
００５）；以子宫内膜厚度１１２ｍｍ、黄体酮２１４ｎｍｏｌ／Ｌ、β－ＨＣＧ１３２９７ｍｕ／ｍｌ为异位妊娠诊断标准值，子宫
内膜厚度＋黄体酮 ＋β－ＨＣＧ诊断异位妊娠准确率为９３３％，显著高于任何一项单一诊断（Ｐ＜００５）。
结论：阴道超声下子宫内膜厚度与黄体酮、β－ＨＣＧ联合检测对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能够
显著降低该病的误诊率，减少了误诊误治风险，有着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　阴道超声；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异位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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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也称宫外孕，是受精卵在子宫外着床、发育导致
的异常妊娠，近年来其发病率逐渐上升，已达妇产科疾病的

２％［１］。异位妊娠可导致阴道出血、休克等，严重者生存亦受到

威胁，而该病早期未形成宫内孕囊时症状不明显，易漏诊导致

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期，为其今后的妊娠也埋下了隐患［２］。为

探讨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方案，笔者对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月收治的５７３例孕产妇进行分组研究，现将研究过程与结
论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收治的５７３例孕妇。
选取标准：（１）孕周５～７周；（２）孕检时接受阴道超声下子宫内
膜厚度、黄体酮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检测并记录。
排除标准：（１）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２）合并严重心、肝、肾等
重要脏器官疾病。按照其手术或病理检查结果进行分组，其中

异位妊娠组２３８例、异常（宫内）妊娠组１５９例、正常妊娠组１７６
例，其一般资料比较见表１。各组孕妇年龄、孕周、体质量等指
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性（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表１　各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周） 体质量（ｋｇ／ｍ２）

异位妊娠组 ２３８ ２６９±３２ ５３±０７ ２２７±３１

异常（宫内）妊娠组 １５９ ２７１±４７ ５５±０４ ２３１±２９

正常妊娠组 １７６ ２６５±４０ ５６±０７ ２２９±３３

１２　检测方法
在行体格检查后，使用 ＡｌｏｋａＳＳＤ－４０００全数字化纯净声

束成像彩色超声诊断仪对孕妇实施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

厚度进行精确测量；取受试孕妇静脉血２ｍＬ，使用Ｅｌｅｃｓｙｓ２０１０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对其黄体酮、β－ＨＣＧ值进行检测［３］。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比较各组孕妇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标差

异；（２）将上述检测结果与病理、手术检查结果比较，观察各项
检查指标对异位妊娠诊断的准确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对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或Ｆ检验，检验水准设
定为ａ＝００５，当Ｐ＜００５时，认为其有统计学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标比较

异位妊娠组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标均显著低
于异常（宫内）妊娠组和正常妊娠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标比较

组别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黄体酮

（ｎｇ／Ｌ）
β－ＨＣＧ
（ｍＩＵ／ｍｌ）

异位妊娠组 ７２±０４ １９０±０８ １０１９４±３２８５．０

异常（宫内）妊娠组 ９４±１２ａ ２６１±４０ａ ２７９５９±４０７４ａ

正常妊娠组 １３８±２５ａｂ ３７６±５２ａｂ３３９６２±７４１６ａｂ

Ｆ １４９７１ ８３６５ ５３３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注：ａ与异位妊娠组比较，Ｐ＜００５；ｂ与异常（宫内）妊娠组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２　诊断效果分析
以子宫内膜厚度 １１２ｍｍ、黄体酮 ２１４ｎｍｏｌ／Ｌ、β－ＨＣＧ

１３２９７ｍｕ／ｍＬ为异位妊娠诊断标准值，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
＋β－ＨＣＧ诊断异位妊娠准确率为９３３％，显著高于任何一项
单一诊断（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对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准确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诊断准确率

β－ＨＣＧ 黄体酮 子宫内膜厚度 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

异位妊娠组 ２３８ １１３（４７５） １８７（７８６） ２０７（８７０） ２２２（９３３）

异常（宫内）妊娠组 １５９ ９８（６１６） １２２（７６７） ８６（５４１） １４７（９２５）

正常妊娠组 １７６ １１７（６６５） １３８（７８４） １５９（９０３） １７６（１０００）

　　注：与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检测方法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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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结果
病理诊断或手术结果证实

异位妊娠 宫内异常妊娠 正常妊娠
合计

β－ＨＣＧ － １２５ ９８（６１６） １１７（６６５） ２４５

＋ １１３（４７５） ６１ ５９ ３２８

黄体酮 － ５１ １２２（７６７） １３８（７８４） １２６

＋ １８７（７８６） ３７ ３７ ４４７

子宫内膜厚度 － ３１ ８６（５４１） １５９（９０３） １２１

＋ ２０７（８７０） ７３ １７ ４５２

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 － １６ １４７（９２５） １７６（１０００） ２８

＋ ２２２（９３３） １２ ０ ５４５

合计 ２３８ １５９ １７６ ５７３

　　注：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诊断标准为３项指标均低于诊断标准值

#

　讨论
异位妊娠早期无明显特异性症状，其体征往往与宫内早早

孕及早孕流产难以鉴别，为临床诊断增加了难度，因此，寻找定

量的异位妊娠早期诊断方式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４］。近年

来，异位妊娠的诊断方法进步较快，并出现了阴道超声、黄体

酮、β－ＨＣＧ等多种检测手段，但各类单项检测方法的准确率仍
不能满足临床需要［５］，因此，本研究对三种检测方法进行了联

合分析。

我们发现，异位妊娠组子宫内膜厚度、黄体酮、β－ＨＣＧ指
标均显著低于异常（宫内）妊娠组和正常妊娠组（Ｐ＜００５），提
示异位妊娠孕妇上述指标出现了明显变化。子宫内膜厚度对

女性性激素分泌的变化十分敏感，一般而言，宫内早早孕女性

会出现子宫内膜厚度显著上升，阴道超声显示均匀强回声，而

异位妊娠患者往往呈现子宫内膜厚度下降、阴道超声显示回声

减弱等变化，该变化提示孕妇高度异位妊娠可能，其原因主要

为：受精卵未在正确位置着床，导致该处绒毛发育、血液供给异

常，使得相关激素的分泌发生变化，直接影响了子宫内膜厚度

的变化［６］。但本研究以子宫内膜厚度１１２ｍｍ为临界值，对异
位妊娠进行诊断时发现其准确率仅有８７０％，提示单纯应用子
宫内膜厚度对异位妊娠进行判断仍无较高指导意义。黄体酮

又称孕酮，是卵巢黄体分泌的孕激素，一般在胎盘形成后水平

显著上升以维持子宫内膜形态，但异位妊娠患者滋养层细胞发

育较差，这使得其黄体分泌功能不足，可导致黄体酮仅表达为

正常月经周期水平，同时也是导致异位妊娠患者易发生先兆性

流产的主要原因［７］，然而，仅黄体酮水平的下降对异位妊娠诊

断特异性较低，以黄体酮２１４ｎｍｏｌ／Ｌ为临界值，其诊断准确率
仅为７８６％，这与多种妇科疾病均会导致黄体酮含量降低有
关。β－ＨＣＧ是胎盘的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一般用
于妊娠的检测，正常妊娠孕妇β－ＨＣＧ受滋养层细胞对数生长
刺激而显著上升，但由于异位妊娠孕妇受精卵种植较早，且滋

养细胞发育不良，导致患者虽然 β－ＨＣＧ阳性可早期检出，但
其增长速率较慢，导致动态检测显示其分泌显著低于正常妊

娠，但同时Ｆｒａｔｅｓ等［８－１３］指出，妊娠滋养细胞疾病也可导致β－
ＨＣＧ水平降低，因此，β－ＨＣＧ对异位妊娠诊断准确率也仅有
４７５％。阴道超声检查过程中不受肠道排气影响，其准确率优
于经腹检查，对妊娠部位有着良好的判断效果［１４，１５］，通过联合

黄体酮、β－ＨＣＧ判断孕妇激素分泌水平能够有效鉴别异位妊
娠，其准确率达到了９３３％，显著优于任何一项单项诊断结果。

综上所述，阴道超声下子宫内膜厚度与黄体酮、β－ＨＣＧ联
合检测对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能够显著降低

该病的误诊率，减少了误诊误治风险，有着良好的临床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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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妊娠晚期合并性传播疾病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
的影响
陈沈苗１　王辉２

１温岭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２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妊娠晚期合并性传播疾病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自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收治的４５６例性病孕产妇作为试验组，对其宫颈分泌物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指
标包括解脲支原体、淋病、尖锐湿疣、霉菌、滴虫、ＨＩＶ、梅毒。另选择同时期的正常分娩孕产妇４１９例作为对
照组，观察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情况。结果：试验组孕产妇共４５６例，经检查可见其中霉菌性阴道
炎２７８例（６０９６％），滴虫性阴道炎５８例（１２７２％），解脲支原体阴道炎４５例（９８７％），沙眼衣原体阴道炎
３９例（８５５％），淋病２３例（５０４％），尖锐湿疣１０例（２１９％），梅毒３例（０６６％），本组中未检测出艾滋病
患者。对照组出现胎膜早破率、早产率、产褥感染率、新生儿感染率及低体重儿率分别为１３６０％、５４９％、
５０１％、１１９％及１４３％，试验组出现胎膜早破率、早产率、产褥感染率、新生儿感染率及低体重儿率分别为
１９９６％、６８０％、１２０６％、１９７％及２１９％，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２＝４５９，Ｐ＜００５；χ２＝４２８，Ｐ＜００５；χ２＝
４０２，Ｐ＜００５；χ２＝４５５，Ｐ＜００５；χ２ ＝３９１，Ｐ＜００５）。对照组阴道分娩率为 ７１２７％，剖宫产率为
２８７３％，试验组阴道分娩率为７０６４％，剖宫产率为２９３６％，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χ２＝３５３，Ｐ＞００５；χ２＝
３４８，Ｐ＞００５）。结论：孕妇产妇感染性病的发病率较高，且多伴有两种及以上的混合感染，对其妊娠结局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对新生儿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关键词】　妊娠晚期；妊娠结局；新生儿；混合感染；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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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性传播疾病发生逐渐增高，同时由
于疾病谱变宽，对产妇及胎儿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１，２］，由

性传播疾病对妊娠妇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加重，因此，针对

常见性传播疾病病原菌进行检测并分析［３］，目的是引起相关广

大患者及临床医师的重视。现我院对收治的４５６例性病孕产妇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收治的４５６例妊娠
２８周以后合并性传播疾病的晚期孕产妇作为试验组，全部患者
均进行性传播疾病系列检查，并符合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性

疾病传播疾病的诊断标准。年龄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５６
±１５）岁，其中初产妇２５０例，经产妇２１６例，已婚４２３例，未婚
３３例。另选择同时期的正常分娩孕产妇４５６例作为对照组，年
龄２４～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７５岁，其中初产妇２４５例，经产妇
２１１例，已婚４００例，未婚１９例。两组孕产妇在一般资料上无
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标本采集与检测
（１）对孕产妇宫颈分泌物进行涂片检查，检测指标包括滴

虫、念珠菌以及阴道清洁度。（２）对孕产妇宫颈分泌物进行聚
合酶链反应检查，检测指标包括非淋菌性阴道炎、淋病、尖锐湿

疣。（３）对孕产妇静脉血进行检查，检测指标包括ＨＩＶ与梅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种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

试验组孕产妇共 ４５６例，经检查可见其中霉菌性阴道炎
２７８例（６０９６％），滴虫性阴道炎５８例（１２７２％），解脲支原体
阴道炎４５例（９８７％），沙眼衣原体阴道炎３９例（８５５％），淋
病 ２３例 （５０４％），尖锐湿疣 １０例 （２１９％），梅毒 ３例
（０６６％）。本组中未检测出艾滋病患者。
２２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局对比情况

对照组新生儿窒息率及产后出血率分别为 ２６３％、
３３４％；试验组新生儿窒息率及产后出血率分别为 ３２９％、
４６１％，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χ２＝２５７，Ｐ＞００５；χ２＝３２８，Ｐ
＞００５）。对照组出现胎膜早破率、早产率、产褥感染率、新生
儿感染率及低体重儿率分别为１３６０％、５４９％、５０１％、１１９％
及１４３％；试验组出现胎膜早破率、早产率、产褥感染率、新生
儿感染率及低体重儿率分别为 １９９６％、６８０％、１２０６％、
１９７％及２１９％，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２＝４５９，Ｐ＜００５；χ２＝
４２８，Ｐ＜００５；χ２＝４０２，Ｐ＜００５；χ２＝４５５，Ｐ＜００５；χ２＝
３９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产妇妊娠结果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胎膜早破 早产 产褥感染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感染 低体重儿 产后出血

试验组 ４５６ ９１（１９９６） ３１（６８０） ５５（１２０６） １５（３２９） ９（１９７） １０（２１９） ２１（４６１）

对照组 ４１９ ５７（１３６０） ２３（５４９） ２１（５０１） １１（２６３） ５（１１９） ６（１４３） １４（３３４）

２３　两组孕产妇分娩方式对比情况
对照组阴道分娩率为７１２７％，剖宫产率为２８７３％；试验

组阴道分娩率为７０６４％，剖宫产率为２９３６％，组间比较无明
显差异（χ２＝３５３，Ｐ＞００５；χ２＝３４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９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

表２　两组孕产妇分娩方式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阴道分娩 剖宫产

对照组 ４５６ ３２５（７１２７） １３１（２８７３）

试验组 ４１９ ２９６（７０６４） １２３（２９３６）

#

　讨论

３１　妊娠合并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

据本次临床资料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孕产妇共４５６例，经

检查可见，妊娠合并性传播疾病的顺位依次为霉菌性阴道炎

２７８例（６０９６％），滴虫性阴道炎５８例（１２７２％），解脲支原体

阴道炎４５例（９８７％），沙眼衣原体阴道炎３９例（８５５％），淋

病 ２３例 （５０４％），尖锐湿疣 １０例 （２１９％），梅毒 ３例

（０６６％），本组中未检测出艾滋病患者。该检测结果相比于我

国相关报道中各种性病的发生率要低，推测可能是由于本组患

者在患病早期在院内门诊处接受性病早期诊断与治疗所致。

３２　性传播疾病对孕产妇及新生儿的影响

性传播疾病作为目前临床上一类较为常见的妇产科疾病，

据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在妊娠期患有支原体或衣原体感染、淋

病等可诱发产妇出现胎膜早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早产等情

况［４］，对孕产妇及新生儿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５］。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出现胎膜早破率、早产率、产褥感染率、

新生儿感染率及低体重儿率与相比具有显著差异［６－８］。而两组

孕产妇阴道分娩率与剖宫产率无明显差异［９］。为此，要求临床

医师能够做好对性传播疾病的宣传工作，并做好婚前检查工

作，对孕妇的病情进行常规筛查，以做到早期诊断与治疗［１０，１１］。

另外，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妊娠合并性传播多伴有多种疾病的

混合感染，这就要求临床医师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

并对性伴侣进行通气治疗［１２，１３］，以提升临床疗效，减少对孕产

妇及新生儿健康的损害。

３３　妊娠合并性传播疾病的好发因素分析

妊娠期高雄激素对阴道内厌氧菌的升高有着促进的作用，

而由于阴道上皮细胞的糖原不断积累，并经乳酸杆菌分解后产

生较多乳酸，使其环境内的 ＰＨ值抑制处在３０至６０的范围

内，对于存在于酸性环境的病原菌生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

用［１４］。另外，由于妊娠期孕产妇体内多具有含量水平较高的血

清因子及包括孕酮、人胎盘催乳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等，对母

体的免疫反应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５］。在此段时期的雌激素

可减少阴道及宫颈对 ＳＬｇＡ的合成，ＳＬｇＡ作为一类具有抑制微

生物黏膜在阴道黏膜表面，且具有强效杀菌作用的物质，其含

量减少导致孕产妇阴道及宫颈内的免疫环境遭到破坏，从而使

得病原体数量不断增多，对其局部组织造成感染。除此之外，

孕产妇的白带量也不断增多，对于病原体的繁殖有着明显促进

作用。

综上所述，孕妇产妇感染性病的发病率较高，对其妊娠结

局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对新生儿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因

此，要求临床医师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综合治疗措施，以减少

对孕产妇及新生儿健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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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患者相关生殖知识掌握情况对并发症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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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人工流产的女性进行调查，研究其掌握相关生殖知识的情况，同时统计其对预防并
发症出现的影响因素。方法：我所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间３４４例实施人工流产的患者，根据每个
患者对生殖知识的掌握情况来研究其对流产的重视程度，同时统计其出现并发症的情况。结果：通过对所

选的患者进行分析，对生殖知识掌握良好以及优秀的患者重视流产的程度明显高于对生殖知识掌握较差以

及一般的患者，而且前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也明显比后者低；而掌握生殖知识一般的人员比掌握较差的人

员重视程度强，而且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较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生殖相关知识掌
握程度对人工流产重视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预防并发症方面也有明显的作用，因而应提升患者对生殖

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其进行健康教育，使其重视人工流产。

【关键词】　人工流产；生殖知识；掌握程度；并发症；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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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手术主要是计划生育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进行补
救的方法，任何手术都会给患者带来创伤，而且还会对患者的

身心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每个患者的个体存在差异，患者

手术后临床效果、康复情况各不相同［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

变，医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健全，整体护理得

到了广泛的开展。实施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可能出现很多相关

并发症，其中很多并发症会引起患者出现不良后果，对患者的

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导致继发性不孕等，大部分患者出

现并发症的由于患者自身认识不足所引起，然而最近几年人工

流产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多，因而预防其并发症越来越受到重

视［２，３］。我所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间３４４例实施人
工流产的女性患者，记录其对生殖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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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预防的情况，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我所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间３４４例实施人工流
产的患者，均为自愿参加研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选患者年

龄１９～３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５６±３５）岁；停经时间在４４～７３ｄ
之间，平均为（５４８±５１）ｄ；实施人工流产次数在 １～５次之
间，平均为（３±１）次；文化程度：１８４例在高中及以上，１６０例在
初中及小学；运用生殖健康知识调查问卷对结果进行评估。

１２　方法
本文对所选的３４４例患者实施有关生殖健康知识调查问

卷，将结果分为四类，具体为优秀、良好、一般及较差，之后统计

对生殖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不同的患者对流产的重视程度以及

发生并发症的情况。

１３　评价标准［４］

（１）根据本院的情况制定详细的生殖健康知识调查问卷，
将总分设定为１００分，其中包括的内容主要与保健知识以及人
工流产知识相关；分为四个层次，优秀：患者问卷得分高于９０
分；良好：患者所得分值在８０～８９分；一般：患者所得分值在７０
～７９分；较差：患者所得分值低于７０分；本调查问卷经过临床
检验具备可信度和有效度。（２）在对患者重视人工流产的程度
进行分析时，主要根据患者以及家属的反应，术后的随访结果

进行综合评判；较高：实施人工流产后患者对保健知识能够积

极遵从；一般：实施人工流产后患者对保健知识多能偶见；较

低：患者在随访期间没有遵从情况比较多见。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系统软件，计数资料以

［ｎ（％）］形式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生殖知识掌握者对人工流产的重视程度比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问卷得分优秀和良好的患者对流产的

重视程度明显比一般和较差的患者好，而掌握生殖知识一般的

人员比掌握较差的人员重视程度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生殖知识掌握者对人工流产的重视程度比较

生殖知识掌握情况 例数 较高 一般 较低

优秀 ８０ ７６（９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

良好 １００ ８８（８８００） ８（８００） ４（４００）

一般 ８４ ６４（７６１９） １２（１４２９） ８（９５２）

较差 ８０ ５２（６５００） １６（２０００） １２（１５００）

　　注：与生殖知识掌握优秀、良好以及一般者比较，χ２＝６７８２，６２２７，

５７１４，Ｐ＜００５；与掌握优秀及良好者比较，χ２＝６１８３，５９４２，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生殖知识掌握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生殖知识掌握良好以及优秀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

也明显比后者低，而掌握生殖知识一般的人员比掌握较差的人

员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较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生殖知识掌握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生殖知识掌握情况 例数 盆腔炎 闭经 其他 总计

优秀 ８０ 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良好 １００ ４（４００） ４（４００） ２（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０）

一般 ８４ ８（９５２） ４（４７６） ４（４７６）１６（１９０５）

较差 ８０ ８（１０００） ４（５００）８（１０００）２０（２５００）

　　注：与生殖知识掌握优秀、良好以及一般者比较，χ２＝７１０１，６４２８，
６００５，Ｐ＜００５；与 掌 握 优 秀 以 及 良 好 者 比 较，χ２ ＝６３５３，
５８７６，Ｐ＜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手术主要是终止早期妊娠的方法。实施人工流

产手术的患者多存在紧张、恐惧以及焦虑的心理状态，特别是

未婚先孕的年轻女性，同时还存在害羞、胆怯等心理改变，因不

了解整个手术过程，因而缺乏安全感［５］。当存在上述心理状态

时手术过程中机体的应激反应增强，降低了患者的耐受能力，

使其术中所受的痛苦增加，而且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

引起心律增快，血压上升，可导致受术者心慌、心悸、憋气以及

头昏等不良反应。另外，当患者出现交感神经兴奋时会收缩阴

道以及宫颈平滑肌，对手术的顺利进行产生一定的阻碍［６］。在

这种情况下宫颈以及宫壁会出现强烈的机械刺激，导致子宫强

烈收缩以及负压吸引，上述症状均会兴奋迷走神经，释放出大

量的乙酰胆碱，患者受此影响会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大汗淋

漓、头晕、血压下降、面色苍白、心律不齐以及四肢厥冷等症状，

甚至出现抽搐、昏厥以及休克的表现［７，８］。

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开放，实施人工流产手术的患者数量

越来越多，甚至同一个人进行多次人工流产手术，上述现象均

会导致相应的不良反应出现，甚至引起女性不孕不育。另外，

通过临床试验表明，患者实施人工流产术后引起相关的并发症

与患者对人工流产的重视度不足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大多数

患者在手术后没有进行很好的保健，因而导致一些并发症出

现［９］。由此可见，对人工流产患者术后干预的重点是最大限度

的降低并发症的出现。然而要明显的降低人工流产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率，必要前提是对影响其发生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其中对于人工流产后的细节以及保健措施的遵从是必须重点

干预的地方，因而最主要的是提升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对人工流

产的重视程度，使其充分了解出现并发症对身体的危害［１０，１１］。

本文主要是对实施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对生殖知识掌握情

况进行分析，得出对生殖知识掌握较好的患者比较重视人工流

产术后的保健工作，同时引起相应并发症的几率相对较低［１２］。

本文研究指出，对生殖知识掌握良好以及优秀的患者重视流产

的程度明显高于对生殖知识掌握较差以及一般的患者，而且前

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也明显比后者低；而掌握生殖知识一般的

人员比掌握较差的人员重视程度强，而且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较

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表明，随着生殖
知识掌握程度的不断降低，对其的重视程度也不断的下降，但

是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却不断的上升，这就表明应该对实施人工

流产术的患者进行有关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最大限度的

提升其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患者全面及充分了解并

发症的严重性后，患者对人工流产相关情况的重视程度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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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知识的遵从性也会不断的提升，进而才会将并发症的发生

率有效降低，达到预期的效果［１３－１５］。

综上所述，对生殖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对人工流产重视度有

很大的影响，而且对预防并发症方面也有明显的作用，因而应

提升患者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其进行健康教育，使

其重视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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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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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与研究
徐桂秋　殷玉明
海宁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对职业高中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研究，了解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
识掌握情况、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为职业高中学生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宣传与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１６～１９岁在校职业高中学生４２０人进行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问卷调查。结果：５６．２％的学生能正确了解艾
滋病的传播途径，７０％以上的学生不了解避孕方法的使用时机以及人工流产对女学生身心健康带来的伤
害。结论：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对性行为带来的身心伤害认识不足。结合学生

的特点与生殖健康需求，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较强和易于接受的生殖健康

教育课程，建立健全完善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模式，以提高我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
康知识水平，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　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避孕知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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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健康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概
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对青少年学生性与生殖殖健康教育

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了解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的掌握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为学生开展性与生殖健康

知识宣传与指导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海宁市职业高中的部分在校学生，共计４２０人。年龄１６～
１９岁，平均年龄１７２４岁；女学生２３６人，男学生１８４人。
１２　方法

问卷调查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以不记名方式进行问

卷调查，并当场收回。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百分比统计法，Ｐ＝ｎ／Ｎ×１００％。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年龄１６～１９岁，平均年龄１７２４岁；文化程度为高一至高
三年级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４５６份，全部当场收回，回收率
１００％。经严格筛选，有效问卷 ４２０份，有效率 ９２１％。男生
１８４人（４３８％），女生２３６人（５６２％）。
２２　性与生殖健康、避孕知识掌握情况

有 ２９６人（７０５％）了解月经和遗精知识，有 １５４人
（３６６％）认为手淫是病、是犯罪或可耻的行为。有 ２３６人
（５６２％）对艾滋病传播途径做出正确选择，有５２人（１２４％）
选择了接吻、握手、公用卫生设施等错误的选择。有 ３５６人
（８４８％）答出了两种避孕方法，有１８４人（４３８％）答出了三种
避孕方法，有 １３２人（３１４％）答出了四种及以上的避孕措方
法。避孕与紧急避孕知识了解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避孕与紧急避孕知识了解情况

安全套使用方法

了解 不了解

无保护性行为处理

避孕药 冲洗或蹦跳

紧急避孕知识

了解 不了解

一次性行为能否怀孕

能 不能

例数 １２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２０ １２４ ２９６ ３３６ ８４

比例（％） ２８６ ７１４ ９５２ ４８ ２９５ ７０５ ８００ ２００

２３　异性交往、性知识、性行为等方面情况
有８１人（１９３％）赞同婚前性行为，有１５８人（３７６％）不

赞同，还有１８１人（４３１％）持无所谓的态度。异性交往、性行
为及其性知识等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异性交往、性知识、性行为情况

问题
有

ｎ ％

无

ｎ ％

要好的异性伙伴或朋友 ３４４ ８１９ ７６ １８１

恋爱经历 ２６４ ６２９ １５６ ３７１

是否有性经历 ２０ ４８ ４００ ９５２

对异性生理心理是否有好奇 １７６ ４１９ ２４４ ５８１

同学或朋友中有人工流产史 ９２ ２１９ ３２８ ７８１

有了解过生殖健康知识吗 １０４ ２４８ ３１６ ７５２

是否有性冲动或困惑 １２０ ２８６ ３００ ７１４

人工流产是否会伤害身心健康 ９９ ２３６ ３２１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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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获取知识途径与健康需求
男同学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依次是同学交流、网

络传媒、书报杂志、广告宣传等；女同学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的途径依次是同学交流、言情小说、书报杂志、网络传媒等。有

７３６％的学生希望学校尽早开展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课程。
#

　结论
３１　生殖健康知识不够了解，安全避孕知识掌握还不全面

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５％的同学了解月经和遗精知识，对
异性生理、心理有好奇的同学占４１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在性教育方面也不例外。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性与生殖健

康知识薄弱而难以应对子女的性健康教育［１］，只能采取回避的

态度［２］，甚至有的家长谈“性”色变。这一现象的存在和家长回

避的态度，是驱使青少年学生产生性困惑和性好奇的根本［３］。

有５６２％的学生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能做出正确选择。有
８４８％的同学能够回答出两种避孕方法，有７１４％的同学不能
掌握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７０５％的同学对紧急避孕药的使
用时机不了解，反映出高中学生只是知道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

而已，对避孕药物及其避孕工具的避孕原理、使用方法与使用

时机等知识严重匮乏［４，５］。针对这一现象应对学生和家长开展

性生理、性心理及其性相关知识的教育课程，使学生和家长共

同面对生殖健康问题，以解除学生对性生理、性心理的困惑与

好奇。

３２　异性交往活跃，性行为、性态度存在不确定性和可塑性
调查（表２）表明有８１９％的同学有异性伙伴或朋友，６２９％

的同学有恋爱经历，异性交往处于活跃状态。而婚前性行为与态

度较为谨慎，可以认为８０％以上同学的性态度和性行为具有不
确定性和可塑性。调查显示有３６６％的同学认为手淫是犯罪或
者认为是可耻的、有罪的，从而产生严重的自责和恐惧心理［６］。

有４８％的男同学有过性行为，女同学没有人选择曾有过性行
为，数据明显低于国内［７，８］近几年的调查。同学或朋友中有人工

流产史占２１９％，有７６４％的同学对意外怀孕做人工流产手术
将导致的身心伤害及其后果存在严重认识不足。而国外［９］研究

表明，欧美及部分非洲国家青少年性行为的发生率在２０％ ～
６０％之间。这些数据说明参加调查的学生可能受到怕隐私泄露
和对性知识的难于启齿、羞怯而造成不敢写出真实情况有关。高

中阶段的学生处于性生理和性心理发展的不协调阶段，性知识匮

乏，性辨别能力较弱这一特点，应急需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课

程，更好的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３３　获取知识的途径良莠不齐
大多数同学是通过同学交流、网络传媒、书报杂志等非正规

途径获取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显然知识比较肤浅，同时也存在

诱导、误导、效仿之类的潜在不安全隐患［１０］。本研究中７３３％的
学生希望开展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课程，另有王敏等［１１］的

研究显示有８０％～９０％的大学生渴望学习生殖健康教育知识，
而张德美等［１２］的西南地区调查也有５２９％的学生期待开设性教
育课。孙继东［１３］调查大部分学生、家长和老师提出了开设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课程的需求。美国有９３％的公立学校中为学生提
供性教育或艾滋病教育课程［１４］。所有数据表明青少年学生渴望

学习性健康知识的积极性，间接地反映出学生性健康知识的相对

匮乏。面对当前的现状，教育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青少

年学生生殖健康现状令人担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摆在整个社

会面前的重要任务，又如何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结合青少年的

生理、心理特点，为青少年学生提供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较强

的的生殖健康教育课程，更值得进一步探讨。

通过研究发现，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匮乏，异

性交往活跃，恋爱现象普遍存在，对婚前性行为与态度存在不

确定性和可塑性，对避孕措施和紧急避孕措施知识掌握不够，

对性行为可能带来的身心伤害存在严重认识不足。而绝大多

数学生又渴望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课程，本地区有部分中学生在

初中毕业时可以有机会参与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互动学习，学生

的需求和当前的教育教学资源之间形成巨大发差。面对目前

生殖健康教育严重滞后于学生需求的现状［１５］，应进一步完善

“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服务体系，
转变教育教学观念，运用建构主义学习原理［１６］，结合学生的生

理、心理特点，提供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较强的生殖健康教

育课程是我们的责任。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关系到家

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课程的持续开展更

需要得到国家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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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德性事件为反面教材的大学生性教育策略研究
阮鹏　伍兴阶　朱德超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科研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　近年来，社会上各种失德性事件不断被媒体曝光，这些失德性事件可能使当事人身心健康
受损，毁害个人名声与前途，其造成的不良示范往往可对大学生健康的性道德观造成冲击，可以扭曲大学生

的心理及人生价值观，进而危及学业的顺利完成。高校应引导大学生积极识别失德性事件的风险，掌握科

学、合法的应对处理对策，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的道德观、人生观，并建立高校大学生性健康监督与救助体

制。文章最后从编写反面教材促进大学生自学自助，总结性教育与适时教育相结合、新生老生反面教育各

有侧重、逐步建立与完善高校性教育与救助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失德性事件反面案例教育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　性教育；思想道德；性社会学；失德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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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些有违社会公德、伦理的不良
性事件（以下称为失德性事件），例如包养二奶与求包养、酒后

乱性药物迷奸、自拍偷拍、与性交易有关的潜规则等［１－９］。这些

失德性事件经网络曝光后，人们往往可以按图索骥找寻到相关

事件的不雅视频、图片等。而当代大学生处于一个信息高度发

达的时代，他们很容易通过手机、电脑、网吧等接触到这些失德

性事件的相关资料。失德性事件对大学生的思想观、道德观、

价值观等都能产生不良的冲击，对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以及形

成健康的恋爱观、婚姻观等均有负面效应［１０－１５］。由于失德性

事件的传播难以堵截，因此与其坐视其对大学生不断造成负面

影响，不如主动研究这些失德性事件本身，将其作为反面教材

在大学生中实行以预防为主的反面案例教育则显得尤其重要。

!

　揭露失德性事件的各种危害
由于对失德性事件的报道、记载往往包含着一些色情的文字、

图片、视频等内容，因此吸引着一些人乐此不疲的搜集与观看。多

数网民下载与失德性事件有关的视频，往往是看重其中的色情、低

俗内容，而忽略了失德性事件自身的危害与警示信息。因此，要将

失德性事件做成反面教材，就必须首先挖掘、揭露其危害。

１．１　对自身健康的危害
失德性事件往往伴随着被迫、被动的性行为，甚至还有一

些不计后果的疯狂而变态的性行为。其结果是可能导致女方

怀孕并堕胎、传染性病艾滋病、生殖器官损伤等。不健康的性

行为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创伤，而一旦遭遇这样那样

的身体伤害，如堕胎引起终身不孕、感染性病艾滋病等，则将导

致当事人日后生命质量的下降。

１．２　对人生未来的伤害
失德性事件还包含着“享乐”、“纵欲”、“淫乱”等打破社会道

德、公德，甚至有违法律精神的思想。不健康思想将对个人正常

健康的婚姻观、家庭观、贞操观等完全击碎，有不健康性行为和思

想的人往往也被身边的亲友、同学、同事唾弃，这样的人由于受到

排斥、歧视，在较长时间内也难以“成家”，成家者在事情败露后

往往也危及自己的家庭稳定。家不成，往往业难立，失德性事件

对相关人员的人生的负面影响及伤害往往是漫长的。

１．３　对个人名誉名声的损害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国人的思想解放了，科学素养

等都得到较大提高，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性道德的思想和

精神还是被较多的人认同并继承下来［１６－２０］。在两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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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搞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等仍然被大多数人敏感与唾

弃。因此，凡是牵涉到失德性事件中且被公众知晓的当事人，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企官员，抑或当红明星，都摆脱不了名

声扫地的下场。即便是失德性事件中完全的受害者，也往往被

人们视为“被玷污”而同样遭到冷眼和唾弃。因此，失德性事件

往往使人名声扫地，相关人员因此落马。一旦事发，相关人员

在原单位、原居住地难以继续发展。

１．４　违法犯罪断送前程
失德性事件中，有些明显是违法乱纪的行为。例如灌醉女

下属后实施强奸，富二代药物迷奸女明星，中学教师强奸女生，

卖淫嫖娼，包养二奶，与性交易有关的行业潜规则等。这些失

德性事件既不为公众接受，也难以被法律容忍。无论是官员、

明星、名人，富二代、人民教师，一旦事情败露，必然千夫所指，

且难逃法律制裁，最终断送自己的前程。

１．５　对心理和价值观的扭曲
失德性事件本身除了对相关涉事人员的心理与价值观造

成冲击外，其还能对社会公众造成明显的心理与道德观的冲

击。例如女性在被男性玩弄抛弃后，往往产生反过来玩弄男性

的行为，一些女性遭遇变故后变为不知羞耻的去勾搭有夫之

妇，甚至走上卖淫的企图。而其对社会破坏力就是冲击公众传

统的健康性道德观念，进而可能扭曲部分人的心理，以及人生

价值观。例如“酒后乱性”、“迷奸”等甚至给公众提供了不良示

范，可能引发一部分人效仿，进而社会上类似失德性事件层出

不穷，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入“无性道德”的境地。

加之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看到一些二奶物质生活美满，

一些女大学生也开始产生被包养、求包养的思想和行为，男生

则产生“找富婆”的错误思想，企图不劳而获，靠当“二奶”、“小

白脸”等过上轻松的生活。但实际上，有些女大学生只是短暂

的被包养后就被抛弃了。包养者常常抱着“玩弄异性”的心态

欺骗年轻无知的女大学生落入圈套。试图从此彻底解决个人

生存的女大学生到头来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１．６　对学业的负面影响
青年大学生对性这个词既陌生又渴望，他们对性有着较高的

体验需求。失德性事件本身包含的色情低俗内容，以及不良的示

范。这些内容，一是容易唤醒他们对性体验的强烈欲望，二是容

易转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与注意力。青年大学生往往难以从失

德性事件中发现错误和警示信息，常常导致一些大学生效尤。无

论是花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去谈情说爱，还是利用网络的便捷沉

溺于网上色情低俗内容，甚至一些大学生走上性犯罪的歧途，这

些都将对大学生学业质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

　研制应对失德性事件策略
仅仅让大学生了解到失德性事件的危害还远不够，因为这些

大学生毕业工作后可能也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失德性事件危机，甚至

很多女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可能遭遇失德性事件侵害。因此，研制失

德性事件的科学应对策略，避免他们卷入失德性事件成为受害者，

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必要。构筑应对策略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应对策略模式

２．１　识别风险
青年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往往是失德性事件中的主要

受害者。识别风险可以防患于未然，因此必须将她们可能遇到

的风险加以分析与识别。一是谨慎出入酒吧等夜间场所。这

些场所往往聚集着社会上三教九流人物，女大学生出入这些场

所容易被哄骗，被下药等，进而遭到性侵。二是避免单独会见

陌生网友。当前网恋现象普遍，不少女生在与网友见面时即遭

到性侵。三是识别一些企业公司领导、高管以安排就业等为诱

饵诱骗女大学生与之发生性关系。

识别一些常见的风险，在大学生自己遭遇时就容易引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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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警惕，从而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２．２　研究应对风险的一般对策
大学生应对自己可能遭遇的失德性事件，需要掌握一些基

本的方法与技巧。首先，女大学生应避免单独出入一些存在风

险的场合。应在至少两名同伴的直接与间接陪同下前往。如

暂无同伴相随，则应将自己的去向、活动内容、欲见面的对方信

息（包括手机号、车牌号等）尽可能发给亲友、老师等。其次，女

大学生应积极利用先进的通讯工具录音、录像、照相取证。目

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手机上的照相、录像、录音功能完善且优

质。当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提出不合理要求，或给出某些诱惑

性的承诺时，应尽量将这些情况录制下来。在不允许携带手机

的场所，一是避免进入，二是购买录音笔等进入。第三，女大学

生出入有风险的场所应自备一些防卫工具。例如防狼喷雾剂

等。学会一点对付男性侵害、骚扰的擒拿格斗招数也很有必要。

２．３　依法应对失德性事件的侵害
女大学生在遇到性侵后，往往缺乏报警的勇气，也担心自

己名誉问题而羞于告之他人。因此，需要向她们介绍一些合法

的应对维权措施。一是事后取证。尽量将受到的侵害证据保

留下来，并保留加害者的其他信息，如体貌身高特点、车牌号、

手机号、ＱＱ等信息，以备自己心理状态好转后实施维权。二是
积极咨询律师。主动去法律救助站、律师事务所等寻求救助。

在律师的帮助与指导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是如身体受

到创伤，应积极就医。目前医院对患者隐私的保护都有自己的

一套做法，没必要太担心。四是积极向妇联寻求帮助与保护，

并让心理咨询师等给予自己帮助。

２．４　建立高校女大学生性健康监督与救助机制
一方面，大学生自己需要准备着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失德

性事件危机，而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重视在校大学生性权益

的保护与救助。首先，实施大学生性现状监督非常重要。因为

不少大学生在遭遇性侵犯、性侵害后往往羞于告知他人，常常

隐忍之。而监督的作用就是第一时间发现有不良行为表现的

大学生，然后校方及时介入处理。第二，监督体系的构建。由

高校组建大学生性权益保护与救助中心，选调法律、心理等相

关专业人士及高校班主任、导师、辅导员等组成兼职或专职救

援力量；救助中心在学生干部中或其他大学生中选取监督员，

通过适当培训后学生监督员上岗，组成大学生自我监督体系。

学生监督员负责监督本班级情况，及时将不良苗头上报救助中

心，救助中心再根据情况派出老师与同学组成的救助队实施救

助等。第三，救助中心负责进行大学生集体性教育辅导。通过

开设选修课、讲座等方式在校内进行反面案例的性教育及大学

生性侵害自我保护等工作。第四，培训同学干预力量。即同学

帮助同学，好友互助，属于同伴教育范畴，往往具有更好的干预

效果［２１，２２］。因为大学生对老师存在一定的信任问题，陌生或不

够熟悉的老师介入可能引发抵触情绪。因此，开展同学干预往

往更容易实施救助。参与救助中心任务的同学可视为以“勤工

助学”等方式给予一定经济补助。

２．５　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的性观念与价值观
一是针对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性困惑等问题开展性教

育。其中内容应包括生殖器官卫生、健康性行为、性传播疾病

常识等，并积极指导男女大学生之间正常交往的交际技巧，进

行交际心理辅导。二是将婚姻观、家庭观与个人的生存价值观

联系起来。健康的婚姻，促成美好家庭的组建。而两个人走在

一起，同甘共苦才可以一起创造出真正幸福的生活，健全美好的

人生。三是在大学生中树立健康的人生奋斗价值观。个人的

生存发展往往是建立在扎实的专业基础及毕业工作后的勤奋

与努力基础上的。走捷径往往只会痛快一时，后悔一生。辛勤

劳动获取的成果才更能让人感知幸福，不劳而获及轻易得到的

东西往往让人感受不到快乐。毕业工作、结婚生子，遵循正常

和基本的人生发展路线才是正道。

#

　以失德性事件进行反面教育的实施策略
由于高校一般没有大学生性教育的专业机构及人员配置，

因而此项工作可附属于高校思政工作中，并依托高校辅导员等

在平时根据需要实施。高校也可在原来大学生心理咨询诊所

的基础上设置大学生性权益保护救助中心（含性心理咨询等职

能）。建立失德性事件反面教育的实施策略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反面教育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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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编写反面教材促进大学生自学自助
编写失德性事件的反面教材、教育读本，面向大学生发放

与普及。通过让大学生自学来增长相关的知识可以大大减轻

学校的教育负担。

该教材的内容应包括：一是对已出现的失德性事件进行分

类，将具有共性的失德性事件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一般规律。

二是提供足够的失德性事件案例介绍。阐述失德性事件发生

根源，不良后果等，让大学生多见识各种各样的失德性事件危

机。三是邀请相关的社会学者、法律专家就失德性事件的科学

应对处理方法等发表专业与权威的看法，并提出对策。该内容

作为重点介绍，目的是引导大学生掌握科学应对技术。四是可

以在每一章节后设计一些情景题，考察大学生在自己遭遇失德

性事件时的处理技能。

３．２　总结性教育与适时教育相结合
总结性教育是根据已发生的失德性事件进行总结，实施反

面案例教育。一般通过讲座、板报、画展、自编教材读本等方式

进行。适时教育则是根据刚刚出现的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的失德性事件进行适时教育。适时教育宜以班级为单位，相关

班主任教师、辅导员等在本班级开展。适时教育也应重视本校

出现的一些失德性事件进行。这些事件发生在本校学生、教师

身上，往往也被大学生高度的关注和讨论着。因此，需要积极

给予引导教育，而不是为了自我避短、避讳而逃避，这可能将导

致大学生舆论走向不利于学校的负面。在运用本校案例实施

教育时，可酌情保护当事人的一些隐私，如用化名等。

３．３　新生老生反面教育各有侧重
新生以预防、警示教育为主。失德性事件的反面教育应与

新生入学教育放在一起进行。选取的案例应以重大违法案例

为主，以突出其警示性。老生由于人生阅历丰富，不少老生在

两性交往方面往往有了更多实际尝试，甚至是遭受了一些失德

性事件的伤害。因此，老生的教育应伴随着引导、帮助，以及适

度的惩戒。即帮助受害者积极维权，走出人生低谷；对做出有

违法律、校纪校规的学生也不姑息，应给予适度的惩戒。涉及

司法问题的，应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３．４　逐步建立与完善高校性教育与救助体系
多数高校针对大学生的性教育都是缺乏的，相关的专业部

门也是空白。但实际上，在当前大学生性观念如此开放，性行

为逐年增多的背景下，大学生在性方面的困惑、问题往往较之

他们身上的思想政治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而大学生性道德

的崩溃与削弱，往往也引发其在其他方面的思想道德观的瓦

解。因此，重视与抓好当前大学生的性教育工作，往往对大学

生思政教育工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一，高校逐步构建大

学生性教育与救助机构。由校领导负责兼管，心理学、法律专

业的教师或律师主要参与日常工作，高校各类辅导员作为互补

教育与救助力量。同时不断在大学生中培养同学干预的学生

力量，这些大学生同时作为监督员负责本班级情况的监督与上

报。第二，性教育与救助机构应有自己的性教育教材和读本。

通过编写具有本校特色的性教育读本实施对大学生的间接性

教育，也减轻人工教育的负担。性教育读本作为开展其他工作

的基础和支撑。第三，建立大学生性教育与咨询网站。在网站

设置为保护大学生隐私而提供的匿名在线咨询功能。性在中

国传统思想价值观就是一个不宜公开谈论的话题，谈性色变，

乃是因为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害羞的、低俗的内容。因此，匿名

咨询往往更容易被大学生接纳。第四，重视性教育的学术科研

投入，加强高校间的性教育经验交流。如性教育研究专项科研

基金，高校性教育学术会议的开展等。扶持一批高校性教育研

究的学者，积极推进大学生性教育理论与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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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感染者心理干预初探
!

瞿洋　刘英杰
北京国奥心理医院心理咨询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艾滋病感染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呈现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等多种负面情绪表现
及心理状况。由于当前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心理治疗应建立在以接纳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治疗，强调自我

的接纳与聚焦当下。与此同时，各种心理干预手段有其适用的范围，单一疗法无法满足不同个体的需要，不

同治疗手段的组合对于发挥各自优势、弥补各自不足，对短程、快速调节情绪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艾滋病感染者（ＨＩＶ感染者）；心理治疗；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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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引起的严重免疫抑制性综合征。我国
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并且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

群传播［１］。截止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共计２２３５０１例［２］。由于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无治

愈之法，艾滋病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同时还严

重影响着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由于艾滋病的不可治

愈性及特殊性，例如高危群体包含了吸毒者、卖淫者、同性恋者

等，社会大众对艾滋病持有普遍偏见与岐视。因此，艾滋病感染

者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负担。从被查出 ＨＩＶ感染，患者
便会出现各种负面情绪及精神障碍症状，如焦虑、抑郁、强迫、愤

怒、恐惧、悲观、羞愧、无助与无望等。此外，据研究，２０％的 ＨＩＶ
感染者存在报复社会的心理［３］。因此，对ＨＩＶ感染者提供及时
有效的心理治疗帮助，不仅可以明显减轻ＨＩＶ感染者的心理痛
苦，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意义。

!

　临床资料
我院与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合作，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

两年中，共计对６８例已确诊的 ＨＩＶ感染者进行心理干预。其
中男性６６例，女性２例；年龄２２～６５岁，多为青年患者，男性
ＨＩＶ感染者均为男同性恋者。两年来每年对 ＨＩＶ感染者进行
为期三个月的系统心理干预，以改善患者的多种负面情绪、提

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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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精神障碍症状分析

由于感染者年龄、职业、文化、个性特征、家庭状况等因素

各异，面对ＨＩＶ感染后的心理反映不尽相同。但主要的负面情
绪反映有：焦躁不安、情绪低落、悲观绝望、怨恨委屈、羞愧自

责、强迫、敏感等。主要负面情绪可归纳为焦虑、抑郁与强迫。

此外并非所有显现出的负面情绪及心理状态都是由于对艾滋

病或死亡本身的恐惧或绝望所引起的，其他主要因素还包括了

由于社会岐视与丧失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担心ＨＩＶ感染被
他人获知而丧失工作、亲人、友谊，以及由于无法实现人生计划

而带来的担忧与恐惧。负面情绪通常并非单一出现，而经常数

种负面情绪同时出现。

２．１　焦虑
焦虑作为ＨＩＶ感染者主要负面情绪包含了一系列症状表

现，例如焦虑不安、心烦意乱、情绪紧张、担忧、胸闷气短、恐惧

等。从心理学角度，焦虑是对于未来尚未发生事件的忧惧，对

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及不可控性作为焦虑重要的心理成因［４］。

从ＨＩＶ感染发展到艾滋病阶段一般要经过数年的时间，这种不
可预知性促使 ＨＩＶ感染者形成强烈的担忧与恐惧。不同的
ＨＩＶ感染者所焦虑事件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恐惧发
病与死亡；担心艾滋病后期可能出现的可怕情境，如皮肤溃烂

或极度虚弱；担忧同事、家属得知病情后对自己产生岐视、冷漠

甚至抛弃；担心丧失工作能力或丢失工作等等。他们通常采用

一切措施来回避不愿面对的可能结果，例如压制负面想法、强

制转移注意力等。然而，回避所担忧、害怕的情境会使焦虑得

到保持并且强化［５］。恰恰由于 ＨＩＶ感染者的种种顾虑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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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敏感、多疑，更加负面聚焦，

进而使焦虑加剧。

２．２　抑郁与焦虑相伴
ＨＩＶ感染者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反应，主要表现为情

绪低落、悲观厌世、意志消沉、兴趣减退、注意力涣散、失眠、反应

迟钝等症状，并且拥有自杀率高的特点。有研究表明，ＨＩＶ感染
者与艾滋病患者普遍存在抑郁情绪，其发生率高达６０．９８％［６］，

且自杀率是非ＨＩＶ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群体的７４倍［７］。

这些与抑郁相关的表现与引发抑郁的核心心理特征密不可

分，它包括了丧失感、无助感、失败感、无价值感［８］。由于当前艾

滋病的不可治愈性使得ＨＩＶ感染者陷入生命的绝望中，他们往
往仅看到了死亡，认为活着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除了生命的丧

失感外，ＨＩＶ感染者还常因未来可能的社会功能丧失、人生的目
标和理想无法实现等因素陷入无望与挫败感中。此外，由于社会

对于艾滋病的岐视与恐惧，使得ＨＩＶ感染者有被社会、家庭所孤
立和遗弃的感觉［９］。他们常因患此病而产生羞耻感、自责感，甚

至罪恶感。虽然他们渴望与人交流及倾诉，但人们对艾滋病的岐

视与偏见使得他们减少或回避人际交流以及必要的社会活动。

由此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被动、退缩、敏感，进而促使内心更加

孤独，情绪更加低落，加之强烈的耻辱感与罪恶感强化了无助感

与绝望感。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患者所经受的疾病折磨及强大的
社会压力是造成自杀的重要原因［１０］。

２．３　强迫
除焦虑与抑郁情绪外，ＨＩＶ感染者也常因恐惧发病、担心他

人得知病情、担忧被抛弃等因素而形成反复出现、难以克制的

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例如，高度敏感、反复检查身体出现的

任何症状或反复化验；反复向医生确认病情；因担心再度感染

而引起反复检查皮肤的完好性；反复纠结于为何感染、回想所

发生的情境；因担忧他人知晓自己病情，反复回想谈话的过程

以获得确定感；对别人对待自己的言行敏感、多疑，反复沉思揣

测他人意图等等表现。ＨＩＶ感染者通过反复的强迫性思维或行
为（强迫仪式）使之与所担忧的事件不断相关联，进而强化了当

事人的担忧与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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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心理干预措施

３．１　ＨＩＶ感染者的心理治疗
生理与心理互为影响。研究表明，人体处于紧张、压力状

态下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使免疫系统产生不良

影响［１１］，而心理治疗干预可以帮助 ＨＩＶ感染者面对现实、树立
积极心态、缓解应激反应及负面情绪、提高和平衡人体的免疫

功能，是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良好体现［１２］。如前所

述，ＨＩＶ感染者经常同时出现多种负面情绪，相互关联、影响。
心理治疗需挖掘导致不同问题的共性心理因素，再结合每个人

不同状况背后的独特心因，形成有针对性的立体化心理治疗策

略。不同的情绪反应的背后存在着近似的、不同形式的回避，

例如不能接受所担忧事件的发生、否定已发生的事实，它将当

事人的关注视角带到了未来与过去，由此形成了对未来的焦虑

以及对已发生事件的强迫或抑郁。也正由于回避促成了强烈

的心理冲突与心理痛苦。而针对 ＨＩＶ感染者的心理治疗应采
取建立在接纳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治疗，通过相应的认知校正、

配以减少回避的脱敏等行为训练，促进对自我的接纳，并将关

注调整到可控的当下。

３．１．１　自我接纳　自我接纳应作为负面心理状态及情绪调节
的核心。ＨＩＶ感染者经常回避或压制自己的担忧与恐惧，它主
要包括了病情发展、受岐视、就业危机等指向未来的焦虑；通过

不断地确认与反复沉思来获得暂时的确定感与安全感，进而形

成强迫；当与这种负面的情绪或感觉抗争感到无力控制时，继

发引发抑郁。因而，我们越试图摆脱那些负面的情绪与感受，

它们会更加频繁地出现［１３］。当人们试图不去想某件事时，它恰

恰激起了更多的想象。一切促进自我接纳的方法均可被应用，

例如探讨并评估回避或压制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让ＨＩＶ感染者
对不同方式的成本与利益分别进行评估。

３．１．２　聚焦当下　ＨＩＶ感染者时常担忧以后病情的发展或他
人得知自己病情后被岐视，而另一些感染者陷入对已发生灾难

的反复思维中，难以自拨。而这些指向未来尚未发生以及过去

已发生的灾难事件却严重影响着现在的情绪，因而，需将感染

者的关注从过去以及未来引向当下。对于ＨＩＶ感染者而言，关
注到什么还没有发生与关注到什么已经发生同等重要，比如还

没有病得更加严重，列出当前可以做或者有能力做的事情与活

动，并付诸行动。首先设立每日安排与计划，尽可能充实每日

的生活，从而形成对所担忧、恐惧、压抑状况的主动转移，通过

完成所安排的事件或活动获得个人的掌控感与价值感。

３．１．３　行为治疗　ＨＩＶ感染者害怕发病并试图去压制即不让
自己去想所担忧的可怕情境时，回避将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

现，从而形成长期的焦虑。因而，要长期有效地解决对某种状

况的担忧、恐惧，最好的方式是面对并将自身暴露到该情境中

直到焦虑与恐惧消退［１４］。通过这种反复地暴露训练让当事人

的焦虑反应不断降低，直至最终对所害怕情境的完全适应。对

于ＨＩＶ感染者，如能通过想象将自己暴露到所害怕、担忧的情
境中，反复进行训练，由该情境所引发的恐惧会不断降低。此

外，ＨＩＶ感染者需要识别并修正那些维持或强化负面情绪的行
为模式，例如高度地警觉，每日不断“扫描”身体的异常；反复检

查任何疾病的信号，并进行“灾难化”解释；回避一切与疾病相

关的信息；反复寻求确认或检测等。

３．１．４　认知治疗　人们对事物的评判与解析决定了所产生的
相应的情绪。认知治疗首先增加当事人对自己思想的意识，通过

评估这些思想的真实性，提供更加适宜、真实的替代性思维来改

变感知。对于焦虑需区分开现实的（已发生的）与假想的事件

（预期可能发生的），以阻断由想象未来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对

当前情绪的影响。此外，在进行认知校正时需识别出自动化思

维。例如“如果家人得知我的病情，他们将抛弃我”、“怎么治也

是死”、“得了这病，什么也干不了了”、“我是个可耻的人”等等

陈述，反映了ＨＩＶ感染者未加思索而直接产生的自动化的判断。
对此情况，治疗师需要探索并检查是否他们的判断基于现实并且

对于那些扭曲的信念加以校正。具体地，找出反驳其假设的证

据、产生可替代性的解释、对事物进行重新地归因等方法。

３．２　其他治疗及综合治疗的意义
介于ＨＩＶ感染者情绪及心理问题的复杂性，单一治疗有其

适用性与局限性，难以对所有感染者提供有效的心理干预。临

床需结合感染者实际状况选择适宜的疗法组合。例如，药物对

快速缓解重度的焦虑、抑郁有着良好的效果，提升了对心理治

疗的良性反应与情绪调节的信心。同时，通过心理治疗可改善

ＨＩＶ感染者对药物的依从性。而心理治疗的有效性也要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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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对心理服务的接纳度、个人领悟能力、负面情绪的严重

程度等诸多因素。例如，对于严重抑郁情绪的ＨＩＶ感染者很难
真正跟上治疗师的思维进行思考，使心理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因而，组合的治疗方式发挥了不同方式各自的优点，增加了适

用的范围，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从而缩短了疗程。例如通过

生物反馈训练感染者可借助视觉或听觉信号了解到并不为其

所知的神经－肌肉与自主神经系统状况，通过学习与控制仪器
所提供的外部反馈信号，从而学会调节内部心理生理变化［１５］，

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生物反馈对焦虑、强迫与恐惧的缓解尤

为突出，一方面通过生物反馈感染者可学会放松技术，另一方面

可通过以游戏形式出现的反馈信号了解放松的程度。生物反馈

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受训者通过他所掌握的放松技术去调节

或消除他在焦虑状态下呈现出的脑电波，反复训练使放松成为自

动行为，同时增强自己对情绪的掌控感。生物反馈比之单纯的放

松或冥想训练更易使受训者了解并掌控自己的状态。

总之，ＨＩＶ感染者的情绪与心理特征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
性特点，临床经常表现出焦虑、恐惧、抑郁、强迫等负面情绪。

由于艾滋病当前不可治愈性的特点，ＨＩＶ感染者经常持否定、
排斥、压制等态度，它成为多种负面情绪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心

理因素。因此，心理治疗应建立在以接纳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治

疗，引导其聚焦当下及自我能力的体验。然而，单一的疗法无

法满足不同情况下的需求。对 ＨＩＶ感染者进行心理干预需结
合不同的手段与方法，发挥其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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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宣教对性病就诊者焦虑状态的影响
郭玉清　钱佳丽
北京市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疾控处，北京１０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健康宣教对性病就诊者焦虑状态的影响。方法：将性病就诊者随机分配分成两
组，每组３６例。其中对照组未进行健康宣教，观察组采用健康宣教措施，１周后复查，按 Ｚｕｎｇ量表重新评
定；两组患者分别在就诊开始前直接填写调查问卷（一），患者初次就诊结束后再次填写调查问卷（二），并做

好标注，如观察组一①、观察组二①。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两组性病就诊者健康宣教前与健康宣
教后的焦虑构成比结果有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健康宣教后焦虑评分比较具有高度显著性，ｔ＝２８５，
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健康宣教前后焦虑状态评分比较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ｔ＝３０２，Ｐ＜００１。结论：健康
宣教可以有效减轻性病就诊者的焦虑状态，目前临床医护可以进行个性化、多元化健康宣教，尤其是心理治

疗及护理，可以作为性病就诊者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性病就诊者；健康宣教；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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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性病给患者带来的
影响中，心理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其不但影响患者的生存

质量，而且还对其所患疾病造成负面影响，形成恶性循环［１，２］。

健康宣教作为一项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有评价的教育活动，

是一项公益性的工作，在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等负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目前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快速传播的措施

之一［３，４］。针对性病就诊者而言，心理因素尤其是焦虑心理对其

身体健康及疾病的预后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李立红、李志峰

等［５］的研究特别针对焦虑心理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三大方面的

提出与总结，对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提供了有力

的理论依据，对健康教育的方法作出了明确的指导。焦虑是个体

对一个模糊的非特异性威胁，作为反应时间所经受的不适感和自

主神经系统激活状态［６］。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存在往往会

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焦虑者细胞免疫功能更为低下，使机体免

疫功能和抗病毒的能力降低［２］。本研究旨在研究健康宣教是否

能有效降低性病就诊者焦虑情绪，为性病的防治提供帮助。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入选标准：（１）年龄≥１８岁；（２）经研究者讲解后同意参与调查
研究且配合度良好；（３）理解能力无障碍，能完成调查内容（文盲者
由研究者帮助阅读后逐项填写）；（４）排除其他重要心理疾病患者
及精神病史。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皮肤、男科性病门诊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以性病就诊患者７２例参与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收回１４４份，有效率１００％。男性４８例，平均年龄（４４１２±１０４３）
岁；女性２４例，平均年龄（３１４６±１２１５）岁。平均病程３５个月。
１２　随机分组

按照患者就诊顺序给所有患者按１～７２进行编号。按照患
者的编号，用系统随机化法交替随机分配到观察组和对照组

中，每组各３６例。调查问卷（一）与（二）的内容完全相同，调查
开始前由研究者解释相关事项，性病就诊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

行自我评定。其中对照组未进行健康宣教，观察组采用健康宣

教措施，３周后复查，按Ｚｕｎｇ量表重新评定；两组患者分别在就
诊开始前直接填写调查问卷（一），患者初次就诊结束后再次填

写调查问卷（二）。填写完成后由研究者确认合格后收回问卷，

并做好标注，如观察组一①、观察组二①，统一收集处理。
１２１　监测与评价　问卷调查在无人干扰的环境下，遵循知情

同意、自愿监测的原则。

１２２　调查工具　焦虑的诊断标准　采用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作为评定焦虑的工具［７］。评分≥３４分为焦虑状态。
１２３　健康宣教的实施　首先通过交流的技巧包括倾听、暗示
等，与性病就诊者建立和谐的医、护关系，其次针对性病就诊者

的心理问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包括性病知识讲解及心理疏导。

１２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结果以Ｐ＜００１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性病就诊者宣教前、宣教后的焦虑者构成比比较

两组性病就诊者宣教前、宣教后的焦虑者构成比采用 χ２检
验：χ２＝９３９，Ｐ＜００５。可认为两组性病就诊者宣教前、宣教后
的焦虑者构成比有显著性差异，观察组健康宣教后焦虑构成比

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性病就诊者宣教前、宣教后的焦虑者构成比比较

组别 ｎ 健康宣教前 健康宣教后

观察组 ３６ ３４（９４４４） ２０（５７０４）

对照组 ３６ ３５（９７２２） ３２（８８８９）

２２　两组性病就诊者健康宣教前后焦虑状态评分比较见
两组性病就诊者健康宣教后焦虑状态评分采用 ｔ检验：两

组患者健康宣教后焦虑评分比较具有高度显著性，ｔ＝２８５，Ｐ＜
００１；观察组患者健康宣教前后焦虑状态评分比较具有高度显
著性差异，ｔ＝３０２，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性病就诊者健康宣教前后焦虑状态评分比较

组别 健康宣教前 健康宣教后 ｔ值 Ｐ值

对照组 ３８５３±２０２ ３７７１±２５６ ０９４ ＞００５

观察组 ３９１２±９２６ ２８３４±９３１ ３０２ ＜００１

ｔ值 １２４ ２８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

　讨论
健康宣教，其实质是向人们提供改变行为和生活方式所必

需的知识、技术、服务支持等，使人们在面临促进健康和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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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治疗康复等各个层次的健康问题时，有能力做出行为选

择，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自愿采取有利于健康的

行为和生活方式，以促进身心健康并提高生活质量［８］。积极开

展对性病门诊就诊者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

工作，有着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９］。

本研究表明性病就诊者普遍存在焦虑状态，与李立红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相似；宣教前与宣教后的焦虑评分、焦虑构成比有

显著性差异，与顾昌林、孙文贞等［１１，１２］的研究相似，性病就诊者

来自社会、家庭及疾病本身各个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近年来部

分宣传媒体及医务人员的不规范指导，给病人造成了极大的精

神压力，伴有各种心理问题，尤其焦虑情绪最为常见，且比较严

重，有报道其百分比６６７％～９２７％。心理社会因素对患者的
焦虑心理起到重要作用［５］，因此本研究从分析患者焦虑的原因

入手，通过针对患者的个性化、针对性的指导，使健康宣教的形

式多元化，提高正确的信息支持，从而解除焦虑状态，效果显

著。性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正视它、重视它，

普及性科学知识，保障身心健康，而我国目前性知识教育现状

令人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表现性知识的贫乏，而另一

方面又表现出对性的渴望和开放［１３］。重视患者的心理状态并

及早发现和干预，进行性病知识健康宣教，重点在于向患者介

绍性病的传播途径，倡导洁身自好；针对患者个性化的焦虑问

题，充分给予患者倾诉的空间，做好耐心的倾听，进行面对面、

一对一、充分保护患者的隐私的心理指导，降低患者的被忽视

感，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解决患者的思想包袱，可以大大降低

患者的焦虑程度。健康宣教的形式可以针对患者的教育与接

受程度进行个性化指导与咨询，通过发放彩色宣传画、文字性

相关材料、多媒体动漫滚动式播放、疾病成功诊治案例讲解等

形式，针对患者提出相关问题进行归纳整理，用简单明了的语

言给予回答，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患者建立正确、积极的道德

观，对维持和促进社会与家庭的稳定，遏制我国目前性病高发

的态势及国家医药负担的巨大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的对象为性病就诊者，大部分患者并非真正的性病

患者，而是有不洁性行为或配偶感染或疑似，甚至有些患者只

是轻微的外伤等即怀疑自己感染了性病而就诊。研究发现，性

病就诊者中非性病患者和实际性病患者同样生活质量较差，主

要表现在情感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８］。因此，有针对性地对患

者实施健康宣教，可以有力的降低患者的焦虑状态，从而有助

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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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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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医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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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性病科于２０１２年１月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２６０名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临床调查对象，利用焦虑自评
量表、抑郁自评量表测定这些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况，同时发放医院自行设计的焦虑、抑郁症状影响因素调

查问卷调查患者的一般资料。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焦虑自评分、抑郁自评分以及一般资料等数据均建立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数据库，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取 ｔ检验评价计量资料，采取 Ｆ检验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本次参与调查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焦虑自评分与抑
郁自评分均要明显高于国内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本次调查中有２０００％的患者存在焦虑
症状，有３９６２％的患者存在抑郁症状。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职业性
质、婚姻状况；女性尖锐湿疣患者抑郁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职业性质与婚姻状况。结论：女性尖锐湿疣患

者的焦虑、抑郁症状较为严重，发生率偏高，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职业性质以及婚姻状况。

【关键词】　尖锐湿疣；焦虑；抑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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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性病，本病的发病率在我国逐
年上升［１，２］。尖锐湿疣的病原体是人乳头状病毒，本病病程较

长，容易复发，同时治疗过程患者常忍受较大的痛苦［３，４］。因而

尖锐湿疣患者常常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严重影响着

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患者对于生活的满意度［５－７］。笔者选取

本院皮肤性病科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２６０名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临床调查对象，调查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焦虑、抑郁症状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

　样本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本院皮肤性病科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
的２６０名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临床调查对象。尖锐湿疣的诊
断标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２００３年公布的《尖锐湿疣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１）患者有婚
外性行为史、配偶感染史或者间接感染史；（２）具有女性尖锐湿
疣的症状与体征；（３）与绒毛性小阴唇、鲍温样丘疹病、扁平湿
疣、鳞状细胞癌等疾病鉴别；（４）组织病理检查阳性：细胞角化
过度并伴有角化不全，棘层变肥变厚，钉突延长明显，呈假性上

皮内瘤样增生，棘细胞层可见有特征性凹空细胞，细胞核大小

各异，核固缩深染，胞浆呈空泡样，真皮内水肿伴有血管扩张，

可见有炎性细胞浸润。排除认知障碍、精神障碍、丧失言语与

文字表达功能的患者与女性性工作者。在进行治疗前所有患

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同时本试验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进行。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焦虑自评量

表、抑郁自评量表以及医院自行设计的焦虑、抑郁症状影响因

素调查问卷：（１）焦虑自评量表：分数越高，患者的焦虑症状越
严重，其中７０分以上为重度焦虑，６０～６９分为中度焦虑，５０～
５９分为轻度焦虑；（２）抑郁自评量表：分数越高，患者的抑郁症
状越严重，其中７０分以上为重度抑郁，６０～６９分为中度抑郁，
５０～５９分为轻度抑郁；（３）医院自行设计的焦虑、抑郁症状影响
因素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性质、治疗付费方式、婚姻状况、传播途径、皮损大小、皮损数量

以及治疗时间等一般资料。量表与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

收，无法书写的患者口述由医生、护士或其亲属代笔。本次调

查共发放３００份调查问卷，回收了２７１份问卷，其中有２６０份问
卷为有效调查问卷，作为本次现状调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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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处理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抑郁自评分、抑郁自评分以及一般资

料等数据均建立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采取ｔ检验评价计量资料，采取Ｆ检验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现状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本次参与调查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

焦虑自评分与抑郁自评分均要明显高于国内常模，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本次调查中有２０００％的患者存
在焦虑症状，有３９６２％的患者存在抑郁症状，见表２。

表１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自评分与国内常模对比情况

组别 焦虑自评分 抑郁自评分

本次调查对象 ３５７２±７８７ ３８２８±８０３

国内常模 ２９７８±１００７ ３３４６±８５５

ｔ ７４９ ６６３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国内常模数据来源［１６］

表２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分级情况

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计

焦虑 ３２（１２３１） １３（５００） ７（２６９） ５２（２０００）

抑郁 ６２（２３８５） ２９（１１１５） １２（４６２） １０３（３９６２）

２２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调查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婚姻状况。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越低，患者的焦虑自评分越高（Ｐ＜
００５）；不同职业间患者的焦虑自评分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其中打工者与脑力工作者要明显高于其它职业的患者；
丧偶和离异患者的焦虑自评分要明显高于已婚和未婚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女性尖锐湿疣患者抑郁症状
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职业性质与婚姻状况，根据调查结果发现不

同职业间患者的抑郁自评分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脑
力工作者要明显高于其它职业的患者（Ｐ＜００５）；丧偶和离异
患者的抑郁自评分要明显高于已婚和未婚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一般资料 例数（ｎ）比例（％） 焦虑 抑郁

年龄

　＜２０ ２７ １０４

　２０～３０ １４０ ５３８

　３０～４０ ４８ １８４

　４０～５０ ２７ １０４

　＞５０ １８ ７０

　Ｆ ０２４３ ０３７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续表３

一般资料 例数（ｎ）比例（％） 焦虑 抑郁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２７ １０４ ３９４６±７２２４６８５±７０４
　中学 １０５ ４０４ ４５８５±１１２１５０４１±１０５６
　高中 ６９ ２６５ ４１７７±１００９４８１６±１３６５
　中专 ４１ １５７ ４４０６±９６７５０３９±９６６
　大学及以上 １８ ７０ ４０１０±１０７７４３４６±１０５１
　Ｆ ２６０７ １５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职业性质

　公务员或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１３ ５０ ４３５０±７０７５４００±１２３７

　企业员工 ３６ １３８ ４０４９±１０９６４５５８±１２７１
　个体经营者 ４８ １８４ ４５０３±１０９４４９２９±１０９８
　学生 １４ ５３ ４２６１±１０１８４６２５±１０３５
　民工 １０９ ４２２ ４５４５±１０７０５１１５±１０８４
　家庭主妇 ４０ １５３ ３９０７±８３７４５２４±８７３
　Ｆ ２４０３ ２４９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付费方式

　自己支付 ２２３ ８５７
　医疗保险 ３７ １４３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２８ ４９２ ４２５８±１０３５４８２７±１０４７
　离婚或丧偶 １３ ５０ ５１５０±１３３４５３３８±１０５７
　未婚 １１９ ４５８ ４３４９±９９９４９２８±１１８２
　Ｆ ３３８３ ３２７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传播途径

　性传播 １８４ ７０７
　间接传播 ７６ ２９３
　Ｆ １０９８ １１５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皮损大小（ｍｍ２）
　＜５０ １７１ ６５７
　５０～２００ ７１ ２７３
　＞２００ １８ ７０
　Ｆ １３８０ １２８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皮损数量

　＜５ ９４ ３６１
　５～１０ ８８ ３３８
　＞１０ ７８ ３０１
　Ｆ １３６０ １２７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时间（月）

　＜１ １３２ ５０７
　１～３ ７６ ２９３
　３～６ ２２ ８４
　＞６ ３０ １１６
　Ｆ １３３２ １３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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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可知，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焦虑与抑郁

自评分要普遍高于国内常模，说明尖锐湿疣可以促进患者产生

焦虑与抑郁等负性心理，需要得到医疗工作者的普遍重

视［８－１０］。焦虑自评量表与抑郁自评量表中评分高于５０分即可
计为焦虑与抑郁，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

焦虑与抑郁发病率普遍偏高，分别为２０００％与３９６２％，且抑
郁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焦虑的发病率。同时从调查结果中可

以看出，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焦虑与抑郁的发病多倾向于轻度

发病，轻度焦虑的发病率为 １２３１％，轻度抑郁的发病率为
２３８５％。针对这种现状医疗工作者可以在治疗期间注意对患
者进行的心理评估，对焦虑与抑郁的患者进行及时的心理支持

与健康宣教，消除患者的负性心理，减轻患者的焦虑与抑郁

症状［１１，１２］。

从本次调查中发现，文化程度是焦虑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

之一。从调查中笔者发现，初中文化的患者的焦虑自评分要明

显高于高中以及本科文化的患者。原因可能为文化程度较低

的患者缺乏相关的医疗卫生知识，对所患疾病缺乏足够的认

识，不能正确、完善、全面地理解病情并对待疾病的发展以及预

后，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增强焦虑的症状。因而在治疗过

程中医疗工作者要着重注意对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进行健康

宣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讲述疾病的病因、发生、发展以

及预后等资料，消除患者的恐慌心理，定期为患者开展心理咨

询，接触患者存在的心理障碍。

研究结果提示，职业性质是焦虑与抑郁症状的共同影响因

素。从调查中笔者发现，打工者与脑力工作者的焦虑症状要明

显高于其它职业。打工者因生活压力过大，或治疗产生的费用

产生担忧，因而极易导致恐慌、焦虑等负性心理。脑力工作者

因思虑过多而易产生焦虑与抑郁。在治疗期间医疗工作者应

注重对这些患者的健康宣教，明确健康的心理可以促进病情的

控制与恢复，对症状较重的患者可给予心理治疗。

婚姻状况是焦虑与抑郁症状的共同影响因素。丧偶和离

异患者的焦虑与抑郁的症状要明显高于已婚和未婚的患者，因

而医疗工作者要着重注意对这类病人进行心理支持，积极动员

患者家属给予患者支持，同时可动员社会对这类病人给予支持

与援助，同时可开展病人间联谊会，让患者彼此支持，相互鼓

励，降低患者的负性心理［１３－１５］。

综上所述，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较为严重，

发生率偏高，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职业性质以及婚姻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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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４０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的影响研究
于少萍１，２　徐华春１，２

１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２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　目的：研究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程度及其性心理发展状况，探究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的影响。方法：采用中国传统性文化问卷、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
问卷对２８０名９０后女大学生进行问卷测查。结果：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程度及
性心理的发展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传统性文化与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存在相关；中国传统性文化中
的传统性观念对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认知
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性心理的发展水平，因此学校教育中应加强对性文化的解读，使其形成平等、

端正的性观念，最终提升其性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中国传统性文化；性心理；９０后女大学生；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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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性文化，性文
化在历史长河的演变过程中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性心理。９０后女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高级知识群体在不久的将来将兼顾工作与家庭、

照顾父母与子女、关注丈夫与个人，其性心理健康与否不仅关系个

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两性的发展、家庭的幸福、子女的教育，更是影

响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９０后女大学生具有
丰富的知识内涵，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激烈，加重了９０后女
大学生的心理负担。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
现状及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年分别在四川省两所综合大学、一所文科类大学、一

所理科类大学各随机抽取７５名女性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
３００名９０后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２８０份，有
效率为９３３％，样本分布具体情况见表１。
１．２　方法

中国传统性文化问卷：在郭立军编制的《中国传统性文化

问卷》［１］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此次问卷，问卷共２４个题目，问
卷信度为０７１７，分半信度为０７３６，重测信度为０７２２，且具有
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中国传统性文化”是指中华民

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的性观念、习俗、行为、心理，以

及有关性的知识、文艺、道德规范和诸种社会体制等［２－４］。因此

问卷主要从传统性知识（传统社会中与性相关的各种知识，性

进化史、性社会学等）、传统性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性教育）、传

统性观念（古人对性的看法和态度）、传统性习俗四个维度测查

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了解程度。
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问卷：在张楠《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

问卷》［５］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此次《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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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７４，分半信度均０７０２，重测
信度为０７３７，并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考虑到性
心理涉及范围广泛，狭义指在性情景刺激下的男女性交过程中

各种心理反应；广义指所有涉及性的观念或意识［６］，因此该问

卷主要从性欲望（对异性的爱慕及渴望与其建立亲密关系的心

理）、性调控（对性生理需求与行为的调控）、性认知（对性本身

及性相关的知识与观点的认识和理解）、性责任（个体对社会性

规范的遵守及对自身性行为的能负责与担当）四个方面测查９０
后女大学生性心理发展状态。

表１　被试自然情况（ｎ＝２８０）

专业

文科 理科 艺体

出生地

农村 城镇 城市

情感状态

单身 恋爱中

人数 １３２ ９８ ５０ １６６ ５６ ５８ ２０４ ７６

所占比例（％） ４７１ ３５０ １７９ ５９３ ２００ ２０７ ７２８ ２７２

"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传统性文化的总体状况分析

由表２可以看出，９０后女大学生在《中国传统性文化问卷》
整体平均分为２４２，低于临界值３分，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了
解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各因素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传统性习

俗、传统性观念、传统性教育、传统性知识。

表２　中国传统性文化各维度的平均分与标准差

维度 平均分（Ｍ） 标准差（ＳＤ）

传统性知识 ２２６ ０７９０

传统性教育 ２２６ ０６８３

传统性观念 ２６９ ０６２４

传统性习俗 ２７９ ０９４２

传统性文化总均分 ２４２ ０６０８

２．２　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发展的总体状况
由表３可以看出，９０后女大学生在《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

结构问卷》的整体平均分为２９１，低于临界值３，性心理发展状
况一般。各因素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性调控、性认知、性责

任、性欲望。

表３　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发展的总体状况

维度 平均分（Ｍ） 标准差（ＳＤ）

性欲望 ２００ ０６６５

性调控 ３９４ ０６９８

性认知 ３４５ ０６４９

性责任 ２２２ ０６９４

性心理总均分 ２９１ ０３６８

２．３　９０后女大学生在“中国传统性文化”及“性心理”在人口
统计学等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４可以看出，不同情感状态的９０后女大学生在中国传
统性文化的三个维度：“传统性知识”、“传统性教育”、“传统性

观念”及“传统性文化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恋
爱中的显著高于单身状态的，而在性心理上情感状态不同的９０
后女大学生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ｔ检验和方差分析表明９０后女大学生中国传统性文化
及性心理的得分在专业、出生地、父母教养方式、恋爱次数与恋

爱时长等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则没有列出具体

数据。

２．４　中国传统性文化与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相关分析

表４　不同情感状态的９０后女大学生的两个问卷评分比较

维度 单身 恋爱中 ｔ

中国传统性文化 传统性知识 ２１７±０７８３ ２５０±０７６９ －２２５２

传统性教育 ２１９±０６４９ ２４６±０７３７ －２０３７

传统性观念 ２６２±０６４１ ２８７±０５４１ －２３２７

传统性习俗 ２７３±０９１０ ２９６±１０１６ －１２５７

传统性文化总均分 ２３４±０５９３ ２６２±０６０５ －２４９８

性心理 性欲望 １９５±０６６３ ２１６±０６５２ －１６９５

性调控 ３９４±０７１８ ３９４±０６４９ －０００１

性认知 ３４２±０６４６ ３５３±０６５８ －０８９４

性责任 ２２３±０６９４ ２２１±０７０４ 　０１３７

性心理总均分 ２８８±０３８５ ２９８±０３１６ －１４６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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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国传统性文化与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的相关分析（ｒ值，ｎ＝２８０）

性欲望 性调控 性认知 性责任 性心理总均分

传统性知识 ０１８７ ００４７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５ ０２７５

传统性教育 ０２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２７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８１

传统性观念 ０２８７ ００９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０５ ０３４０

传统性习俗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３

传统性文化总均分 ０２５７ ００４７ ０３１０ ０１２１ ０３３３

　　由表５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性文化与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性
心理存在相关，具体表现为传统性知识、传统性教育、传统性观

念、传统性文化总均分与性心理的性欲望、性认知、性心理总均

分存在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２．５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的回归分析

表６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当代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的回归分析（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进入变量的顺序 决定系数Ｒ２ 增加的解释量△Ｒ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Ｆ ｔ Ｐ

传统性观念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０ ０３４２ １８０８９ ４２５３ ００００

　　以中国传统性文化各维度为自变量，以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
理结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以建立有效的回归方

程。由表６可以看出，在预测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总分
时，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传统性观念”解释变异量为

０１１７，即能预测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１１７％的变量。
#

　讨论
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各因素中传统性习俗得分最高而传统性知识最低。

可见 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于古代社会中与性有关的各种风俗习
惯、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性的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较为了解，例如

处女情结［７］及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双重标准等。而对传统文

化中的性教育、性文化进化史及与性相关的科学知识知之甚

少，且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的性心理

发生着一定的改变［８］，但是受到传统性观念的影响，谈性色变，

讳莫如深的感觉依然明显存在。对部分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后

发现 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多来自耳濡目染、影
视娱乐以及社会舆论，性文化传播渠道狭窄、性启蒙教育滞后、

性知识传递封闭使 ９０后女大学生虽然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
是对传统性文化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９０后女大学生中国传统性文化及性心理的得分在专业、出
生地、父母教养方式、恋爱次数与恋爱时长等变量上均不存在

显著差异。仅在中国传统性文化的得分上恋爱中的显著高于

单身状态的，这可能与恋爱后的 ９０后女大学生较单身的较多
的性冲动或性需求，对“性”则给予更多的关注有关。也表明９０
后女大学生的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认识及性心理的发展与成

长环境（农村或城市）、父母受教育程度无关，通过访谈发现这

可能与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及性知识的了解更多来自影
视娱乐及中学的心理学及生物学中的部分课程有关。

本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性文化与当代 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
存在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９０后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
性文化的认知程度尤其是“传统性观念”的了解程度可以较为

有效地预测其性心理发展水平。现如今主要有三种性观念和

规范，分别为以生殖为主（有较深宗教信仰的人坚信性的惟一

合法理由即为生育）、以人际关系为主（性应以爱为基础）和以

娱乐为主（与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９］。加拿大对１７７名大
学生的研究表明性观念能显著的预测青少年今后的性行为［１０］。

因此，中国传统性文化对 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的影响仍然不
可忽视。且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的发展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仅在性调控与性认知方面得分较高，表明 ９０后女大学生在面
对性诱惑或是性问题时能够进行较好的自我调控，但性责任意

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而如何提高性责任意识，国外的相关研究给予了我们一定

的启发，研究表明社区环境与文化氛围对青少年的性意识存在

一定的影响［１１］；父母对子女性行为的监管与子女早期性行为的

发生时间和方式存在显著相关［１２，１３］；美国霍华德大学的学者则

提出必须从小学起就对学生进行性教育，性教育能延迟早期性

行为的发生时间及预防青少年怀孕的预防工作［１４］；性教育是青

少年性心理和生殖健康的保护性因素［１５］。

因此，学校教育中应加强对传统性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的学习来使青少年的性心理获得更好地发展，甚至在小学的心

理健康课程中就应该涉及到一部分的青春期性知识的讲授。

通过学校系统科学的教育了解性知识、规范性行为，同时家长

也应该对孩子的性行为进行监管，社区和社会也应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一起帮助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增强性责任意识，最终

使整个青少年群体性心理健康水平获得全面提升。本文主要

就中国传统性文化对９０后女大学生性心理结构的影响进行了
探究，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就９０后女大学生人格等内在因素与性
心理、性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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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性伴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之相关健康问题及
影响因素
张北川１　李洋２　李秀芳１　李现红３　禹沛衡４　于增照５　刘明华６　史同新１　朱明泉７　
王燕飞８　王丽欣１

１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
２山东省青岛疗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３中南大学护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
４同妻研究项目志愿者，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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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解放军第四零四医院，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固定伴侣是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的女性之相关身心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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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种问卷，同时对受调
查者均采用了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ＣＥＳ－Ｄ）、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进行评定。主要依托同妻网站进行
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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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ＭＳＭ有婚史者３／４遭遇过
某种性冷淡；知道真相后略过２／５的人几乎或停止与 ＭＳＭ的性交；１／１０曾经历肛交，１／１０遭遇过性虐待。
１／３曾被辱骂和／或殴打，１／５不止一次被殴打。在婚期间１／３有婚外男性伴。不足３／１０做过 ＨＩＶ检测，５．
６％阳性。有婚史者１／３出现过性病症状。约３／５与ＭＳＭ性交时用过安全套，但为 ＭＳＭ口交、肛交时仅少
数人用过，知道真相后用套率明显升高。多数人知道真相后心理发生变化，２／５曾有强烈自杀念头，近１／１０
有过自杀未遂行为。ＣＥＳ－Ｄ发现９／１０有抑郁症状，ＳＣＬ－９０发现多种单项得分超过２分。３／１０知道同性
爱是正常现象。普遍认为ＭＳＭ隐瞒真相是对女性权益的严重伤害。多数人希望得到专业人员帮助。绝大
多数认为中国有关性教育严重不足，２／３认为保障ＭＳＭ权益有助于女性权益，９／１０认为应设立法律保护相
关女性权益。结论：该女性群体是一个易患艾滋病及性病和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亟需帮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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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责任和义务在面向ＭＳＭ和全社会的教育和权益保障方面采取行动。
【关键词】　女性；男男性行为者；固定性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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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代国际艾滋病（ＡＩＤＳ）防治界提出应开展对固定性
伴是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的女性的
科研，２０１１年国内相关医界也提出同样期待［１－４］，但由于复杂

的历史、文化及政治原因，有关研究至今阙如。现将作者２０１２
年对该种女性的有关健康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对该群体的相

关生活、态度和认知见另文。

对象和方法：调查对象均具备以下条件：（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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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男性伴和其他男子有性关系等。主要依托服务于固定性伴

（曾）是男同的女性的“同妻家园”网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进行
调查。

对该群体的在婚、离异、未婚亚群采用三种问卷（医学问题

相同），有关“当事”女性参与问卷修改。问卷约含２１０个问题，
另含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ＣＥＳ－Ｄ）和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对调查有４篇说明，包括“对本次调查的说明”、“关于性

病和艾滋病的一些认识”、“参加本项调查的知情同意书”等。

调查采用软件“问卷星”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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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写明组别时（样本未分组）
为三组亚人群均有参与。

!

　人口学状况
年龄（ｎ＝１４２）：平均３２８±６４（２２～５８）岁，中位数３１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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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９６２％（１２７），再婚３８％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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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及农村 ９７％（１４）。
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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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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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行为和一般生活

２１　性行为
与 ＭＳＭ婚前性交（ｎ＝１３３，不含未婚组）：有过 ５４９％

（７３），没有过 ４５１％（６０）。婚前曾性交者当时主要是（ｎ＝
７０）：ＭＳＭ主动７１４％（５０），自己主动２８６％（２０）；当时 ＭＳＭ
性交情况（ｎ＝７１）：能正常完成 ６９０％（４９），不能正常完成
４２％（３），在自己帮助下才能完成９９％（７），借助药物才能完
成１４％（１），需提前借助视频等刺激才能完成２８％（２），说不
清１２７％（９）。

与ＭＳＭ性交次数最多时曾（ｎ＝１２５）：每月 ８次或更多
１８４％（２３），每月 ４～７次 １８４％（２３），每月 １～３次 ２５６％
（３２），１～３个月１次９６％（１２），一年很少几次２８０％（３５）。

对自己的性交愿望，ＭＳＭ（ｎ＝１２８）：很冷淡２８１％（３６），用
应付态度完成２６６％（３４），能满足自己２５０％（３２），嘲笑并拒
绝６３％（８），以上情况都有过１４１％（１８）。

近６个月与ＭＳＭ性交频次（ｎ＝９４，在婚组）：每月８次或
更多６４％（６），每月４～７次５３％（５），每月１～３次１８１％
（１７），近６个月１～５次２８７％（２７），没有性交４１５％（３９）。

自己不知道（对方是 ＭＳＭ）真相前性交次数（ｎ＝１２７）：与
普通夫妻一样（每周有１～２次）２２０％（２８），次数较少（每月
１～３次）３７０％（４７），次数很少４０９％（５２）。

知道真相后性交次数（ｎ＝１２０）：次数明显减少 ２５０％
（３０），次数增加了１０８％（１３），和以往差不多２００％（２４），几
乎或完全停止４４２％（５３）。

如果完全停止性交，自己的态度是（ｎ＝１２９）：压抑６２０％
（８０），无所谓１９４％（２５），说不清１８６％（２４）。

与ＭＳＭ间的口交（ｎ＝１２４）：从没有过４３５％（５４），有过，
主要是自己为 ＭＳＭ３７９％（４７），有过，主要是 ＭＳＭ为自己
５６％（７），有过互相口交１２９％（１６）。

ＭＳＭ对自己的肛交（ｎ＝１１９）：有过 １０９％（１３），没有过
８９１％（１０６）。

性交时ＭＳＭ曾采用性虐待方式对待自己（ｎ＝１３１）：是
９９％（１３），否９０１％（１１８）。
２２　一般生活和相关认识及态度

知道真相的时间和ＭＳＭ的态度（ｎ＝１１８，不含未婚组）：自
己婚后发现但他承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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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后才知道但他
不承认４２％（５），他婚前告诉自己 ２５％（３），婚前自己发现
０９％（１）。婚后知道真相者知道的时间是婚后（ｎ＝１１８）：一年
内３８１％（４５），１～３年１９５％（２３），＞３年４２４％（５０）。

与ＭＳＭ婚姻存续期间 ＭＳＭ每月与其他 ＭＳＭ交往（含外
出交往和互联网交往）次数（ｎ＝９８，在婚组）：达到或超过８次
２２４％（２２），４～７次７１％（７），１～３次９２％（９），基本不和外
面的ＭＳＭ交往１２２％（１２），不清楚４９０％（４８）。

ＭＳＭ伴侣对自己（ｎ＝１２８）：长期冷淡７４２％（９５），辱骂过
３０５％（３９），打过 ２１９％（２８），长期体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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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对离异态度（ｎ＝９４，在婚组）：已准备坚决离１８１％
（１７），正考虑离 １３８％（１３），犹豫 ５５３％（５２），坚决不离
１２８％（１２）。

离异后ＭＳＭ会再婚（ｎ＝９８，在婚组）：是２９６％（２９），否
２５５％（２５），说不清４４９％（４４）。

与ＭＳＭ的婚姻持续时间（ｎ＝３０，离异组）：３～２１８个月，平
均（６６８±６５２）个月，中位数４５个月。

与ＭＳＭ在婚期间自己同其他男人性交情况（ｎ＝１３１，不含
未婚组）：没有其它男性伴 ６７９４％（８９），婚外男性伴 １人
２０６％（２７），婚外男性伴２～５人９９％（１３），婚外男性伴数超
过５人１５％（２）。

与ＭＳＭ在婚期间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原因（ｎ＝４１）：极度
不自信而想找回自信５１２％（２１），解决性饥渴４６３％（１９），发
泄对丈夫的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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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渴望被关怀、想有正
常男女间有感情的性生活、因为极度压抑等。最主要原因（ｎ＝
３６）：解决性饥渴３６１％（１３），极度不自信而想找回自信３０６％
（１１），发泄对丈夫的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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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别人发生过
性行为是在已确定他是 ＭＳＭ并决定离婚但没有签协议前、主
要原因是害怕对方是不正常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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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与性病等身体健康问题
３１　艾滋病

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ｎ＝１３３）：三个传
播途径均知道 ４２１％（５６），对有的传播途径不知道 ５７９％
（７７）。

ＨＩＶ感染和艾滋病发作是一回事（ｎ＝１３１）：是６９％（９），
否６９５％（９１），说不清２３７％（３１）。

艾滋病病人活着没有意义（ｎ＝１３４）：完全同意 ２８４％
（３８），比较同意３５１％（４７），不太同意１７２％（２３），完全不同
意９７％（１３），说不清９７％（１３）。

感染ＨＩＶ无法察觉，会长期没有症状（ｎ＝１２９）：是６４３％
（８３），否１１６％（１５），说不清２４０％（３１）。

怀疑或知道真相后自己才开始关心艾滋病和性病知识（ｎ
＝１３３）：是７７４％（１０３），否２２６％（３０）。
知道真相后认为自己感染 ＨＩＶ的危险性（ｎ＝１２６）：大

４７６％（６０），小 ２３０％（２９），没有危险 １８３％（２３），说不清
１１１％（１４）。

ＭＳＭ的女性伴应当做 ＨＩＶ检测（ｎ＝１３３）：是 ８１２％
（１０８），否８３％（１１），说不清１０５％（１４）。

自己做过 ＨＩＶ检测（ｎ＝１３０）：是 ２８５％（３７），否 ７１５％
（９３）。做过检测者的检测结果（ｎ＝３６）：阳性５６％（２），阴性
８８９％（３２），没去了解检测结果５６％（２）。未做过检测者准备
去检测（ｎ＝７６）：是１９７％（１５），否５３９％（４１），犹豫２６３％
（２０）。

ＭＳＭ性伴检测过ＨＩＶ（ｎ＝１２２）：是２１３％（２６），否２０５％
（２５），不清楚５８２％（７１）；检测过ＨＩＶ者的检测结果（ｎ＝２５）：
阳性１６０％（４），阴性７６０％（１９），不清楚８０％（２）。

本次调查后自己将去检测（ｎ＝１２１）：是２４８％（３０），否
４６３％（５６），未决定２８９（３５）。

（说明：２例ＨＩＶ阳性的女性均已离异，其前夫亦阳性；１例
ＨＩＶ阴性的女性在婚，其夫阳性；１例未婚女性未检测，但固定
男友ＨＩＶ阳性）
３２　性病

男性生殖器外观正常就是没有性病（ｎ＝１３２）：是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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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否２７３％（３６），说不清３７１％（４９）。
有些性病即便“治好”也可以有传染性（ｎ＝１３０）：是４９２％

（６４），否１２３％（１６），说不清３８５％（５０）。
有些性病可能引起死亡（ｎ＝１３３）：是 ８２７％（１１０），否

３８％（５），说不清１３５％（１８）。
女性患梅毒、淋病等性病后可以长期感觉不出来（ｎ＝

１２８）：是３３６％（４３），否２３４％（３０），说不清４３０％（５５）。
与ＭＳＭ婚后发生过以下一种或数种症状（ｎ＝１０２，不含未

婚组）：是３５３％（３６），否６４７％（６６）。包括：阴道有异常分泌
物５００％（１８），小便灼痛 ３６１％（１３），尿道有异常的分泌物
２７８％（１０），阴道及外阴溃疡／疼痛１６７％（６），肛门有分泌物
５６％（２），肛门溃疡／疼痛２８％（１），腹股沟淋巴结肿胀２８％
（１），其它５６％（２）。出现上述症状者对症状治疗过（ｎ＝３４）：
是７９４％（２７），否２０６％（７）。

ＭＳＭ曾把性病传染给自己（ｎ＝１３２）：是 １５２％（２０），否
７８０％（１０３），说不清６８％（９）。

自己曾患性病者所患性病是（ｎ＝２０）：尖锐湿疣 ２５０％
（５），衣原体病１００％（２），梅毒５０％（１），淋病５０％（１），支
原体病５０％（１），阴虱６００％（１２），其它５０％（１），生殖器疱
疹０％（０）。曾患“法定”上报性病者共９人。

本次调查后将去检查是否被传染了梅毒等性病（ｎ＝１２２）：
是２７０％（３３），否４２６％（５２），未决定３０３％（３７）。
３３　安全套使用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ｎ＝１３３）：完全同意
３１６％（４２），比较同意４３６％（５８），不太同意１３５％（１８），完
全不同意４５％（６），说不清６８％（９）。

和ＭＳＭ性交时用过安全套（ｎ＝１２９）：是５９７％（７７），否
４０３％（５２）。

曾为 ＭＳＭ口交者口交时 ＭＳＭ用过安全套（ｎ＝６２）：是
９７％（６），否９０３％（５６）。

曾与ＭＳＭ肛交者中肛交时 ＭＳＭ用过安全套（ｎ＝１３）：是
２３１％（３），否７６９％（１０）。曾用安全套肛交者肛交时用安全
套的情况（ｎ＝３）：每次用１００％（３）。

用过安全套者使用状况（ｎ＝７１）：偶尔用３３８％（２４），有时
用１２７％（９），多数用２５４％（１８），每次用２８２％（２０）。

用过安全套者知道真相前性交时使用状况（ｎ＝６７）：偶尔
用２８４％（１９），有时用１６４％（１１），多数用１７９％（１２），每次
用２２４％（１５），从未用１４９％（１０）；知道真相后使用状况（ｎ＝
５６）：偶尔用１６１（９），有时用８９％（５），多数用１０７％（６），每
次用５３６％（３０），从未用１０７％（６）。

参加本次调查后再和ＭＳＭ或其他男子性交时使用安全套
的态度（ｎ＝１１７）：会坚持每次用４１９％（４９），会经常用２９１％
（３４），不改变以往习惯２９１％（３４）。
３４　其它

曾人工流产者填写：知道真相后做过流产手术（ｎ＝１０３）：是
１３６％（１４人，含在婚组１１人，离异组３人），否８６４％（８９）。

在回答“知道真相的途径”时，１人写作“婚后他跟我只有肛交
行为因此开始怀疑”，１人写作“他给我传染尖锐湿疣”，１人回答性
病问题时写作“因为肛交导致我肛门破裂，得了痔疮”。

在婚者回答“自己未离异原因”时，１人写作“他已经染上
艾滋了，我不能做雪上加霜的事”，１人写作“我被传染上较严重
的尖锐湿疣，正在治疗”。

$

　心理健康及相关问题
知道真相后自己变得（ｎ＝１３６）：敏感 ６８４％（９３），多疑

６４７％（８８），暴躁５１５％（７０），对生活失去希望４８５％（６６），
有很强报复心２６５％（３６），头脑清醒、较为理智３３８％（４６）。
部分人添加解释，包括消沉、害怕，仇恨，变得很矛盾、少自信，

开始出轨找男友，决定迅速离婚、保护自己的孩子。此外，在回

答向周围何人讲过自己的遭遇时，１人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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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异组离异原因包括（ｎ＝３３）：夫妻性生活严重不和谐
５７６％（１９），怕传染疾病２４２％（８），对方打自己１２１％（４），
等。最重要原因包括（ｎ＝３０）：性生活严重不和谐１３３％（４），
对方打自己３３％（１），怕传染疾病３３％（１），等。部分人添加
解释，其中４人分别写作“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他对我实
施冷暴力”，“我总是很悲伤，家庭气氛非常不和谐，爱哭”，“继

续生活对我而言是种耻辱，我不想没有尊严”。

知道真相后有过强烈自杀念头（ｎ＝１３１）：是４０５％（５３），
否５９５％（７８）；有过自杀未遂行为（ｎ＝１３１）：是９２％（１２），否
９０８％（１１９）。

ＣＥＳ－Ｄ结果（ｎ＝１４２）：有抑郁症状 ９１５％（１３０，≥２０
分），可能有抑郁症状４９％（７，１６～１９分），无抑郁症状３５％
（５，≤１５分）。

ＳＣＬ－９０结果（ｎ＝１３６）：总分１８４０３７±５９７１８，单项均分
２０４５±０６６４。数据显示在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方
面的单项得分超过２分。

近一周内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该题取自 ＳＣＬ－９０，ｎ＝
１３６）：没有７７２％（１０５），很轻１４０％（１９），中等５１％（７），偏
重３７％（５），严重０％（０）。
*

　社会支持状况
知道真相时才明白ＭＳＭ可能就在身边（ｎ＝１３６）：是９２６

（１２６），否７４％（１０）。
和自己离异后前夫会再婚（ｎ＝３３，离异组）：是２４２％（８），否

２１２％（７），说不清５４５％（１８）。离异后自己常怀疑接触的每个男
性都是ＭＳＭ（ｎ＝３１，离异组）：是６１３％（１９），否３８７％（１２）。

离异时（ｎ＝３３，离异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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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家中多数财产６１％（２），对方“净身出户”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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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性生活满意，会容忍 ＭＳＭ伴侣和男人有性行为（ｎ＝
１３８）：是９４％（１３），否７６８％（１０６），看第三者（那个男人）表
现而定２２％（３），说不清１１６％（１６）。

自己认为（ｎ＝１２８）：ＭＳＭ不应与一般女性结婚 ８４４％
（１０８），已婚ＭＳＭ应尽早离婚７０％（９），已婚ＭＳＭ应坚决隐瞒
事实０８％（１），说不清７８％（１０）。

ＭＳＭ隐瞒真相结婚是对女性权益的严重损害（ｎ＝１３５）：是
９１１％（１２３），否２２％（３），说不清６７％（９）。和ＭＳ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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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因为真相而苦恼时得到过帮助（ｎ＝１４０）：是 ８９３％
（１２５），否１０７％（１５）。帮助过自己的有（ｎ＝１２５）：心理专家
９６％（１２），网上不属于心理方面的专家１５２％（１９），等。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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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提供了最重要帮助的人是（ｎ＝１０８，不含未婚组）：心理专家
２８％（３），网上不属于心理方面的专家７４％（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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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专家 ４２７％（５６），艾滋病性病专家
１９１％（２５），媒体１５３％（２０），其他１１５％（１５）。

嫁给 ＭＳＭ没有正常性生活时，发生婚外性关系不应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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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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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对ＭＳＭ应当（ｎ＝１３９）：积极包容５２５％（７３），打击
１４４％（２０），说不清３３１％（４６）。保障 ＭＳＭ权益有助于他们
不和一般女性结婚（ｎ＝１３９）：是６７６％（９４），否１１５％（１６），
说不清２０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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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本项研究是有关固定性伴是 ＭＳＭ的女性与性传播感染、

心理健康等研究的原创性本土化探索，给出了该种女性身心健

康等的大量数据等。经检索，国内外医界未见对该群体的性传

播感染研究，亦未见有对该群体的各种定量研究。据估测，中

国配偶是和曾是ＭＳＭ的女性人口数值超过９００万人，中国配偶
是和曾是男同的女性人口数量不少于１４００万，她们分别生活在
和ＭＳＭ有关的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有可能发生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见另文）。本项研究揭示了医界长期

无视的该庞大女性群体健康问题之真相的一角，此即研究的重

要价值所在。

中国医界已介绍了中国同性性行为者在权益方面的持续

发展，并从多角度初步阐释了中国男同中艾滋病流行与人权保

障间的关系［５－７］，但尚未较多意识到性向歧视与性别歧视的某

种共生、依存、互动和彼此支撑关系，与由此衍生的大量健康问

题。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界刘伯红指出，在多种交叉发生的

社会歧视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显现和隐蔽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

题；性别不平等是最普遍的不平等，它与婚姻、性向等交叉，使

女性因多重身份成为各种不利群体中更为不利的人；应强调实

质性平等或结果平等［８，９］。中国医界需要在这一基准上对该女

性群体权益保障进行生命伦理学论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宣

教等大力推动关于性别平等、性向平等教育，提升相关群体认

知和健康水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开放和平等等

人权理念的普及，一般女性和不同性向男子间的婚恋会相应减

少，从而减少女性中有关健康问题的发生。

［在此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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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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ｏｌｏｍｏｎＳＳ，ＭｅｈｔａＳ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ＩＶ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ｏｎｔｈｅｗｉｖｅｓｏｆｍａｒｒｉｅｄ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ａｎ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ＩＶ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ＡＩＤＳＳｏｃ，２０１０
（２３）：１３．

［３］　ＪａｎｅＱｉｕ．ＳｔｉｇｍａｏｆＨＩＶｉｍｐｅｒｉｌｓｈａｒｄ－ｗｏｎｓｔｒｉｄｅｓｉｎｓａｖｉｎｇｌｉｖ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３２（１０）：１２５３－１２５４．

［４］　郑毓芳，潘承恩，张仁芳，等．上海市男男同性性传播ＡＩＤＳ病人的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１，１７（５）：５２３－５２５．

［５］　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ＪｏａｎＫａｕｆｍａ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Ｓｅｘ
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Ｃｈｉ
ｎａ．Ｉｎ：ＧｅｅｔａｎｊａｌｉＭｉｓｒａ，ＲａｄｈｉｋａＣｈａｎｄｉｒａｍａｎｉ．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１ｓｔｅｄ．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ａＰｖｔＬｔｄ；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ｔｄ，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５：１１３－１３０．

［６］　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ｔ，ＡＩ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ｒ
ｅｃｈ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Ｔ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Ｗ．Ｈｏｐｆ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９（３６）：８４－８９．［张北川．同
性爱、艾滋政治与人权建设．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４，１３（５）：３５－３７．］

［７］　王滨有．性健康教育学．同性爱／张北川，李秀芳．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４２－１５３．

［８］　《朋友》顾问刘伯红教授有关同妻文章的信．朋友通信，２００９
（６９）：５４．

［９］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ｐｅａｕ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３．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ｉｕＢｏｈｏｎｇ．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５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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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性别考古学简析
鲍玉珩

!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艺术系，美国

【摘　要】　随着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当代考古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女性主义学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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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领域的兴起虽然不过３０多年，但却对西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界虽然不乏对
于性与性别问题的探讨，但是运用“性与性别考古学”理论和视角进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作者集目

前西方有关“性与性别考古学”的资料进行梳理，将这一新兴学科介绍给国内，希望引起中国有关学术领域

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对于性与性别研究的关注，以促进中国性与性别考古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科学技
术史、性学研究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考古学；性与性别研究；性与性别考古学；女性主义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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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与性别考古学（Ｓｅｘ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有时也称之
为女性主义考古学（ｔｈｅ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是近３０多年来在
西方考古学界日益兴起的一个新型学科研究领域。它一方面

致力于对传统考古学实践中的性别问题特别是性别公正问题

进行考察，要求恢复和确认女考古学家在考古学领域的地位与

贡献，并且为女考古学家谋求更为平等的职业环境和待遇；另

一方面，也对于传统考古学理论及其研究内容存在的性别问题

进行分析与反思，力图从全新的性与性别的视角对于考古资料

进行新的诠释，从而揭示史前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的性

与性别关系肯性与性别观念等。

!

　性考古学的渊源
考古学（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在西方国家一般被归属在人文学科领

域之内，在中国则是属于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一些

国家多从属于人类学，还有划归艺术史的。考古学的任务在于

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

古代社会的历史；物质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等。

早在公元１～２世纪，中国就出现“考古”一词。泛指研究
古代的学问。

到了北宋中叶，大约在１１世纪左右，诞生了一门研究青铜
器和石刻的学问或学科即金石学，而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

公元１０９２年就有一部名为《考古图》的著作问世，就已经率先
使用了了“考古”一词［１］。

而近代西方考古学则开始于２０世纪初期，随着一些西方学
者到田野古迹遗址进行考察研究，于是形成了一门名为“田野

考古学”的学科。以后该学科不断发展而成为现代考古学。

相比较传统考古学，性别考古学或性考古学就相对年轻一

些，性别考古学产生的动力源泉来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后

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潮。在各个历史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

是不同的，因而面对各种社会学科的影响也有差异。相对于女权

主义对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渗透与影响，女权主义对传

统考古学的影响较晚。女权主义思潮从１９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
期开始出现，在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之后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出现了斗争目标不同的派别，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女权主

义称之为现代女权主义。随后单纯强调女权主义带来诸多社会

问题，以及极致的强调女权主义也导致男权主义的翻版，此后又

产生了多元价值观的新女权主义或称为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

考古学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是女性考古学家在考古实践中遇到的性别歧视；第二则是考古

内容解释方面存在的传统定向的“男性化”视角。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性别考古学家开始逐渐走出为女性
考古学家争取平等地位的研究范围，而开始注意到“考古学领域的

性别差异和偏见与歧视还体现在学界对考古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研

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以及对材料的解释上。”［２］

"

　斯佩克特的《考古学与性别研究》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英国第一位女性考古学家是陶赛

·林洛德（ＤｏｒｏｔｈｙＬｉｒｒｏｄ），虽然她很早就参加了英国的田野考
古活动，但一直没有获得确认，直到１９３７年她才被任命为牛津
大学的教授。此后，很少有女性考古学家参加田野考古活动。

现代性别考古学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兴起
时才得以出现的。美国女教授玛格丽特·康姬（ＭａｒｇａｒｔＣｏｎ
ｋｅｙ）和珍尼特·斯佩克特（ＪａｎｅｔＳｐｅｃｔｏｒｓ）在１９８６年共同发表
了一篇题为《考古学与性别研究》一文，其文可以称为性别考古

学的开山之作。她们两位女教授在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

立性别考古的清晰构架，要从考古资料中观察历史上有关性别

的发展与演进，从多维度和多方面社会现象来观察研究，既包

括特定文化下不同性别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包括强调男女个人

的自我感受，还包括特定社会背景中的性别意识形态等。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久，斯佩克特出版了她的

性别考古学的代表作《角柄椎的意蕴》一书。正如一些学者评

论的那样：斯佩克特“她突破男性和外来殖民者的视角，从角柄

椎对瓦普顿女性的意义出发，复员瓦普顿村宗教领袖的家庭组

成和关系，作为社会活动的女红比赛，角柄椎的制作和使用制

度，瓦普顿人的迁徙周期，公房结构乃至小川流的夏末天气气

候等种种材料，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故事。”同时，斯佩克

特的贡献还体现在考古学的写作方式的转变上，她以性别作为

突破点，在一个新的深层面上，足以引发考古学家们在不同种

族，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等需求上打开新的突破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佩克特等提出的性别考古学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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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考古学革新的作用与意义，是值得赞赏的［３］。

#

　林嘉琳与孙岩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在性别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研究策略上，加拿大考古学家不

莱赖恩·海登教授所提出的建议值得借鉴。海登教授认为研

究性别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律性的或理论通则的方法；一种

是具体的方法。此外海登博士还提出性别考古学的六种研究

方法：（１）比较民族志研究：确定一种特殊的行为是否具有普遍
性，并且如何解释这种普遍性；（２）骨骼与葬俗研究：对骨骼进
行病理学分析可以断定其性别、其生前的生活条件以及劳动强

度。墓葬的处置、不同性别的葬俗处置以及随葬品的不同等，

这些都是其性别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信息来源；（３）古代文献资
料：早期文献记载对于了解古代女性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但是由于文献记载受到当时具体文化的制约，所以文献作

者不免出现一定的局限性；（４）艺术与神话：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图腾和符号是考古学研究的具体材料；（５）生理学研究：男男女
女在生理上的差异也是性别考古学要注意的一个方面；（６）比
较动物学研究：指通过观察高等灵长类动物比如黑猩猩的两性

差别，来和人类男女两性进行比较研究等［４］。

布莱恩·海登教授的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西方性

别考古学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西
方性别考古学家逐渐走出为女性考古学家填补历史、争取平等

地位的研究范围，开始注意到“考古学领域的性别偏见与歧视

还体现在学界对考古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

用以及材料的解释上”。

从９０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考
古阶段，也被称之为后现代时期的考古学。这时期，性别考古

学已经从以女性研究为主发展成为对于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

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系的探索。随着西方

整个考古学的发展，特别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当代考古学研究的

兴起与发展，当代西方性别考古学也成为一门当红的学科。

“妇女”和“性别”概念隐含的本质主义观念进一步受到批判，非

欧美地区的性别考古学开始引起关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中的

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的建构及其差异，逐渐成为了新的研究课

题，这样当代性别考古学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出现了由林嘉琳和孙

岩主编的题为《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对于这部专著，

一些学者包括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篇之

作。虽然，中国考古学界不乏关于性别的讨论，但运用“性别考

古学”理论与视角的研究尚未出现，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来，林

嘉琳和孙岩主编的这部《性别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一书，就成为

了当代中国考古学专著中第一部讨论考古学中的性别问题的

专著。该专著按照时代顺序分为新石器时代、商代、周代和汉

代等四个部分，分别从墓葬、聚落、文物和文献等方面探讨了古

代中国的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展现了性别视角应用于

中国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引起

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

但是，严格说来，这本书称不上一部考古学专著，充其量不

过是一部中国考古论文汇辑，因为这是美国学者林嘉琳博士和

孙岩先生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性别研究论文汇

编成集的。

$

　中国考古学的性别研究：过去与现状
根据一些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

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国考古学诞生

之际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一些中国考古学家主要借用出

土的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代表人物如

郭沫若、胡厚宜、夏鼐等人，虽然他们未以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

主题，但是，已经开始涉及到考古学的性别问题。第二阶段为

建国以来直到８０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是在马克思
主义考古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资料对于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女性在史前和早期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地

位、两性的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关系、性别观念和变化等内容。

在这些研究中中国特有的性别考古研究已经基本确定了，在这

些研究中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诸如郭沫若、夏鼐、

李学勤等。第三阶段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考古学
理论与方法开始引进，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逐步开始影响中国考

古学模式，包括西方性别考古学概念，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有关

性别研究问题的研究还处在保守阶段，未能开展起来。

近年来，中国和海外考古学家都对中国汉墓出土文物进行

了有关性别考古学研究，如 Ｄｅｓｐｅｕｘ，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ａｎｄＬｉｖｉａＫｏｈｎ，
ｗｏｍｅｎｉｎＤａｏｉｓｍ，ｄｉｋｏｔ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ｅｘ，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ｅｓｉｅｃａＬｅｏ，Ｓｅｘ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等著作，都在不同程
度上讨论了中国汉墓考古出土的文物与古代性别的关系，可以

说他们的研究也丰富了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５］。

在中国国内一些考古学家也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性别考古

学专著，如李零教授所著《中国方术正考》一书等，以及陈海先

生所发表的论文《Ｇ－点与西汉女用性玩具考》一文等，这些论
文和专著被西方学术界推崇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

下面我们不妨看一些陈海先生的论文的要点。话题还要从

２００２年陕西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郊的明珠新家园基建工地进
行考古挖掘，从 Ｍ－５４西汉汉墓出土的葬品中发现了一批青
铜、骨质遗物等说起。其中有四件青铜质性玩具，系模拟男性

阴茎形象之物，还有七件骨质器物，形状无法断定，用途和名称

不明，但是其中一件与铜质男根套合放置，并有布帛包裹的收

藏痕迹。

陈海先生同其他几个考古学家讨论后，认为这些东西是西

汉妇女所使用的性玩具，也有一些学者把这些东西统称之为性器。

前面提到有四件为铜质男性阴茎状物件，那其他七件骨质器物是何

东西呢？根据考古调查报告，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中编号为５，
６，７，８的四件物品，是用牛腿管骨加工制成的，其前段两侧各开有
两个纵矩形通孔，使得此管骨形成头环、中环和根环三个前后并列

贯通的环，其间上下各由两段腹梁脊梁连接，组成管状三环多孔框

架结构。有趣的是，这几件骨质物件的长度大多和男根长度相似。

从其造型和长度，考古学家断定为女性的性玩具或性用品。陈海先

生认为这些性玩具或性用品应该是西汉后宫的宫中之物［６］。

笔者认为，尽管陈海等人的研究论文尚不够完美、全面，但这

确实是一篇试图把性别研究引入进中国考古学的有益的作品，这也

标志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当代考古阶段［７］。笔者认

为，在我国应该鼓励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新型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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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年早春，一位素衫布衣的壮老之人站在太平洋的彼
岸，开始了他５０岁后的求学之旅。他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性
学旗手———阮芳赋教授，他不顾天命已过的年纪，毅然抛弃了

大学教授的头衔，以一个白丁之身，入读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

研究院。

!

　在旧中国战乱的废墟上迎接解放，立志习医
１９３５年４月，阮芳赋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普通人家，

在贫穷与战乱中度过了自己的艰苦童年。１９４９年随着全国解
放，在他的青年时代终于获得了一个光明的未来，１９５４年高中
毕业的他毅然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至１９５９年本科毕业获
医学学士学位。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曾在生理学教研室留校从教，师从著名生理
学家王志均院士，专业方向为生殖生理学。１９７３年，正值文革
后期，阮芳赋凭借早年读书时显露出的“文艺青年”的才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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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理论批判组”，初显较深的文学造诣。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以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北京
医学院因动乱一度停滞８年的医史学教研室，随着北医新党委
的组建，在当时党委书记李资平、副书记彭瑞骢等领导的关照

下，中国西医教育体系中的第一个医学史学科———北医医史学

教研室正式恢复重建。当年作为医史教研室的唯一继承人只

剩下了北大医院中医科的程之范教授。面对新学科人员出现

的断层，由十分熟悉北医人员结构、被北医人谐称为“北医活字

典”的彭瑞骢书记，从医学院的不同部门抽调了几位文字功底

好的科研人员充实到医史教研室，阮芳赋老师就是其中的

一位。

提起新组建的医史教研室，不仅有医药学专家，还有一位

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刑法学权威高铭暄教授。医史教研室

从文革停办时的一人，经过彭书记的“输血”，又兵强马壮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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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入医史学教研室

阮芳赋在医史教研室，当年比起其他各位学长是名符其实

的少壮派，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位。最长者是中国医史学科的奠

基人———李涛教授的弟子程之范教授（１９２２年）；第二位即高铭
暄（１９２９年）；还有一位是药科毕业的宋之琪女士（１９３３年）。
笔者１９８３年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医史教研室，成为了上述几
位前辈的资料员。在笔者到北医的前一年，因人民大学重组法

律系，高铭暄被召回了。从１９５８年时起程之范一直独自一人维
持教研室至１９６６年“文革”，他自１９７５年被医学院党委从医院
抽调到院部“理论批判组”写文章，１９７９年经彭瑞骢书记为医史
教研室补充兵员，而使该室重又有了一定规模，并由程担任主

任一职，直至８０岁退休。程之范之于阮芳赋，既是老师、又是学
长，阮芳赋临出国前曾感慨道：“在医史教研室的几年里是我一

生中过得最充实的一段难忘光阴，程老对我的帮助仅仅用几句

话是无法表达的。”在８０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学术气氛日
益浓烈，程老用他特有的哲辩思维，从医学历史的角度为阮芳

赋开启了我国古代性学发展的研究思路。在中华医史学会的

多次全国年会上，阮芳赋都提交了十分出色的中外性学史

论文。

提到研究性学或性学史，即使在８０年代也并非一帆风顺。
记得１９８４年中华医学会在黄山举办医史分会年会，会上阮芳赋
提交了关于《人类性激素的发现史》的论文，当年医史分会领导

钱信忠（原卫生部长）、陈海峰（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皆认为阮

的观点新颖、有突破，并安排了大会发言，结果引起举座哗然，

许多中医史方面的代表认为，在正规的学术会议上谈性学有伤

大雅，阮芳赋不得已与其争论起来。然而正是阮芳赋的侃侃而

谈，在会场上赢得了许多年轻助教们的关注。回到北京后纷纷

与阮联系，此后不少人都与阮合作发表过性学作品。

阮芳赋在１９８０年代，为了发表性学作品，更为了中国人能
有一片学术自由的试验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理论界的同

道，借助“思想解放”的春风，创刊了一份叫做《未定稿》的探索

性刊物，他早期的一部分性学作品皆发表于此。

自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务虚会以后，全国开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阮芳赋开始尝

试着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有关医学中的行为学问题，并用不长

的时间就写出了当时中国第一本《医学概论讲义》，并在北医开

设出除《医学史》和《医学心理》以外的又一门医学人文课程

《医学概论》，这为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在随后的几年里，阮芳赋又编写出版了《医学逻辑学》、《医

学社会学》等，又与北医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合写了《优

生学》等医学交叉学科著作。

作为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即组建家庭。中国的科学家有一

个共同的特性———吃苦耐劳，阮芳赋也不例外，他除了爬格子、

熬夜，对自己的生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１９８２年阮芳赋第二
次组建家庭，妻子是原卫生部的普通公务员明路女士。说到他

们的婚房寒酸至极，确切说那是一间５０年代遗留下来的办公
室，产权属于北大医院，使用权属于医史教研室，面积不足１５平
米，位于西皇城根后库一带，结构为民国时代的旧砖楼、屋内的

民国旧书柜装满２０至５０年代的旧书刊等，室内尘螨遍屋，２０
年无人居住，窗户挂了一个红色幕布，靠墙贴了几张白纸，摆放

两张行军床及两张民国写字桌、一个民国硬木单门衣柜及一些

旧家俱。说到裸婚，可谓裸至极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一部跨越时代的著名医书———《性知识手册》诞生。阮芳赋

在此住了四、五年，直至１９８５年冬出国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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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编《性知识手册》，初版发行
*/

万册。

１９８４年阮芳赋通过北医生理学教研室的于英心教授，组织
北医的几位研究生参与其中，由阮亲任主编，这是一部在当时

极具影响力的性学教本———《性知识手册》，跨越医学，从人文

社会学的视角第一次向中国人诠释了性的概念与意义。他在

此书中提出：“假如我们要给‘性学’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可以

说：性学乃是对于有关‘性’方面的一切的科学研究；或者说，性

学乃是研究‘性’的科学。对于‘性’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

或角度来进行，例如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卫生学、临床

学、治疗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民俗学、人类

学、文学等等方面来研究‘性’。这样便有了性解剖学、性生理

学、性社会学、性政治学、性伦理学、性哲学、性民俗学、性人类

学、性文学等等不同的领域。广义的性学，便是这一切‘性研

究’领域的总称。”［１］

这本书的问世打破了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性学书籍及谈性

色变的窘境。《性知识手册》的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改

革开放后第一次“性学热”。

阮芳赋在此期间，又率先倡导出西方人对性的最新理解，

“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是无时不在的，
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用的。对每一个人来说，人人有性，一

生有性，从生到死，绵延不断。性与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性与生

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性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性与人类的文化和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性的内涵是无限丰

富的，它的外延也是无限多样的。性学的领域，也是极为广阔，

极为诱人的。性是万有的。很值得用一部万有文库来探讨和

描绘这多层次的性象的万有。”［２］２０年后，他终于在台湾与台湾
的性学家们编纂了更大部头的巨著———《性学万有文库》，再任

主编。

在完成了一部部里程碑式的各色性学文集后，年逾５０开外
的他，不甘寂寞，在晚年来临之际，勇敢地走出国门，踏出了一

条留学之路。１９８５年冬，由笔者发起，在当代著名医学史家程
之范教授的家里，在程老的煤油炉上为他出行而烹制了美味羊

肉和拔丝山芋等。晚宴虽然是简陋的，然而却充满了集体和同

志间的友谊，及多代人之间的忘年深情。在那个寒冷而温情的

夜晚，他那江西人特有的快语，始终滔滔不绝，经常会引得在场

的程、宋和笔者不断捧腹之。在那个夜晚，笔者听到了许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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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曾听说的医学故事，这些老辈医人的经历悄然引导笔者，

确立了专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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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留学美国旧金山“全美高级性学研究院”

阮芳赋留美期间，重新对“性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性学”

一词是在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６年）由布洛赫（Ｉ．Ｂｌｏｃｈ）首先创用的。
布洛赫是一位知识极为渊博的医学家，他首先将民族学、人类

学的方法引入性障碍的研究。他对“性学”所下的定义是相当

广泛的。在他的名著《当代的性生活》一书中论及：从医学角度

研究性生活，永远应是性科学的核心，然而仅此还不足以恰当

地处理好性生活与人类生活其它领域多方面的关系。考虑到

性爱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与人类文明进化

的关系，性学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分支，应成为总的“人类科

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的一部分。
设在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ＩＡＳＨＳ）于１９７６年６月８日创
办。是世界第一所性学研究生院。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开学，一年
之后，经过加州政府教育部的检查审定，准予授“性学硕士”、“性

学博士”、“性学教育学博士”和“性学哲学博士”四种高级学位。

近年，还增设有性公共卫生硕士、艾滋病预防、临床性学、性法学、

色情品研究学证书等班别。美国和亚洲国家不同，并无“国立”

（联邦）大学，所有高等学校都是由所在的州政府来审查认可的。

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有很多名校，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柏克莱加大、洛杉矶加大等等。ＩＡＳＨＳ主要创建人为原被基
督教卫理公会委派进行有关人类“性别同一性”研究的神学硕士

麦基尔文纳牧师（ＴｅｄＭｃＩｌｖｅｎｎａ，现仍任院长）和神学硕士萨顿
牧师（ＬａｉｒｄＳｕｔｔｏｎ，曾任多媒体传播部主任教授）。

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院长麦基尔文纳博士，是研究“性

与健康”这一课题的著名专家，他领导进行着一项例数达３７５００
位成年人的调查，以揭示有规律的性交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作

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具有主动活跃的性生活的人，更

少焦虑，更少出现暴力和敌意，也更少抱怨，更少把不幸、不快

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因而也就更少和人们处在冲突和紧张的

关系之中。同时也发现，性生活对身体免疫系统有支持作用，

可以缓解疼痛、调节内分泌、改善精神状态。有很多益处仅在

长期的良好性生活之中才得以确立，所以有美满婚姻的伴侣会

有最多的收益。良好的性生活使人们成为好的夫妻、好的父母

和好的朋友，使人际关系变得轻松愉悦。该研究机构是迄今为

止全球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专攻性学的世界性的科研机构。

１９７６年后，随着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的建立，研
究性学的医生日益增多，经大约３０年的发展，后继者众。直到
２００５年，台湾的树德科技大学也成立了性学研究所，成为一个
既有硕士学位、也有哲学博士学位，在校生在１２０人以上的世界
上最大的高级学位性学教育机构。阮芳赋同时也是该机构的

导师之一。

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阮芳赋大约花费了４年时间，才最后
写完他的性哲学博士论文，他的题目就是早些年在国内收集的

各种性学古籍，从中提炼成文———《中国性事考》。提到他收集

资料，在笔者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往事，那是１９８４年，阮芳赋事
先联系好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负责人，约定某日去查明万历版

的《金瓶梅》，事前他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好一套洁版《金瓶

梅》，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个个被删节内容的章回目次

和页码，然后带着这个本子去了北图。他随身带些食物和水，

一座就是一天。他把全书中所有删节文字，靠手抄全部补齐，

费时约３０天，字数达６５０００字。不久后，他又得知明朝的《肉蒲
团》是我国古代最开放的一部“淫书”，市场上根本无法见到。

他再一次如法炮制，准备了四个笔记本，费时更长，全部手抄，

全书约２５万字。
正是如此的刻苦精神方才造就了如此的饱学博士。１９９０

年在异国他乡，终于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位美籍性哲学博士的头

衔。当你领略了阮芳赋在我国当代所做的诸多性学成就及著

述，流畅中会使人“性”悦宜人；他就像在大洋彼岸，或者海峡岸

边，用那聪睿的英眸，鼓起厚重之唇不断地为中国性学鼓吹和

呐喊！

同性恋是阮芳赋性学研究中关注的又一个焦点性问题。

他早在１９８４年就在多家媒体发表过《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３］

一文。文章对同性恋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描写甚细。精彩处

略加引述，以飨同仁，录如下：

第一个例子是清朝初年男性同性恋者热中的苏州人王郎。

王郎名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年三十，游长安，许多豪

门贵族争相宠爱，为了得到与王郎的同性爱恋，虽死不辞。许

多著名学者和诗人例如吴梅村、钱谦益等都曾争相歌颂。

第二个例子是清代杰出的学者和大臣华沅（字秋帆）与李

郎的同性恋。１７６０年华沅中状元时，李郎被称为状元夫人；华
沅的官做得相当大，他的幕僚也跟着有同性恋的癖习。据钱泳

在《履园丛话》中的记载：“华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

大半有断袖之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协，欢情亦畅。

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

署侍候。或问：为何？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

笑者，有不敢笑者。后先生移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

此语，时余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

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要一千名士兵才能把“兔

子”都打出去，虽为笑语，也足见在座同性恋者数量之多，华秋

帆的官署简直是同性恋者的俱乐部了。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清朝乾隆、嘉庆年代盛行“相公业”。

相公的本义是上层社会中的年轻男子，但在清朝也用它来称扮

演女人的男演员，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一种

称呼。“相公业”一词中的相公，指的就是供男性同性恋者作为

性爱对象的男人。后来有人觉得这样使用“相公”一词不妥，便

改称“相姑”或“像姑”。在北平“相公业”一度很盛，他们营业

的地方称为“相公堂子”或“相姑堂子”。“相公”是演戏中女性

角色的男演员，他们平日打扮也女性味十足，说话嗲声嗲气，身

上洒满香水，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很能使一些同性恋者着迷。

相公堂子（相姑堂子）直到清末民初才废止，小旦才专心一意的

以唱戏为业，不再出卖肉体，作同性恋的对象了。清代还有一

种处所提供男性同性恋的物件，那就是某些道观。南京曾有一

个“朝天宫”，据说是一个有名的“供应小道士”的男妓窟，多数

用以招待有同性恋癖好的达官豪客，索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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