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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左贡县医院妇科门诊疾病谱分析
王玢１　洛松次登２　万荣２　冯正勇２　扎西松姆２　德尕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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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西藏左贡县医院妇科门诊妇科疾病谱，探讨当地妇女妇科疾病的发病特点，
为制定预防和治疗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期间左贡县医院妇科门诊
就诊病例１１８３例。结果：妇科疾病发病率前５位顺次为：慢性宫颈炎（４１５０％）、阴道炎（３６０１％）、盆腔炎
（１４６２％）、子宫肌瘤（３６３％）、功能性子宫出血（２８７％）。同时患有２种以上炎症性疾病的占３３１３％，
妇科炎症性疾病总发病率９２１３％，明显高于国内报道；子宫肌瘤及功能性子宫出血发病率均低于国内报
道。结论：西藏左贡县受特殊地理环境及特殊民族风俗影响，女性性生活开始较早、分娩次数较多、卫生经

济状况较差，妇科炎症性疾病发病率较高，特别是两种以上炎症同时发病较多。做好计划生育的宣教、降低

人工流产率、减少分娩次数、加强流产后及产后妇女的保健、加大对于基层妇产科专业人员的帮扶等，对于

降低妇科炎症性疾病发病率、提高当地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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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器多数是对外开放性的器官，容易受到外界病原
微生物的感染，同时因为承担着性交、分娩、避孕等重要的功

能，生殖道上皮容易损伤，因而妇科炎症性疾病发病率居妇科

所有疾病的首位。阴道炎、宫颈人乳头状瘤感染及盆腔炎等严

重威胁着女性的生殖健康，造成工作、生活和身心健康等质量下

降。西藏左贡县受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民族风俗习惯及卫

生经济不发达等因素影响，妇科炎症性疾病发病率高于内地的

报道。本研究客观分析了西藏左贡县妇科疾病谱构成特点、妇

科炎症性疾病所占比重，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定妇科疾病的

防治措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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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９月空军总医院帮带西藏左贡县医
院期间妇科门诊就诊的１１８３例患者进行了分析，旨在找出当地
门诊妇科疾病的分类特点，为制定预防和治疗措施、提高藏族

地区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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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患者年龄１８～６３岁，平均（２９３４±２８１）岁，４０岁以下占
８８２％。藏族女性占７９３９％，汉族女性占２０６１％。结婚年龄
１７～３２岁，平均（２１８２±３２６）岁。孕次１～１５次，平均（４６２
±１２６）次；产次１～１３次，平均（４８３±２５４）次，分娩２次及以
上者占９３９％。最高学历小学以上者占７８９％，大专及以上学
历者占１８６７％。采取避孕措施者占５２９％。
１２　方法

对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盆腔炎同时合并阴道炎或／
和宫颈炎按盆腔炎计算，宫颈炎合并阴道炎按宫颈炎计算，阴

道炎发病例数指单一患阴道炎，不包括同时合并盆腔炎及宫颈

炎者。疾病构成以百分比计算和比较。

"

　结果
排在前５位的疾病顺位依次为：慢性宫颈炎、阴道炎、盆腔

炎、子宫肌瘤、功能性子宫出血。其中慢性宫颈炎发病率

４１５０％，居各种疾病之首；阴道炎发病率３６０１％，居其次；盆
腔炎发病率 １４６２％，居第 ３位；炎症性疾病总发病率为
９２１３％，同时患２种以上炎症性疾病者３６１例，占炎症性疾病
的３３１３％，子宫肌瘤发病率３６３％，功能性子宫出血发病率
３０４％。１０８３例妇科疾病种类及百分比见表１。

表１　妇科疾病种类分布情况

疾病种类 患病人数（ｎ） 构成比（％） 顺位

慢性宫颈炎 ４９１ ４１５０ １

阴道炎 ４２６ ３６０１ ２

盆腔炎 １７３ １４６２ ３

子宫肌瘤 ４３ ３６３ ４

功能性子宫出血 ３４ ２８７ ５

卵巢囊肿 １０ ０８５ ６

宫外孕 ２ ０１７ ７

外阴白斑 ２ ０１７ ７

子宫脱垂 １ ００８ ９

阴道壁囊肿 １ ００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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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西藏左贡县海拔最高５４３４ｍ，平均海拔３７５０ｍ，氧气稀薄，

加上早婚、早育、多产、医疗卫生条件差及特殊的民族宗教风俗

习惯等影响，妇女病的发病有其特殊性。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７月至
９月空军总医院帮带左贡县医院期间妇科门诊就诊的１１８３例
患者疾病种类特点进行了分析。就诊者平均年龄２９３４岁，其
中８８２％为４０岁以下年轻女性，对于当地生育年龄妇女妇科
疾病的发病情况具有代表意义，对于分析当地生育年龄妇女的

妇科疾病分布具有一定的价值。１１８３例患者中，妇科疾病前５

位顺位为：慢性宫颈炎、阴道炎、盆腔炎、子宫肌瘤、功能性子宫

出血。生殖道感染占比例最高达 ９２１３％，其中宫颈炎性疾病
居首位占 ４１５０％，其次为阴道炎占 ３６０１％、盆腔炎占
１４６２％，２种以上炎症同时存在的比例较高占３３１３％。发病
第４顺位为子宫肌瘤占３６３％，第５顺位为功能性子宫出血占
２８７％，子宫肌瘤及功能性子宫出血的发病率低于内地的报
道［１－３］。当地炎症性疾病比例９２１３％明显高于国内２９１０％
～７１９９的报道［４－７］，国外报道在１７岁以上女性普查中盆腔炎
发病率仅为０２８％ ～１０４％［８，９］。目前，世界范围内性传播疾

病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殖健康［１３－１５］，由于

受当地的医疗条件所限制，妇科感染性疾病中的 ＨＰＶ、淋病等
性病［１０－１２］未能检测。

当地盆腔炎及宫颈炎、阴道炎等炎症性疾病高发与早婚、

早育、多产等导致生殖道反复损伤以及因特殊的宗教信仰使部

分患者不及时就医、卫生习惯不良、医疗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密

切相关。功能性子宫出血所占比例低于内地，考虑与就诊患者

多为生育期，高发期的围绝经期妇女就诊比例少有关。当地妇

女生殖道感染发病率之高不容忽视，慢性宫颈炎、阴道炎、盆腔

炎等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可导致其劳动能力及生殖能力

的下降，影响生活质量。多次人流、分娩等导致生殖道反复损

伤，破坏了正常的生理防线，为病原菌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因

此，加强对当地医护人员的帮带，加大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生

殖健康等知识的宣传力度，使其自觉自愿杜绝早婚、早育、人

流、多产等行为，主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是从根本上减少生殖

道感染性疾病的必要措施。下一步要加大对于当地帮带的力

度，尽早开展ＨＰＶ等与性病相关的筛查和检测，做好性病及相
关肿瘤的早期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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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液中瘦素和白介素 －８的水平与子宫内膜异位症
患者病情进展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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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异位（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及白介素 －８（ＩＬ－８）的表达差异及其
与ＥＭＴ进展的相关关系。方法：选取５３例ＥＭＴ患者（ＥＭＴ组）及４５例对照组患者，采集其腹腔液并通过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对瘦素及ＩＬ－８表达水平进行测定，分析两组患者表达水平差异及其与ＥＭＴ患者
ｒＡＦＳ分期、疼痛评分的相关性。结果：ＥＭＴ组患者相较对照组患者出现瘦素及 ＩＬ－８表达水平的升高，并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０１）。早期 ＥＭＴ患者瘦素表达水平相较晚期 ＥＭＴ组明显升高（Ｐ＜
０００１），而ＩＬ－８表达水平则明显降低（Ｐ＜０００１）。卵巢巧克力囊肿组患者瘦素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盆腔
ＥＭＴ组（４８±１７ｎｇ／Ｌｖｓ９３±２５ｎｇ／Ｌ，Ｐ＜０００１），但两组患者腹腔液ＩＬ－８表达水平差异则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６５１）。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表明，瘦素表达水平与患者ｒＡＦＳ呈现负相关关系（ｒ＝－０５７３１，Ｐ＜
００５）而与ＥＭＴ患者疼痛评分不具有相关关系（ｒ＝０００３６，Ｐ＞００５）。ＩＬ－８表达水平与患者 ｒＡＦＳ呈现正
相关关系（ｒ＝０６１４８，Ｐ＜００５）而与晚期 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０６３９１，Ｐ＜
００５）。结论：ＥＭＴ患者腹腔液出现瘦素及ＩＬ－８的异常增高并且其与ＥＭＴ的进展及临床症状具有一定相
关性，值得在临床上对其进行关注。

【关键词】　瘦素；白细胞介素－８；子宫内膜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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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Ｔ）是目前临床妇科门诊
常见的一类疾病，其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较高，并且在近年

来的临床研究报道中，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２］。目前对于

ＥＭＴ的发病机制研究尚未明确，普遍认为“经血逆流”是其主要
发病相关因素［３］。近年来的研究报道也已证实，经血逆流过程

中由于炎症及免疫的发生，加剧了内膜碎片异位种植等过程，

导致ＥＭＴ的发生。过度血管化作用是内膜碎片进行异位种植
时的一个关键性质，并且其与具有促进血管生成作用的细胞因

子密切相关［４］。瘦素、白细胞介素 －８（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ＩＬ－８）
是目前已被基础研究证实与 ＥＭＴ腹腔种植过程密切相关的两
种细胞因子，但是临床对其相关性报道不一［５］。因此，本次研

究通过对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其在患者ＥＭＴ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意义。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数法选取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
治疗并经诊断为卵巢巧克力囊肿或盆腔 ＥＭＴ并在我院进行腹
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共５３例（ＥＭＴ组），其中卵巢巧克力囊肿
组３７例，盆腔ＥＭＴ组２８例（合并卵巢巧克力囊肿及盆腔 ＥＭＴ
患者１２例），患者年龄在２５～４１岁区间内。同时选取同期在我
院进行治疗的非ＥＭＴ不孕患者作为对照组（４５例），患者年龄
在２３～３８岁年龄区间内。患者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患者纳入标准及分期：ＥＭＴ组所有患者均在术后病理科诊
断为ＥＭＴ，内膜异位病灶于卵巢、宫骶韧带、盆腔腹膜等处。患
者ＥＭＴ分期标准按照美国生育协会订制标准（ｒＡＦＳ）进行分
期，分为早期组（Ｉ期、ＩＩ期 ＥＭＴ患者，共计 ２９例）及晚期组
（ＩＩＩ、ＩＶ期ＥＭＴ，共计２４例）。所有纳入分析病例（包括ＥＭＴ组
及对照组）均排除具有内外科严重疾患或妇科恶性肿瘤病例，

手术治疗患者术前３个月内无接受过性激素、非甾体类药物及
免疫抑制剂等药物的治疗。

１２　研究方法
标本采集及处理方法：患者取头高位进行标本收集，置入

腹腔镜（德国史托斯公司，型号 ＳＴＯＲＺ２６００３ＢＡ３０）后，使用囊
肿穿刺针（美国ＣＯＯＫ公司，型号：１８－２０Ｇｃｈｉｄａ针）于患者子
宫直肠陷凹处吸取腹腔液５～１０ｍＬ，吸取前禁止冲洗，避免所采
集标本受到污染。腹腔液收集完毕后送至实验室，经离心机离

心（１８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５ｍｉｎ后，将上清液收集至２５ｍＬ冻存管中
并放至－８０℃冰箱进行保存备用。

瘦素、ＩＬ－８测定方法：样本经过温室解冻，按照说明书要
求进行稀释后，使用人瘦素－ＥＬＩＳＡ试剂盒（Ａｂｎｏｖａ公司）及人
ＩＬ－８ＥＬＩＳＡ试剂盒（Ａｂｎｏｖａ公司）进行反应后经自动酶标仪
（美国宝特公司，型号：ＢＬＯＴｅｋＥＬＸ８００）测定ＯＤ值并绘制标准
工作曲线，计算相应物质含量。

患者疼痛评分标准：采用直观模拟疼痛量表法（ＶＡＳ）对
ＥＭＴ组患者进行痛经及慢性盆腔痛的疼痛评分。对合并痛经
及慢性盆腔痛患者，采用高评分进行记录，不进行疼痛评分

累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用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６０分析软件包，计量资料表示

为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组间差异比较采用方差检验；计数资
料表示为率，采用χ２检验进行检验分析。并采用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
析方法对ＥＭＴ组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与患者ｒＡＦＳ分期以及疼
痛评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当 Ｐ＜００５时视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对ＥＭＴ组及对照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体质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及孕次等进行统计学分析及比
较，结果表明，除 ＥＭＴ组患者孕次相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
０００６）外，两组患者在其他基线资料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岁） 体重（ｋｇ） 身高（ｃｍ） ＢＭＩ（ｋｇ／ｍ２） 孕次（次）

ＥＭＴ组（ｎ＝５３） ３４２±３８ ５１２±９５ １５３６±６１ ２２７±３９ ０９±０６

对照组（ｎ＝４５） ３５７±４１ ５０８±１０３ １５２９±５３ ２３４±４１ １３±０８

ｔ －１８７８ ０２００ ０６０１ －０８６５ －２８２４

Ｐ 　００６３ ０８４２ ０５４９ 　０３８９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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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患者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比较
在对ＥＭＴ组及对照组患者的腹腔液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

进行测定计算后，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ＥＭＴ组患者瘦素
表达水平与ＩＬ－８表达水平则显著降低，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０１）。进一步对 ＥＭＴ组患者进行早期及晚期
ＥＭＴ分类后，分别统计并分析其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差异，统
计结果表明，早期ＥＭＴ组患者瘦素表达水平相较晚期 ＥＭＴ组
明显升高（Ｐ＜０００１），而 ＩＬ－８表达水平则明显降低（Ｐ＜
０００１）。见表２、表３。

表２　患者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瘦素（ｎｇ／Ｌ） ＩＬ－８（ｐｇ／Ｌ）

ＥＭＴ组（ｎ＝５３） ５３±１７ ７４６±１８２

对照组（ｎ＝４５） ２４±０９ ２１８±９３

ｔ １０２８０ １７５９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３　早期及晚期ＥＭＴ患者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瘦素（ｎｇ／Ｌ） ＩＬ－８（ｐｇ／Ｌ）

早期ＥＭＴ组（ｎ＝２９） ６８±２１ ５３８±１６２

晚期ＥＭＴ组（ｎ＝２４） ３７±１６ １０８３±３２５

ｔ ５９４１ －７９２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瘦素、ＩＬ－８水平与ｒＡＦＳ分期及疼痛评分关系
明确ＥＭＴ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早期ＥＭＴ患者与晚期ＥＭＴ

患者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水平的差异后，应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进一步对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与ｒＡＦＳ分期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ＥＭＴ组患者中，瘦素在腹腔液中的
表达水平与患者ｒＡＦＳ呈现负相关关系（ｒ＝－０５７３１，Ｐ＜００５），
而ＩＬ－８在腹腔液中表达水平与患者ｒＡＦＳ呈现正相关关系（ｒ＝
０６１４８，Ｐ＜００５），并且ＥＭＴ患者的瘦素表达水平与ＩＬ－８表达
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ｒ＝－０２６４７，Ｐ＜００５）。

ＥＭＴ组患者疼痛评分平均统计值为（５４±２９）分，其中，
２９例早期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分统计值为（４４±２３）分，２４例
晚期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分统计值为（５９±３１）分，早期 ＥＭＴ
患者与晚期 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２０２０，Ｐ＝００４９）。并且进一步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对
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与疼痛评分统计值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ＥＭＴ组患者中，瘦素在腹腔液中表
达水平与疼痛评分不具有显著相关性（ｒ＝０００３６，Ｐ＞００５）；
而ＩＬ－８表达水平，与早期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分同样不具有显
著相关性（ｒ＝０１２８５，Ｐ＞００５），但与晚期 ＥＭＴ患者的疼痛评
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０６３９１，Ｐ＜００５）。
２５　卵巢巧克力囊肿组与盆腔ＥＭＴ组患者瘦素、ＩＬ－８表达水
平比较

　　为了进一步明确患者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与患
者出现ＥＭＴ的关系，我们对２５例单纯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及
１６例单纯盆腔ＥＭＴ患者的腹腔液瘦素、ＩＬ－８水平进行统计及
差异比较，结果表明，卵巢巧克力囊肿组患者瘦素表达水平明

显低于盆腔ＥＭＴ组（４８±１７）ｎｇ／Ｌｖｓ（９３±２５）ｎｇ／Ｌ，Ｐ＜

０００１），但两组患者腹腔液 ＩＬ－８表达水平差异则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６５１）。见表４。

表４　卵巢巧克力囊肿组与盆腔ＥＭＴ组患者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瘦素（ｎｇ／Ｌ） ＩＬ－８（ｐｇ／Ｌ）

卵巢巧克力囊肿组（ｎ＝２５） ４８±１７ ７２８±１５７

盆腔ＥＭＴ组（ｎ＝１６） ９３±２５ ７５３±１９２

ｔ －６８７３ －０４５６

Ｐ ＜０００１ 　０６５１

#

　讨论
在对ＥＭＴ患者的盆腹腔微环境相关研究表明，患者常表现

出局部免疫功能的异常，同时腹腔液中免疫调节因子、致炎因

子等表达水平也受到相应影响，从而使患者盆腹腔微环境出现

异常［６，７］。根据相关文献报道，ＥＭＴ患者常出现腹腔液中瘦素、
ＩＬ－８表达水平的异常，推测其可能参与了 ＥＭＴ的产生及后期
影响过程［８，９］。

瘦素在机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血管生成作用，而ＥＭＴ病
灶发生异位种植的早期改变正是血管生成［１０］。在本次研究中，

我们通过对５３例 ＥＭＴ患者及４５例非 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
素、ＩＬ－８表达水平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在基线资料不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的前提下，ＥＭＴ患者出现腹腔液中瘦素水
平明显升高，并且其与对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这与已有的文献报道结果相一致［１］。同时进一步对

ＥＭＴ患者进行早期、晚期ＥＭＴ亚组分类，并对其腹腔液瘦素表
达水平进行测定及比较，结果表明，早期 ＥＭＴ患者瘦素表达水
平相较晚期ＥＭＴ患者明显升高（Ｐ＜０００１），提示腹腔液瘦素
表达水平高低与ＥＭＴ的进展具有一定相关关系，这在之后的进
一步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同时在单纯巧克力囊
肿患者及单纯盆腔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水平的比较结果表
明，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瘦素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盆腔ＥＭＴ患者
（４８±１７）ｎｇ／Ｌｖｓ（９３±２５）ｎｇ／Ｌ，Ｐ＜０００１，其产生的原
因可能与两种不同病变条件下瘦素的分泌方式及机制不同有

关。对这两种病变下的瘦素表达模式的研究认为，卵巢巧克力

囊肿病变下，瘦素分泌后主要先进入囊液，之后再由囊液转移

至腹腔液中，因此瘦素受到机体自身灭火、清廓等作用，使得在

患者腹腔液中的检测水平出现降低，而盆腔 ＥＭＴ病变下，瘦素
分泌后可直接向腹腔液中扩散，因此检测水平相对升高［１１，１２］。

ＩＬ－８是另一种被报道与 ＥＭＴ患者腹腔微环境变化具有
密切关系的因子。已有的文献报道表明，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ＩＬ
－８表达水平，与其他非 ＥＭＴ病变患者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其
与ＥＭＴ的发生和进展具有一定相关关系［１３，１４］。在本次研究

中，我们对ＥＭＴ患者与对照组患者腹腔液中ＩＬ－８水平进行测
定并比较，结果表明，ＥＭＴ患者腹腔液ＩＬ－８水平出现明显升高
（Ｐ＜０００１），并且进一步在早期及晚期 ＥＭＴ患者中对腹腔液
ＩＬ－８水平进行测定，发现晚期 ＥＭＴ患者腹腔液 ＩＬ－８表达水
平升高更为明显（Ｐ＜０００１），提示ＩＬ－８表达水平在ＥＭＴ病变
的发生发展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在明确ＥＭＴ患者出现的腹腔液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出现
的差异后，我们进一步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对腹腔液瘦素、
ＩＬ－８表达与ＥＭＴ患者的临床 ｒＡＦＳ分期及疼痛评分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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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究。分析结果表明，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的瘦素表达水平
与患者ｒＡＦＳ分期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而ＩＬ－８在腹腔液中表
达水平与患者ｒＡＦＳ分期则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对疼痛评分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ＥＭＴ患者腹腔液中瘦素表达水平与疼痛
评分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而ＩＬ－８表达水平与晚期ＥＭＴ患者的
疼痛评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分析结果提示，ＥＭＴ患
者出现的腹腔液中瘦素、ＩＬ－８的差异表达，参与了 ＥＭＴ病变
不同阶段的症状产生过程，瘦素与 ＥＭＴ的 ｒＡＦＳ分期具有较为
紧密的相关关系，而ＩＬ－８则是在患者的疼痛症状中发挥了一
定程度的影响作用。但是对于瘦素、ＩＬ－８是如何参与 ＥＭＴ发
展过程并导致症状产生，目前尚未有十分明确的机制，需要进

一步的基础研究对该结果进行证明。

综上所述，ＥＭＴ腹腔种植过程中出现了瘦素、ＩＬ－８表达的
上调，并且该两种细胞因子的增强表达，对 ＥＭＴ的发展及维持
具有一定的反馈作用。不同时期及类型的ＥＭＴ病变，与腹腔液
中瘦素、ＩＬ－８表达水平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值得临床关注，
同时也证明了在临床上针对该机制对 ＥＭＴ患者采用抗血管生
成治疗是一个安全有效的策略［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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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患者伴勃起功能障碍与血清睾
酮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梁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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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患者伴勃起功能障碍的血清睾酮水平。方法：选择
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４０例、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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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无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４０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对两组患者均进行血糖、血脂、黄体生成素、血清睾酮等进
行测定，观察测定结果。结果：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对
比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 ＬＨ、ＦＳＨ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
ＦＴ、ｃＦＴ对比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与血
清睾酮水平无明显的关系。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血清睾酮；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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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为临床常见的一种男性疾病，为阴茎不能达
到或者不能维持充分的勃起进行性生活。勃起功能障碍为临

床常见的一种２型糖尿病并发症，发病率达到５０％左右［１］，且

随着年龄和病程的增加而增加。大量临床研究发现，糖尿病患

者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比例是非糖尿病患者的３倍，且发生时
间会提早１０年左右［２］。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与
血清睾酮是否存在关系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本文研究分析

了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血清睾酮水
平，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整群抽样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怀化市
第三人民医院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
４０例、糖尿病无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４０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患者年龄在３０岁以上、５０岁以下，且有长期稳定的
性伴侣；病程在３个月以上，２型糖尿病时间在２年以上；无严
重性欲障碍，无生殖器解剖畸形，无严重精神疾病，无药物滥用

史、酗酒史，无脊髓损伤病史，无其他内分泌疾病。本次研究通

过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的批准。

勃起功能障碍组中，使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问卷（ＩＩＥＦ－
５）评分在２２分以上（包括２２分）；年龄在３２～４９岁之间，平均
为（４０９８±６２１）岁；糖尿病病程在 ７～１９年之间，平均为
（１０２１±３２１）年；吸烟２１例，饮酒１７例。无勃起功能障碍组
中，ＩＩＥＦ－５评分在２２分以下；年龄在３０～４９岁之间，平均为
（４００７±６８６）岁；糖尿病病程在７～１８年之间，平均为１０３７

±３０９年；吸烟２０例，饮酒１５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
年龄、病程、吸烟史、饮酒史等差异均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禁食１０ｈ。在清晨抽取空腹的肘静脉血。检测

内容包括：（１）糖脂代谢指标：包括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Ｃ）。（２）垂体激素：包括黄体生成素（ＬＨ）和卵泡刺激
素（ＦＳＨ），检测方法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３）雄性激素，使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有勃起功能障碍、无勃起功能患者的各项指标检

测结果，准确核对后做统计学处理。

１４　数据处理
所有试验数据均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处理，并确保准确无

误。当Ｐ＜００５时，表示实验样本差异明显且有统计学意义。
计量资料组间对比方法采用ｔ检验，当Ｐ＜０．０５时，表示样本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对比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两组患者ＬＨ、ＦＳＨ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
ＦＴ、ｃＦＴ对比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项检
查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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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不伴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各项检查
结果比较

指标
伴勃起

功能障碍

不伴勃起

功能障碍
ｔ Ｐ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９１２±２９８ ９３１±３１３ ２４２ ＞００５

糖化血红蛋白（％） ９０３±１８８ ９９３±２９７ ４１２ ＞００５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５７６±１２２ ５８２±１９６ ３９９ ＞００５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０７８±０６５ ０９２±０６４ ３１８ ＞００５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２１±０３６ １３７±０４９ ２７６ ＞００５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３４１±１９９ ３６２±１８７ １９９ ＞００５

ＬＨ（ＩＵ／Ｌ） ５４５±２３２ ４７６±１５６ ２１０ ＞００５

ＦＳＨ（ＩＵ／Ｌ） ２３２±０９８ １９９±０５７ ３１９ ＞００５

ＦＴ（ｐｇ／ｍＬ） ９２８±７３８ ８８９±５６８ ３７７ ＞００５

ｃＦＴ（ｎｍｏｌ／Ｌ） ０３１±０１４ ０２９±０１１ ４３１ ＞００５

#

　讨论
我国是糖尿病的高发国家，目前约有糖尿病患者４千万，且

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流行病学统计，２０２５年世界糖尿病总
人数可能达到３亿以上［３］。勃起功能障碍是糖尿病患者的常

见并发症，导致此疾病的发病原因仍不清楚，大多认为是由于

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加之性激素异常、心理因素

等，综合导致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４］。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周

围神经、自主神经损伤，导致阴茎的器质性、功能性病变等［５］。

本次实验从３个方面对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进行
了研究，包括糖脂代谢、垂体激素和性激素水平。两组患者的

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糖脂代谢方面，大量临床研究均认为高血糖会导致糖基化

终末产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微血管病变，并会引起蛋白

质糖基化的结构与功能异常，导致神经纤维病变，并会引起海

绵体平滑肌的功能［６，７］。而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实验结果中两

组患者的糖脂代谢无差异，可能是由于患者血糖控制较好

有关。

垂体激素与雄性激素方面，男性睾酮为 ＬＨ调控，并由睾丸
间质细胞产生，对阴茎的勃起有重要的作用。睾酮可以维持阴

茎组织结构的调节，并调节勃起有关的神经递质活性［８］，影响

阴茎海绵体的血流动力学。且临床对２型糖尿病患者给予睾酮
治疗，还能够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情况，有助于血糖控

制［９１０］。但是对于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通过睾
酮的补充治疗是否会改善患者的症状，是取决于患者是否有低

睾酮［１１，１２］。而且国外学者［１３－１５］对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
进行服用睾酮，结果显示在治疗结束时与未服用睾酮的对照组

相比，两组勃起功能障碍治疗有效率疾病无差异。因此说明２

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与血清睾酮无一定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中青年男性２型糖尿病伴勃起功能障碍与血清
睾酮水平无明显的关系，血清睾酮的变化不是导致２型糖尿病
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而我们认为，在临床研究中，还需要

缩小年龄跨度，从多方面分析两者可能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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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氧氟沙星联合盐酸坦索罗辛及宁泌泰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疗效观察
马强　贾国金△　金伟　陆雪强　陈卓　谢雪锋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１５０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左氧氟沙星联合盐酸坦索络辛及宁泌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方法：２０１３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应用前瞻性随机平行对照研究将３５５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成Ａ、Ｂ，Ｃ，Ｄ４组，
Ａ组：左氧氟沙星联合盐酸坦索罗辛及宁泌泰８９例；Ｂ组：左氧氟沙星和盐酸坦索罗辛８８例；Ｃ组：左氧氟
沙星联合宁泌泰８７例；Ｄ组：左氧氟沙星９１例。４种方法各治疗６周，记录治疗前后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
（ＮＩＨ－ＥＰＳＩ）评分及前列腺液白细胞数目，并且比较治疗前后４种疗法的疗效。结果：４组治疗前ＮＩＨ—ＣＰ
ＳＩ评分及前列腺液白细胞数目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为（２４３４±４６５）和（１３７２±５２２）分；前列腺液白细胞数目为（１５３４±３３４）个和（７０８＋２２６）个／
ＨＰ，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Ａ组与其他３组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而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组患者均未报告不良事件。
结论：左氧氟沙星联合盐酸坦索络辛及宁泌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疗效满意，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左氧氟沙星；坦索罗辛；宁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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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是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成年男性疾病，前列腺炎
患者在泌尿外科门诊就诊者中可达１／４［１］，３５％ ～５０％的男性
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曾受前列腺炎的影响，全国大约有１０％ ～

１４％的男性受慢性前列腺炎的困扰，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２］。由于目前对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学

改变还不十分清楚，临床上常久治不愈，尚无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的金标准，单一药物或治疗方法难以取得满意的疗效。本研

究通过观察联合应用喹诺酮类抗生素、α受体阻滞剂及中药制
剂（左氧氟沙星＋盐酸坦索罗辛组 ＋宁泌泰组）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与对照组（左氧氟沙星 ＋盐酸坦索罗辛组 ，左氧氟沙星 ＋
宁泌泰组，左氧氟沙星组）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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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常规变化的比较，旨在探讨一种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更为安全

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为３种药物的联合应用提供有力的证据。
现将研究方法及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择来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在我院门诊就
诊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共３５５例。均符合１９９５年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所（ＮＩＨ）制定的有关慢性前列腺炎的分类方法２，年龄１６
～５５岁，平均３１岁。病程３个月～１０年。
入组标准：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为选择具有会阴部、下腹部、

腰骶部、腹股沟区疼痛坠胀或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尽感、排

尿困难等排尿刺激或梗阻症状、性功能不全和心理上的紧张、

焦虑等症状中至少２个以上症状的门诊病人，且按前列腺液细
菌培养结果，阳性为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ＩＩ型），阴性者行前
列腺液常规检查以白细胞（ＷＢＳ）＞１０／ＨＰ、＜１０／ＨＰ分为 ＩＩＩＡ
型和ＩＩＩＢ型。排除标准：（１）尿路结石、前列腺增生、尿路狭窄、
急性肾衰或慢性肾功能不全所致的少尿或无尿。（２）合并尿路
感染。（３）合并膀胱结石。（４）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膀胱前
列腺纤维化、后尿道硬化。（５）合并有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
等严重原发疾病。（６）２周内曾接受针对前列腺炎的治疗。

按照就诊顺序将３５５例患者随机分成 Ａ、Ｂ、Ｃ、Ｄ４组，４组
患者在年龄、入选时症状评分、ＥＰＳ常规中 ＷＢＣ方面差异均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４组患者基线情况

组别 例数 年龄（ｙ） 前列腺液ＷＢＳ计数（个／ＨＰ）

Ａ组 ８９ ３９４５±６３４ １２３２±４３４

Ｂ组 ８８ ３７９７±５７６ １３９７±３５６

Ｃ组 ８７ ３８３８±５６３ １３５８±５３３

Ｄ组 ９１ ３９２１±６０３ １４１５±４０３

１２　治疗方法
左氧氟沙星采用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盐酸

左氧氟沙星片，０２ｇ／片，批号２００４４９７９。宁泌泰胶囊由贵州新

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０３８ｇ／粒，批号 ２００２５４４２。盐酸坦
索罗辛缓释胶囊由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提供，０２ｍｇ／粒，批
号 ２００００６８１。

Ａ组：左氧氟沙星２次／ｄ，０２ｇ／次，盐酸坦索罗辛１次／ｄ，
０２ｍｇ／次，宁泌泰 ３次／ｄ，３片／次；Ｂ组左氧氟沙星 ２次／ｄ，
０２ｇ／次，盐酸坦索罗辛１次／ｄ，０２ｍｇ／次；Ｃ组左氧氟沙星２
次／ｄ，０２１ｇ／次，宁泌泰３次／ｄ，３片／次；Ｄ组左氧氟沙星２次／
ｄ，０２ｇ／次。以上４组均治疗２周，治疗期间严禁饮酒及进食
辛辣刺激性食物。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行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ＣＰＳＩ）、尿常规，前列

腺液常规及前列腺液培养，并观察治疗过程中药物的不良

反应。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对４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进行比

较。治疗有效性的标准：有效：（１）ＣＰＳＩ降低＞５分；（２）前列腺
触痛好转或消失；（３）前列腺液中白细胞下降≥２５％。无效：
（１）ＣＰＳＩ降低＜５分；（２）前列腺触痛；（３）前列腺液中自细胞下
降２５％以下或无变化［３］。好转和治愈合并计算为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行ｔ检验。检验水准
α设为００５，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４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４组患者按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包括疼痛不适、排尿症状、生
活质量及总评分４方面）来评价并比较治疗前后的疗效，４组患
者治疗后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均优于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治疗后的各症状评分及总评分均明显低于其他各
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在排尿症状和总评分上优
于Ｃ组和Ｄ组（Ｐ＜００１），但在疼痛不适和生活质量上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Ｃ组在疼痛不适评分上与Ｄ组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但在排尿症状、生活质量和总评分上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４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不适

治疗前 治疗后

排尿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生活质量

治疗前 治疗后

总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８９ １５９５±４５８ ７６３±４７６ ７４３±１９８ ２６９±１８７ ８４７±１３６ ３４３±１６５ ２４３４±４６５ １３７２±５２２

Ｂ组 ８８ １５６４±３８９ ９３６±４５４ ７５６±１７９ ３８３±１７６ ８１７±１８５ ４５５±１８７ ２４４６±５３２ １６７４±５３６

Ｃ组 ８７ １６１２±４３２ １０５５±４２８ ７３６±１７６ ５２４±１７８ ８２４±２２９ ４２５±１５０ ２４２６±４７３ ２００４±５０２

Ｄ组 ９１ １６１６±４５２ １１６３±４１８ ７２９±２３７ ５５７±２０６ ８３５±１３４ ４４８±１６４ ２４５３±４７３ ２１６８±４９２

２２　４组患者之间治疗６周后的疗效比较
通过观察４组患者治疗前后 ＣＰＳＩ总评分下降的有效率及

ＥＰＳ中ＷＢＣ和卵磷脂小体的变化发现：Ａ组的 ＣＰＳＩ总评分下
降的有效率及ＥＰＳ中卵磷脂小体增加的有效率优于其他３组
（Ｐ＜００５）；Ｂ组ＣＰＳＩ评分有效率优于Ｃ组和Ｄ组（Ｐ＜００５），

在ＥＰＳ中卵磷脂小体增加的有效率上仅优于 Ｄ组（Ｐ＜００５）；
Ｃ组ＣＰＳＩ评分有效率优于Ｄ组（Ｐ＜００５），在ＥＰＳ中卵磷脂小
体增加的有效率上优于Ｂ组和Ｄ组（Ｐ＜００５）；在ＥＰＳ中ＷＢＣ
的变化上，４组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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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４组患者之间治疗６周后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ＰＳＩ评分
下降有效率

［ｎ（％）］

ＥＰＳ中ＷＢＣ
下降有效率

［ｎ（％）］

ＥＰＳ中软磷脂
小体升高有效率

［ｎ（％）］

Ａ组 ８９ ７０（７８６５） ６８（７６４０） ５７（６４０４）

Ｂ组 ８８ ６０（６８１８） ６６（７５００） ４８（５４５５）

Ｃ组 ８７ ５４（６２０７） ７０（７６４６） ５４（６２０７）

Ｄ组 ９１ ４８（５２７５） ６９（７５８２） ４３（４７２５）

２３　不良反应
４组在治疗期间 未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药疹等不良反应。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常见的男性疾病，是指前列腺在病原体

或／和某些非感染因素作用下，患者出现的以骨盆区域疼痛或
不适、排尿异常、性功能障碍等为特征的疾病［４］。因该疾病病

程易反复，迁延不愈，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由于治

疗的不规范及长期患病也给患者家庭总成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目前对慢性前列腺炎的发

病机制及病理基础并不十分清楚，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影

响慢性前列腺炎发展的潜在原因包括：感染、炎症、盆腔神经肌

肉痉挛，前列腺体压力增高等［６］。因此能够增加前列腺体压力

的一些因素如梗阻、炎症、水肿等都可以影响其发展。

目前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方法很多，由于慢性前列腺炎发

病机制存在多种学说，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往往采用多种治

疗相结合的方法。故我们选择价廉且疗效确切的几种药物联

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在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的抗生素的选择上，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常选择脂溶

性、弱碱性、容易通过前列腺类脂质膜屏障、在前列腺组织内达

到一定浓度，与血浆蛋白结合率低的抗生素［７］。目前研究认为

哇诺酮类药物能较好的穿透前列腺包膜从而在前列腺内能达

到有效抑菌及杀菌浓度［８］。盐酸坦索罗辛是一种高选择性的α
受体阻滞剂，可抑制膀胱颈、前列腺平滑肌张力的增高，降低尿

道闭合压，缓解功能性尿道梗阻，从而改善了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的下尿路症候群［９］。研究显示，α受体阻滞剂在改善患者的
疼痛、排尿、生活质量及症状评分上效果显著［１０］。宁泌泰胶囊

的主要成分包括芙蓉叶、白茅根、连翘等。宁泌泰胶囊中的芙

蓉叶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其与白茅根一样都能降低血管的通

透性［１１］。连翘可松弛后尿道平滑肌，降低尿道压力，从而避免

尿液的倒流，其可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高机体的抗感

染能力。有研究表明，宁泌泰胶囊具有消炎、抗菌等效果，对于

革兰氏阴性杆菌及革兰氏阳性球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２］。

本组研究显示，实验组较对照组在治疗前后各症状的改善及治

疗的有效率上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实验组在各症状评
分的下降作用更为明显，表明实验组要优于经典的左氧氟沙星

＋盐酸坦索罗辛组［１３］和左氧氟沙星 ＋宁泌泰组［１２］。４组在
ＥＰＳ常规ＷＢＣ的变化上无显著差异，表明盐酸坦索罗辛组和宁
泌泰对降低ＷＢＣ方面可能没有作用，同时ＥＰＳ中的ＷＢＣ可能

与前列腺炎症状和体征无显著相关性，这与国内外研究是相符

的［１４－１６］。整个观察过程中４组均未报告不良事件。综上所述，
实验组能更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疼痛不适和排尿不畅症状，提高

生活质量，患者耐受性好，左氧氟沙星联合盐酸坦索罗辛及宁泌

泰是临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有效方法，值得推广和应用。但

由于本文各组样本数仍相对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度

研究，这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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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曲普瑞林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早熟临床效果观察
王莉菁１　蒋键波１　方兴２

１富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杭州 ３１１４００
２金华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用于特发性中枢性早熟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取
８４例符合诊断标准且于我院进行治疗的特发性中枢性早熟患儿纳入研究，且采用随机、单盲法将其分作两
组，对照组４２例患儿给予醋酸甲地孕酮片，观察组４２例患儿同时给予醋酸曲普瑞林，均连续治疗６个月，对
其生长指标、性激素水平及不良反应情况进行比较。结果：两组患儿治疗前身高、体重、生长速度、预测身高

及ＢＡ／Ｃ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患儿上述各项指标分别为（１３１８６±
８４６）ｃｍ、（２６８３±３８４）ｋｇ、（２３３±０４２）ｃｍ／半年、（１６１８９±２９９）ｃｍ和（１１５±０２９），与本组治疗前和
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儿治疗前ＬＨ、ＦＳＨ和Ｅ２水平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而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上述各项指标分别为（１８９±０４３）ＩＵ／Ｌ、（２３４±０３４）ＩＵ／
Ｌ、（１１２９±３０２）ｐｇ／ｍＬ，与本组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未发现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结论：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用于特发性中枢性早熟疗效确切，

能有降低患儿性激素水平，延缓其骨龄成熟，且不良反应少，临床应用价值高。

【关键词】　醋酸曲普瑞林；特发性中枢性早熟；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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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３１．８６±８．４６）ｃｍ，（２６．８３±３．８４）ｋｇ，（２．３３±０４２）
ｃｍ／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１６１．８９±２．９９）ｃｍａｎｄ（１．１５＋０２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ｅ
ｘ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ＬＨ，ＦＳ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１．８９±０４３）ＩＵ／Ｌ，（２．３４±０３４）ＩＵ／Ｌ，（１１．２９±３．０２）ｐｇ／ｍＬ．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ｒｕ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ｏｆ
ｈｉｇ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ａｃｅｔａｔｅｆｏｒ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ｓ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ｄｅｌａｙ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ｎｅａｇｅ，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ｈｉｇ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ａｃｅｔａｔｅ；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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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些年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方式的逐渐转变，
儿童特发性中枢性早熟（ＩＣＰＰ）的发生率也逐年增加，成为儿童
内分泌科临床上的常见疾病，且女童中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

童，威胁其身心健康［１，２］。ＩＣＰＰ患儿主要表现为青春期前出现
第二性征，因患儿下丘脑 －垂体 －性腺功能过早启动而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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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临床主要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疗，疗效显著，

已被临床所广泛认可［３，４］。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
对临床确诊的８４例特发性中枢性早熟患儿采取注射用醋酸曲
普瑞林治疗，以探讨其临床效果及用药的安全性，现进行如下

详细报道。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８４例符合诊断标准且于我院进行治疗的特发性中枢
性早熟患儿纳入研究，其初治年龄为５～１０岁，病程６～２８个
月，青春发育程度按照Ｔａｎｎｅｒ分期为Ｂ２期２９例，Ｂ３期４２例和
Ｂ４期１３例。其中出现月经初潮１２例，腋毛５例。纳入标准：
所有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

组制定的性早熟诊疗指南中的诊断标准；年龄 ＜１２岁。排除标
准：排除伴有其他器质性疾病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性

早熟者；由性腺肿瘤、肾上腺疾病或外源性甾体激素解除等多

种原因引起的假性早熟者；周围性性早熟或部分性性早熟等。

采用随机、单盲法将上述对象分作两组，其中对照组４２例平均
年龄（７８８±１５２）岁，平均病程（１１７２±２０３）个月，Ｔａｎｎｅｒ分
期［５］为Ｂ２期１６例，Ｂ３期２０例和Ｂ４期６例；观察组４２例平均
年龄（８３２±２００）岁，平均病程（１２０１±１２０）个月，Ｔａｎｎｅｒ分
期为Ｂ２期１３例，Ｂ３期２２例和 Ｂ４期７例，且上述临床资料经
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资料有可比性。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患儿家长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醋酸甲地孕酮片（青岛国风药业有限公

司，批号：２０１０１２０５），２ｍｇ／次，３次／ｄ，连续用药６个月。观察组
患者同时给予醋酸曲普瑞林（青岛国风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治疗，９０μｇ／ｋｇ，根据患者个体生长速率及性征发育情
况调节用药剂量，且最大剂量为３７５ｍｇ，深部肌肉注射，每４周
１次，连续用药６个月。观察治疗效果及用药安全性。
１３　检测指标

每３个月对患儿进行一次随访检查，测量并记录患儿身高、
体重、生长速度及预测身高 ＰＡＨ和骨龄／实际年龄（ＢＡ／ＣＡ）
值。于治疗前后抽取患儿静脉血，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血

清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成熟素（ＦＳＨ）和雌激素（Ｅ２）。记
录并比较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均录入电脑，两组计量指标均表示为（珋ｘ±ｓ）形

式，计数资料均表示为（％）形式，分别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上
述结果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０软件进行处理，Ｐ＜００５则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各项生长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身高、体重、生长速度、预测身高及 ＢＡ／ＣＡ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患儿上
述各项指标分别为（１３１８６±８４６）ｃｍ、（２６８３±３８４）ｋｇ、
（２３３±０４２）ｃｍ／半年、（１６１８９±２９９）ｃｍ和（１１５±０２９），
与本组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各项生长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生长速度（ｃｍ／半年） 预测身高（ｃｍ） ＢＡ／ＣＡ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２５５６±６５５ ２２４６±３３２ ４５２±０７８ １５５４３±３５６ １３６±０５４

治疗后 １２６１８±７５６ ２３２９±３０２ ３８４±０９５ １５６９３±２９３ １３０±０３８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２５３７±７４３ ２２１０±３２０ ４４５±０６５ １５５２０±３０４ １３８±０４０

治疗后 １３１８６±８４６ａｂ ２６８３±３８４ａｂ ２３３±０４２ａｂ １６１８９±２９９ａｂ １１５±０２９ａｂ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ＬＨ、ＦＳＨ和Ｅ２水平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 ＬＨ、ＦＳＨ和 Ｅ２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上述各项指标分别为
（１８９±０４３）ＩＵ／Ｌ、（２３４±０３４）ＩＵ／Ｌ、（１１２９±３０２）ｐｇ／ｍＬ，
与本组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ＬＨ、ＦＳＨ和Ｅ２水平比较

组别 时间 ＬＨ（ＩＵ／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１０３±３９９ １８４５±２４５ ２８６４±４３３

治疗后 １２５４±２０３ｂ １１１１±２９４ｂ ２０７４±３４９ｂ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０７３±３０４ １９２３±２０４ ２７９３±３９４

治疗后 １８９±０４３ａｂ ２３４±０３４ａｂ １１２９±３０２ａｂ

２３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不良反应情况
经临床随访，对照组中有１例头晕，而观察组未发现药物相

关的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临床治疗的安全性较高。
#

　讨论
特发性中枢性早熟是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过早启动、功

能亢进致使患儿青春期与性发育的提前，表现为乳房及外生殖

器的发育、腋毛和阴毛出现等，同时患儿身高和体重迅速增长，

并促使骨龄提前，加速骨龄成熟，因其会影响患儿的最终身高

及第二性征的过早发育给患儿带来的心理问题而影响其正常

生长和生活，且易造成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家长和临床的高度

重视［６，７］。

有研究显示［８，９］，性早熟是一种儿童常见的发育异常，也是

儿童内分泌科的常见疾病，其主要危害为因生长期缩短而导致

患儿成年后的身高矮小，其中特发性中枢性早熟是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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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患儿经表现为青春期的提前，但患儿生长过程和青春期

极为相似［１０－１２］。目前临床一致认为特发性中枢性早熟的治疗

目的为延缓第二性征的发育程度和速度，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类似物是临床治疗的常用药物，能够降低垂体对下丘脑释放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敏感性，有效抑制性激素的分泌，使性

腺发育暂停，性激素恢复正常水平，改善患儿最终身高及心理

状态，其临床疗效已得到认可［１３－１５］。

本研究采用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早熟

取得了显著效果，患儿经治疗后身高、体重、生长速度、预测身

高及ＢＡ／ＣＡ均有明显改善，且与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患儿治疗后ＬＨ、ＦＳＨ和Ｅ２水
平均有明显降低，且与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过程中未发现药物相关的不良
反应，安全性较高。结果说明，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用于特发

性中枢性早熟疗效确切，能降低患儿性激素水平，延缓其骨龄

成熟速度，且用药安全性高，适合进行推广，可作为临床治疗的

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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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对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性生活
质量影响的临床对比研究
谭春梅　唐国珍　谭爱香　易建平　赵锦秀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关系，为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提供研究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子宫恶性肿瘤１９４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全子宫切除术组９７例，次全子宫切除术组９７例。采用不同方式手术后，分别比较两组子宫恶性
肿瘤患者手术后性激素变化情况、性生活质量和满意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１）全子宫切除术组患
者术后黄体生成素变化情况为（３４９１±１３２）ｍＩＵ／ｍＬ，促卵泡激素（１９２８±１１３）ｍＩＵ／ｍＬ；次全子宫切除
术组患者术后黄体生成素（２５６７±１４４）ｍＩＵ／ｍＬ，促卵泡激素（１４６９±１５４）ｍＩＵ／ｍＬ；手术后，全子宫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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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组的激素变化水平明显高于次全子宫切除术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２）全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
性欲评分（１５９９３±１１３１）分，性高潮评分（１６１２５±１４１７）分，性心理评分（１６５７１±１９６４）分；次全子宫
切除术组性欲评分（１８７２１±９１８）分，性高潮评分（１９０４２±１２５６）分，性心理评分（１８４４９±１６７１）分；术
后次全子宫切除术组性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全子宫切除术组（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全子宫
与次全子宫切除手术是子宫恶性肿瘤的常见手术方式，次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较小，性生

活质量和满意程度均较高，适合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全子宫切除术；次全子宫切除术；子宫恶性肿瘤；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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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恶性肿瘤也称为子宫癌，是指发生在子宫的一系列恶
性肿瘤，最为常见的有子宫内膜癌和子宫颈癌等。诱发子宫恶

性肿瘤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主要

包括子宫颈发炎、经期卫生不清洁、性生活紊乱、内分泌失调

等［１］。子宫恶性肿瘤主要发生在绝经后妇女、生育少或未生

育、不育、子宫内膜增殖以及月经不规则的女性［２］。子宫恶性

肿瘤病情发展缓慢，通常经淋巴、血液或直接扩散转移，早期主

要是直接蔓延，而淋巴转移主要发生在晚期，部分严重患者在

晚期可能经血行转移至肝、肺等［３］。有研究资料显示，子宫恶

性肿瘤已在妇科肿瘤中位列第一，全世界每年新增病例约４５
万，中国约有１３万以上［４］。目前，中国子宫恶性肿瘤死亡人数

已在女性癌症死亡总数中高居不下，严重威胁我国女性身心健

康。为了探讨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关系，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本实验通过研究１９４例子宫恶性
肿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采用不同方式手术后，分别观察两组

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性激素变化水平、性生活质量和满意

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现临床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数字随机表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患子宫

恶性肿瘤的１９４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妇科检查、细胞
学检查、Ｂ超检查确诊为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无性病史，无肝、
肾、脑等其他严重疾病。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此次研究的利

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全子宫切除手

术组９７例，次全子宫切除手术组９７例。其中全子宫切除手术
组的患者最小年龄 ２８岁，最大年龄 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７１

"

１４）岁，孕次（１４±０４）次，２４例患者有流产史，４３例为子宫
颈癌，３７例为子宫内膜癌，１０例为恶性葡萄胎，７例为绒毛膜
癌，８５例有阴道炎症史，１２例无生殖系统炎症史。次全子宫切
除手术组中最小年龄３１岁，最大年龄７３岁，平均年龄（４８５

"

１９）岁，孕次（１４±０３）次，２５例患者有流产史，４４例为子宫
颈癌，３８例为子宫内膜癌，９例为恶性葡萄胎，６例为绒毛膜癌，
８６例有阴道炎症史，１１例无生殖系统炎症史。采用两种手术方
式切除后，分别观察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性激素变化

水平、性生活质量和满意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

年龄、肿瘤部位、孕次、流产史、生殖系统炎症史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确诊后，检查无其他重大疾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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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体情况可耐受手术。术前所有患者麻醉。全子宫切除术

组：取下腹正中切口，进入腹腔后先探查病变范围，缝扎盆漏斗

韧带及圆韧带，切断韧带及切开子宫膀胱腹膜反折，分离暴露

子宫颈，剪断宫体旁阔韧带后叶，游离子宫体和子宫颈。提起

子宫，沿阴道前穹窿切开，切除子宫，立即缝合阴道断端和盆腔

腹膜［５］。次全子宫切除术组：耻骨联合上取横切，了解子宫大

小和子宫颈情况，距宫角１ｃｍ处钳夹切断圆韧带，处理附件，暴
露子宫下段，处理子宫血管，拉开膀胱，在子宫峡部做环形切

口，贯穿宫颈黏膜层，切除子宫。将双侧附件切断，宫颈残端包

埋于盆腔，缝合腹膜［６］。采用不同方式手术后，分别观察两组

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性激素变化水平、性生活质量和满意

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１３　疗效标准
（１）采用不同手术治疗后，分别于卵泡晚期测定两组子宫

恶性肿瘤患者的性激素变化水平：术后１个月，在空腹情况下采
集患者２～３ｍＬ静脉血，分离血清，测定黄体生成素、促卵泡激
素水平［７］。（２）根据女性性功能评价表，分别从性欲、性高潮、
性心理等方面综合评价患者性生活质量。分值越低代表性生

活质量越低［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５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术前术后的激素变化水平

两组患者术前黄体生成素和促卵泡激素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手术后，全子宫切除术组的激素变化水平明显高

于次全子宫切除术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的激素变化水平比较

组别
黄体生成素

（ｍＩＵ／ｍＬ）
促卵泡激素

（ｍＩＵ／ｍＬ）

次全子宫切除术组 术前 １１９１±４６７ １１５７±１２３

术后 １９２８±１１３＃ １４６９
"

１５４＃

全子宫切除术组 术前 １２０４±４８０ １１６０±１２４

术后 ３４９１±１３２ ２５６７±１４４

　　注： 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全子宫切除术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的性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术前性欲评分、性高潮评分、性心理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次全切除术组的性欲、性高潮和性心理

评分均明显高于全子宫切除术组，上述指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可见次全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明
显高于全子宫切除组患者，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表２。

表２　两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的性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性欲　 性高潮　 性心理　　　　

次全子宫切除术组 术前 １９４６７±１１２１ １９８５８±１１４５ １９３９７±１１６９

术后 １８７２１±９１８＃ １９０４２±１２５６＃ １８４４９±１６７１＃

全子宫切除术组 术前 １９５６４±１１２５ １９８６７±１１３９ １９３８７±１１７２

术后 １５９９３±１１３１ １６１２５±１４１７ １６５７１±１９６４

　　注：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全子宫切除术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切除术是妇产科常见手术之一，全球每年约有６５万患

者接受该手术治疗。需要切除子宫的妇产科疾病有：子宫和卵

巢的恶性肿瘤，大的或多发性的子宫肌瘤，经中西药医治无效

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严重的子宫破裂、子宫积脓、子宫内

翻、子宫脱垂，因需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而不必保留子宫者，

严重的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或宫颈的癌前病变等。子宫切除

有全子宫、次全子宫与部分子宫切除之分，又有经腹腔与经阴

道的不同途径，输卵管与卵巢的保留与否也应视病情而定。子

宫切除术会破坏部分神经或韧带，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

的损伤。有文献报道，子宫切除术会影响患者的盆底功能，导

致直肠移位以及直肠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引起便秘［９］。此

外，手术后卵巢位置下降会引起腹痛，子宫切除还会导致卵巢

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诱发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

等［１０，１１］。为了研究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与患者性生活质

量的关系，为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供研究依据，本文对子

宫恶性肿瘤患者分别采取全子宫切除术和次全子宫切除术进

行治疗，术后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全子

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黄体生成素变化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说明全子宫切除术对子宫恶性肿瘤患者性激素

水平影响较大。全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性欲评分、性高潮评

分、性心理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不同子

宫切除方式对女性性生活质量存在明显的影响。目前临床部

分学者主张，在年纪较轻的妇女采用保留部分宫颈的子宫切除

术，这样使阴道的长度不会缩短，顶部不会变窄，不影响术后的

性生活。国外众多研究表明［１２－１５］，子宫切除不同术式对女性

术后性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应根据女性个体情况，在保证病

变部位得到有效治疗的前提下，选择适合的术式。

总之，次全子宫切除术对于子宫恶性肿瘤患者的性激素水

平、性生活质量影响较小，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较高。综上所述

次全子宫切除术相比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伤害较小，适合临床

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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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男性高血压患者中同型半胱氨酸含量与勃起
功能障碍发生的关系
李明１　丁连芹２　唐文豪３　张万峰１　于宏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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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高同型半胱氨酸（ＨＨｃｙ）是否为高血压患者同时患有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原
因。方法：入选１２０例高血压ＩＩＩ级中青年男性患者，测定不同程度高血压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病率，分别
测定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浓度，进行ＩＩＥＦ－５评分，并且比较二者的相关性。结果：随着血清 Ｈｃｙ平均
水平升高，患者平均血压水平越高，ＥＤ的发病率越高，平均 ＩＩＥＦ－５评分越低。结论：高血压患者同时患有
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与血清中Ｈｃｙ水平升高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　同型半胱氨酸；高血压；　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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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ｈｉｇｈ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Ｈｃｙ）ｉ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Ｄ）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ｙｏｕｎｇ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ｒａｄｅＩＩ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ＩＩＥＦ－５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ａｔ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ｆｆｅ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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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病，由于环境、饮食、工作压力的原因，
高血压逐渐有年轻化的倾向。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人群中，有

部分患者出现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症状。在德国及韩国进行的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高血压人群 ＥＤ的发病率（３６％～４５％）
是血压正常人群的２～３倍［１，２］。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同时患有

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其中治疗高血压类药

物，尤其是利尿剂类药物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已经被证实。同型

半胱氨酸（Ｈｃｙ）分别与高血压、勃起功能障碍的关系已有研究，
但Ｈｃｙ是否为高血压患者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及他们之
间的相关性仍缺乏具体研究与分析。Ｈｃｙ是由体内的必需氨基
酸蛋氨酸经甲基团转移活化等反应生成。Ｈｃｙ在蛋氨酸合成酶
的作用下，以维生素Ｂ１２为辅因子，以Ｎ５－甲基四氢叶酸为甲基
供体，甲基化生成蛋氨酸［３］。根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可以发

现，血清中Ｈｃｙ水平的升高是导致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高
Ｈｃｙ血清水平能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
理反应。Ｈｃｙ致病性大概综合为５个方面［４，５］：（１）Ｈｃｙ可使小
动脉易于栓塞并促进血管粥样硬化形成。（２）谷胱甘肽与一氧
化氮互相作用能起到保护血管作用，但 Ｈｃｙ干扰谷胱甘肽合
成。（３）Ｈｃｙ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４）Ｈｃｙ可影
响体内甲基化反应，引起ＤＮＡ损伤，影响细胞分化。（５）Ｈｃｙ的
活化形式可与载脂蛋白 －Ｂ形成致密的复合物，引起血管壁脂
肪堆积。

血管内皮功能在阴茎勃起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 ＥＤ的病理基础之一［６］。Ｈｃｙ通过氧化应
激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使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合成减少，活性
下降，从而使 ｃＧＭＰ浓度下降，血管平滑肌舒张功能下降，同时
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反应受损，引起内皮功能障碍，从而导致

ＥＤ［６］。Ｈｏｔｓｔｏｎ等［７］发现Ｈｃｙ能够抑制阴茎海绵体平滑肌舒张
功能，在 Ｃｕ２＋存在时，抑制作用被放大，Ｈｃｙ与 Ｃｕ２＋相互作用
可上调 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的表达水平，从而导致 ＥＤ。
本文通过测量中青年男性高血压患者中同型半胱氨酸含量，评

估患者的勃起功能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找出高血压导致

ＥＤ的原因。
现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收治的１２０例高血压

ＩＩＩ级患者血清Ｈｃｙ水平及ＩＩＥＦ－５评分处理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收治男性高血压患者１２０例，年
龄２５～４５岁，平均３７５岁，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确定的
分级标准进行分类，均为高血压 ＩＩＩ级患者（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
以上），且高血压病史５年以上者。

排除标准：年龄大于４５岁的患者，服用利尿剂类降压药物
者，脑血管意外史、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糖尿病、严重的精神病

史、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患者入选前连续使用ＰＤＥ－５类药物
４周以上。随着高选择 β受体阻滞剂的出现，β受体阻滞剂类
降压药物对阴茎勃起功能的影响很小。而利尿剂类降压药物

仍然为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降压药物。为防止治疗高血压

药物的影响，所有入选患者均未服用利尿剂类降压药。

１２　检测方法
入选人员上午空腹静脉采血４ｍＬ，试剂为美国雅培有限公

司生产的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试剂盒（批号为Ｌｏｔ３１３２８ＨＮ００），仪
器为美国雅培制药有限公司的 ｉ２０００ＳＲ型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中青年患者空腹血浆总 Ｈｃｙ水平正常值为４～１２ｕｍｏｌ／Ｌ，高于
１５ｕｍｏｌ／Ｌ为高同型半胱氨酸。
１３　对１２０患者进行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项（ＩＩＥＦ－５）［８］评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有以下五项：（１）性生活满足感；（２）性生活成
功率；（３）维持勃起状态；（４）勃起后插入成功率；（５）对于勃起
功能的自信程度。以上５项每项满分为５分，总分共２５分，０～
７分为重度ＥＤ，８～１１分为中度ＥＤ，１２～２１分为轻度ＥＤ，２２分
以上为正常。统计分数以进行量化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分析重度高血压患者的 ＥＤ发生率，随
平均同型半胱氨酸浓度的增加，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变化，评价其相
关性。

"

　结果
２１　不同程度高血压患者ＥＤ患病率

１２０例重度高血压中青年男性 ＥＤ患病率为 ６７５％（８１
例），其中轻、中、重度ＥＤ患者分别有６５例、１０例和６例。
２２　重度高血压患者血清平均半胱氨酸浓度均由不同程度的
升高，并且随着平均同型半胱氨酸浓度的增加，患者ＩＩＥＦ－５评
分逐渐降低。见表１。

表１　不同血清半胱氨酸浓度与ＩＩＥＦ－５评分关系

Ｈｃｙ水平
（μｍｏｌ／Ｌ）

例数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平均值

ＩＩＥＦ－５评分
平均值

［０，１０） ３９ ８９２±０７２ ２３０１±１９１

［１０，１５） ３６ １３１０±０９８ １７８９±１７２

［１５，２０） ２９ １６９１±１１２ １３２１±１２１

［２０，３０） １０ ２５０８±２０３ ９７６±０８６

≥３０ ６ ３７９３±４１２ ６７１±０２７

#

　讨论
中青年患者对于性生活有较高的要求，治疗高血压并同时

降低高血压患者的ＥＤ发病率有着实际的意义。通过本研究可
以发现，随着患者平均血压水平的升高，血清 Ｈｃｙ平均水平越
高，ＥＤ的发病率越高，平均ＩＩＥＦ－５评分越低，三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血浆内 Ｈｃｙ浓度增高有许多因素。比如遗传因
素、不良的营养因素及饮食习惯也可以导致血浆内 Ｈｃｙ浓度增
高。Ｈｃｙ可在还原酶的催化下，转化为蛋氨酸和四氢叶酸，转化
过程所需的维生素Ｂ１２、Ｂ６和叶酸等会影响 Ｈｃｙ转化关键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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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从而影响Ｈｃｙ的转化过程。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可能致使维生素Ｂ６、Ｂ１２和叶酸缺乏，从而导致高同型半胱氨酸
（ＨＨｃｙ）。ＨＨｃｙ的治疗有基因治疗，药物治疗等方法。目前
ＨＨｃｙ的基因治疗无法应用于临床。药物治疗主要有 Ｂ族维生
素，叶酸等。国内的研究表明血浆 Ｈｃｙ水平随年龄增大而逐渐
增高，可能是由于老年人的辅助因子如维生素 Ｂ１２、维生素 Ｂ６、
叶酸等缺乏，导致 Ｈｃｙ的增高。［９，１０］，有研究发现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与维生素 Ｂ１２和维生素 Ｂ６水平呈负相关，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升高往往与机体叶酸水平偏低相关，它们的缺乏可致血浆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１１，１２］，同时大量报道证实叶酸可降低血浆

Ｈｃｙ浓度，Ｃｏｔｌａｒｃｉｕｃ等［１３］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补充叶酸具有显著

降低血浆总 Ｈｃｙ水平的作用。
综上所述，ＨＨｃｙ不仅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也是勃起功能

障碍的危险因素，ＨＨｃｙ为高血压患者同时患有勃起功能障碍
的原因之一。临床中，我们不但要治疗高血压，同时还应该重

视患者同时出现的勃起功能障碍症状。在临床中对于中青年

高血压患者，未应用利尿剂，同时伴有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如

血清Ｈｃｙ浓度增高，我们可以考虑通过给予应用Ｂ族维生素及
叶酸来预防和治疗，目前已有研究初步发现青年人群早期高剂

量的叶酸摄入能降低高血压的发生［１４］根据ＨＨｃｙ导致高血压
及勃起功能障碍的机理及其相关性，能否根据其研究出同时治

疗高血压和ＥＤ的药物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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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２μｍ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后暂时性尿失禁 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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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２μｍ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后短暂性尿失禁最佳治疗方法。方法：对经尿道
２微米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后尿失禁患者８０例，分成 Ａ、Ｂ、Ｃ、Ｄ四组，各２０例，分别行观察等待、提肛肌功能
训练，中药结合针炙治疗，盆底生物反馈结合提肛肌功能训练治疗，对尿失禁治疗效果分析比较。结果：Ａ
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５～６２ｄ（１８±２４）ｄ，Ｂ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４～５２ｄ（１７±１８）ｄ，Ｃ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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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４～１７ｄ（９±１２）ｄ，Ｄ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３～１５ｄ（８±０８）ｄ。结论：经尿
道前列腺剜除术后并发尿失禁，中药结合针炙治疗和盆底生物反馈结合提肛肌功能训练治疗效果均较理

想，明显优于单纯提肛肌功能训练及观察等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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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老年化，前列腺增生需接受手术治疗患者亦越来
越多；随着手术技术提高及医疗设备改进，激光结合经尿道前

列腺剜除技术亦广泛应用治疗前列腺增生。但目前发现术后

尿失禁发生率仍较高，对患者带来严重困扰。我们对８０例行经
尿道２μｍ激光前列腺剜除术后并发暂时性尿失禁患者做分组
处理，观察其疗效，以探论最佳治疗方法。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纳入及排除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①前列腺增生行经尿道前列腺２μｍ激
光剜除术后并发尿失禁患者；②术前已行尿动力学检查：提示
膀胱出口梗阻患者。

１１２　排除标准：①术前已有尿失禁患者；②术前已有明
显不稳定膀胱及膀胱逼尿肌收缩无力患者；③合并有神经系统
疾病如脑血管意外、帕金森病、腰椎疾病；④合并有尿道狭窄患
者；⑤尿路感染并有明显下尿路症状患者。
１２　资料来源及分组：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我科行经尿道２μｍ激光前
列腺剜除术患者，共７６０例，术后出现尿失禁１０２例，符合以上
标准的８０例尿失禁患者入选，年龄５４～８２岁，平均年龄（７０±
８２）岁。依据随机、知情、自愿原则分成 Ａ、Ｂ、Ｃ、Ｄ四组，各２０
例，尿失禁程度、年龄、全身合并症、身体状况、术前前列腺体

积，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所有患者均于拨除尿管后
第２ｄ开始处理。分别行观察等待、提肛肌功能训练、中药结合
针炙治疗、盆底生物反馈结合提肛肌功能训练治疗，对尿失禁

治疗效果分析比较。见表１。

表１　四组资料基线情况

组别
尿失禁程度（ｎ）

轻度 中度 重度

年龄

（珋ｘ±ｓ）
前列腺体积

（珋ｘ±ｓ）

Ａ组 １４ ４ ２ ７０±７２ ６７±１０２

Ｂ组 １３ ５ ２ ７１±６２ ６４±１１２

Ｃ组 １４ ３ ３ ７０±８１ ７０±８３

Ｄ组 １２ ５ ３ ７１±５．２ ６９±９１

"

　方法
２１　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

应用德国产的ＲｅｖｏＬｉｘ２μｍ激光系统，激光波长２μｍ，功率
７０Ｗ。激光切割镜为 ＳＴＲＯＺＦ２６激光切割镜。术中以生理盐
水作为冲洗液，在ＷＯＬＦ监视系统下进行手术操作。分三叶剜
除前列腺：在精阜与膀胱颈之间作５、７点汽化出一沟槽，远端在
精阜近侧处连通，用镜鞘于精阜近侧处逆行剜除中叶，对外科

包膜出血点用２μｍ激光点状止血，将腺体切成碎块。于精阜右
侧向右推出一外科包膜界面，镜鞘伸入推开外科包膜与腺体之

间，镜鞘向右外、上旋转把前列腺右侧尖部剜出，镜鞘继续于８
点向近端、向１２点方向剜除右侧叶，于１２点把左右两侧叶腺体
切开，把右侧叶腺体切成碎块。同法处理左侧叶腺体。术后用

艾力克式吸引器将膀胱内前列腺组织碎块彻底吸出。留置Ｆ２０
导尿管，生理盐水行膀胱冲洗。术后留置导尿管 ３～７ｄ，平
均５ｄ。
２２　观察等待

对于术后出现尿失禁患者，只给予心理疏导教育，缓解患

者情绪，不做特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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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提肛肌功能训练
患者知情并同意后实施，食指插入肛门，嘱患者行肛门收

缩运动，感觉肛门收缩有力，持续收缩３０ｓ以上为有效。患者学
会正确提肌训练方法后，一天早上、中午、晚上各锻炼１次，每次
连续缩肛１００下，每下不少于３０ｓ。
２４　中药结合针炙治疗

方用固浮汤加减治疗，基本方：熟地１２ｇ，山芍１５ｇ，附片６ｇ，
补骨脂１０ｇ，

!

丝子１５ｇ，金樱子１５ｇ，桑螵蛸１２ｇ，益智仁１０ｇ，黄
芪３０ｇ，党参３０ｇ，焦白术１５ｇ，乌药１０ｇ，桔壳１５ｇ，少腹坠胀者加
升麻１０ｇ，柴胡６ｇ；少腹冷痛者加肉桂６ｇ，腰痛者加杜仲１０ｇ，纳
差者加焦三仙各１５ｇ。１剂／ｄ，水煎服。针炙交替针刺气海、关
元、足三里、三阴交和肾俞和脾俞两组穴位，穴位常规消毒，依

不同穴位，且一次性不锈钢针１～２寸毫针在选定穴位入针，平
补与泻针法；得气后留针２０ｍｉｎ，留针期间，每１０ｍｉｎ运针１次，
治疗１次／ｄ。
２５　生物反馈治疗

采用丹麦丹密特公司生产的 ＡＭ８００Ｂ生物反馈治疗，其参
数：频率（１０～１００Ｈｚ）、电流强度（０～５０ｍＡ）、波宽（２００～
５００μＳ）、电刺激持续时间（２～２０ｓ）、电刺激间歇时间（２～５０ｓ）。
患者取截石位，工作电极置入直肠，深度以表面电极恰好位于

直肠内为宜。设置刺激参数４０Ｈｚ、１５～２３ｍＡ，以患者刺激感而
无疼痛为度，每次１０ｓ，然后反馈的１０ｓ指导患者盆底肌肉收缩
与放松，并交替进行，并要求患者通过屏幕上的肌电曲线观察

自已收缩放松的效应进行调整，使其达至最佳治疗状态，每次

治疗２０ｍｉｎ，２次／ｄ，每周５ｄ。
２６　疗效评介及随访

根据病史问卷进行评价。问卷的设计参考国际尿失禁咨

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ＩＣＩ－Ｑ－ＳＦ）。治愈标准：尿失禁
临床症状消失，日常活动及增加腹压情况下无漏尿，剧烈活动

后出现少量漏尿，估计２４ｈ量小于２ｇ者亦按无尿失禁处理。
２７　统计学方法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应用 χ２分析和 ｑ检
验，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四组患者经治疗均达到治愈标准，Ａ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

续天为５～６２ｄ（１８±２４）ｄ，Ｂ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４～
５２ｄ（１７±１８）ｄ，Ｃ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 ４～１７ｄ（９±
１２）ｄ，Ｄ组患者术后尿失禁持续天为３～１５ｄ（８±０８）ｄ。Ａ组
与Ｂ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与 Ｄ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组与 Ｃ、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常见病与多发病，手术治疗是主要

方法之一，２μｍ激光系统结合前列腺剜除方法，因其安全性高、
切除高效、增生腺体切除彻底、并发症少、术后排尿困难改善理

想［１，２］，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重要手段。但其术后暂时性尿失

禁发生率较高［３，４］，与如下因素有关：（１）后尿道横纹肌括约肌
热损伤：手术致后尿道平滑肌括约肌受损伤，控尿主要依靠后

尿道横纹肌括约肌，手术完全剜除增生的前列腺体后，于外科

包膜表面止血，尽管２μｍ激光对创面热损伤小，但其失去ＴＵＲＰ

时残留增生腺体阻隔作用，仍可对尿道横纹肌括不同程度损伤。

（２）剜除前列腺时镜鞘摆动角度过大对膜部处后尿道横纹肌括
肌的机械损伤亦是并发尿失禁主要原因之一。（３）前列腺尖部
切除完全，导致后尿道横纹肌括约肌关闭不全；增生腺体切除

完全，前列腺部尿道明显扩张，尿道压明显降低，导致尿道内压

低于膀胱内压。（４）患者增生腺体长期压迫后尿道横纹括约肌
导致其慢性损害，收缩功能减弱；患者年龄较大，后尿道纹肌括

约肌功能减退［５］。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后出现尿失禁虽绝大

多数为暂时性尿失禁，即使不做特殊治疗亦可逐渐恢复，但不

做治疗可较长时间存在，对患者生活有严重影响。治疗以保守

治疗为主，治疗主要目的是促进后尿道横纹括约肌功能尽快恢

复，提高尿道关闭压以达到控尿。

提肛肌功能训练是通过盆底肌肉锻炼，提高盆底肌强度、体

积及功能，以改善盆底肌肉功能来达到控尿目的［６］。理论上其可

促进损伤的后尿道横纹括肌功能恢复，但盆底肌肉十分抽象，正

确掌握盆底肌肉的收缩运动及长时间坚持盆底肌锻炼对训练效

果起决定性作用［７］。我们 Ｂ组单纯提肛肌功能训练效果不理
想，与观察等待无明显差异。考虑与患者对提肛肌训练未能正确

理解与掌握及进行有效训练有关。此类患者大部分均为老年高

龄，且部分文化水平较低，对训练掌握与配合能力相对较差。有

研究指出，在简单指令下有一半病人未能做出正确收缩动作，有

接近１／４病人努力训练后实际上还加重了尿失禁病情［８］。

生物反馈治疗是通过治疗仪探头检测盆底肌肉肌电活动，并

通过视觉信号反馈给患者和治疗者，患者可依据视觉信号调整盆

底肌肉收缩与放松，并学会控制盆底的收缩和放松。生物反馈治

疗尿失禁其作用在于可指导患者进行正确自主的盆底肌训练，获

得正确的、有效的盆底肌训练，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和依

从性。生物反馈电刺激就是进行生物电兴奋的治疗，电刺激可加

速神经轴突损伤修复，缩短肌肉失神经支配时间，促进神经兴奋

和传导功能恢复，促进肌纤维代偿性增生和终末运动单位增

加［９］。从而增强后尿道横纹肌的收缩功能，提高后尿道闭合而促

进控尿功能的恢复。且电刺激经传入纤维通过神经元连接到达

骶髓尿肌核，抵制膀胱逼尿肌核兴奋，从而抑制逼尿肌收缩；电

刺激冲动还可上行至胸腰段，兴奋交感神经，使膀胱颈部及后尿

道肌肉收缩，膀胱底部松。对盆底肌、后尿道横纹括约肌功能恢

复和逼尿肌的稳定双重作用来达到控尿目的［１０，１１］。生物反馈治

疗压力性尿失禁已取得较好效果［１２，１３］。我们Ｄ组患者进行盆底
生物反馈治疗加提肛肌功能训练使患者获得正确的、更有效的盆

的盆底训练 ，缩短手术损伤的后尿道横纹括约肌功能恢复时间，

并能抑制因手术创面刺激导致的逼尿肌收缩，术后尿失禁时间明

显短于单纯提肛肌训练患者。

尿失禁属于中医“遗尿”、“遗溺”等范畴，中医对于尿失禁

治疗有很好疗效［１４－１６］。中老年男性，天癸渐竭，阳气虚弱，加

之手术耗气伤血，脾气亏虚，肾气不足，命门火衰，不能温煦膀

胱，则膀胱气化无权，膀胱不能固摄所致［１７］。治疗以补肾健脾，

益气固摄为主。取穴以中极、关元、肾俞、膀胱俞为主穴，三阴

交、足三里、气海、太渊为配穴。关元为肾经募穴，又为人身元

气之根，与肾俞相配，温肾壮阳，培补元气，固摄下元；中极为膀

胱的募穴，与膀胱俞相伍，助阳利膀胱，可振奋膀胱之气，恢复

其气化功能。气海属经脉穴，可温补肾之元气，以益脾肺之气。

足三里、三阴交健脾益气，肺经原穴太渊可补肺气，又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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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故可益脾，有虚则补其母之意。以上诸穴相配，相得益彰，

加上艾炙的温煦作用，增强了温肾壮阳，调理膀胱之功，使固摄

约束有权，尿液得以控制。中药方中熟地、山药滋肾补精，附片

温肾助阳化气，补骨脂、
!

丝子温补肾阳；金樱子、桑螵蛸、益智

仁补肾固涩而缩小便；黄芪、党参、焦白术健脾益气；乌药温肾

散寒、除膀胱冷气；枳壳行气使补而不滞。诸药合用达补肾健

脾，益气固摄之功效。我们 Ｃ组患者行中药结合针炙治疗，治
愈天数明显较对照组缩短，与盆底生物反馈结合提肛肌功能训

练治疗效果相当，但其有治疗方便、便宜、无需特殊器械等优点。

前列腺增生术后出现尿失禁虽绝大多数均为暂时性，但给

患者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提肛肌功能训练结合盆底生物反馈治

疗及中药结合针炙均是较理想的治疗方法，对于没条件医院可

选择简单、副作用小的中药结合针炙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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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通道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微创治疗复杂性肾结石
对患者性功能影响的临床效果研究
宋慧卿　张雪军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０３

【摘　要】　目的：研究单通道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微创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的临床疗效及其
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接受治疗的１１６例复杂性肾结石患者，以
抽签随机分组方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５８例，观察组予以 ＭＰＣＮＬ治疗，对照组为开放性手术治
疗，随访６个月，对比并观察两组治疗效果及治疗后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结果：治疗结果显示：（１）观察组
在手术时间（５８５９±３１７９）ｍｉｎ、手术出血量（２０１６６±２２５４）ｍＬ、住院时间（５１２±１２９）ｄ、并发症出现率
（１１００％）方面均低于对照组手术时间（１０１３２±２７４６）ｍｉｎ、手术出血量（４０８５４±３５１６）ｍＬ、住院时间
（８４９±２３４）ｄ、并发症出现率（２１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两组结石清除率分别为
９３１０％、９１３８％，观察组略高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治疗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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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勃起功能、患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及性功能质量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两组性欲对比无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在复杂性肾结石的治疗中采用 ＭＰＣＮＬ可缩短手术
时间和住院时间，抑制术中出血以及术后并发症，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单通道；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复杂性肾结石；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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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输尿管镜取石以及经皮肾镜技术的不断成熟，目前单
通道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已经成为治疗输尿管结石
以及复杂性肾结石的有效方式，在临床运用较广［１－４］。临床研

究发现，ＭＰＣＮＬ具有并发症几率小、结石清除率高、恢复快、术
中出血少等优势［５］，但其与传统开放性手术相比，对患者术后

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术后性功能等是否存在影响，目前尚未见

到相关报道。本研究对我院１１６例复杂性肾结石患者中的５８
例采取单通道ＭＰＣＮ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主要研究
内容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本次选择的１１６例复杂性肾结石
患者均在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以抽签
随机分组方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为５８例。观察组：
男性２７例，女性 ３１例，年龄 ２０～７３岁，平均年龄（３７４４±
４０２）岁，病程６～１７月，平均（９１２±０８９）月。对照组：男性
２９例，女性２９例，年龄２２～７２岁，平均年龄（３６９８±３９８）岁，
病程８～１５月，平均（９０２±０７７）月。两组患者复杂性肾结石
类型主要包括：多发性肾结石５８例，鹿角形肾结石４２例，孤立
性肾结石１６例。所有患者术前均知晓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进行常规术前检查，排除存在手术禁忌症患者。两组患者

男女性别比、发病年龄、平均病程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男／女 平均年龄 平均病程

观察组 ５８ ２７／３１ ３７４４±４０２ ４１２±０８９

对照组 ５８ ２９／２９ ３６９８±３９８ ４０２±０７７

χ２ － ０１３８ － －

ｔ － － ０６１９ ０６４７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开放手术取石术，在１１肋或者１２肋下进

行切口，其次游离肾脏并且钝性分离，将肾窦以及肾盂切开，将

结石取出后缝合切口，最后关闭手术切口完成手术。术后比较

Ｂ超检查的结石数量以及实际取出的结石数量，如果还有残留
待３个月后采取体位冲击波方式消除剩余结石。

观察组：采取全麻或者硬膜外麻醉术，当麻醉生效后患者

保持取截石位，进行常规消毒之后，将尿道膀胱镜放置到导尿

管中，当导管到达肾盂后将膀胱镜退出同时留置导尿管，矫正

患者体位为俯卧位，并将软垫置于患者腹部，根据术前 Ｂ超检
测显示的结石数量以及位置进行穿刺，通常在１１肋间或者１２
肋缘下进行穿刺，人工肾积水需注入０９％氯化钠注射液，后利
用肾穿刺针穿刺，当穿刺针进入到肾集合系统后将肾穿刺针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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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有尿液渗出则代表穿刺成功，后将斑马导丝导入，进入

肾盂后盘曲，将穿刺针鞘拔除，沿着导丝用扩张器对８Ｆ扩张至
１６Ｆ，置入１６Ｆ套管，完成经皮肾镜取石通道建立［６，７］。在输尿

管置入后观察结石的大小和具体部位，如果较小可以直接利用

输尿管注水冲出，大块可以使用气压弹道碎石机击碎之后排

出，还可以利用取石钳取出较大块的结石。完成结石清除操作

后，将输尿管导管拔出，将双Ｊ管置入引流，并留置造痿管，缝合
固定后完成手术［８，９］。手术完成后行 Ｂ超检查，无残留在术后
７ｄ内将肾造痿管拔出，双Ｊ管在术后２０ｄ左右拔出。

两组患者均由我科同一组医生完成，主刀医生为同一高年

资副主任医师，术后均由同一组医生开展相关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观察并对比分析：（１）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通

过测定手术前后的血浆容量和红细胞压积比）、住院时间、结石

清除率以及术后并发症；（２）并发症主要包括输尿管损伤、切口
感染、大出血、尿痿；（３）性功能质量评分：根据国际通行的性功
能评价方法，结合本科室与本地区实际情况，由研究者自行编

制入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包括性欲、勃起功能、患者及其配偶

的性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分制采用百分制计算，满分１００分，
分值越高，性功能质量评分也就越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

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组间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当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手术时间（５８５９±３１７９）ｍｉｎ、手
术出血量（２０１６６±２２５４）ｍＬ、住院时间（５１２±１２９）ｄ、并发
症出现率（１１００％）方面均低于对照组手术时间（１０１３２±
２７４６）ｍｉｎ、手术出血量（４０８５４±３５１６）ｍＬ、住院时间（８４９±
２３４）ｄ、并发症出现率（２１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另外在两组结石清除率分别为９３１０％、９１３８％，观察
组略高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疗效分析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结石清除率［ｎ（％）］ 并发症出现率

观察组 ５８ ５８５９±３１７９ ２０１６６±２２５４ ５１２±１２９ ５４（９３１０） １１

对照组 ５８ １０１３２±２７４６ ４０８５４±３５１６ ８４９±２３４ ５３（９１３８） ２１

ｔ － １９４４ ３７７２５ ９６０５ － －

χ２ － － － － ０１２０ ４３１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患者及其配偶

的性生活满意度及性功能质量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性欲对比无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ｎ） 性欲 勃起功能

患者及其配偶

的性生活

满意度

性功能

质量评分

观察组（ｎ＝５８）

治疗前 ２３１±４８ ２３２±５６ ２６１±７４ ７５１±８９

治疗后６个月 ３３７±７８ ３３１±４２① ３８１±１８② ９３１±１２③

对照组（ｎ＝５８）

治疗前 ２２１±３８ ２３１±５１ ２３２±２１ ７３１±４５

治疗后６个月 ２９１±５１ ２５１±４３ ２５１±４４ ７４３±６１

　　注：①②③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上的复杂性肾结石主要包括巨大结石、多发结石、鹿

角状结石以及铸型结石，相比一般结石的清除难度大，因此目

前仍然属于我国泌尿外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Ｓｋｏｌａｒｉｋｏｓ
等［１０］研究表明，对此类结石的治疗方式主要为开放手术或者体

位冲击波碎石两种方式，开放手术的结石清除率较高，但是手

术创伤大、术中出血多，同时容易出现感染导致并发症出现。

且Ｓüｅｌｚｇｅｎ等［１１］研究发现，体位冲击波有时必须重复操作才

能够起到实际效果，但是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肾间质出血，进而

使得肾实质受到损害。

本研究发现，在采取单通道 ＭＰＣＮＬ治疗复杂性肾结石时
仍要注意一下几点：（１）术前利用Ｘ线检查掌握结石的大小、方
位，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２）穿刺应尽量避免过深为患者带来
不必要的创伤；（３）术后尽量保证肾盂输尿管交界处、结石和穿
刺点为一条直线，从而提高结石的清除率［１２，１３］。本次治疗结果

显示观察组在手术时间（５８５９±３１７９）ｍｉｎ、手术出血量
（２０１６６±２２５４）ｍＬ、住院时间（５１２±１２９）ｄ、并发症出现率
（１１００％）方面均低于对照组手术时间（１０１３２±２７４６）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４０８５４±３５１６）ｍＬ、住院时间（８４９±２３４）ｄ、并
发症出现率（２１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两
组结石清除率分别为９３１０％、９１３８％，观察组略高但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采用 ＭＰＣＮＬ在治疗复
杂性肾结石方面，与开放性手术相比，疗效确切，且可以有效避

免复杂性肾结石术后并发症。

查阅文献，杨山［１４］研究发现，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治疗输

尿管上段结石患者与经皮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相比，其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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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高潮情况明显优于后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毕革文

等［１５］发现，斜卧位经皮肾镜超声气压弹道碎石在治疗复杂肾输

尿管上段结石的生存质量及性功能评分均优于俯卧位手术。

这表明，不同的手术方式对肾结石患者术后的性功能影响具有

直接关系。在本研究中，治疗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勃起
功能、患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及性功能质量评分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性欲对比无
差异（Ｐ＞００５），与上述研究相类似。

综上可知，本次治疗采取 ＭＰＣＮＬ治疗的观察组在手术时
间、手术出血量、住院时间、抑制并发症方面以及治疗后性功能

质量评分均优于传统开放手术的对照组，表明 ＭＰＣＮＬ微创治
疗复杂性肾结石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确切，在今后相关临床上应

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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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超声表现和病理特征分析
沈艳１　王方２

１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特检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２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超声表现和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２８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超声和病理特征。结果：对２８
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进行超声检查，结果显示２８例患者共发３０个病灶，其中１２个病灶位于宫颈，１２
个病灶位于卵巢，６个病灶位于子宫体。其中２０个病灶内部回声均匀，１０个病灶为极低回声，且所有的病灶
均为后方回声增强，２６个病灶边界比较清晰，１０个宫颈病灶表现为叶状，１０个卵巢的病灶表现为椭圆形，所
有子宫内膜均完整，且病灶宫体表现为弥漫性增大，其中２６个病灶血流信号比较丰富。其中２８例患者的病
理结果表现为弥漫大Ｂ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结论：对于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进行超声检查，其主要
特征为后方回声增强、极低均匀性回声，且患者最终的诊断需要结合病理和临床。

【关键词】　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超声检查；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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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原发性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ＰＦＧＳＬ）属于结外型淋巴瘤，在临床中比较少见，仅占
结外淋巴瘤的 １％左右，在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约占
０１３％［１］。原发性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主要临床体征和主

要临床症状与其他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相似，临床比较容

易造成误诊［２］，因此为了加强对此病的了解和认识，于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对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２８例女性
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超声和病理特征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经手术及
病理证实的２８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超声和病理特征。
其中２例患者的卵巢和子宫体同时受到侵入。年龄为１６～７２
岁，平均年龄为（４６０９±１７９８）岁。进行超声检查结果显示２８
例患者共３０个病灶，其中１２个病灶位于宫颈，６个病灶位于卵
巢，且左右两侧各累及３个共１２个，６个病灶位于子宫体。其
中２８例患者的病理结果表现为弥漫大 Ｂ细胞非霍奇金淋
巴瘤。

诊断标准：（１）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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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多种急慢
性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者；（３）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方法

（１）仪器：采用ＭｙＬａｂ９０（意大利百胜彩超）、ＭｙＬａｂ６０（意
大利百胜彩超）、ＧＥＬｏｇｉｑＥ９型（美国 ＧＥ）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采用频率为３５～５０ＭＨｚ的经腹部二维凸阵探头，频率
为５０～７５ＭＨｚ的经阴道腔内探头。（２）方法：嘱咐患者适度
充盈膀胱后先进行腹部常规超声检查，对患者的子宫和双附件

区，病灶的形态、位置、回声、大小、边界、后方回声等彩色多普

勒血流成像特点和二维灰阶超声特点进行观察。至患者排空

膀胱后采取截石位，采用经阴道超声扫查对患者的双侧附件

区、子宫和病灶的情况进行检查。

"

　结果
２１　２８例患者的临床表现

本文所选取的２８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发病部位
多位于宫颈、卵巢和子宫体。其中４例子宫体淋巴瘤和１０例卵
巢淋巴瘤患者均存在无痛性的盆腔肿块，其中６例患者的卵巢
淋巴瘤随着月经的改变而变化，８例患者的肿块直径 ＞１０ｃｍ。
其中２例患者的卵巢和子宫体同时受到侵害并且伴有腹痛和腹
部肿块。１０例患者的阴道发生不规则出血，１２例患者的宫颈淋
巴瘤有接触性出血。

２２　２８例患者的超声表现
本文所选取的２８例患者，经超声检查共检查出３０个病灶。

所有患者的病灶后方回声均增强，其中部分病灶表现为叶状且边

界清晰。其中子宫体、宫颈、卵巢的病灶平均最大径线分别为

（７５６±３１２）ｃｍ、（５４５±３８７）ｃｍ、（１２３６±５７８）ｃｍ。见表１。

表１　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超声声像图特点

声像图特点
卵巢病灶数

［ｎ（％）］
宫颈病灶数

［ｎ（％）］
子宫体病灶数

［ｎ（％）］

内部回声

均匀 ８（６６６７） ８（６６６７） ４（６６６７）

不均匀 ４（３３３３） ４（３３３３） ２（３３３３）

回声

极低回声 ８（６６６７） ８（６６６７） ４（６６６７）

低回声 ４（３３３３） ４（３３３３） ２（３３３３）

边界

清晰 １０（８３３３） １０（８３３３） ６（１００００）

不清晰 ２（１６６７） ２（１６６７） ０（０００）

形状

椭圆形 １０（８３３３） ２（１６６７） ６（１００００）

分叶状 ２（１６６７） １０（８３３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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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声像图特点
卵巢病灶数

［ｎ（％）］
宫颈病灶数

［ｎ（％）］
子宫体病灶数

［ｎ（％）］

后方回声

增强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无明显变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肿块内部血流

Ⅰ型 ２（１６６７） ２（１６６７） ０（０００）

Ⅱ型 ８（６６６７） ８（６６６７）

Ⅲ型 ２（１６６７） ２（１６６７） ０（０００）

　　注：肿块内部的血流丰富程度可以根据肿瘤断面内部血管的条数分
为Ⅰ型、Ⅱ型和Ⅲ型。其中Ⅰ型为肿块周边可见短线状或星点闪烁状血
流或无血流，肿瘤内部没有血流信号。Ⅱ型为肿瘤内部可见短线状或星
点闪烁状血流信号，血管呈走形规则。Ⅲ型为肿瘤内部有网状或树枝状
的血流，能够看到丰富的长条状或短条血流，血管走行杂乱、迂曲

#

　讨论
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属于外型淋巴瘤，在临床中比较罕

见，发病部位主要为宫颈和卵巢，少数患者出现阴道、子宫体和

外阴部受到累及［３］。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主要临床表现为腹

痛、腹部肿块，子宫体淋巴瘤和宫颈常表现为不规则的阴道出

血，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４］。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病理

类型为Ｂ细胞来源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最常见为弥漫大 Ｂ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５］。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超声主要表现

为内部回声均匀和近似囊肿的极低回声，所有病灶的后方回声

均增强，有时病灶内部能够看到网络样的高回声，这与某些文

献所报道的结外淋巴瘤的超声特征表现一致［６］。为了更好的

研究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超声表现和病理特征，本文对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２８例女性
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超声和病理特征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临床中对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诊断标准为：（１）女性生
殖系统没有发现原病灶且数月后患者体内会出现远处病灶［７］。

（２）肿瘤发生的位置是以女性生殖系统为主的，且肿瘤局限于
女性生殖系统，可以对邻近淋巴结或邻近器官造成侵袭［８］。

（３）患者以往没有淋巴瘤病史。（４）患者骨髓和外周血并未出
现任何异常状况｛９｝。（５）经病理形态学观察和证实为淋巴
瘤［１０］。本文所选取的２８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均符合上
述诊断标准。文中对２８例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进行超声
检查，结果显示２８例患者共发３０个病灶，其中１２个病灶位于
宫颈，１２个病灶位于卵巢，６个病灶位于子宫体。其中２０个病
灶内部回声均匀，１０个病灶为极低回声，且所有的病灶均为后
方回声增强，２６个病灶边界比较清晰，１０个宫颈病灶表现为叶
状，１０个卵巢的病灶表现为椭圆形，所有子宫内膜均完整，且病
灶宫体表现为弥漫性增大，其中２６个病灶血流信号比较丰富。
２８例患者的病理结果表现为弥漫大 Ｂ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病理表现为肿瘤组织是由弥漫分布大小

比较一致的淋巴细胞、弥漫分布单一类型构成的，与后方回声

增强和均匀性极低回声的超声表现比较吻合［１１］。同时在其病

理切片上可见胶原组织和纤维增生并分割肿瘤细胞呈巢团样

的结构，这与声像图网络样的高回声相对应［１２］。因为病灶的不

同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的超声表现具有不同的特点，卵巢淋巴

瘤表现为边界清晰且呈椭圆形，这可能是由于瘤组织均有膨胀

的生长且瘤体有完整的包膜［１３］。瘤组织的超声表现和病理基

础与宫颈癌不同，这是由于瘤组织起源于宫颈间质，宫颈癌起

源于腺上皮细胞或宫颈林状上皮细胞，多呈浸润性生长［１４］。子

宫体淋巴瘤宫体内膜没有受到破坏，弥漫性不断增多，其病理

基础为宫体中的瘤细胞表现为弥漫浸润性生长，因而对宫体结

构和内膜的侵犯较少。因此淋巴瘤与其他宫体内的恶性肿瘤

的重要不同为其子宫内膜是完整的［１５，１６］。

综上所述，对于女性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进行超声检查，

其主要特征为后方回声增强、极低均匀性回声，且患者最终的

诊断需要结合病理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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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马捷，石群立，周航波，等．原发性女性生殖道恶性淋巴瘤１９例临
床病理分析．医学研究生学报，２０１０，２３（９）：９３８－９４２．

［１５］　刘丽超，刘立鑫．女性生殖系统支原体培养与药物敏感性分析．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８）：４０－４１，４４．

［１６］　欧阳周，易平勇，孙中义，等．培门冬酶治疗结外 ＮＫ／Ｔ细胞淋巴
瘤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４（１８）：２１３６－２１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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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葛鹏（１９８８－），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
床诊治及研究工作。

杨新宇（１９６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病理。
△【通讯作者】林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ｊｉａｎｂｊ＠
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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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皮片／口腔黏膜移植物尿道成形术治疗尿道狭窄
预后的 Ｍｅｔａ分析
葛鹏　杨新宇　王子成　喻希　林健△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比较评价阴茎皮片／口腔黏膜移植物尿道成形术治疗尿道狭窄优劣。方法：利用数据
库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ｐｕ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关于阴茎皮片／
口腔黏膜移植物尿道成形术治疗尿道狭窄临床研究文章，提取资料，应用 Ｓｔａｔｅ１２０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纳入１０个非随机对照研究和１个随机对照试验，共６９９人。唯一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口腔黏膜组与阴茎
皮片组成功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９０５％ ｖｓ８７５％，Ｐ＝００７）。非随机对照研究Ｍｅｔａ分析表明，口腔黏膜
组优于阴茎皮片组（ＲＲ＝０８６，９５％ＣＩ０７７－０９６，Ｐ＝０００８）。按手术方式亚组分析表明，采用背侧镶嵌
尿道成形术，口腔黏膜与阴茎皮片效果相当（ＲＲ＝０９０，９５％ ＣＩ：０７７－１０６）。结论：阴茎皮片移植物与口
腔黏膜游离移植物在前尿道狭窄一期背侧镶嵌成形术中效果相当，皆可选择。但此结论仍需大样本随机对

照试验进一步证实。

【关键词】　尿道狭窄；尿道成形术；口腔黏膜；阴茎皮片；移植物；Ｍｅｔａ分析

Ｐｅｎｉｌｅｓｋｉｎ／ｂｕｃｃ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ｇｒａｆ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ＥＰｅｎｇ，Ｙ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ＷＡＮＧＺｉｃｈｅｎｇ，ＹＵＸｉ，ＬＩＮＪｉ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Ｕ
ｒ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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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Ｇ）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ＰＳＧ／ＢＭＧｕｒｅ
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ｖｉａ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
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ｐｕｓａｎｄＣＢＭＤＩＳＣ．Ｔｈｅｄａｔ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ｒｅ
ｐｏｏｌ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１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０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６９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ＢＭＧｗａｓ９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８７．５％ ｏｆＰＳＧ（Ｐ＝００７）．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ｗｉｔｈＢＭＧ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ＰＳＧ（ＲＲ＝０８６，９５％ＣＩ０７７－０９６，Ｐ＝
０００８）．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ｗｉｔｈＰＳＧｏｒＢＭＧｈａｄ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ＲＲ＝０９０，９５％ ＣＩ：０７７－１．０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ｅ－ｓｔａｇｅ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ｗｉｔｈＰＳＧ
ｏｒＢＭＧｈ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ａｒｅ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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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尿道狭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在工业
化国家，发病率约为０９％（６８９７／１０００００）［１］。对于短的、非复
杂的尿道狭窄，内镜治疗在短期改善尿流率方面往往能取得不

错的效果，然而，对于较长、复杂病例，开放性尿道成形术目前

仍被视为治疗尿道狭窄的金标准［２］。

１９１４年，Ｒｕｓｓｅｌｌ等［３］首次报道了尿道重建在治疗尿道狭窄

中的应用。１９５３年，Ｐｒｅｓｍａｎ等［４］率先提出运用包皮全厚游离

皮片进行尿道球部重建。１９６３年，Ｄｅｖｉｎｅ等［５］报道了包皮游离

皮片在尿道下裂患者成功应用后，游离皮片技术在尿道狭窄中

的应用得到了极大推广。相当长一段时间，包皮游离皮片／皮
瓣被认为是尿道替代术的“金标准”［６］。在包皮片作为尿道修

复材料被首次提出的近４０年后，Ｂｕｒｇｅｒ等［７］将尿道狭窄修复材

料扩展到口腔黏膜，极大地丰富了尿道替代组织的来源。

目前，阴茎皮片游离物（ｐｅｎｉｌｅｓｋｉｎｇｒａｆｔ，ＰＳＧ）和口腔黏膜
游离物（ｂｕｃｃ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ｇｒａｆｔ，ＢＭＧ）是治疗尿道狭窄最为常用的
尿道成形替代物［８，９］。然而，在尿道狭窄治疗中，ＰＳＧ和 ＢＭＧ
孰优孰劣，尚不清楚［１０－１８］。本研究主要应用循证医学的原理

和方法，全面且系统地分析了 ＰＳＧ（包括包皮片）及 ＢＭＧ尿道
成形术的结果，旨在为尿道狭窄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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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问题的定义
１１１　研究对象　临床诊断为尿道狭窄的男性患者。
１１２　干预措施　尿道成形术（ＰＳＧ尿道成形术和 ＢＭＧ尿道
成形术）。规定，ＰＳＧ（包括包皮片）组为研究组，ＢＭＧ组为对
照组。

１１３　结局　两种手术的成功率。成功定义为：术后没有因梗
阻症状需要再次行外科治疗，包括尿道扩张、尿道内切开等。

可自行愈合的尿瘘不认为是手术失败。

１１４　研究类型　已公开发表的随机或半随机对照研究，前瞻
性或回顾性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公开发表的比较 ＰＳＧ和 ＢＭＧ尿道成形术的预

后研究；手术描述清楚（如手术方式、手术部位）；两组纳入病例

数均不小于两例。排除标准：ＰＳＧ或ＢＭＧ成形术联合带蒂皮瓣
（ｆｌａｐ）尿道成形术；ＰＳＧ组与 ＢＭＧ组采用不同术式（不同术式
使两组数据可比性降低）；ＰＳＧ组与 ＢＭＧ组狭窄部位不同；明
显重复发表的文章；单纯尿道下裂修复手术（尿道下裂手术失

败导致的尿道狭窄而再次手术者不排除）；报告病例病因全部

为硬化性苔藓样病；失访率≥３０％。若同一人群存在重复发表，
仅最新／最全／信息齐全的研究纳入分析。硬化性苔藓样病为
一种皮肤疾病，包皮和阴茎皮肤可能已有病变或潜在病变，游

离生殖器皮肤作为硬化性苔藓样病所致狭窄尿道修复替代物，

由于再狭窄率高，已遭弃用［１９］。口腔黏膜可以应用于此种情

况。为了避免高估口腔黏膜在尿道成形术中的作用，对于报告

病例全部为硬化性苔藓样病文献，我们予以排除［２０］。

１３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数据库Ｍｅｄｌｉｎｅ（１９４６～２０１４ｏｎＯＶＩＤ）、ＥＭｂａｓｅ

（１９７２～２０１４ｏｎＯＶＩ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９ｏｆ１２，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００－２０１４，核心合集），Ｓｃｏｐｕｓ（所有年
份至今），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１９７８－２０１４，ＣＢＭＤＩ
ＳＣ）。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检索词考虑到
尿道狭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ｅｎｏｓｉｓ”，尿道成形术“ｕｒｅ
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口腔黏膜“ｍｏｕｔｈ（ｃｈｅｅｋ／ｏｒａｌ／
ｂｕｃｃａｌ／ｌｉｐ／ｌａｂｉａｌ）ｍｕｃｏｓａ”，阴茎皮片“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ｐｒｅｐｕｃｅ）／ｓｋ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ｎｉｌｅ（ｐｒｅｐｕｔｉａｌ）ｓｋｉｎ”各种表达形式。未限定文
献语种，手工检索入选文献的参考文献以扩大检索。运用 Ｅｎｄ
ｎｏｔｅＸ６进行文献管理。
１４　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随机或半随机对照研究参考ＪＡＤＡＤ／Ｇｒａｄｅ评分、前瞻性或
回顾性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参考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ＮＯＳ）
评价清单，质量评估由双人独立完成。

１５　数据提取
用设计好的表格提取资料。提取的条目主要是：研究类

型、患者年龄、狭窄原因、狭窄部位、狭窄长度、手术方式、随访

时间、术后成功／失败人数、术后并发症等。若一篇文献中报道
多种术氏，ＰＳＧ组和ＢＭＧ组数据按手术方式、狭窄部位分别提
取，以减少不同手术之间差异造成的影响。手术方式主要有背

侧镶嵌（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ＤＯ）、腹侧镶嵌（ｖｅｎｔｒａｌｏｎｌａｙ，ＶＯ）、侧面镶
嵌（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ｎｌａｙ，ＬＯ）、扩大吻合修复术（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ＡＡＲ）、Ａｓｃｏｐｅ术［１８］等。所有数据双人提取，交叉核对，

意见不一致时由第三人评估。

１６　统计分析
纳入文献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进行分析，以ＲＲ为效应评价指标，

使用Ｑ检验对所包含研究的异质性做定性评价，Ｐ＜０１０，认为
多个研究异质性具有统计学意义，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选择

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应用Ｉ２检验对研究间异质性定量分析，Ｉ２＞
５０％认为异质性较明显［２１］。按照作者、手术方式、狭窄部位不同

进行亚组分析。倒漏斗图，Ｅｇｇｅｒ检验和 Ｂｅｇｇ检验检测发表偏
倚。敏感性分析考察单项研究对综合病效应的影响。

"

　结果
２１　检索结果及数据特征

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１。六个数据库中共检索出 ６４０条记
录，去重２６９条，通过浏览题目和摘要，排除３４１篇文献，４０篇
文献获取全文（其中１０篇来自参考文献手工检索），最终纳入９
篇文献，按照手术方式和狭窄部位不同共提取１１组研究数据。
见表１。１１个研究发表于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４年间，共纳入６９９例患
者，ＰＳＧ组２３９例，ＢＭＧ组４６０例，两组总成功率分别为７９１％
和８３５％。在提取的１１个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术式为 ＤＯ７个
（６３４％），其次 ＡＡＲ２个。９个研究是关于尿道球部修复，剩
余２个研究为阴茎部和球部－阴茎部。９个研究提供充足信息
可供进行质量评价，３个研究评价为５星，６个研究评价为６星，
表明研究总体质量不高。见表１。

图１　文献筛选和选择流程图

２２　初步分析结果解释
所纳入研究中仅一个随机对照试验［１５］，其余均为队列研

究。考虑到研究类型的不同，我们对于仅有的随机对照试验进

行描述，其余队列研究进行合并分析。Ｈｕｓｓｅｉｎ等［１５］报道的随

机对照研究共纳入４５例球部 －阴茎部狭窄患者，随机分配到
ＰＳＧ组（２４人）和ＢＭＧ组（２１人），所有患者均行 ＤＯ尿道成形
术。两组病例术前狭窄长度（Ｐ＝０１６）、术后随访时间（Ｐ＝
００９）均无统计学差别，ＰＳＧ组手术时间明显短于 ＢＭＧ组（１２１
ｍｉｎｖｓ１３２ｍｉｎ，Ｐ＝００４），具有统计学意义。至随访终点 ＰＳＧ
组再狭窄３例（１２５％），ＢＭＧ组再狭窄２例（９５％），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７）。说明 ＰＳＧ和 ＢＭＧ在腹侧尿道镶嵌成形
术治疗尿道球部－阴茎部狭窄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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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研究基本资料

编

号
纳入文献 发表年份 国家

纳入病例

时间跨度

手术方式（例数）

阴茎皮片 口腔黏膜
狭窄位置

阴茎皮片

成功例数

（％）
失败例数

（％）

口腔黏膜

成功例数

（％）
失败例数

（％）

质量评价

（星数）

１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１２］ １９９８ 意大利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ＤＯ（３１） ＤＯ（６） 球部 ２８（９０３） ３（９７） ６（１００） ０（０） ５

２ Ｒａｂｅｒ［１０］ ２００５ 意大利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ＤＯ（１７） ＤＯ（１３） 球部 １３（７６５） ４（２３５） １１（８４６） ２（１５４） ５

３ Ｌｕｍｅｎ［１１］ ２００８ 比利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ＶＯ（３３） ＶＯ（８） 球部 ３１（９３９） ２（６１） ７（８７５） １（１２５） ６

４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１８］ ２００８ 意大利 ＮＡ Ａｓｏｐａ（２３） Ａｓｏｐａ（２２） 阴茎部 １８（７８３） ５（２１７） １８（８１８） ４（１８２） ６

５ Ｔｒａｎ［１３］ ２０１０ 瑞士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ＤＯ（２０） ＤＯ（１５） 球部 １５（７５） ５（２５） １１（７３３） ４（２６７） －

６ Ｒｅｇｕｅｉｒｏ［１４］ ２０１３ 西班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ＤＯ（５） ＤＯ（８） 球部 ５（１００） ０（０） ６（７５） ２（２５） ５

７ 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１６］ ２０１４ 美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ＤＯ（６） ＤＯ（１４） 球部 ６（１００） ０（０） １４（１００） ０（０） ６

８ 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１６］ ２０１４ 美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ＡＡＲ（３７） ＡＡＲ（１０３） 球部 ２９（７８４） ８（２１６） ９７（９４２） ６（５８） ６

９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１７］ ２０１４
意大利

印度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ＡＡＲ（ＤＯ，１０）

ＡＡＲ（ＤＯ，２４；
ＶＯ，９）

球部 ２（２０） ８（８０） １９（５７６）１４（４２４） ６

１０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１７］ ２０１４
意大利

印度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ＤＯ（３３）

ＤＯ（８１），ＬＯ（６）
ＶＯ（１３０）

球部 ２１（６３６）１２（３６４） １７６（８１１）４１（１８９） ６

１１ Ｈｕｓｓｅｉｎ［１５］※ ２０１４ 埃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ＤＯ（２４） ＤＯ（２１） 球部－阴茎部 ２１（８７５） ３（１２５） １９（９０５） ２（９５） －

　　注：ＤＯ：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背侧镶嵌；ＶＯ：ｖｅｎｔｒａｌｏｎｌａｙ腹侧镶嵌；Ｌ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ｎｌａｙ侧面镶嵌；Ａｓｏｐａ：Ａｓｃｏｐｅ术，详见参考文献；ＡＡＲ：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扩大吻合修复
术；ＮＡ：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数据不可得

※ＲＣＴ，随机对照试验

　　应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对其余１０个研究数据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首
先，我们进行研究间异质性检验，Ｑ统计量（χ２＝９６０，Ｐ＝
０２９）和Ｉ２（１６７％）检验均表明异质性检验无统计学意义，选
用固定效应模型。Ｇｒａｎｉｅｒｉ的研究［１６］由于两组成功率都为

１００％，在合并分析中被排除，其余９个研究，有８个研究的 ＲＲ
的９５％ ＣＩ均跨过“无差异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认为ＰＳＧ与
ＢＭＧ尿道成形术效果相同。然而，合并的 ＲＲ＝０８６，９５％ＣＩ
０７７－０９６，表明ＰＳＧ效果劣于 ＢＭＧ效果，差别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８）。见图２Ａ。
２３　亚组分析

我们按照作者、手术方式和手术部位不同，进行亚组分析。

表２展示了亚组分析的结果。所纳入的１０个研究中，Ｂａｒｂａｇｌｉ
为作者有４个，占比４０％。我们将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发表的研究归为一
组进行亚组分析。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的４个研究合并结果仍旧支持 ＢＭＧ
优于ＰＳＧ这一观点（ＲＲ＝０８０，９５％ ＣＩ：０６６－０９６），然而，其

余研究的合并结果表明ＢＭＧ与ＰＳＧ相比并无明显优势（ＲＲ＝
０９２，９５％ ＣＩ：０８１－１０５）。

手术方式亚组分析表明，采用 ＤＯ术式两种游离物效果相
同（ＲＲ＝０９０，９５％ ＣＩ：０７７－１０６）；若采用 ＡＡＲ术式，ＢＭＧ
效果好于ＰＳＧ（ＲＲ＝０７６，９５％ ＣＩ：０６２－０９３）。
２４　敏感性分析

我们考察单项研究对综合效应的影响，每次剔除一个研

究，将剩余的研究进行合并。剔除任一研究，剩余的９个研究合
并效应量的点估计都落在总的合并效应量９５％ＣＩ之内，表明单
个研究对合并结果的影响不大。

２５　发表偏倚
对纳入研究应用ＬｏｇＲＲ为指标进行“漏斗图”分析，图形基

本对称，表明不存在发表偏倚。我们进一步用 Ｅｇｇｅｒ检验和
Ｂｅｇｇ检验检测发表偏倚，两者都表明不存在发表偏倚，Ｐ值分别
为０９１和０６０。见图２Ｂ。

图２　 ＰＳＧ组与ＢＭＧ组术后成功率比较森林图（Ａ）和漏斗图（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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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亚组分析结果

研究个数 合并ＲＲ（９５％ ＣＩ） Ｃｈｉ２（Ｐ） Ｉ２

作者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 ４ ０８０（０６６－０９６） ５４０（０１５） ４４４％

　其他 ６ ０９２（０８１－１０５） ４５１（０３４） １１４％

手术方式

　ＤＯ ６ ０９０（０７７－１０６） ３４８（０４８） ００％

　ＡＡＲ ２ ０７６（０６２－０９３） ２４５（０１２） ５９２％

　ＶＯ １ １０７（０８１－１４１） － －

　ＡＳＯＰＡ １ ０９６（０７１－１２８） － －

狭窄部位

　球部 ９ ０８５（０７６－０９６） ９６６（０２１） ２７５％

　阴茎部 １ ０９６（０７１－１２８） － －

#

　讨论
临床上，前尿道狭窄较后尿道狭窄更为常见［２２］。本研究纳

入的所有文献均为前尿道狭窄一期修复。导致尿道狭窄的原

因据部位不同而异，其中尿道球部狭窄最常见原因为创伤性和

医源性损伤，而引起阴茎部尿道狭窄病因往往是硬化性苔藓样

病［２３］。除外病因，手术方式［２４］、狭窄部位［２５］、狭窄长度、患者

年龄［１４］、随访时间长短等，都可能是影响尿道成形术预后的

因素。

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平衡两组间的混杂影响，被认为是临床

试验的“金标准”，可惜的是，在纳入的１１个研究中，仅有一个
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表明ＰＳＧ和ＢＭＧ在修复球部－阴茎部
狭窄中作用相当，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对于另外的非随机对照

试验，为了尽可能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在提取数据时，综合

考虑了狭窄原因、手术方式和狭窄部位等，将数据分开提取，只

提取记录详细的数据。联合各种术式的研究，使结果难以解

释，我们予以舍弃。然而，１０个非随机对照研究的合并结果表
明，ＢＭＧ优于ＰＳＧ。这与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存在不一致。通
过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仅有的一个随机对照研究，探讨的是

ＤＯ术式，而我们提取的术式包含了ＤＯ、ＡＡＲ、Ａｓａｐｏ、ＶＯ等多种
术式，为了降低各种术式对结果造成的可能影响，我们进行了

亚组分析。在只含有ＤＯ术式的６个研究中，合并结果亦说明
ＢＭＧ、ＰＳＧ在尿道成形中效果相当，差别并无统计学意义。由此
推断，不同术式可能是导致文献报道存在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这提示我们在分析尿道狭窄预后情况时，同时需要考虑手术方

式的影响。ＡＡＲ亚组中表明 ＢＭＧ效果好于 ＰＳＧ，然而考虑到
此分析只纳入了两个研究，确切的结果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来自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组的数据较多，按
照作者的亚组分析的结果显示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组仍旧支持 ＢＭＧ修复
优于ＰＳＧ修复这一观点，然而，其余研究的合并结果表明 ＢＭＧ
与ＰＳＧ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有以下几个可能原因来解释这一
矛盾结果。其一是，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组发表的数据共包含 ＰＳＧ修复患
者９７人，ＢＭＧ患者２７８人，ＢＭＧ修复组患者是 ＰＳＧ组近三倍，
然而其余６个研究共报道的ＰＳＧ和ＢＭＧ患者却基本相等（１１８
和１６７）。说明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组更倾向于选择ＢＭＧ，这可能是造成偏

倚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手术方式可能是潜在的影响因素，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组较其余６组合并数据手术方式更为多样。
镶嵌尿道成形术（ｏｎｌａｙ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在治疗尿道狭窄上应

用较广，主要包括ＤＯ、ＶＯ和 ＬＯ三种术式，其中前两种在临床
应用最多。Ｗａｎｇ等［２５］在一篇 Ｍｅｔａ分析中指出，ＶＯ尿道成形
术劣于ＤＯ，球部尿道狭窄较其他部位更适合行移植物镶嵌尿
道 成 形 术。然 而 这 一 结 论 仍 值 得 商 榷 （ｈｔｔｐ：／／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ｏ／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ｃｌｄａｒ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ＤＡＲＥ －
１２００９１１０４０８／ｆｒａｍｅｈｔｍｌ）。随后发表的一些研究中，报道了ＤＯ
和ＶＯ相当的效果［２４］。尽管目前关于ＤＯ和ＶＯ疗效比较的结
论尚不明确，不过，ＤＯ较ＶＯ相比具有以下几点优势［１４，２６］：（１）
阴茎海绵体背侧相对稳固、平整，移植物缝合固定确切；（２）白
膜血供丰富，移植物易于存活；（３）降低尿道小囊、憩室、尿瘘等
的发生率；（４）减少阴茎海绵体出血；（５）由于背侧疤痕组织相
对较少，对于背侧术后再次狭窄者，此术式仍然适用。

对于尿道狭窄手术，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如何及

时发现手术失败并及早处理。Ａｎｄｒｉｃｈ等［１７］指出，尿流率并非

是及早发现手术失败的有效方法，因为只有尿道狭窄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才能反映到尿流率的降低，此时监测到的手术失败

往往有滞后，因此作者建议应适时考虑内镜检查。与此相反，

Ｅｒｉｃｈｓｏｎ等［１７，２７，２８］认为尿流率是评估尿道狭窄术后患者再狭

窄的有效手段，因为其不光具有无创、患者易于接受的特点，还

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对于术后随访的患者

首先考虑尿流率检查，详细记录检查结果，动态监测其变化，若

尿流率有持续降低的趋势（排除拔出尿管后的前两次检查），且

降幅较大，即使尿流率尚未降到１５ｍＬ／ｓ以下，我们倾向于及早
行尿道扩张或内镜检查。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去

评价手术成功，尿道狭窄术后患者如何确定随访终点。Ｂａｒｂａｇｌｉ
等［１７］近期发表于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上的文章报道了３５９例
前尿道狭窄行替代术的预后情况，最短随访时间为６年。文章
指出，手术失败多发生在术后５年内，描述术后预后情况的 Ｋａ
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曲线５年以后变得平坦。该研究作者建议术后前２
年应０５年行１次尿流率检查，然后１年１次，直到第７年，７年
以后患者可视为手术成功，是否继续随访取决于患者。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纳入研究，大多数（１０／１１）为观察
性研究，尽管我们在提取数据时综合考虑了狭窄原因、手术方

式和狭窄部位等，但是仍无法避免观察性研究存在选择偏倚及

其他混杂偏倚，且目前能纳入研究的总人数较少，随访时间差

别较大，故结果需要更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试验去进一步证

实。在临床应用中需综合考虑 ＰＳＧ和 ＢＭＧ的优缺点，按照个
体化的原则选择。ＰＳＧ修复具有手术用时更少、无需口腔二处
手术等优点。ＢＭＧ具有黏膜剥离容易，有弹性和抗感染的特
点；对于长段尿道狭窄，依然适用，可以双颊取材，拼接修复；避

免应用ＰＳＧ修复造成外生殖器，皮片取材部位瘢痕形成，影响
外观等［２９］。除此之外，纳入的所有研究都是前尿道狭窄一期成

形，对于后尿道狭窄／全尿道狭窄、二期尿道成形术的治疗效
果，两种修复材料是否存在差别，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应该着眼于（１）不同手术方式之间预后是否相
同；（２）不同狭窄部位移植物尿道成形术效果是否相同；（３）一
期、二期尿道成形术尿道替材料效果是否具有可比性；（４）对于
自体组织来源不足的患者，探讨组织工程材料应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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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３０］。

综上所述，目前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口腔黏膜移植物与阴
茎游离皮片移植物在前尿道狭窄一期背侧镶嵌成形术（ｏｎｅ－
ｓｔａｇｅ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中效果相当，皆可选择。但此
结论仍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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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２０－２２６．

［２３］　岳中瑾．前尿道狭窄的病因和治疗．现代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２
（３）：２２２－２２４．

［２４］　ＪｉｎｇａＶ，ＨｕｒｄｕｃＭ，ＶｏｉｎｅｓｃｕＶ，ｅｔａｌ．Ｖｅｎｔｒａｌｂｕｃｃ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ｇｒａｆｔ
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ｐｅｎｉｌｅ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ｈｉｒｕｒｇｉａ（Ｂｕｃｕｒ），２０１３，１０８（２）：２４５－２４９．

［２５］　ＷａｎｇＫ，ＭｉａｏＸ，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Ｄｏｒｓａｌｏｎｌａｙｖｅｒｓｕｓｖｅｎｔｒａｌｏｎｌａｙ
ｕｒｅ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ｒｏｌ
Ｉｎｔ，２００９，８３（３）：３４２－３４８．

［２６］　缪勋忠，王坤杰，王莉，等．腹侧／背侧移植物镶嵌尿道成形术
治疗尿道狭窄．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８（３）：１８２－１８９．

［２７］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ＢｒｅｙｅｒＢＮ，ＭｃＡｎｉｎｃｈＪＷ．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ｕｒｏｆｌｏｗｍｅｔｒｙ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Ｊ
Ｕｒｏｌ，２０１０，１８４（４）：１３８６－１３９０．

［２８］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ＢｒｅｙｅｒＢＮ，ＭｃＡｎｉｎｃｈＪＷ．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ｕｒｏｆｌｏｗｍｅｔｒ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ｓａｍｅａｎｓ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ｆｏｒ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８６（５）：１９３４
－１９３７．

［２９］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Ｇ，ＳａｎｓａｌｏｎｅＳ，ＤｊｉｎｏｖｉｃＲ，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ｔ
Ｂｒａｚ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３８（３）：３０７－３１６．

［３０］　林健，张明华，谌诚，等．异种真皮去细胞基质在尿道重建中的
临床应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４３－１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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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忠（１９６６－），男，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系肿瘤、肾移植免疫及男科学。
陈一然（１９９４－），男，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循证医学。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１９８８－），男，住院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脏外科学。
刘昂（１９８９－），男，住院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学。
★者均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邹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ｚｏｕ＠
１２６．ｃｏｍ
★Ｔｈ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
ｃｏ－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Ｚｏｕ，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ｚｏｕ＠１２６．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
Ｑｉ，２★，ＬＩＵＤｅｚｈｏｎｇ２★，ＣＨＥＮＹｉｒａｎ３★，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４★，ＬＩＵＡｎｇ４★，ＺＯＵＬｉ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２．Ｓｏｏｃ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Ｇｅｎ
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８２，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
ｒｏｌｏｇｙ，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Ｃ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１１４２，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ｕｐｄ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ｉｎｍａｌ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ｐｅｒｉｎＰｕｂＭｅｄ（１９６６

"

Ｍａｙ２０１４），Ｅｍ
ｂａｓｅ（１９７４

"

Ｍａｙ２０１４），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４，Ｉｓｓｕｅ５）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１９９５－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Ｂｏｙａｒｓｋ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ｓｃｏｒ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ＭＦＲ／Ｑｍａｘ）
ａｎｄＡＥ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ｗ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ｌｌｄａｔａ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ｖＭａｎ５．２．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ｅ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４ｗｅｅｋｓｔｏ１２ｗｅｅｋ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ＰＳＳ／Ｂｏｙａｒｓｋ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Ｑｍａｘ／ＭＦＲ，ＱｏＬ
ｓｃ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Ｄ）＝ －０．３４，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ＭＤ）＝１．１０，
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ＭＤ＝－０．３９，Ｐ＝０．０００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Ｅｓｐｏｏｌ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ｆａｔｉｇｕ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ＲＲ）ｏｆ１．１２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ｐ＜０．
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ＬＵＴＳｏｆｍａｌｅＢＰ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ｕｔｉｔｓ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ｉｅｗ

盐酸坦索罗辛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系统回顾及更新荟萃分析
安琪１，２★　刘德忠２★　陈一然３★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４★　刘昂 ４★　邹练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２苏州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研究生培养基地，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３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血液科，广州 ５１０２８２
４奥克兰城市医院泌尿外科，新西兰 奥克兰 １１４２

【摘　要】　目的：利用 Ｍｅｔａ分析系统观察盐酸坦索罗辛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疗效。方法：检索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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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Ｅｍｂａｓｅ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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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盐酸坦索罗辛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随机对照治疗（ＲＣＴ），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 Ｒｅｖ
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发表偏倚评估和敏感性分析。结果：最终有１０篇 ＲＣＴ文献纳入本项研究，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盐酸坦索罗辛在 ＩＰＳＳ／Ｂｏｙａｒｓｋ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Ｑｍａｘ／ＭＦＲ以及 ＱｏＬｓｃｏｒｅ［ＳＭＤ＝ －
０３４，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ＭＤ＝１１０，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ＭＤ＝－０３９，Ｐ＝００００７］效果方面明显优于安慰剂组（Ｐ
＜００１），但该药的某些副作用较安慰剂相比亦有显著差别（ＲＲ＝１１２，Ｐ＜００００１）。结论：盐酸坦索罗辛
在治疗前列腺增生症中疗效确切，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有效方法，但需注意其潜在的副作用。

【关键词】　盐酸坦索罗辛；前列腺增生症；循证医学；荟萃分析；系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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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ｎ＝４９） ６１．５（６．４）

Ｏｅｌｋｅ ２０１２ ０．４ｍｇ Ｐｌａｃｅｂｏ（ｎ＝１７２） ６３．７（？） Ｓｉｍｉｌａｒ １２ ①②③④

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ｎ＝１６８） ６３．５（？）

　　①ＩＰＳＳ／Ｂｏｙａｒｓｋ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②Ｑｍａｘ／ＭＦＲ③ＱｏＬｓｃｏｒｅ④ＡＥ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ＭＦＲ，

ＱＯＬａｎｄＡＥｓｆｏｒ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ＰＨ．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Ｑｍａｘ／ＭＦＲ，ＱＯＬ
ａｎｄＡ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０．２ｍｇ／０．４ｍｇ／０．８ｍｇ）ｗａ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ｏｎｅｏｆｔ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ｒｅ
ｐｏｒ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ｉｖｅｕｓｅｄＩＰＳＳａｎｄｆｏｕｒｕｓｅｄＢｏｙ
ａｒｓｋ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ｎ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１０２ｃａｓ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ｕ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Ｄ）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Ｐ ＝０．８２（＞０．１０），Ｉ２＝０％ （＜５０％），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ＭＤ＝ －０．３４；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
ｖａｌ（ＣＩ）＝ －０．４０ｔｏ－０．２８，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
ａｌｙ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Ｘ２ｔｅｓｔ
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Ｐ＝
０．２８（＞０．１０），Ｉ２＝２１％ （＜５０％）；Ｐ＝０．９１（＞０．１０），Ｉ２＝
０％ （＜５０％）ａｎｄＰ＝０．８２（＞０．１０），Ｉ２＝０％（＜５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ｓｌｉｇｈｔ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ＭＤ＝ －０．３７；９５％ＣＩ＝
－０５２ｔｏ－０．２１；Ｐ＜０．００００１ｆｏｒ０．２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ＳＭＤ ＝
－０３１；９５％ＣＩ＝－０．３９ｔｏ－０．２３；Ｐ＜０．００００１ｆｏｒ０．４ｍｇｔａｍ
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ＳＭＤ＝ －０．４０；９５％ ＣＩ＝ －０．５３ｔｏ－０．２７；Ｐ＜
０００００１ｆｏｒ０．８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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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Ｈｉｎ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ｄｏｓ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Ｆｉｇｕｒｅ２）．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ＦＲ（Ｑｍａｘ）：ｏｎｅｏｆｔｅｎ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ｐｏｒｔＭＦＲ，
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ｎ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ｕｓ，ｎ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３８９８ｃａｓ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ＭＦＲ（Ｑｍａｘ）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ｔｏｏｕ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ＭＤ）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ｔｏｅｘ
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Ｐ ＝０．０２
（＜０．１０），Ｉ２＝５３％ （＞５０％），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ＭＤ＝１．１０；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０．７６ｔｏ１．４５，
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ＦＲ
（Ｑｍａｘ）．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ｕｂ
ｇｒｏｕｐ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Ａ
ｇａｉｎ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ｗ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Ｐ＝０．００２（＜０．１０），Ｉ２＝８０％ （＞５０％）；Ｐ＝０．３８
（＞０．１０），Ｉ２＝５％ （＜５０％）ａｎｄＰ＝０．３５（＞０．１０），Ｉ２＝
０％（＜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ＭＤ＝０．９７；９５％ＣＩ＝ －０．３８ｔｏ２．３２；Ｐ＝０．１６ｆｏｒ０．２ｍｇ
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ＷＭＤ＝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７１ｔｏ１．３４；Ｐ＜０．００００１
ｆｏｒ０．４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ＷＭＤ ＝１．０７；９５％ ＣＩ＝０．６５ｔｏ

１４８；Ｐ＜０．００００１ｆｏｒ０．８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
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ＢＰＨｉｎｔｈｅ０．４ｍｇａｎｄ０．８ｍｇｄｏｓ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ＱＯＬ：ｆ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９７２ｃａｓｅ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
ｔｈｅＱＯＬ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ｉｇｈ
ｔ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ＭＤ）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ｗａｓＰ＝０．０４（＜０．１０），Ｉ２＝５７％ （＞５０％），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ＭＤ ＝ －０．３９；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Ｉ）＝ －０．６１ｔｏ－０．１６，Ｐ＝０．０００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ＯＬ．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ｗ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ＡｎＸ２

ｔｅｓｔ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Ｐ
＝０．１８（＞０．１０），Ｉ２＝４２％ （＜５０％）；ａｎｄＰ ＝０．２５（＞
０１０），Ｉ２＝２３％ （＜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ｎｌｙｏｎｅｓｔｕｄ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
０．８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ｄｏｓ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ＭＤ＝
－０．３９；９５％ＣＩ＝ －０．６６ｔｏ－０．１２；Ｐ＝０．００４ｆｏｒ０．２ｍｇｔ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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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ｏｓｉｎ；ＷＭＤ＝ －０．２０；９５％ＣＩ＝ －０．４７ｔｏ０．０７；Ｐ＝０．１４
ｆｏｒ０．４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ＷＭＤ ＝ －０．８４；９５％ ＣＩ＝ －１．２８
ｔｏ－０．４０；Ｐ＝０．０００２ｆｏｒ０．８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ＢＰＨｉｎ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ｄｏｓ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Ｆｉｇｕｒｅ４）．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Ｑｍａｘ（ＭＦＲ）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ＱＯＬ

Ｓａｆｅｔ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３０８ｃａｓ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Ａ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ｏ（ＲＲ）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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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Ｐ ＝
０００３（＜０．１０），Ｉ２＝２８％ （＜５０％），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Ｒ ＝
１．１２；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 ＝１．０７ｔｏ１．１８，Ｐ＜
００００１）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ｉｎＡＥｓ．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
ａｌｙ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Ｘ２ｔｅｓｔ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Ｐ ＝
００６（＜０．１０），Ｉ２＝５９％ （＞５０％）；Ｐ＝０．７６（＞０．１０），Ｉ２＝

０％ （＜５０％）ａｎｄＰ＝０．０２（＜０．１０），Ｉ２＝８０％（＞５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Ｒ＝１．２６；
９５％ＣＩ＝０．８４ｔｏ１．８８；Ｐ＝０．２７ｆｏｒ０．２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ＲＲ＝
１．０８；９５％ＣＩ＝１．００ｔｏ１．１５；Ｐ＝０．０４ｆｏｒ０．４ｍ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ＲＲ＝１．１１；９５％ ＣＩ＝０．９３ｔｏ１．３３；Ｐ＝０．２６ｆｏｒ０．８ｍｇｔａｍ
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Ｒ＝１．１１；９５％ＣＩ＝１．０４ｔｏ１．１８）ｉｎｄｉｃａ
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ＡＥｓ．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ｄｉｄｌｅｓｓｗｅｌｌ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
ｃｅｂｏｇｒｏｕｐ（Ｆｉｇｕｒｅ５）．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Ｔａｂｌｅ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ＲＲ：１．４０，９５％ＣＩ：１．０１－
１９５，ｆ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Ｒ：１．５５，９５％ＣＩ：
１２１－１．９９，ｆ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０％），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ＲＲ：１．７９，９５％ＣＩ：１．４０－２．３０，ｔｈｒｅ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４９％），
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ＲＲ：１．５８，９５％ＣＩ：１．２８－１．９４，ｎ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
０％），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ｆａｔｉｇｕｅ（ＲＲ：１．３０，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９８，ｆ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０％）ａｎ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Ｒ：１８．９３，９５％ＣＩ：

９．３０－３８．５１，ｓｉ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３１％）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ｍｏｒｅ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ｎｐｌａｃｅｂｏ．Ｍｏｓｔ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ｗａ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Ｅｓｉｎ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ＲＲ：１．４８，９５％ＣＩ：１．２２－１．８０，ｔｈｒｅ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０％），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ＲＲ：１．３９，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７４，ｔｗｏ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２＝０％）ａｎｄ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ＲＲ：１．８７，９５％ＣＩ：１．４１－
２４６，ｔｈｒｅ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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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３　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
Ｔｏｔ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ｔｏｔａｌ

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ＲＲ（９５％ＣＩ） ＮＯ．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２），％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２３１／２１６４ ２１５／１８６３ １．０３（０．８７－１．２２） ９ ０
Ｃｈｅｓｔｐａｉｎ ２２／５４１ ２２／５２９ ０．９７（０．５５－１．７３） ２ ０
Ｂａｃｋｐａｉｎ ７９／１３１４ ５６／１３１２ １．４０（１．０１－１．９５） ４ ０
Ｐａｉｎ ８８／９９４ ９６／９８６ ０．９１（０．６９－１．２０） ２ ０
Ｍｙａｌｇｉａ １／２０１ ０／２０５ ３．２１（０．１３－７４．８０） ２ ＮＡ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１３／５０２ ２６／５０８ ０．５１（０．２６－０．９７） １ ２９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ｃｈｅｓｔｐａｉｎ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６９／１７６４ ８５／１３８１ １．５５（１．２１－１．９９） ５ ０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 ９／３６９ １２／３７７ ０．７８（０．１１－５．６２） ３ ６４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１５４／１３７５ ８４／１１７９ １．７９（１．４０－２．３０） ３ ４９

Ｐｈ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 ５４／９９６ ４６／９８６ １．１６（０．７９－１．７０） ２ ２
Ｃｏｕｇｈ ２５／４９２ ２０／４７８ １．２３（０．６７－２．２４） １ ０

ｆｌｕ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６／３８１ ５／１９３ ０．６１（０．１９－１．９７） １ ＮＡ
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 ２０５／２２０７ １２１／１９０１ １．５８（１．２８－１．９４） ９ ０
Ｓｙｎｃｏｐｅ ３／７３６ ２／４４４ ０．８９（０．１９－４．１５） ３ ０
Ｈｙｐｏｔｅｎｓｉｏｎ １／７３６ ２／４４４ ０．４８（０．１１－２．１１） ３ ２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ｆａｔｉｇｕｅ ９２／１５９８ ６３／１３８８ １．３９（１．０２－１．９８） ５ ０
Ｓｏｍｎｏｌｅｎｃｅ ３０／１０３１ １８／８２４ １．５４（０．８８－２．６８） ３ ４７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０／４９ １／５１ ０．３５（０．０１－８．３１） １ ＮＡ
Ｔｈｉｒｓｔ ７／１９２ ４／８９ ０．８１（０．２４－２．７０） １ ＮＡ

Ｌｏｏｓｅｓｔｏｏｌ ７／１９２ ５／８９ ０．６５（０．２１－１．９９） １ ＮＡ
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 ４２／１２１１ ８０／１２０９ ０．５３（０．３７－０．７５） ４ ４０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６５／１１８６ ４９／１０８５ １．１８（０．８２－１．７０） ３ ０

Ｅｐｉｇａｓｔｒｉｃ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Ｇａｓｔｒｉｃｕｌｃｅｒ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 ２４／４９２ ２７／４７８ ０．８６（０．４９－１．５１） １ ０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ｈｅｒｎｉａ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Ｓｋｉｎ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ｐａｌ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７／５７８ ４／２９１ ０．８８（０．２６－２．９９） ２ ０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６３／１９２２ ５／１５１９ １８．９３（９．３０－３８．５１） ６ ３１

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 ７／１５８ ０／１５３ １４．５３（０．８４－２５２．２０） １ ＮＡ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ｅｎ １／１５８ ０／１５３ ２．９１（０．１２－７０．７８） １ ＮＡ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１５／４９２ ２４／４７８ ０．６０（０．３１－１．１５） １ ０

Ｎａｕｓｅａ ２３／４９２ ２２／４７８ １．０２（０．５６－１．８５） １ ０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ｖｅｒｄｏｓｅ １／４９ ０／５１ ３．１２（０．１３－７４．８０） １ ＮＡ

Ｄｒｕ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 ７４／５７８ ３３／２９１ １．１３（０．７７－１．６６） ２ ０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１／１０７０ １２６／７６９ ０．８７（０．６９－１．０９） ３ ０
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９／１０７０ １２４／７６９ １．４８（１．２２－１．８０） ３ ０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１４２／６８９ ９７／５７６ １．３９（１．１０－１．７４） ２ ０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４６／１０７０ ６２／７６９ １．８７（１．４１－２．４６） ３ ４９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３０／５７８ ２０／２９１ ０．７６（０．４４－１．３１） ２ ０
Ｓｋｉｎ／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ｓ ５／１９７ ２／９８ １．２４（０．２５－６．３０） １ Ｎ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４２／１９２ １８／８８ １．０７（０．６５－１．７５） １ Ｎ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２／１９２ １３／８８ １．１３（０．６３－２．０４） １ Ｎ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γ－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７／１９２ ６／８８ ０．５３（０．１９－１．５４） １ ＮＡ
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１３／１９２ ７／８７ ０．８４（０．３５－２．０４） １ Ｎ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６／１９２ ２／８８ １．３８（０．２８－６．６８） １ 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ｕｒｉａ １６／１９２ ６／８８ １．２２（０．５０－３．０２） １ ＮＡ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ｎｏ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ＣＩ，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ＲＲ，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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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
Ｆｉｘ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ｗｅ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Ｆｉｇｕｒｅ６－９）．Ｔｈｅｓｅｆ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ｗｅｒ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ｉｎ
ｖｅｒｔｅｄａｎｄｆｕｎｎｅｌ－ｓｈａｐｅｄｗｉｔｈ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ａ
ｌａｃｋ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 Ｆｉｇｕｒｅ７　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Ｑｍａｘ（ＭＦＲ）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ｏｎＱＯＬ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ｆｏｒ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1,+11%)&

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ｌｐｈａ－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ｍｅｎｗｉｔｈＬＵＴ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ＢＰＨ．４８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ｅｎｔｒｉ
ａｌ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ｈｏｓｅＪａｄａｄ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ｔｈｒｅｅ．Ａｌｌ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ａｒｅ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ｎｅ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ｃｌｅａｒ
ｌｙ，ｉｔｉ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ｉｎｄｏｓａｇ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０．２ｔｏ０．８ｍ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ｓｍａｌｌｔｏｍｏｄｅｓｔ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ｎ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ａｎｄＱＯＬｔｈａｎｐｌａｃｅｂｏ．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ｄｏｓａｇｅｓ，ｔｈｅ０．２ｍｇｄｏｓａｇｅｉｓｏｎ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ｏｒｕｓｅｉｎａｒｅａｓ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０．４ｍ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ｒｅｏｎ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０．２，０．４ｏｒ０．８ｍｇ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ｒｅｍｏｓ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ｗｅｌｌ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ｂｕ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Ｅ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ｗｅｒｅ
ｎｏｔｄｏｓ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Ｅｓｗ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ｍｉｌｄｂｕｔ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ｒｈｉｎｉ
ｔｉｓ（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ｆａｔｉｇｕｅ
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ｍ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ｔｈｅｎｔｈｏｓ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ｐｌａｃｅ
ｂｏ．Ａ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ｗｉｔｈｈｉｇｈ
ｅｒｄｏｓｅｓ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０．２ｍｇｖｅｒｓｕｓ０．８ｍｇ）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Ｐ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ＢＰ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ｇｅ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ｅｒｕｍ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ｇｅｔ
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４９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
ａｐｙａ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ＡＥｓ．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ｔｏ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
ｓｐａ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ａｐｓｕｌｅａｎ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ｒｅｌｉｅｖｅｕ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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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ｇａｖｅ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ｇａｖｅｆｉ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ｏｂ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ｌｌａｕｔｈｏｒｓｒｅａｄａｎｄａｐ
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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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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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ＷｅｉＪＴ，ＣａｌｈｏｕｎＥ，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ＳＪ．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ＬｉｔｗｉｎＭＳ，ＳａｉｇａｌＣＳ，ｅｄｉｔｏｒｓ．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Ｉ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ｐ４３－６７．

［２］　Ｃｈａｐｐｌｅ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
ｓｉａ．ＢＭＪ１９９２；３０４：１１９８－１１９９．

［３］　ＢａｒｒｙＭＪ，ＷｉｌｌｉｆｏｒｄＷＯ，ＣｈａｎｇＹ，ＭａｃｈｉＭ，ＪｏｎｅｓＫＭ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ｂｅ
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ＪＵｒｏｌ１９９２；１４８：１５４９－１５５７．

［４］　Ｍｃ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Ｋｉｒｂｙ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
ｍａｌ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ＣｌｉｎＥｖｉ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１；ｐｉｉ：１８０１．

［５］　ＢｅｒｒｙＳＪ，ＣｏｆｆｅｙＤＳ，ＷａｌｓｈＰＣ，ＥｗｉｎｇＬＬ．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ｗｉｔｈａｇｅ．ＪＵｒｏｌ
１９８４；１３２：４７４－４７９．

［６］　ＴｒｕｅｍａｎＰ，ＨｏｏｄＳＣ，ＮａｙａｋＵＳ，ＭｒａｚｅｋＭＦ．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ｍｅｎｉｎｔｈｅ
ＵＫ．ＢＪＵＩｎｔ１９９９；８３：４１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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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Ｏｌｍｓ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ＡｒｃｈＦａｍＭｅｄ１９９３；２：７２９－７３５．

［８］　ＢａｌｅｓＧ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ＡＰ，ＫｉｒｓｈＥＪ，ＧｅｒｂｅｒＧＳ．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ｕｓｅａｔｔｈ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５４：８６－８９．

［９］　ＤｉＳｉｌｖｅｒｉｏＦ，ＦｌａｍｍｉａＧＰ，ＳｃｉａｒｒａＡ，ＣａｐｏｎｅｒａＭ，Ｍａｕｒｏ
Ｍ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ＢＰＨ．ＭｉｎｅｒｖａＵｒｏｌＮｅｆｒｏｌ．
１９９３；４５：１４３－１４９．

［１０］　ＢｕｃｋＡＣ．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ｒＪＵｒｏｌ１９９６；
７８：３２５－３３６．

［１１］　ＯｅｌｋｅＭ，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Ａ，ＤｅｓｃａｚｅａｕｄＡ，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Ｍ，Ｇｒａ
ｖａｓＳ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ｎｅｕｒｏｇｅｎ
ｉｃＭａｌｅＬＵＴＳ．Ａｒｎｈｅｍ：ＥＡＵ；２０１１．ｐ８－１２．

［１２］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Ｒ，ＷｉｌｔＴＪ．Ａｌｆｕｚｏｓｉ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ｉ
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６６：７８０－７８８．

［１３］　ＪｏｎｌｅｒＭ，ＲｉｅｈｍａｎｎＭ，ＢｒｕｓｋｅｗｉｔｚＲＣ．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ｒｕｇｓ
１９９４；４７：６６－８１．

［１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Ｒ，ＷｉｌｔＴＪ，ＨｏｗｅＲＷ．Ｄｏｘａｚｏｓｉ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
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ＪＵＩｎｔ２００４；９４：１２６３－１２７０．

［１５］　ＷｉｌｔＴＪ，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Ｒ，ＲｕｔｋｓＩ．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０３；
（１）：ＣＤ００２０８１．

［１６］　ＷｉｌｔＴＪ，ＨｏｗｅＲＷ，ＲｕｔｋｓＩＲ，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Ｒ．Ｔｅｒａｚｏｓｉｎｆｏｒ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
２００２；（４）：ＣＤ００３８５１．

［１７］　ＳｃｈｗｉｎｎＤＡ，ＲｏｅｈｒｂｏｒｎＣＧ．Ａｌｐｈａ１－ａｄｒｅｎｏ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ｔＪＵｒｏｌ２００８；
１５：１９３－１９９．

［１８］　ＦｏｒｒａｙＣ，ＢａｒｄＪＡ，ＷｅｔｚｅｌＪＭ，ＣｈｉｕＧ，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ｌｐｈａ１－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ｈａｔ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
ｃｌ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ａｓ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ｎｅｄｈｕｍａｎａｌｐｈａ１ｃｓｕｂｔｙｐｅ．Ｍｏｌ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１９９４；４５：７０３－７０８．

［１９］　ＤｉｎｇＨ，ＤｕＷ，ＨｏｕＺＺ，ＷａｎｇＨＺ，ＷａｎｇＺＰ．Ｓｉｌｏｄｏｓｉｎ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ＵＴＳ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ＰＨ：ａ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ｓｉａｎ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５：１２１－１２８．

［２０］　ＭｉｃｈｅｌＭＣ，ＢｕｓｃｈｅｒＲ，ＫｅｒｋｅｒＪ，ＫｒａｎｅｉｓＨ，Ｅｒｄｂｒｕｇｇｅｒ
Ｗ ｅｔａｌ．ｕ，－Ａｄｒｅｎｏ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ｔｙｐｅ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ｒｕｇｓｆｏ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ｃｌｏｎｉｄｉ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ｒｅｎａｌｃｔＩａｄｒｅ
ｎｏｃｅｐｔｏｒｓ．Ｎａｕｎｙｎ－ＳｃｈｍｉｅｄｂｅｒｇｓＡｒｃｈ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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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ｈ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ｒｕｇ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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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１Ａ －ｔｙｐｅ．Ｊｐｎ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１９９３；６２：２９７－３０４．

［２３］　ＣｈａｐｐｌｅＣＲ，ＣｏｕｌｄｗｅｌｌＣＪ，ＮｏｂｌｅＡＪ，Ｃｈｅｓ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Ｔｈ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ａｄｒｅｎｏｃｅｐ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ａｍ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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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ｒｏｌｏｇｉｅ，Ｓｙｄｎｅｙ，１８－２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９９４：
２１０（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４８７）

［２４］　ＦｏｇｌａｒＲ，ＳｈｉｂａｔａＫ，Ｈｏｒｉｅ，Ｋ，ＨｉｒａｓａｗａＡ，Ｔｓｕｊｉｍｏｔ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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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 ＳＣＬ－９０调查及
其心理干预
戴丽君　苏红侠　陈红粟　何有华△　王帅斌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应用在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中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各因子的影响。方法：对我院就诊的７８例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开展心理干预措施，采用
ＳＣＬ－９０量表进行调查，观察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影响。结果：患者治疗后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其中躯体化
（１６６±０１９）分，强迫症状（１４４±０１７）分，人际关系（１４１±０１８）分，焦虑（１８１±０３４）分，抑郁（１６９±
０２５）分，恐怖（１１３±０２１）分，偏执（１２４±０１６）分，敌对（１０１±０１１）分，精神病性（１３４±０２２）分，其
他（１４３±０２３）分，同治疗前比较统计学分析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９８７４８、６２４２８、６４２９１、
１２０１４７、１１７１５４、５１４６９、１０１７０６、９３５２２、１１７４５１、１０４７４６；Ｐ＜００５）。患者治疗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４７２８±３０）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４３７６±３１７）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１０３２±２０８）分，ＩＩＥＦ－５评分
（１８３７±１４５）分，同治疗前比较统计学分析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４０９３、１６４２１５、８２４７３、
２４７５９９，Ｐ＜００５）。结论：采用心理干预应用在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中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减轻患者负性心理压力，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心理干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Ｌ－９０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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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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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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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属于临床上男性常见的疾病，有近一半以上
的男性会在不同时期出现前列腺炎症状，表现为排尿异常、腰

骶部疼痛或者不适，严重的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１］。国外研究

显示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发病率极高，尤其是性欲减

退和射精疼痛等，经过调查显示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和生

理受到极大影响，对患者的生活、夫妻情感产生负面影响，目前

逐渐被广大医患所重视［２，３］。我院对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

障碍患者开展了心理干预措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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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科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治疗的慢性前列
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７８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符合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制定慢性前列腺标准症状积分超过１０分，性功能
障碍即在性刺激下不能持续达到或维持足够的阴茎勃起完成

满意的性交，病程超过３个月，所有患者年龄在１８～７０岁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后实行。年龄

２６～５８岁，平均年龄（３４８９±２６６）岁；病程３月～８年，平均病
程（２１９±０４３）年。
１２　治疗方法

给予患者常规治疗，采用 ＥＣＯ－１００多模微波前列腺治疗
仪体外照射治疗，选用圆形体外探头，功率２５～４０Ｗ，以病人感
到温热为宜，取会阴部或小腹部，每次 ２０ｍｉｎ，间隔 ２ｄ治疗 １
次。同时给予患者头孢类和喹诺酮类药物二联治疗；抗焦虑治

疗采用盐酸曲唑酮片口服，第１周１次５０ｍｇ，１次／ｄ，第２周后
改为１次１００ｍｇ，１次／ｄ。
１３　护理干预

对患者开展心理干预措施：（１）开展一般心理疏导，护士要
加强和患者进行沟通，通过聊天、座谈会等方法对患者进行开

导，同时了解患者对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的认识程

度，耐心聆听患者对病情的陈述，取得患者的充分信任与配合，

鼓励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２）改变患者的认知，护士要向患者
讲述疾病的发病机理，告诉患者慢性前列腺炎属于男性常见疾

病，同性功能障碍发生没有必然的关系，让患者认识到心理因

素是相关症状产生的重要因素，动员患者积极改变以往错误的

认识，主动配合心理干预；（３）进行生物反馈干预，对久治不愈
或者认为是性病的患者要将疾病和预后进行细致的解释，缓解

患者紧张与恐惧的情绪，分析产生疾病出现的原因，改变患者

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让患者通过学习认识到心理变化同躯体

变化之间的关系，客观的了解身心变化同环境因素的关系，指

导患者进行放松练习，解除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

１４　观察指标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患者进行测定，包括９０个

项目１０个不同心理因子，严重程度从１（无症状）到５（极严重）
５级评分，对干预前后评分变化进行比较。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和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治疗前后负性情绪变化进行比较，采用

美国国立卫生院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定患者前列腺治疗效果，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卷调查表

（ＩＩＥＦ－５）评定患者性功能障碍改善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收集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在ＳＰＳＳ１７０中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数据均以 珋ｘ±ｓ，计数数据以（％）表示，检验方法分别
应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及 χ２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认定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变化比较

患者治疗后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其中躯体化（１６６±０１９）
分，强迫症状（１４４±０１７）分，人际关系（１４１±０１８）分，焦虑
（１８１±０３４）分，抑郁（１６９±０２５）分，恐怖（１１３±０２１）分，
偏执（１２４±０１６）分，敌对（１０１±０１１）分，精神病性（１３４±

０２２）分，其他（１４３±０２３）分，同治疗前比较统计学分析显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变化比较

观察项目 干预前评分 干预后评分 ｔ Ｐ

躯体化 ２７８±０４６ １６６±０１９ １９８７４８ ０００００

强迫症状 １８２±０５１ １４４±０１７ ６２４２８ ０００００

人际关系 １７９±０４９ １４１±０１８ ６４２９１ ０００００

焦虑 ２８２±０６６ １８１±０３４ １２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０

抑郁 ２５４±０５９ １６９±０２５ １１７１５４ ０００００

恐怖 １４３±０４７ １１３±０２１ ５１４６９ ０００００

偏执 １７９±０４５ １２４±０１６ １０１７０６ ０００００

敌对 １４８±０４３ １０１±０１１ ９３５２２ ０００００

精神病性 ２２４±０６４ １３４±０２２ １１７４５１ ０００００

其他 ２１７±０５８ １４３±０２３ １０４７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２２　患者治疗前后疗效评分变化比较
患者治疗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４７２８±３０）分，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４３７６±３１７）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１０３２±２０８）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１８３７±１４５）分，同治疗前比较统计学分析显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疗效评分变化比较

观察项目 干预前评分 干预后评分 ｔ Ｐ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５８４３±５１８ ４７２８±３０３ １５４０９３０００００

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５３４７±４１５ ４３７６±３１７ １６４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１４１３±３５１ １０３２±２０８ ８２４７３０００００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８７５±３１１ １８３７±１４５ ２４７５９９０．００００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目前病因以及发病机理尚不十分明确，但是

大多数学者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同心理因素具有密切关系。研

究显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出现性功能改变会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性欲降低、勃起的功能发生障碍和射精障碍，目前认为前列

腺炎患者合并性功能障碍除部分器质性因素外应更加注重的

是心理因素［４－６］。目前认为引发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１）
是前列腺具有药物屏障作用，疾病的病程较长，治疗起效慢，因

此患者心理压力较大，随着病情的延长心理问题不断加重；（２）
慢性前列腺炎所引发的如不育、精囊炎会造成患者生理与心理

的双重障碍；（３）部分患者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将本病
同性传播疾病相混淆，部分患者出现的尿道口“滴白”等症状很

容易引发患者心理障碍；（４）部分医生在诊治时以及媒体宣传
时会夸大疾病可能出现的后遗症导致患者心理发生扭曲，对疾

病的治疗失去信心［７－１０］。

针对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主要采取药物治

疗，尽可能消除炎症反应、减轻患者疼痛不适和排尿异常，通过

改善临床症状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研究显示心理干预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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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高患者对基本认知和了解。国外大量的实验研究证实

应用唑嗪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下尿路症状，有效改善患者性功

能障碍体征［１１－１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

功能障碍患者对自己身体状况十分敏感，均存在疑虑、缺乏自

信等表现，常将心理问题进行躯体的转换，心理干预治疗则是

对出现心理障碍患者重要的治疗方法，通过改变患者心理状

态、错误认知等行为并在改变认知的过程中纠正患者不良的行

为与情绪，对存在心理障碍的患者疗效显著［１４－１６］。我院通过

聊天、座谈会等形式拉近了和患者的距离，让患者畅所欲言，表

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护士通过心理疏导让患者消除负性的情

绪，树立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勇气，鼓励患者走出负性情绪

的困扰［１７］。此外通过健康教育和讲解等方式让患者充分认识

本病，了解本病不是不治之症，告诉其和性病的本质区别，鼓励

已婚患者保持正常的性生活，并指导患者性生活频度，对未婚

患者则要解除其思想顾虑，让患者了解虽然发生前列腺炎但是

仍然可以正常生育，同时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

体育锻炼，消除负性情绪对患者的影响［１８］。还要注重对患者随

访干预，护士要积极对患者开展随访干预，了解患者院外情况，

叮嘱患者及时复诊，对存在可能影响疾病复发的因素进行消

除，确保患者院外治疗效果，提升治疗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应用在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

患者中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减轻患者负性心理压

力，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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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与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子宫内膜增生相关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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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胰岛素与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子宫内膜增生相关性，并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探
讨造成子宫内膜增生的危险因素，以其为临床防治提出可靠的依据。方法：纳入我院在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
年４月期间接受诊治的子宫内膜增生患者９６例。根据子宫内膜增生程度分为子宫内膜处于增生期及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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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对照组）５２例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者４４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胰岛素水平及血清性激素水平，对
各研究因素首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给予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单因素分
析，在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垂体催乳素、孕酮、黄体生成素、雌二醇６个因素上具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雌二醇、垂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进入回归模型（Ｐ＜００５）。结论：雌
二醇、垂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为子宫内膜增生过长患者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检测可对子宫内膜增

生过程患者的病变程度进行有效地评估，提示当患者出现 Ｅ２、ＰＲＬ、ＨＯＭＡ－ＩＲ异常时，应及早采取积极的
治疗以及预防措施，防止子宫内膜增生病变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胰岛素；血清性激素水平；子宫内膜增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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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增生症是常见的一种妇科多发病，并且与子宫内
膜癌的发生关系密切［１－３］。目前，普遍认为子宫内膜增生的发

生与胰岛素和性激素分泌及功能紊乱相关［４］。近年来，子宫内

膜增生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５］。关

于子宫内膜癌目前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大部分学者认

为子宫内膜增生发病与患者体内雌激素长期无孕酮拮抗，同时

刺激子宫内膜出现增生性改变相关［６，７］。并且也有研究报道显

示，胰岛素与子宫内膜增生发生有着一定的关系［８］。本文研究

纳入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接受诊治的９６例子宫内
膜增生患者，对其一般资料及胰岛素相关指标和血清性激素相

关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造成子宫内膜

增生过长的危险因素，以为临床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我院在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接受诊治的子
宫内膜增生患者９６例。所有患者均供应病理组织学检查以及
刮宫诊断确诊为子宫内膜增生患者９６例。年龄２８～７５岁，平
均年龄（４９２７±７２６）岁 ；其中有糖尿病史者１２例，有高血压
病史者１０例。根据刮宫病理结果将其分为子宫内膜处于增生
期及分泌期（对照组）５２例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者（观察组）
４４例。

１２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①符合病理组织学检查以及刮宫诊断确诊
为子宫内膜增生；②年龄２４～７５岁；③均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者；③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２２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标准者；②年龄 ＜２４岁或 ＞
７５岁者；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及造血系统等功能异常者；④精
神疾病者及合并其他生殖系统恶性肿瘤者。

１３　子宫内膜增生程度检测
均在患者月经来潮后６ｈ或者于患者阴道淋漓出血及闭经

期期间给予诊断性刮宫术检查。子宫内膜增生程度依据《１９９８
年国际病理协会诊断标准》。

１４　胰岛素及血清性激素相关指标测定
１４１　胰岛素相关指标测定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
取５ｍＬ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测定胰岛素（ＩＮＳ）水平，采用全
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仪（美国贝克曼ＤｘＩ８００），并测算胰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胰岛素抵抗标准：ＨＯＭＡ－ＩＲ
＞２６９。
１４２　血清性激素相关指标测定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
腹抽取５ｍＬ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检测仪（美国贝克曼ＤｘＩ８００），严格按照说明书标准测定血
清性激素水平，包括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垂体催乳素（ＰＲＬ）、孕
酮（Ｐ）、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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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２０对本研究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进行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进行表示，
结果分别采取ｔ检验以及 χ２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
标准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在糖尿病史、高血压病史、年龄、ＦＳＨ４个因素不
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在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垂
体催乳素、孕酮、黄体生成素、雌二醇６个因素上具有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计数资料单因素比较

因素 观察组（ｎ＝５２）对照组（ｎ＝４４） χ２ Ｐ

糖尿病史

有 ５ ７ ０８６３ ＞００５

无 ４７ ３７

高血压病史

有 ６ 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５

无 ４６ ４０

表２　两组患者计量资料单因素比较

因素 观察组（ｎ＝５２）对照组（ｎ＝４４） ｔ Ｐ

年龄 ４７４１±６６４ ４９０８±７６８ １１４３ ＞００５

胰岛素（ｐｍｏ／Ｌ） １０３９±３２４ １５４８±３４７ ７４２４ ＜００５

胰岛素抵抗指数 ２０４±０５７ ３４２±０８７ ９３２０ ＜００５

卵泡刺激素（Ｕ／Ｌ） ９１６±２６１ ９３０±３０９ ０２４１ ＞００５
垂体 催 乳 素 （ｎｇ／
ｍＬ）

２４１８±３４８ ２９４３±２９７ ７８７０ ＜００５

孕酮（ｎｇ／ｍＬ） ４７５±０９５ ７３４±０５７１５８２７ ＜００５

黄体生成素（Ｕ／Ｌ） ７６７±１５８ ８７６±１６３ ３３２０ ＜００５

雌二醇（ｎｇ／Ｌ） ６９０５±１５７ ７３７５±１８９１３３１１ ＜００５

２２　多因素回归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结果由统计学意义的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其中雌二醇、垂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进入回归模

型（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

重要影响因素 β ＯＲ Ｗａｌｄｓｘ２ Ｐ

雌二醇 １６２８ ３８９５ ８３７１ ００１８

垂体催乳素 １７７２ ３１０５ ７５８２ ００２７

胰岛素抵抗指数 １８３４ ２６１５ ６４９２ ００４８

#

　讨论
子宫内膜增生症为组织病理学名称，子宫内膜增生在１９８７

年由国际妇科病理协会将其分为不典型增生、复杂性增生及单

纯性增生［９，１０］。而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常由于单一雌激素对子宫

内膜长期刺激，从而缺乏雌激素引起。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子

宫不规则出血，并且经量不定，甚至可能出现大量出血，出血时

间长或出血多常继发感染或贫血，是一种常见病症，其中部分

为子宫内膜癌的癌前病变［１１－１３］。大量研究表明，雌激素主要

通过与细胞内ＥＲ相结合后转移至细胞核，从而使核内ＤＮＡ与
蛋白质合成增加，最终致使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增生［１４］。并且研

究报道表明，大量雌激素替代治疗后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度

２～１０倍［１５］。孕激素具有拮抗雌激素的功能，其表现具体包括

以下几方面［１６］：（１）提高雌二醇脱氢酶的作用，从而使雌二醇
转为雌酮；（２）减少可利用的雌激素受体位置数目；（３）促使子
宫内膜由增生期转为分泌期；（４）抑制雌激素促使的 ＤＮＡ合
成。目前，有关促使子宫内膜病变程度发展的相关危险因素尚

不十分清楚，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代谢综合征与子宫内膜增

生过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１７］。临床研究认为不典型内膜增生

过长为子宫内膜癌的一种癌前病变病理特质。目前，报道发

现，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与缺乏孕激素拮抗的雌激素单一过量持

续刺激相关，并且均存在长期雌激素暴露状态下，部分仅为简

单性增生过长，且仅部分患者进展为子宫内膜癌。研究报道显

示，血清胰岛素水平增加在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病变中具有重要

作用，其机制主要可为直接刺激卵巢间质细胞生成雄激素过

多，并且自身也能够在酶的作用下转为雌激素。目前，对于胰

岛素与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子宫内膜增生相关性分析报道极少。

本文旨在分析造成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危险因素。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单因素分析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

垂体催乳素、孕酮、黄体生成素、雌二醇６个因素上具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对以上６个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雌二
醇、垂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进入回归模型（Ｐ＜００５）。综
上所述，雌二醇、垂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为子宫内膜增生

过长患者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检测可对子宫内膜增生过程

患者的病变程度进行有效地评估，提示当患者出现雌二醇、垂

体催乳素、胰岛素抵抗指数异常时，应及早采取积极的治疗以

及预防措施，防止子宫内膜增生病变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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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分析
李焕枝　卫晓丽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分析西安市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的知晓水平，为制定梅毒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方案和问卷，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面对面的调

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暗娼（ＦＳＭ）、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流动人群、在校学生６类人群梅毒防治知识知
晓情况。结果：共计调查２２００人，人群整体梅毒防治知识知晓率是６５９％。在各类人群中，ＦＳＭ的知晓率
最高，达到８６８％，ＭＳＭ的梅毒知晓率最低，只有４２８％；不同年龄组中，２０～２９岁年龄组的梅毒预防知识
知晓率最高，达到７４０％，６０岁以上最低，为２００％；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者知晓率最高，为６９３％，大专以
上组的知晓率为６７５％，文盲组的知晓率最低，为５２０％；大部分人获取梅毒预防知识的途径是电视、宣传
活动和网络。结论：西安市不同人群的梅毒知识知晓率普遍偏低，而且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之间

差异较大，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以提高人群梅毒知识知晓率，实现《中国预防与

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目标。
【关键词】　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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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２．８％ ａｍｏｎｇＭＳＭ．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２０～２９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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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预防知识的缺乏是造成感染的重
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西安市不同人群进行梅毒预防知识知晓

率的问卷调查，了解西安市不同人群对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水

平，为今后制定梅毒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更好地贯彻

落实《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１］。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提供的调查问

卷［２］，选择６类调查对象，分别是城市居民：年龄在１５～４９岁居
住在市区的常住人口，共调查新城区和碑林区各１５０人；农村居
民：年龄在１５～４９岁居住在农村的常住人口，共调查高陵县和周
至县各１５０人；在校学生：共调查未央区某公立普通高等大学４００
人；流动人口：年龄１８岁以上的农民工，共调查户县外来农民工
４００人；暗娼（ＦＳＭ）：年龄１８岁以上在娱乐场所提供性服务的女
性，共调查雁塔区和长安区各娱乐场所ＦＳＭ４００人；男男性行为
者（ＭＳＭ）：共调查莲湖区某非政府社区小组ＭＳＭ４００人。
１２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统一提

供，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梅毒预防知识（共 ８个问
题）等。

１３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一对一当面调查并填写问卷。能正

确回答梅毒预防知识８个问题中的６个即判定为知晓。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对资料进行录入，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３０
对数据进行分析。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调查的２２００份问卷中，男性１２４２名，占５６５％，
女性９５８名，占４３５％；民族以汉族为主，占９９６％；在年龄分
组中，以 ２０～２９岁、３０～３９岁和 ４０～４９岁为主，分别占
３７５％、２５０％和１８０％。文化程度方面，以初中以上学历为
主，其中初中、高中或中专以及大专以上分别占２６３％、２６５％
和３８０％。见表１。

表１　各类人群基本情况表

基本信息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在校学生 流动人口 ＦＳＭ ＭＳＭ 总计

年龄 ＜２０岁 １（０３） １０（３３） ２７４（６８５） ４（１０） ２１（５３） ３０（７５） ３４０（１５５）

２０～２９岁 ３７（１２３） ８０（２６７） １２６（３１５） １０２（２５５） ３０３（７５８） １７６（４４０） ８２４（３７５）

３０～３９岁 １３２（４４０） ７３（２４３） ０（００） １５１（３７８） ７４（１８５） １１９（２９８） ５４９（２５０）

４０～４９岁 １３０（４３３） ９５（３１７） ０（００） １１８（２９５） ２（０５） ５２（１３０） ３９７（１８０）

５０～５９岁 ０（００） ４２（１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６０） ０（００） １９（４８） ８５（３９）

＞６０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 ４（１０） ５（０２）

性别 男 １２７（４２３） １２０（４００） ２８５（７１３） ３１０（７７５） ０（００）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４２（５６５）

女 １７３（５７７） １８０（６００） １１５（２８７） ９０（２２５）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５８（４３５）

文化程度 文盲 ６（２０） １（０３） ０（００） ５（１３） ５（１３） ８（２０） ２５（１１）

小学 ５０（１６７） １２（４０） ０（００） ５８（１４５） ４５（１１３） ９（２３） １７４（７９）

初中 １５０（５００） ６２（２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８（５２０） １２８（３２０） ２８（７０） ５７６（２６２）

高中或中专 ６８（２２７） １３７（４５７） ６（１５） １０６（２６５） １２８（３２０） １４５（３６３） ５９０（２６８）

大专以上 ２６（８７） ８８（２９３） ３９４（９８５） ２３（５８） ９４（２３５） ２１０（５２５） ８３５（３８０）

２２　各类人群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２２００名对象中，整个人群的知晓率为 ６５９％。

其中暗娼（ＦＳＭ）的知晓率最高，达到８６８％；其次是城市居民

人群，知晓率为７４０％；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的知晓率最低，
只有４２８％。不同人群梅毒知晓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９２３２３，Ｐ＜００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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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人群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人群类别 人数 知晓率［ｎ（％）］

城市居民 ３００ ２２２（７４０）

农村居民 ３００ １９２（６４０）

在校学生 ４００ ２３８（５９５）

流动人口 ４００ ２８０（７００）

ＦＳＭ ４００ ３４７（８６８）

ＭＳＭ ４００ １７１（４２８）

合计 ２２００ １４５０（６５９）

２３　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２２００名对象中，２０～２９岁年龄组知晓率最高，达到

７４０％，其次为３０～３９岁年龄组，知晓率为６６５％，６０岁以上
梅毒知晓率最低，为２００％，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８６６０，Ｐ＜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年龄（岁） 调查人数 知晓率［ｎ（％）］

＜２０ ３４０ １９１（５６２）

２０～２９ ８２４ ６１０（７４０）

３０～３９ ５４９ ３６５（６６５）

４０～４９ ３９７ ２３５（５９２）

５０～５９ ８５ ４８（５６５）

＞６０ ５ １（２００）

合计 ２２００ １４５０（６５９）

２４　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２２００名对象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知晓率最高，为

６９３％，其次为大专以上，知晓率为６７５％，最低为文盲，知晓
率为５２０％。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梅毒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１１２９，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不同文化程度梅毒知晓率调查

年龄（岁） 人数 知晓率［ｎ（％）］

文盲 ２５ １３（５２０）

小学 １７４ １０８（６２１）

初中 ５７６ ３９９（６９３）

高中或中专 ５９０ ３６６（６２０）

大专以上 ８３５ ５６４（６７５）

合计 ２２００ １４５０（６５９）

２５　单个问题知晓率
知晓率最高的是问题 １“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

吗”，知晓率达到８６７％；知晓率最低的是问题５“梅毒会增加
艾滋病的传播吗”，知晓率为６２０％。见表５。

表５　梅毒预防知识问题的调查结果

年龄（岁） 知晓率［ｎ（％）］

１、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吗 １９０８（８６７）

２、梅毒可以治好吗 １７１８（７８１）

３、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会是梅毒患者吗 １５５７（７０８）

４、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梅毒的传播吗 １７０１（７７３）

５、梅毒会增加艾滋病的传播吗 １３６５（６２０）

６、梅毒患者的性伴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１８５８（８４５）

７、孕产妇感染梅毒会传染给胎儿吗 １５３７（６９９）

８、与梅毒患者一起吃饭、握手等日常接触会传播梅毒吗 １４９０（６７７）

２６　获取信息途径
被调查的各类人群得到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的信息来源

中，电视（５６７％）、宣传活动（５２３％）和网络（４１１％）来源比
较普遍，宣传材料（３６５％）、报刊（３３２％）、广播（３３１％）来源
次之，书籍（２５６％）、朋友或同伴（２０７％）、医生咨询（１８８％）
和学校讲座（８３％）来源较少。
#

　讨论
近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３，４］，有报道称缺

乏预防知识是造成梅毒感染传播的重要原因［５］。本次调查结

果是西安市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为６５９％，其中城市
居民、农村居民、学生、流动人口、ＦＳＷ和ＭＳＭ梅毒预防知识知
晓率分别为７４０％、６４０％、５９５％、７００％、８６８％和４２８％，
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到２０１５年全国１５～４９岁人口中，城市
居民梅毒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５％、农村居民达到７５％、流动
人口达到８０％、ＦＳＷ和ＭＳＭ达到９０％［１］还有较大的距离。本

次调查中，ＭＳＭ对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最低，为４２８％。据报
道：ＭＳＭ人群感染梅毒较其他人群高［６］，而且无保护性的性行

为与梅毒感染风险增加相关［７］。由于 ＭＳＭ群体的特殊性，而
且这一群体高危行为的发生率较高，提示我们做好梅毒防控工

作还需要在高危人群中加大知识宣传的力度。

在此次调查的人员中，２０～２９岁年龄组知晓率最高为
７４０％，６０岁以上梅毒知晓率最低为２００％。从本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应该加强对性活跃人群的梅毒预防知识的教育，在文

化程度方面，初中学历者知晓率最高为６９３％，大专以上的知
晓率为６７５％，文盲最低为５２０％，由此可见文化程度相对高
的，梅毒预防知识的知晓率也相对高一些，说明文化教育对一

个人生活行为的重要性。而且，有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健康行

为的形成呈正相关［８］。

在梅毒预防知识方面，“梅毒会增加艾滋病传播吗”这个问

题，人群的知晓率最低，仅为６２０％。有报道，得了性病后会增
加艾滋病的感染几率，因为性病会造成生殖道溃疡，而溃疡面

会加剧艾滋病感染的风险［９，１０］。“孕产妇感染梅毒会传染给胎

儿吗”这个问题的知晓率也不是很高，结果使先天梅毒儿增加，

严重影响到我国人口素质提高［１１］，研究表明，防控梅毒母婴传

播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还有社会效益［１２］。对于“与梅毒患

者一起吃饭、握手等日常接触会传播梅毒吗”这个问题，仍然有

很多人由于对梅毒不够了解，造成对梅毒患者的歧视，结果被

歧视者更是隐瞒自己的病情，甚至恶意报复，造成性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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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梅毒预防知识途径方面，通过电视、宣传活动和网络途

径比较普遍，而学校讲座、医生咨询等途径比较薄弱，这跟其他

地市形势相似［１３，１４］。因此，在今后的性病防控工作中要加强宣

传力度，学校应该把性病知识教育纳入课程中，做好梅毒等其

他性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医疗机构的皮肤性病门诊或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也应设立专职人员负责性病监测工作，以便提高性病

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１５］。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西安市整个人群的梅毒预防知识知晓

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必须加大投入，通过多方途径来宣

传梅毒等性病的预防知识，特别是在 ＭＳＭ人群和学校开展性
病的预防知识教育，从而控制梅毒等性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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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６

甲苯胺红血清试验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在妊娠期女
性梅毒筛查中的应用对比
谢桂容１　杨林２

１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 资阳 ６４１３００
２资阳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四川 资阳 ６４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梅毒检测方法用于妊娠期女性梅毒筛查的临床价值，寻找最为适合的筛查
方法。方法：选取妊娠期女性１５２９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法判断孕妇是否感染梅毒，并
据此分为感染梅毒的观察组（ｎ＝１４）和未感染梅毒的对照组（ｎ＝１５１５）。分别采用 ＴＲＵＳＴ（甲苯胺红不加
热血清试验）、ＥＬＩＳ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ＴＰＰＡ（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和分析。结果：ＴＲＵＳＴ、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敏感性分别为 ６４２９％、８５７１％、１００００％，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５６２５％、８５７１％和１００００％，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三种检测方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ＰＰＡ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达１００％，其阳性患者１４例标本滴度为１∶１６～１∶１２８，其余患者标本滴度均≤１：４。通
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直线相关性分析，ＴＲＵＳＴ法滴度与 ＥＬＩＳＡ法 Ａ值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ｒ＝０３９１，Ｐ＞００５）；
ＴＲＵＳＲ法与ＴＰＰＡ法滴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ｒ＝０９２７，Ｐ＜００５）。结论：与ＴＲＵＳＴ相比ＥＬＩＳＡ的敏感性更
高，可用于妊娠期梅毒筛查，而ＴＲＵＳＴ滴度可用于梅毒疗效监测。

【关键词】　梅毒；孕妇；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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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致的慢性全身性传染性疾病，
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是最为常见的传播途径［１］。近年来，随着性

观念开放与性行为保护意识的不足，梅毒发生率越来越高，妊

娠梅毒以及胎传梅毒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胎传梅毒可以导

致流产、死胎、早产、胎儿畸形以及分娩先天梅毒患儿等严重后

果［２］。有效的预防以及控制梅毒传播是产前保健的重要内容，

而对携带梅毒螺旋体的孕妇进行准确、快速的筛查是采取预防

措施的关键。本研究回顾分析了１５２９例孕妇的临床资料，对不
同梅毒检测方法筛查结果进行统计，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期间来我院行产前检查的
孕妇１５２９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１４例孕妇通过梅毒特异性抗
体检测确诊为梅毒，其余１５１５例为梅毒阴性。所有孕妇年龄
２０～３７岁，孕周１６～２０周。
１２　方法

ＴＲＵＳＴ（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试剂来自上海荣盛神
武技术有限公司。所有孕妇于清晨抽取肘静脉空腹血３ｍＬ，室
温下静置凝固之后取血清。取５０μＬ血清放在卡片的圆圈中并
均匀涂布，轻轻摇匀ＴＲＵＳＴ抗原，使用９号针头加一滴抗原，使
用水平旋转仪旋转卡片８ｍｉｎ，立即在亮光下进行观察。对于
ＴＲＵＳＴ试验阳性的患者使用０９％ＮａＣｌ溶液倍比稀释血清后
测定反应素，以可以引起阳性反应的最高的稀释度作为反应素

滴度。以ＴＰＰＡ法作为确认试验。以圆圈内出现红色或粉色絮
状物为阳性，以圆圈内仅见甲苯胺红颗粒集于中央一点或均匀

分散为阴性［３］。

此外ＥＬＩＳ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以及 ＴＰＰＡ（梅毒螺旋体
明胶凝集试验）所需试剂分别来自上海科华生物有限公司以及

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且使用时均在有效期内，所有操作

以及结果判读均按试剂盒说明进行。三种检测方法同时进行。

１３　试剂评价指标
以观察组阳性例数／观察组总例数为敏感性；对照组阴性

例数／对照组总例数为特异性；以观察组阳性例数／两组阳性总
例数为阳性预测值；以对照组阴性例数／两组阴性总例数为阴
性预测值。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不同

筛查方法敏感性、特异性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直线相关分
析进行相关性检验，且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筛查试剂检测结果

ＴＲＵＳＴ、ＥＬＩＳＡ敏感性分别为６４２９％、８５７１％，阳性预测
值分别为５６２５％、８５７１％，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三种检测
方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三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ＴＰＰＡ

＋ －
合计

ＴＲＵＳＴ ＋ ９ ７ １６

－ ５ １５０８ １５１３

ＥＬＩＳＡ ＋ １２ ２ １４

－ ２ １５１３ １５１５

合计 １４ １５１５ １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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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种检测方法评价指标比较

方法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ＴＲＵＳＴ ６４２９ ９９５４ ５６２５ ９９６７

ＥＬＩＳＡ ８５７１ ９９８７ ８５７１ ９９８７

ＴＲＵＳＴ与
ＥＬＩＳＡ比较

χ２ ４１８１ ０９３７ ４９３７ ０８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ＲＵＳＴ与
ＴＰＰＡ比较

χ２ ５００２ １２９３ ５４２８ １１８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比较

χ２ ４０１９ １０９３ ４３２２ １０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滴度相关性
ＴＰＰＡ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达１００％，其阳性患者１４例标

本滴度为１∶１６～１∶１２８，其余患者标本滴度均≤１∶４。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直线相关性分析，ＴＲＵＳＴ法滴度与 ＥＬＩＳＡ法 Ａ值之间
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ｒ＝０３９１，Ｐ＞００５）；ＴＲＵＳＲ法与 ＴＰＰＡ法
滴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ｒ＝０９２７，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致，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孕妇如

果合并梅毒而不及时进行治疗，可以引起胎儿肝、肺、脾以及骨

骼等器官和组织发生病变，影响妊娠结局，因此危害极大［４］。

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期间行产前检查的１５２９例孕
妇中检出梅毒患者１４例，检出率高达０９２％，因此做好孕期梅
毒筛查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妊娠期女性体内免疫系统处于抑制状态，很多孕妇即

使感染梅毒，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在这种状况下血清学

检查是诊断梅毒的重要依据［５］。

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之后可致机体产生两种抗体，其中特

异性抗体在感染２～４周后可以检出，另一种是梅毒螺旋体对患
者组织造成破坏之后释放出来的非特异性抗体，又称为反应

素，检出的时间与特异性抗体相比要晚２周左右［６］。

ＴＰＰＡ法是在明胶颗粒外包被纯致病性梅毒螺旋体特异性
抗原，梅毒感染者血清中的抗体可以和致敏颗粒发生特异性的

反应而出现凝集现象，而且凝集的强度与抗体的浓度呈现出正

相关，是目前公认的梅毒感染确诊试验，但是在进行测定时需

要反复进行稀释，操作复杂，并不适合大批量的进行测定［７］；而

且由于检测结果需要通过肉眼进行判断，因此对于操作人员的

要求也较高，而且试剂昂贵，在溶解之后必须在短期内用完，否

则就会造成浪费，因此用于基层医院筛查很难推广。

ＴＲＵＳＴ（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是针对非特异性抗体
所进行的检测，具有操作简便、用时短、试剂成本低的优点［８，９］，

目前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其敏感

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仅有６４２９％和５６２５％，５例患者出现了
假阴性，漏检率高达３５７１％，这可能一方面与非特异性抗体出
现较晚有关，另一方面梅毒晚期此类抗体可以部分转阴也会影

响到治疗的敏感性。此外，当采集标本时如果有人类脂质混入

或因细菌污染、溶血等因素而导致血清中游离脂肪酸析出，则

有可能引起结果的假阳性［１０，１１］，在本研究中未感染梅毒螺旋体

的孕妇中有７例患者出现假阳性。这都提示我们 ＴＲＵＳＴ用于
妊娠期梅毒筛查是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的，并不适合。但是在

滴度相关性检查时我们发现，ＴＲＵＳＲ法与 ＴＰＰＡ法滴度呈现明
显的正相关，因此当确诊孕妇感染梅毒之后，对其治疗效果以

及是否有复发和再感染，使用ＴＲＵＳＴ定量滴度是有效的。
ＥＬＩＳＡ法是一种双抗原夹心试验，通过基因重组表达的方

式对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进行测定，操作简单，而且结果稳

定［１２，１３］，可以使用酶标仪判读结果，因此相对而言是客观而且

准确的［１４，１５］。在本研究中使用 ＥＬＩＳＡ法进行测定敏感性达到
８５７１％，虽然有２例患者出现假阳性，但是较 ＴＲＵＳＴ法已经明
显减低。由于在进行ＥＬＩＳＡ检测的同时也会对ＩｇＧ和ＩｇＭ进行
测定额，人梅毒患者虽然经过足量治疗，但是ＩｇＧ水平仍然会长
期保持阳性，因此ＥＬＩＳＡ测定Ａ值与ＴＲＵＳＴ法的测定并没有相
关性，也不能作为评价治疗效果以及是否复发的指标。

由于梅毒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其对妊娠所造成的不良影

响，一旦出现假阳性，会给孕妇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引发家庭

矛盾，且因为延误治疗而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

失，因此选择适宜的筛查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与 ＴＲＵＳＴ相比
ＥＬＩＳＡ的敏感性更高，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漏检和假阳性，临床工作
中可以根据自己实验室的条件，必要时选择联合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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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白介素 －２联合微米光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疗
效观察与安全性分析
辛秀芳１　王珊２△

１临朐县人民医院产房，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６００
２山东省立医院产科，济南 ２５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重组白介素 －２联合微米光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治的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６０例，对照组给予单纯微米光治疗，观察组在单纯微米光将疣体气化的基础上对其
基底部注射重组白介素－２治疗，每５ｄ１次，以１０次为１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的痊愈率及复发率。结果：
对照组痊愈４３例，痊愈率为７１６７％，观察组痊愈５３例，痊愈率为８８３３％，两组痊愈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
（χ２＝４２４，Ｐ＜００５）。对照组复发１７例，复发率为２８３３％，观察组复发７例，复发率为１１６７％，两组复发
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４９，Ｐ＜００５）。对照组未出现１例不良反应，观察组在进行局部封闭治疗后仅
出现７例患部轻度红肿的情况，占１１６７％，但胀痛未给予特殊处理，在治疗结束后２天内自行缓解，随后继
续使用药物治疗。结论：采用重组白介素－２联合微米光治疗妊娠期合并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显著，无明显
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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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作为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主要
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所致，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

当患者处于妊娠期后，其体内雌激素水平不断增高，使得分泌

物不断增多，免疫力随之下降，这就使得细胞免疫中 Ｔ辅助细

胞与Ｔ抑制细胞的比值明显降低，因此，妊娠期合并尖锐湿疣
的疾病发展速度较快，且复发率较高。大量临床研究资料显

示，当孕妇患病时或孕妇携带了人类乳头瘤病毒均可造成胎儿

发生传染，为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至

关重要，以此保障母婴身体健康［１］。现我院针对收治的１２０例
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分别采用微米光及微米光联合重组白介

素－２治疗，将其临床疗效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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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收治的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全部患者均在我院确诊，
临床症状表现为于外阴、阴道、尿道口、肛周围发现长有扁平

状、鸡冠状以及羊齿状的赘生物，均未使用过免疫增强剂及抑

制剂治疗，并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本次试验

通过伦理学审查后批准实施。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各６０例，对照组年龄在２４～３６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２９７±２５）岁，病程在１～１４周之间，平均病程为（７６±
１５）周。观察组年龄在 ２１～３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８５±
２９）岁，病程在２～１３周之间，平均病程为（７８±１３）周。两
组患者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仅给予微米光治疗，治疗方法为：所采用的仪器为

大连可尔科技开放有限公司生产的微米光治疗仪（Ⅱ），在治疗
时嘱患者取截石位，对阴部行常规消毒处理，在行局麻处理后

启动微米光治疗机，以１０～２０Ｗ的选择照射功度，观察到患部
表面迅速产生蛋白固化进而形成焦黄色与灰白色时则可关

闭［２］，后将患部表面的赘生物去除。在治疗结束后，嘱患者保

持局部清洁，２次／ｄ于患处涂抹百多帮软膏（中美天津史克制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０６４）与涂京万红软膏（天津达仁
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１２０２０３４５），并使用３～５ｄ
的１／５０００的高锰酸钾（吉林省东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２０２６５１５）坐浴。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重组白介素 －２
（北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Ｓ１０９８００６８），治疗方
法为：每隔５ｄ在病灶局部给予封闭白介素－２治疗，每次２０万
Ｕ，封闭范围需超过病灶周围１～２ｃｍ，以１０ｄ为１个疗程［３］。两

组患者均在治疗３个月后对其临床进行评价，若出现新的皮损
则继续使用原来的方法进行治疗。

１３　疗效评价指标
将患者经过治疗后，全部疣体皮损消失，在治疗３个月内未

见到新鲜的皮损评为痊愈。将患者治疗后的３个月内于原发部
位或其他部位又出现新鲜的赘生物生长评为复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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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痊愈率及复发率对比

对照组痊愈４３例，痊愈率为７１６７％；观察组痊愈５３例，痊
愈率为８８３３％，两组痊愈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２４，Ｐ＜
００５）。对照组复发１７例，复发率为２８３３％；观察组复发７例，
复发率为１１６７％，两组复发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４９，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痊愈率及复发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率 复发率

对照组 ６０ ４３（７１６７） １７（２８３３）

观察组 ６０ ５３（８８３３） ７（１１６７）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未出现１例不良反应，观察组在进行局部封闭治疗

后仅出现７例患部轻度红肿的情况，占１１６７％，但胀痛未给予
特殊处理，在治疗结束后 ２ｄ内自行缓解，随后继续使用药物
治疗。

#

　讨论
大量临床试验研究资料显示，妊娠期尖锐湿疣相比于非妊

娠期尖锐湿疣多表现器官皮损等症状，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

以清除病灶作为重点内容，并将在产妇分娩时对已经出现的皮

损降低至最小，从而达到减少新生儿接触人乳头瘤病毒的机

会［４］。有研究报道指出，妊娠尖锐使用的患者体内的雌激素与

孕激素在发病期间常存在着协同作用［５］。而妊娠尖锐使用的

疣体在妊娠中期的生长速度可迅速增快，即使在去除疣体之后

也常存在复发的情况，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妊娠尖锐使用的复

发多于亚临床潜伏感染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仅通过肉眼观察

无法察觉。由于妊娠期细胞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即使胎儿正常

存在，但也可能显著降低机体的抗病毒感染能力，同时由于妊

娠期尖锐湿疣的患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细胞免疫功能降低［６］。

因此，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相比于其他时期的尖锐湿疣患者来

说，病情更加难以控制，同时具有较高的复发率。另外，由于妊

娠期妇女的体质本身较为特殊，在用药方面需引起格外的注

意，这就使得该病在治疗方面更加的困难。

有临床研究报道指出，妊娠期尖锐湿疣患者的细胞免疫功

能异常与其体内血清白介素 －２水平降低具有密切的相关
性［７］。血清重组白介素－２作为一种淋巴因子，不仅可有效促
进细胞病毒Ｔ细胞的增值，同时可增强其杀伤活性。另外，它
还可以有效促进淋巴细胞分泌出抗体与干扰素，在发挥抗病

毒、抗肿瘤方面具有突出的临床应用价值。有研究表明，血清

重组白介素－２天然杀伤细胞活化后，不仅使病毒感染细胞的
溶解遭到了破坏，同时对病毒的复制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

进一步的增强了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８］，在此种良性循环的状

态下，血清重组白介素－２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另外，血清重
组白介素－２所诱导产生的干扰素可起到显著的抗病毒作用，
同时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动以及其他免疫调节作用，可充分

发挥对人乳头瘤病毒的抑制作用［９］。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证

实，此种通过间接性发挥的作用是强大的，将血清重组白介素

－２局部注射进入人体内所诱导产生的干扰素作用要明显多于
局部外用抗病毒的作用，且作用时间更加长久［１０，１１］。妊娠期尖

锐湿疣患者在患病后，人体内若原本存在水平较高的血清重组

白介素－２也具有较低的复发率，提示水平较高的重组人白介
素－２则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抗病毒能力。因此，我们认为重组
人白介素－２具有显著抑制细胞增值，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
用，这就使得重组人白介素 －２在妊娠期尖锐湿疣的治疗过程
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并引起了广大患者的重视。

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应用白介素 －２在治疗该病时所采用
的副作用较小，且对胎儿不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而微米光气热

在使用过程中无烟无味，不易对患者造成损伤，这就使得患者

所受到的痛苦较小，同时不易发生引起宫缩，孕妇耐受性较高，

易于接受［１２，１３］。本次研究现针对收治的１２０例妊娠期尖锐湿
疣患者展开分析，分别将单纯微米光以及微米光联合重组白介

素－２应用于治疗过程中，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痊愈４３例，痊
愈率为７１６７％，观察组痊愈５３例，痊愈率为８８３３％，两组痊
愈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２４，Ｐ＜００５）。对照组复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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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复发率为２８３３％；观察组复发７例，复发率为１１６７％，两
组复发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４９，Ｐ＜００５）。提示重组
白介素－２联合为微米光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显
著，不仅具有较高的痊愈率，同时具有较低的复发率，证实其显

著的应用价值。

此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使用重组白介素 －２联合微米
光行局部治疗妊娠期尖锐湿疣时，可先采用微米光将患者的局

部病变部位进行去除，再配合重组白介素－２治疗，不仅可将局
部病变以及其临近组织产生抗病毒蛋白，同时对病毒复制起到

有效的阻止作用，以达到控制妊娠期尖锐湿疣亚临床状况目的

的同时，减少妊娠期尖锐湿疣的复发，还可进一步提高患者对

人乳头瘤病毒的抵抗能力［１４，１５］。一方面可显著提升疾病的治

愈率，另一方面可有效解决妊娠期尖锐湿疣的复发问题，由于

此种治疗方法安全可靠，因此，可将其广泛应用于临床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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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癌诊断中
的应用对比研究
伊丽达娜·米吉提　黄修菊　马彩玲△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对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价研究分析。
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宫颈癌筛查的妇科患者４４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
组２２０例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对宫颈部分细胞进行基薄层细胞检测，检测结果用巴氏系统细胞学进行分
类诊断。对照组２２０例行阴道镜活检。结果：观察组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法诊断阳性１６７例，阳性符合率为
７４５％（１６４／２２０）；对照组阴道镜活检法诊断阳性１１５例，阳性符合率为５２３％（１１５／２２０），两组阳性符合率比
较，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将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技术应用宫颈细胞涂片筛查，细
胞涂片宫颈异常细胞检出率得到明显提高。检出的巴氏系统报告方式内容易懂、直观、具体。

【关键词】　宫颈癌；液基薄层细胞检测；阴道镜活检筛查；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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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１］，全世界威胁妇女健康疾病中，宫

颈癌排名第三，是妇女易患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在中国

为１４６／１０万，近年来有明显上升趋势且患病人群趋于年轻
化。对宫颈癌的诊断传统方法为巴氏涂片五级分类诊断法［２］，

虽然可以使浸润性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明显减少，但多篇

文献报道［３，４］表明，巴氏涂片五级分类诊断法准确率有待考察，

有临床病例显示假阴性结果为６０％ ～５５０％。液基薄层细胞
学检查采用巴氏系统的报告方式，在细胞学标本制作方法上掀

起了一次革新，诊断可靠性比传统巴氏涂片五级分类诊断法

高，近年来在妇产科宫颈阴道病诊断上渐渐成为常规诊断方

法。本研究对我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妇科收纳的患者
应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进行对比，旨在综合评

价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价

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宫颈癌筛查的妇科
患者４４０例，均为已婚妇女，年龄２５～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３±
８７）岁，无宫颈锥形切除史或全子宫切除史，有性生活史，无自
觉症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２２０例采用液基
薄层细胞学检查，对宫颈部分细胞进行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检

测结果用巴氏系统细胞学进行分类诊断。对照组２２０例行阴道
镜活检。列入研究的所有患者均在入院时做血糖常规，血脂常

规，血压常规，三项常规等多项检查。两组在年龄，性别等几项

因素没有差别，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液基薄层细胞检测［５］：将特制宫颈刷即细胞采集器插入子

宫颈管顺时针旋转５周，注意要围绕子宫颈方向，取出ＴｈｉｎＰｒｅｐ
细胞保存液与采集器一起放入小瓶中，一起进行旋涡振荡，目

的是使细胞从采集器进入瓶内液体中，制成新柏氏超薄涂片，

经过ＴｈｉｎＰｒｅｐ系统程序化处理，进行９５％乙醇固定，巴氏染色。
最后得出ＴＢＳ描述性诊断报告。若涂片质量不理想则可以重
新进行取材、检验。

阴道镜下病理活检［６］：对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报告ＡＳＣＵＳ以
上者和巴氏Ⅲ 级以上者均行阴道镜活检，评估分析其与病理
检查结果符合情况。

采用国际癌症协会认证的标准 ＴＢＳ分类法对宫颈细胞进
行分析，宫颈细胞病理学诊断标准［７］：（１）鳞状细胞癌（ＳＣＣ）和
腺癌（ＡＣ）；（２）不除外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不典型鳞状细胞
（ＡＳＣ－Ｈ）；（３）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４）低度鳞状上
皮内病变（ＬＳＩＬ）；（５）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细胞和不典型腺
细胞（ＡＳＣ－ＵＳ）；（６）在正常范围内（ＮＩＬＭ）。

将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病变列为细胞学阳性病例，注意其中鳞
状上皮内病变（ＳＩＬ）低于ＡＳＣ－ＵＳ诊断比例的２～３倍。液基
薄层细胞筛查结果细胞异常的病例多进行几处标本采集的进

行阴道镜下病理活检。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定量资料由不同数据类型选取对应的 ｔ检验，表格数据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定性资料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按 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 ２２０例诊断结果显示：原位癌 ＣＩＮⅠ级 ８０例

（３６３％），原位癌ＣＩＮⅡ 级５０例（２２７％），原位癌ＣＩＮⅢ 级
２９例（１３２％），ＳＣＣ５例（２３％），ＡＣ０例；对照组２２０例诊断
结果显示：原位癌ＣＩＮⅠ级６０例（２７３％），原位癌ＣＩＮⅡ 级４０
例（１８２％），原位癌ＣＩＮⅢ 级９例（４１％），ＳＣＣ６例（２７％），
ＡＣ０例。观察组诊断阳性１６７例，阳性符合率为７４５％（１６４／
２２０）；对照组诊断阳性 １１５例，阳性符合率为 ５２８％（１１５／
２１８），两组阳性符合率比较，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诊断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ＣＩＮⅠ级 ＣＩＮⅡ 级 ＣＩＮⅢ 级 ＳＣＣ 符合率

观察组 ２２０ ８０ ５０ ２９ ５ ７４５％

对照组 ２２０ ６０ ４０ ９ ６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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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研究表明［８］，癌前病变ＣＩＮ与宫颈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从

ＣＩＮ发展为宫颈癌需要较长过程，宫颈癌早期手术等方法治疗效果
好，５年生存率原位癌即ＣＩＮⅢ为１００％，宫颈癌６７％，而宫颈早期
癌为９０％。尽早发现ＣＩＮ对宫颈癌的治疗有极大意义的帮助。国
内文献报道［９，１０］，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因为其独特的取材方式与制

片方法应用于宫颈病变筛查，使阳性诊断率显著提高，明显高于传

统制片方法，但假阴性率大概仍有１０％～２０％。冷洁等［１１］研究发

现，单纯进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或阴道镜检查均不能完整的分析

患者宫颈癌病程进展，这是由于两种检查均有局限性。液基薄层细

胞学检查可测出细胞阳性但不能确定病变位置，而阴道镜检查对宫

颈管的病变无效，只可诊断宫颈表面细胞变异［１２］。故本研究结合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对其在宫颈癌筛查中联合应

用的价值进行评价研究分析［１３－１５］。

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诊断符合率为７４５％，较对照组
单一阴道镜活检５２３％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证明了液基薄层
细胞学检查应用效果明显优于阴道镜活检。这与诸多研究的

结果是相似的，ＨＰＶ检测与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性能较好，
准确度较高［１６］。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检测均是宫颈癌筛查的有
效方法［１７，１８］。定向活检与ＣＩＮⅡ ＋检测显著相关，定向活检可
作为阴道镜检查标准，适用于临床实践。

宫颈癌为女性高发疾病，但通常无早期症状。液基薄层细

胞学检查联合阴道镜活检可最大限度降低漏诊率，显著提高宫

颈癌的检出率，为早期筛查治疗宫颈病变，阻断宫颈病变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临床依据手段，可在宫颈病变的普查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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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司机梅毒感染状况检测分析
张玲１　买尔孜也·亚森２　杨媛１　李惠梅１　米吉提·买买提１△

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新华医院小儿科，新疆 伊宁８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司机梅毒感染状况，探讨防控对策与措施。方法：对乌鲁木齐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 ·６３　　　·

市出租汽车公司的１６３０名司机进行了体检，对体检中梅毒检测阳性者进行相关调查。结果：３年检出梅毒
感染率为３６８％，各年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感染率为３４９％（５４／１５４５），女性感染
率为７０６％（６／８５），但男女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９６，Ｐ＞００５）。年龄最大５４岁，最小２０岁，２０
～４０岁年龄组及４０岁以上年龄组感染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０１，Ｐ＞００５）。少数民族感染率为
４８０％（５４／１１２６），显著高于汉族（χ２＝１２８４，Ｐ＜００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司机感染率显著高于初中以上
司机感染率（χ２＝３３５６，Ｐ＜００１）；一年四季均检出梅毒感染病例，无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结论：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司机梅毒阳性率很高，是梅毒防控的重点人群。

【关键词】　梅毒；健康体检；综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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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性传播疾病。据世界卫
生组织２０１０年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１２００万新增梅毒病例［１］，

据新疆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底的统计显示，新
疆梅毒病例报告数居乙类传染病报告数的第３位。梅毒又是感
染ＨＩＶ的主要危险因素，对艾滋病的传播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因此，梅毒的防控工作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

为了解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司机梅毒感染状况，及早对高危人群

采取相应措施，现将乌鲁木齐市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对出租司机体
检中梅毒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检测对象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体
检的１６３０名乌鲁木齐市出租汽车司机为本次检测对象（为３年
累计数，不包括复查人数）。

１２　方法和试剂
抽取检查者静脉血２ｍＬ经离心沉淀分离血清，运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对来检者进行梅毒抗体（抗 －ＴＰ）检测，
阳性者再用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ＴＰＰＡ）进行确诊，所有
操作过程及结果判断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试剂分别

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

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提供，产品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 果
２１　不同年龄性别感染情况

在体检的１６３０名司机中梅毒感染率为３６８％，男性感染
率（３４９％）与女性感染率（７０６％）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９６，Ｐ＞００５）；最大年龄５４岁，最小２０岁，２０～４０岁组
梅毒感染率（４１１％）与４１岁及以上人员感染率（２６７％）之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０１，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民族及文化程度感染情况

在少数民族体检的１１２６名人员中梅毒感染者为５４人，少
数民族梅毒感染率为 ４８０％（５４／１１２６），汉族梅毒感染率为
１１９％（６／５０４），少数民族感染率明显高于汉族，二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８４，Ｐ＜００１）；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司机感染
率为 ６９５％（４６／６６２），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司机感染率为
１４５％（１４／９６８），低学历司机感染率高于高学历司机，二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３５６，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时间感染情况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乌鲁木齐市出租车行业人员春、夏、秋、冬均检
出梅毒螺旋体感染病例，呈散发流行态势，无明显的季节性。

#

　讨论
调查显示，乌鲁木齐市出租汽车司机梅毒感染率为

３６８％，虽然低于乌鲁木齐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梅毒感染率［２］，

但超过新疆石河子市 ２００５至 ２０１２年间一般人群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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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３］，少数民族梅毒的感染率显著高于汉族［４］，且远超过武汉

市出租车司机梅毒感染率［５］，这说明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司机对性病防治知识严重浅薄，不使用安全套，此人群道德

素质和自我保健意识较低，而且初中（含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少数民族司机感染率高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司机的感染率，这

是由于低学历司机接受教育程度较低所致，非婚性接触感染梅

毒病例较多［６］，因此，乌鲁木齐低学历少数民族司机应成为预

防控制的重点人群。在体检后的随访中发现，被体检的出租车

司机对梅毒相关知识知晓甚少，大部分司机不愿意进行治疗，

本次发现的所有梅毒感染者自诉无任何症状和不适，得知体检

结果后否认感染性病，梅毒感染者有较多婚外性行为，且不了

解性病相关知识［７－９］，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梅毒，这是性病传播

的高危人群。因此建议：（１）加强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共同
参与推进性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根据该人群特点，采用少数

民族语言进行多种方式的性病健康教育宣传，倡导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积极推进安全套的使用，提高出租车行业人员道德

素质和自我保健意识，减少梅毒及其他疾病在出租车行业人员

中的发生；（２）每年必须进行出租车行业人员体检，以便早发现
早干预；（３）对已感染梅毒者进行系统治疗，且动员患者对其性
伴进行治疗以便控制梅毒传播；（４）加大性病诊疗市场的整顿
力度，打击不规范行医行为；（５）梅毒和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兄
妹，控制好梅毒的感染对遏制艾滋病传播流行有着十分重要意

义，所以梅毒的预防控制工作应与乌鲁木齐市的艾滋病攻坚工

程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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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的临床
研究
蔡夏叶１　蔡天国２

１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黄岩医院）皮肤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２０
２台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对患者进行干预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方法：选取艾滋病患者５７７例，根据其用药依从情况分为两组。对两组患者社会人口学因素、药物因素以及
治疗因素进行调查并进行统计和比较。结果：依从良好组患者年龄、病程、用药种类以及药物应用时间均明

显低于依从差组，年收入明显高于依从差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依从良好组患者中
女性、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已婚者、对疾病知识和药物知识了解、心理健康者、医疗服务及医患关系良好、

家属配合良好以及非自费者均明显多于依从差者；酗酒、药物滥用以及有药物不良反应者均明显少于服药

依从性差者。上述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患者的年龄、年收
入、药物应用种类和时间、对疾病和药物知识掌握情况、是否存在不良反应、家属配合程度以及医疗费用支

付方式是影响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艾滋病患者大多服药依从性良好，
而影响其用药依从性的因素多样，包括患者自身因素，也包括药物因素和治疗因素，在临床工作中可以通过

对影响因素进行干预而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关键词】　艾滋病；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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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可以有效的降低艾滋病患者的死
亡率，延长患者生命［１］。但是抗病毒治疗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

的工作，患者的依从性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２］，而在大

量研究中均证实各种疾病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都是一种较为复

杂的行为，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３］。本研究回顾分析了５７７
例艾滋病患者的用药情况，对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危险因素

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取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台州市中

心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５７７例，男４０４例，女１７３例；年龄２２
～５７岁，平均（３７０５±３８３）岁；病程６个月 ～８年，平均（３３４
±０３２）年；所有患者均确诊为ＨＩＶ感染，且接受高效联合抗病
毒治疗，服药时间≥３个月，意识清晰，可以配合调查。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药物保守治疗，以患者严格按照医嘱用

药，无漏服、不服或者拒绝治疗为服药依从性良好，否则为服药

依从性差。设计问卷调查，以无记名方式方法，全面了解患者

情况，内容涉及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病程、对艾

滋病了解程度、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以及治疗费用支

付方法）、药物因素（包括患者是否具有基本的服药知识、用药

种类和时间以及是否存在药物不良反应）、治疗因素（包括对医

护人员是否满意、家人是否支持、是否具有明确的治疗意向以

及就医是否方便）。根据患者依从性好坏，将患者分为依从良

好组和依从差组，对两组患者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且均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计量资料分析

依从良好组患者年龄、病程、用药种类以及药物应用时间

均明显低于依从差组，年收入明显高于依从差组。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影响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计量资料分析

因素 依从良好（ｎ＝４０４） 依从差（ｎ＝１７３） ｔ Ｐ

年龄（岁） 　 ３２２８±４４７ 　 ４８１９±３９６ ４２８１ ００２４

年收入（元） ２７４２８１７±１０８９３ １９５５２６５±１１０３２ ６３９２ ００１１

病程（年） 　　２６３±０３８ 　　５０１±０４５ ３１７４ ００３２

药物应用种类（种） 　　１９２±０１４ 　　２３１±０２２ ４４１８ ００２２

药物应用时间（年） 　　１３９±０１１ 　　２０７±０１７ ４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２２　计数资料分析
依从良好组患者中女性、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已婚者、对

疾病知识和药物知识了解、心理健康者、医疗服务及医患关系

良好、家属配合良好以及非自费者均明显多于依从差者；酗酒、

药物滥用以及有药物不良反应者均明显少于服药依从性差者。

上述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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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影响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计数资料分析

因素 ｎ
依从良好（ｎ＝４０４）

例数 比例

依从差（ｎ＝１７３）

例数 比例
χ２ Ｐ

性别 男 ４０４ ２７４ ６７８２ １３０ ７５１４ ４１８２ ００４１

女 １７３ １３０ ３２１８ ４３ ２４８６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１３ １１８ ２９２１ ９５ ５４９１ ８３７６ ００１７

高中及以上 ３６４ ２８６ ７０７９ ７８ ４５０９

婚姻状况 已婚 ４１８ ３１７ ７８４７ １０１ ５８３８ ４５１７ ００３７

未婚 １５９ ８７ ２１５３ ７２ ４１６２

疾病知识 了解 ３７７ ２９６ ７３２７ ８１ ４６８２ ９２２７ ００１１

不了解 ２００ １０８ ２６７３ ９２ ５３１８

心理状况 健康 ３５３ ２７４ ６７８２ ７９ ４５６６ ５９９４ ００２６

不健康 ２２４ １３０ ３２１８ ９４ ５４３４

酗酒 有 １１５ ７２ １７８２ ４３ ２４８６ ４２８３ ００３９

无 ４６２ ３３２ ８２１８ １３０ ７５１４

药物滥用 有 １０８ ５８ １４３６ ５０ ２８９０ ５１１７ ００３２

无 ４６９ ３４６ ８５６４ １２３ ７１１０

药物知识 掌握 ４１８ ３０３ ７５００ １１５ ６６４７ ３１９８ ００４６

不掌握 １５９ １０１ ２５００ ５８ ３３５３

药物不良反应 有 ４０７ ２７４ ６７８２ １３３ ７６８８ ３２１４ ００４５

无 １７０ １３０ ３２１８ ４０ ２３１２

医疗服务质量 高 ３６０ ２８３ ７００５ ７７ ４４５１ ７４７１ ００２１

一般 ２１７ １２１ ２９９５ ９６ ５５４９

医患关系 良好 ４０６ ３０２ ７４７５ １０４ ６０１２ ５２２６ ００３０

一般 １７１ １０２ ２５２５ ６９ ３９８８

家属配合程度 好 ３８２ ３０４ ７５２５ ７８ ４５０９ ６９３７ ００２３

差 １９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５ ９５ ５４９１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自费 ２１８ １３１ ３２４３ ８７ ５０２９ ４９２２ ００３４

非自费 ３５９ ２７３ ６７５７ ８６ ４９７１

２３　多因素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患者的年龄、年收入、药物应

用种类和时间、对疾病和药物知识掌握情况、是否存在不良反

应、家属配合程度以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影响艾滋病患者服

药依从性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影响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年龄 ０８２７ ０４３３ ７１７７ ００１４ ２１８４ ２４７２～８９９３

年收入 １１０４ ０２４９ ６９５８ ００１８ ４５８７ １９３６～１１３３２

药物应用种类 ２１７６ ０３１６ １１３９６ ０００８ ５２２８ １１６２～１０３７４

药物应用时间 １９３７ ０２８３ １５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６１６６ ４９３６～１８８７３

疾病知识 １１１６ ０４２１ ２３２３９ ＜０００１ ２２９４ １３２７～４９３０

药物知识 ２２７４ ０２７６ ３１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１０３３８ ２０８７～９３７４

药物不良反应 １８８５ ０３０６ ３３２９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１７４ １７３２～１９２８７

家属配合程度 ０８２５ ０２２８ １２１０５ ０００２ ３２９０ ５２８１～２０２８７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０９９３ ０３１８ １５８３７ ＜０００１ ２８８５ １８８３～８２８９

#

　讨论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感染所致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病毒

会对人体免疫系统造成攻击而容易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甚至危

及患者生命［４］。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的抑制艾滋病病毒的复

制，减缓其对免疫系统的损害。但是要想取得良好的抗病毒治

疗效果患者必须长期遵医嘱用药。

本研究对台州市５７７例艾滋病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评价，
其中４０４例依从性良好，占７００２％。在对患者进行调查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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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服药依从良好的患者年龄较为年轻、收入较高，考虑与这部

分人对生命有着更强烈的渴望有关，他们更希望自己的生命可

以延长，因此也会更为主动的遵医嘱用药。由于艾滋病患者的

抗病毒治疗是以抑制病毒复制为目的的［５－７］，患者大多没有明

显的自觉症状好转，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特别是用药种类较

多者，患者往往失去了治疗的耐心，治疗的依从性也随之下降。

目前鸡尾酒疗法是治疗艾滋病的重要方法［８，９］，且临床证实切

实有效，但是用药种类多是其主要的缺点，在实际工作中如果

患者病情允许，应尽量减少给患者的用药种类，以提高患者的

用药依从性。由于艾滋病治疗药物较多，且需要长期使用［７］，

对于收入较低的人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也是高收入者服

药依从性较好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确诊艾滋病感染者之后，

患者可以到疾控中心领取免费药物，但是由于艾滋病传播途径

的特殊性以及人们普遍对艾滋病患者存在歧视，很多患者在确

诊之后担心自己的病情被他人知道而拒绝领取免费药

物［１０－１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也有

很多患者为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情不被他人所知道，往往会

有意遮掩自己的用药行为，导致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按时用

药［１３，１４］，因此得到家人配合者往往可以更好的依从用药的原

因。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希望患者可以得到来自家人和朋友的

理解与支持，在患者允许的情况下，请他们参与制定治疗计划，

并监督患者实施。目前，社会上对艾滋病疾病本身存在着很多

的误解，认为该病无药可救，对药物的作用也心存怀疑，也有人

因为对艾滋病不了解而对艾滋病患者心存歧视，影响到对患者

治疗的支持，因此很多患者并不能按要求用药。鉴于此，我们

认为在社会范围内以及针对患者本人进行艾滋病以及艾滋病

治疗相关的知识普及和健康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１５］。

总之，艾滋病患者大多服药依从性良好，而影响其用药依从性

的因素多样，包括患者自身因素，也包括药物因素和治疗因素，在临

床工作中可以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干预而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冯义，马红昌，李萍，等．南阳市卧龙区艾滋病患者二线抗病毒药
物疗效．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４６（５）：７９０－７９１．

［２］　余祖江，阚全程，何云，等．某艾滋病治疗示范区３种抗病毒治疗
方案疗效比较．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２，４７（５）：６９７－７００．

［３］　赵学军，高俊岭，傅华，等．社区高血压群组干预对患者治疗依从
性的影响研究．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１４（１１）：１１８１－１１８４．

［４］　杨艳，周月姣，孟琴，等．广西第二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艾滋病流行特点分析．广西医学，２０１４，（９）：１２５８－１２６１．

［５］　李太生．如何提高我国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成功率．中华医学杂
志，２０１１，９１（２１）：１４４１－１４４２．

［６］　姚志文，鲁翔，沈冲，等．两性霉素Ｂ联合氟胞嘧啶或氟康唑治疗
艾滋病相关隐球菌脑膜炎效果的 Ｍｅｔａ分析．中华传染病杂志，
２０１４，３２（６）：３５３－３５６．

［７］　陈谐捷，贾卫东，谭行华，等．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艾滋
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９）：３４９８
－３５０１．

［８］　邱涛，刘晓燕，丁萍，等．江苏省艾滋病患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原
因调查．安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１９－３２２．

［９］　林丽，凌俊，裴东怒，等．人文关怀护理在抗病毒治疗门诊治疗艾
滋病患者中的体会．海南医学，２０１１，２２（１２）：１５５－１５６．

［１０］　郑连雪，陈秀敏，丁红云，等．艾滋病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研究．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３５）：４０５２－４０５４．

［１１］　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ＩＢ，ＢｏｇａｒｔＬＭ，ＷａｃｈｍａｎＭ，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ＨＩＶ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
ＣｏｇｎＢｅｈａｖ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４，２１（２）：１９１－２０５．

［１２］　ＨｏｕｓｔｏｎＥ，ＦｏｍｉｎａｙａＡＷ．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ｍｅ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ａｓｋ－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１
－１０．

［１３］　ＫａｂｏｒｅＬ，ＭｕｎｔｎｅｒＰ，ＣｈａｍｏｔＥ，ｅｔ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ＨＩ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ＪＩｎｔＡｓｓｏｃＰｒｏｖｉｄ
ＡＩＤＳＣａｒｅ，２０１４：２３．

［１４］　许鸣，王健，王莉莉，等．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患者药物依从性及生
存质量的影响初探．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８）：４５－４９．

［１５］　白艳，黄敏．健康教育对艾滋病合并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的
影响．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２７）：３６２６－３６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第一作者简介】李宪锐（１９９０－），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医外科学男科。

△【通讯作者】张耀圣（１９６５－），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ｙｓｚ３１２９＠
１６３．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１

慢性前列腺炎的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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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前列腺炎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发病机制尚不清
楚，但近几年来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使治疗慢性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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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炎的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故本文将对近几年中西医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进展做一综合回顾与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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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列腺炎的认识
前列腺炎是男科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主要

引起患者前列腺区域或小腹、腰骶处的疼痛与不适、排尿症状

异常、性功能下降等，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还不清楚，目前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

病，而是具有各自独特形式的综合性疾病或综合征，这种综合

征各自有独特的病因、临床特点和结局，因此一些学者建议采

用前列腺综合征的概念。１９９５年，美国国立卫生院将前列腺炎
重新分成四类，其中Ⅱ型、Ⅲ型属于慢性前列腺炎，占前列腺炎
总数的９０％～９５％［１］。慢性前列腺炎在临床上症状复杂，病程

较长，而且疗效差又容易复发，所以此病一直是中西医男科临

床研究的重点之一。

"

　中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进展
２．１　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学并无“前列腺炎”病名，根据其临床症状将其归属

“精浊”、“淋浊”的范畴［２］。目前对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病机认

识主要来自中医经典文献的记载以及近代医家对本病理论与

实践的学术研究。《景岳全书》中称：“便浊有赤白之分，有精溺

之辨。精溺不同，凡赤多者多属于火，白者寒热俱有之。精而

为浊者，其病在心肾；溺而为浊者，其病在膀胱、肝肾。”《证治汇

补》曰：“精之藏制在肾，脾主之运化，升清降浊，脾失健运，湿浊

内蕴，下注于精窍。”张耀圣等［３］认为精室属于奇恒之腑———男

子胞，包括前列腺，前列腺系冲、任、督三脉交汇之处，病机演变

在于：正气抗邪无力，邪毒与气血博结，留滞于男子胞及其络属

的经脉，形成本病。李海松［４］认为其基本病机为肾虚为本，湿

热为标，瘀滞为变，其中瘀滞为最基本病机，占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的绝大多数。宋竖旗等［５］认为，邪毒瘀阻是慢性前列腺炎的

病机关键，气血瘀阻于精室，运行不畅，遂致“精浊”。崔云等［６］

认为：湿热内蕴、正气亏虚、血瘀内阻、亦实亦虚为其基本病机。

根据当代医家对古文献的整理以及现代大量的临床观察

得出：湿热瘀结下焦是本病形成的基本病机，气滞血瘀则贯穿

于始终，肾虚以及正气不足是发病基础，而湿热、瘀血、肾虚是

慢性前列腺炎发病的三大主因。

２．２　中医药内治法治疗的研究进展
中医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还是以内治法为主，在辨证的

基础上拟方用药，包括中成药制剂、汤药等。其中方药包含经方

化裁用药，但还是以自拟经验方为主，疗效比较显著。王谦［７］认

为平补肾阴肾阳，活血化瘀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大法之一。其

认为此病主因为肾虚而膀胱湿热及下焦血瘀，属本虚标实寒热错

杂，故在调整肾中阴阳之偏的同时，再加入清热凉血化瘀之剂，方

用自拟滋肾活血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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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神仙对坐草、白茅根、大黄
%

治疗病人３５例，临床症状消失的
为２４例，好转９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９４％。

蔡兴黎等［８］认为治疗此病应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兼以活

血，故应用活血清热利湿汤
$

萆、黄柏、土茯苓清热利湿，分

清泌浊；蒲公英、半枝莲、石菖蒲清热解毒，利窍祛湿；丹参、延

胡索、炮山甲、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生甘草清热解毒，调和

药性
%

化裁治疗本病患者６０例，对照组３０例服用盐酸左氧氟
沙星。结果显示该方对主要症状为尿痛、尿急、尿道灼热及阴

囊潮湿的患者疗效显著，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安全可靠，

同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李锦杰等［９］认为血瘀贯穿慢性前列腺炎发病始终，因此他

认为活血化瘀是治疗此病的有效治则，并在临床分型为湿热致

瘀、气滞致瘀、因虚致瘀等。拟定以下中药：当归９ｇ、桃仁１２ｇ、
红花１２ｇ、丹参３０ｇ、赤芍１２ｇ、生地１５ｇ、川芎１２ｇ、牛膝１０ｇ、桔梗
１２ｇ、柴胡１０ｇ、枳壳１２ｇ、甘草６ｇ、泽兰１２ｇ、乳香６ｇ、没药６ｇ，同
时临证加减治疗患者４９例，结果显示效果显著，且有效的改善
了血液粘稠度和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扩张了血管以及增加了纤

维组织的消化吸收，保证腺小管畅通。

李玉玲［１０］认为本病病人多有肝气不舒，情志抑郁，精神障

碍的特点，故在辩证之时，多采用疏肝解郁为治疗大发。基本

方药为：柴胡１５ｇ、枳壳１２ｇ、香附１５ｇ、生麦芽３０ｇ、川牛膝１２ｇ、
丹参１５ｇ、白芍１５ｇ、合欢皮１５ｇ、甘草６ｇ，并根据临床症状的偏重
随证加减。另外，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辅以心理疏导，增加了病

人的信心，使病人肝气舒，精神调，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

２．３　中药外治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进展
由于前列腺炎特殊的解剖位置和生理特点，使很多内服药

物很难达到其部位并发挥良好的药物作用，而中药外治法则避

开了肝脏的首过效应，并能很好的透过包膜发挥药效，故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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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中药灌肠：由于解剖学的特点，采用中药灌肠可以使药物

直接渗透到前列腺部位，效果显著。赵润璞等［１１］将１００例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各５０例，治疗组采用自拟中药
保留灌肠

$

熟地３０ｇ、山药１５ｇ、枸杞３０ｇ、山茱萸１０ｇ、肉桂６ｇ、
杜仲１５ｇ、制附子６ｇ、桃仁１２ｇ、红花１２ｇ、丹参１５ｇ、赤芍１５ｇ、川
楝子１５ｇ、青皮１２ｇ、王不留行１５ｇ

%

，对照组采用 ＮａＣｌ溶液保
留灌肠。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为 ９２％，对照组有效率为
７９％，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直肠栓剂：直肠栓剂药物作用途径与中药灌肠类似，操作

更加方便，应用更加广泛。姜果等［１２］采用前列安栓治疗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２１例，总有效率７５％，对照组采用罗红霉素口服，
总有效率为４７．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刘勤等用前列通
栓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９０例，观察３０ｄ，总有效率９４％，栓剂
使用后可能会出现腹泻等副作用，但症状轻微，发生率较低，停

药后一般会自行恢复。

敷脐疗法：脐部给药不经过肝脏代谢，避免了药物对消化

道的刺激，以及肝脏的首过效应对药物的破坏，从而可以更好

的发挥药物的疗效［１３］。李海松等［１４］把１４４名非细菌性慢性前
列腺炎的患者分为３组，每组４８人，分别采用丁桂散敷脐治疗、
前列安栓治疗、丁桂散合前列安栓联合治疗，观察４周，结果显
示：患者的症状指数和中医评分都有所下降，但联合治疗效果

明显优于其他两组。

中药坐浴：中药坐浴治疗范围大，浸泡时间长，药物可直接

透过皮肤达到病所，促进血液循环和炎症的吸收。童寅等［１５］将

１０４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口服氧氟沙星，治疗组中药坐
浴结合提肛运动观察 ６周，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
７３０８％，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２３１％，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商月娥［１６］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分为观察组８０
例，中药坐浴配合口服男康片，４片／次，３次／ｄ；对照组４０例，口
服男康片，４片／次，３次／ｄ，观察疗效。结果示：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１），差异有非常的显著性，该疗法能改善症状，
降低前列腺液中的白细胞。

另外，中医的外治法还包括：艾灸法，推拿法，针刺疗法，按

摩法，温水坐浴等。

#

　西医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进展
３．１　西医病因病机

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近些年来尽管

西医方面对其发病机制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了解，但均没有实

质性的进展，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病原体感染、免疫异常、组织

病理学改变、尿液返流、神经内分泌异常、下尿路上皮功能障碍

等方面［１７］。

３．２
西医内服药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多采用抗生素、α－

肾上腺受体阻滞剂、非甾体抗炎药以及一些植物制剂等。

３．２．１　抗生素　《前列腺炎诊断治疗指南》［１８］将抗生素作为
前列腺炎治疗的一线药物，但是由于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史较

长，往往只有一小部分的患者能找出明确的致病菌，因此不能

盲目的使用抗生素，只有对尿液或者前列腺液培养有明确的致

病菌者，才考虑选取抗生素治疗。因此应在尽可能查明病因的

基础上确认感染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来提高治疗效果［１９］。

目前最常用的抗生素是喹诺酮类的药物，其次是磺胺类药物和

四环素类。喹诺酮类药物可穿过血—前列腺屏障，易在前列腺

组织内达到比较高的浓度，可发挥更好的效果［２０］。由于一部分

的非细菌性前列腺患者可能存在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等细

胞内病原体感染，口服新一类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前列腺组

织内的药物浓度明显高于血浆，且生物利用率也较高，对慢性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３．２．２　α－肾上腺受体阻滞剂　尿液的反流可能是引起慢性
前列腺炎的重要因素，而 α－肾上腺受体阻滞剂可以选择性的
作用于后尿道、膀胱颈、前列腺部的．α－肾上腺受体，解除膀胱
颈及前列腺尿道部的痉挛，增加尿流率，减低尿道闭合压，防止

前列腺内尿液反流，同时作用于盘底交感神经，解除盆底痉挛，

缓解会阴及盆底的紧张性肌痛，故在临床上的应用取得了一些

效果，成为治疗Ⅱ型或Ⅲ型前列腺炎的基本药物［２１］。

３．２．３　非甾体抗炎药　目前非甾体抗炎药属于经验性用药，在
缓解患者的疼痛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主要用于治疗Ⅲ型慢性非
细菌型前列腺炎 ［２２］。一项ＲＣＴ实验在比较抗炎药与安慰剂时
发现：在患者首次服用药物后并无明显的改善，但随着剂量的

增加，患者疼痛改善明显，显示出非甾体抗炎药的缓解疼痛的

作用。

３．２．４　植物制剂　其药理作用主要是抑制内源性炎症介质的
合成、抗炎、抗水肿作用，以及膀胱逼尿肌的收缩和尿道平滑肌

的舒张作用。研究证实，舍尼通可明显改善慢性前列腺炎的主

观症状和客观指标，总有效率可达到９１．１１％，与抗生素联合可
以更有效的缓解患者的排尿不畅与疼痛不适的症状，且具有副

作用小，安全性高的特点［２３］。

３．３　心理治疗
由于慢性前列腺炎病情容易反复，病程较长，给患者带来

较大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应及时给予心理疏

导，使患者认识到此病与男性不育、性传播疾病等并无直接关

系，减轻患者的精神压力，缓解其紧张情绪，有利于疾病的好

转。若对于少部分反复药物治疗不满意且有明显的心理问题

者，应与心理科医生联合会诊，共同确立治疗方案，必要时给予

抗抑郁药治疗［２４］。

$

　展望
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目前以缓解或解除患者的会阴、小腹

等疼痛不适、改善排尿症状以及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西

医在治疗本病方面多采用抗生素、α受体阻滞剂、肌肉松弛剂
等，在某些方面可快速缓解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长期疗

效却不尽满意，治疗针对性不强，而且容易复发。而中医在治

疗本病方面历史悠久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近几年对慢

性前列腺炎病机的深入探索，认识到湿热瘀结、气滞血瘀与肾

虚及正气不足等基本的病机特点，在治疗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效

果，但目前中医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与临床研究，可行性

与重复性较差，不适于大规模推广。故应在深化本病的发病机

制、病因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建立理想的动

物试验模型，拓宽研究范围。

所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既可以

发挥西药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上的优势，又可发挥中药治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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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特点以及中医在治疗疾病的个体化方案有

独特优势，而如何把中西医真正的结合起来治疗本病还需要进

一步的实践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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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按时口服他达拉非联合苁蓉益肾颗粒治疗肾
阳虚型 ＥＤ的临床观察
丁浩浩　胡海翔△　徐少强　高雅静　谢亚兰　沈传运　张启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北京１００１４２

【摘　要】　目的：探讨小剂量按时口服他达拉非联合苁蓉益肾颗粒治疗肾阳虚型Ｅ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８０例中医辨证属肾阳虚的Ｅ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０例。
对照组单纯口服他达拉非，治疗组在口服他达拉非的基础上加用苁蓉益肾颗粒，两组均用药治疗３个月。分
别对治疗前后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插入阴道成功率、完成性交成功率、总有效率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在ＩＩＥＦ－５评分、插入阴道成功率、完成性交成功率、总有效率方面均较治疗
前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治疗组治疗后上述各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小剂量按时口服他达拉非联合苁蓉益肾颗粒治疗肾阳虚型ＥＤ效果显著。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肾阳虚；他达拉非；苁蓉益肾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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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不能达到和
（或）维持足够的勃起完成满意的性交［１］，祖国医学称之为“阳

痿”，是临床上发病率最高的男科疾病之一。国外的一项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ＥＤ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
势［２］。国内学者［３］对１１６２名中老年男性 ＥＤ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中老年男性总发病率为４１８％，４０～４９岁为２１１％，５０～５９
岁为３０１％，６０～６９岁为５６４％，７０岁以上为６９６％，这与国
外的调查结果一致。鉴于中国人讳疾忌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该病在我国的实际发病率可能会更高。ＥＤ虽然不会危及生
命，但是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心痛苦，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还

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睦。目前临床上治疗 ＥＤ的一线药物为５型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ＤＥ５ｉ），主
要包括他达拉非、西地那非和伐地那非。常用的服药方法为按

需口服，但有一部分患者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其中对于一

些肾阳虚型ＥＤ患者，我们采用小剂量按时口服他达拉非联合
苁蓉益肾颗粒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男科门诊就诊的 ＥＤ患者共８０例，且中医辨证为肾阳虚型；年
龄４５～６５岁，平均５６８岁，病程均在３个月以上。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８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０例和对照组４０例，两组
患者在病程、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年龄与病程情况

组别 ｎ 年龄（年） 病程（月）

对照组 ４０ ５３４±５８ ３３８±１９４

治疗组 ４０ ５５１±５３ ３６０±２０１

Ｐ ００７９ ０７４１

１２　纳入标准
（１）西医诊断标准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定义：不能

达到和／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交［１］。（２）中医诊
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４］，肾阳虚证：主症：

腰膝酸软、性欲减退、畏寒肢冷。次症：精神萎靡、夜尿频多、下

肢浮肿、动则气促、发槁齿摇、舌质淡苔白、脉沉迟、尺无力。具

备主症２项、次症２项，即可诊断为肾阳虚证。（３）已婚或者有
固定的性伴侣，既往曾有性生活史，目前有性生活条件。

１３　排除标准
（１）严重的器质性ＥＤ，或合并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慢性疾病

者。（２）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焦虑及抑郁者。（３）依从性差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每周二、周六晚睡前口服他达拉非（英国礼来制药

公司）１０ｍｇ（１／２片），治疗组在口服他达拉非（服用方法及剂量
同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苁蓉益肾颗粒（内蒙古兰太药业）２ｇ／
次，３次／ｄ。两组均用药３个月，用药期间禁止服用其他治疗
ＥＤ的药物。
１５　疗效评价

（１）以ＩＩＥＦ－５评分、性活动日志（ＳＥＰ）的问题２（你能否
成功插入阴道？）和问题３（你能否完成性交？）作为主要评价指
标。（２）治疗后（ＩＩＥＦ－５）＞２２分为痊愈，前后评分增加５０％
以上为显效，增加２５％～５０％为有效，增加＜２５％为无效［５］。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其中 α＝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变化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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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的 ＩＩＥＦ－５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变化比较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０ ９１２±４１６ １６１５±３２１

治疗组 ４０ ９６５±４２３ ２１４２±４０７△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ＳＥＰ２（插入阴道成功率）的变化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插入阴道成功率均显著高于治

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的插入阴
道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成功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ＳＥＰ２（插入阴道成功率）的变化比较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０ １７（４２５） ２９（７２５）

治疗组 ４０ １８（４５０） ３５（８７５）△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ＳＥＰ３（保持勃起至完成性交的成功率）的变
化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完成性交的成功率均显著高于治
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完成性交
的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成功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ＳＥＰ３（保持勃起至完成性交的成功率）的变化比较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０ ４（１００） ２１（５７５）

治疗组 ４０ ６（１５０） ３０（７５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８７５％，对照组治疗后的总有效

率为７２５％，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０ １３ １０ ６ １１ ７２５

治疗组 ４０ ２０ ９ ６ ５ ８７５△

　　注：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ＥＤ是最常见的男科疾病之一，有调查表明，全球约有１５

亿男性患有 ＥＤ，而这一数字到２０２５年可能会增长一倍［６］。随

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该病越来越受到重视。

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原因十分复杂，有学者［７］研究认为，

该病的发生与神经血管、内分泌、全身性疾病、局部阴茎疾病、

心理因素等相关。其中在信号传导通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

果，相关研究已经证实 ＮＯ－ｃＧＭＰ信号通路异常是 ＥＤ发病的
关键［８］。根据该研究结果研制的ＰＤＥ５ｉ对ＥＤ的治疗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在临床应用中已经取得很好的疗效，目前是治疗 ＥＤ
的一线药物。和其他的 ＰＤＥ５ｉ药物相比他达拉非有其独特的
时间顾虑效益［９］，而且高脂饮食和适度的饮酒并不会对其血药

浓度造成影响，所以在临床治疗中我们会更加倾向选择他达拉

非。陈小敏等［１０］采用小剂量他达拉非（５ｍｇ／２ｄ）治疗器质性
ＥＤ患者取得了明显的疗效。王俊龙等［１１］研究发现他达拉非按

时口服的远期效果显著优于按需口服的效果。卞军等［１２］研究

发现早期持续给予小剂量他达拉非可改善海绵体神经损伤后

阴茎海绵体纤维化，从而有助于阴茎勃起功能的回复。

ＥＤ在祖国医学中属于“阳痿”范畴。中医学认为肾主生
殖，主藏精，肾精可以化生为肾阳和肾阴，肾阳亏虚，失于温煦，

无力启动宗筋，则阳痿不举。《景岳全书》说：“阳痿……火衰者

十居七八而火盛者仅有之耳。”故肾阳虚是ＥＤ的主要发病原因
之一。

苁蓉益肾颗粒有补肾壮阳、生精益髓的功效。其组方以肉

苁蓉为君药，辅以巴戟天、菟丝子为臣药共奏温补肾阳之功。

佐以五味子收敛肾气，茯苓健脾安神，车前子滋阴补气有阴中

求阳之效且引药入肾为使药。全方共凑生精益髓、滋阴壮阳之

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肉苁蓉调节内分泌、增加代谢和强

壮作用，对阳虚动物的肝脾核酸含量有一定的调整作用，有激

活肾上腺、释放皮质激素的作用［１３］。周海涛等［１４］研究发现肉

苁蓉可以减轻大鼠的血睾酮受高强度运动量的影响，并使之维

持在正常的生理水平。胡少炜等［１５］使用苁蓉益肾颗粒治疗治

疗ＥＤ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
中医中药和西药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有时单纯应用中药或

西药治疗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本研究应用他达拉非联合苁

蓉益肾颗粒治疗肾阳虚型 ＥＤ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疗效，经过３
个月的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在 ＩＩＥＦ－５评分、插入阴道成功
率、完成性交成功率、总有效率方面均较治疗前增加，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上述各指标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结果表明了
他达拉非对肾阳虚型 ＥＤ具有一定的疗效，且联合蓉蓉益肾颗
粒效果会更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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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保守手术与经阴道内镜手术治疗宫外孕的
临床效果对比
唐春梅１　高玉洁２

１荣昌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２４６０
２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２０

【摘　要】　目的：考察腹腔镜下保守手术与经阴道内镜手术治疗宫外孕的临床效果差异。方法：回顾
性分析５６例腹腔镜下保守手术治疗的宫外孕患者临床资料并设为对照组和４３例自然腔道内镜手术治疗宫
外孕患者临床资料并设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术中资料、术后恢复速率和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

术中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手术时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输卵管畅通率和
宫内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间再次宫外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切口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经阴道内镜手术治疗宫外孕疗效更佳且术
中伤害更小、术后恢复更快，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宫外孕；腹腔镜下保守手术；经阴道内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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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外孕是指受精卵在子宫体腔外着床后生长发育的过程，
其中以输卵管妊娠为最主要类型，约占所有宫外孕的９５％左
右［１，２］。若不经有效治疗，宫外孕可能会导致大出血危及患者

生命［３］。由于妊娠年龄的普遍增加以及生活方式改变和压力

增加，宫外孕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高［１，４］。目前，对于宫外孕的

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其中腔镜手术具有术中损伤

小、术后恢复快、治疗效果好等优势应用最为广泛［５］。传统的

腔镜治疗主要是使用腹腔镜进行保守手术治疗，然而越来越多

的研究证实通过使用自然腔道进行腔镜手术可以有效节约手

术时间并降低术中损伤［６］。因此，探讨腹腔镜下保守手术和经

阴道（阴道）内镜手术治疗的效果差异，对于改善宫外孕的治疗

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荣昌县人民医
院妇产科入院治疗的异位妊娠患者临床资料，依据其治疗方式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５６例腹腔镜下保守手术治疗的宫外孕
患者临床资料设为对照组，４３例自然腔道内镜手术治疗宫外孕
患者临床资料设为观察组。两组患者年龄、停经时间和妊娠部

位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临床可比性，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ｎ） 年龄（岁） 停经天数（ｄ）
病变部位

输卵管峡部 输卵管伞部 输卵管壶腹部

观察组（４３） ２５４±４２ ４７２±１０２ ４ ６ ３３

对照组（５６） ２６１±３８ ４４９±９３ ６ ８ ４２

统计值 ｔ＝０８６ ｔ＝１１６ Ｚ＝０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术前准备同一般妇科手术，不服

用镇静剂和灌肠。全身麻醉，脐孔下缘穿刺，建立气腹，压力达

到１５ｍｍＨｇ时置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和腹腔镜。于两下侧腹直视
下置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作为操作孔，取改良截石位。检查见输卵管
节段性增大或包块部。固定患侧输卵管，于峡部系膜下注射垂

体后叶素５～６Ｕ，将病灶两端１～２ｃｍ处切开并取出胚胎和肿
块，电凝止血，清洗盆腔。输卵管肌层有破坏或未见明显绒毛

者给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

１２２　观察组治疗方法　术前准备同一般妇科手术，不服
用镇静剂和灌肠。全身麻醉，取改良截石位，于阴道后穹窿距

顶端２０ｍｍ处作一１５ｍｍ横向切口后置入内镜，进入盆腔，通
过内镜注气孔建立气腹。确定异位妊娠部位，使用活检钳将患

侧输卵管伞端提起同时避开卵巢，在另一处放置尼龙套扎器，

在孕囊内侧５ｍｍ处套扎输卵管和孕囊并在内侧５ｍｍ处结扎
并切除孕囊。使用圈套将切除物套住后从阴道处取出。再次

将内镜置入盆腔中，检查输卵管处是否渗血，并抽出盆腔积液，

推出内镜并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术中情况包括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两

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包括切口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两组患者

临床疗效包括术后第二个月月经干净３～５ｄ时检查输卵管畅
通率，随访一年记录再次妊娠率、宫内妊娠率和宫外妊娠率。

所有患者术后３个月开始性行为，均在一年内保持无避孕措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ｔ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资料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手术
时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中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４３ ４０２±１２０ ２４１±１１３

对照组 ５６ ３６８±１３２ ３７０±１２４

ｔ值 １３４ ５４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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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切口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ｄ） 切口愈合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３ ６８±１６ ５３±２０

对照组 ５６ ７４±１１ ６０±１３

ｔ值 ２１０ １９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输卵管畅通率和宫内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两组间再次宫外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输卵管畅通 宫内妊娠 宫外妊娠

观察组 ４３ ４２（９７６） ３４（７９１） １（２３）

对照组 ５６ ４８（８５７） ３３（５８９） ３（５４）

χ２值 ４２１ ４５１ ０５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当患者流产或包块破裂

时可能会引起腹腔内的大出血，若未经及时诊治则有可能危及

患者生命。调查表明，宫外孕的发生于孕产妇的年龄、输卵管

相关疾病或手术史以及肿瘤等因素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７］。

目前其治疗方案主要包括药物治疗、保守性手术治疗和根治性

手术治疗三种方案。其中保守性手术治疗疗效较好且术中损

伤较小对患者治疗后的妊娠影响较低因此应用最为广泛［８］。

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微创化的保守治疗手术方案已成为患者

和术者首选的术式。腹腔镜是临床应用最多的腔镜保守手术

方法。王敏等［９－１０］，利用腹腔镜下冲水式保守治疗方案治疗宫

外孕取得较好的疗效，其术中参数优于开发手术切短期和长期

预后均更为优秀。袁小燕等［１１－１３］，研究证实腹腔镜手术后的

患者与开腹手术后患者相比具有较高的输卵管通畅情况和较

高的宫内妊娠发生率。然而，即便是使用腹腔镜治疗切口较

小，但仍然会在患者腹部建立切口对于女性患者接受度较低。

而经阴道内镜无需在患者腹部建立切口患者接受度较高。詹

玮玲［１４－１５］，报道了６８例经阴道内镜治疗输卵管妊娠的临床效

果，证实其治疗成功率高且无严重并发症。然而其进行的是根

治性手术，对患者生理状况影响较大。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其

原因可能与观察组的切口较小有关。而两组间的平均手术时

间均在４０ｍｉｎ以为且无统计学差异，与詹玮玲报道的６０ｍｉｎ的

手术时间具有较大差异其原因可能是手术过程存在差异和术

者对于手术的熟悉程度及护理人员术中配合有关。由于观察

组患者切口较小且术中出血量较少因此其术后恢复速度更快，

出院时间更早，有利于节约患者的治疗时间和治疗成本，提高

医疗资源分配效率并降低医疗和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由于自

然腔道内镜对于患者体内内环境影响较小，内镜入口距离患处

更近因此，操作时更为简便、准确，手术效果更好，患者的输卵

管再通率更高、宫内妊娠率也随之提高。

综上所述，经阴道内镜手术治疗宫外孕疗效更佳且术中伤

害更小、术后恢复更快，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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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腹膜缝合方案下产妇剖宫产后盆腹腔粘连状况
对比
刘芳

!

１　任新萍２△　贾玉芳３

１响水县中医医院妇产科，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６００
２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６００
３昆山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腹膜缝合方案下产妇剖宫产后粘连状况。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４０例再次实施剖宫产的妇女的临床资料，按照不同腹膜缝合方式分为：下腹横切口组和下腹
纵切口组，下腹横切口组又分为腹膜不缝合组（３８例）、腹膜连续缝合组（３３例）和腹膜外翻缝合组（３６例）；
下腹纵切口组分为腹膜连续缝合组（４７例）和腹膜外翻缝合组（１８６例）。对比各组的剖宫产后粘连情况和
伤口愈合情况。结果：下腹横切组中腹膜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１２５％，显著低于腹膜不缝合组的
５７９％（χ２＝１７５１７，Ｐ＝００００）和腹膜连续缝合组的５４５％（χ２＝１４７３９，Ｐ＝００００）；下腹纵切组中腹膜
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５４％，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组的５３２％（χ２＝６６９１１，Ｐ＝００００）；下腹横纵
切产妇中２０８例腹膜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６７％，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组的５３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８６１６４，Ｐ＝００００）。各组之间的愈合较好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膜外翻缝合组
和腹膜连续缝合组的愈合良好率分别为７８８％和６７５％，显著高于腹膜不缝合组的３４２％，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膜外翻缝合法引发的产妇剖宫产后粘连发生率较低，对再次手术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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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是解决难产分娩治疗的一种主要方式，近年来呈现
逐渐上升的趋势。盆腹腔粘连是剖宫产手术之后的一种常见

并发症，不但会引发宫外孕、不孕、盆腔疼痛等症，还可能导致

肠梗阻等严重并发症，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

胁［１，２］。盆腹腔粘连不仅会引发正常的盆腹腔的结构的改变，

还增加了再次手术的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威

胁［３］。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４０例再
次实施剖宫产的妇女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不同腹膜方案对剖

宫产后粘连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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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于响水县中医院和

昆山市中医医院实施再次剖宫产的妇女３４０例，均为子宫下段
横切口手术。按照不同腹膜缝合方式分为：下腹横切口组和下

腹纵切口组，下腹横切口组又分为腹膜不缝合组（３８例）、腹膜
连续缝合组（３３例）和腹膜外翻缝合组（３６例）；下腹纵切口组
分为腹膜连续缝合组（４７例）和腹膜外翻缝合组（１８６例）。腹
膜不缝合组均为下腹横切口，反折腹膜和壁层腹膜均不进行缝

合（即新型剖宫产术式）；腹膜连续缝合组连续缝合反折腹膜和

壁层腹膜；腹膜外翻缝合组连续缝合反折腹膜，间断外翻缝合

壁层腹膜。各组产妇之间的年龄、孕次、产次之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各组产妇间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下腹横切口组（ｎ＝１０７） 腹膜不缝合组（ｎ＝３８） ２９１±４５ ３４±１８ ２１±１２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３３） ２８７±４２ ３３±１６ ２２±１０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３６） ２９０±３９ ３３±２１ ２１±１１

下腹纵切口组（ｎ＝２３３）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４７） ２８７±４４ ３５±１８ ２２±１１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１８６） ２８３±４０ ３４±１７ ２２±１０

　　　　Ｆ １３７５ ０２８４ ０２０６

　　　　Ｐ ００８７ ０７９３ ０８３７

１２　患者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剖宫产手术方式均为子宫下段横切口术式；

（２）首次剖宫产前未实施过任何腹部手术；（３）首次剖宫产至再
次剖宫产期间未实施过其它腹部手术。排除标准：（１）资料不
完整的患者；（２）其它剖宫产手术方式的患者；（３）首次剖宫产
时伴有产后大出血、卵巢肿瘤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的患者。

１３　腹膜缝合方案
麻醉方法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子宫肌层采用可吸收的缝合

线实施锁边缝合或单层连续缝合；壁层腹膜采用可吸收的缝合线

间断外翻缝合２～４针或连续缝合；反折腹膜采用可吸收的缝合
线进行连续缝合；腹膜不缝合组的手术方式见新式剖宫产术［４］，

连续锁扣缝合子宫肌层全层，不缝合脏层腹膜与壁层腹膜。在缝

合前对腹腔内的残留血液进行充分冲洗，其它缝合方法一致。剖

宫产术后６ｈ产妇在床上翻身活动，术后２４ｈ下床适度走动。
１４　评价方法

盆腹腔粘连情况评估根据 Ｖｅｔｃｏ等［５］的盆腔粘连分级标

准，具体标准为：０级为无粘连，手术创面修复很好；Ⅰ级为有点
状束带或者膜状的粘连，但面积较小，易用手分离，没有出血现

象，创面大部分恢复；Ⅱ级粘连相对较密切，分离时发生渗血现
象，创面约修复５０％；Ⅲ级为存在广泛的粘连，分离时出血较
多，创面大部分未得以修复。切口愈合情况分为：愈合良好（瘢

痕柔软纤细），愈合可以（瘢痕中等），愈合较差（瘢痕较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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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良好和愈合可以认为愈合较好。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的形式表示，２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Ｆ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盆腹腔粘连情况比较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盆腹腔粘连情况比较如表２所示，下腹

横切组中腹膜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１２５％，显著低于腹
膜不缝合组的５７９％（χ２＝１７５１７，Ｐ＝００００）和腹膜连续缝合
组的５４５％（χ２＝１４７３９，Ｐ＝００００）；下腹纵切组中腹膜外翻
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 ５４％，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组的
５３２％（χ２＝６６９１１，Ｐ＝００００）；下腹横纵切产妇中２０８例腹
膜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６７％，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
组的５３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６１６４，Ｐ＝００００）。

表２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盆腹腔粘连情况比较

组别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粘连发生率

下腹横切口组（ｎ＝１０７） 腹膜不缝合组（ｎ＝３８） １６ １２ ５ ５ ２２（５７９）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３３） １５ ９ ５ ４ １８（５４５）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３６） ３２ ３ １ ０ ４（１２５）

下腹纵切口组（ｎ＝２３３）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４７） ２２ １０ ８ ７ ２５（５３２）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１８６） １７６ ７ ３ ０ １０（５４）

２２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的切口愈合情况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的切口愈合情况如表３所示，各组之间

的愈合较好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膜外翻缝合组

和腹膜连续缝合组的愈合良好率分别为７８８％和６７５％，显著
高于腹膜不缝合组的３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各组再次剖宫产后的切口愈合情况

组别 切口愈合良好 切口愈合可以 切口愈合较差

下腹横切口组（ｎ＝１０７） 腹膜不缝合组（ｎ＝３８） １３（３４２） ２０（５２６） ５（１３２）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３３） ２３（６９７） ６（１８２） ４（１２１）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３６） ２７（７５０） ７（１９４） ２（５６）

下腹纵切口组（ｎ＝２３３） 腹膜连续缝合组（ｎ＝４７） ３１（６６０） ８（１７０） ８（１７０）

腹膜外翻缝合组（ｎ＝１８６） １４８（７９６） ３０（１６１） ８（４３）

#

　讨论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和人文医疗环境的变化，剖宫产也呈

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我国有剖宫产史的女性多采用剖宫产来

结束再次的妊娠［６］。盆腹腔粘连是剖宫产最常见的并发症，可

以增加肠粘连、不孕、肠梗阻、盆腔疼痛等的发生率，再次手术

的困难极大，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７］。粘连的发生机制十分

复杂，但最终归因于纤维蛋白沉积和溶解失衡及纤维性粘连的

形成［８］。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腹膜方案对剖宫产后粘连状况

的影响，降低对再次剖宫产的损伤。

良好的外科手术技巧能够降低粘连的发生，在手术时仔细

的处理周围的相关组织并控制出血量对于降低粘连的形成至

关重要［９］。在手术时，尽量将腹膜的损伤降到最低，降低不必

要的手术操作，保持盆腔脏器的平滑湿润和腹膜的完整性，降

低术后盆腔粘连的发生［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下腹横切组中腹

膜外翻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为１２５％，显著低于腹膜不缝合组
的５７９％（χ２＝１７５１７，Ｐ＝００００）和腹膜连续缝合组的５４５％

（χ２＝１４７３９，Ｐ＝００００），腹膜不缝合组的粘连发生率最高，可
能与新式剖宫产术未将子宫膀胱反折腹膜缝合，裸露的组织粗

糙面比较大，与未缝合的腹膜切缘接触之后，腹膜细胞爬行愈

合引起粘连有关。此外未缝合的腹膜组织缺损比较大，引发伤

口收缩，炎性反应加重，引发愈合时间加长，形成严重粘连［１１］。

因为新式剖宫产手术的患者再次手术时粘连比较严重，所

以目前仍然主张将腹膜仔细缝合，尤其是要缝到腹膜的光滑

面［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下腹纵切组中腹膜外翻缝合组的粘

连发生率为５４％，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组的 ５３２％（χ２＝
６６９１１，Ｐ＝００００）；下腹横纵切产妇中２０８例腹膜外翻缝合组
的粘连发生率为６７％，显著低于腹膜连续缝合组的５３８％（χ２

＝８６１６４，Ｐ＝００００）。本研究中所采用的腹膜外翻缝合能够
使腹膜的光滑面贴合，降低了盆腹腔粗糙面的暴露，降低了粘

连的形成。腹膜外翻缝合采用可吸收的缝合线宽针距缝合腹

膜，易吸收，异物反应低，款针距缝合能够降低缺血坏死的发生

率，还可以固定腹膜，使创缘距离降低，降低了粘连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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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１３，１４］。连续缝合腹膜可以导致腹膜缺血坏死，增加粘连的发

生率。此外未使光滑面相贴，使游离切缘接近腹腔因而易发生

粘连［１５］。

腹腔内残留血液也是发生粘连的一个重要因素，我院所有

剖宫产患者在手术关腹前对腹腔进行充分冲洗，尽可能降低粘

连的发生［１６］。在本研究粘连分级标准中，Ⅱ级粘连相对较密
切，分离时发生渗血现象，创面约修复５０％；Ⅲ级为存在广泛的
粘连，分离时出血较多，创面大部分未得以修复，因此这两级的

损伤对二次手术的影响较显著，本研究中腹膜外翻缝合组未出

现Ⅲ级粘连，仅２例出现Ⅱ级粘连，表明腹膜外翻缝合法对于再
次剖宫产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腹膜外翻缝合法引发的产妇剖宫产后粘连发生

率较低，对再次手术影响较小，值得临床推广。

参 考 文 献

［１］　田加珍，朱彗央，王川，等．首次不同剖宫产方式对产妇术后腹壁、

腹腔粘连性及再次剖宫产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４）：３－５．

［２］　ＫａｐｕｓｔｉａｎＶ，ＡｎｔｅｂｙＥＹ，Ｇｄａｌｅｖｉｃｈ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ｏｓｕｒｅｖｅｒ

ｓｕｓｎｏ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ａ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ａ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

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０６（１）：５６．ｅ１－ｅ４．

［３］　吴迎红，张琼香．腹式横切口剖宫产不同切口处理方法对产妇的

影响．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４）：１６７０－１６７１．

［４］　马彦彦主编．新式剖官产术．２版．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０：４１－４４．

［５］　任常，朱兰．盆腹腔手术后粘连的分类及评价方法．中华妇产科

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４）：３１７－３１９．

［６］　李惠敏，张靖霄．下腹横切口剖宫产术中不同手术方式与术后粘

连程度临床观察．河北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８）：９７１－９７３．

［７］　ＬｙｅｌｌＤＪ，ＣａｕｇｈｅｙＡＢ，ＨｕＥ，ｅｔａｌ．Ｒｅｃｔｕｓｍｕｓｃｌｅａｎｄ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ｐｅｒ

ｉｔｏｎｅｕｍ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０６（６）：

５１５．ｅ１－ｅ５．

［８］　成玉华．不同术式剖宫产后再次开腹手术时盆腹腔粘连情况比

较分析．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２）：２４－２５．

［９］　张亲凤，羊淑宇，林琼珊，等．剖宫产术不同方式处理腹膜及膀胱

子宫反折腹膜术后粘连情况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３５）：

５６－５７．

［１０］　吕向红，王彩霞．剖宫产术不同方式处理腹膜和返折腹膜术后粘

连情况分析．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０９，４（２４）：１０６－１０７．

［１１］　刘晓蓉．剖宫产术中不同方式处理腹膜和返折腹膜术后粘连的

比较．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０）：６０６－６０７．

［１２］　ＳｃｈｎüｒｉｇｅｒＢ，ＢａｒｍｐａｒａｓＧ，ＢｒａｎｃｏＢ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１．

［１３］　戴国亮，俞静华，祁可娜，等．外翻缝合腹膜对剖宫产术后粘连的

影响．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５）：３８８－３９０．

［１４］　刘在霞，龙丹．腹式全子宫切除术后不同阴道残端缝合方式的临

床效果观察．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２）：２１３－２１４．

［１５］　孙友红，郭晓华，魏秀琴，等．不同术式剖宫产术后再次开腹手术

１０６例临床分析．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０７，１１（７）：６８－６９．

［１６］　张蓓．剖宫产术后盆腹腔粘连的临床观察及影响因素分析．海南

医学，２０１３，２４（２４）：３６８７－３６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２４）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首都市民健康项目培育项目”（Ｚ１１１１０７０６７３１１０３９）。
【第一作者简介】李萌（１９８７－），女，医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殖内分泌临
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赖爱鸾，主任医师，ｌａｉａｉｌｕａ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５

北京月坛地区女性生育现状及生育力认知调查
李萌　赖爱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妇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了解北京月坛地区女性生育现状、近年来北京月坛地区女性生育年龄的变化以及不
同因素对女性的生育计划的影响；调查受试者对卵巢储备功能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建立调查人群生育档

案，指导女性正确选择生育时间。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抽取北京市月坛社区２５～４９岁
女性４００人，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了解其生育现状，以及学历、工作生活情况等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生
育力相关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月坛地区女性１０年前生育年龄（２６１２±２１０）岁，近６～１０年间生育年龄
（２８７８±３４２）岁，近５年内生育年龄达（３００２±４１６）岁，生育年龄逐渐推迟，比较不同年龄、结婚年龄、学
历受试者生育计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受试者中９３％的人不了解卵巢储备功能的定义，对辅助生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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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率高达８０％～９０％。结论：北京地区女性近年生育年龄呈上升趋势，生育计划受到结婚年龄、学业、事
业、经济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推迟，并且北京地区女性卵巢储备功能认知水平低下，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理

解存在严重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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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育能力体现在卵巢功能的变化，年龄增加伴随卵巢功
能下降，卵巢衰老将导致不孕［１］，而孕前健康风险暴露也有随妇

女年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２］。近年来女性低生育力和不育的比

例都呈上升趋势［３］。北京地区，由于其地域的特殊性，女性生育

年龄推迟较其它地区更为明显。我国缺少社区普通女性的生育

档案及对卵巢储备功能认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社区

入手，通过对月坛地区女性的抽样调查，了解北京女性的生育现

状，以及对卵巢储备功能的认知现状，建立调查人群生育档案，以

期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及追踪。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抽取月坛社区户籍２５～４９岁女性户籍女性２３３２８人，按年
龄层分组分为２５～２９岁４３１７例；３０～３９岁８０４６例；４０～４９岁
１０９６５例。由于女性不孕发生与卵巢储备密切相关，本课题分
层抽样通过各年龄层人群不孕率进行，２５～２９岁的不孕率为
６％，３０～３９岁不孕率１０％，４０～４９岁不孕率１５％。计算抽样
样本量的估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分析方法，依据统计学公式：

ｎ＝Ｚ２ɑ／２∑Ｎｉ２Ｐｉ（１－Ｐｉ）／ＷｉＮ２ｄ２＋Ｚ２ɑ／２∑ＮｉＰｉ（１－Ｐｉ）
　 （式中ｎ＝∑ｎｉ，Ｗｉ＝Ｎｉ／Ｎ）

计算出总体抽样量为４２５例，其中２５～２９岁７８例、３０～３９岁
１４７例、４０～４９岁２００例（取９５％的可信区间，ɑ＝００５，真实值
与测量值之间的误差 ｄ＝００３）。本研究共收入组受试者４００
人，其中２５～２９岁６９例、３０～３９岁１４３例、４０～４９岁１８８例。
排除患有卵巢、输卵管疾病者，有内分泌疾病史或心脑肝肾等

重要脏器疾病及血液病史者，近３个月内未用激素类药物，入
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选择及填空的形式出现。内容为研究

对象基本信息及生育相关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月经情况、生育现状、既往史、工作情况、生活

习惯等，以及卵巢储备功能相关知识的认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对于定量资料，根据资料情况

选择ｔ检验、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对于定性资料，根据资料
情况选择χ２检验，并进行全面的描述性分析，主要采用平均数、
构成比等指标。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北京月坛地区女性一般情况

参与调查受试者年龄跨度在２５～４９岁，平均年龄（４０５６±
７９４）岁；平均结婚年龄（２６７７±４５８）岁，最小２０岁，最大３８岁；平
均初次妊娠年龄（２６８３±２７４）岁，最小２０岁，最大３６岁；平均末次
妊娠年龄（３１３２±５１６）岁，最小２４岁，最大４５岁；平均初产年龄
（２７７６±４８９）岁，最小为２１岁，最大为３９岁，平均流产（包括人流
和药流）（１３５±０８７）次。受试者学历构成方面本科以下占
５７１％；家庭人均月收入集中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占４３５％。
２２　受试者生育现状

将参与调查的受试者按年龄进行分组，比较其初次妊娠结

局，Ｐ值为００２８，有统计学意义。按照受试者生育时间进行比
较，近５年生育者生育年龄（３００２±４１６）岁，近６～１０年生育
者生育年龄（２８７８±３４２）岁，１０年前生育者生育年龄（２６１２
±２１０）岁，组间差异Ｐ值为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月坛地区女
性近２０余年来生育年龄已经发生了推迟。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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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受试者初孕结局［ｎ（％）］

年龄 流产及引产 生育 其他　　

２５～２９岁 ３３（７８６） 　９（２１４） ０（０）

３０～３９岁 ６７（４７９） ７１（５０７） ２（１４）

４０～４９岁 ７８（４１７） １０９（５８３） ０（０）

Ｐ ００２５

　　注：其他包括自然流产、异位妊娠

２３　受试者生育计划
调查受试者婚后生育计划，按结婚年龄分组比较婚后计划

生育时间以及影响生育的首要因素，Ｐ值均＜００５，有统计学意
义，结婚较早的女性更多倾向有稳定的工作及经济收入后再生

育，而３５岁后结婚的女性年龄则成为其首要考虑因素。受试者
按受教育程度进行分层，比较其初产年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
义，生育情况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其
生育年龄有所推迟。见表２、表３。

表２　受试者婚后生育计划调查

结婚年龄
婚后计划生育年限（年）

（珋ｘ±ｓ）

生育首要影响因素［ｎ（％）］

年龄 工作稳定与否 经济收入 住房条件

２０～２５岁 ４０３±２７９ ３７（４０２） ３４（３７０） ９（９８） １２（１３０）

２６～３０岁 ３５２±１８８ ８９（４７６） ２８（１５０） ３８（２０３） ３２（１７１）

３１～３５岁 ２７３±１６５ ２３（４７９） ７（１４６） ６（１２５） １２（２５０）

３５岁以上 １０４±０９７ ２２（７１０） ２（６５） ４（１２９） ３（９７）

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表３　不同学历受试者生育情况

学历
初产年龄（岁）

（珋ｘ±ｓ）

生育情况［ｎ（％）］

未生育 已生育

本科以下 ２７０４±３３１ ３３（１４３） １９７（８５７）

本科 ２８２２±２７９ ２４（１７４） １１４（８２６）

硕士及以上 ３４４４±４３８ １０（３１３） ２２（６８８）

Ｐ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５

２４　受试者卵巢储备功能认知现状
受试者对卵巢储备功能定义认识较差，知晓率仅为７％，

６５８％的受试者认为女性到了４０岁仍易受孕，并且辅助生殖技
术相关方面问题整体错误率较高，达８０％～９０％，存在较大误区。
分析不同学历的受试者各问题正确率，仅在“女性到了４０岁仍易
受孕”问题上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其他问题认知上均无差
异，说明高等教育对于女性生育力知识普及并无帮助。见表４。

表４　受试者对卵巢储备功能相关知识认知

题目
错误

例数（ｎ）比例（％）

卵巢储备功能定义 ３７２ ９３０

不孕只发生在４０岁以上女性 ６８ １７０

女性３５岁后生育力显著下降 １３２ ３３０

女性到了４０岁仍易受孕 ２６３ ６５８

卵细胞衰老程度与年龄相关 ２２８ ５７０

４０岁以上女性流产率比３０岁以上女性高很多 １３４ ３３５

不孕完全可治愈 ３０１ ７５３

ＩＶＦ可以帮助所有女性使用自身卵细胞生育 ３７２ ９３０

冷冻卵细胞可延缓生育力减退 ２９８ ７４５

ＩＶＦ－ＥＴ对女性健康有影响 ３５３ ８８３

通过ＩＶＦ－ＥＴ生育的孩子没有自然妊娠的健康 ３３２ ８３０

很多女性借助ＩＶＦ受孕需要多次 ２５０ ６２５

#

　讨论
３１　月坛地区女性生育现状

本横断面研究调查表明，受调查的月坛地区女性平均结婚

年龄２６７７岁，平均初产年龄２７７６岁。近２０余年间月坛地区
女性生育年龄已经出现了明显推迟，１０年前生育的女性初产年
龄２６１２岁，过去６～１０年间则上升至２８７８岁，而近５年女性
初产年龄已达 ３００２岁。２５～２９岁受试者在其初次妊娠时，
７８６％的人选择了流产或引产，与３０岁以上受试者存在着明显
差异，当今女性对于计划外的初次妊娠，更多的人选择了放弃。

３２　月坛地区女性生育计划影响因素
女性对于生育时机的选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调

查结果显示，２０～３０岁结婚的女性，选择生育时工作、经济、住
房情况都是其列入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年龄限制的考虑则

较少，通常计划在２８～３０岁生育，而３１岁后结婚的女性，年龄
的压力则成为其主要考虑因素，尤其３５岁后结婚女性，大多计
划１年内生育。学历对于女性生育年龄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当
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客观上因学业推

迟了结婚年龄，并且主观上对于稳定的物质基础要求也较高，

这无形中影响着家庭生育计划，本研究调查发现，硕士及以上

学历女性平均初产年龄高达３４４４岁，与本科及以下学历人群
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陈字等［４］的调查结果也是相符的。女性为

了继续深造获得高学历或事业上的成功，一再推迟生育计划，

大大增加了不孕以及高龄孕产妇将面临的各种的风险，而这些

女性计划妊娠及妊娠过程中，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求

助于现代的医疗手段，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压力。月坛地区是

北京的缩影，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较其他城市而言家庭生

育计划更易受到结婚年龄、学业、工作、经济、住房等因素的影

响，近年来女性生育年龄推迟明显。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相同的

问题，在瑞士，仅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女性４０岁后生育的比例从
１７２％增长到了１９６％［５］。

３３　月坛地区女性对于生育力相关知识认知不足
随着年龄的上升，女性卵巢产生卵子的能力减弱，卵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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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质量下降，使生育能力降低且妊娠质量下降［６］，３７岁后更是
大幅下降［７］，同时，女性妇科疾病患病率也与年龄上升相关，这

无疑对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高龄女性是雪上加霜。然而，本调

查发现，绝大部分女性并不了解卵巢储备功能的意义，５７％的
人不知道卵细胞衰老的程度与年龄相关，并且高达６５８％的人
认为女性到了４０岁仍易受孕，Ｋａｒｌａ等［８］在加拿大的调查也发

现，只有４５５％的受试者清楚的认识到年龄是女性不孕的最大
危险因素，西班牙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是如此［９］。辅助生殖技术

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一味的依赖辅助生殖技术，选择

先发展事业再考虑生育，盲目的推迟生育年龄，对辅助生殖技

术的理解误区则是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１０－１３］。本研究调查

中，女性对辅助生殖的认知错误率高达８０％ ～９０％，认为 ＩＶＦ
可以帮助所有人使用自己的卵子生育，并且认为 ＩＶＦ对女性及
胎儿健康并无影响，不了解辅助生殖技术的局限性。并且学历

不同的受试者在辅助生殖技术相关问题上的错误率并无差异，

说明学校教育对辅助生殖技术知识普及并无过多涉及，这无形

中使得女性推迟生育计划，增加了因年龄导致不孕的风

险［１４，１５］。因此，指导女性正确选择生育时间将是今后临床工作

中需关注的问题，对于处于生育窗口期的女性要关注其生育计

划，不可因追求事业成功或经济稳定而一味推迟生育年龄，尤

其对于晚婚、高学历、工作压力大的女性，更要重点关注，及时

评估其卵巢储备功能，帮助其作出正确生育计划，减少因盲目

推迟生育年龄导致的不孕，从而减少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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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例男性不育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
周伟　李新伟　张群芝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物教研室，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２

【摘　要】　目的：对男性不育患者进行染色体核型的检测，探讨男性不育与染色体核型异常的关系。
方法：按常规方法制作染色体标本的方法，对１２２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核型分析。结果：共检出染色体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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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例，异常率为１３９３％。其中性染色体异常１２例，占男性不育患者的９８４％，常染色体异常５例，占男性
不育患者的４１０％。在所有的核型中，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的发生率最高，占异常核型的２３５３％。结论：染色
体异常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染色体核型分析对男性不育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关键词】　男性不育；染色体异常；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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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２３．５３％ 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
ｔｙ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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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不育是指育龄夫妇经１２个月以上不避孕性生活史而
仍未受孕的症状，该疾病是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原因，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据统计，约４０％的不育不孕原因是由男性造成的，其中遗传因
素约占１５％［１］，而染色体核型异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

以在男性不育患者诊治中，染色体核型分析是重要的检验项

目［２］。本研究采集了１２２例男性不育患者的外周血进行核型
分析，以进一步探讨染色体异常与男性不育的遗传学效应，为

产前诊断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漯河市３所医院确诊为
不孕不育症患者中随机选取１２２例作为研究对象。临床表现主
要为无精子、少精子、弱精子或女方反复自然流产、死胎等，年

龄在２４～４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４４±７１）岁，男性患者配偶
经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１２　研究方法
取样前均详细告知调查对象相关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无菌条件下进行培养，常规方法制

片，Ｇ显带后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每例在显微镜下计数３０个
中期分裂相，分析５个核型，对异常核型则计数１００个分裂相，
核型分析加倍，必要时进行Ｃ显带。
"

　结果
在受检的不育患者中检出１７例染色体核型异常，异常检出

率为１３９３％。包括１２例性染色体异常和５例常染色体异常，
分别占受检患者的９８４％和４１０％。其中，在性染色体异常的
核型中，数目异常５例（包括４例克氏综合征、１例嵌合体），结
构异常７例（包括３例大 Ｙ染色体，２例小 Ｙ、Ｙ染色体长臂缺
失和倒位各１例）；在常染色体异常中，染色体数目异常 １例
（罗伯逊易位），结构异常４例（倒位２例，平衡易位和大随体各
１例）。见表１。

表１　染色体异常发生情况表

染色体

类型

异常

类型
异常核型 例数

占异常

总数比（％）

性染色体 数目异常 ４７，ＸＸＹ ４ ２３５３

４５，Ｘ／４６，ＸＹ １ ５８８

结构异常 ４６，ＸＹ，大Ｙ ３ １７６４

４６，ＸＹ，小Ｙ ２ １１７６

４６，ＸＹ，ｉｎｖ（Ｙ）（ｐ１１；ｑ１１） １ ５８８

４６，ＸＹ，ｄｅｌ（Ｙ）（ｑ１１） １ ５８８

常染色体 数目异常 ４５，ＸＹ，ｔ（１４；２１）（ｐ１１；ｐ１１） １ ５８８

４６，ＸＹ，ｔ（１０；１８）（ｑ２１；ｐ１１） １ ５８８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ｑ１１ｑ２１） １ ５８８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ｐ１３ｑ１３） １ ５８８

４６，ＸＹ（１５大随体） １ ５８８

#

　讨论
男性不育患者在临床上一般表现为原发不育症、无精子症

及少弱精子症，部分患者造成女方习惯性流产，胚胎停育

等［２，３］，造成男性不孕的原因很多，包括生理因素、微生物因素

以及遗传因素等，其中染色体异常是导致男性不孕的最主要的

遗传因素，在临床上较为常见。根据有关报道，男性不育症患

者染色体异常的比率大概在２２％ ～４８３％之间［４］，在本研究

中，男性不孕不育患者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为１３９３％，与该数据
保持一致。本研究检出的染色体异常的类型中，性染色体异常

占总异常的７０５９％，其中以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和大Ｙ染色体为
主；常染色体异常占总异常的２９４１％，主要表现为染色体结构
异常，包括平衡易位和９号染色体倒位。
３１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是最常见的男性性染色畸变类型，常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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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睾丸发育不全，临床多见无精子或少精子、睾丸小及乳房

发育等症状［５］，常见的染色体核型为４７，ＸＸＹ，约占８０％。本研
究中发现的４例均为４７，ＸＸＹ核型，其中３例为无精子，另外一
例表现为原发不育。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的发生机制是与 Ｘ染色
体有关，是由于患者双亲由于某些因素造成Ｘ染色体在生殖细
胞减数分裂的过程中发生不分离，从而导致精子或者卵子的染

色体中多了一条未完全失活的Ｘ染色体，由于Ｘ染色体上带有
多个与生精功能等与男性生育能力相关的基因，多余的Ｘ染色
体削弱了 Ｙ染色体对男性的决定作用，影响睾丸发育，导致生
精细胞发育障碍［６－８］。

３２　Ｙ染色体结构异常
Ｙ染色体含有决定男性性征的重要基因，包括睾丸决定因

子和睾丸成熟因子等，这些基因通过协调作用来调控男性生殖

器官的发育和成熟。根据相关研究认为，Ｙ染色体上的男性决
定区是常染色质和异染色质的嵌合区，其结构多态性会通过诱

导表观遗传改变或重建导致男性不育［９，１０］。Ｙ染色体结构异常
以大Ｙ染色体最为常见，小Ｙ染色体以及Ｙ染色体长臂的倒位
和缺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大Ｙ染色体以Ｙ染色体大于１８号染色体为标准，核型为
４６，ＸＹ（Ｙ≥１８）。传统的研究认为，大 Ｙ染色体属于正常的染
色体多态性，不会造成遗传性状的改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大Ｙ染色体与男性不育有关联，本研究检出大 Ｙ染色体３
例，占异常核型的１７６４％，仅次于克氏综合征的检出比例，临
床表现分别为原发不育１例，胚胎停育１例，无精子症１例。大
Ｙ导致的不育可能与其高度重复的长臂异染色质区域有关，这
些重复序列干扰相邻常染色体区域精子发生、发育相关的基因

的表达，造成减数分裂过程异常，进而导致生殖异常［１１］。

小Ｙ染色体以Ｙ染色体小于２１号染色体为标准，核型为
４６，ＸＹ（Ｙ≤２１），小Ｙ染色体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一种
是由于Ｙ染色体结构微缺失造成，另一种是由于部分区域排列
紧密形成异染色质化所造成，本文检出的２例小Ｙ染色体临床
表现均为胚胎发育异常。

人类睾丸发育是由睾丸决定因子控制，其位于在 Ｙ染色体
长臂上的１区１带区域，如果该区域发生基因改变，则可导致睾
丸发育障碍，影响精子的生成［１２］。另外 Ｙ染色体长臂还存在
一个无精子因子（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ａｃｔ，ＡＺＦ），该基因决定睾丸曲细
精管生精细胞发育，其缺失和损伤均可导致生精障碍［１３］。因

此，Ｙ染色体的改变尤其是长臂的结构畸变易造成男性的不育，
例如本研究检出Ｙ染色体长臂缺失和臂间倒位各１例，患者临
床症状均表现为无精子，即涉及到相关基因。

３３　常染色体畸变
常染色体的改变也会造成男性不育，其中以平衡易位以及

倒位较为常见。本研究中共检出易位２例，其中平衡易位和罗
伯逊易位各１例，２例均表现为患者配偶习惯性流产。检出倒
位２例，发生在９号染色体，１例表现为原发不孕，１例表现为
流产。

染色体平衡易位是由于原染色体断裂后重排形成两条新

的衍生染色体，该染色体所包含的遗传物质并无明显改变，所

以携带者在表型上一般正常，但是由于其结构却发生了改变，

所以在形成配子的过程中染色体会发生重组，造成染色体错误

配对，从而导致子代发生严重的遗传效应。平衡易位携带者造

成的不孕体征表型虽然正常，但在临床上多表现为生精障碍以

及习惯性流产和死胎等，另外，一小部分配子的染色体虽然能

够保证胚胎的发育，但由于染色体结构畸变，常导致胎儿智力

发育异常［２］。从理论上分析，平衡易位携带者所产生的配子

中，只有１／１８是正常的，另有１／１８是与患者相似的平衡易位携
带者，其余配子均为异常核型，因此，要想避免畸形胎儿的出

生，平衡易位携带患者有必要再进行核型分析，并根据分析结

果进行生育指导［１４］。

染色体臂间倒位也是常见的导致男性不育的因素，其中９
号染色体发生率较高，已有大量资料表明：不育、生育畸胎、自

然流产等与９号染色体臂间倒位有一定关系［１５］。其造成的患

者不孕症状与倒位发生的位点、片段的长度密切相关，一般倒

位片段越长，则出生畸形儿的可能性越大［１６］。有分析认为，９
号染色体上的松弛素基因不仅与妊娠有关，而且在生育调节中

起重要作用，倒位使松弛素作用减弱，从而造成生育障碍，而

且，女性９号染色体的倒位也会引起女性的不孕［３１７］。

总之，染色体异常是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

必要对男性不育患者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从而为相关治疗提

供明确的病因诊断依据。另外，核型分析还能为进行辅助生殖

技术孕育后代的不育患者提供参考，避免将遗传缺陷传递给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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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症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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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是育龄期妇女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目前其发病率正呈上升趋势，
其所致不孕症的发生，不仅影响婚姻、家庭亦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 ＰＣＯＳ所致不孕症的治疗尤为重
要，本文旨在综述各种治疗方法。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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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一种
因内分泌及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是卵巢性不孕的主要因素，

它的患病率在育龄期妇女中约占５％ ～１０％［１－３］。它的病因十

分复杂，目前尚不明确，发病可能涉及遗传、内分泌、环境、生活

习惯、心理等多方面因素［４］。ＰＣＯＳ的临床表现呈多样性，主要
的临床症状为排卵障碍、月经不规律、高雄激素血症等。其所

致并发症包括不孕症、妊娠期糖尿病、自然流产、子宫内膜癌、

乳腺癌、卵巢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以不孕症的影

响最为严重。现将ＰＣＯＳ所致不孕症的治疗综述如下。
!

　诊断
目前ＰＣＯＳ的临床诊断标准多采用２００３年的鹿特丹（Ｒｏｔ

ｔｅｒｄａｍ）标准［５］。符合以下三项中的任意两项即可诊断：（１）稀
发排卵和（或）无排卵（稀发排卵或无排卵被定义为每年 ＜８次
的排卵，而且月经周期 ＞３５ｄ；无排卵定义为无月经来潮 ＞６个

月；（２）有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和（或）生化高雄激素血症；（３）
Ｂ超下卵巢呈多囊性改变：小于２～９ｍｍ的窦卵泡数大于 １２
个，和（或）卵巢体积增大１０ｍＬ，并排除其他内分泌疾病。
"

　治疗
经规范化诊断后行个体化治疗，应预防与治疗相结合，整

体的治疗思路是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调经促排卵治疗，临

床用药多为联合用药。

２１　一般治疗
虽然ＰＣＯＳ的病因不明，但其发病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原因，

特别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因素等。ＰＣＯＳ多能导致代
谢异常，出现腹型肥胖，故无论是否有生育要求均应进行生活

方式的调整。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并同时进行适当

的心理疏导是治疗 ＰＣＯＳ的一个重要方面。控制体重包括：作
息规律，合理饮食，营养均衡，限制高热量饮食，有规律的加强

体育运动等［６］。多项研究表明调节生活方式、减轻体重的５％
～１０％能明显的改善多囊卵巢的多项临床表现，甚至避免远期
并发症的发生［７］。

２２　药物治疗
２２１　口服短效避孕药

ＰＣＯＳ的患者往往出现月经周期不规律、月经稀发、闭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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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阴道出血等症状，需要调理月经周期。治疗上多采用雌

孕激素序贯疗法，口服短效避孕药是调理月经的常用方法，临

床常用的药物有达英 －３５、妈富隆、芬吗通等。ＰＣＯＳ患者多有
ＧｎＲＨ／ＬＨ脉冲分泌异常现象，使ＬＨ分泌增加，ＬＨ／ＦＳＨ比值升
高，约占ＰＣＯＳ患者的３０％～５０％［８，９］。高ＬＨ水平使卵巢间质
细胞增生，使雄激素分泌过多。口服短效避孕药不仅能够调整

月经周期，还能通过负反馈作用于 Ｈ－Ｐ－Ｏ轴，抑制 ＬＨ的分
泌，降低雄激素水平，改善痤疮、多毛等由高雄激素引起的症

状。严红莲等［１０］收集ＰＣＯＳ患者１０５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给予达英－３５联合生活方式调整，对照组仅给予达英 －
３５调整月经周期，结果观察组体重、ＢＭＩ治疗后明显低于治疗
前及对照组治疗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的 ＬＨ、Ｔ、ＬＨ／
ＦＳＨ、ＦＩＮＳ、ＴＧ各指标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２　促排卵治疗

克罗米芬：ＣＣ是多囊卵巢患者促排卵的一线用药，是一种
雌激素受体阻断剂。其作用机制是与下丘脑竞争性结合雌激

素受体，使内源性雌激素分泌减少，通过雌激素的负反馈使下

丘脑ＧｎＲＨ的分泌增加，ＬＨ和ＦＳＨ分泌相应增加，从而刺激卵
泡发育诱发排卵。常用方法是于月经周期第５天开始用药，根
据体重指数和窦卵泡数合理安排起始剂量，总的原则是初次促

排剂量要小，观察卵巢的反应性，若促排效果不理想，可逐步递

增，剂量多不超过１５０ｍｇ。ＣＣ虽然是多囊卵巢的首选药物，但
是因为有抗雌激素的作用影响子宫内膜的厚度，出现卵泡与内

膜发育不同步的现象，可适量添加雌激素改善子宫内膜的

厚度。

促性腺激素：对于ＣＣ促排效果不好的患者，可改用促性腺
激素治疗，可选择 ＦＳＨ或 ＨＭＧ。但是应用促性腺激素可增加
卵巢过度刺激（ＯＨＳＳ）及多胎妊娠的发病率，因此在应用此类
药物期间要密切监测卵泡及雌激素。目前多采用ＣＣ联合小剂
量促性腺激素促排，提高了排卵率，并降低ＯＨＳＳ和多胎妊娠的
发病率。

来曲唑：来曲唑为芳香化酶抑制剂，通过对芳香化酶活性

的抑制，影响雌激素的底物，阻碍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来曲

唑对子宫内膜影响较小，可提高临床妊娠成功率，降低不良妊

娠的发生率；若同时添加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可明显减少促性

腺激素的剂量，其半衰期短，能避免卵巢过度刺激，促排卵副作

用小，安全性好，胎儿致畸率低［１１］。

２２３　改善代谢
ＰＣＯＳ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ＩＲ）及高胰岛素

血症，ＩＲ能影响患者的内分泌和代谢水平，代偿性的高胰岛素
血症能促进脂肪组织积聚，引起血脂异常，向心性肥胖等，还可

增加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ｃ１７Ａ的活性，加强卵巢间质和卵泡膜细胞
合成雄激素［１２］；ＩＲ亦可影响下丘脑或垂体，使ＬＨ的分泌增加，
间接提高雄激素水平［１３］。二甲双胍是最常用的胰岛素增敏剂，

能迅速降低胰岛素水平，同时降低由高胰岛素血症引起的

Ｐ４５０ｃ１７ａ的活性，减少雄激素的合成，还可调节生殖功能和改
善糖代谢的异常情况［１４］。二甲双胍能增加胰岛素受体，而不影

响胰岛素的浓度，因此能降低胰岛素水平同时不影响血糖［１５］。

多项研究表明［１６，１７］，二甲双胍联合其他用药治疗 ＰＣＯＳ性不孕
症，能有效降低胰岛素和瘦素水平，调节性激素异常，改善月经

周期，并增强对性腺素的敏感性。循证医学研究表明［１８］，二甲

双胍联合克罗米芬可明显增加排卵率，还可降低 ＰＣＯＳ患者促
排卵治疗中ＯＨＳＳ的发生和减轻症状。张晓燕等［１９］收集９６例
ＰＣＯＳ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予二甲双胍联合
达英－３５治疗，而对照组患者仅给予达英 －３５治疗。结果两
组ＬＨ，Ｔ，ＬＨ／ＦＳＨ比值均出现明显下降，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除二甲双胍外还有罗格
列酮、奥曲肽、阿卡波糖等胰岛素增敏剂。

２３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是ＰＣＯＳ的二线治疗方式，可分为３种：腹腔镜下

卵巢楔形切除术、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超声引导下未成熟卵

泡穿刺术［２０］。传统的卵巢楔形切除术容易导致卵巢早衰的发

生，术后盆腔粘连的发生率为４０％ ～７５％，容易导致 ＰＯＦ的发
生，造成不可逆的不孕症，目前临床已较少应用。腹腔镜下卵

巢打孔术亦可导致盆腔粘连的发生，容易形成卵巢表面瘢痕所

致排卵障碍，另外打孔的质量和深度也较难控制。超声引导下

未成熟卵泡穿刺简单易行，损伤较小，不易造成术后盆腔粘连，

不会引起继发性卵巢早衰，能够改善 ＰＣＯＳ患者内分泌和代谢
状态，但是仅有短期效应［２１，２２］。因此手术治疗时要慎用卵巢楔

形术，卵巢打孔要适度，注意打孔数量和深度，要选择更安全，

损伤更小的手术方式。

２４　辅助生殖技术
常用的辅助生殖方式有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

单精子卵细胞胞质内注射（ＩＣＳＩ）、未成熟卵的体外培养（ＩＶＭ）。
ＰＣＯＳ患者应用标准的周期６次以上仍未获妊娠，或多种药物促
排治疗效果不明显，或同时伴有输卵管因素可选择 ＩＶＦ助孕。
若ＰＣＯＳ患者同时伴有男方严重少弱精子症，可选择ＩＣＳＩ助孕。
若ＰＣＯＳ患者双侧卵巢体积较大，窦卵泡数较多，选择ＩＶＦ易形
成过度刺激，则可考虑行ＩＶＭ助孕。
２５　中医中药

在传统医学中并未有 ＰＣＯＳ的病名，多与月经后期、闭经、
崩漏、瘕、不孕相似。中医中药对 ＰＣＯＳ的治疗和西医一样，
仍是强调个体化治疗，同时辨证后根据月经周期分期治疗。对

于育龄期导致不孕症的患者，治疗以调经促排卵为主。其主要

病机为多认为肾—天癸—冲任—胞宫轴失调，以肾虚为本，累

及肝脾，形成痰湿、血瘀等病理产物［２３］。因此 ＰＣＯＳ所致不孕
症的辨证治疗多通过补肾活血、佐以祛痰化瘀，现在研究表明

通过此法治疗可以提高排卵率。白松林等［２４］收集１２５例瘦体
型ＰＣＯＳ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运用中药减肥
方联合针刺加运动治疗，对照组予以二甲双胍联合达英 －３５治
疗，均为６个疗程。停药后观察其内分泌各项指标，结果显示，
治疗后ＬＨ、Ｔ、空腹胰岛素、排卵率等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小结
ＰＣＯＳ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所致不孕症的治疗意义重大。

西医治疗虽能快速有效，但不能有效改善远期并发症。中医治

疗毒副作用小，虽然对远期并发症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治疗周

期较大，治疗的同时给患者带来经济心理上的压力。

临床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２５］，各自扬长避短，中

药模拟人工周期分期治疗，辨证加减灵活，能较好的改善兼症，

同时配合促排卵药物，能缩短患者治疗周期，提高妊娠率，减少

医疗费用及患者心理负担。多项研究表明，ＰＣＯＳ患者中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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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项联合用药临床效果显著，因此中西医结合多项联合用

药治疗ＰＣＯＳ所致的不孕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临床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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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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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措施与治疗效率。方法：本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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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选自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在我院接受诊治的８２例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随机分
成两组。对照组４１例研究对象接受常规治疗，而实验组４１例研究对象则接受针对性治疗方案，同时对比及
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的治疗情况。结果：两组研究对象在治疗效果方面的比较差异较为显著（Ｐ＜００５）。
结论：临床上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必须及时与彻底，并严格把握药物选用环节，以免

对胎儿造成影响。同时，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禁止使用抗真菌类药物，以阴道局部类药物为主

要选择，最大限度控制对胎儿的影响。

【关键词】　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临床治疗；措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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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本身属于外阴阴道类常见疾病，通常
是由念珠菌所致机会性的感染症状所引起。念珠菌属于真菌

中的一种常见类型，其构成要素是菌丝与孢子，为单细胞类真

菌，其繁殖方式主要是出芽［１］。念珠菌并不具备较强致病性，

而受相关致病因素的直接影响，其繁殖速度会加快，同时还会

诱发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２］。一般而言，女性妊娠过程会导致

菌群呈现出失调状态，同时产妇免疫能力普遍偏低，以至于出

现较高发病率。而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通常出现于妊娠５个月
之后的产妇中，临床医学界认为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几

率是非妊娠女性的２倍，且大约７０％的带菌产妇都属于外阴阴
道念珠菌感染。为了提升胎儿生存效率，必须给予妊娠期外阴

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及时治疗，而研究其治疗方案也成为临床

医学界重点关注的课题［３］。因此笔者把８２例妊娠期外阴阴道
念珠菌感染患者均分为两个小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而实

验组则接受针对性治疗方案，旨在总结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

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措施与治疗效率。现将具体研究程序作

详细报道。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在我院接受诊治
的８２例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均４１例。对照组年龄为２２～３９
岁，平均年龄（３３±２１５）岁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年龄为２３～
４０岁，平均年龄（３４±１６７）岁进行针对性治疗。两组临床资料
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都表现出白带增多、白带呈豆腐渣状以及外阴瘙

痒等临床症状，部分患者外阴存在着烧灼感、刺激感与疼痛感。

予以检查后发现，小阴唇存在红斑与水肿症状，外阴偏于湿润，

而阴道充血十分明显，并附着大量白色的膜状物质，急性期可

见浅表溃疡、糜烂面。同时，本次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的审核和批准。

１３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将克霉锉栓置入阴道，每晚１粒，连

续治疗７ｄ为１个疗程；而实验组则接受针对性治疗方案，其具
体检查程序如下：（１）严格把握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
者的临床治疗原则。首先，针对无明显临床症状的病例，妊娠

期禁止予以抗真菌类药物进行治疗。其次，妊娠期外阴阴道念

珠菌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具有起效慢的特征，加之孕期机体生

理会出现变化，因此治疗后还会存在较高复发率，所以必须保

证治疗程序的及时性与彻底性。通过予以局部性治疗方案，适

当延长治疗总时长。最后，在治疗环节，必须严格把握药物选

用程序，以免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孕妇长

时间使用抗真菌类药品，可能会导致胎儿的颅面、骨骼以及心

血管等器官发育呈现畸形状态，甚至出现死胎，因此患者禁止

使用抗真菌类药物，以阴道局部类药物为主要选择。（２）妊娠
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的常用药品有克霉唑、咪康唑、甲

紫、肾上腺皮质激素以及中药剂等。一般而言，对于早、中孕期

患者，需给予其制霉菌素制剂治疗；对于晚孕期的非白色念珠

菌患者，可选择咪康唑制剂治疗，具体治疗方法如下：①选择克
霉唑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克霉唑为 Ｂ类药物，对于念珠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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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角甾醇等生物合成起着抑制作用，因此具有杀菌之功效。治

疗时，将克霉唑涂抹于患者阴道，１００ｍｇ／次，２次／ｄ，上药时长为
３ｄ。②选择咪康唑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咪康唑 Ｃ类药物，除
了在膜生物合成方面起着干扰作用之外，对于真菌膜系统也能

发挥破坏作用，同时还可以抑制大量核糖核酸的合成，确保菌

体细胞不再继续发育。治疗时，将咪康唑涂抹于患者阴道，

２００ｍｇ／次，１次／ｄ，夜晚上药，上药时长为７ｄ。③选择制霉菌素
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制菌霉素定性为Ｂ
类药物，治疗时，将其涂抹于机体阴道上，夜晚上药，１次／ｄ，上
药时长为１４ｄ。④选择甲紫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治疗时，将
甲紫液１％涂抹于机体阴道黏膜上，给药频率为２ｄ／次，对于急
性期相关症状起到缓解作用，加之价格低廉，具有较高可行性。

但使用该药物时，通常会对内裤造成污染，长时间使用还会使

机体阴道出现局部瘙痒与烦躁等症状。⑤选择肾上腺皮质激
素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在这类药物中，最为常见的即为醋酸

地塞米松软膏。治疗时，将肾上腺皮质激素直接涂抹于机体外

阴部，对于减轻皮肤瘙痒及炎症等都具有显著疗效，但是这类

药物禁止长时间使用。⑥选择中药剂为主要药物进行治疗。
对于外阴瘙痒症状过于严重的患者，可以用枯矾、百部、蜀椒、

蛇床子以及苦参等药材煎水后予以热熏机体外阴部。同时，还

可以用篇蓄、苍耳子、瞿麦以及黄柏等药材煎水后予以清洗机

体外阴部。

１４　疗效评定指标
停药后，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４周的随访，随访期间严密监

测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并根据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及复查时分

泌物检查结果对两组临床症状进行评定：停药后，给予机体阴

道内的分泌物检查后，念珠菌呈现出阴性为痊愈；给予机体阴

道内的分泌物检查后，念珠菌呈现出阴性，部分病例偶见真菌

为有效；给予机体阴道内的分泌物检查后，念珠菌呈现出阳性

则代表无效［４］。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分析以及处理本组研究数据，通

过（珋ｘ±ｓ）代表一般资料，通过 χ２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对比，计
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
义以Ｐ＜００５表示。
"

　结果
给予所有病例对症治疗之后，其临床指征均有所改善。其

中，实验组有２１例痊愈，占有比为５１２２％；有１７例有效，占有
比为４１４６％；有３例无效病例，占有比为７３２％，总有效率是
９２６８％。而对照组有１４例痊愈，占有比为３４１５％；有１７例有
效，占有比为４１４６％；有１０例无效病例，占有比为２４３９％，总
有效率是７５６１％，比较差异较为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４１ ２１（５１２２） １７（４１４６） ３（７３２） ９２６８％

对照组 ４１ １４（３４１５） １７（４１４６） １０（２４３９） ７５６１％

#

　讨论
妇女阴道内感染性病症主要有细菌性的阴道病以及外阴

阴道念珠菌感染等，有大约７５％的育龄女性都会患上外阴阴道
念珠菌感染，有大约 ５０％的育龄女性存在着二次发病的情
况［５］。致病类念珠菌中，最为常见的即为白色念珠菌，以机体

阴道作为其寄居环境，并逐渐发芽及呈现出芽生孢子，一旦发

生炎性症状之后，能够直接看到菌丝与芽管［６］。念珠菌在机体

阴道内不断生长与繁殖均需要各种条件，主要包括过于肥胖、

糖尿病以及妊娠等，如果机体在近期内曾经使用免疫抑制剂、

抗生素或者是皮质类的固醇激素，同样可能导致该病症的出

现。酵母菌的成功寄存需要依靠抗生素，其中又以四环素类、

氨苄西林以及头孢菌素为主［７］。

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被临床上划分成两种不同类型，分别

是复杂型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与单纯型外阴阴道念珠菌感

染［８］。其中，复杂型病例占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所有病例的

２０％左右，而单纯型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常见于正常的非孕宿
主、中度的念珠菌性阴道炎、重度的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中［９］。

基于妊娠期妇女而言，其易感因素表现为免疫能力下降以

及雌性激素上涨等方面，当孕妇雌性激素升高之后，其阴道黏

膜会呈现出水肿状或充血状，同时通透性也会加强，再加之宫

颈管腺体会分泌出大量物质，以至于机体白带异常增加［１０］。与

此同时，在雌性激素水平上涨的情况下，机体阴道的上皮细胞

中会集聚大量糖原，而白色念珠菌基本生长能力、出牙能力以

及粘附能力都会因此得到提升。当机体的胸腺依赖性淋巴细

胞处于正常状态时，对于念珠菌无限繁殖可起到抑制作用［１１］。

但是，妊娠期女性细胞的基本免疫能力普遍降低，较之正常人

群，其杀伤细胞、胸腺依赖性淋巴细胞都会明显下降，以至于母

体在面对异体抗原性胚胎时不会产生排斥现象，导致机体在妊

娠期面临着出现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病症的风险。

本次研究笔者将８２例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随
机划分成两个小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实验组接受针对性

治疗方案。治疗之后，实验组有效率达 ９２６８％，对照组为
７５６１％，比较差异较为显著（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妊娠期外
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必须做到及时与彻底，通过

严格把握药物选用环节，以免对胎儿造成任何影响。除此之

外，妊娠期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患者还必须禁止使用抗真菌类

药物，建议以阴道局部类药物为主要选择，以此方式控制对胎

儿的影响，确保胎儿在母体内正常发育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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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 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效果及并
发症对比研究
唐靖　蒋蕾　阮丽仙　胡文辉△

鄂州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妇产科，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和对比阴道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效果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１０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５０）和对照组（ｎ＝５０）。观察组的孕妇在阴道Ｂ超的引导下行可视人工流产术，对
照组的孕妇按照传统方法进行人工流产术。观察并比较两组孕妇的手术成功率、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吸宫不全发生率、子宫穿孔发生率、人流综合征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短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吸宫不全、子宫
穿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人流综合征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阴道Ｂ超下可视人工流产术具有直观性，能够动态观察孕妇宫腔内的情况变化，从而
更加准确地引导手术器械的操作，可以检测吸刮物是否刮干净以及手术以后子宫的情况，能够在最大限度

内减少发生术后并发症。

【关键词】　阴道Ｂ超；人工流产术；临床效果；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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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手术是一次对孕妇的伤害和创伤，是对避孕失败
的一种补救措施［１］。人工流产手术会有可能遇到各种高危因

素，例如哺乳期、子宫肌瘤、子宫畸形等等。传统的人工流产手

术基本上全凭借医生的经验与手感进行操作，因此会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盲目性，人工流产手术的并发症，例如吸宫不全、子宫

穿孔、人流综合征等在传统手术方法治疗的孕妇中时有发

生［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可
视人工流产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

点［３］。本研究选取了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 １００
例，分别进行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术和传统人工流产
术，旨在观察和对比阴道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
效果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在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
流产的孕妇１００例。入选标准：（１）孕妇尿妊娠试验为阳性；
（２）Ｂ超检查声像显示，孕妇子宫为正常大小或略大，孕妇宫腔
内出现孕囊，为圆形或者椭圆形；（３）孕妇术前常规检查包括血
常规、白带检查等均正常；（４）征得所有孕妇的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将１００例孕妇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ｎ
＝５０）和对照组（ｎ＝５０）。观察组孕妇年龄１８～３２岁，平均年
龄（２４３±３５）岁；孕周５～１０周，平均孕周（７５±１２）周。对
照组孕妇年龄１９～３３岁，平均年龄（２３８±３２）岁；孕周５～１０
周，平均孕周（７４±１３）周。两组孕妇在年龄、孕周等一般资
料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１２　观察组手术方法

采用恩普数字化超声引导妇科宫腔手术仪 ＥＭＰ５６００，经阴
道的探头的频率为Ｃ０８０－１０Ｂ，在受检者排尽小便后再经阴道
进行检查，通过Ｂ超的检查能够明确孕妇子宫的位置、孕囊的
大小、孕囊附着的部位和子宫内膜的厚度。在超声的引导之

下，进行宫颈扩张，经宫颈顺子宫位置的方向置入吸引管直接

到达子宫底部，从而可以明确宫腔的深度和方向。在超声引导

下将吸引管顶部探及到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孕囊，把吸引管的开

口处对准孕囊，反复进行抽吸蜕膜组织，仔细观察孕妇的面色，

在确定宫腔内胚囊已被完全吸出之后，记录手术的时间、术中

出血量等情况。

１３　对照组手术方法
对照组孕妇采用常规负压吸宫法，在确认吸净以后再使用

小刮匙轻轻地刮宫腔１周。检查吸出物的量和孕妇妊娠月数相
符，并且见有绒毛和蜕膜组织则认为手术成功。

１４　观察指标
手术时间：从吸引管进入到宫腔以后打开负压开始吸引到

最后一次吸引管退出停止吸引为止。术中出血量：以吸引器瓶

中收集的出血量进行计算。吸宫不全：手术结束后阴道流血１
个星期以上，Ｂ超检查提示宫腔有残留，进行２次清宫，见到有
机化组织为吸宫不全。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定量测量结果资

料使用（珋ｘ±ｓ）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使用 ｔ检验、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手术成功率差异的比较

观察组５０例孕妇均手术成功，手术成功率为１００％；对照
组一共４６例孕妇手术成功，手术成功率９２０％，观察组孕妇的
手术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临床效果差异的比较

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为（４６±０６）ｍｉｎ，对照组孕妇的
手术时间为（６５±０７）ｍｉｎ，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显著低于
对照组孕妇（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平均出血量为（１０７±
６２）ｍＬ，对照组孕妇的平均出血量为（１９７±８１）ｍＬ，观察组
孕妇的平均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孕妇（Ｐ＜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的比较

观察组孕妇中没有发生吸宫不全、子宫穿孔的病例，有２例
孕妇发生了人流综合征；对照组中有４例孕妇发生吸宫不全，４
例孕妇发生子宫穿孔，有５例孕妇发生人流综合征，两组孕妇在
吸宫不全和子宫穿孔的发生率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手术是一种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近年来人工流

产手术的次数不断增多，药物流产也不断地被广泛地应用于临

床上，手术中和手术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开始引起了临床医生

们的广泛关注，所以，探索一种安全的、有效的、痛苦较小和并

发症发生率较低的人工流产方法已经成为临床上很多医生共

同研究的热点［４，５］。

阴道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手术具有较多的优点：在传统
的常规人工流产手术中，在孕妇怀孕４５ｄ左右的时候进行手术
为最佳时间，并且Ｂ超图像的检查结果显示妊娠囊的大小要超
过２ｃｍ，如果Ｂ超结果显示妊娠囊的大小小于１５ｃｍ，使用传统
的常规人工流产手术就很有可能会增加漏吸率和不完全流产

率［６，７］。在传统的常规人工流产术当中，主要是靠临床医生的

经验和感觉来判断孕妇子宫中的孕囊是否被吸刮干净，所以传

统人工流产术手术时间比较长。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
术能够非常明确地弄清楚孕妇子宫的位置和子宫的倾屈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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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能通过Ｂ超的引导确定孕囊的大小和部位，可以非常准
确地引导手术器械进入宫腔，能够准确而又直接地对孕囊进行

吸刮的操作，这样便可以大大地减少手术时间［８，９］。采用阴道Ｂ
超引导下的可视人工流产术非常有利于手术时间的选择，通常

情况下可以将传统常规人工流产手术的时间提前，这样便可以

大大减轻妊娠对孕妇身体带来的损伤和影响［１０，１１］。因此采用

阴道Ｂ超引导下的可视人工流产术能够减轻对孕妇的创伤、减
轻孕妇的痛苦，而且还能够提前人工流产手术的实施时间。在

传统的常规人工流产术当中，所使用的吸管一般为金属材料，

吸管的口径比较大，使用吸管对孕妇的宫颈进行强行的扩张则

很有可能会导致孕妇宫颈的损伤以及宫颈的出血，有可能会出

现腹痛，偶尔还有可能会发生子宫穿孔、流产失败、漏吸和人工

流产综合征等各种并发症［１２－１４］。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短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吸宫不全、子宫穿孔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人流综合征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但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因为在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手术是一种真正的全程可视手术，它克
服了传统常规人工流产手术的全靠医生的感觉和经验进行操

作的缺陷，能够有效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操作给孕妇子

宫带来的过度损伤，使人工流产手术变得更加安全了。

综上所述，阴道Ｂ超下可视人工流产术具有直观性，能够动态
观察孕妇宫腔内的情况变化，从而更加准确地引导手术器械的操

作［１５］，可以检测吸刮物是否刮干净以及手术以后子宫的情况，能够

在最大限度内减少发生术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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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浆脂蛋白（ａ）、锌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含量与精液
液化的关系
张健清　王东　黄楚梅　张式鸿　蔡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医学部，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精浆脂蛋白（ａ）、锌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与精液液化的关系。方法：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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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液化异常患者和精液液化正常男性各２００例，显色法测定精浆锌离子（Ｚｎ２＋），酶联免疫法测定ＰＳＡ，乳
胶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脂蛋白（ａ），对比分析两组测定结果。结果：异常组精浆Ｚｎ２＋平均含量为（９００
±３５１）μｇ／ｍＬ，脂蛋白（ａ）水平为（５５０±２５０）μｇ／ｍＬ；正常组精浆Ｚｎ２＋平均含量为（１２５１±２５５）μｇ／ｍＬ，
脂蛋白（ａ）水平为（３０１±９８）μｇ／ｍＬ，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１）。异常组精浆 ＰＳＡ含量为（０８１
±０２１）ｍｇ／ｍＬ，正常组精浆ＰＳＡ含量为（１３１±０３０）ｍｇ／ｍＬ，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精
液液化异常可能与精浆脂蛋白（ａ）水平增高，Ｚｎ２＋及ＰＳＡ含量偏低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　脂蛋白（ａ）；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精液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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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ＳＡｉ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０８１±０２１）ｍｇ／ｍＬａｎｄ（１．３１±０３０）ｍｇ／ｍ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ｍｉｎａｌ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Ｚｎ２＋ａｎｄＰＳ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ａｌｅ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Ｚｉｎ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近年来，国内因精液液化异常导致的男性不育患者逐步增
多，根据统计报道占男性不育１５％左右。引起精液液化异常的
原因很多，包括年龄、感染、基因异常和环境污染物影响等

等［１－４］，但具体病因尚未阐明。精液凝固蛋白（ｓｅｍｅｎｏｇｅｌｉｎⅠ和
Ⅱ，ＳｇⅠ和Ⅱ）和现为连接蛋白（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ＦＮ）是由精囊分泌
的一种凝固精液中主要的成分，并且位于ＳｇⅠ分子的 Ｎ－端具
有抑制精子运动的片段（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ＭＩ）［５］。精
液可以在５～１５ｍｉｎ液化，使得ＳＰＭＩ水解而使得精子活动，是由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降解Ｓｇ和 ＦＮ
这两种精液凝胶中主要的蛋白［６］，精浆中的 Ｚｎ２＋对精液有双
重的作用，一面可以调整 ＰＳＡ的活性，而另一方面可以抑制其
活性［７］。本实验通过对精液的脂蛋白、锌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含量的检测，探讨其与精液液化间的关系，为临床提供实验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精液标本取自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性专科患者，选

取２００８年４月到２０１４年３月在我院男性专科治疗的患者，及
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患者，分为两组各２００例。正
常组按照ＷＨＯ第五版《人类精液检验与处理实验手册》规定的
正常精液标准纳入，受检年龄２０～３５岁，平均（２８８±４６）岁；
异常组，按照ＷＨＯ制定的精液液化异常的标准纳入。患者禁
欲２～７ｄ后，采集的精液精子浓度低于１５×１０６／ｍＬ者，患者年
龄为２２～３９岁，平均为（３０４±５３）岁。选择精子密度与精液

量大致对等的精液标本。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标本采集
受检者禁欲３～７ｄ，手淫法采集１次射出的全部精液于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置３７℃恒温温箱中，进行计算机辅助精液常
规分析。将标本经２０００×ｇ／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取精浆，－２０℃
保存待测。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北京伟力公司）技术检

测精子活力百分数。精浆 Ｚｎ测定采用显色法，脂蛋白测定使
用胶乳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和ＰＳＡ浓度检测使用酶联免疫法，
深圳博锐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测定试剂盒，操作方法严格

按试剂说明进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先进行χ２检验，计量样本使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所有计数数据均以（珋ｘ±ｓ）表示。
"

　结果
２１　两组的精液常规参数和精浆脂蛋白（ａ）、Ｚｎ２＋、ＰＳＡ含量
比较

　　两组精子密度不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液化异常组的
精液的活动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液化异常组的精浆 Ｚｎ２＋、ＰＳＡ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液化异常组的精浆脂蛋白（ａ）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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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的精液常规参数和精浆脂蛋白（ａ）、Ｚｎ２＋、ＰＳＡ含量比较

组别 ｎ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活动率（％） 脂蛋白（ａ）（ｍｇ／Ｌ） Ｚｎ２＋（ｍｇ／Ｌ） ＰＳＡ（ｇ／Ｌ）

液化正常组 ２００ ６０１±２９５ ６９０±１３５ ３０１±９８ １２５１±２５５ １３１±０３０

液化异常组 ２００ ５１１±２２５ ４１３±１９８☆ ５５０±２５０△ ９００±３５１△ ０８１±０２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液化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讨论
精浆中含有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主要有：水，糖类（果糖、葡

萄糖等），脂类（睾酮、胆固醇等），蛋白质（多种功能性蛋白质及

免疫蛋白等），肽类激素，胺类，氨基酸（２０多种人体氨基酸），
有机酸及有机碱等，无机离子（人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等。除此

以外，精浆中还含有山梨醇、肌醇等。

脂蛋白（ａ）是一种特殊独立的血浆脂蛋白，有关脂蛋白（ａ）
的性质、特点等以及它与血栓性疾病以及肾脏疾病关系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８］。另外，人们对脂蛋白（ａ）的生理功能
和致血栓性疾病的机理等许多方面还不十分清楚，脂蛋白（ａ）
仍是当今脂蛋白研究中最热门的内容之一［７，８］。

精液液化不良时精子的活动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发现纤溶酶抑制剂具有抑制精液液化的

作用，而纤溶酶起到相反作用，在精液液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张捷等［２］认为脂蛋白（ａ）与纤溶酶原在分子结构上相似程
度高，虽不可降解纤维蛋白，但可以抑制纤溶酶原的活化，从而

抑制纤维蛋白的水解。我们实验结果发现证实了这一点，精液

液化不良组精浆脂蛋白（ａ）的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增高的脂蛋白（ａ）使纤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
制，从而延迟了精液液化［９，１０］。

精浆中的Ｚｎ２＋源于前列腺，其功能在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结合后才发挥，结合后抑制 ＰＳＡ酶活性，其可以直接反映前列
腺的功能。Ｚｎ２＋另一功能为参与蛋白凝固。ＰＳＡ具有水解精液
凝固蛋白作用，其主要作用为具有酶活性水解蛋白，而与 Ｚｎ２＋

结合后ＰＳＡ则无此功能［１１－１２］。由此可以假设Ｚｎ２＋升高从而抑
制ＰＳＡ的酶活性导致精液液化不良，但本实验结果发现精液液
化不良组Ｚｎ２＋比正常组偏低，由此说明Ｚｎ２＋水平只是反映出前
列腺的功能指标，水平低可能与前列腺功能低下相关，而 ＰＳＡ
主要来源于前列腺上皮细胞，前列腺功能低下从而影响ＰＳＡ合
成降低，进一步影响了精液的液化时间［２，１３］。

精液液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个体又存在很大的差

异，鉴于所观察的标本有限，脂蛋白（ａ）、Ｚｎ２＋和 ＰＳＡ在这过程
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精液液化的其他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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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课题（ＸＸＪＹＢ１２２０）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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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社会性别和社会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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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学生性教育现状研究报告
沃文芝　王进鑫△

成都工业学院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１７３０

【摘　要】　为了解四川省中学生性教育现状，立意抽样了１０所中学实证调查。研究发现中学生性生
理知识落后于生理发育现状，获取性知识渠道多元但不畅通，性态度存在严重偏差，已有部分学生明确表示

发生了性行为。表明当前中学生性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指导目标，与中学生的实际需要严重不符，性教育

重点应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关键词】　中学生；性教育；研究报告；　婚前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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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综述及研究目的
方刚将国内的青少年性教育模式总结为三种：一种是被大

多数家长所信奉守贞教育，目的是要让青少年不发生性行为，

至少不发生婚外的性行为［１，２］。第二是安全性教育，目的是让

青少年性安全。第三种是整合型性教育，把性教育视作人生教

育的一部分，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推

崇的一种性教育模式；除了讨论性教育的目标和意义外，对中

学生性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类实证调查［３－９］。尽管已有大

量的实证调查，但由于性教育目标定位不准确，缺乏理论指导

的系统的、科学的性教育现状的实证调查，同时不具备社会性

别视角。本研究把性教育目标定位为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试图

通过实证调查做描述研究，系统的了解四川省中学生性教育状

况，并在问卷设计和报告分析均纳入了性别意识［１０－１４］。

"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四川地区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少数民

族地区共选择了成都市二十中、邛崃市羊安中学、阿坝州汶川

中学等１０所中学，最终立意抽样选出１５１３个样本实施问卷调
查，男生７０８个，女生７３２个，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４０例，有效率为

９３８５％。问卷内容涵盖了中学生个人基本信息、性知识、青春
期生理变化及自我保护意识、性知识来源、婚前性行为等。

#

　数据分析
３１　生理知识及知识来源

３１１　生理知识
调查显示，只有在回答“胎儿在母体什么地方生长发育”、

“正常情况下婴儿从哪里出生”等生理常识的答对率较高，但具

体涉及到遗精、自慰、月经、怀孕等知识时“不知道”的比例高。

有１７６２％的女生不知道精子由什么器官产生，仅有４５７６％的
男生和２３７７％的女生能正确回答“未婚男性每周遗精一两次
是否会影响健康”，５５００％的学生回答该问题时选择“不知
道”。同样的，仅有３３４７％的男生和１９６７％的女生能正确回
答“偶尔手淫会危害健康”，４７７１％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
相对而言，问题“卵子由什么器官产生”状况略好，６４８３％的男
生和５３６９％的女生回答正确，１３５４％的学生选择“不知道”。
仅有３８５６％的男生和３７７０％的女生能正确回答“女孩来月经
后，偶尔一次未采取避孕措施的阴道性交行为有可能导致怀孕

吗”，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在回答“有遗精经历的

男孩第一次阴道性交行为就可能使人怀孕”时情况更为糟糕，

３７７１％的男生和１８８５％的女生回答正确，高达６５２１％的学
生回答为“不知道”。在回答“女性怀孕后最早出现的和最主要

的症状是什么”和“早期人工流产后最短多长时间可能再次怀

孕”也都是勾选出正确答案的人寥寥无几，而选择不知道的比

例超过５０％。随着青少年青春期和性成熟的提前，生理知识的
不到位会直接影响到中学生的生活。

３１２　性病及艾滋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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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有６０５９％的男生和５５７４％的女生知道“艾滋
病是由什么引起的”，１８７５％的人不了解该问题；４７０３％的男
生和５４５１％的女生正确回答了“通过什么方法能检查出艾滋
病”，有３２９２％的学生则选择了“不知道”。鲜有学生能回答

“哪些途径可能感染性病”和“哪些途径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作为基本的生命安全及性安全教育内容，性病传播和艾滋病知

识的教育有待加强。

３１３　性知识来源

表１　中学生性知识来源渠道

生理与卫生知识

主要来源于何人／何处

男 女

性病／艾滋病知识
主要来源于何人／何处

男 女

避孕的知识

主要来源于何人／何处

男 女

性骚扰的知识

主要来源于何人／何处

男 女

家庭／父母 频数 ２３１ ４３２ １４１ ２４０ ９６ １７７ ８７ １６８

百分数（％） ３２６３ ６０５０ ２００９ ３３３３ １４０４ ２４５８ １３０６ ２４１４

学校／教师 频数 ５１３ ５０１ ４１７ ４４４ ２６７ ２３４ ２７６ ２１０

百分数（％） ７２４６ ７０１７ ５９４０ ６１６７ ３９０４ ３２５０ ４１４４ ３０１７

兄弟、姐 妹、其 他

亲戚

频数 １４４ １９２ １２３ １２９ １２０ １４１ １４７ １０５

百分数（％） ２０３４ ２６８９ １７５２ １７９２ １７５４ １９５８ ２２０７ １５０９

同学／朋友／同事 频数 ３７８ ３８１ ２９４ ２７６ ２９４ ２７０ ３１２ ２７９

百分数（％） ５３３９ ５３３６ ４１８８ ３８３３ ４２９８ ３７５０ ４６８５ ４００９

恋人／配偶 频数 ４５０ ４０５ ５０１ ５０７ ４５０ ４６８ ４６２ ４５６

百分数（％） ６３５６ ５６７２ ７１３７ ７０４２ ６５７９ ６５００ ６９３７ ６５５２

书籍／杂志／报纸 频数 ３２１ ２６７ ４０８ ３７２ ３６６ ３７２ ４０８ ４１１

百分数（％） ４５３４ ３７３９ ５８１２ ５１６７ ５３５１ ５１６７ ６１２６ ５９０５

电视／广播 频数 ３４５ １９２ ３６６ ２４６ ３４２ ２２５ ３８７ ２７０

百分数（％） ４８７３ ２６８９ ５２１４ ３４１７ ５０００ ３１２５ ５８１１ ３８７９

网络 频数 １２０ ９６ １６８ １１７ １３２ １１７ １１４ ５４

百分数（％） １６９５ １３４５ ２３９３ １６２５ １９３０ １６２５ １７１２ ７７６

医院、计生服务站、

咨询热线

频数 １２６ １０２ １５６ １７４ １４７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１１

百分数（％） １７８０ １４２９ ２２２２ ２４１７ ２１４９ １７９２ ２０２７ １５９５

　　表１显示出几个情况：一是性知识来源中稳居高位的是恋
人／配偶，这与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相匹配，但如果一个人的性知
识主要靠恋人／配偶传播的话，是很难获得科学知识，更何况是
从自身性知识都需要普及的中学生恋人。二是性知识来源中

家庭不是最主要的，除恋人外，学校、书刊杂志、同学朋友和电

视是相对主要的知识传播者或媒介，这与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生活日常接触相吻合。三是性别差异，虽然家庭不是非常主要

的知识来源了，但对女生来言，生理与卫生知识主要来源是父

母，有别于男生。选择电视广播的则男生普遍高于女生。

进一步了解中学生“遇到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疑惑时会向

谁求助”，结果显示男生更倾向于向电视广播求助，女生更愿意

询问母亲，整体上中学生普遍愿意向父母求助（男生是

４８７３％，女生是６８０３％），愿意向父母求助但实际上并不会真
的向父母咨询，传统父母很少能直面子女的性教育问题；另外，

中学生还愿意向恋人和同性朋友求助，这提醒我们可以通过同

伴教育等形式达到性教育的目的；进一步问“你希望通过什么

方式获得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均超过了５０％的人选择了“看书
籍／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折页等”和“上网”，这与他们希望
通过比较私密的而不是探讨交流的方式获得有关。

进一步了解父亲、母亲、学校及朋友是否会主动针对人体生

理知识、性心理知识、友情爱情与婚姻、避孕及人工流产等９项
问题对中学生开展过某种形式的教育，结果显示：一是父母教

育中，就“友情、爱情与婚姻”和“男孩或女孩在行为举止、穿着、

性格等方面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两个问题比例高。二是母

亲对女儿的教育比母亲对男孩和父亲对男孩的比例高。母亲

对女儿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人体生理知识”、“友情、爱情与婚

姻”和“男孩或女孩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三是无论是父母

还是学校完全没有开展过教育的比例非常高。反过来，学生完

全没有主动问过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比例高，多半是女儿

向母亲询问。学校性教育的内容多半是人体生理知识，而缺少

性道德和性伦理等内容。这是当前性教育理念上存在问题的

反映，很多人包括性教育工作者对性教育的理解就是生理卫生

课，忽略性道德、性伦理的引导。整体上，“友情、爱情与婚姻”

和“男孩或女孩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无论是与父母交流还

是与同事朋友相处，都是谈论比较集中的话题，它是相对而言

不那么难以启齿的话题，私密性的要求也相对低，交流的比例

也最高。

除了家庭学校的教育外，电视、书刊报纸、广播和网络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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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重要来源。回答“你从电视上获得

多少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与信息”的学生中，过半的人选

择“一些”和“很多”，回答“你从书、报纸、杂志中获得多少性与

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与信息”时，也是过半的人选择了“一些”

和“很多”。与电视和书刊报纸相比，从网络中获取性知识的比

例最高，男生为６７％，女生为４４％，通过广播的比例最低。
３２　自我悦纳

表２　男女自我悦纳情况表

你是否为自己的外貌、体态和身体的变化

（如身高、胖瘦、青春痘、遗精、月经等）而苦恼

男

频数 百分数

女

频数 百分数

合计

频数 百分数

经常 ７８ １１０２ １１７ １５９８ １９５ １３５４

有时 ２４３ ３４３２ ３００ ４０９８ ５４３ ３７７１

很少 ２１９ ３０９３ ２３１ ３１５６ ４５０ ３１２５

从无 １６８ ２３７３ ８４ １１４８ ２５２ １７５０

合计 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从表２中发现一是大部分中学生都或多或少存在为自己的
外貌、体态和身体的变化而苦恼，二是自我悦纳方面有明显的

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在意自己的外貌、体态。建立良好的

自我评价体系对学生人格发展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对自己有良

好的评价的人也更能尊重爱护他人。表２中反映出来的中学生
自我悦纳情况不容乐观。

３３　性观念
３３１　性骚扰与强奸
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对象片面理解性骚扰的内涵，认为只

有身体上的接触才构成性骚扰、只有使用暴力才称得上是强迫

性行为，更是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诸如“只要不是用身体暴

力强迫发生的性行为，就不能算是强迫性行为”等几项问题时

选择了“不知道”。中学生对性侵害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更不

用说对其防范和应对了。

３３２　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

将原始变量“未婚女性和偶尔相识的男性接吻”、“未婚女

性和偶尔相识的男性爱抚”、“未婚女性和偶尔相识的男性性

交”、“未婚女性和相爱但尚未订婚的男朋友接吻”、“未婚女性

和相爱但尚未订婚的男朋友爱抚”、“未婚女性和相爱但尚未订

婚的男朋友性交”、“未婚女性和未婚夫接吻”、“未婚女性和未

婚夫爱抚”、“未婚女性和未婚夫性交”、“未婚男性和偶尔相识

的女性接吻”等９个问题，和与之相对应的男性９个问题，按选
项“完全可以接受”、“基本可以接受”、“不太能接受”、“完全不

能接受”分别赋予“１”、“２”、“３”和“４”的分值。为考察信度和
效度，对上述１８个问题做了 ａｌｐｈａ检验，结果显示各因素方向
一致，构成内部一致性信度，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８４０５～０９１０６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信度。表
３显示新变量均值和中位数都在５９分左右，表示大部分中学生
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在５９分上下，与５９分相比越高，表示对婚
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趋于保守，反之则开放［１５］。

表３　中学生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量表统计结果

变量 频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学生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量表 １４４０ ５８６２５ ５９ １４５２５０８ ２４ ９０

３４　性行为
表４显示在校中学生已经明确回答发生了性行为（不包括

同性性行为）的比例高达５６３％。而在已经发生的人群中，平
均只有１６岁，最小的更是只有１３岁。我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
实现是有些中学生早在１３岁就开始了性生活，不得不承认１６
岁时已经不是在谈论是否该早恋的问题而是已经实质性的发

生了性行为。

表４　中学生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情况表

与异性有过性行为 男生 女生 合计频数 百分数

有过 ６３ １８ ８１ ５６３

没有过 ６４５ ７１４ １，３５９ ９４３８

合计 ７０８ ８３２ １，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在进一步了解已经发生了异性性行为的对象中，是否采取

避孕措施，结果令人堪忧，三分之二的人没有避孕。

$

　结论
综上所述，中学生性教育现状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传

统观念上，我们对性教育的认识存在严重的误区，目前的情形

是很多学校没有展开性教育，已经开展的只开展生理知识教

育，有些学校只是为了应付或者保证学生不出事。学校教育性

生理知识落后于生理发育水平，中学生已经有超过５％的人明
确回答有过性行为，而他们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又过于狭窄，传

统的性教育已经跟不上他们的实际需求。二是对性教育缺乏

科学系统的认识，很多性教育以“堵”为主，只有在遇到涉性问

题的学生时才不得不教育，却很少从理论深层上探究当前中学

生的性现状。也没有把性教育视为人生的教育，给予学生正确

认识和分析事物的能力，从而面对性行为的选择时陷入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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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性教育反而误导中学生。性教育首先应该是人生观、价

值观的教育。甚至有些老师自身对性教育存在误区。误区具

体表现在认为性仅仅是生理现象，却忽略了学生遭遇了到由生

理问题导致的关于恋爱、男女问题。即使是爱情看似感性和浪

漫的事情，中学生将面临恋爱中是否发生接吻、拥抱和发生性

行为的实际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依赖的是充足的性知

识。有些老师试图忽略或者否认中学生面临的生理发育带来

的心理困扰，甚至试图教育中学生否认人身上的欲望，尤其是

女生的欲望。从生命教育的角度上讲，人的生理欲望是正常

的，生理欲望更不是说肮脏的、龌龊的、不道德的，而不能将生

理欲望与精神二元对立。应该教育中学生基本的社会规则，比

如什么时候发生关系、和谁发生关系、什么地方发生关系等等。

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理解责任并学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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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范围４５６５名１７～２４岁青少年的调查证实，青少年的性道德观总体积极向上，对
爱情原则、自愿原则、责任原则、忠诚原则四项核心性道德价值观的认同度高，尤其对责任原则和自愿原则

的认同度最高；同时存在多元化现象，体现为对“一夜情”、性伴侣随意更换的部分肯定以及部分否定性伴侣

的唯一性等方面。加强性道德教育是引导更多青少年回归、认同社会主流性道德观的迫切需要，思想道德

教育、德育、心理健康教育、性教育等相关教育分支应合力推进性道德教育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　青少年；性道德；认同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Ｍｉｎｙａ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ｘｕ
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ｅｎｇｄｕ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７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ｍｏｎｇ４５６５１７－２４ａｇｅ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ｃｏ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ｓｕｃｈａｓｌｏｖ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ｏｙａｌ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ｌｓｏ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ｐａｒｔｌｙ
ｗｉｔｈ“ｏｎｅｎｉｇｈｔ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ｍｅｕｒｇｅｎｔｔｏｇｕｉｄ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ｂａｃｋｔｏ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ｏｆｉｘ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 ·９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

　文献综述
２０１４年９月中旬，国内某知名日报发表中国社会道德调查

报告，称近８成的公民认为当今社会道德素质严重滑坡，与同时
期明星嫖娼屡屡被抓事件相互呼应。更让人痛心的新闻，如

“孩子强奸孩子”、“１５岁中学生强奸女教师”等，不断冲击着我
们的视听。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价值观念和道德底线

不断被挑战，维持两性关系和谐融洽的性道德更是首当其冲。

在性自由、性解放思潮泛滥的社会大环境中，青少年性道德观

念如何？他们是如上调查所说整体道德滑坡还是依然认同社

会的主流性道德观？该如何对这个关系着国家和社会栋梁的

群体进行性道德引导？了解青少年目前的性道德认同现状，能

够帮助社会、家庭和教育者给予成长中的青少年正确的性道德

价值观念引导，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和谐。

１１　主流性道德观
郑夕春［１］认为，性道德是指调节两性关系及性生活中的行

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其核心即解决什么样的性行为是正确

的、合乎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社会主流的、核心的性道德是

什么？众多学者说法不一，分类标准各异，其数量多达十数种，

如：爱情原则，忠诚原则，责任原则，自愿原则，平等原则，价值

尊重，乱伦、年龄禁规原则，婚姻原则，（计划）生育原则，无伤原

则，贞操，身心健康，私密，自由与合俗、合法，节制，审美原则，

等等［２－４］。经过分析，由于节育工具的发展，（计划）生育原则

可以暂不列入核心性道德之中；平等、尊重原则可以纳入自愿

原则中，若非对对方的尊重、将双方的权利视为平等，何须顾忌

对方是否自愿呢？乱伦、年龄禁规原则、无伤、身心健康、自由

与合俗、合法、节制等原则可以纳入责任原则中，它们是责任原

则的具体表现；贞操显然可以归于忠诚原则；审美原则虽然重

要，若是在爱情原则面前可能也需要让路了，“情人眼里出西

施”。因此，经过综合分析，可以认为爱情原则、忠诚原则、责任

原则与自愿原则是众多性道德原则中的核心基础原则，本文也

以这四项原则为研究内容，考察青少年对其的认同状况。

１２　青少年性道德认同的实证研究分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也对青少年的性道德认同实证

研究做了资料搜集和整理：

于萍等［５］分析了贞操观、手淫等态度，认为少数民族大学

生比汉族大学生保守，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开放，性道德水平

总体是向上的，但是有了自由化的消极趋势。胥兴春等［６］指出

“自愿”是贞操、情感、自愿、责任、忠诚五个因素中大学生认可

程度最高的。郑夕春［１］在其实证调查中，他考察了大学生对于

婚前性行为和非婚同居现象的道德评价，结果表明分别有

４３７６％和６７２％的人认同这两种行为，显示了大学生“性自
由”倾向。田蕾［７］指出了女大学生的性价值观有对婚前性活动

持宽容态度和传统贞操观淡化的趋势。施爱民等［８］在２００７年
对桂林六所大学１２００名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隐私、责任、相
爱、婚姻这四项中国传统性道德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中，学生

们呈现矛盾的态度，部分学生存在性道德观念的缺失情况。四

川大学生在性道德价值观的责任原则、感情观、贞操观、忠诚观

等维度上，女生得分明显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９］。
从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在性道德原则的认同

上整体是肯定的，但具体呈现多元化、矛盾的状态，部分有“自

由化”和性道德观念缺失的消极趋势。由于综述中所提到的实

证研究较少，研究对象比较单一，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女生，

要么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要么是限于某个地域，且研究内容不

全面，或是只有理论研究，或是过于陈旧，缺乏对较大范围的青

少年性道德原则认同现状的全面考察。

"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青少年年龄范围为１７～２５岁。具体抽样方法

为：第一步：按照地理位置、经济因素及文化因素将全国３１省市
（除港、澳、台）分为五大片区，即少数民族地区、东北地区、沿海

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各片区各随机抽取一个省（市），

抽中的省（市）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广东省、湖北省、

四川省。第二步：以是否在校为标准，分为在校青少年与校外

青少年两种类型，调查样本以６：４的比例分配。对于在校青少
年，我们将该省（市）高校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２１１重点学校、
一般本科、高职高专。第三步：分别在三种类型高校各随机抽

取一所学校，然后在所抽中的高校中每所学校按不同年级（一

至四年级，包括研究生）分别抽取 ２００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对于校外青少年按照工作单位性质（包括无业）随机抽取４００
名，尽量照顾各行业。具体抽样结果见表１。

表１　研究的抽样方法及结果

片区 抽中省（市）
抽中学校

２１１ 一般大学 高职高专

少数民族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大学 农业大学

东北地区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沿海地区 广东 广州大学 广东商贸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中部地区 湖北省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西部地区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师大 成都电子高专

　　本研究回收问卷４７０３份，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４５６５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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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工具
自编《青少年性道德现状调查问卷》，具体条目见表２，所有

条目均采用５级计分。责任原则０７６５。
２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数据分析
３１　性行为道德观整体认同度较高，最认同责任原则和自愿
原则

　　从表２中可以看到，青少年对所有性道德原则具体条目的
认同度分数及原则总体均值几乎都在４分左右或靠近４分，即
比较赞同；赞同比率多数在７０％至８０％之间。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青少年整体上对于社会主流的四种性行为道德观的认同

度是较高的，并非社会所想象那样，该群体已经沦陷在西方性

自由与性开放的洪流中。可以认为，感情原则、自愿原则、责任

原则、忠诚原则不仅是社会的核心性道德原则，也是当代青年

的核心性道德原则。

同时，从总均值分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目前青少年最为

认同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和自愿原则。这说明了他们责任心较

高，在行使自己的性权利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对自己和对方的各

种后果，而不是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快乐享受，尊重性关系双方

的权利和价值。进一步的，中国文化一直强调婚姻对于性的限

制，也就是考虑了性的各类后果，乱伦禁忌更是整个人类的共

识，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是非常强调责任的。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４年９月在北师大时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该调查数
据也显示了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道德塑造的重要作用。以上

数据力证了传统文化在青少年性道德观念上的重要塑造作用，

也指示教育者应当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提炼恰当内容，与时俱

进，运用于青少年性道德教育中。

但是，以上数据也有让我们担忧的地方。首先，对于各个

性道德原则的认同并非绝对化的“大统一”，而是出现多元化现

象，反映为对各个条目赞同、无所谓、反对的态度均有一定比

例。多元化价值观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的现象，其本身无可厚

非，关键是对于道德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青少年而言，

多元化则可能意味着选择的迷茫、困惑，缺乏主流核心价值观

的引导。第二，具体观测各认同数据，可以发现让青少年最为

困惑和迷茫的是 “一夜情”、随意改换性伴侣等社会上常见的

性道德失范现象，青少年对于这几种现象的赞同率几乎已经达

到与反对率平分秋色的程度，可见不良的社会引导对于青少年

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之巨大。因此，除学校教育以外，社会也应

当担负起全民性道德风尚引导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价值观

念尚不稳定的青少年，舆论媒体和社会良好风俗的大氛围是塑

造他们高尚性道德价值观念的肥沃土壤。

表２　青少年性行为道德观认同现状

条　　目 反对（％）无所谓（％）赞同（％） 均值 ＳＤ 总均值 总ＳＤ

感情原则 和自己没有情感的人发生性行为是可耻的。 １３１３ ２２７２ ６４１５ ３７２ １０６ ３６９ ０７６

彼此相爱是发生性关系的基本前提。 ９０３ １６３０ ７４６７ ３９８ １００

“一夜情”是双方自愿的选择，无可厚非。 ４００５ ２９１３ ３０８２ ２８７ １２４

没有爱情的性。 ７５３８ １３０４ １１５８ ４０５ １０９

自愿原则 确立了恋爱关系可以强迫对方发生性行为。 ７７５８ １１０１ １１４１ ４０５ １１０ ３９６ ０９４

确立了婚姻关系可以强迫对方发生性行为。 ７２０６ １２４３ １５５１ ３８７ １１６

卖淫、嫖娼是双方自愿的行为，所以道德。 ７０２３ １５４６ １４３１ ３９４ １２０

责任原则 发生性行为要充分考虑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影响。 ５００ １２７９ ８２２１ ４１２ ０８６ ４２０ ０８１

发生性行为要充分考虑可能给对方带来的各种影响。 ４５５ １２６６ ８２７９ ４１４ ０８５

发生性行为应该防止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 ３６３ ７１０ ８９２７ ４４４ ０８２

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等性病还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可耻的。 ６４５ ８１３ ８５４２ ４３８ ０９８

忠诚原则 随情况变化改换性伴侣是可以接受的。 ３４９７ １９０７ ４５９６ ２８７ １２４ ３４８ ０８３

同时与多人保持性关系是不道德的。 １２０５ １６７４ ７１２１ ３９０ １１０

性伴侣应该是唯一的。 １６８８ １９６１ ６３５１ ３６８ １１２

恋爱时脚踏几只船有利于选择。 ６５２２ １３１０ ２１６８ ３６８ １２８

３２　对爱情原则的认同
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中对于爱情和性的关系有一段精辟

的论述：“离开爱情的性交不能使我们的本能有深刻的满足。

我并不是说，离开爱情的性交应该永不发生，因为要保证它不

发生，我们就不得不设计一套很严格的障碍，这将使爱情也不

容易发生了。我所说的是，离开爱情的性交没有什么价值，最

多只能视作为爱情而做的一种实验而已”。我国自“五四运动”

以后，爱情、婚姻、性三者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夫妻感情不和

作为离婚的条件也正式的纳入法律之中了。虽然有许多歌咏

爱情的文学作品，如《诗经》等，但是我国古代社会却不是把爱

情作为性的必要条件的，只是随着西方性解放和中国知识分子

的引进，爱情才变得愈加被大众所重视。因此，爱情原则可以

说是一项比较新近的性道德原则。

从表２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当今的青少年是比较重视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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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性的前提条件的，总体上肯定爱情的重要作用。对于无感

情的性、“一夜情”这类缺乏爱情作为前提的性行为，他们的道

德评价却犹豫和彷徨了，显得没有肯定爱情作为性的前提条件

那般坚决、无疑。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肯定爱情对于性的重要

价值，却也不那么绝对的否定无爱之性的道德性，而是部分的

表示理解、宽容，或者是不知作何选择。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

于性自由、性的个体化等思想的影响。

３３　对自愿原则的认同
“约会强奸”、“婚内强奸”是近年经常见诸报端的词语。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期间，海淀法院共审理未成年人（包括
大学生）强奸案４０起，有１６起列为约会强奸范畴，其比例高达
４０％［１０］。丈夫以婚姻关系还存在、妻子应对其尽义务为由实施

强暴，这类的新闻也不在少数。这是性自由、正常而合法？还

是违反了性关系双方的权利、破坏了性道德规范？对于这类事

件，青少年如何看？

我们的分析显示，七成以上的青少年赞同不论是恋爱内、

还是婚内都不能强迫对方发生性行为，这一数据令人欣喜。自

愿原则可谓是体现了性行为主体对于双方的价值和权利的充

分尊重。传统社会中，女性在性行为上一般是被动的遵从丈夫

的意愿，而没有说“不”的权利。调查结果则说明了青少年对于

性权利和性主体自由的尊重，与过去几千年的传统相比已经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我们看到青少年并不是毫无原则的赞同自愿规范，

对于卖淫、嫖娼等道德失范性行为，虽然符合自愿原则，但可能

由于没有爱情作为前提、损害了性行为主体对伴侣的忠贞、容

易感染性病、不符合性道德规范等因素而能被青少年加以否定

和区别对待。

３４　对责任原则的认同
虽然性行为多数时候仅仅发生在两个单独的个体之间，似

乎是个人私事，且由于避孕等安全技术的发达，人们好像因此

可以无所顾忌的享受性所带来的生理愉悦。但其实，我们每个

人都是社会人，都与其他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并不是孤立

存在，性行为因而也并不仅是个体行为。稍有不慎，则可能导

致意外怀孕、感染性病、生殖器炎症等后果，并给青少年带来紧

张焦虑等身心压力。所以，性其实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

为。表２数据显示，青少年对于性的这个特性是非常理解和认
同的，对于责任原则的四个条目认同度都非常高，其总均值居

于所有原则之首，尤其是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有着良好的责任意

识。这可以比较充分的反驳社会上一些认为现在的青少年是

“没有责任的一代、自私的一代”的说法。

３５　对忠诚原则的认同
相对而言，忠诚原则是青少年认同度较低的道德规范，尤

其是对于“随情况变化改换性伴侣是可以接受的”更是呈现赞

同与反对势均力敌的现象，对“恋爱时脚踏几只船有利于选择”

的赞同率也达到２１６８％，对于其他几个原则条目的“无所谓”
态度选择也都在２０％左右。这似乎印证了当代青少年道德整
体滑坡的流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责任

原则是基础，感情原则、自愿原则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权利，

但忠诚原则却相反，似乎是对个体权利的一种控制与约束，是

对个体情感与性自由的限制。对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动物性

的人类性活动而言，这也是更为高级的道德规范。同时，该原

则的违背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当今的性自由化思潮相吻合，

如某些学者等支持的“换妻”观点，因而引起了部分青少年的认

同。但是，我们认为，人类的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性，其根本

在于道德规范的作用，使得人们在一定原则下去享受性爱的美

好，即使要张扬在性行为中的个人权利，也应以不伤害对方为

前提，而不论是同时与多人保持性关系还是恋爱时脚踏几条

船，都是对性伴侣及双方感情的伤害。因此，我们应加大对忠

诚原则的道德引导，尽力纠正反对该原则的青少年的道德倾向。

$

　讨论与结论
青少年性行为道德观总体积极向上，对爱情原则、自愿原

则、责任原则、忠诚原则的认同都很好，尤其又以责任原则和自

愿原则认同最高，但同时存在多元化现象。以上结果向我们清

晰的展示了当代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其特点是重视责任基

础，充分尊重双方的权利，强调爱情作为性的先决条件，在享受

性爱甜蜜的自由的同时并未忽视健康和他人权益，做到了既追

求性自由的个性张扬，又不脱离性的社会道德规范，总体上是

让人放心的。这个结果有力的反击了舆论和部分学者对于青

少年性道德沦丧的消极说法，但其多元化现象也与其他学者研

究中所提到的性自由等现象一致。这让我们在对青少年性道

德主流观念欣慰的同时，不得不心存担忧：青少年的道德价值

观决定着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发展，若任由这些性自由思潮泛

滥，道德的未来会不堪设想。性正是由于其爱情前提和对伴侣

的忠贞而格外美好和神圣，但当代青少年在“爱情快餐”、性自

由、性物欲化、享乐主义等观念的冲击下迷茫了、困惑了，无法

辨明是非，甚至盲目跟从，以求彰显个性与时尚。这是社会道

德失范现实在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念上的投影，社会具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但教育者更应该反思青少年性道德教育的缺失。目

前国内的性教育并未全面普及，即使已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

校，其内容也多注重性生理卫生知识，或者通过体育、生物课渗

透一些性常识［１１］，而性心理、性道德的内容非常有限，并不能完

全与社会剧烈转型所带给青少年的冲击和困惑以及青少年的

身心发展需求相适应。正如王进鑫［１２］在其文章中所说：“无性

道德教育的性教育不仅不会对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引导发

挥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更为负面的结果和影响，……当前青

少年的性教育必须要坚持性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国外性道德

教育往往和宗教紧密联系［１３］，注重父母家庭在伦理观念方面的

引导［１４］，这都值得我们借鉴，将思想道德教育、德育、心理健康

教育、性教育等相关教育分支应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合力推进

性道德教育的有效落实，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社

会的稳定和谐与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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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为主体的职业院校新生性现状调查及性教育策
略分析
刘琳　贾茜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山东 泰安 ２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女生为主体的中、高职新生性观念、性经历和性教育现状，为学校开展性教育提
供依据。方法：对我院２０１３级中职和高职新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学生对性教育存在偏见、性道德
缺失严重、性行为呈现低龄发展趋势；高职生对性的关注程度和接受程度高于中职生，男生高于女生（Ｐ＜
００５）。结论：学校要完善性教育内容，加强性道德教育、法律教育、性自我保护教育等；学校要改进性教育
的方法，重视同伴教育、网络教育、校园文化教育等。

【关键词】　职业院校；性观念；性行为；性经历；性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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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性”在大学校园里已经是一个
难以回避的问题，在校生性教育也已经成为各个大学十分重视

的问题。我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同时招收中职（初

中毕业）和高职（高中毕业）学生。受招生专业的影响，我院女

生的比例可达到８５％以上，为女生为主体的院校。性道德的缺

乏和性行为的随意在女生为主体的职业院校是一个潜在的、巨

大的安全隐患。为更好开展性教育，２０１３年９月，我院对刚入
校的中、高职新生进行了“性现状”问卷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我院２０１３级新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８４９份，
回收有效问卷１７９４份，其中男生２４８人、女生１５４６人，中职生
１１７０人、高职生６２４人，有效回收率为９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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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根据专家意见和预调查结果对问卷

进行修改。问卷进行自填式匿名调查，调查前对工作人员进行

统一培训，调查中确保学生理解问卷内容和答卷方式，强调保

密性原则，调查组做好解释和保密工作，消除被调查者的心理

顾虑，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用卡方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性观念

２１１　恋爱观　大多数学生希望与异性交往，男生中希望
与异性交往的比例高于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

职生希望与异性交往的比例高于中职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大多数学生认为谈恋爱的原因为受同学影
响，持此观点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中职生高于高职生；仅有少

数学生为了性而谈恋爱，其中男生比例高于女生；选择为了今

后婚姻而谈恋爱的高职生比例高于中职生，经检验，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大多数学生认为在恋爱中牵
手、拥抱是可以容许的，部分学生认可恋爱中的接吻现象，仅有

极少数学生认可恋爱中的性交行为。有３９３５％的学生可以接
受有爱的性行为，持此观点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高职生高于

中职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１８４％的学生甚
至可以接受无爱的性行为，见表３。这说明学生的观念已经十
分开放，学校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表１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与异性交往的态度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希望与异性交往 ８５０５ ８７４０ ８４６７

不曾想过 １４９５ １２６０ １５３３

１２８２ ０２５７ ８３５７ ８７８６

１６４３ １２１４

５９２６ ００１５

表２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学生时期谈恋爱原因的认识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受同学影响 ７０２５ ５８６３ ７２１１

为了性 ７８４ １２４５ ７１０

为今后的婚姻 ２１９１ ２８９２ ２０７９

１９８３９ ００００ ７２１６ ６６６１

８４９ ６６１

１９３５ ２６７７

１３８０４ ０００１

表３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爱情和性关系的看法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可以接受有爱的性 ３９３５ ５５３７ ３６８５

可以接受无爱的性 １８４ ７０２ １０３

没有考虑过 ５８８０ ３７６０ ６２１２

８０３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６２９ ４５０５

２１５ １２８

６１５６ ５３６７

１３９２５ ０００１

２１２　贞操观　多数学生认为女性贞操是对爱情的忠诚，仅有
９０３％的学生对女性贞操表示无所谓，男生对贞操表示无所谓
的比例高于女生，中职生对贞操表示无所谓的比例高于高职

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４。调查显示有
１１７６％的学生可以对恋人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可以既往不咎，中

职生持此观点的比例高于高职生，男生高于女生，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５８２６％的学生对婚前性行为
持认可态度，男生比例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高职生比例高于中职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６。

表４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女性贞操的看法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是对爱情的忠诚 ５６６９ ５３７２ ５７１６

对以后婚姻有影响 ３４２９ ３１４０ ３４７５

无所谓 ９０３ １４８８ ８０９

１１７５２ ０００３ ５６７８ ５６５２

３２９５ ３６７１

１０２７ ６７６

７１３２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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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恋人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看法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无法接受，断绝往来 ５６０２ ５２４２ ５６６０

继续交往，但心中有阴影 ３２２２ ２８２３ ３２８６

既往不咎 １１７６ １９３５ １０５４

１７２４１ ００００ ５７７８ ５２７２

３０１７ ３６０６

１２０５ １１２２

６３４３ ００４２

表６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认可 ５８２６ ７２４０ ５５９９

不认可 ４１７４ ２７６０ ４４０１

２３８６３ ００００ ５６８０ ６０９９

４３２０ ３９０１

２９５１ ００８６

２２　性经历
调查显示有３９０％的学生有过性经历，２１７％的学生希望

体验性生活，男生中有过性经历和希望体验性生活的比例均高

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职生中有过性经历的
比例高于中职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７。

表７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性经历的现状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没有 ９３９３ ８２６４ ９５６９

有过 ３９０ ８６８ ３１５

希望体验性生活 ２１７ ８６８ １１６

７４７８１ ００００ ９５０７ ９１７９

２７２ ６１２

２２１ ２０９

１２５３８ ０００２

２３　性教育
２３１　学生性知识的来源　性知识来自朋友同学、科普书

籍和学校教育的比例分别为５３６２％、４８５５％和４４９３％，通过
情色书刊或录像获得的占５８０％，这说明学生获得性知识的途
径基本是健康的。来自父母家庭的仅占７９７％，说明家长在性
教育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家庭性教育的薄

弱。调查中发现有６２４３％的学生性知识来自于网络，特别是

高职新生中有６８２３％选择性知识来源于网络，这说明网络已
经成为学生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

２３２　性教育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性行为　有２２０４％的
学生认为性教育会导致更多的性行为，男生中持此观点的比例

高于女生，中职生高于高职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８。由此可见，多数学生对性教育的认识是模糊的
或错误的。

表８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性教育是否会导致更多性行为的态度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会 ２２０４ ２９３７ ２０８５

不会 ３５４８ ３４９２ ３５５７

不知道 ４２４８ ３５７１ ４３５８

１０３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３１５ １９９７

３１７４ ４２４９

４５１１ ３７５４

２０６７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３　学生对性教育的参与度　仅有６８９％的学生表示肯定
会参加会参加性知识的选修课或者讲座，大多数同学持观望态

度。男生对性教育的参与度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中职生和高职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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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不同性别、不同层次学生对性知识的选修课或者讲座的态度

选项
构成比

（％）

性别

男（％） 女（％） χ２ Ｐ

层次

中职（％） 高职（％） χ２ Ｐ

很期待，肯定会去 ６８９ １５７３ ５４７

有点兴趣，可能会去 ６０９９ ６３７１ ６０５５

没兴趣，不会去 ３２１２ ２０５６ ３３９８

４４９０５ ００００ ７１７ ６３９

６０５４ ６１８２

３２３０ ３１７９

０４９９ ０７７９

#

　讨论
３１　学生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性行为呈现低龄化趋势

与异性交往的愿望在学生中普遍存在，事实也证明恋爱现

象在校园中广泛存在。受到西方性观念的影响，以及网络、电

视、小说等媒介对性的炒作，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受到极大

冲击，不再谈性色变，而是对性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学生会通

过网络查询和浏览与性相关的信息，会与同学交流与性相关的

话题。部分学生的贞操观念与社会道德标准不完全一致，特别

是低龄学生贞操观念淡薄的问题必须引起学校和社会的重视，

这是导致学生婚前性行为增多、女生怀孕和流产的原因之一。

学生在交往中的性观念已经越来越开放，现实也证明在校生性

行为已经是难以回避的问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对西安

市５所大学的调查显示，１７１％女大学生承认有性经历但无妊
娠行为，５３％的女大学生存在计划外妊娠［１］。虽然本次调查

显示大多数学生没有性经历，但是对性行为却持宽容和认可的

态度，而且性行为呈现低龄化趋势。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性缺

乏调节和控制能力，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好奇、模仿、

攀比、追求刺激的心理支配下，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轻则影响身

心健康，重则导致性犯罪。有调查显示，性生活提早、过度的人

流手术、未成年人性道德不充分是导致妇科病患者低龄化的原

因［２］。妇科知识及性教育的普及可以帮助低龄女性减少妇科

病的发病率［３］。观念的偏差往往是导致学生不正当性行为的

重要原因，因此学校应采取措施使学生以正确的心态来面对

性，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念，防患于未然。

３２　父母家庭在子女性教育中角色缺失严重
在国外先进国家，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力并进，全方

位、多渠道地开展性教育，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而我国性

教育以学校为主导，家庭和社会都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配合，

性教育开展的社会环境不容乐观［４］。调查显示仅有极少数学

生的性知识来源于父母家庭，这说明父母很少与学生交流与

“性”相关的问题，父母、家庭在性教育方面并没有尽到其职责，

国内许多调查都发现了这一现象［５，６］。这表明父母家庭在子女

性教育中角色缺失的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应该予以重视。关

于性的话题父母对子女讳莫如深，回避不讲是导致我国性教育

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之一。美国加州一次调查显示，美国

父母会参与到学校的性教育活动中［７］。

３３　学校开展性教育困难大、任务重
３３１　国际和国内对采取何种性教育形式存在争论　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欧洲性教育标准》中对性教育模式进行了

评述：禁欲型性教育是“首先关注，或排除婚前性行为的项目，

被称为‘如何说不’或‘守贞’项目”；综合型性教育是“将守贞

作为一个选择，但也关注避孕”的项目；全面型性教育则包括综

合型性教育的内容，但“把它们纳入个人的性发育和成长这一

更宽的视野下”［８］。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禁欲型教育的效果大

多不好，而综合型教育可以推迟性行为的发生和避孕［９］。国内

有观点认为大学生性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培养、提高大学生处理

恋爱问题（包括与性生活相关的各种问题）、异性交往问题乃至

普通人际关系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向大学生灌输一些缺乏

实用性、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性知识［１０］。

３３２　学生对性教育存在偏见　学生对性教育的认识不
足，甚至存在误解和偏见，如果无法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性教

育将得不到学生的重视，也就很难发挥其作用。调查显示学生

对性健康教育活动缺乏兴趣，重视程度偏低。对性知识没有科

学的认识渠道和认知态度，往往是造成青少年性犯罪的最主要

原因［１１］。学校应积极面对这一现状，正视性健康教育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性教育的内容和学生能接受的教育

形式，通过教育使学生对性道德和性行为树立正确、健康的

态度。

３４　学校性教育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３４１　要重视学生性道德及性法律教育　调查显示学生

的贞操观念较为淡薄，而且低龄的中职生贞操观念淡薄的现象

更为严重，这说明学生的性道德标准存在偏差，他们在与异性

交往中缺乏道德观念的约束，更容易发生婚前性行为。还有学

生认为性与爱情可以分离，甚至可以接受无爱的性，这说明他

们认可仅凭单纯的性爱来满足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现象

不容忽视，因为这部分学生可能会为了金钱或利益而与他人发

生性关系。学生时期谈恋爱很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甚至

有的学生谈恋爱仅仅是为了相互攀比，这是一种扭曲的爱情

观。因此，学校在性教育中不能仅关注性生理和性心理，更要

加强性道德教育和性法律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

念。１９７０年代开始，瑞典性教育的重点从灌输生育知识转移到
强调性道德，性教育内容的变革，令瑞典性教育取得世界瞩目

的巨大成就：其性病患病率极低、堕胎率极低，几乎没有２０岁以
下的女性怀孕生育的情况［１２］。

３４２　要重视学生性自我保护教育　调查发现很多学生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非常开放，性行为的责任意识较差，性行

为的随意性较强。国内相关调查表明中国未婚大学生性交发

生率为１４４％，性交中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的只有２８７％，未
婚性交中导致意外妊娠的比例达２５２％［１３］。基于这种状况，

以往采取的以不提倡婚前性行为为主的教育已远远不够，学校

应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特别是女生的性自我保护教育。性自我

保护教育应包括与异性交往过程中的自尊自爱自重、过早性行

为和无防护性行为的危害、性病的预防知识、避孕、女生如何防

范性侵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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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要重视同伴教育和网络教育　调查发现学生获得
性知识的重要途径是网络和朋友、同学。来自于朋友、同学的

性知识，其正确性虽然有待考量，但是由于具有相似的年龄、生

活经历和生活环境，朋友、同学更加了解彼此的心理特点和需

求，更能进行有效沟通。目前已有不少高校将同伴教育纳入性

教育体系中，在预防艾滋病教育、性与生殖等健康教育领域中

取得了显著成果［１４］。如果学校能够正确引导，同伴教育将能在

性教育中发挥极大作用。网络在现代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来自网络的信息种类和数量极其庞大，其

中有对学生有益的性生理、性常识，也有对学生有害的色情、暴

力等信息，青年学生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往往会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浏览一些非法或色情网站，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网络

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可以节约学校性教育的

资源投入，否则将影响学生的性心理和性道德观念。因此，学

校必须重视网络性教育，引导学生浏览健康的网站，获得正确

的信息。

３４４　要重视校园文化教育　青年学生精力旺盛，好奇心
强，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而涉足不正当的舞

厅、ＫＴＶ包房、桑拿浴室等场所，受到不良的性刺激。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可以吸引青年学生的注意力、锻炼能力、培养兴趣和

特长、强身健体或陶冶情操。因此，学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营造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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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白丝带男性反对性别暴力促进项目”成

果（ＣＨＮ７Ｕ５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董晓莹（１９８８－），女，硕士，主要从事性与性别研究。

·性社会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３４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的质性研究
董晓莹１，２　方刚１，２

１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２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北京 １０００５２

【摘　要】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指的是同性恋情侣之间，面临结束情侣关系时，双方之间的暴力。本
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主要从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中收集案例来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四个方面：（１）
同性恋和异性恋伴侣的分手暴力的相同点与不同点。（２）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与异性恋相比所存在的独特
性。（３）“被逼暴力”———暴力的流动性。（４）同性恋运动与同性伴侣分手暴力。伴侣暴力的预防与处置首
先要破除受暴者都是女性，施暴者都是男性的迷思，其次是破除施暴者与受暴者二元对立的迷思，注意到权

力关系与暴力关系的流动性。

【关键词】　同性恋；分手暴力；伴侣暴力；同性伴侣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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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侣暴力通常指有伴侣关系的两个人之间的暴力，包括婚
姻关系、约会关系、同居关系或前任的伴侣关系［１］。伴侣暴力

的形式通常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行为控制、经济

控制。分手暴力属于伴侣暴力，即分手过程中双方发生的暴

力。同性伴侣暴力指的是两名同性恋或双性恋伴侣之间的暴

力，除了没有婚姻关系，他／她们之间同样存在着上述的三种伴
侣关系形式。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是同性恋情侣之间，面临结

束情侣关系时双方之间的暴力，其背后可能是歧视同性恋的文

化，以及个人性格、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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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
近年来，在异性恋家庭暴力现象社会可见度显著提高及社

会各界反家暴立法呼声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反家暴法已列入我

国的立法计划中。家庭暴力，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暴力已经成

为学界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针对大学生情侣间暴力的研究也

不在少数。近年同性恋社区内部和学者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权

益问题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同性恋伴侣暴力开始浮出

水面。

同性恋社群内部是最早开始关注同性伴侣暴力议题的，我

国首份由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资助的关于女同性恋者家庭

暴力的调查报告［２］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女同性恋者中遭受过同

性伴侣暴力的几乎占到被调查人数的近一半（４２２％），可见同
性伴侣暴力比较常见。在我国大陆地区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

性尚未纳入主流社会价值观，对同性恋权益也缺少足够重视的

情况下，对于同性伴侣暴力的关注自然少之又少。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２５日开始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草
案中，将同居关系、同性伴侣关系置于该法之外。相比而言，台

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２００７年的修法过程中，已将有同居
关系的同性恋伴侣纳入保障；香港在２００９年将同性同居者及前
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的保障范围，同时条例更名为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本文希望通过对同性伴侣分手

暴力的研究，促进社会对同性伴侣暴力的认识，了解其与异性

恋伴侣暴力的相似与相异，提出应对同性伴侣暴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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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所用案例主要来自中国白丝带

志愿者网络的“白丝带男性终止性别暴力热线”（４０００１１０
３９２），该热线为公益性质，免费为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咨询帮

助。国际社会以往在使用“性别暴力”概念的时候，通常指“针

对妇女的暴力”。但白丝带志愿者网络的负责人提出，性别暴

力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包括性倾向暴力［３］。所以，同性恋

伴侣暴力也在该热线关注的范围。

本文利用来电者与接听者的咨询录音文本作为分析材料，

对热线中三个同性伴侣分手暴力的个案进行分析。此外，还有

一个案例来自２０１３年在同性恋社区广受关注的女同性恋分手
暴力，利用的是受暴者的微博上公开的自述文字。

研究中涉及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

Ａ案：
Ａ１，女，受暴者，３８岁，公司职员；
Ａ２，女，施暴者，３２岁，目前无业。
Ｂ案：
Ｂ１，男，受暴者，４２岁，工人；
Ｂ２，男，施暴者，３５岁，目前无业。
Ｃ案：
Ｃ１，男，受暴者，４０岁，国企高管；
Ｃ２，男，施暴者，２８岁，国企员工。
Ｄ案：（此案的信息取自微博。）
Ｄ１，女，受暴者，３０岁左右；
Ｄ２，女，施暴者，３０岁左右。
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文中对于可能泄露出其身份的信

息做了必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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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理论
本研究应用的主要是莎伦·布雷姆关于伴侣间权力关系

的理论。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权力是对价值资源的控制［４］。在

一段伴侣关系中存在着权力关系，关系中的一方可以通过控制

对方从该段关系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可能包括对共度时间的控

制、对于示爱的控制等等，这就是控制权力的产生。社会交换

理论认为在两个人的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就是一

种“权力货币”［４］。对关系依赖较少的人，往往拥有更大的权

力。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替代性选择也会影响权力平衡，在当前

的关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替代性选择的人会对关系更为依赖。

权力的表达方式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暴力就是表达权

力与控制的方式之一，言语行为的暴力在实施权力中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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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理解权力过程的方式即考察使用权力的一般风格［４］。

学者对于不同性取向和性别的人群的研究［５］指出，使用权力的

一般风格的研究中一方面是直接的权力类型（如要求）———间

接的权力类型（暗示），另一方面是双边的风格（如说服）———单

边的风格（如抽身而退）。研究还发现，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权力

类型没有显著的差异，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也没有显著差

异［４］。总体来说，在关系中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会更多的使用直

接的权力策略［６］。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同居和婚姻关系中的

伴侣之间的吸引力水平是相当的；婚姻作为对关系维持的影响

因素比性取向这一影响因素作用更大；同性恋者的伴侣关系的

解体要比已婚的异性恋伴侣的离婚的可能性要大［４］。

布雷姆还从个人的人格角度探讨了权力关系，相关研究认

为权力需求反映的是对弱点的担忧，不安全感强的人渴望权力

以便获得力量和安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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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综述
西方对于同性恋伴侣暴力的研究成果较多，其次便是我国

台湾和香港，大陆起步较晚，所以成果较少。

近十年来我国大陆对于异性恋家庭暴力的研究开始增多，

重点关注于家庭暴力中受暴妇女的权利问题［７，８］，并没有直接

关注离婚暴力的研究。

大陆为数不多的对于分手暴力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大学生

群体的。大学生恋爱中被迫结束关系的一方对主动结束关系

一方的暴力，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９］，甚至更严重

的敲诈勒索、故意杀害对方的犯罪行为［１０］。暴力主要涉及三种

形式：对自己的暴力、对对方的暴力和对与其恋爱关系的结束

相关人的暴力，如情敌等［１１］。前述对于大学生分手暴力的研

究，主要关注的不是分手暴力，而更多是针对大学生这个受全

社会关注群体的身心健康，分析失恋后的暴力对个人和社会的

不良影响。所以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所关注的基于性别的分手

暴力有一定的差别。

与大陆相比，香港和台湾对于同性伴侣暴力的研究相对丰

富，如香港同性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研究［１２］显示近半数受访者曾

遭伴侣身体攻击、身体损害及／或性威迫，且通过对比显示同性
亲密伴侣暴力问题较异性伴侣更严重。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

还支持出版了同志伴侣亲密暴力自助手册。

台湾和香港有专门针对分手暴力的研究调查，针对如何安

全分手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１３，１４］。根据台湾现代妇女基

金会公布的新闻调查结果［１５］：从 １９９６年 １月至 １９９７年 ６月
底，台湾平均每月就有１４７件恋爱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杀的新
闻事件被报道，调查认为性别权力不平等仍旧是此类暴力事件

的重要原因，调查还显示一方提出分手是最容易发生暴力的情

况。根据香港针对青少年处理恋爱分手的调查［１３］，２０１１年 ９
月至 １１月期间拥有恋爱分手经历的被调查者中存在分手暴力
的情况，且每个人可能是多种形式暴力的受害者和实施者，其

中包括被对方骚扰（３２２％，６５人）、要求复合 （１９３％，３９
人）、被对方用言语中伤（２０３％，４１人）或用言语中伤对方
（１８４％，３７人），甚至自我伤害（１８３％，３７人），还有人会选择
一些伤害性更大的行为表达其不能接受分手的现实，他们会用

社交软件中伤对方（８９％，１８人）或被对方中伤（１０４％，２１
人），阻止对方（９４％，９人）或被对方阻止发展其他恋情
（７５％，１５人）。

西方对伴侣暴力研究拥有着成熟的成果，对于暴力的形式

以及成因皆有理论加以解释，像权力与控制、暴力的循环都是

在探讨伴侣暴力时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同性伴侣暴力的关

注与研究挑战并发展了认为只有女性是受暴者的观念［１６］。同

性伴侣的分手暴力在西方也少有直接讨论的，一般也是作为伴

侣暴力的一部分被关注。很多西方学者从性别气质角度来研

究同性伴侣的暴力问题，例如，对于女同性恋伴侣暴力而言，存

在着对于偏男性气质一方的性别偏见，该偏见导致偏男性化的

女同性恋通常会被认为是施暴者［１７］。但一些从同性伴侣暴力

的个体生命经验考察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已经不再能够

作为一个单独的考察因素并作为解释变量，同性伴侣暴力是由

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动力学

等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共同影响的［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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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５１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与异性恋伴侣暴力的相同点

同性恋和异性恋伴侣的分手暴力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５１１　暴力形式具有多样性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存在着与异性恋伴侣暴力相同的形

式，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行为控制［１９］，

在本文的同性伴侣的分手暴力案例中，这些形式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

５．１．１．１　肢体暴力
Ｂ１：（提）分手他就打我……再比如我脸上长了一个包，我

把它抠破了，他就给了我一巴掌，说嫌我脏。

抠破一个疱这样丝毫无关 Ｂ２的私人生活小事，都可以是
Ｂ２对Ｂ１实施肢体暴力的借口，可见受暴者遭受暴力的频率和
几率都比较高。施暴者使用的是直接的权力策略，此肢体暴力

没有特殊目的，只是彰显权力的手段。

５．１．１．２　精神暴力
案例中的精神暴力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Ａ１：她跟我说她砸了玻璃，有自虐的倾向，我就比较害怕和
担心她会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什么伤害。

此类施暴者是以自我人身安全威胁对方，Ａ１的担心和害怕
正是施暴者要利用的心理，这是一种间接的实施权力的手段，

施暴者虽然没有直接要求“你不能离开我”，但是仍旧成功达到

了控制的目的。

Ａ１：她说了很多恐吓、威胁的话，比如让我立遗嘱，还说等
下会有大事发生。

此类是言语恐吓，Ａ１遭受到的不是直接威胁要杀死她这样
的语言表达，而是“立遗嘱”，“等下有大事发生”这类含蓄，但是

明显让她感到生命安全受威胁的语言。但含蓄的威胁和恐吓

比起直接的说出来更有杀伤力，施暴者留一些想象空间给受暴

者，反而造成更大的精神伤害。

除上述一般的精神暴力外，使受暴者担心家人或其他相关

人的安全，也是本研究中多个施暴者共同采取的策略。比如，

Ｂ１在面对Ｂ２的长期暴力下，便曾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因为他
的母亲跟他住在一个小区。

Ａ１也曾说：她星期六一早就到我跟我妈妈住的地方，在门
口给我打电话，我还在床上睡觉，她说了很多恐吓、威胁的话。

（我跟她）沟通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办法把她劝住，我说“你都

冲着我来，不要干扰他人”。我出来开门，送她回去，不想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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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妈妈。

Ｃ２也曾威胁Ｃ１，如果不和 Ｃ２继续联系就要让 Ｃ１的情人
无法呆在中国。

Ａ２和Ｂ２都能够掌握受暴者家人的住址，Ｃ２能够利用受暴
者的弱势身份去干扰受暴者情人的正常生活，施暴者知道受暴

者是害怕ＴＡ们去骚扰ＴＡ们所关心的人的，所以受暴者很容易
受到此种精神暴力的控制。异性恋婚姻家庭暴力中也存在此

形式，这是暴力的威胁程度升级的标志，因为此种暴力形式不

仅仅涉及了两个当事人，还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安全并使受暴者

遭受更大的精神暴力与心理伤害。

５．１．１．３　性暴力
我们看到Ａ１为了分手，忍受了性暴力。
Ａ１：晚上她对我进行了性虐待，我也是闭着眼睛接受。
Ａ１认为“闭着眼睛接受”就可以摆脱今后的暴力伤害，但

性暴力的本质仍旧是控制权的实施。异性恋婚姻中存在着婚

内强奸的现象，在伴侣关系不意味着双方互相有满足其性需求

的义务，性权利同样是人权。

５．１．１．４　行为控制
Ｂ１：我在家里一点自由都没有，然后就被他控制了。
Ａ１：我想回去处理事情，结果她不让我离开，把我锁到屋子

里，怎么求她都不愿意开门。我被她软禁了两天加一个晚上。

Ｂ１在自己的家里被控制而失去人身自由；Ａ１被锁到屋里、
被软禁两天加一个晚上，这些都是严重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

Ａ１如果不是为了分手也不会忍受这些行为控制，但忍受是不能
换来和平分手的。面对对于人身自由的侵犯，应该做的是努力

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好能够报警。

Ｂ１：他不让我走，把我的身份证抢了，死活要跟我粘在一
块。他还要我（对他）嘘寒问暖，不在的时候要随时随地给他打

电话、发短信，让我主动向他示好什么的。

这也是行为控制，直接要求对方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行为控制同样可以起到精神暴力的效果。

在Ｃ案例中，同样存在该情况，如施暴者 Ｃ２要求与 Ｃ１见
面，由每半个月见一次，到每周必须见一次；Ｃ２病了，就要Ｃ１去
看他。这些属于对关系中两个人共度时间、示爱频率和方式的

控制。表面看上去是施暴者更加地依赖关系，需要对方，按照

“权力货币”理论，依赖关系更多的人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但

如果依赖者企图实施控制并拥有控制的资源和条件，那么依赖

者便反转成为了权力更大的一方。

施暴者还可能使用监控对方行踪的方式实施行为控制，

如：即便在假日Ｃ２也发短信给 Ｃ１，问 Ｃ１“干什么呢”。Ｄ案例
中，施暴者持续对Ｄ１的行动进行监控，一天打数次电话给 Ｄ１，
如果不接电话，施暴者Ｄ２就以“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等恶言威
胁，并要求Ｄ１持续和自己联系。虽然施暴者不是直接与受暴
者形影不离，但是利用电话、短信对受暴者的行踪进行监控，令

其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中，这无疑对受暴者来说像一枚挂在身上

的监控器，剥夺了其自由的私人空间。

不仅仅现实生活中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才是行为控制，案

例Ａ还存在着延伸至网络世界的行为控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
的，例如：

Ａ１：我的ＱＱ对她隐身，不想让她掌握我的行踪，我提前两
天对她隐身，她不让我对她隐身……

在ＱＱ上对谁隐身不隐身的问题是个人的自由，不应该受
到任何人的干涉，然而施暴者的控制无孔不入，这带给受暴者

的是更大的精神伤害。

５．１．１．５　经济控制
施暴者Ｂ２在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开支

完全依赖Ｂ１，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剥削的行为。还不止如此：
Ｂ１：我曾经按他的要求给过他五万块钱来分手，他拿了我

五万块钱以后却还要在我的家里面，而且一直是吃我的用我

的，现在他还要我拿九万块钱给他。

Ｂ１被施暴者要求拿五万块钱当作分手费，意思是 Ｂ１给了
钱，施暴者答应就与 Ｂ１和平分手。但成功要到分手费的施暴
者并没有按口头协议与Ｂ１分手，而之后又要求Ｂ１给自己九万
块。施暴者Ｂ２的利用“分手”作为借口，在赤裸的剥夺着Ｂ１的
物质与经济资源。

５１２　暴力的特点
同性伴侣暴力与异性伴侣暴力一样，具有相同的一些特

点，比如：普遍性、隐蔽性、习得性、反复持续、周期循环、高度容

忍、习得性无助［１９］。这些异性伴侣暴力中的常见特点，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

５１２．１　隐蔽性
作为质性研究，我们没有办法考察暴力在同性伴侣间的普

遍性，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同性伴侣间暴力的隐蔽性

更高。Ａ、Ｂ、Ｃ的案例中，均存在受暴者因为担心性倾向曝光而
致力于隐藏暴力的情况。Ｄ案例，也是因为受暴者无法再忍受，
才最终在网络上曝光的。在异性恋的家庭暴力中，受暴的妇女

对于暴力采取隐忍的态度，一方面由于“家丑不可外扬”，另一

方面可能因为如果公开，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境，因为文化

环境对于受暴妇女来说是不利的。同性伴侣在面对分手暴力

的时候选择忍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于性倾向的隐瞒。

对于没有向家人或其社交的人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而言，面对

分手暴力无法向ＴＡ们诉说和求助，忍让只能是不得已的最好
选择。

５１２．２　反复持续与周期循环
同性恋伴侣暴力与异性伴侣暴力一样，还存在着反复持续

和周期循环性：Ａ的暴力持续两年，Ｂ的暴力持续五年，Ｃ的暴
力持续近两年。在Ａ案中，受暴者为了分手而满足了施暴者的
种种侵犯人权的要求，而满足的条件就是施暴者答应分手，以

后不往来。当时施暴者口头同意了，然而不久施暴者便轻易推

翻了她自己之前同意分手的承诺，继续进行暴力控制。受暴者

Ａ１曾问施暴者Ａ２：“你现在想全部推翻以前的承诺？”Ａ２清楚
地回答：“是。”

施暴者提出的任何分手的条件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真的离

开关系，当受暴者满足了其任何形式的控制条件之后，ＴＡ们又
会提出新的条件。这是一个恶性的暴力循环过程。

施暴者对于分手本身的出尔反尔，令受暴者非常痛苦并最

终对施暴者彻底绝望，且受暴者之后的示弱或示好，已经无法

打动施暴者。

Ａ１：去车站的路上她自己说她回去调整自己，想去看心理
医生，希望我给她机会，希望调整好之后还能在一起。她说这

些我一句没回应，我已经对她厌恶至极。

最终Ａ１能够与施暴者分手，也不是因为Ａ１满足了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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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的所有条件，而是本身觉醒反抗了，不再受其要挟和控制。

所以，不要认为满足施暴者提出的各种侵犯人权的条件就能够

和平分手。

５１２．３　高度容忍、习得性无助
这两个特点同样存在于同性伴侣分手暴力中。通过对案

例的分析，可以把受暴者对于面对暴力行为采取忍让的态度分

成两个阶段：

阶段一、期待施暴者改变或其主动离开伴侣关系。

Ａ１：她比较极端，我想慢慢的淡化下来。我觉得她有自虐
倾向，所以就比较害怕和担心她会因为分手受到什么伤害。

Ｂ１：我真的觉得我毫无保留的很真诚的对他，一开始我本
来想慢慢的改变他，感化他。我想慢慢的他觉得腻烦了，可能

会自己离开，但生活了那么多年，他觉得我对他没有当初那么

好啦，然后就更是变本加厉（对我暴力）……

上述的 Ａ１和 Ｂ１在分手的最初阶段，面对暴力，态度都是
想让对方自然改变或离开，然而事实是，施暴者不会主动离开

控制关系，ＴＡ们也不会发生改变，“淡化”或“感化”都是受暴者
因对暴力缺乏认识产生的天真想法。暴力就是为了不离开伴

侣关系，施暴者要控制对方并以各种方式来实施暴力，该本质

是无法因为受暴者对暴力的忍让而改变的。因为对于施暴者

来说，任何条件的满足都是对于其控制的强化。

阶段二，为了分手，害怕威胁而忍受暴力。

Ａ１：已经分手分了半年，相当于我妥协了半年多了，她需要
什么方式我都答应她。我受了两天虐待都认了。

Ｂ１：我都是息事宁人，能忍就忍了。
第一阶段度过之后，受暴者不再期望对方主动改变或离

开，到了第二阶段忍受的主要原因是受暴者遭受了威胁和控

制，无法维权，选择了忍受施暴者的控制条件而期望达成分手。

“我受了两天虐待都认了”，显示出受暴者的习得性无助。事实

上，第二阶段便具有较为明显的习得性无助的特征。

总之，异性伴侣暴力的特点，在同性伴侣暴力中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而且因其性倾向的独特性，在有些方面更鲜明。

５１３　对暴力的迷思
在对异性伴侣暴力的研究中，一些认识误区，或称迷思不

断受到挑战，比如：受暴者自身也有过错，施暴者精神有问题、

性格不好，等等。

本研究中的受暴者，都曾被施暴者指责，声称是受暴者的

错导致了暴力。而同样，不乏受暴者强调“施暴者有病”。

Ａ１：她完全是一个病人，神经病一样，不讲理。
Ｂ１：他心理上有毛病，是那种歇斯底里的，他那个人就是精

神上有点那个什么……

Ｂ２有洁癖、强迫症，比较“歇斯底里”，家中的牙膏盖、柜子
的抽屉、门等，他关完以后还要不断的关很多次，他经常拧牙膏

盖把自己的手拧出泡来，甚至把牙膏盖扭烂了。他的家人也承

认他的性格一直都很极端，比如他家以前开了一个工厂，结果

工厂盈利不好，他就把工厂所有的玻璃都砸烂了。

精神、人格问题，不应该成为为施暴者开脱的理由。他们

施暴的真正原因是想控制受暴者，而不是因为精神有问题。受

暴者是不受谴责的，不应该给暴力任何借口。

与异性恋伴侣暴力相比，同性恋伴侣暴力的另一个迷思可

能是：歧视同性恋的社会主流文化对于同性恋者压迫沉重，所

以一些人受着这样的文化压迫，心情不好，才可能施暴。我们

承认歧视的存在，但这仍然不可以成为替施暴行为开脱的理由。

５１４　同居关系类似“夫妻”
在我国大陆，同性恋者没有结婚的权利。所以 ＴＡ们的伴

侣关系发展到的最高形式就是同居在一起。而同居之前两个

人是否有一定的了解，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生活在一起是一个

问题。同性伴侣的同居关系与异性恋的婚姻关系存在着相似

之处，分手时也就要面临几乎相同的问题。在同居期间，他／她
们可能会共同承担房租、生活的各种开销、相互或者单方面的

依赖等。Ａ的同居关系维持两年，Ｂ的同居关系持续了五年。
同居关系让伴侣之间产生更多的关联，可能使分手的过程变得

比普通的恋爱关系更复杂。同性同居伴侣，相比异性恋人的关

系，其实更接近于异性恋的“夫妻”关系，而分手则仿佛是要“离

婚”一般了。

Ａ２本来有工作，但后来辞职了，与Ａ１同居住在 Ａ１的房子
里。所以Ａ２对于Ａ１有很大的依赖，如：

Ａ１：感情上跟生活上，生活上不舒服时什么的，我告诉她吃
什么药，应该怎么调理自己之类的，她不是很会照顾自己。

她可能一个人孤独感、恐惧感比较强，很难接受一个人

生活。

她现在住我家，因为她没有工作，这边又没有亲人，我现在

表示分手是坚决的，但是考虑她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她愿意

住多久都可以，但是关系完了。但这样她还不能接受。

她也在找工作，工作一般都提供住宿或者租房子，但是我

现在不可能把她赶出去，我也做不出来。

可见，Ａ２在生活上、经济物质上、情感上都依赖于 Ａ１，Ａ２
的依赖性和Ａ１的同情心为分手增加了不利因素。

Ｄ１也因为曾经同居在 Ｄ２家中增加了一些日后面对分手
暴力的不利因素：在两人讨论分手的时候，Ｄ２要求 Ｄ１支付
５０００元作为分手的条件，包括四个月的房租２０００元和精神补
偿费３０００元。因为有一段时间 Ｄ１比较常住在 Ｄ２家，曾经讨
论分摊费用，估计了 Ｄ１的经济状况最后决定可以仅支付部分
水电费。而施暴者是明知受暴者没有能力支付四个月的房租

且在之前的伴侣关系也是协商好不需要支付的，在此处提出此

条件不过是抓住了受暴者经济能力不足的弱势来实施控制。

由此不难发现，双方互相了解不足便建立同居关系是不理

智的做法。爱情固然有浪漫的成分存在，但是同居生活在一起

的两个人还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性格上是否合适，双方是否有

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生活能力等。同居关系一旦建立后，一方对

另一方的过分依赖对于双方的关系而言存在着不良影响。

将同性恋伴侣的分手暴力与异性恋相对比后发现，首先同

性恋伴侣的分手暴力存在着异性恋伴侣暴力的所有形式，也具

有许多相近的特点和迷思；而在没有婚姻作为法律保障背景下

的同性恋者的同居关系对其而言却类似于婚姻，所以在分手暴

力发生时，难以结束关系的原因中的重要因素便是其因为同居

而产生的生活上、情感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５２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的独特性
同性恋伴侣分手暴力与异性恋相比，也存在着一些独特性。

５２１　向往“长久关系”的草率同居，为暴力埋下伏笔
同性恋原本是对主流的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婚姻模式的挑

战，但许多同性恋者又被异性恋主流文化所收归，向往婚姻。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０ ·１１１　　·

同性恋者在主流文化的歧视下，渴望通过自己去践行主流

文化所期待的长久稳定的伴侣关系，从而证明自己作为同性恋

跟异性恋是“相同的”，并不是“性乱”的。期望长久稳定的关系

是导致同性恋者容易非理性地开始同居生活的重要因素。Ｂ案
的同居关系便是建立在彼此不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样的关系

是幼稚的、危险的。

Ｂ１和Ｂ２是通过网络结识的，两个人聊天后发现都是真心
寻找伴侣的初衷，所以就见面继而同居了。

Ｂ１：我们是五年之前认识的，我是通过网络，相当于征友广
告，他看到我的广告，就加了我聊天，聊天后发现两个人都不是

那种玩玩、短期交往的那种初衷，然后就见面了，之后可能比较

草率吧，就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就以“他是处男，发生了关系就

要一直跟着我”为理由，一直跟着我。当时我比较欣赏他对感

情比较认真的这种想法，我也是以这种目标找对象的。后来在

一块了才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掌控的……现在的关系已经

完全变味了。

可以看出关系Ｂ中的双方都向往长期稳定的关系，因为对
于伴侣关系的价值观相同，所以就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建立了

同居关系。

但事实上，在异性恋主流文化下，同性恋者间稳定的情感

关系更难以维持，因为没有“婚姻”的“归宿”在等着他们，没有

孩子来维系他们的关系，社会偏见与压力、对性倾向败露的恐

惧，都使他们的关系将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总之，同性恋者面对着主流文化对于他／她们“性混乱”的
道德污名，他／她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选择了顺从主流文化所
提倡的“长久的”亲密关系模式，而在面对亲密关系不能长久稳

定持续的时候，对于文化污名被落实的恐惧与反抗造成了对于

本应该结束的关系的抗拒，分手暴力便出现了。

可见，异性恋主流文化正从不同的侧面，构建着对同性恋

者的生存压力。

５２２　性倾向曝光的威胁
总体而言，我国同性恋者所面对的社会歧视问题已经有很

大的改善，但是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依旧相对艰难。中国现阶

段同性恋者的普遍生存状态是“自我认同”但是“不出柜”，即对

自己的性倾向有着良好认同，但是不愿意向周围的人透露自己

的同性恋身份，尤其是不愿向父母“出柜”。同性恋者不“出

柜”，面临着主流社会的婚姻压力则主要有两种替代性的选择，

一种是步入异性婚姻，另一种则是结成形式婚姻，这两种选择

事实上都仍是躲在柜子里的手段与方式［２０］。

另外，同性恋者在职场中也多是迫于歧视和个人发展的压

力要隐瞒性倾向的。一项针对性少数群体在中国内地职场内

生存环境的调查显示［２０］，在工作场合中完全公开自己性倾向的

性少数群体非常少，仅占受访者的６２９％；４７６２％的人选择完
全不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还有４５６３％的人选择向
好友或部分同事公开。调查还显示，因为被怀疑是“变态者”，

过半受访者曾被老板、同事开玩笑侮辱、冒犯，超过三分之一的

受访者经历了来自公司内其他同事的言论攻击。报告指出，不

同性别、企业性质、所在地域、教育程度的 ＬＧＢＴ人群所遭受的
职场压力也呈现出显著差异。例如，相比外国企业和民营企

业，性少数群体在国有企业环境中更少出柜、更担忧性取向对

他们职业晋升的影响，也感受到更多的歧视与不友好。在国有

企业中，尤其是像教师、公务员这样的工作，其文化环境相对保

守与封闭，同性恋者面对着职业发展的压力和工作环境的歧视

更加无法生活在阳光下。

排斥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使得同性伴侣的分手暴力中，利

用曝光性倾向来威胁和控制受暴者的行为非常有效。西方对

于同性恋伴侣暴力研究中发现，也有９％到６０％不等的受暴者
曾被威胁出柜［２１］。我国的同性恋分手暴力中同样存在此形式，

本文的案例也有涉及，而Ｄ１没有受到被出柜的要挟，但被利用
其性工作的身份进行威胁，这利用的同样是对弱势身份的曝

光。所以此类均可以被看做是同样处于弱势的族群之间在主

流文化下的自我相残。

Ａ１：她说去我单位闹（公开性倾向），但是没有做，只是威
胁我。

施暴者Ａ２威胁说“去单位闹”，这种精神暴力一直都是非
常有效的。因为公开性倾向的确是受暴者非常害怕发生的，它

也的确会带给受暴者更大的伤害。

Ｂ２：我住在单位上的房子，因此我毕竟处于非常不利的环
境……

咨询师：分不了手还是因为您内心害怕这件事情暴露吧？

怕同性恋的关系被周围同事知道，他是不是在这点上要挟您？

Ｂ２：对！是这样的……
Ｂ１所居住的房子在其工作单位的大院里，所以周围住的都

是单位同事。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非常不利的。两个男人住

在一起可能还不会引起太多的关于对其关系的怀疑，但是如果

两个人经常打闹，就很难不会让人怀疑了。

Ｂ１：反正我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我非常痛苦，一直生活
在这种阴霾之中，心情非常压抑。他到我们这儿生活已经差不

多五年，经常在家里打打闹闹，声音还很大，在那里吵架，这儿

的人也没有当面说破，但是也有一些（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

们）。

对于受暴者而言，无论是否“被说破”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

他，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因为他无法知道同事们到

底如何想的，会不会去告诉其他人等等，这些不可控的威胁因

素都令Ｂ１非常痛苦。
Ｃ１同样存在着担心Ｃ２找到单位去公开其同性恋身份的压

力，因为这会将他的前程毁掉。Ｃ１称其单位里有同事因为第三
者找到单位而被贬到外地子公司；还有同事因为购买性服务，

被警察抓到，就地免职，所以Ｃ１非常害怕。
Ｂ１：在车站外面就打了，当时有警察来，他跟人家说我们俩

是夫妻。人家好想听到这些就觉得“可笑”、“精神病”，后来我

说让警察多逗留一会儿，我把现场情况解释一下，他当时说他

走了，说我纠缠着他，这根本就是非常可笑的！

值得注意的是，施暴者Ｂ２对警察说其二人是“夫妻”，这是
对社会常规的话语的打破，话语代表着一定的规则和规范，在

这里即是异性恋才能作夫妻的社会规则。所以警察面对着该

话语体系的打破便无可是从。施暴者成功地把焦点从暴力转

移到了性倾向上，更加使警察不知所措。而且这是另一种形式

的“强行出柜，被迫出柜”，这本身已是精神暴力。Ｂ１由于分手
暴力遭受着更多的压力，施暴者反而没有，这与施暴者 Ｂ２本身
生活圈子孤立有关，没有周围同事等社会压力的存在。受暴者

身处于工作环境的监视下，所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压力。

除了单位，向家人曝光其性倾向也可能是威胁到受暴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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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５２３　对难以建立新亲密关系的恐惧加重了暴力
Ａ１：她暂时不大可能找到其他女朋友，真的很难，如果异性

会简单，找一个同性难度大得多。

正如Ａ１所说，同性恋者想要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伴侣比异
性恋要难很多。社会主流文化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歧视是主要

原因。同性恋者多数是在网络上，如同性恋的论坛、ＱＱ群里寻
找伴侣。现实生活中缺乏让同性恋者结识相同性取向的人的

文化环境与空间。所以面对原本较稳定的关系的丧失，他们会

更加恐惧，不愿意放弃，因为看不到下一段感情在哪里。

同性恋找到伴侣本来就比较困难，加之施暴者对关系的依

赖感强，除了当前关系之外缺少替代性选择，所以分手对其造

成了更大的丧失和无助。

Ａ１：她自理能力没问题，只是害怕独处、恐惧、胆小。
她生活上不舒服时什么的，我告诉她吃什么药，应该怎么

调理自己之类的。她不是很会照顾自己。

她其实心里明白我不爱她，她好像抓住生命中的救命稻草

一样。

对于性格上依赖性比较强，又缺乏经济能力的人来说，伴

侣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对于ＴＡ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远
离家乡，追求感情生活的的同性恋者来讲，面对社会文化环境

对于其再次找到伴侣的支持系统的缺乏，分手后将独自孤独面

对的生活、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和家人与朋友的不友好等各种

压力，他们更没有勇气忍受因为分手带来的丧失与被剥夺。当

然，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仍然不可以成为原谅暴力行为的借口。

５２４　应对暴力的支持系统欠缺
异性恋伴侣间发生暴力，整个社会文化、法律、舆论总体上

都会支持受暴者。同性恋者受到分手暴力，则缺少支持系统。

社会层面的反家暴机构虽然不少，但他们对于同性恋的接纳和

了解程度还非常欠缺，甚至是歧视同性恋的，同性恋受暴者难

以纳入他们的支持范畴；同性恋组织自身在现阶段则缺乏有关

伴侣暴力的概念和相关处理技能；受暴者的原生家庭不知道或

不支持其性倾向，ＴＡ们如果没有出柜，甚至无法向朋友求助。
所以同性恋者面对分手暴力时，国家层面不认可ＴＡ们的关系，
社会层面对于性倾向存在歧视，ＴＡ们无法利用异性恋者可以利
用的支持系统，而且每一个系统都可能成为毁灭ＴＡ们的力量。

受暴者最常见的支持系统也是朋友，特别是向同性恋社群

中的人寻求意见和帮助，因为这是最安全的。然而该支持系统

的效果不佳。

Ａ１：我朋友说，“其实一早就应该这样，你太软弱，才导致她
（Ａ２）发疯。”

上面受暴者Ａ１的朋友对于其“太软弱”的指责可以说是谴
责受害者的表现，可能使受暴者更受伤。受暴者面对分手暴力

的种种威胁与控制，所遭受的心理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Ａ１：她去了江西的同学那里，住了半个月，回来之后还是没
有办法。试过了，能求助的朋友，我觉得能够帮助她的，我基本

上都说了，也都劝过他，她就是听不进去，无法接受。她听不进

去，信任的人也不行，圈内圈外。

受暴者求助其朋友帮忙劝说施暴者停止暴力和平分手是

最常见的求助方法。但是朋友一般没有分手暴力的基本认识

和应对策略，所谓劝说也是隔靴搔痒，对于受暴者不会有实质

的帮助。

Ｂ案例中的受暴者试图向警察求助，但是目前我国针对异
性恋伴侣暴力，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专业知识，警察都不知道

如何介入，对于同性恋伴侣暴力来说法律的支持系统更是不存

在的。求助结果就像Ｂ案例下面所说的：
Ｂ１：我到派出所去报案，人家就像看笑话一样……
白丝带热线的咨询师还试图联系 Ｂ１当地的同性恋组织，

转介给 ＴＡ们，希望能够对其有所帮助，但是后来据反馈，该同
性恋组织对这件事也是无可奈何。这并不奇怪，因为同性恋组

织如果没有专业的暴力处理的知识背景和可利用资源，面对暴

力他们能做的是非常少的。

受暴者Ａ１最终走出暴力环境，得益于借助一个特殊的支
持系统，即其形式婚姻。

Ａ１：我形婚有五六年了，比较成功。
我现在底气足了，我不怕她去单位闹，我是有形婚的。她

要闹，我就把我老公搬出来，我看看相信我的人多，还是相信她

的人多，她再闹，我就报警，让你家人领她走。就因为想好这些

东西，我不再受她要挟和威逼了。

Ａ１与其形式上的丈夫不在一个城市居住，这样既可以保护
彼此的同性恋身份，又不影响彼此生活。Ａ１形式婚姻已近六
年，拥有法律和舆论的保护。但能够借用这样的支持系统的同

性恋者非常少。

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帮助面临分手恐惧的施暴者找到走出

恐惧的支持系统，也有助于消解分手暴力。但是，这样的系统

同样欠缺。

Ａ１：我劝过她回家，她很不想，家里催的紧，结婚压力大，村
里人都问她，她很烦，她不愿意回去。亲人不了解。

“回老家”被作为“出路”的一个选项提了出来，这可能被认

为是转移情感丧失的一种出路。但是，同性恋可能面对的家庭

的逼婚压力，使得“回老家”这一出路也变得很难。这也是和异

性恋伴侣分手的重要不同点之一。

总之，同性恋伴侣的分手暴力对比与异性恋所存在的特殊

性，归根到底是由于同性恋者所受的歧视决定的。

５３　“被逼暴力”———暴力的流动性
本小节试图利用 Ａ案例来讨论一下暴力角色的流动性。

该流动性指的是施暴者和受暴者的角色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

暴力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最初的受暴者会“被逼”建构成为后

来的施暴者。我们看一下Ａ案例中来电者Ａ１的一些描述：
Ａ１：她说我可以打她，就逼我到了那个程度。我就一巴掌

过去了，然后她才静下来。（她）无所谓，她接受我打她，还是不

要跟我分开。

Ａ２对Ａ１说，可以打自己。而Ａ２逼Ａ１打自己本身也是一
种精神暴力。施暴者对被打的无所谓是因为“被打”不是目的，

只是实施控制的手段。这里肢体暴力的承受者虽然是Ａ１，但是
精神暴力的承受者是Ａ１，Ａ１通过遭受肢体暴力达到了控制对
方目的。这里的暴力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多重的，流

动的。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例子：

Ａ１：她再逼我的话，我再动手，那是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事
情。……刚才（她）把我逼得想把拳头打在枕头上，结果她凑过

来，就打到了她脸上。

Ａ１因为自己之前被逼对Ａ２实施了肢体暴力，感到非常自
责。这正是Ａ２的目的，她如愿以偿。Ａ２发现这样可以达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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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控制目的，所以变本加厉地使用这一手段，自己凑上去挨

打便是典型的表现。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到逼人施暴行为的本

质，这是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留在暴力关系中的Ａ１反抗暴力控制的时候也被提供了用
暴力来处理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奏效了，吵闹的 Ａ２安静下来
了，所以Ａ１习得了一种能够让自己暂时摆脱暴力的方法，Ａ１
也多次强调“吓吓她”，如：

我不想打她，因为那样我也很痛苦，我摔了几个杯子，我想

吓吓她。我只想离开那里，我摔了东西她就直接坐在门口，任

我摔。我说了很多，她还是不愿意放我走。我用自己的手砸桌

子，她过来按住我，我知道有效果了，我继续演。她后来放我

走了。

我又不愿意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我只能伤害我自己，我

把手打到地上、桌子上，我真的不想伤害她，我想把她吓住，她

才让我离开。

上述的过程，可以看出 Ａ１的“被逼暴力”是如何被建构而
成的：Ａ１不愿意对Ａ２暴力而只能对自己暴力，因为她对 Ａ２暴
力会造成自己非常大的自责感。当她发现对自虐能够同样引

起Ａ２的害怕并达到自己目的时，她便要“继续演”，对自己暴力
不仅不会造成自责的痛苦还能够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但实际

上，Ａ１打自己也是对Ａ２的精神暴力。在这个过程中，Ａ１与Ａ２
之间的精神暴力是相互的和流动的，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是

本质上都是控制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 Ａ１被建构的
“自我施暴”的方法，也是利用该种精神暴力来控制 Ａ２。确切
地说，Ａ１是从本来的施暴者身上习得了“自我施暴”这一精神
暴力的控制方法。

对于施暴者和受暴者的角色，简单的二元划分已经无法满

足分析权力关系所主导的暴力的需要，Ａ的案例非常鲜活地展
示了暴力角色的流动性和暴力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被逼暴

力”是暴力的结果，又是暴力的新形式，对此的分析有助于清楚

地了解暴力的多元建构过程。

５４　同性恋运动与同性伴侣分手暴力
２０１３年，同性恋社群内部一例分手暴力事件曝光，即本研

究中的Ｄ个案。该事件的施暴人和受暴人都是性多元人群维
权运动中的活跃领导者。该暴力事件是直到Ｄ２将长达近一年
半的分手暴力以长微博的形式公布之后，真相才逐步显露

出来。

该封公开信非常详实地描述了Ｄ２本人所遭受的种种侵犯
人权的行为。可见，同性恋运动领袖自己在面对分手暴力的时

候，至少可以认识到暴力是侵犯其人权的行为，可以通过网络

公开求助，并通过深入的分析来获得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在Ｄ２那封网络分手暴力的公开信发布之前，施暴者Ｄ１最
初在国外某同性恋中心实习其间与 Ｄ２发生过冲突，实习单位
已经通过邮件对 Ｄ１提出了强烈批评，并直接提出她不适合担
任同性恋组织的领导人，但北京的同性恋组织没有对此事件进

行调查，所以Ｄ１仍继续参与同性恋组织的活动。从这里我们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同性恋组织对于暴力的认识不足，没有建

立起对暴力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非常需要思考和改变的。

２０１２年底，Ｄ１威胁Ｄ２，如果不见面“讨论”，便会：（１）举报
Ｄ２的情人非法工作；（２）向警察举报Ｄ２做性工作；（３）在ＬＧＢＴ
社群公开Ｄ２做性工作的事；（４）联系 Ｄ１在上海从事表演工作
的合作伙伴，让合作伙伴取消表演。

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的威胁与控制手段每一条针对的都是

Ｄ２本身的弱势族群身份，Ｄ１本人作为性多元群体维权领袖，却
利用Ｄ２弱势族群的身份作为控制条件施以暴力控制，她可以
说是完全漠视了ＬＧＢＴ运动的核心理念，违背了反性别暴力运
动的理念。

２０１３年１月，Ｄ１限制 Ｄ２参与社群活动，对其实施行为控
制，给Ｄ２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Ｄ１在回应 Ｄ２的长微博时，解释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施暴者自我打扮成了受害者。

此次分手暴力事件因为涉及同性恋组织的领导人，所以组

织本身对此事是有调查和处理义务的，暴力行径在人权组织内

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被容忍的。对于反暴力的人权组织而言，

倡导并践行对暴力零容忍的立场是必须的。

在Ｂ案例中，白丝带热线帮助受暴者联系当地的同性恋组
织求助，该组织无计可施。Ｂ和Ｄ案例都曝露出，目前我国的同
性恋组织对外提供反暴力支持的能力，社群内部工作人员本身

的反暴力知识和经验都是不足的。

毋容置疑，同性恋维权组织对暴力的态度要更加有原则，

因为同性恋组织本身倡导的便是对人权的保护，所谓人权不仅

仅是要保护性多元人群在性倾向上拥有平等的权利，也包括在

越来越凸显出来的伴侣关系中的暴力方面的维权。

同性恋组织应该尽快学习反同性伴侣暴力的专业知识，对

同性恋群体面对类似分手暴力的情况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

助。北京同性恋组织最后认真有效地处理了 Ｄ２的暴力行为，
总体来说，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该事件对同性恋组织和我国

反暴力组织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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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与讨论
６１　总结

本研究开创性地利用同性恋者分手暴力中受暴者的自述

资料对分手暴力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将同性恋分手暴力与异

性恋伴侣暴力进行对比分析，注意到其在形式与特点方面更多

的相同之处；也注意到同性恋受暴者的容忍背后，还有其对性

倾向曝光的担心；同性恋者类似异性恋婚姻的同居关系使双方

产生更多生活、情感上的密切关联，这状态更像异性恋者的“离

婚”而不是“失恋”，从而在分手暴力发生的时候更加难以轻松

应对。

社会对同性恋的污名化，给同性恋者面对分手暴力时增加

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同性伴侣暴力的形式，较异性恋伴侣暴

力，增加了极有杀伤力的“被出柜”的威胁；受暴者会因寻找同

性伴侣远比异性恋找伴侣更困难而不愿放弃现存的伴侣关系；

政府、社会、社区、族群、家庭对同性伴侣暴力的支持系统都几

乎为零；同性恋者在异性恋一夫一妻婚姻图像影响下，急于开

始“稳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手暴力埋下伏笔。

研究发现了“被逼暴力”中暴力双方的角色流动，这在伴侣

暴力的研究中具有新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关于施暴者角色单

向的、固定的思维模式。

对同性恋运动社群内部发生的分手暴力事件的分析，揭示

出我国同性恋运动社群内部成员对于暴力认识的不足和处理

暴力经验和专业性的缺乏。

６２　讨论
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维权运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芽，十

多年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成果：各地同性恋组织纷纷成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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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同性恋权利的民间行动活跃。但与西方大部份国家相比，对

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还有很大差距，这使得同性伴侣暴力更容易

被忽视，受暴者也更难以维权。

在未来的反家暴法中，同性伴侣的暴力应该被纳入其中。

在异性恋霸权的社会环境下，同性恋组织要坚定地发出自己的

声音，不仅让这个群体本身被看见，还要让同性伴侣暴力被看

见。同性恋组织作为维权机构更有责任去倡导反暴力，包括同

性恋这个弱势群体内部的暴力。

同时，同性恋应该培养为同性恋社群提供服务的专业人

才，培养自己社群内部的伴侣暴力咨询师。

此外，本研究也提示我们，伴侣暴力的预防与处置要破除

两个迷思：一是要超越生理性别的二元划分，破除受害者都是

女性，施暴者都是男性的迷思；二是对于暴力关系的分析要用

流动的视角来观察，破除施暴者与受暴者二元对立的迷思，注

意到权力关系与暴力关系的流动性。这两个迷思，无疑会对未

来的反对性别暴力研究开拓新的思考。

作为一项小型质性研究，本研究必然存在很多不足，这是

未来需要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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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北京市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和性相关话题交流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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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２０１３年９至１１月在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的区域内选择工厂、建筑工地、服务娱乐
场所和外企各４个，纳入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并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共分析２０７７名研
究对象。６０６７％的研究对象与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一般。１４５％的研究对象感到性压抑或性郁闷。
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性生活次数为４次。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男性２０～２９岁年龄段和家庭
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更高；女性和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话
题。结论：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偏低，与性伴交流不足。加强流动人口性教育，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居住

条件，对促进流动人口性生活的和谐意义重大。

【关键词】　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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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
到２２１亿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进行，
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长期稳定地居住在非

户籍地等特点［１］。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一直得到学

者们的关注，近年来多侧重于生殖道感染的认知和预防［２，３］、避

孕方法的认知和知情选择［４］、生殖健康服务需求［５，６］等问题。

少数研究涉及流动人口性观念和性行为特点［７］、已婚流动人口

的性生活满意度［８］、性生活质量［９，１０］、性生活频率［１１］等。随着

当今社会性文化的开放、人们性观念的宽容，流动人口性生活

状况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的幸福，而且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

稳定。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北京市已婚及未婚有性生活流动

人口的性生活状况，并分析其性生活频率和性相关话题交流情

况的影响因素，为满足流动人口的性需求及提高性生活质量提

供建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研究对

象，于２０１３年９至１１月在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的区选择工厂、
建筑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和外企各４个，纳入场所内全部符合条
件的流动人口，共纳入２０９９名研究对象。

１２　纳入标准
研究现场的纳入标准为：（１）流动人口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和

支持；（２）计划生育部门领导重视和支持；（３）流动人口高度集中
的工作场所；（４）有足够数量、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５）愿意参
加本课题。流动人口的纳入标准：（１）人户分离；（２）在所选地区
居住满３个月；（３）年龄１８～４９周岁；（４）自愿参加本课题。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由统一培训过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

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与配偶是否居

住在一起、性生活频率以及与性伴交流情况等。

１４　数据整理与分析
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统一审核并编码。应用Ｅｐｉｄａ

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双遍录入，采用ＳＡＳ９２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流动人口２０９９名，其中已婚和未
婚有性生活的对象２０７７人，本文对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对象进
行了分析。其中，以女性（６２６９％）、已婚（８９８４％）和农村户
口（６９４３％）为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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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ｎ＝２０７７）

ｎ ％

性别

　男 ７７５ ３７３１

　女 １３０２ ６２６９

年龄（岁）

　＜２０ ３１ １４９

　２０～２９ ６４４ ３１０１

　３０～３９ ７６１ ３６６４

　４０～４９ ６４１ ３０８６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８６６ ８９８４

　未婚，有性生活 ２１１ １０１６

最高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０ ７２２

　初中 ７７６ ３７３６

　高中／技校 ６３２ ３０４３

　大专 ２６４ １２７１

　本科及以上 ２５５ １２２８

去年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７０ ３３７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４５０ ２１６７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８５１ ４０９７

　５０００～６９９９ ４３６ ２０９９

　≥７０００ ２７０ １３００

户口性质

　农村户口 １４４２ ６９４３

　城镇户口 ６３５ ３０５７

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居住的月数（月）

　＜５ １２３ ５９２

　５－９ １６９ ８１４

　≥１０ １７８５ ８５９４

来现居住地原因

　劳务 １７３５ ８３５３

　婚嫁 ２３９ １１５１

　其他 １０３ ４９６

在现居住地的居住方式

　集体宿舍 ６２１ ２９９０

　自己租房 ６２２ ２９９５

　与家人一起租房 ５５８ ２６８７

　自购房 １６５ ７９４

　其他 １１１ ５３４

２２　流动人口性生活现状
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中，６８９０％的流动人口与

配偶／性伴居住在一起。见表２。大部分研究对象（６０６７％）与
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一般。调查对象中，１４５％的研
究对象感到性压抑或性郁闷。在与配偶／性伴居住在一起的研
究对象中，有１４０６人填写了平均每月的性生活频率，其平均每
月的性生活次数为４次（Ｐ２５＝３，Ｐ７５＝６）。见表２。从年龄段的
分布看，处于２０～３９岁的研究对象性生活频率略高于其他两
组。见表３。

表２　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描述

Ｎ ％

与配偶／性伴生活在一起

　是 １４３１ ６８９０

　否 ６４６ ３１１０

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

　很少 ４０４ １９６９

　一般 １２４５ ６０６７

　经常 ４０３ １９６４

是否感到性压抑／性郁闷

　是 ３０１ １４５０

　否 １７７８ ８５５０

表３　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不同年龄段分布

年龄 Ｐ２５ Ｍｅｄｉａｎ Ｐ７５

＜２０ ２ ２ ５

２０～２９ ３ ４ ８

３０～３９ ３ ４ ６

４０～４９ ２ ３ ５

２３　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２３１　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影响因素统计学分析　将流动人
口性生活频率按中位数分为两组（＜４次／月，≥４次／月），并作
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 χ２检验并拟合二
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
和收入的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男性２０～２９岁年龄段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元的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更高。见表４。

表４　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影响因素统计学分析

０～４次

ｎ ％

≥４次

ｎ ％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性别 １２３２ ００００４

男 １１７ ３１２０ ２５８ ６８８０ １００

女 ４２８ ４１５１ ６０３ ５８４９ ０６３（０４８～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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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０～４次

ｎ ％

≥４次

ｎ ％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岁） ５０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０ ６ ６６７７ ３ ３３３３ １００

２０～２９ １１５ ３０５９ ２６１ ６９４１ ４８３（１１４～２０４８）

３０～３９ １８８ ３３５１ ３７３ ６６４９ ４０２（０９５～１７０４）

４０～４９ ２３６ ５１３０ ２２４ ４８７０ ２０７（０４９～８７８）

婚姻状况 ００５ ０８２７

已婚 ５１７ ３８７０ ８１９ ６１３０ １００

未婚，有性生活 ２８ ４０００ 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６５（０３８～１１３）

最高学历 １８０４ ０００１

小学及以下 ６１ ５４９５ ５０ ４５０５ １００

初中 １９５ ３９６３ ２９７ ６０３７ １４５（０９４～２２３）

高中／技校 １６９ ３８５８ ２６９ ６１４２ １３４（０８５～２１０）

大专 ５８ ３１５２ １２６ ６８４８ １５５（０８８～２７２）

本科及以上 ６２ ３４２５ １１９ ６５７５ １４４（０８０～２６０）

去年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２１７２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２４ ５４５５ ２０ ４５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１２５ ４４０１ １５９ ５５９９ １３７（０７１～２６５）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２３７ ４１４３ ３３５ ５８５７ １３８（０７３～２６３）

５０００～６９９９ ９２ ３００７ ２１４ ６９９３ ２２６（１１６～４４２）

≥７０００ ６７ ３３５０ １３３ ６６５０ １８３（０９０～３７０）

户口性质 ００２ ０８９１

农村户口 ３６４ ３８８９ ５７２ ６１１１ １００

城镇户口 １８１ ３８５１ ２８９ ６１４９ ０９３（０７０～１２５）

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居住的月数（月） １３８ ０５０２

＜５ １１ ２９７３ ２６ ７０２７ １００

５～９ ２４ ４０６８ ３５ ５９３２ ０８０（０３２～１９９）

≥１０ ５１０ ３８９３ ８００ ６１０７ ０７８（０３７～１６３）

来现居住地原因 １１８ ０５５５

劳务 ４２９ ３８０７ ６９８ ６１９３ １００

婚嫁 ８９ ４１７８ １２４ ５８２２ １０７（０７７～１４９）

其他 ２７ ４０９１ ３９ ５９０９ ０９４（０５５～１６０）

在现居住地的居住方式 １３８ ０８４７

集体宿舍 ６８ ３９７７ １０３ ６０２３ １００

自己租房 １８２ ３６９９ ３１０ ６３０１ １１６（０７９～１７１）

与家人一起租房 ２０６ ４００８ ３０８ ５９９２ １０８（０７３～１６０）

自购房 ５８ ３７６６ ９６ ６２３４ １０２（０６１～１６８）

其他 ３１ ４１３３ ４４ ５８６７ ０９８（０５５～１７６）

　　注：ＯＲ大于１为性生活次数多

２３２　流动人口性相关问题交流情况影响因素统计学分析　
将流动人口性相关问题交流情况作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

作为自变量，进行 χ２检验，并拟合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单因素分析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收入和

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月数在性相关问题的交流程度上均显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女性和居住在
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见
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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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流动人口性相关问题的交流情况影响因素统计学分析

较少 一般 较多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性别 ８３０ ００１６

　男 １４２（１８５９） ４４７（５８５１） １７５（２２９１） １００

　女 ２６２（２０３４） ７９８（６１９６） ２２８（１７７０） ０７２（０５８～０８８）

年龄（岁） ４９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２０ ７（２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０） ７（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２９ １０１（１６０１） ３８６（６１１７） １４４（２２８２） ０９６（０４４～２０８）

　３０～３９ １１６（１５３２） ４９３（６５１３） １４８（１９５５） ０８７（０４０～１９２）

　４０～４９ １８０（２８３０） ３５２（５５３５） １０４（１６３５） ０５８（０２６～１２７）

婚姻状况 １０７３ ０００５

　已婚 ３５９（１９４５） １１４０（６１７６） ３４７（１８８０） １００

　未婚／有性生活 ４５（２１８４） １０５（５０９７） ５６（２７１８） ０９７（０７１～１３４）

最高学历 ４３０９ ＜００００１

　小学及以下 ３６（２４００） ８５（５６６７） ２９（１９３３） １００

　初中 １９３（２５２０） ４４８（５８４９） １２５（１６３２） ０７４（０５２～１０５）

　高中／技校 １０４（１６６１） ４０５（６４７０） １１７（１８６９） ０９８（０６８～１４２）

　大专 ３４（１３１３） １５４（５９４６） ７１（２７４１） １３１（０８４～２０３）

　本科及以上 ３７（１４７４） １５３（６０９６） ６１（２４３０） １１０（０６９～１７６）

去年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２４６９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５（２１７４） ４２（６０８７） １２（１７３９）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１１４（２５６２） ２６８（６０２２） ６３（１４１６） ０７３（０４４～１２２）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１５８（１８８１） ５１５（６１３１） １６７（１９８８） １０１（０６９～１７６）

　５０００～６９９９ ７７（１７９１） ２６０（６０４７） ９３（２１６３） １０５（０６３～１７５）

　≥７０００ ４０（１４９３） １６０（５９７０） ６８（２５３７） １１８（０６９～２０４）

户口性质 ３６６ ０１６０

　农村户口 ２８４（１９９３） ８７７（６１５４） ２６４（１８５３） １００

　城镇户口 １２０（１９１４） ３６８（５８６９） １３９（２２１７） ０９３（０７４～１１６）

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居住的月数（月） ９８９ ００４２

　＜５ ３１（２５８３） ５７（４７５０） ３２（２６６７） １００

　５～９ ３０（１８４０） ９８（６０１２） ３５（２１４７） １１７（０７４～１８８）

　≥１０ ３４３（１９３９） １０９０（６１６２） ３３６（１８９９） ０９２（０６３～１３６）

来现居住地原因 １１１ ０８９３

　劳务 ３４１（１９９４） １０３１（６０２９） ３３８（１９７７） １００

　婚嫁 ４６（１９２５） １４７（６１５１） ４６（１９２５） １０４（０７８～１３９）

　其他 １７（１６５０） ６７（６５０５） １９（１８４５） ０９７（０６５～１４５）

在现居住地的居住方式 １５１９ ００５６

　集体宿舍 １４０（２３１８） ３５２（５８２８） １１２（１８５４） １００

　自己租房 １２３（１９９４） ３６４（５９００） １３０（２１０７） １３６（１０７～１７４）

　与家人一起租房 １００（１７９２） ３６１（６４７０） ９７（１７３８） １４０（１０８～１８２）

　自购房 ２７（１６４６） ９８（５９７６） ３９（２３７８） １４８（１００～２１８）

　其他 １４（１２８４） ７０（６４２２） ２５（２２９４） １６６（１０９～２５３）

　　注：ＯＲ （９５％ＣＩ）为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所有变量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自变量有序多分类，ＯＲ大于１为交流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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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达到８０２７万，以青壮

年劳动年龄人口为主，２０～４４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２／３，远高
于户籍人口［１２］。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性活跃期，随着社

会文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传统性观

念受到挑战。由于地域变迁，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和交往人群

都发生了变化，导致流动人口性观念呈多元化［７］。流动人口性

生活状态不仅关乎个人生殖健康，而且可能导致商业性行为和

强迫性行为的增多，从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本研究共调查了

２０７７名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流动人口，其中３１１０％的研究
对象没有与配偶／性伴生活在一起，而１４５０％的流动人口感到
性压抑或者性郁闷，为流动人口的家庭和睦乃至社会稳定埋下

隐患。

本研究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性生活次数为４次。
与周建芳等［１１］和安茂伟等［１３］的报告结果类似。周建芳等［１１］

的调查表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月均性生活为４４８次；安茂伟
等［１３］报告日照户籍已婚育龄妇女月均性生活频率为４８７次。
但低于陆卫群等［１４］报告的贵州省少数民族性生活频率月均８
次和杨慎敏等［１５］调查的苏州地区性生活频率 ６９９次。２０１１
年，由２０６０名中国人参与的网络调查［１６］显示，６９％的１８～２４
岁、７６％的２５～３４岁和６４％的３５～４９岁研究对象的月均性生
活频率为８次以上。可见，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略低于普通
人群。

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２０～２９岁年龄段和家庭人均月收
入较高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更高。受生理需求不同以及中

国传统性文化影响，男性的性生活频率高于女性也是情理之

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殖激素水平低下，身体机能下降，从而

导致对性生活的需求下降，性生活频率也降低。收入水平也是

性生活频率的影响因素，与陈婷婷等［９］的研究结论一致。正如

“需要层次论”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人

们才有精力去追求性生活的满足。

本研究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与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

一般，较少和较多的比例类似，仅为１９０％左右。毫无疑问，增
加与性伴的交流对提高性生活质量作用明显。多因素分析表

明，女性和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
性相关问题。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两性对性观念和性行为的

差异一直较大。流动人口的女性对性观念否定者居多，认为性

冲动、性欲、性驱动力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力量，需要自我压抑。

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对性行为的评价道德标准与男性也有所不

同，认为感情是发生性关系的主导因素，生理需要、筹建家庭次

之、满足对方需要再次之［７］。在这样的性观念下，女性与性伴

交流性相关问题也较少。本研究中２９９％的调查对象居住在
集体宿舍中，仅７９４％的调查对象居住在自购房内，居住条件
明显会影响流动人口与性伴之间的交流。重点地区流动人口

监测试点调查［１２］显示，流动人口自购房的比例为９３％，雇主
或单位提供的免费住房比例为６４％，租房的比例达到８４２％。

如何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是值得社会各界关切的重要

话题。

综上所述，促进流动人口性生活和谐满意，应采用多种形

式，例如社区性教育、同伴性教育等，根据流动人口不同的工作

特点和不同年龄层次，继续加强流动人口性教育，特别是针对

女性进行正确的、科学的性教育，进一步普及性知识。社会各

界应努力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进一步促进

社会公平，这对流动人口性生活的和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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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视野中的明清艳情小说
———以《姑妄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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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艳情小说的性描写，涉及性医学、性心理学、性风俗、性教育等性科学方面的内容，以明
清艳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姑妄言》为例，对其从性科学角度进行研究，既可以看到当时性科学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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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情小说泛滥于明末清初，以数量巨大、风格直露的性描

写而得名。目前对这类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这

些作品“重在淫欲，肆意描摹性交场景，极力渲染艳遇淫行，书

中场景的转换，也只是床笫的变化，缺乏社会意义，如果抽去了

书中的性描写，作品也就不复存在了。艺术上又大多文笔拙

略，粗制滥造。”［１］因此，除了个别作品，学界认为其缺乏文学价

值，对其评价不高。不可否认的是，艳情小说是一种客观存在

的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其性描写良莠并存，但

可以批判分析，将之作为中国性科学研究的标本。

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性行为，是“以性医学、性心理

学和性社会学组成的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多学科的理论体

系。”［２］具体而言，性科学包括性生理、性病、性风俗、性教育等。

艳情小说以写性爱为主，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涉及两性关

系的方方面面，包含着性科学的多种内容。其所呈现的性观

念、性心理、性生理、性伦理等内容，在夸张、失实的部分之外，

也有符合性科学的部分，探讨这些内容，既可以让我们了解当

时的性文化状况，又能对今天性科学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尽

管有些内容夸张失实，是男性中心社会男性心理的反映，如男

性在性生活中超长的持久力和女性旺盛的性欲求，但我们还是

能从中窥知性在当时的面貌。

成书于清代雍正年间的《姑妄言》被视为明清艳情小说的

集大成之作，在性描写的篇幅和程度上可谓空前绝后，无出其

右。《姑妄言》全书近九十万言，几乎回回写性，是作者笔力重

点关注的所在。性描写文字占全书的十分之六七，仅从性描写

的篇幅来看，这就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比例了。陈庆浩先生在

《姑妄言》出版说明中认为：“古代色情小说中之种种套数，种种

工具，均出现在此小说中。”作为一笔文化遗产，明清艳情小说

对于研究中国性文化提供了标本。作为性文学长篇，《姑妄言》

几乎涉及到性和两性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其中很多内容在今

天看来也是颇具科学性的，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性史的重要参考

资料。作者的描写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性已有较朴素而正确的

认识，性科学在当时已较发达。

本文以《姑妄言》为例，从性科学的角度就其性描写内容进

行梳理，进而对明清艳情小说作一审视。

!

　性药具

明清艳情小说中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对性药和性工具的

描写，《姑妄言》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都疯狂地追逐情欲，甚

至以性的满足为活着的目的。在没有男人或男人无法满足自

己的欲望时，便使用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性工具来求得性的满

足。在男人方面，使用性药具是为了维持在女性面前的尊严和

权威并征服女性，成就自己的性英雄梦。这样，他们也用各种

性药来壮大自己的“本事”，妄想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战胜女

性，让女性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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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性药

性药即“春药”，又称为性媚药，“古时用以诱使异性迅速性

就范或提高男女性欲的药物，多为无科学依据的欺世之术，但

流传久远，内中也确有有助于性事者，且多见于药典、传志

中。”［２］几乎每一部艳情小说都有春药的描写。历史上的春药

非常多，古今中外都有，性药的盛行是性科学发展的一个表征。

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性药在中国古代的使用也是由来已久。起

初它与道家的炼丹和房中术有密切关系，主要作用在于强身健

体，延年益寿，此后逐渐演变为增强性能力和增加性愉悦。《姑

妄言》中对春药的名称、形态、售卖情况、获取渠道、使用对象、

使用方法、药性、作用都有较详细的描绘。除了药物本身所具

有的激发性欲、提高性能力的生理作用外，更重要的是起着一

种心理作用，即性能力较弱的男性战胜性欲旺盛的女性以获得

尊严和单方面的满足，从而证明自己的强大。春药的使用充满

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根本谈不上两性生活的美好。这样的

使用心理让春药的功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

春药成为制服悍妒之妇的“灵丹”。第二卷中荡妇昌氏和

有异常大阳物的竹思宽进行交媾，昌氏嫌其性交时间太短，为

满足自己的淫欲，便主动给竹思宽春药并说明用法及解除药力

的方法：“昌氏在一个匣中取出一个小瓶，倒出两丸药来，递与

竹思宽，道：‘当日是个人送我的，屡试屡验，只剩得两丸。你晚

上用烧酒服一丸，那一丸也用烧酒研开，擦在阳物上。我同你

夜间做一个整工夫，试试我的本事。’”昌氏经历过竹思宽用药

后超强的性能力带来的满足，便“更感爱他不得”。［３］第七卷中

贪淫好色的牛质叫丫头“到书房中去取健阳固本丹。”十一卷写

宦萼买春药：“到花铺廊内买了几粒揭被香，又买了数丸金枪不

倒紫金丹回来。到晚间，先用烧酒将春药服下，然后夫妻二人

同上床睡下。”侯氏得到了性的满足，转变了对宦萼及丫头的态

度，“那宦萼在傍看着，喜欢得笑得眼都没缝。暗想道：好妙计，

好春方，把一位妒奶奶不但治得服贴贴，又还得了一个美婢，真

是快乐。”十五卷也写贾文物为改变妻子富氏的悍妒性格，向云

游道人求壮阳药方，道士“就取过药囊，拿出个葫芦，倒出两粒

大丸药来。又将一个葫芦倒出有绿豆大的七八丸来，包好，附

耳传了许多的妙诀。”服药使贾文物的阳具增大，“心中比当日

中举中进士还加倍快活”。评者认为“举人进士乃身外之荣。

此物粗大，不但是身内之荣，且可免许多凌虐，其快活岂止加倍

而已哉。”以壮大的阳具和女用春药将富氏治服，此后再不复生

妒念。“那富氏精神抖擞，眉开眼笑，把素常那一副恶狠狠的面

孔，竟不知往何处去了。”

理论上讲，男女两性都有使用春药的平等权利，但在实际

的两性生活中，春药的主动使用者主要是男性，而女性囿于传

统观念和男尊女卑的弱势地位，一般是被动使用。十九卷写不

守本分的翟道士为奸淫甄氏而将药偷偷放在茶酒中，使其失去

反抗能力而就范。还有几处写到男性在女性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其使用春药，以达到一方或双方满足的目的，限于篇幅，不一

一举例。

春药使用过量而导致死亡。凡事过犹不及，何况药性猛烈

的春药。一旦超量使用，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这种情况在老

夫少妻的婚姻中较易出现。十八卷写年迈的吴友无法满足少

艾的崔命儿：“吴友原是要他们生子，取乐还在次之，如今把一

个生子之具都没有了，不能下种，如何望得收成。只得去弄些

春药来助力，虽不能坚举，又微有些硬意。”因用药过量而亡：

“崔命儿见颇有应验，日里不劝他强饭加餐，到晚来便劝他春药

多用些下肚，或多搽些在阳物上。那老儿也只得惟命是从。他

一个血枯精败的时候，可禁得这大热助火的东西常常不离。不

上年余，儿子还不见一些影响，早把个老子弄作别人家的儿子

去了。”性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老年人的房事要有节

制，违背这一科学规律就会付出代价。老年人使用春药没有

错，错在未正确使用。

此外，作品中出现的其他一些与性健康有关的酒和药也可

视为变种的春药。第五卷提到宦萼喝有壮阳功效的“驴精粉调

的补肾酒”来提高性能力；第十九卷写单于学因纵欲而早泄，于

是请翟道士医治：“翟道士开了一个药单，叫打了药来炮制药

丸。无非是参苓、桂附、肉苁蓉、淫羊藿、虎胫、鹿茸之类。”研究

证明，这些都是有壮阳功效的药，而且现今依然在使用。

总之，《姑妄言》中出现的春药，名目繁多，用法各异，目的

有别，作用基本一致，由此可对当时春药的流行状况窥知一二。

今天所出现和使用的伟哥及类似药物，应该说是古代春药的延

续，虽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制作方法和形态，但

都是旨在增强性能力和性愉悦，促进夫妻生活的和谐。

１．２　性具

与春药的使用一样，性工具在古今的性活动中也被广泛使

用。许多明清艳情小说中都有对各种性工具的描写，而且互不

相同。《姑妄言》中出现最多的性工具名为角先生，此外还有搬

不倒儿、缅铃、白绫带子等。与其他艳情小说不同的是，《姑妄

言》中还描写了已婚和未婚女性为满足性欲而自制的各种性工

具，对这些性工具的流行情况、制作材料、用途、用法也都作了

介绍。

搬不倒儿。第一卷写道士游赏虎丘的寺院，“那寺门外两

边俱是铺面，卖泥人物并搬不倒儿，精细甲于天下。”这说明当

时此类性工具在社会上很盛行，在公开买卖，没有禁忌。第十

卷写多银买了一个搬不倒儿，“走进房中，脱了裤子，揸着腿，拿

那圆泥底子往里塞。塞了一会，弄不进去。他着了些唾沫，将

牝户润了，擦些在泥底子上，用指头又将阴户掮得开开的，往里

狠狠的一下，也就塞进去了。他捏着那人头来回抽送”。

角先生。第十二卷惧内的甘寿为讨好老婆买角先生，熊氏

因性不得满足而对甘寿凶悍施虐。“因有了此物，熊氏此后待

甘寿大不相同，心疼他了不得。甘寿暗暗念佛，又买了三四个

来送他备用。还拿了一个供在祖先龛内，朔望烧香叩拜。谢他

之力，免了多少打骂。”第十三卷童自大要买角先生给妻子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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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乐，家人指出了售卖地点并介绍了角先生的行情。第十六卷

铁氏“闲了就拿角先生解闷，真是心广体胖。”

缅铃。十一卷中写（宦萼的舅子）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

了姑老爷（宦萼）两个缅铃。“一个有黄豆大，是用手攥着的。

一个有榛子大，有鼻如钮，是妇人炉中用的。”缅铃在《金瓶梅》、

《绣榻野史》等多部小说中出现过，可见是当时使用很普遍的一

种性工具。与缅铃使用同样频繁的性工具是角先生。

女性自制性工具。遭受性压抑、性饥渴且没有能力或条件

购买性工具的女性，就想办法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性工具。第

八卷写宝姑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性满足，丫头待月便做了一根蜡

棍送与她做替代品。第十一卷写蹇氏性极好淫，马士英不但孽

具鄙猥，且本事甚是不济，她便以一种黄萝卜“留为夜间取乐

之具。”

由上述可知，《姑妄言》中描写了花样繁多的性药和性具，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性科学的发展水平。

性药的使用者主要是男性，使用目的在于增强性能力，在肉体

和精神上战胜制服女性，维持自己的性英雄形象，而不是为了

女性的满足，也没有顾及到女性的感受。性具的使用者主要是

女性，她们因种种缘由而得不到性的满足，或是丈夫长期在外，

或是少妻配老夫，或是丈夫性能力低下。这种性的压抑和不满

足使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忍受着双重煎熬，以致抑郁生病和对

人凶悍。《姑妄言》的作者捕捉到了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对她

们为满足正常人欲而进行的努力包括自制淫具给与了充分的

理解和同情。角先生被男性称为能让女性温顺的“降魔杵”，正

如作者所言：欲消妒妇淫和悍，须请先生大又长。同时，展示了

一个科学真理：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本能需要，如果得不到满

足，便会导致各种不和谐。

"

　春宫图

据《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的介绍，春宫图属于性社会科学

中的性文艺，又被称为“春宫画”，即“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

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

春宵宫帏之事，所以称为春宫。”［４］“除了用来展示性知识、性技

巧外，春宫图常被用来作为煽情手段。”［２］明清艳情小说中的相

关记载可以为春宫图的研究提供佐证，因而有着重要的史料价

值。明清多部艳情小说中都出现了有关春宫图的描述，如《闹

花丛》、《昭阳趣史》、《肉蒲团》等，但相对而言都显得简略。

《姑妄言》中多处地方提到春宫图，并对其形态、内容、使用、作

用等有较详细的描述，从中可见当时性文化的一端。

第十一卷写宦萼看见童自大书房里有春宫图，回家后要与

老婆侯氏依样实践：“他书房里放着个册页，我揭开看看，原来

都是男女干事的。我记了几个样子，来同你做做看可有趣，你

要依我摆布才好。”接着详细记述了二人用倒入翎花、隔山取

火、倒浇蜡烛等姿势进行性交，对每种姿势及其感受都进行了

详细说明。第十三卷写铁氏在童自大的书房里初见春宫图，对

其形态及看后的心理感受及反应也有一段描写：“铁氏见上面

花花绿绿，画得好看有趣，……数了一数，二十四幅。看他欲火

升腾，口干面赤……本要等童自大来家，且依样做一出，散散火

气。”对童自大买来的春宫图非常高兴。将春宫放在桌上，二人

细细同看。”随后二人情动而照图性交，详细介绍了顺水推舟、

倒浇蜡烛、后庭花三种姿势。铁氏因春宫图而一改往日的凶悍

之气，评者在此处曰：“不意一本春宫，不但能使铁氏变化气质，

而且能陶养他性情。”同卷还写马氏为引动郏氏的春心与公公

阮大铖性交而以散闷为名让郏氏看春宫图并以言语挑逗：“将

阮大铖所蓄的春宫手卷册页拿出来他细细赏鉴”。第十四卷写

易于仁与妻妾淫乱时仿照春宫图：“他这后房内买了许多春宫

的画，贴得满墙都是。又买了许多角先生来，他要交媾时，袁氏

看为首众婢妾都脱光了，着一半妇人将假阳物根子上用带子缝

紧，系在腰间，那一半妇人并排仰卧着，指着壁上春宫，要做那

个势子。”第二十四卷写火氏在铁化的书架上看见一部书：“顺

手拿过一本，翻开一看，上面都是做这件风流事。”

第七卷还写到一种画在衣服上的特殊春宫图，为其他艳情

小说所未提。“（戏子胡旦）下穿一条大红绉纱单裤，白绸裤腰

画着许多人物。……红梅一看，原来画的都是春宫。”

可见，春宫图以其各种各样的性交姿势而具有直观性，虽

然其内容有夸张之处，如男性性器的描写，但它在男女性生活

中起着较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催情作用，同时还具有性教育的作

用和孤身女性进行娱乐消遣、释怀遣闷、缓解性压抑的功能。

对于观赏春宫图的人而言，其客观上还起着传播性知识的作

用。因此，将春宫图视为广义上的一种性工具也未为不可。

《姑妄言》对春宫图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性风俗和性观念，也是

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对今天的性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第一手材料。

#

　性观念

３．１　对性的正确认识

作者认为两性的交合是人的正常生理需要，不可缺少，但

要适度，不可纵欲。第六卷中将女性的生殖器比作药，以一段

形象化的文字说明了上述道理：“妇人阴物……性咸有微毒，少

服令人阳不亢，常服则多嗽，多服则体弱成虚怯症不治，家产者

良，
'

中产者虽比家产较美，然多毒，误服有毒者，生杨梅下疳

诸恶疮，野产者味极佳，有大毒，恐有杀身之祸。病人不宜服，

一切病后尤忌，服之必发，名曰色复。醉饱后服之，伤五脏，生

怪病，每服后忌一切冷物，恐成阴症，反凉水。这种物件，自古

及今以至万国九州，无人不把他当作家常茶饭。见了我这话，

大约没有一个不笑其迂者。但要明白内中的道理，自然有益而

无损。譬如人参，偶然服些，自有补益。若把他当作饭吃将起

来，可有不伤命者。岂是人参之过耳。乃服人参之过耳，此犹

是药饵。即如绝精的白米饭，喷香的细点心，以至珍馐海味，何

尝不美？一日或三次两次，每日八分饱，自然养人。若因其好

吃可口，无日无夜，时时刻刻往肚中强咽，定然要撑出病来。如

酒多了害酒，茶过了害茶，饮食尚还如此，何况妇人的这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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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世间事总不可过，同一理耳。”

３．２　女性性格与性满足的关系

第十五卷中作者对女子悍妒原因的分析也与现今的生理

心理知识相符合。性生活的不和谐会影响女性的性格，引起女

性的悍和妒，进而影响夫妻感情和家庭生活。男性作者和读者

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男性中心主义出发，大多将女性的泼悍和嫉

妒视为天性，并在文学作品中让男性惩罚和制服她们，让她们

变得温良恭俭让，符合男性的理想。《姑妄言》的作者则借书中

的道士之口，从性欲得不到满足这一方面分析了女子悍妒的原

因，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在艳情小说群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

也是《姑妄言》超越那些为性而性的艳情小说的高明之处。作

者的分析在今天来看也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妇人未有

悍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气

自然就渐渐消磨下去。居士试想，任你万分悍妒的妇人，他到

了那枕席上心满意足的时候，可还有丝毫悍妒之气否？皆因不

能饱其淫欲，使忿怒之气积而成悍。阴性多疑，以为男子之心

移爱于他人，故在他身上情薄，此心一起，悍而又至于妒。妇人

犯了淫妒二字，弃之为上。既不能弃，万不得已而思其次。古

云：‘治水当清其源’。只有把他的淫情遂了，他那悍妒就不知

其然而然自化为乌有矣。”

３．３　性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性是人类的本能和正常需要，正常、和谐的性生活是人类

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如果性得不到满足，便会引起一系列的

生理和心理疾病。《姑妄言》写了女性因男人不在家而性得不

到满足以致生病。第十卷“再说那几个妾中，惟独菊姐年小，偏

他更是骚浪。姚泽民在家时，也同他弄的次数多。姚泽民去

后，别人虽想，还强自排解，惟独他茶里饭里，睡中梦中，无一刻

释怀，眼泪不知流了多少，竟有个泪尽继血的光景。过了些时，

茶饭都减，恹恹成病。……他原是心想成病，古人说，心病还须

心药医，况他的病乃淫也，非情也，得了牛亲哥作伴，闷来就拿

他消遣，心开了，病也渐愈。”在得到自制的淫具自慰后才如初。

３．４　某些物质对正常性活动的影响

小说中写到酒精对性的影响。第一卷写接引庵的尼姑与

到听性交，到听因饮酒导致早泄而没能使尼姑得到满足，为此

抱愧：“到听爬上身，抽了三五下，早已告竣。原来到听自做主

人，过饮了几杯，不能自持，竟从门流涕。那姑子正然兴浓，见

他才挨着早已完事，急得叫道：‘你挣着命再动动是呢。’到听再

要抽时，阳物已稀软缩了出来。姑子十分情急，将他项上咬了

几口，身上拧了几下。到听也甚觉没趣，起来同他收拾了家伙，

含愧而去。”将到听和姑子在性活动中的生理心理反应都逼真

地刻画了出来。现代的性药学证明饮酒与性功能有着直接的

关系，酒精对性功能有抑制作用，可导致阳痿、早泄等，从而影

响正常的性生活，使女性得不到性的满足。

上述观念在今天看来也是科学、正确的，值得仔细总结

探讨。

$

　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多与不洁性生活或纵欲有关，对男女两性的性

健康都是一种威胁。《姑妄言》中展现了性病的名称、成因及

后果。

梅毒。第八卷写魏忠贤的父亲魏卯儿“十多岁时因后庭主

顾太多，得了杨梅疮。他正在当时的时候，怎容他发了出来，一

阵轻粉顶药顶了回去。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又被边氏淘虚，

旧疮发将起来，成了翻花杨梅。医治不效，先将鼻子阳物蚀去，

后渐渐遍身腐烂而亡。”“杨梅疮”就是性病梅毒，因男性肛交而

起。梅毒的危害可谓触目惊心。第十卷写叫花子褚盈也得了

杨梅疮：“当日也是好人家儿女，好在花柳丛中着脚，不但把一

分家私花尽了，还落了一身杨梅疮。后弄得一贫如洗，只得到

这卑田院中来享福。”第十卷提到的杨梅豆也属梅毒。

下疳。下疳也属性传播疾病，第二卷写自幼好嫖的人屠户

娶妓女为妻后得了下疳，“竟将阳物蚀去”。此病发于男女外生

殖器，因接触或与患病之人性交而传染。

性传播疾病在今天依然未绝迹，危害巨大，其防治是一项

迫切而重要的工作。

综上所述，《姑妄言》中有大量性描写内容符合性科学，有一定

认识意义，对于了解当时中国性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社会上的性

风俗等有积极意义，有些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如男女两性的和

谐，性和谐是很重要的因素；正常的性生活是人所必须，但不可纵

欲；性不满足的危害及如何获取性满足；要重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

性教育等，都说明这些小说具有性学方面的研究和参考价值。但另

一方面，也要看到作品中违背科学的内容，以免误导当今的读者，接

受到错误的性观念和性知识，如男性像机器一样超强的性能力，超

长的性器，女性超出常规的性饥渴，两性间的采战，甚至奸尸、兽交

等内容，则需要明辨是非，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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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哺错情
杨民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门诊，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一）
“喂，您好，是心理咨询热线吗？”

我将话筒贴近耳边，一个男声低沉地传了过来。

“是的，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那头却是沉默。少倾，一声长长的叹息夹杂着沉重的呼吸

涌向了我，隔着话筒，我好象看见一个满腹心事的男人，紧锁双

眉，神情焦急落寞却无奈。

我老练地打破尴尬：“请问怎么称呼您？”

“哦，我叫林楠，叫我小林好了”．接下来我尽量地放松声
带，柔和地问了他的年龄、职业等等。

“那么小林，你可以告诉我在哪儿碰到为难的事儿吗？”

听到我单刀直入的询问，对方似乎怔住了，迟疑了一会儿，

才嗫嚅道“您，您这儿什么都可以咨询吗？”

凭经验，这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心结。

我轻笑一声，简短回答：“当然”。

林楠似乎被我的轻松感染，紧跟着问道：“那我……我和

……和……我妈的事……都可以问吗？”

我的脑子开始飞快地运转，从咨询技术上来讲，咨客由流

畅地叙述变为艰难，往往提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抓住断断续续

的只言片语，小林与他母亲之间是有点事儿，但在哪方面呐？

代沟？非血缘引发关系紧张？或延伸到婆媳问题？

想着怎样把问题引出，我开口道：“你母亲挺好吧———跟你

的关系？”

“好？哦，很好……太好了……”最后一句，声音低得几乎

听不见。

“医生啊，母子关系好，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刚才我询问时

故意把顺序颠倒，这下有了反应，林楠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我

一激灵，打蛇随棍上：“那也得看怎么个好法。”

“我很爱我母亲，我跟她……好……好得……哎，医生，您

可以想象到什么程度呢？”

恋母情结？母子同居一床？为母亲抛弃妻儿？莫非，莫

非．．．林林总总模糊不清的概念一闪而过，我小心翼翼轻声问：
“莫非你与母亲发生了……”

“对！我与我妈发生性关系已经整整９年！我到了该恋爱
的年龄，可我对任何女孩都没有信心！当然，允许继续与我妈

保持性关系的女人除外！您说，我算不算正常？”几乎连珠炮一

般，林楠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晦涩嘶哑，不难想象，积淀了９年的

沉疴是怎样如危卵般厚重地堆积于心！

一声近乎于低吼的长叹自林楠的胸臆间泻出，我静默着，

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长久。

（二）

林楠的童年与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充满烂漫童真，记忆中

父慈母爱，家庭虽不富有，却舒适温暖。一切似乎都定格在那

个阳光充足的初秋，林楠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

倒，从此，他失去了父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年仅５岁的林楠又
回到父母生育他的大床，与母亲亲密相依地度过了童年、少年

直至２３岁的今天。
“记得我小时候不知多少个夜晚被妈妈的哭泣弄醒，她苦

哇！”一周后，应邀来到诊室的林楠，端正地坐在我的对面，两眼

定定地看着墙壁，幽幽地说。是啊，有丈夫的女人，可以堂而皇

之地把家庭内外杂七杂八、想做做不来或又不愿做的事情一应

交给丈夫去打理，可是母亲呢？

只有母子两人的家一下子变得空荡起来，林母时年２８岁，
身材相貌属于上乘，在一家大商场做会计。丈夫去世的头两

年，由于事发太突然且无法接受，她无意再寻佳偶，随着时间的

推移，林母觉得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寂寞难耐，萌发了再嫁念

头，于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人走进了这个家。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无论丈夫如何重要和优秀，有时候的

确很难和自己的孩子相提并论，又何况是半路夫妻？”

我这才仔细地打量林楠，身材高大健壮，指甲修剪得很整

齐，白皙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浅玳瑁色宽边眼镜，整洁的服饰，优

雅的举止，无不处处透露出受惠于人的痕迹。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母子，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地令人匪夷

所思？

我微笑地朝林楠抬抬下巴：“你说你一直都是与母亲睡在

一起？”

他有点窘，抬眼看看我，又迅速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觉得自己很不合情理是吧？否则你也不会来找我。”

看来我的自问自答并没有惊扰他，林楠凝视着自己的手指

甲，嘴唇微微翕动，只是脸上泛起的些许酡红，悄然向我透露了

内心的挣扎。

我等待着，经验告诉我，在咨询关系还没真正建立起来的

时候，静默也许就是开启心灵最好的钥匙。

终于，缓缓地，我的眼前出现一幅幅变换莫测的画卷，随着

林楠时而流畅时而晦暗生涩的诉说，我的思路被带到了九年前。

（三）

从电话里“见”到林母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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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安排电话就诊，是为避免场面尴尬。母子俩共同面

对的是一个敏感话题，虽然在家中随时可以过度亲密，但由于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因为自卑而变得疑神疑鬼，难以

平静安宁，这是这类病人的特征，所以我不准备面晤林母。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打这个电话的。”

那头，林母的声音软软地飘过来，全然没有儿子那份焦虑

不安。

“那您儿子好象对这个事情有点……”

我咽下了后半句，虽然看不见她，但我知道守寡近二十年

的母亲在儿子心中的分量。

“你知道了我儿子在妈和媳妇之间犯难了，是不？”，一丝似

乎从牙缝里渗透出来的冷笑令我不由得在心里“咯噔”一下。

其时，林楠已经有了一个走得很近的女朋友，叫阿雯，人生

得美丽，又大方得体，林母对此是明明白白，可是她不喜欢那女

孩儿的一颦一笑，直搅得她除了心烦以外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和恐慌。尽管跟儿子无数次讨论过婚姻大事，当这一天终于来

了的时候，林母却变得不可名状起来。

可是，林楠的婚姻终究是他这一辈子应该树立的一块里程

碑吧！

“我说过我不愿意跟任何人提这个事，既然我儿子已经跟

你说了，我们又不会见面，那说说倒也无妨。”

“我寡居这些年，儿子简直就是我的命根子啊，从小到大，

我对他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总怕有个闪失

……”

我轻声打断她：“这些你儿子都给我介绍过，现在的问题是

儿子的婚姻你怎么看待？”

林母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很快回答道：“该结婚就结呗！”

“可是你儿子好象很犹豫，说要考虑你的情绪。”

那头没了声响，突然“喀嚓”一声，电话挂断了。

这是我在整个咨询过程中跟林母唯一的一次接触。

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即使在家庭中发生了

“乱伦”事件，做母亲的基本上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只有默默独

自吞饮自酿的苦酒，现在这杯苦酒也没办法独自饮了，因为儿

子已经开始品尝！

林楠下班回到家，打开门，便看见母亲蜷缩在沙发上。

暮秋时分，寒风乍起，卷扫零星知秋的枯叶，晚霞一点点消

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楠在母亲面前蹲下，小心地察看她

的脸色。

“我说过这是我们母子俩的秘密，不要对外人谈起的。”

母亲目光如炬，直灼得林楠心虚。“可是阿雯她……”

林楠躲闪着母亲的眼睛，一边是深爱的女友，另一边却是

骨肉相连又同床共枕的母亲，舍尔其谁？

作为林家惟一的孩子，实在地，林母也希望儿子娶妻生育

繁衍子嗣，而连日来母子之间渐现端倪，让林楠感到与母亲共

守的固若金汤的防线，被生扯着轻轻开启了一条缝，这使母子

俩都陷入不安中。

“我也没想去医生那儿讨个主意，只不过心烦，找人发泄一

下罢了。”林楠辩白道。

“那你干吗非要我去找医生呢？明明知道这对我们是没

用的。”

林母轻轻叹口气，伸手把儿子的的头揽在胸前，一阵熟悉

的心跳立即传入林楠的心里，一下，一下，撞击着年轻的心扉，

那是一种怎样的天籁之音！

林楠把脸埋在母亲丰满的乳胸前，闭上眼睛，迷恋而沉醉。

婴孩时吸吮着她的乳汁，愉快而满足；童年失去父亲与她

相依相偎，数不清的夜晚在她的怀中安睡；拥抱着彼此仿佛就

是拥抱整个世界的日子，难道真的随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进入不

复存在了吗？

（四）

我约林楠再诊，可他爽约了。

这天，我在诊室整理手边的杂事，林楠却不期而至。

与上次相比，林楠显得疲惫而憔悴，一坐下便用手指不停

地扣击着桌子。

我问：“考虑得怎么样啊？”

他无奈苦笑：“不怎么样。”

家庭成员之间发生乱伦后，求助者求助的很大原因是想倾

诉一下，从而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事实上，他们往往抱着

“做一次与一百次是一样的”想法，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真的痛

下决心希望停止这种行为的人极少。如果不是面临抉择而左

右为难，林楠与母亲倒也相安无事。

“医生，您说我到底怎么办？”

林楠的身体隔着办公桌向我倾斜过来。

我预感到，也许林楠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中断与母亲不正常的关系，与阿雯结婚！”

我的口气不容置疑，虽然导师们一再强调，心理医生不做

法官，不是妇联工会委员，“咨询”一词即共同商讨面临的困惑

的意思，咨客通过与医生的探讨，找出最适合解决问题的方式，

使各色人等轻装上阵，“卸压”才是目的，这个过程是不允许向

来访者“支招”或替他们作决定的。可在林家母子畸形的伦理

中，尤其对林楠，与其煎熬于汤锅釜底，还不如“及时退步抽身

早”，作个无念想的了断！

“那我妈怎么办？”林楠颓然缩回身子，靠在椅背上：“即使

结了婚，也要跟她住，如果……被阿雯发现了，那可怎么收拾？”

我知道林楠说的“如果”一词的含义，每周保证一次与母亲

的性生活，是作为儿子结婚交换的筹码，林楠却认为这个条件

合情合理，只是天底下没有绝对的秘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一旦被发现，又有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与母亲偷情苟合？

“你从来不认为与母亲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与前两次同林楠接触了解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同，这次我准

备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乱伦行为做一次从生理到心理的淋漓尽

致的分析，我对自己似乎充满信心。

“十三、四岁的男孩对自己的妈妈是没有任何界限概念的，

何况又天天在一块儿睡，哦，您是说跟母亲的第一次？”林楠有

点惊讶，脸上一派天真。

“对，但是在此前一两年，你有没有对母亲的身体感兴趣，

比如觉得她的身体怎么会与男人不同，有抚摸她的行为吗？”

“一直跟着她睡，抚摸她的身体嘛。”林楠沉吟了一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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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侯只是感觉安全温暖，到了十三、四岁，觉得有点不一样了。”

追溯起来，与其它乱伦的家庭别无二致，由于父亲早逝，母

子之间就相互成为生活中唯一最亲近的人，同床而眠，同房而

浴，母亲从不介意在儿子面前裸露身体，双方感情亲密无间，直

到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留意异性的身体，母亲成熟丰满的胴

体，就成了他好奇和渴望的对象。

“那你母亲也没拒绝你这半大小子的抚摸？好象……不可

接受吧！毕竟男女有别嘛。”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观念表露

出来。

林楠有些迷茫地看着我：“我第一次偷窥母亲的私处她也

没有责怪我，只是推开我的手，然后又自顾自睡觉了。”

“然后呢？你母亲没有跟你说‘这不好’或是警告你下次不

许胡来？总要讲点诸如此类的道理给你听，起码，给你点颜色

看看吧？”我觉得林母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做娘的怎可以让儿

子恣意妄为？

林楠摇摇头，他认为母亲向来正确，发自心底的情感使他

想不起也不忍心去指责母亲什么。岂不知，正是林母对儿子今

后正常的性心理发育毫无意识，因而亲密无间不加防范，使双

方的心理生理逐渐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以至于等到意识苏

醒，一切都成了定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是林家母子真实

的写照。

我说：“我们的性观念中，不同辈分或同辈的家庭成员之间

的性关系是被禁止的，一是伦理道德方面至高无上的约束；二

是在生理遗传方面的禁忌；三是对当事人心理上的严重伤害。”

我对着林楠侃侃而谈，在初次与林楠的交流中，我也隐隐表达

了摈弃这个为一切社会所不容的行为，是基于社会强烈地谴责

排斥。

“它的消减，应该是社会的进步吧，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明显

的标志就是性的文明，即使一些动物也很少发生乱伦现象，你

同意吗？”我循循诱导林楠。

“我……基本不同意。”

林楠两眼望着天花板，“人为地把性道德化，呃，当然违反

他人意志强奸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不存在强迫对方，彼此深深

相爱，比那些虚情假意的人要好得多啦。”

许多乱伦行为的同伴之间都表现出相当的爱恋、理解、幸

福和心理平衡，这不难理解。母子、父女、兄妹等从原来单一的

血缘角色变幻为恋人，于是交织在一起的快乐感和罪责感使他

们陷于更难自拔的境地。所以说乱伦是一种在温情和爱恋掩

盖之下的暴力侵害行为。

但林楠绝不会认同母亲是“暴力侵害行为”。

“男孩子十四、五岁对异性好奇，最亲近的也是最有可能得

到的恐怕就是母亲了，医生，这个您应该知道的，还有她非常非

常爱我，如果有什么痛苦，那也是我造成的。”

“问题是，你母亲她……痛苦吗？”我停顿一下“换句话说，

她的痛苦比你多吗？”

“呃……这个……我想想，”林楠用手撑住额头，眉头皱成

了“川”字。

我看着林楠，心里却想着他的母亲。

一个成年女人，不可能对儿子的欲望一无所知，何况社会

道德伦理纲常犹如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她似乎已经感受到这

张网正兜头罩脸向自己撒来而身陷其中动弹不得的窒息；内心

彷徨拒绝，却敌不过年少儿子那汹涌澎湃充满雄性的求偶行

为，自己久违的性本能和亲生儿子的性萌动，共同投向一泓几

近平静的心灵池塘，泛起的涟漪却冲击震荡着母子不安的灵魂

整整九年。这罪孽是自己不当处理的后果，母亲的心何尝不倍

受煎熬！

林楠，你说你能理解母亲，理解包容她的一切，不是么？

你对我说：母亲青春韶华，你侬我侬，爱恋的音符却嘎然终

止，从此家中一应事务大到生计，小到油盐柴米，哪样不是做娘

的亲力亲为？撇开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母子情深不说，光就

每日的一箪一饮，一针一线，沉甸甸的母爱已积聚了足够的分

量，更那堪孤灯守残夜，独雁苦徘徊的凄凉？为娘的苦，谁人相

知？谁人与共？

可是我说，林楠，你可曾想过，如果你的亲生母亲在你青春

勃发、血脉贲张的关键时刻清楚地认识到，那个觊觎她隐私的、

带着初次萌动千方百计接近她肉体的，除了是她的儿子，还更

是一个男人；如果你的母亲即使被不谙世事的少年儿子唤起了

性本能，她做的只能是及时拒绝和谆谆教育，那么你便不会在

漫长人生路的起跑线上茫然四顾彷徨不安；即便是双方无法把

持，一次各取所需也足以震撼母亲的羞耻，何为满足洪水般泛

滥的情欲，便推儿子于万劫不复之中！

如果，如果……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林家母子的日子可能

简单重复，但决不会这般压抑郁闷，无以释怀！

“母亲是百分之一百的责任缔造者”———我想起描写乱伦

心理问题的一句话。

（五）

“母亲的心情你了解吗？”，我回过神来，再次问沉思中的

林楠。

点头，又摇头，他似乎把握不准该说什么，又似乎说什么都

没用。

听林楠提起过，母亲在与林楠的性爱中多次喃喃自语，尤

其激情难抑时，喊着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他，就是前面提到

的各方面条件不错的那个男人，也是母亲继父亲死后唯一亲密

接触的男人。

“你母亲似乎对那个差点成为你继父的人挺依恋的是吗？”

我问。

林楠犹豫地点点头表示认可。

“你认为她会不会把你想象成他了？”我继续问。

“大概……有这个可能。”他机械地回答。

“那么，她性幻想的对象应该是他而不是你。对吧？”如果

同意，据此类推，林楠可能会感觉自己不过是个替代，心理障碍

也许会有所减轻。

可令人失望的是他否认了我的盘诘。

他说依稀记得那个人在他刚上小学时来的家，将近小学毕

业就渐渐没了踪影，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爱情也许就在那个时

候灰飞烟灭，原因好象与他有关，因为林楠听母亲说过他们在

“赡养、教育儿子的问题上有分歧”，“不是亲生的，要求毕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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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家雀被打团团转，野鸡打得漫天飞’”，百姓讲得有道理

啊，母亲有时跟儿子感慨。

他说母亲对那个人在分手后的头几年，从心理到生理上也

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挂，儿子可能是母亲填补这个空白的替

代，渐渐地，情形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对这个问题我饶有兴趣，男人向来崇尚性

爱，有性才有爱，林楠也不能免俗，只是这种爱掺合的成分比较

复杂，旁人如盲人摸象，无法以偏概全。

“我知道你们的感情。”我注视着林楠，想让他接受我的同

情、关爱、赞成、包容和理解。

“那您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林楠似乎想考

考我。

在此之前，林楠趁到外地出差，也去找过一家咨询机构，可

惜咨询者好象更偏向于社会道德的评判标准，让他心里有点

不快。

“我认为你与母亲的感情比一般母子更牢固，更紧密，甚至

于容不下别人来分享，是吗？因为除了彼此对肉体的沉迷和刺

激之外，你们还是母子，同时，又是恋人……你不介意我这么给

你定义吧？”

林楠露出一丝笑容，“您分析的没错，还有，医生，我再想补

充一点，我跟母亲是……”他歪了一下脑袋，“您可能会想到一

个词……您说说。”

“同犯。”我几乎脱口而出。

当然，这个“犯”与犯罪无关，至少在我国如此。法律没有

界定家庭成员之间的性乱伦（除强奸外）被处以刑法，这个“犯”

仅囿于“犯规”，我情愿这么理解。

“我当然清楚你们俩长期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啦。”我

笑笑。

林楠原来显得轻松的表情又凝重起来：“您说的三点，一是

伦理道德至高无上的约束我和母亲都理解，社会不能相容，违

反人类自然发展规律嘛，所以我们很隐蔽，当然也不会造成彼

此的伤害；这二嘛，我们又不生孩子，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生

理遗传疾病……

“等等”，我轻声打断林楠，“记得你说过你让母亲三次受

孕，却不得不人流，你想过这个胎儿与你和你母亲是什么关系？

或者，这个胎儿你们母子该怎么称呼？当时，你又是什么心

情呢？”

他脸上不由地抽搐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嘀咕道：“不

就是一个胚胎嘛，我没想那么多。”“那母亲的心情你知道吗？”

林楠回我一个奇怪的表情：“我怎么知道？哎，医生，别说这个

了，你刚才说的第三点是造成当事人严重的心理伤害……有这

么严重吗？”

“不严重你来是为了什么？仅仅是发泄一下？”

……

林楠垂下了头。可能是无法对母亲和未来妻子合理分配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厚重的情爱性爱，如死结般缠绕着

林楠年轻的心吧，趁热打铁。我接着又分析道：“本来把胧朦的

性冲动指向母亲，就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也是现代人的悲剧，

还有，长期与母亲保持畸形的爱恋，从生理心理都紧密相连，不

知不觉地，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林楠抬起头，从眼神中我明白他的会意。

我紧跟着说“你们有一个心理联盟，是对社会伦理道德共

同抵抗的，是吧？”

林楠轻舒了一口气，点点头。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趋向合理，我相信你们也会找很多理

由来说服自己的，比如你刚才解释的一、二、三点，其实再多的

理由能说服自己，却知道无法说服别人，很自然的，封闭与外界

的接触，尽量缩小活动范围，使自己生活在比较狭小的空间，这

样就可以避免旁人的猜疑和歧视，但是长期以往谨小慎微，心

岂能不累？再有，天伦之乐似乎也被你自己放弃———因为你对

结婚心存疑惧，实在的，你无法把握自己的感情天平……。”

“那您说，有没有很大度的女人，万一……知道了，还能像

没事一样与我和母亲和平共处？”

林楠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抢过我准备一口气说完的话，我

轻扬双眼看着他，心想怎么回答。

“哦，好象不太可能吧？”林楠求询似地看我，表情复杂，希

望、期翼、哀怨、无奈，莫衷一是。

“你现在应该明白什么叫‘心理伤害’了吧？‘常态’与‘非

常’都弄不懂，唉……。”我和林楠开起了玩笑。

他也轻笑起来。

我说：“对母亲的依恋不论掺合什么因素，更多的还是孩子

对母亲的依赖，你的心理还是比较幼稚的，不懂得用成人思维

来考虑处理问题，你都是大人啦！”

“大人？……哎，医生，您可别说，我倒是经常想，人永远不

长大就好了，省得烦恼。”

我最近在写一篇论文，分析性心理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

心理控制程度，我发现纵观性心理障碍患者，他的人际关系、焦

虑抑郁等因子分较高，象林楠这样，虚幻纯真、拒绝成长似乎成

了必然。

“不过医生，我想我可能很难做到完全与母亲分开，相依为

命这么多年，没有我给她的爱，她很可能会受不了。”林楠收敛

了笑容，摇摇头，艰难地说。

“爱的回报形式不只一种嘛！”

“我可以给她的……”林楠犹豫了一下：“好象这样最

好吧。”

“弱水三千，你何必独取一瓢饮？再说了，你觉得这样下去

就没有痛苦矛盾，安之若素？”

“她是我的母亲，母爱恩重如山啊！我不能伤她的心，是

不是？”

“其实你母亲也未必会一定要你这么做吧”，看着林楠越来

越坚定的脸，我有点无可奈何：“你的婚姻，你的天伦之乐，你的

阳光灿烂的生活，你的友情，你的朋友，你都有权利享受的。”说

到这，我简直有些忍耐不住：“为这种，畸形的，情感，你们母子

付出的，是不是，太多了？”

尽管我小心翼翼地选挑字眼，林楠的脸还是变得有些苍白。

我知道，这种拉锯式的“认知疗法”再持续下去，也不一定

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毕竟一路走来，九年的时间显得长了些。

林楠站起身，有礼貌地点头向我告辞：“我再想想，请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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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电话。”

（六）

天凉如水，皓月当空，又是一年仲秋夜。

我独自漫无目的地沿江彳亍而行，江堤垂柳依依，岸边灯

火闪烁，如此好景致却撩拨不起我如诗的情怀。

今天一早，我的手机响起，是林楠发来的短信：“母爱深厚，

无以回报；您知道吧，羊羔跪哺，是感念母亲的艰难和恩德，医

生，我还是做一只哪怕迷失方向的小羔羊吧，再说，阿雯肯定不

会原谅我的———如果她知道的话。”

一时间，我竟生出些迷惘。

为什么要林楠从“非常”走向“正常”？他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不也挺好吗？

他们母子的情爱肉欲，基于心灵最无私最原始的结合，正

如林楠所说“比那些虚情假意的人好得多。”

可是……

是林楠自己找上门来的呀，没有“病感”，没有“自知力”，就

不会产生就医的愿望和要求，而愿望和要求这个强烈的心理动

能，才驱使林楠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有缘相聚在茫茫人海。

他真的不仅仅是为了发泄而求得心灵暂时的平静。未来的，与

芸芸众生一般无二的爱情婚姻，曾经那么美好地盘桓于他的梦

中，然而，几经徘徊、求助、挣扎，却无力爬出孽情的苦海。

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颓然。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林楠，你真的认为这样的行为，这样

的生活模式是回报母爱的唯一方式了吗？你真的愿意你的青

春之花还未绽放，就凋零萎谢在你和母亲互相为对方驮负沉重

的孽债里了么？

也许说什么都难以改变你的“认知曲解”，只是林楠，我把

我听来的故事告诉你吧。

有那么一对夫妻，文革时期丈夫被迫害致死，剩下母子俩

相依为命，年幼的儿子与母亲共同度过了这一最艰难岁月，但

同时也发展为母子乱伦关系。为了维持母子间的关系，他甚至

不惜与妻子离婚，儿子也随妻子远走他乡。当自认为即使将来

要下地狱也绝不后悔的他，听到母亲临终的一句“我害怕去见

你父亲”后，从此神不守舍，哀伤非常。到最后他变卖家财，全

数捐给了一个敬老院，然后自我放逐到一个偏远乡村做教师，

希望能够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多么令人怜悯，为他感到悲哀的结局！

林楠，我发自心底地祈祷：不要看到这个结局在你们母子

身上重演！做一个健康阳光的儿子，一个摒弃畸形“恋母”情结

的男人吧，我虔诚地期盼一个正常的、新的家庭的诞生！

写到这，我不得不再提一下最近遇到的另一个病例。

李耕，男，４３岁，五年前与妻子因性格不合离婚，独自带着
女儿生活，并共居一床，平日对女儿十分娇宠，尽其所能满足孩

子的需求，父女感情甚笃。因李耕一时未找女友，高涨的性欲

常撩拨得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曾经动过找娼妓的念头，最终

因怕染病而放弃，去年夏天带女儿游泳后，因女儿诉外阴痒，李

耕帮着上药，“无意间，发现女儿开始发育了。”这一年，女儿刚

满１１岁。
“当时，头好象变大了，血一下子涌了上来，心底深处的处

女膜情结渐渐膨胀，似乎占据了整个身体和心灵。”

李耕在电话里头喘着粗气说。

我问他：“你说的处女膜……怎么回事？”

沉默了一会儿，李耕才不怎么情愿地答道：“我前妻不是处

女……医生，我怎么这么倒霉，这辈子就没让我碰上个处女？”

“所以你就拿自己闺女来……”

“没有没有，我还没到那一步，只是……只是跟她玩儿了

一会，”

这下轮到我脑袋变大了：“你把她怎么了？”我的声音听起

来有点不像自己的。

李耕吭坑哧哧了好一会，才向我谈了发生在他们父女俩身

上的事情。

李耕说，与妻子刚离婚的时候，女儿还小，觉得她没有母亲

照顾挺可怜，就让她跟自己睡，平日里替她洗澡，自己也裸体同

浴，从来也没想过要避讳女儿什么：“因为在北方已经习惯这

样，睡觉都不穿衣服。”李耕向我解释。

“那你与女儿在一块睡也裸体？”我问。

“那当然。”回答干脆。

那当然，往后的发展可以想象，父亲用温情麻痹了女儿，１１
岁的女儿每周一个晚上与父亲做性游戏，代价居然是要父亲答

应“不要找后妈”；而父亲除了对女儿全身心的爱以外，更有那

永不消退的“处女膜情结”！

我问李耕，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性心理生理启蒙教育，对女

儿今后的爱情婚姻以至于她对异性的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耕说，该结婚就结婚呗，到时候我会高兴她有个好归宿，

您放心，我会放手的。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那是你女儿，我冲着他来了一句。

李耕反倒叹气了，说这样做实在想扇自己嘴巴，但一到晚

上，挨着女儿刚发育的身体，忍不住的邪念便从心头窜起。

我说，你是父亲，你与她母亲共同缔造了她的生命，你不但

犯法，还犯了罪，强奸罪！她才１１岁呀！
李耕不乐意我说他强奸，他说，他跟女儿谈了很多“道理”，

比如：当着女儿手淫时跟她解释人是怎样形成的？晚上裸体睡

觉时抱着同样裸体的女儿对她说，你长大了，男女有别，今后尤

其是对别的男生不能这样；对女儿作出性侵犯的举动则告诉

她，做爸爸的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等等，等等。

如此这般的行为，李耕还说为女儿保留了处女身，自己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交：“膜还没破呢！”

难道性侵犯与否，真的仅仅在于那层“膜”？

只是可怜未成年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承受不能承受之

重，她的心灵已经被父亲蹂躏！

没过一个月，李耕又来电话来了，这次咨询的是“女孩子没

来月经会不会怀孕？”

写到这，我的笔渐渐沉重，谁是这丑陋的始作俑者？

愿天下的父母儿女不再背负沉重的枷锁，愿“性”这个最原

始的生理反应与自然、和谐，美好紧密结合，这才是善良的人们

所热烈追求的幸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