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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ＥＤ）患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并探讨ＤＥＤ与性激素水
平的关系。方法：根据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分别对９０例男性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评分，同时测定睾酮
（Ｔ）、雌二醇（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空腹血糖 （ＦＰＧ）、餐后２ｈ血糖（ＰＢＧ２ｈ）、糖化血红
蛋白（ＨｂＡ１ｃ）、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和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结果：与非ＥＤ
组相比，ＥＤ组存在年龄大、病程长，长期血糖控制欠佳、低睾酮水平的特点。年龄、病程和ＨｂＡ１ｃ是ＤＥＤ的
危险因素，Ｔ是ＤＥＤ的保护因素。结论：２型糖尿病有较高的ＤＥＤ患病率，睾酮水平降低是 ＤＥＤ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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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Ｄ）
是男性糖尿病患者比较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研究表

明［１，２］，糖尿病人群中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患病率高达３５％～
７０％，并随年龄和病程增长而明显增加；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
碍的发病率３倍于非糖尿病人群，且发生时间平均早１０年。目
前一般认为神经、血管、代谢、内分泌以及心理等多种因素对２
型糖尿病（Ｔ２ＤＭ）患者ＥＤ的发生有关。其中，神经、血管、代谢
及心理因素的作用，已得到大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证实而被公

认，而性激素对２型糖尿病患者 ＥＤ发生的作用尚存有争议。

本文通过对合并ＥＤ的２型糖尿病患者性激素的检测，探讨糖
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与性激素水平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男性２型
糖尿病患者９０例，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符合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制
订的糖尿病诊断标准［３］，年龄２６～８３（５４５０±１２１２）岁，病程
４８（１８～１０８）月。其中合并ＥＤ者５２例（ＥＤ组），无合并ＥＤ者
３８例（非ＥＤ组）。所有研究对象均已婚，有配偶，无肝、肾功能
不全，无严重心、脑血管病病史，无性腺、甲状腺、肾上腺功能异

常，无生殖器解剖畸形、手术、外伤疾病史，无大脑、脊髓病变，

无长期摄入可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服用史，１年来无性激
素或抗性激素类药物用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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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采用自填调查表的方法，对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的程度，根

据国际通用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
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４］进行评估。ＤＥＤ诊断标准［５，６］：既

往勃起功能正常，患糖尿病后勃起功能指数小于或等于２１分，
排除泌尿生殖道病变、脊髓等神经损伤、抗高血压等药物所致

ＥＤ。所有患者行身高、体重检查，计算 ＢＭＩ值。常规检测空腹
血糖及餐后２ｈ血糖、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血脂、性激素等。
血糖、血脂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糖化血红蛋白采用色

谱法测定；性激素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数据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用中位数（四分位数）
表示；两组间的比较，正态分布数据采用 ｔ检验，非正态分布数
据采用秩和检验；影响 ＤＥＤ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分析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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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本组ＤＥＤ的患病率为：５７７８％。

２１　ＥＤ组与非ＥＤ组间各项检测指标比较　
两组间年龄、病程、ＨｂＡ１ｃ、睾酮（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

余各项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ＤＥＤ危险因素分析

Ｓ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ＤＥＤ与 Ｔ（ｒ＝－０４２０，Ｐ＝０００）
呈负相关，与年龄（ｒ＝０２６９，Ｐ＝０１０）、病程（ｒ＝０２６２，Ｐ＝
０１３）、ＨｂＡ１ｃ（ｒ＝０２４４，Ｐ＝０２０）呈正相关，与其余观察指标

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以 ＤＥＤ为因变量，年龄、病程、
ＨｂＡ１ｃ、Ｔ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病程和
ＨｂＡ１ｃ是 ＤＥＤ的独立危险因素，Ｔ是 ＤＥＤ的保护因素。见表
２、表３。

表１　ＥＤ组与非ＥＤ组检测指标的比较

ＥＤ组（ｎ＝５２） 非ＥＤ组 （ｎ＝３８）

年龄（岁） ５７４８±１３３２ ５０４２±８９０

病程（月） ７２（３６～１０８） ３６（２７５～８７）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４９２±３２１ ２４３６±３５７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１０１９±４７７ １０３６±４５８

餐后２小时血糖（ｍｍｏｌ／Ｌ） １４９９±７１８ １２８７±４８９

糖化血红蛋白Ａ１ｃ（％） １１６５±３４９ ９８４±２７４

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５６９±１６６ ５０８±１４５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１９９±１７４ １７４±１４４

高密度脂蛋白（ｍｍｏｌ／Ｌ） １２９±０４８ １３２±０３８

低密度脂蛋白（ｍｍｏｌ／Ｌ） ３４５±１４０ ３０１±１１７

睾酮（ｎｇ／ｍＬ） ４１８±１２６ ５４５±１５６

雌二醇（ｐｇ／ｍＬ） １８８１±１１０２ １６５２±９００

卵泡刺激素（ｍＩＵ／ｍＬ） ７１３±４０９ ８８１±５３５

黄体生成素（ｍＩＵ／ｍＬ） ５５８±２８６ ５２３±３４４

　　注：表示ＥＤ组与非 ＥＤ组比较 Ｐ＜００５；表示 ＥＤ组与非 ＥＤ
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ＤＥＤ与各指标间相关分析

年龄 病程
体重

指数

空腹

血糖

餐后２ｈ
血糖

糖化血红

蛋白Ａ１ｃ
胆固醇

甘油

三脂

高密度

脂蛋白

低密度

脂蛋白
睾酮 雌二醇

卵泡刺

激素

黄体生

成素

ｒ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６ ０２４４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５０ －０４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８

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４６９ ０８５９ ０３６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９ ０２６４ ０５３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７ ０１４８ ０２６７

表３　ＤＥＤ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ＯＲ９５％可信区间

年龄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４０８１ ００４３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１～１０９７

病程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６９３１ ０００８ １０１６ １００４～１０２８

ＨｂＡ１ｃ 　０２８３ ０１０３ ７５４１ ０００６ １３２８ １０８５～１６２５

Ｔ －０６１３ ０１９９ ９５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５４２ ０３６７～０８００

#

　讨论
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指阴茎持续的不能获得勃起和／或维

持足够的勃起，以达到满意的性生活［７］。目前临床上广泛采用

１９９８年Ｒｏｓｅｎ按ＥＤ的定义简化的勃起功能国际问卷表（ＩＩＥＦ
－５）进行积分评价：２２分以上为正常，≤２１分为ＥＤ。该标准敏
感性为９８％，特异性为８８％，是 ＥＤ诊断及评价疗效的最有用
的量化指标［８，９］。研究表明［１，２］，糖尿病人群中ＥＤ的患病率高
达３５％～７０％，并随年龄和病程增长而明显增加；糖尿病性勃
起功能障碍的发病率３倍于非糖尿病人群，且发生时间平均早

１０年。本研究中，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５７７８％，
与文献报道一致，表明勃起功能障碍是糖尿病重要的并发症之

一，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复杂，性激素水平异常可能

是其机制之一。Ｆｕｋｕｉ等［１０］研究发现，与健康男性比较，４０～６９
岁男性 Ｔ２ＤＭ患者的血清游离睾酮浓度降低，男性迟发性性腺
功能减退症的发病率增高。Ｓｅｌｖｉｎ等［１１］的研究发现，男性

Ｔ２ＤＭ患者与同年龄对照组相比，血清游离睾酮、血清生物有效
性睾酮和血清总睾酮水平较低，且这些 Ｔ２ＤＭ患者中多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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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症状。Ｋａｐｏｏｒ等［１２］在对 １９８例
Ｔ２ＤＭ患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与未合并 ＥＤ的 Ｔ２ＤＭ患者相
比，合并ＥＤ者的生物有效性睾酮和游离睾酮水平明显降低。
本研究显示，Ｔ２ＤＭ患者合并 ＥＤ组睾酮水平明显低于未合并
ＥＤ组。进一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睾酮和年龄、病程、
ＨｂＡ１ｃ一样，是ＤＥ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睾酮水平降低引起
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可能为［１３－１５］：正常阴茎勃起依赖于阴茎

解剖结构的完整，睾酮可通过细胞凋亡和细胞增生来维持阴茎

海绵体正常的组织结构，睾酮水平下降，可引起海绵体组织细

胞的凋亡增加，使阴茎的组织结构破坏而引起 ＥＤ；阴茎组织中
约６０％～７０％为睾酮依赖区，睾酮水平下降，使阴茎组织中睾
酮依赖区的ＮＯＳ活性受到抑制，ＮＯ合成随之减少，血管舒张功
能下降，从而诱发ＥＤ；此外，睾酮水平下降也会导致性欲降低，
从而影响勃起功能。

综上所述，２型糖尿病有较高的 ＤＥＤ患病率，睾酮水平降
低是ＤＥ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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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早泄的临床观察
李韬　谭艳　谢子平　王万荣　王澍弘　欧阳海　康照鹏　谢胜△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早泄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６９例符合早泄
诊断标准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单独帕罗西汀药物治疗组（对照组Ⅰ）、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组（对照组
Ⅱ）和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组（试验组），每组２３例，治疗４周，记录各组治疗前后的阴道内射
精潜伏期（ＩＥＬＴ）、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量表（ＣＩＰＥ－５）评分。对比分析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ＩＥＬＴ和
ＣＩＰＥ－５评分，比较三组的积分变化、有效率、药物副反应。结果：帕罗西汀组１例患者因腹痛、恶心不能耐
受，退出试验。三组均可达到延缓ＩＥＬＴ、降低ＣＩＰＥ－５评分的目的。联合治疗组相比较其他两组效果更明
显（Ｐ＜００５），有效率方面比较，联合治疗组显著高于单一治疗组（Ｐ＜００５）结论：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
电刺激治疗早泄比单独帕罗西汀药物治疗所取得的临床疗效更佳，且能达到减少帕罗西汀用量及药物反应

的效果。

【关键词】　帕罗西汀；中频穴位电刺激；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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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５．７％，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ｕｌｓｅａｃｕ
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ａｆ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ｕｌｓ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
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临床上成年男性最为常
见的性功能障碍疾病。据统计，早泄的患病率为 ２０％ ～
３０％［１，２］。其中７５％的男性曾经出现过早泄［３］。关于早泄的定

义，至今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但所有定义都包含以下三个要

素［４］：（１）射精潜伏期短；（２）射精控制能力差；（３）自身或性伴
侣满意程度低。

早泄不仅影响患者及其配偶的生活质量，引发家庭不和谐

和夫妻关系紧张，而且关乎其人格尊严，乃至影响社会和谐。

因为早泄的定义与分类不统一，早泄的治疗方法众多，主要包

括局麻药物、心理行为疗法、ＰＤＥ５抑制剂、选择性５－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等，其
治疗效果差异较大［２，５，６］。我中心采用口服帕罗西汀结合中频

穴位脉冲电刺激治疗早泄，旨在探讨其可行性与疗效。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我院男科门诊符合早泄诊
断标准［７，８］６３名病人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２９６岁（２２～３８
岁），所有患者已婚或性伴侣固定，且性生活规律、感情生活和

谐。性交时失去射精控制力，进入阴道前或进入阴道后１ｍｉｎ以
内射精，病史在 ３个月以上，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量表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ＰＥ－５）积分＜１８分。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取得其性伴

侣支持。排除泌尿生殖感染、外生殖器畸形、对帕罗西汀有使

用禁忌者、性伴侣性冷淡或性高潮障碍者。

１２　分组
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

组（试验组）、口服帕罗西汀组（对照组Ⅰ）及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组
（对照组Ⅱ）。三组各２３例患者，在年龄、病程、治疗前阴道内射精潜
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以及ＣＩＰＥ－５评
分等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各组基线比较

组别
年龄

（岁）

病程

（月）

治疗前ＩＥＬＴ
（ｍｉｎ）

治疗前

ＣＩＰＥ－５评分

对照组Ⅰ ２８０４±４５６ ２３５１±３５７ ０９１±００９ １３１±２８

对照组Ⅱ ２７９８±４３５ ２２９８±３１９ ０９２±０１１ １２５±３０

试验组 ２８１０±４２３ ２３４９±３４７ ０９２±０１２ １２８±２９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前所有患者均给予性知识指导及性教育，疏导患者的

焦虑、忧郁、失望或悲观等不良情绪，指导和帮助伴侣双方建立

相互信任、合作的良好关系。

对照组Ⅰ：口服帕罗西汀２０ｍｇ（赛乐特，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
限公司），每晚１次，连服８周。对照组Ⅱ：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
（伟力ＳＹ－８０００型电脑性功能治疗仪），选取肾腧、气海、关元、
三阴交、涌泉穴位，每个穴位４ｍｉｎ，共１６ｍｉｎ，３次／周，４周为１疗
程，连用２个疗程。试验组：口服帕罗西汀１０ｍｇ／晚，同时加用中
频穴位电刺激治疗，为期８周。治疗期间性生活如常。在治疗过
程中，嘱患者性伴侣用秒表记载每次性生活的ＩＥＬＴ。
１４　观察指标

（１）各组治疗前、后计算治疗前后各３次阴道内射精时间
的均值；（２）ＣＩＰＥ－５的５项问题分值及积分变化；（３）各组治
疗有效率；（４）口服帕罗西汀后副反应的发生情况。
１５　疗效评估

（１）以阴道内射精潜伏期的时间来判断治疗的效果，即阴道内
射精潜伏期＞５ｍｉｎ为治愈；（２）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２ｍｉｎ为显效；
（３）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１ｍｉｎ则为有效；（４）＜１ｍｉｎ则为无效。
１６　统计学分析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珋ｘ±ｓ）表示，组内均值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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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的ＳＮＫ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

　结果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Ⅰ中１例患者因恶心、腹痛等消化道反

应剧烈而退出试验。三组治疗后 ＩＥＬＴ时间均得到延长、ＣＩＰＥ
－５评分降低。说明三种治疗方案均能达到治疗目的。在延长
ＩＥＬＴ方面，帕罗西汀口服联合中频脉冲穴位电刺激效果更明显
（Ｐ＜００５），见表２。在ＣＩＰＥ－５评分方面，联合治疗组降低更
显著（Ｐ＜００５），帕罗西汀口服与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组相比
降低无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０９１±００９ ５３１±０１３

对照组Ⅰ ０９２±０１１ ４０７±０１１

对照组Ⅱ ０９２±０１２ ２７８±０１７

表３　三组患者ＣＩＰＥ－５评分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１３１±２８ ２５２±２１

对照组Ⅰ １２５±３０ ２２０±２０

对照组Ⅱ １２８±２９ １９５±１９

各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Ⅰ比
较Ｐ＜００５；试验组与对照组Ⅱ比较Ｐ＜００５；对照组Ⅰ与Ⅱ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３　有效率比较

三组治疗后，试验组有效率为９５７％（２２／２３），对照组Ⅰ为
７２７％（１６／２２），对照组Ⅱ为 ５６５％（１３／２３），试验组总有效率
分别与对照组Ⅰ、对照组Ⅱ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
表４。表明帕罗西汀口服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组有效率显
著高于单一治疗组，帕罗西汀口服与中频穴位电刺激治疗相比

较，帕罗西汀组好于中频脉冲电刺激治疗组（Ｐ＜００５）。

表４　各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试验组 １１（４７８） ８（３４８） ３（１３０） １（４３） ２２（９５７）

对照组Ⅰ ６（２７３） ５（２２７） ５（２２７） ６（２７３） １６（７２７）

对照组Ⅱ ４（１７４） ６（２６１） ３（１３０）１０（４３５） １３（５６５）

２４　不良反应
服用帕罗西汀后出现的不良反应［９］主要表现为头晕、失眠、

腹痛、无力、困倦、口干等。试验组有 ４例，发生率 １７４％，对照
组Ⅰ有１０例，发生率４３５％，其中１例出现比较严重的腹痛，而无
法耐受退出研究。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９６，Ｐ＜００１）。
#

　讨论
早泄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研究表明早泄不仅与心

理和人际因素有关，而且与躯体疾病或者神经生理紊乱有关［１０，１１］。

早泄的治疗方法［１２］包括心理行为训练、药物治疗、阴茎背神

经离断术等，但其治疗效果难以达到满意。多种行为训练技术已

证明治疗早泄有效，但所费时间较长，需要其性伴侣的配合，具体

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远期疗效尚不保证。药物治疗早泄因

疗效确切而愈来愈为医生和患者所接受。目前临床上选用最多

的是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其代表药物是帕罗西汀。但是抗抑郁剂的疗
效几乎是与剂量成正比的，而其副反应也是随剂量的增加而增

多，所以选择较低剂量达到比较理想的射精潜伏期和产生较少副

反应才是选取抗抑郁剂治疗ＰＥ的理想原则［１３］。

祖国医学在早泄的治疗中的价值不容小视，中医认为早泄

属于阴阳不和、心神不宁、肝肾不调，治疗以阴阳调和、心神安

定、调理肝肾为原则。中频脉冲穴位电刺激的原理是将中医的

经络学说与数字化电子技术相结合，以电脉冲的形式替代针灸

对肾腧、气海、关元、三阴交、涌泉等性相关的穴位进行刺激，调

节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从而提高患者的射精阈值，达到建立正

常射精反射过程的目的［１４］。

目前对早泄的治疗效果的评价指标在学术界还是存在着

争议，有研究报道将血浆５－ＨＴ浓度作为原发性早泄治疗效果
的判断标准［１５，１６］。因为试验条件有限，我们采用 ＩＥＬＴ和 ＣＩＰＥ
－５评分作为疗效判断的标准。本研究发现延长 ＩＥＬＴ方面，中
频穴位电刺激弱于帕罗西汀，而帕罗西汀联合中频穴位电刺激

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ＣＩＰＥ－５、延长患者的 ＩＥＬＴ。这些说明了
联合治疗的可行性。

我们在关注其治疗效果的同时还应注意其不良反应。帕

罗西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腹痛、恶心、厌食、腹泻、嗜睡、头晕

等，在对照组Ⅰ中有１例患者因无法耐受而退出研究。根据本
研究的观察，不良反应在大多数患者中仅最初一周出现，之后

即缓慢消失。对于初始用药有轻微不良反应者，若未从事危险

性较大的工作且继续服药对其生活影响不大者，可嘱其坚持服

药；对于自诉不良反应较大，或从事如驾驶、建筑、高空作业及

其他高危行业者，建议谨慎用药或停药。试验组帕罗西汀

１０ｍｇ，剂量低于对照组Ⅰ２０ｍｇ，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Ⅰ（Ｐ＜００１），说明联合治疗的安全性与优越性。再者，帕罗西
汀用于治疗早泄属于超说明书应用，应用之前应给予患者详细

的解释，最好能签署同意书，以避免不必要的医疗风险。

有研究发现［１７］，经皮穴位电刺激疗法能够显著提高附属性腺

的分泌水平，激发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已有文献报道经皮穴位
电刺激能引起神经递质和神经激素分泌的变化［３，１７］。但中频穴位

电刺激是否会刺激神经递质如５－羟色胺的分泌以及具体的机制
却不清楚，有待于通过动物模型试验［１８］去深入研究。

我们将帕罗西汀小剂量的口服与中频穴位电刺激有效地结

合，不仅保证了治疗的疗效，而且降低了长期口服帕罗西汀所带来

的药物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但长期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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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包皮环切术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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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包皮环切术整形改良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
收治的包皮过长和包茎患者共２３４例。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改良包皮环
切术，共１１７例；对照组患者则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术共１１７例。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手术时间对比没有
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的手术出血量以及术后疼痛持续时间则明显比对照组要短，两组数据对比有统计学

差异。观察组术后不良反应率为２３１％，对照组的不良反应率为６６７％，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观
察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在术后评分出现下降，并且对照组患者下降的幅度大于对照组，说明患者术后性功
能受到影响，但观察组的影响要少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而患者在 ＴＳＳ评分方面，对
照组对比手术前后改变不大，观察组患者则是在术后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得到提高，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

差异。结论：改良包皮环切术安全、美观，能够有效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可为患者提供满意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包皮环切术；整形；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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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环切手术的方法较多，如远端过长部分切除、根部皮
肤环切等。传统的包皮环切术，由于手术会破坏患者的血管淋

巴回流，从而导致患者手术部位容易引发出血、感染和水肿等

术后并发症［１］。另外传统包皮环切术包皮保留也是手术的难

点，保留过少则容易出血并且会对患者的性功能有影响，保留

过多则不符合患者对于外观的要求［２］。不同的手术方法，其优

缺点各有不同。患者对于包皮环切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安全、

快速、美观以及有效是对手术的基本要求［３］。本文主要是探讨

改良包皮环切术的临床治疗效果。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根据就诊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随机选取嘉兴市第二医院

２０１２年３月到２０１４年３月收治的包皮过长和包茎患者共２３４
例。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愿意配合此次研

究工作，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包皮过长有１４３例，包茎有９１
例。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上述患者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１１７例。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改良包皮环切术，共１１７
例，年龄１７岁到４８岁，已婚８９例，未婚２８例，包皮过长７２例，包
茎４５例；对照组患者则采用传统包皮环切术，共１１７例，年龄１７
岁到４７岁，已婚８８例，未婚２９例，包皮过长７１例，包茎４６例。
两组患者均排除阴茎发育异常或者是隐匿性阴茎等畸形病变患

者。两组患者在病变程度和类型、年龄、婚育情况等方面对比没

有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改良包皮环切术，患者的手术体位采用平卧

位，用碘伏进行常规的消毒，然后采用２％的利多卡因对患者的
阴茎进行麻醉，从患者阴茎的根部进行神经阻滞麻醉。手术时

需要阴茎勃起，可以通过适当牵拉阴茎使得阴茎勃起，这样能

够避免手术过程中阴茎去皮过多。然后在患者冠状沟远侧约

０８ｃｍ的包皮外板处进行标记，系带处保留大约１ｃｍ，然后将皮
肤向阴茎根部推移，使得包皮翻转。然后在距离冠状沟大约

０３ｃｍ附件或者在包皮系带处大约０５ｃｍ的包皮内板用医用记
号笔进行标记。并且在患者阴茎背侧正中处做标记，作为缝合

点。做好标记后，用血管钳夹住患者包皮背侧正中以及腹侧正

中两处。然后在距离两血管钳大约０５ｃｍ的位置，再各夹一把
血管钳。然后将患者腹侧包皮纵型剪开，助手需要将患者阴茎

根部压紧进行止血。然后再将背侧正中的两把血管钳提起，术

者用剪刀在两个血管钳之间的再次将包皮纵行剪开，直到冠状

沟标记处［４］。腹侧以同样的方法剪开包皮。包皮剪开后适当

牵拉右侧三把的血管钳，然后术者用手术剪刀根据之前标记的

标记线将过长的包皮剪开，然后左侧包皮以也相同的方法环形

剪开。包皮环切后需要进行适当止血，将阴茎皮肤向上退缩能

够暴露其出血点，然后采用电凝或者结扎等止血方法进行止

血。环切切口的腹侧可以用５－０可吸收缝合线对环形切口进
行缝合，在腹侧缝合１针后，再在背侧正中缝合１针，然后借助
血管钳将线头提起后在阴茎的左右各缝合１针，其缝合距离皮
缘大约０１ｃｍ，打结。然后再重复加针［５］。缝合完成后用凡士

林无菌纱布包扎切口，然后用丝线将纱布缝合收紧切口。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手术准备和麻醉和观察组

相同。手术准备好后，术者需要用手术切刀将患者阴茎的背腹侧将

包皮纵向切口，在和冠状沟平行距离大约０５ｃｍ的距离将过长的包
皮切除。在纵向切开包皮时要注意避免伤及系带。包皮切除后需

要对出血点进行止血操作，然后再用５－０可吸收缝线对患者包皮
内板和外板进行缝合。伤口的包扎如观察组。

两组患者在术后需要采用常规的抗感染处理，术后积极改善

患者营养状况，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失衡等，增强患者抗感染的能

力，根据医院的院感病原菌及耐药性报表，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

疼痛持续时间。两组患者术后的并发症以及手术前后的国际勃起

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和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及性伴侣治疗满意度量表
（ＴＳＳ）评分，评估患者手术前后的性功能恢复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的临床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的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数据采用卡方检验，计量数据采用 ｔ检
验，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情况对比

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其中包括手术出血

量、术后疼痛时间以及手术时间等。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手术时

间对比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察组的手术出血量以
及术后疼痛持续时间则明显比对照组要短，两组数据对比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后出现不良反应，其中不良反应包括伤

口出血、伤口血肿、阴茎水肿、切口感染、包皮畸形等。观察组

术后不良反应率为２３１％，对照组的不良反应率为６６７％，两
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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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情况对比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

（ｍＬ）
术后疼痛持续

时间（ｈ）
观察组 １１７ ２９５２±２１５ １９２±０２１ ２０９４±２６７

对照组 １１７ ３１０２±３６７ １００６±０８０ ４８２１±６６２

ｔ ０５２１ ４２１５ ４６２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ｎ 伤口出血 伤口血肿 阴茎水肿 切口感染 包皮畸形

观察组 １１７ ５（４２７） ４（３４２）１５（１２８２） ３（２５６） ０

对照组 １１７１６（１３６８）１１（９４０）２８（２３９３）１４（１１９７）９（７６９）

χ２ ２１２２ １２２２０ ４０９８ ５８３６ １７５３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ＩＩＥＦ－５和ＴＳＳ评分
对比两组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性功能。观察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

评分在术后评分出现下降，并且对照组患者下降的幅度大于对照

组，说明患者术后性功能受到影响，但观察组的影响要少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患者在ＴＳＳ评分
方面，对照组对比手术前后改变不大，观察组患者则是在术后患者

性生活满意度得到提高，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ＩＩＥＦ－５和ＴＳＳ评分

组别 ｎ
ＩＩＥＦ－５评分

手术前 手术后

ＴＳＳ评分

手术前 手术后

观察组 １１７ ２３．６±４．５ ２０．６±４．０６５０．２±３２．５ ９１８．２±４２．２

对照组 １１７ ２２．０±４．０ １８．６±４．１６４２．７±２８．６ ６７２．３±４８．９

ｔ １２４２ ３９５５ ０９９２ ４６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包皮环切术是治疗男性患者包皮过长和包茎的主要治疗

手段。包皮过长和包茎是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包皮过长和

包茎除了会影响患者的性生活外，还可能会诱发阴茎癌以及局

部炎症［６－８］，同时还可能会导致配偶出现阴道炎、宫颈炎，进而

可能发展为宫颈癌［９，１０］，危害配偶伴侣的安全。包皮过长是指

患者的阴茎皮肤发育过度，导致患者阴茎头的皮肤形成双层皱

褶。包皮过长和包茎会引起早泄、不射精、包皮嵌顿等。并且

长期包皮过长会导致包皮下聚集细菌和包皮垢，容易引发炎症

出现红肿，最后导致感染［１２，１３］。

包皮切除是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的有效治疗手段。常规

的包皮环切术由于手术操作相对较为复杂，患者术后容易出现

并发症，并且手术切口外观不美观等原因导致临床上的应用面

大大减少［１４］。包皮环切术若操作不当会导致患者出现永久性

解剖组织改变［１５］，严重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传统包皮环切手术的术中出血量明

显高于改良后的包皮环切手术，这是由于传统包皮环切术在手

术过程中需要对患者的阴茎背浅静脉以及包皮系带的动脉进

行结扎，避免大量出血，若结扎不紧则会提高手术的出血量。

改良式的包皮环切术由于只破坏患者浅层筋膜内血管以及淋

巴，并且若碰到出血点会进行电凝止血，因此大大减少手术出

血量。同时由于破坏的淋巴以及血管组织等相对较少，出血量

少，患者术后
!

疼痛持续时间也相应缩短。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采用的改良式环切术对

比传统的环切术有着较大的优势，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

小，患者术后恢复较快，同时手术切口外观较为美观，可以满足

患者对于包皮环切手术切口美观的要求。患者术后出现并发

症的几率也明显少于传统环切术。传统包皮环切术会导致患

者出现切口血肿、水肿甚至出现切口感染的并发症，这是由于

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方式将患者包皮阴茎下筋膜以及皮下血

管等造成损伤，从而术后出现血肿等。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

示，采用改良式包皮环切术的患者术后的性功能恢复较好。包

皮环切术后要做好术后抗感染工作。本文中两组患者需要口

服３ｄ的抗生素，并且隔天需要用令皮欣喷洒手术创缘。并且患
者需要在术后１周口服乙烯雌酚，１周后进行拆线。术后抗感
染措施是降低术后切口感染的重要环节。

综上，改良的包皮环切术的优点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

少，患者术后恢复较好，术后并发症少，切口美观，不影响患者

术后的性生活，满足患者对于包皮过长治疗的要求，可为患者

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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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的临床
特征与治疗
宾志福１　覃展偶２

１阳朔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９００
２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的病原菌种类与特点，探讨有效的
治疗方法。方法：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经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
并发感染患者９８例。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记录患者感染时间、尿液病原菌培养情况以及药敏试验结
果和治疗效果。结果：９８例感染患者中尿道炎患者６５例，膀胱炎１５例，睾丸附睾炎１４例，肾盂肾炎４例。
９８例患者病原菌培养５０株，阳性率为５１０２％。５０株中，革兰氏阳性菌１１株占２２００％，革兰氏阴性菌３１
例占６２００％，真菌８株占１６００％。其中大肠埃希菌为主要感染病原菌，共２５株占５０００％，其次为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和不动杆菌，各占１０％。９８例患者经治疗，治愈９６例，治愈率为９７９６％。结论：细菌感染是
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的主要原因，其中大肠埃希菌是最常见病原菌，临床上做好防

治措施降低感染率，对感染患者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合理用药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　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尿道狭窄；感染；临床特征；治疗方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　ＢＩＮＺｈｉｆｕ１，ＱＩＮＺｈａｎｏｕ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Ｃｏｕｎ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９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ｉｌ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８
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Ｊａｎｕ
ａｒｙ２００９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ｉｍｅ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ｕ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９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１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ａｎｄ
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ｙｅ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０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５１．０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１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２．００％，３１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６２．００％ ａｎｄ８Ｆｕｎｇ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６．００％．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ｗａｓ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ｗｉｔｈ２５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５０００％，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ｂｙｃｏａｇｕｌａ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ｉ，ａｎｄ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１０％．Ｏｆｔｈｅ９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９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ａ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７．９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ｗａｓＥ．ｃｏｌｉ．Ｇｏｏ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由于内镜技术拥有创伤小、手术视野明确及恢复快等优
点，已经逐渐应用于临床各大科室，其中泌尿外科也将内镜治

疗技术用于前列腺增生及尿道狭窄的手术治疗中［１］。虽然治

疗效果明显提高，对患者机体损伤较小，患者较为接受，但从临

床数据分析上看，内镜治疗该病的患者术后亦存在一定感染情

况［２］。有文献报道，该感染与患者长期使用抗生素或反复手术

等有直接联系，同时，术后患者尿道内坏死组织堆积亦容易造

成泌尿系统的感染发生［３］。为了进一步了解并发感染患者的

临床情况同时给予更精准的治疗，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０９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经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
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患者９８例，分析并探讨内镜治疗前列腺增
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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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经
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患者９８例。年龄
４５～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４６２±５０６）岁。９８例患者中，经前列腺
电切、电气化或等离子电切治疗患者６６例，尿道内镜治疗 ３２
例。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４６５４±２１３４）ｍｉｎ，术后平均停留
尿管时间为（６７８±２３１）ｄ，术中平均出血（６６５４±３４６４）ｍＬ。
所有患者均自愿配合本次研究。

１２　实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记录患者感染时间、尿液病原

菌培养情况以及药敏试验结果和治疗效果［４］。

１３　手术方法
前列腺电切术：在患者术前准备充分以及麻醉起效后，选

取２４Ｆ或２６Ｆ电切镜，５％葡萄糖溶液为灌洗液，压力为８０～
９０ｋＰａ，从６点方向开始用电极切除患者的增生前列腺组织，暴
露膀胱颈环形纤维以及前列腺包膜［５］。接下来按此步骤依次

切除左侧叶和右侧叶以及１２点方向前列腺组织。
尿道镜尿道狭窄手术：使用探子扩尿道，将引导物插入。沿引

导物用冷刀将狭窄段切开，并逐渐推进，直至经过狭窄段进入膀胱。

尿道狭窄段较长或者瘢痕较重者，则选用激光切除［６］。直视下使

用钬激光将患者狭窄段或者膜状物切除。最后使用钬激光将创面

修平，形成通常管腔。随后定期行尿道扩张。

对病原菌采用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通过接种环挑去适量

的病原菌以划线的方式涂抹到培养皿中，然后使用镊子夹取药

敏纸片放于培养皿表面并轻压，使纸片与培养基表面完全接

触，放于温箱中培养，测定抑菌圈直径大小。

"

　结果
２１　感染情况

９８例感染患者中尿道炎患者６５例，膀胱炎１５例，睾丸附
睾炎１４例，肾盂肾炎４例。
２２　病原菌种类

９８例患者病原菌培养５０株，阳性率为５１０２％。５０株中，
革兰氏阳性菌 １１株占 ２２００％，革兰氏阴性菌 ３１例占
６２００％，真菌８株占１６００％，其中大肠埃希菌为主要感染病原
菌，共２５株占５０００％，其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不动杆
菌，各占１０％。见表１。

表１　病原菌种类分布

病原菌 菌株（例） 构成比（％）

革兰氏阳性菌 １１ ２２００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５ １０００

肠球菌 ４ ８００

其它 ２ ４００

革兰氏阴性菌 ３１ ６２００

大肠埃希菌 ２５ ５０００

不动杆菌 ５ １０００

其它 １ ２００

真菌 ８ １６０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００

　　注：感染患者由于采样时间、机体免疫等状况临床上并不能全部检
出病原菌，所以不能确定病原微生物

２３　治疗效果及药敏试验结果
９８例患者经抗菌药物治疗，治愈９６例，治愈率为９７９６％。

治愈标准：感染临床症状体征消失；体温在３７２℃以下；病原菌
检查阴性。３种主要病原菌常见抗菌药物药敏试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主要病原菌药敏试验耐药率（％）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ｎ＝２５）
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ｎ＝５）
不动杆菌

（ｎ＝５）

氨苄西林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亚胺培南 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哌拉西林 ８００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万古霉素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讨论
内镜治疗后前列腺增生及尿道狭窄并发感染的原因与术

中及术后操作处理有一定关系，为了提高术后感染的防治工

作，分析感染原因同时给予对症治疗是十分必要的［７］。若患者

出现穿孔或出血等情况，则更易导致感染的发生，同时，尿外渗

也是一大感染诱因。内镜治疗下，为了减少出血或穿孔的可

能，在电切前列腺外膜过程中，使切面保持光滑，但不用过于追

求全部切除防止穿孔发生。同时在手术过程中，切忌破坏膀胱

颈，否则将导致尿外渗发生［８］。保证留置尿管的粗细度，尽量

控制在（２０±２）Ｆ，既防止狭窄的再次发生，又减少阻滞局部血
液循环的可能［９］。

对于留置尿管的时间要通过判断患者尿道狭窄程度及手

术具体情况而决定［１０］。同时在撤出尿管后交代患者保证饮水

量足够，这样尿液也可以起到一定冲刷坏死细胞的作用［１１］。同

时适当口服一定抗生素对于抑制继发感染较为有效。对于尿

道狭窄时间过长或术前伴有附睾炎的患者，术后继发感染的可

能性相对较高［１２］。老年患者由于免疫功能相对低下在术后并

发感染患者中占大多数，同时，住院时间较长的患者继发感染

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长期尿失禁的患者继发感染的几率较

高，在内镜治疗下电切若伤及尿道括约肌即可导致尿失禁的发

生。而尿道狭窄的患者则多数由于留置尿管粗细度不适宜或

时间过长所引起，如果膀胱颈挛缩则要在适宜的情况下给予尿

道扩张甚至内切，从而改善临床症状。

从本次研究的数据结果看，９８例感染患者中尿道炎患者６５
例，膀胱炎１５例，睾丸附睾炎１４例，肾盂肾炎４例。其中尿道
炎所占患者最多，这与上文中分析及同类型其他文章中结果基

本相符［１３］。９８例患者病原菌培养的阳性率为５１０２％，也同其
他文章中调查结果数据保持一致［１４］。在５０株中，革兰氏阴性
菌最为常见，占６２００％，有报道称大肠埃希菌是其中最重要的
菌种［１５］，在本研究中结果亦显示大肠埃希菌所占比例最高，其

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不动杆菌。而革兰氏阳性菌及真

菌则分别占２２００％和１６００％。
对于并发感染的患者，首先应给予局部治疗，保证尿管及

泌尿生殖器及其周围组织的卫生，同时确保尿管通畅［１６，１７］。其

次应该通过患者尿细菌培养检测结果给予相应抗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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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用药取得最优疗效。对于伴有附睾炎的患者，应该结合其

感染原因，即由尿道逆行感染所致，从而给予局部湿敷治疗。

结果显示，９８例患者经治疗治愈９６例，治愈率为９７９６％。
综上所述，细菌感染是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

并发感染的主要原因，其中大肠埃希菌是最常见病原菌。临床

上做好防治措施降低感染率，对感染患者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合理用药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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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泌泰胶囊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及对患者血
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谢毓芳　杨荣华　陈红
湖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宁泌泰胶囊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及对患者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就诊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成两组，各５６例。对照组：应用甲磺酸左氧氟沙星片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观察组：应用甲磺酸左氧氟
沙星片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同时口服宁泌泰胶囊。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８７５％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６７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ＭＦＲ（１８６９±２２２）ｍＬ／ｓ高于对照组患者
ＭＦＲ（１４５８±１４９）ｍＬ／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ＲＶＵ（６１３±１６５）ｍＬ低
于对照组患者ＲＶＵ（１０１２±２４８）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
表的疼痛或不适症状（５７２±１１２）分、生活质量（３２２±０８２）分、排尿症状（３０８±０７３）分都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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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的疼痛或不适症状（９４６±１３３）分、生活质量（４５１±１１３）分、排尿症状（４３４±
１２５）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β（５２６１±１９４５）ｎｇ／Ｌ、ＩＬ－２
（９３６１±１９７２）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２８±１０７）ｎｇ／Ｌ都低于对照组患者血清ＩＬ－１β（６９７５±１７３１）ｎｇ／Ｌ、ＩＬ－２
（１０４３２±２１０３）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９１±１２８）ｎｇ／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宁泌泰胶囊联合
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疗效确切，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尿动力学、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改善患者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关键词】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宁泌泰胶囊；盐酸坦洛新；尿动力学；生活质量；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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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Ｌ－１β（５２．６１±１９．４５）ｎｇ／Ｌ，ＩＬ－２（９３．６１±１９．７２）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２８±
１．０７）ｎｇ／Ｌ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Ｌ－１β（６９．７５±
１７．３１）ｎｇ／Ｌ，ＩＬ－２（１０４．３２±２１．０３）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９１±１．２８）ｎｇ／Ｌ．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Ｎｉｎｇｂｉｔａｉ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ｈａｓｇｏｏ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ｌｉｅ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ｕ
ｒ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Ｎｉｎｇｂｉｔａｉｃａｐｓｕｌｅ；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Ｕ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是泌尿外科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之
一［１］，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需要引起临床的

重视［２］。笔者在临床观察到宁泌泰胶囊能够有效缓解慢性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的症状体征，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中，笔者探讨了宁泌泰胶囊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

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于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就诊的慢性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知情同意。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两组，各５６例。对照组：年龄２０～４３
岁，平均年龄（３１５±７２）岁；病程２～１８个月，平均病程（９３±
１２）个月。观察组：年龄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０８±６９）岁；病
程３～１９个月，平均病程（９３±１２）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
程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应用甲磺酸左氧氟沙星片（由湖北午时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提供，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２３１１７）抗菌治疗，
剂量为０２ｇ／次，２次／ｄ，同时服用盐酸坦洛新（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０３９２），剂量为０２ｇ／次，２次／ｄ。
观察组：接受对照组治疗的同时口服宁泌泰胶囊（贵阳新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４４２），剂量为４粒／次，３次／
ｄ，疗程为４周。２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尿动力学：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患者尿动力学指标 ＭＦＲ、ＲＶＵ水平的变化。（２）白细胞计数：
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液常规

检查中白细胞计数的变化情况。（３）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３］：观察

治疗前后两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的
变化。主要包括疼痛或不适症状、生活质量、排尿症状、总积分

等四方面。（４）炎症因子［４］：血清ＩＬ－１β，ＩＬ－２和ＩＬ－１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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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测定，试剂盒购于北京中杉金桥公司，
严格按操作说明进行。

１４　疗效
判定标准［５］：（１）治愈：治疗８周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

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９０％；前列腺液镜检白细
胞 ＜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正常。（２）显效：治疗８周内，慢性
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减少 ６０％～８９％，前列腺
液镜检结果（白细胞、卵磷脂小体）较前明显好转。（３）有效：治
疗８周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较治疗前
减少３０％～５９％，前列腺液镜检结果（白细胞、卵磷脂小体）较
前好转。（４）无效：治疗８周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减少≤３０％，前列腺液镜检结果（白细胞、卵磷脂小
体）无明显变化。以治愈、显效和有效病例计算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 ±方差（珋ｘ±

ｓ）表示，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８７５％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６７９％，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疗效的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６ １７（３０４） １１（１９６） １０（１７９） １８（３２１） ３８（６７９）

观察组 ５６ ２５（４４６） １３（２３３） １１（１９６） ７（１２５） ４９（８７５）

χ２ ６２３１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９ ６２３１ ６２３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尿动力学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ＭＦＲ（１８６９±２２２）ｍＬ／ｓ高于对照组

患者ＭＦＲ（１４５８±１４９）ｍＬ／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ＲＶＵ（６１３±１６５）ｍＬ低于对照组
患者ＲＶＵ（１０１２±２４８）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尿动力学指标比较

组别
ＭＦＲ（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Ｖ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２３５±１２８ １４５８±１４９ ２０７３±３６２ １０１２±２４８

观察组 １２５８±１８５ １８６９±２２２ ２０４６±３８１ ６１３±１６５

ｔ ０７６５ １１２６３ ０３８５ １００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３　白细胞计数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低于

对照组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水平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４周 治疗后８周

对照组 ４１７５±１５８７ ３００８±１０７２ ２０２１±６１７

观察组 ４１８２±１６２６ ２３１５±８３９ １３７２±４０２

ｔ ００２３ ３８１０ ６５９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４　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的疼痛或不适症状

（５７２±１１２）分、生活质量（３２２±０８２）分、排尿症状（３０８±
０７３）分都低于对照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的疼痛或不适症状
（９４６±１３３）分、生活质量（４５１±１１３）分、排尿症状（４３４±
１２５）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４。
２５　炎症因子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β（５２６１±１９４５）ｎｇ／Ｌ、ＩＬ
－２（９３６１±１９７２）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２８±１０７）ｎｇ／Ｌ都低于对
照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β（６９７５±１７３１）ｎｇ／Ｌ、ＩＬ－２（１０４３２±
２１０３）ｎｇ／Ｌ、ＩＬ－１０（３９１±１２８）ｎｇ／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５。

表４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各维度分值比较

组别
疼痛或不适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生活质量

治疗前 治疗后

排尿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４７５±２２１ ９４６±１３３ ８１９±１８０ ４５１±１１３ ５８７±１０５ ４３４±１２５

观察组 １４２４±２０４ ５７２±１１２ ８２５±１９５ ３２２±０８２ ５９１±１１４ ３０８±０７３

ｔ １２６９ １６０９６ ０１６９ ６９１４ ０１９３ ６５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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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的比较

组别
ＩＬ－１β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９１６７±１９２８ ６９７５±１７３１ １１８２６±２３７１ １０４３２±２１０３ ４６３±１３５ ３９１±１２８

观察组 ８５２１±２０１４ ５２６１±１９４５ １１３５２±２５８３ ９３６１±１９７２ ４５７±１２４ ３２８±１０７

ｔ １７３４ ４９２６ １０１２ ２７８０ ０２４５ ２８２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

　讨论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往往会存在疼痛、排尿异常等不适

症状，同时前列腺会存在明显的炎症反应［６］，前列腺液常规检

查白细胞计数会明显提升。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早期诊

断发现并展开有效的治疗十分关键［７］。近些年，临床上对于慢

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治疗往往使用大量的抗菌药物，造成患

者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而影响疗效。笔者认为，在抗菌治疗

的同时配合中成药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的疗效。盐酸坦洛新属肾上腺素 α１受体亚型 α１Ａ的阻断
剂［８］。宁泌泰胶囊是贵州苗族民间验方，主要成分为四季红、

芙蓉叶、仙鹤草、大风藤、白茅根、连翘、三颗针等，具有清热解

毒、利湿通淋之效［９］，亦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见上述证候者［１０］。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７５％高于对照
组总有效率６７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宁泌泰胶囊联
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疗效确切。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尿动力学指标 ＭＦＲ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ＭＦＲ，ＲＶＵ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ＲＶ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宁泌泰胶囊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尿动力学。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

查中白细胞计数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宁泌

泰胶囊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可有效降

低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的疼痛或不适症状、生活质量、排尿症状、总积
分的分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宁泌泰胶

囊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能够缓解患者

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属于中医学“精浊”、“劳淋”、“白

淫”等范畴［１１］，致病原因尚不明确［１２］，症状复杂多样，且易反复

发作，往往难以治愈［１３］。国内外研究表明，慢性非细菌性前列

腺炎的发生与患者免疫炎症反应具有相关性［１４，１５］。本研究结

果显示，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β、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
都低于对照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β、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差异均显
著，提示宁泌泰胶囊联合盐酸坦洛新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能够改善患者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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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ＣＰＰＳ）．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１
（１２）：３１２８．

［３］　高瞻，邵魁卿，沈建武，等．通络滋肾汤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疗
效观察．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２０１２，１２（９）：８２９－８３２．

［４］　黄立华．治疗前后ＣＡＰ患者前列腺液和血清中ＩＬ－１β、ＩＬ－２、ＩＬ
－１０检测的临床意义．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０，２６（１３）：１９５４
－１９５６．

［５］　李韬，谢胜，谢子平，等．α受体阻滞剂联合体外短波治疗慢性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临床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９）：１７－２０．

［６］　ＭｏａｙｅｄｎｉａＡ，ＨａｇｈｄａｎｉＳ，ＫｈｏｓｒａｗｉＳ，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ｕｅｔｏ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ＪＲｅｓ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４，
１９（４）：２９３－２９６．

［７］　谢作钢，陈盛镱，徐潘，等．不同证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前列
腺液细胞因子水平分析．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１）：１２－１３．

［８］　徐卫波，朱朝阳，张广伟，等．盐酸坦洛新联合前列安栓治疗Ⅲ型
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２，１２（３）：３８２
－３８３．

［９］　吴乐军，吴应虬，陈谷泉．阿奇霉素分散联合与宁泌泰胶囊治疗
慢性前列腺炎４８例．中国药业，２０１３，２２（１０）：１２２－１２３．

［１０］　种庆贵，宋爱君，郭艳，等．宁泌泰胶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观
察．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７８－１８０．

［１１］　孙松，周洪，李海松，等．丁桂散敷脐治疗气滞血瘀型Ⅲ型前列腺
炎５８例疗效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５０－５２．

［１２］　傅长德，伍伯聪，辛军，等．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ⅢＡ型前列腺
炎的临床疗效观察．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３６）：４３２９－４３３１．

［１３］　吴飞彪，邹练．前列腺汤对大鼠气滞血瘀型慢性前列腺炎的影
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３）：５５－５７．

［１４］　ＣａｉＴ，ＭａｚｚｏｌｉＳ，ＡｄｄｏｎｉｓｉｏＰ，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
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ｒｕｌ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ｄｕｅｔｏ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ｓｔｕｄ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２（１）：３９－４５．

［１５］　ＧｕｏＨ，ＸｕＹＭ，ＹｅＺＱ，ｅｔａｌ．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７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０，１３（４）：３３８－３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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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

目（２０１３－ＸＲＣＸ－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乔占兵（１９６５－），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泌
尿生殖及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临床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李游（１９６５－），女，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ｌｉｙｏｕｙｆ＠
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６

多西他赛联合泼尼松治疗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的临
床效果观察
乔占兵１　周琴１　田桢１　张可睿１　邢淑芹１　刘传波１　肖俐１　尹婷２　李游３△　王金万４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老年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３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４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究多西他赛联合泼尼松治疗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ＨＲＰＣ）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ＨＲＰＣ患者７２例。对患者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的血清前列
腺特异抗原（ＰＳＡ）、骨痛ＮＲＳ评分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并且对治疗后产生的毒副反应进行评价。结果：在所
有参与研究的患者中，有４例（５６％）失访，８例（１１１％）退出治疗。在可进行疗效评价的６０例患者中，
ＰＳＡ至正常水平有１６例（２６７％）；有效２４例（４００％）；稳定１２例（２００％）；无效８例（１３３％）。骨痛
ＮＲＳ评分降低２８例（７７８％）；骨痛ＮＲＳ评分无改变４例（１１１％）；骨痛 ＮＲＳ评分升高４例（１１１％）。在
治疗后６８例患者产生了毒副作用，骨髓抑制（Ⅰ ～Ⅱ级）２０例（２９４％）；骨髓抑制（Ⅲ ～Ⅳ级）１２例
（１７６％）；静脉炎１２例（１７６％）；口腔炎８例（１１８％）；脱发３６例（５２９％）；轻度乏力１６例（２３５％）；甲
床改变２０例（２９４％）；胃肠道反应２４例（３５３％）。结论：在治疗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时，采用多西他赛联
合泼尼松的方法效果良好，毒副作用小，应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多西他赛；泼尼松；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ｎｅｆｏｒ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ｂｉｎｇ１，
ＺＨＯＵＱｉｎ１，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１，ＺＨＡＮＧＫｅｒｕｉ１，ＸＩＮＧＳｈｕｑｉｎ１，ＬＩＵＣｈｕａｎｂｏ１，ＸＩＡＯＬｉ１，ＹＩＮＴｉｎｇ２，ＬＩＹｏｕ３△，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ａｎ４．１．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８，Ｃｈｉｎａ；２．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８，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ｕａｎｇ’ａｎｍ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５３，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ａｎ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
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ｎｅｆｏｒ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ＨＲＰ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２ＨＲＰ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ａｎｄｂｏｎ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ＮＲ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ａｎｄ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７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ｃａｓｅｓ（５．６％）ｌｏｓ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１．
１％）ｑｕｉ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６０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６ｃａｓｅｓ（２６．７％）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ｓ，２４ｃａｓｅｓ
（４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１２ｃａｓｅｓ（２０％）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８ｃａｓｅｓ（１３．３％）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ｂｏｎｅｐａｉｎＮＲＳｓ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７．８％）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４ｃａｓｅｓ（１１．１％）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４ｃａｓｅｓ（１１．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ｘｉｃａｎｄ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０ｃａｓｅｓ（２９．４％）ｏｆ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ＩａｎｄＩＩ）；１２ｃａｓｅｓ（１７．６％）ｏｆ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ＩＩ～ＩＶ），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ｈｌｅｂｉｔｉｓ（１７．６％），８
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ｔｏｍａｔｉｔｉｓ（１１．８％），３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５２．９％）ｏｆａｌｏｐｅｃｉａ，１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ｉｌ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２３．５％），２０ｃａｓｅｓ
（２９．４％）ｏｆｈｙｐｏｎｙｃｈｉｕｍ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２４ｃａｓｅｓ（３５．３％）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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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ｎｅｉｓｏｆ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ｘｉｃａｎｄｓ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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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性生殖系统中，前列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１］。

最近几年，我国的前列腺癌患者不断增加，且死亡率高［２，３］。由

于健康知识缺乏，在我国很多患者在发现疾病时都已处于肿瘤

晚期。此病主要通过抗雄激素内分泌方法治疗，但经过１年多
的治疗后，大部分患者会对雄激素产生非依赖的情况，使得此

方法失去治疗效果，从而发展成更为严重的激素难治性前列腺

癌（ＨＲＰＣ）。
ＨＲＰＣ是前列腺癌病情发展最为严重的一个阶段，患者的

生存期往往只有１０个月至１２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主要通过化
学药物治疗。因此探寻一种更为有效治疗 ＨＲＰＣ方法，对患者
及其家属有重要意义。此次研究选取了７２例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ＨＲＰＣ患者，探究多西他赛联合泼尼松治疗 ＨＲＰＣ的临床效
果。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成果。希望此次的研究成果能对今后

的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有所帮助。现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ＨＲＰＣ患者７２例。患者年龄为５２～８３岁，平均年龄（６８２±
１０５）岁。患者中有６０例曾进行了睾丸切除术的去势治疗，１２
例进行了药物去势治疗，且全部患者均使用过抗雄激素药物进

行治疗。在化疗前，患者 ＰＳＡ为 １３６～５３９６μｇ／Ｌ，平均为
２０２６μｇ／Ｌ。ＮＲＳ评分：２０例患者为０，２４例患者为Ⅰ，２０例患
者为Ⅱ，８例患者为Ⅲ。
１２　治疗方法

多西他赛（奥名润）是由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３０１），７５ｍｇ／ｍ２。第１ｄ需静脉滴注１ｈ至
１５ｈ。患者在化疗前１ｄ进行口服地塞米松，１６ｍｇ／ｄ，持续服用
至少３ｄ，以此来预防过敏与体液潴留的发生。泼尼松 ５ｍｇ，２
次／ｄ，连续服用２１ｄ为１个周期。化疗第１ｄ要进行服用舒欧亭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６３），防止呕
吐反应的发生。当白细胞小于２０×１０９／Ｌ时可以进行粒细胞
集落刺激物来使治疗顺利完成。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有腹泻情

况的发生，需进行处理治疗。在用药期间不能冷食冷饮与接触

冷物。

１３　诊断标准
患者均进行了２个周期以上的化疗。有效：血清 ＰＳＡ下降

大于５０％；稳定：血清 ＰＳＡ下降小于５０％；无效：ＰＳＡ仍升高。
化疗前后患者骨痛ＮＲＳ评分，按照１９９８年ＷＨＯ所制定的药物
毒性反应标准分为０～Ⅳ度［４－６］。

"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中无死亡病例，其中６０例可以评价疗
效，其中骨痛患者３６例。完成化疗２个周期、３个周期、４个周

期、６个周期、７个周期、８个周期的患者分别为２０例（２７８％）、
８例（１１１％）、８例（１１１％）、１２例（１６７％）、４例（５６％）、８
例（１１１％）。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效果统计

项目 例数［ｎ（％）］

失访 ４（５６）

退出治疗 ８（１１１）

ＰＳＡ至正常水平（＜４ｎｇ／Ｌ） １６（２６７）

有效 ２４（４００）

稳定 １２（２００）

无效 ８（１３３）

骨痛ＮＲＳ评分降低 ２８（７７８）

骨痛ＮＲＳ评分无改变 ４（１１１）

骨痛ＮＲＳ评分升高 ４（１１１）

２２　治疗后毒副反应
除４例患者失访外，其余患者均产生了毒副反应，但并没有

急性过敏和药物血管外渗漏症状的出现。其中骨髓抑制与脱

发症状最为严重，患者人数分别为 ３２例（４７１％）、３６例
（５２９％）。见表２。

表２　患者毒副反应统计

项目 例数［ｎ（％）］

骨髓抑制（Ⅰ～Ⅱ级） ２０（２９４）

骨髓抑制（Ⅲ～Ⅳ级） １２（１７６）

静脉炎 １２（１７６）

口腔炎 ８（１１８）

脱发 ３６（５２９）

轻度乏力 １６（２３５）

甲床改变 ２０（２９４）

胃肠道反应 ２４（３５３）

#

　讨论
ＨＲＰＣ是前列腺癌发展的最终阶段，如果患者病情发展到

了此阶段，那么中卫生存期仅仅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７－９］。很

多年来，人们都认为患者对于化疗不是非常敏感，但到了１９９６
年证实了米托蒽醌是对 ＨＲＰＣ有效的一种化疗药物［１０－１２］。米

托蒽醌与泼尼松联合化疗的方法能够有效的减轻ＨＲＰＣ患者骨
痛的症状，从而改善了患者的生活治疗。但是此化疗方法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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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是并不能使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提高。

相关研究表明多西他赛与化疗方法相结合能够提高患者

的生存时间［１３－１５］。因此多西他赛是对 ＨＲＰＣ有明确效果的药
物。多西他赛为一种紫杉醇衍生物，相关研究表明多西他赛能

够通过增强或者抑制微管蛋白聚合的作用，以此形成稳定的微

管束，从而对肿瘤细胞的正常分裂造成破坏。除此之外其还能

够使相关物质酸化、解聚与聚合，从而致使肿瘤细胞的死亡。

同时多西他赛也能够通过降低相关细胞的表达水平而减弱肿

瘤细胞迁徙与破坏的能力。如今对于如何评价晚期前列腺癌

的治疗效果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部分医学研究是把血清 ＰＳＡ
的反应率指标当作最为重要的参考项目。这是因为 ＰＳＡ的水
平能够基本反映肿瘤状况和患者对于治疗的反应。

由于ＨＲＰＣ患者中，大部分为老年患者。因此在运用多西
他赛联合泼尼松的方法治疗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时，对于患者

产生的毒副反应的观察非常重要。此方法进行治疗时表现最

为突出的毒副反应是骨髓抑制与脱发等，但在通过集落刺激因

子处理后，全部有粒细胞减少症状的患者，其白细胞都恢复到

了正常水平。没有因为粒细胞缺乏而导致了严重感染的患者，

有呕吐症状的患者经过了相应的治疗后症状也得到了缓解，所

有患者均没有出现急性过敏和药物血管外渗漏的症状，但在参

与研究的患者中有８例患者因为毒副反应非常严重而退出了治
疗，剩余有毒副反应的患者在进行相应的处理后都能够继续进

行治疗。由此可以说明此治疗方法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是安

全有效的，在治疗过程中需严格遵照多西他赛说明书进行治

疗。对于出现的其他毒副反应，如乏力、血压升高等虽很常见，

但症状轻微，均为可以接受的范围，这与近期国内外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

在对此次选取的７２例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患者进行研究
后发现：在６０例可以进行疗效评价的患者中，治疗有效、稳定、
无效患者分别为 ２４例 （４００％）、１２例 （２００％）、８例
（１３３％）；骨痛ＮＲＳ评分降低、无改变、升高患者分别为２８例
（７７８％）、４例（１１１％）、４例（１１１％）。治疗后的毒副作用
中，骨髓抑制、静脉炎、口腔炎、脱发、轻度乏力、甲床改变、胃肠

道反应患者分别为 ３２例（４７１％）、１２例（１７６％）、８例
（１１８％）、３６例（５２９％）、１６例（２３５％）、２０例（２９４％）、２４
例（３５３％）。综上所述。多西他赛联合泼尼松治疗 ＨＲＰＣ临
床效果良好，且毒副作用小，在临床中应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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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与开放手术的临床疗
效比较
朱军华１　张大宏２

１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３００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手术同开放性手术的治疗效果比较及临床应用价
值。方法：将８２例在我院治疗的膀胱癌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开放
手术，观察组采用腹腔镜下根治性手术，记录两种手术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２９３５３±３９２８）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５０２３１±７８３７）ｍＬ，肠道功能恢复时间（２４６±１１２）ｄ，住院时间（１４２９±２１２）ｄ，其中手术时
间较对照组延长，其余指标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３１６１、１６９８１７、６６０７９、
７４７２６；Ｐ＜００５）。观察组手术后健康自评（１８３７±３４５）分，社会功能（８７８±２０１）分，生理健康（６４２５
±６５４）分，心理健康（５８７３±６５４）分，健康程度（１０４８２±１２４４）分，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９９９９、７５６９６、１２２５７０、７８７３０、４２９１６；Ｐ＜００５）。观察组手术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１８３１±３０１）分，ＡＳＥＸ评分（１５２３±２４６）分；对照组手术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１２０８±１２４）分，ＡＳＥＸ评分
（２３１８±４７６）分，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２２５３９、９５００５；Ｐ＜００５）。结论：采用腹腔镜下根治性
全膀胱切除手术安全可行，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但是手术的难度相对较大，对技术要求高，对

患者性功能和生活质量影响相对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开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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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恶性肿瘤属于生殖系统最为常见的肿瘤之一，随着目
前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诊断技术的进展发病率呈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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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目前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是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和

膀胱灌注化疗以及免疫治疗无效的表浅肿瘤标准手术方式，手

术的范围包括了膀胱和周围的脂肪组织，输尿管远端以及并行

盆腔淋巴结清扫手术［１，２］。传统的开放性手术一直是临床上的

首选方法，但是研究发现开放手术容易造成大多数男性患者勃

起功能障碍，严重的影响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让患者在生

理和心理上承担着双重打击［３，４］。我院对比了腹腔镜下根治性

全膀胱切除手术和开放性手术在治疗膀胱癌的效果，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治疗的膀胱癌
患者８２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１
例，患者均经病理学证实为膀胱癌，均在我院开展根治性全膀

胱切除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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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年龄３７～６３岁，
平均年龄（５４９３±１７８）岁，卡氏评分 ６１～８１分，平均评分
（６８９３±３２５）分；对照组年龄３５～６２岁，平均年龄（５３７９±
１８３）岁，卡氏评分６０～８２分，平均评分（６９１１±３３４）分。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手术切除肿瘤，患者

全麻满意后取平卧位，５点穿刺方法放入腹腔镜器械，游离中下
段的输尿管开展盆腔淋巴结清扫，暴露出 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间隙并游
离精囊输精管，使膀胱前和耻骨后的间隙，缝扎背深静脉的复

合体，分离膀胱前列腺双侧的血管蒂，分离前列腺尖部，离断背

深静脉复合体和尿道，在下腹部正中行６ｃｍ切口，同时行做回

肠通道手术。

对照组：采用开放性手术治疗，取仰卧位，腹部正中切开

１５ｃｍ左右，切断输尿管放入支架，逆行分离膀胱侧韧带，将前列
腺和直肠间隙至前列腺底部中间两侧的精囊间沟分离结扎，对

侧采用同一方法处置，在前列腺的尖端切断尿道，同时开展膀

胱淋巴结清扫手术，清扫完成后将回肠进行吻合缝合肌层使得

肠道连续性恢复，在两侧的输尿管留置单Ｊ管进入肠腔，连续缝
合封闭截取回肠近端，在远端开口黏膜翻成乳头状后椭圆形切

口切开腱膜层，使得回肠的远端缝合于右下腹壁，留置引流管

缝合腹壁切口完成手术。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肠道功能恢复时间

和住院时间情况。采用ＳＦ－３６简明生活质量量表从健康自评、
社会功能、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程度５个维度评定生活质
量情况。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问卷表（ＩＩＥＦ－５）和亚利桑那
性体验量表（ＡＳＥＸ）评定患者手术前后性功能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收集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在 ＳＰＳＳ１７０中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数据以百分
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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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手术时间较对照组长（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肠道功能恢复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１ ２９３５３±３９２８ ５０２３１±７８３７ ２４６±１１２ １４２９±２１２

对照组 ４１ １８７３７±２０６６ ８９６３８±１２６２４ ５２４±２４５ ２０５１±４８９

ｔ １５３１６１ １６９８１７ ６６０７９ ７４７２６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后健康自评、社会功能、生理健康、心理健

康、健康程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健康自评（分） 社会功能（分） 生理健康（分） 心理健康（分） 健康程度（分）

观察组 ４１ １８３７±３４５ ８７８±２０１ ６４２５±６５４ ５８７３±６５４ １０４８２±１２４４

对照组 ４１ １３１１±１４５ ６１１±１０３ ５００６±３４９ ４９３８±３８８ ９４２１±９７９

ｔ ８９９９９ ７５６９６ １２２５７０ ７８７３０ ４２９１６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功能指标评分
观察组手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与ＡＳＥＸ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术后评分（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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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功能指标评分

项目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组间比较

ｔ Ｐ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

ｔ Ｐ

治疗后组间比较

ｔ Ｐ

ＩＩＥＦ－５评分 观察组 ４１ ２１．３２±４．２３ １８．３１±３．０１ ０．２５８１ ０．７９６３ ３．７１２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２．２５３９ ０．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１ ２１．５６±４．１９ １２．０８±１．２４ １３．８９１７ ０．００００

ＡＳＥＸ评分 观察组 ４１ １０．３２±１．４４ １５．２３±２．４６ ０．５９１２ ０．５５４４ １１．０２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１ １０．１３±１．４７ ２３．１８±４．７６ １６．７７３２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全膀胱切除手术是目前临床治疗浸润性膀胱癌最为有效

的方法，虽然外科手术不断进展以及麻醉方法的提高与进步，

但是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手术时间较长，十分复杂，因此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较高，特别是采用传统的开放性手术由于创伤面积

较大，失血量相对较多，而且手术医师视野受限这对临床操作

产生了较大的困难［５，６］。我国微创外科应用在全膀胱切除手术

中开展相对较晚，文献报道也少，而且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

切除手术治疗的远期效果尚无定论，因此是否有必要开展仍存

在一定的争议。研究发现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后性功能障碍

的发生率高达８５％，大多数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勃起障碍。
勃起功能障碍发生主要同手术时患者年龄以及肿瘤的浸润范

围相关，年龄较小的患者术后保留勃起能力可能性较大，病变

较为浅表且未侵犯膀胱及前列腺周围损伤性神经的患者发生

率偏低，因此在手术过程中的处理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保留具

有重要的意义［７－９］。

腹腔镜微创手术同开放性手术比较优势较为明显，一是手

术的切口较小，一般为４～６ｃｍ左右，更为美观，患者在心理上
更容易接受；二是腹腔镜下切除膀胱与前列腺有助于细致、精

确处理盆底深部的结构，能够更好地保护尿道括约肌，可以有

效地保护阴茎神经的血管束，而且术中出血相对较少，无需输

血或者输血量较低；三是腹腔镜手术对患者机体损伤小，术后

的疼痛轻微，患者恢复快，术中肠管的暴露时间较短，因此有助

于患者肠道功能的恢复，减少了术后肠粘连发生，而且微创手

术对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损伤轻微，这对膀胱癌患者接受后续

治疗创造有利的机体条件［１０－１２］。此外腹腔镜下更有助于医师

开展盆腔淋巴结清扫，视野清晰，可以清晰地见到淋巴管、肿大

的淋巴结和髂血管以及闭孔神经等重要组织结构，有助于彻底

清除淋巴组织并避免了血管神经的受损［１３］。我们在手术中总

结为了更好地保存患者术后性功能，应注重对神经血管束的保

护：一是尽量避免结扎髂内动脉的主干，防止损伤阴部内动脉，

保存任何进入到阴茎海绵体的动脉与副阴部动脉，防止术后血

管性勃起功能障碍；二是控制好静脉丛和阴茎背深经脉的出

血，切除标本后在直肠侧面和精囊床创面尽可能止血，必要时

进行缝扎；但是对于存在尿道癌发生具有潜在风险的患者要开

展尿道切除，因为此时间段切除解剖清晰，可以将尿生殖膈部

的尿道切除，避免二次手术分离瘢痕粘连的膜部尿道造成损伤

海绵体神经［１４，１５］。大量的国外研究证实在腹腔镜下手术可以

避免肠管暴露，有助于术后肠道恢复，降低了术后肠粘连发生，

同时可以比开放性手术能更好的保护患者免疫机能，降低了术

后感染发生［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采用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手术安全可

行，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虽然手术的难度相对

较大，对技术要求高，但是对患者性功能和生活质量影响相对

较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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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的临床诊断及急诊治疗
杜靓１　朱再生２

１金华市中心医院急诊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２金华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的急
诊治疗经验，以期提高临床对此类疾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０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的
１２例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整理其随访资料，分析此类患者的疾病诱因、临床表现、诊断
方法、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结果：１２例患者均就急诊，患者自觉阴茎折断到就诊时间为（９１±１６）ｈ，其中
２例患者为转诊至我院；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原因：７例为性交不慎，３例醉酒后勃起撞击折断，２例为手淫
折断；患者口述临床表现：阴茎受外力作用后，听见咔嚓的折断音，阴茎即刻变软，剧烈疼痛，排尿困难；临床

检查所见：阴茎肿胀、青紫淤血，阴茎形状萎软偏向一侧，４例患者出现尿道口滴血；确诊方法：１２例患者中６
例依靠患者病史及临床检查确诊，６例患者通过Ｂ超检查确诊；２例轻症患者采用保守治疗，１个月后痊愈；
１０例患者行急诊手术治疗，麻醉下切开阴茎，探查损伤情况，行海绵体破裂缝合、尿道修补等；术后随访１
年，共８例有并发症，主要为排尿困难、勃起障碍，经尿道扩张术和心理辅导后消失；术后３年随访，１０例患
者排尿、勃起均正常。结论：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临床少见，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临床检查可以确

诊，病情轻者保守治疗，病情重者急诊手术治疗均可获得满意预后，同时还应加强对患者的心理辅导，避免

出现心理障碍性勃起障碍。

【关键词】　阴茎诊断；尿道损伤；诊断；急诊手术；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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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在文献杂志偶见报道，实际临床过
程中也较为少见，因此，对此类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方面可供

参照的临床经验不多。我院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共接诊了阴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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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共计１２例，本文对１２例患者的就诊情
况、疾病诱因、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方法及治疗结果进行

整理、总结，为此类疾病的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参考。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２００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共收治１２例阴茎折断合并
尿道损伤患者，１０例患者均为急诊就诊，２例患者为转诊至我院；
年龄２３～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７４±３６）岁；患者自觉阴茎折断到
就诊时间１～１８ｈ，平均（９１±１６）ｈ；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原
因：７例为性交不慎，３例醉酒后勃起撞击折断，２例为手淫折断；
患者口述临床表现：阴茎受外力作用后，听见“咔嚓”折断音，阴

茎即刻变软，剧烈疼痛，排尿困难；临床检查所见：阴茎肿胀、青紫

淤血，阴茎形状萎软偏向一侧，４例患者出现尿道口滴血。
１２　诊断方法

１２例患者中６例依靠患者病史及临床检查确诊，６例患者
通过Ｂ超检查确诊。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保守治疗　２例轻症患者采用保守治疗，充分休息，局
部冰敷减轻淤血水肿渗出，稳定后继续做局部的周围的热敷、

艾灸，理疗促使淤血吸收，同时口服消炎药治疗。用高锰酸钾

溶液每天清洗尿道口，连续５ｄ。
１３２　急诊手术治疗　１０例患者行急诊手术治疗。３例患者
受伤部位明确，血肿范围较小，硬膜外麻醉后采用局部切口，深

达Ｂｕｃｋｓ筋膜，游离海绵体白膜和筋膜间的阴茎皮肤。清除血
肿，使阴茎皮肤全脱套，修补破裂白膜及尿道海绵体。用可吸

收缝线紧密缝合破裂白膜，避免海绵体外漏，用４－０可吸收缝
线间断缝合尿道海绵体及尿道黏膜。阴茎加压包扎２～３ｄ，留
置导尿管２周，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７例患者受伤部位不
明，血肿范围较大，硬膜外麻醉后于冠状沟３ｃｍ处采用环状切
口，深达Ｂｕｃｋｓ筋膜，翻转筋膜至阴茎根部，清除血肿，探查损伤
部位并暴露，用可吸收线间断缝合修补损伤部位。皮肤复位后

间断缝合，阴茎外加压包扎２～３ｄ，留置导尿管２周，术后卧床。
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１３３　随访　１２例患者均获得１年期随访或３年期随访。
"

　结果
２１　１０例急诊手术患者阴茎折断部位分布

１０例急诊手术患者术中探查阴茎折断以单侧损伤为主，损
伤位置以阴茎中部为主，其中左侧损伤５例，右侧损伤４例，双
侧发生损伤１例。
２２　１２例患者治疗后预后

２例轻症患者采用保守治疗，１个月后痊愈。１０例患者行
急诊手术治疗，术后随访１年，共８例发生并发症，其中排尿困
难者３例，勃起障碍者２例，勃起弯曲、勃起疼痛与疤痕纤维化
各１例，经尿道扩张术和心理辅导后消失。术后３年随访，１０
例患者排尿、勃起均正常。

#

　讨论
阴茎折断在临床较为少见，合并尿道损伤者更为少见。正

常阴茎是由３块海绵体构成：２个阴茎海绵体，１个尿道海绵体。
阴茎在勃起状态下受到外力撞击或者冲撞，导致海绵体损伤而

出现临床的阴茎折断，根据受伤海绵体的类型，可能仅为阴茎

折断，也可能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１，２］。阴茎折断主要是指

阴茎海绵体中的白膜损伤而发生破裂，尿道损伤指尿道中的海

绵体损伤。临床资料显示，导致阴茎折断最为常见的原因是性

交不慎，其次是手淫不慎，再其次是醉酒时阴茎勃起跌倒致伤。

呈勃起状态的阴茎海绵体腔隙中充满大量血液，阴茎变粗变

硬，白膜厚度随海绵体积累增大，阴茎的弹性大大降低，其脆性

大大增强，此状态的阴茎如果遭受外力冲撞如阴茎抽动中突然

遇到阻力或人为强力弯曲或碰撞，则会产生作用于阴茎某一部

位的合力，这种合力具有极大的剪力效应，使白膜裂开。白膜

破裂后海绵体腔隙内的血液涌出，压力降低，阴茎变软。血液

漏入软组织并在破裂口周围形成血肿，阴茎偏向健侧。随着病

情发展，血肿蔓延至整个阴茎，若阴茎筋膜破裂，血肿可经筋膜

扩展至阴茎、会阴［３，４］。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属临床急诊，一

旦发生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排尿出现困难，同时因为

整个阴茎密布末梢神经，损伤出现后会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疼

痛，严重者甚至出现休克。因此，临床尽快诊断、采取治疗措

施，尽快缓解患者的症状显得非常重要［５－７］。

临床对于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的诊断主要是通过了解

病史，对患者发病时候的细节的询问，了解当时状态，进行初步

判断，再行视诊触诊。若在问诊的基础上发现患者尿道有滴血

或血尿，排尿困难，基本可以确诊为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

对于症状较轻或者患者自述不明者需要采用影像检查予以诊

断，Ｂ超是较为常用的方法［８，９］。

临床对于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的治疗，因患者临床表现

较为痛苦，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急诊手术，尽快缓解患者的病

情，对于轻症者可采用保守治疗［１０－１２］。手术治疗的原则是清

除血肿，彻底止血，缝合修补破裂白膜，如伴有尿道损伤可作相

应的处理。如果受伤部位明确且血肿较小可行局部切口，如果

受伤部位不明确或合并有尿道损伤，最好行环形切口，此切口

可充分探查两侧海绵体及尿道，有利于清除血肿和修补或吻合

尿道［１３，１４］。阴茎折断术中寻找阴茎白膜裂口的同时应注意腹

侧尿道海绵体的情况，如伴有尿道口滴血、血尿、排尿困难，高

度提示合并尿道海绵体损伤。合并尿道损伤时建议同时修复

尿道海绵体，恢复尿道的连续性，一般预后良好［１５］。

本组１２例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患者，２例轻症患者采用
保守治疗，１个月后痊愈；１０例患者行急诊手术治疗，麻醉下切
开阴茎，探查损伤情况，行海绵体破裂缝合、尿道修补等，术后

随访１年，共８例有并发症，主要为排尿困难、勃起障碍，经尿道
扩张术和心理辅导后消失，术后３年随访，此１０例患者排尿、勃
起均正常。对于术后并发勃起障碍的患者，心理影响的因素比

较大，因此，对于此类患者在治疗前后均应加强对其进行心理

辅导，让其充分了解阴茎的构成、特性，阴茎折断治疗的疗效确

切，对性器官的影响可以忽略，从而避免其器质性病变恢复正

常而出现功能性病变。

综上所述，阴茎折断合并尿道损伤临床少见，根据患者病

史、临床表现、临床检查可以确诊，病情轻者保守治疗，病情重

者急诊手术治疗均可获得满意预后；同时还应加强对患者的心

理辅导，避免出现心理障碍性勃起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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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地区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和相关发病因
素研究
李晓　冯琼
绵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绵阳地区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和相关发病因素，为临床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方法：在绵阳地区的４家大型妇科医院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的４００例产后妇
女，采用匿名调查的形式、运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问卷调查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以及相关发病
因素。结果：经过调查，４００例产后妇女中有２６８例发生产后性功能障碍，比例６７０％，其中性欲低下、性唤
起困难、阴道润滑困难、性高潮障碍、性满意度下降以及性交疼痛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０％、４３２％、３９０％、
２８５％、３７０％与３３５％。以性欲低下比例最高，其次是性唤起困难；经过调查，２６８例产后性功能障碍患者
中，分娩方式的顺产、喂养方式中的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小学等文化程度、较差的夫妻感情以及

抽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均是影响女性产后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因素；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逐步分析可知，分娩方式中
顺产对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最大（ＯＲ＝３６４３），其次是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ＯＲ＝３３６５）、母乳
喂养方式（ＯＲ＝２９４３），小学文化程度对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最小（ＯＲ＝１９８３）。结论：绵阳地
区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比例约为６７％，其中性欲低下比例最高，其次是性唤起困难。产后妇女发生
性功能障碍多与分娩方式的顺产、喂养方式中的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小学等文化程度、较差的

夫妻感情以及抽烟酗酒等因素有关，重视与控制这些因素，能够降低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

【关键词】　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流行病学；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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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激素急剧变化的一个过程，因
此，女性产后很多生理指标、激素指标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在

此过程中，对女性各种生理功能的影响中，对性功能的影响相

对较大，产后发生性功能障碍成为临床较为常见的产后并发

症。女性性功能障碍指女性个体不能参与其所期望的性行为，

且在性行为过程中不能得到或难于得到满足，包括性欲减退、

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性交痛和阴道痉挛等女性性功能障

碍［１］。２００７年 Ｐａｒｉｓｈ等［２］在中国对２４７８名２０～６４岁的城市
女性进行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发现３５％存在女性性功能障
碍。然而当女性妊娠或分娩后，伴随着生理、生活角色等的转

变，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比例比妊娠前更高。因此，探

究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和相关发病因素，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

　临床资料与研究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绵阳地区的４家大型医院妇产科（绵阳市中心医院妇产
科，绵阳５２０医院，绵阳市妇产科中心，绵阳协和医院 －妇产科
楼）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的４００例产妇，年龄２１
～３０岁，平均年龄（２６５０±２５０）岁；体重４５～６５ｋｇ，平均体重
（５５４０±２５０）ｋｇ；产后时间１５－１３个月，平均产后时间（６５０
±２５０）个月。
病例纳入标准：（１）女性分娩时间在１～１５个月；（３）有配

偶或固定性伴侣者；（２）无严重意识障碍等精神疾病，能完成调
查问卷；（３）志愿参与调查。
１２　研究方法

研究方案经绵阳地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

匿名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专人负责发放，向受访者介绍调查

目的并取得其知情同意后，让其自行填写一般调查问卷，同时

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调查表自行填写性功能，内容应

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育情况、分娩状况、喂养方式、精

神问题、文化程度、夫妻感情、生活习惯等内容。

１３　各种量表的使用与评价
性功能量表（ＦＳＦＩ）［３］：是专门针对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各个

方面设计的问卷，中文版 ＦＳＦＩ信度及效度已经过检验（信度
０８６，效度０９１），共包括６个项目，每个项目中包含２～４个问
题，共１９个问题选项，每个项目６分，总分３６分，ＦＳＦＩ评分越高
则功能越好。若产后妇女各项评分之和 ＜２５，则诊断为产后性
功能障碍。单项得分 ＜３６分提示性欲低下或性唤起困难，
＜３９分提示阴道润滑困难，＜４０分提示性高潮障碍，＜４４分提
示性满意度下降或存在性交疼痛。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对患者的焦虑情况进行评价，评分
＞５５分判为焦虑。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对患者的抑郁情况进行评价，评分

＞５３分判为抑郁。
自制调查表：对患者进行夫妻感情进行调查，感情分为较

好、一般、较差，患者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自我感觉夫妻感情，

选择相应的项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文中所得数据经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相关因素采用χ２分

析，危险因素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绵阳地区４００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分析

经过调查，４００例产后妇女中有２６８例发生产后性功能障
碍，比例占６７０％，其中性欲低下、性唤起困难、阴道润滑困难、
性高潮障碍、性满意度下降以及性交疼痛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０％、４３２％、３９０％、２８５％、３７０％与３３５％。其中性欲低
下比例最高，其次是性唤起困难。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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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绵阳地区４００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分析

性功能障碍类型 例数（ｎ） 比例（％）

性欲低下 １８４ ４６０

性唤起困难 １７３ ４３２

阴道润滑困难 １５６ ３９０

性高潮障碍 １１４ ２８５

性满意度下降 １４８ ３７０

性交疼痛 １３４ ３３５

ＦＳＤ ２６８ ６７０

２２　２６８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经过调查，２６８例产后性功能障碍患者中，分娩方式的顺

产、喂养方式中的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小学等文化

程度、较差的夫妻感情以及抽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均是影响女性

产后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因素。见表２。
２３　２６８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逐步分析可知，分娩方式中顺产对产后女
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最大（ＯＲ＝３６４３），其次是产后抑郁
等精神因素（ＯＲ＝３３６５）、母乳喂养方式（ＯＲ＝２９４３），小学文
化程度对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最小（ＯＲ＝１９８３）。
见表３。

表２　２６８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障碍 正常 χ２ Ｐ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８８ ６８ ４８３４ ＜００５

顺产 １８０ ６４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 １７８ ４２ ５３４５ ＜００５

人工喂养 ３２ ６１

混合喂养 ５８ ２９

精神因素 产后抑郁 １０５ ３８ ５３９５ ＜００５

产后焦虑 ８６ ２１

正常 ７７ ７３

文化程度 大学 ６８ ５９ ５８２１ ＜００５

中学 １２５ ５６

小学 ７５ ２７

夫妻感情 较好 ６５ ６８ ４８９３ ＜００５

一般 ７８ ４３

较差 １２５ ２１

生活习惯 抽烟酗酒 １７５ ５０ ５３８３ ＜００５

无不良习惯 ９３ ８２

表３　２６８例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ν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分娩方式中顺产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２ １１３４２ １ ０００３ ３６４３ ２４３２－４０５４

产后抑郁精神因素 －０２９４ ０２１３ １０４３２ １ ０００４ ３３６５ ２１３２－４９３２

母乳喂养方式 ０４８３ ０２４３ ９６２３ １ ００１１ ２９４３ １４３２－３２４２

较差的夫妻感情 １３９２ ０３０４ ８８９１ １ ０００８ ２８４２ １５３２－３０３２

抽烟酗酒不良习惯 －０２１３ ０１９１ ７８３４ １ ００１３ ２５３１ １４２４－３４３５

小学文化程度 －０４８２ ０３４７ ６６５３ １ ００２１ １９８３ １２４３－３４５０

#

　讨论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女性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伴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性满

足已成为现代都市女性关注的重要问题。与男性性功能相比，

女性性功能更为复杂［４，５］。目前认为女性性功能障碍是一类包

含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及性交疼痛等６个
方面的问题的疾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和

睦［６，７］。近来美国一项１５５０名社区妇女的调查中约５０％至少
存在一种性问题［８，９］。韩国一份 ５０４名妇女调查报告显示
４３１％存在女性性功能障碍，以性唤起异常最多［１０］。有文献研

究发现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比妊娠前更高［１１］。因此，

探究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和相关发病因素，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国外作者研究发现，４８６％的产妇在产后发生性功能障碍，
具体表现是６３５％的产妇有性交阴道疼痛，２２５％的产妇出现
阴道流血，５５％的产妇出现阴道裂伤或擦伤［１２，１３］。本文使用

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问卷对产后妇女进行调查发现，在绵阳
地区经过调查，４００例产后妇女中有２６８例发生产后性功能障
碍，比例６７０％，其中性欲低下、性唤起困难、阴道润滑困难、性
高潮障碍、性满意度下降以及性交疼痛的比例分别为４６０％、
４３２％、３９０％、２８５％、３７０％与３３５％，其中性欲低下比例最
高，其次是性唤起困难，这与国外作者研究结论一致。研究发

现，影响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因素较多，包括分娩方式、

喂养方式、精神因素、文化程度等［１４，１５］。本文研究发现，剖宫

产、顺产两组分娩方式在２６８例患者的比例差别较大，顺产是影
响患者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因素，这是因为顺产时会造成盆底肌

肉强度显著降低，而且难产 、负吸术 、产钳使用 、胎头过大等因

素极容易造成盆底结构的损伤，造成盆底功能的改变，最后影

响到患者的性功能［１３］。作者调查发现，母乳喂养方式在２６８例
患者中占最大比例，说明其也是影响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

的因素，这可能与女性产后发生角色的转变，父母、朋友以及临

床医师的影响，造成心理具有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婴儿吮吸乳

头会造成母体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从而出现阴道干涩、性交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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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现象［１６，１７］。较差的夫妻感情也能导致女性性功能障碍的

发生，因为和睦的夫妻感情会使丈夫主动承担来自妻子的压

力，主动交流，配合妻子的焦虑，减轻妻子的压力。文化程度越

高，了解性生活知识越全面，越懂得如何调节夫妻生活，因此，

小学文化程度会影响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１５］。本文研究发

现，分娩方式中顺产对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最大

（ＯＲ＝３６４３），其次是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ＯＲ＝３３６５）、母乳
喂养方式（ＯＲ＝２９４３），小学文化程度对产后女性发生性功能
障碍的影响最小（ＯＲ＝１９８３）。

综上所述，绵阳地区产后妇女发生性功能障碍的比例约为

６７％，其中性欲低下比例最高，其次是性唤起困难。产后妇女发
生性功能障碍多与分娩方式的顺产、喂养方式中的母乳喂养、

产后抑郁等精神因素、小学等文化程度、较差的夫妻感情以及

抽烟酗酒等因素有关，重视与控制这些因素，能够降低产后性

功能障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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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神经去除术治疗子宫腺肌症痛经及慢性盆腔痛
的临床效果观察
郭立丽１　刘正清２△　朱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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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子宫神经去除术在治疗子宫腺肌症痛经及慢性盆腔痛的临床效果。方法：选
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期间因痛经或盆腔痛等入院就诊的患者１２６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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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确诊为子宫腺肌症。将１２６例患者按随机数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６３例。对照组采用子宫次全
切除术，观察组采用子宫神经去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及术后痛经及慢性盆腔痛的改善情况。结

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排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术前痛
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术后两组疼痛情况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神经去除术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效果确切。

【关键词】　子宫神经去除术；子宫腺肌症；痛经；盆腔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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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腺肌病是指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侵入子宫肌层形成
弥漫或局限性的病，子宫腺肌变症为育龄期妇女常见病之一，

多见于３０～５０岁左右的经产妇，临床表现主要有痛经、经期延
长、月经量增多等［１］。其中约１５％的患者合并子宫内膜异位
症，５０％的患者合并子宫肌瘤，并发痛经或非经期盆腔痛的几
率约为１５％～３５％［２，３］。临床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干预与手术

治疗，但根治较难，目前多采取手术治疗方式。但传统的子宫

全切除术对患者创伤较大，严重影响卵巢功能，药物干预能短

期缓解症状，但停药后易发生反复，因此近年来子宫次全切除

术和病灶切除术已发展成为主流的手术方式，但关于这两种术

式在手术效果和后期疗效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５］。子宫神

经去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ｕｔｅｒｉｎｅｎｅｒｖ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ＬＵＮＡ）是指通过
切断双侧子宫骶骨韧带，阻断痛感神经传导通路，从而达到治

疗痛经或慢性盆腔痛的手术方式。本研究以１２６名子宫腺肌症
伴痛经及慢性盆腔痛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子宫次全切除术与子

宫神经去除术两种术式临床效果进行对照，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患者入院先后顺序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期间
因痛经或盆腔痛等入院就诊的患者１２６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
病例均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子宫腺肌症。纳入标准：（１）年龄
小于４５岁；（２）术前未进行过其他治疗。排除标准：（１）盆腔粘
连患者；（２）合并中、重度子宫内膜异症患者；（３）合并其他器官
严重疾病者。将１２６例患者按随机数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６３例。对照组年龄２２～４３岁，平均（３６１２±３６４）岁，痛经
持续时间０１～１６年，平均（１３２±０３６）年，非经期盆腔痛时
间０～１２年，平均（１０１±０２４）年；观察组年龄２４～４４岁，平
均（３７３６±４１５）岁，痛经持续时间０１～１８年，平均（１５３±
０４３）年，非经期盆腔痛时间０～１３年，平均（１２１±０１９）年。
两组在年龄分布、性别构成及病情程度等方面相比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具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子宫次全切除术。全麻后，患者取膀胱截石

位，于下腹正中行６ｃｍ左右切口，逐层分离皮下与肌层，了解子
宫及子宫颈情况，切断圆韧带，用宫角钳夹将输卵管间质部及

卵巢固有韧带切除，缝扎断端，将子宫体切除。

观察组：采用子宫神经去除术。患者全麻，将子宫前举暴

露宫骶韧带，提起宫骶韧带腹膜并横向剪开，暴露推开输尿管，

切除近宫颈附着处的宫骶韧带深约１５～２０ｃｍ，长约２～４ｃｍ，
将双侧宫骶韧带附着于子宫颈间的组织切断，电凝止血，创面

涂以生物蛋白胶预防粘连。两组手术同时均切除部分子宫腺

肌症病灶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排气时间。

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情况：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
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ＶＡＳ）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取分范围为
０～１０分，疼痛程度与得分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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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排气时间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术后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比较

两组术前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术后两组疼痛情况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手术情况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排气时间

（ｈ）

对照组 ６３ ９６４１±１１３２ ８４３２±１２５８ ３１４７±６３０

观察组 ６３ ７１３０±９９３ ６５８７±１０９３ ２１０５±５６５

ｔ ２０１２ ２１９８ ２５４３

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表２　两组术后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痛经

术前 术后３个月
ｔ Ｐ

非经期盆腔痛

术前 术后３个月
ｔ Ｐ

对照组 ６３ ７０１±２５４ ４６３±１０３ ２１３２ ００３２ ２０４±１０１ １５１±０１１ ２０２１ ００４３

观察组 ６３ ７２１±２８７ ２０４±１１４ ２４１２ ００１３ ２１５±１２３ ０４９±００５ ２１５６ ００３３

ｔ １２３２ ２３５２ ０７３６ ２３６９

Ｐ ０３９５ ００１９ ０４８６ ００１９

#

　讨论
子宫腺肌症的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

日趋年轻化。其发病机制在于异位的子宫内膜组织不断侵入

子宫肌壁，随月经周期变化出现充血和脱落，经血不断累积于

子宫肌层内，造成肌肉组织出现反应性增生，最终导致子宫腺

肌症，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进行性加重性痛经及性交痛等［６］。

目前，子宫腺肌症的发病原因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与激

素水平紊乱、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及生长因子异常等有关。

子宫腺肌症的临床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由

于异位于子宫肌层内的子宫内膜组织周围血供较少，因此难以

在病灶局部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使得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理

想且停药后易出现反复［７－９］。因此手术治疗仍是目前子宫腺肌

症的首选治疗方式。过去由于对外科手术水平的欠缺，多对患

者进行子宫全切除术以保证治疗效果，实践证明此种术式创伤

较大，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远期生活质量。在对疾病认识不断

深入的基础上，子宫次全切除术和病灶切除逐渐成为治疗子宫

腺肌症的主要方式。但是关于这两种手术方式仍存在争议，对

于其能否达到与子宫全切除术相当的治疗结论不一，且作为切

除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仍然不可无视。

子宫腺肌症的痛经症状一般认为与异位于子宫肌壁间的

子宫内膜有关［１０，１１］。异位的子宫内膜在子宫肌层多处形成小

岛，致使子宫肌层反应性增生变厚。据统计，约８０％的痛经患
者具有子宫肌层深部病变［１２，１３］。异位病灶内的经血及炎性反

应物质刺激子宫引起后者异常收缩，同时直接刺激子宫肌层内

的神经纤维末梢，经盆腔神经传入大脑引起痛觉。传导神经有

交感和副交感共同组成。这些神经纤维一部分经主韧带及卵

管旁神经纤维传入，另一部分经子宫骶骨韧带下穿过宫骶韧带

到达宫旁组织，形成 Ｆｒａｎ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ｒ神经丛。因此，切断子宫骶
骨韧带从理论上讲可部分去除子宫神经的支配，阻断由子宫向

中枢的痛觉传入，减轻痛经症状。自１９５５年国外首次报道在腹
腔镜下采用切断子宫骶骨韧带治疗痛经后，此种方式的临床应

用报道陆续出现。资料显示约７０％的患者术后痛经情况得到
明显改善［１４，１５］。

作为一门新发展起来的微创方法，腹腔镜手术是未来手术

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盆腔粘连少

等特点。本组资料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

排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表明采用子宫神经去除
术操作简单，对患者创伤较小。

同时两组术前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术后两组疼痛情况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疼痛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原因在于由于子宫腺肌
症病灶主要在子宫，子宫神经去除术阻断大部分的痛觉神经传

入，从而有效缓解了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的症状。

综上所述，子宫神经去除术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效果确

切，对于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腺肌症患者来讲是一种可靠有效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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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氧孕烯炔雌醇口服对原发性痛经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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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去氧孕烯炔雌醇口服对原发性痛经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９月
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我院原发性痛经患者９８例，将所选患者随机分为 Ａ、Ｂ两组，每组４９例。Ａ组口服去氧孕烯
炔雌醇治疗；Ｂ组口服安慰剂治疗，每组治疗３个周期。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Ａ组治疗总有效
率为９１８４％（４５／４９）；Ｂ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７７５５％（４８／４９），Ａ组显著高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８５７，Ｐ＜００５）。治疗前Ａ、Ｂ两组患者的ＴＤＳ得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Ａ组患者的ＴＤＳ得分
为（１１±０５）分，明显低于Ｂ组的（２８±０７）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７５５，Ｐ＜００１）。治
疗后Ａ、Ｂ两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乳房胀痛、经量减少等不良反应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４９％（１２／４９）和
２０４１％（１０／４９），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４９，Ｐ＞００５）。结论：去氧孕烯炔雌醇口服可有效治疗原
发性痛经，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治疗比较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避孕药；去氧孕烯炔雌醇；原发性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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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痛经是指女性生殖器官无明显器质性改变的经行
小腹疼痛，且随月经周期而发作的一种妇科疾病［１，２］。主要临

床表现为月经前２～３ｄ或月经期间下腹部有坠胀疼痛感，且伴
有烦躁、头晕乏力、嗜睡、腰腿痛等症状。严重者还伴有精神萎

靡、疼痛难耐等症状，常需卧床休息。治疗方面，国内常用布洛

芬、孕激素等性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进行治疗［３］。非甾体

类抗炎药物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疼痛，但其副作用多。

大剂量使用时还可引致患者发生肾衰竭。甾体类药物可减少

患者前列腺素的产生，并有效抑制排卵。而原发性痛经一般发

生在有排卵的月经周期，故口服避孕药等甾体类药物具有很好

的镇痛效果。本文为探究去氧孕烯炔雌醇口服对原发性痛经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随机抽取了我院９８例原发性痛经患者进行
分组治疗对比，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来我院治疗的原发性痛经患
者９８例为研究对象，年龄１９～３３岁，平均（２６２±３２）岁；病程
０５～９年，平均（３８±１０）年。原发性痛经的诊断标准：（１）疼
痛时间：正值经期或行经期前后，随月经周期发作，连续≥３次；
（２）疼痛部位：以小腹为主，可放射致腰骶部、大腿内侧、肛门、
阴道等处；（３）疼痛程度：影响日常工作和学习；（４）疼痛的特
点：每次经净后可自行缓解。所有患者均经超声检查、妇科检

查等排除盆腔器质性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将患者按照数字列表法随机分为Ａ、Ｂ两组，每组４９例。Ａ
组平均年龄（２６９±３５）岁，平均病程（４１±１２）年；Ｂ组平均
年龄（２６５±３０）岁，平均病程（３７±０９）年。两组患者在年
龄、病程等方面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荷兰欧加农公司生产，批准文
号Ｈ２００９０４２３）治疗；Ｂ组口服安慰剂（多酶片）治疗。从月经周
期第１～２ｄ开始用药，１次／ｄ，１片／次，睡前口服。连续用药
２１ｄ为１个用药周期，以３个周期为１个疗程。
１３　疗效评价方法

以显效、有效和无效来评估患者的治疗效果［４］。若患者症

状显著改善，无痛经感则可评为显效；若症状明显减轻，疼痛明

显减弱，无需依赖止痛药则评为有效；若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

则评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率。采用总的痛经评
分（ｔｏｔａｌ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ｓｃｏｒｅ，ＴＤＳ）评估患者的疼痛状况［５］。ＴＤＳ

是根据患者痛经对其学习工作的影响程度与服用镇痛药的时

间计算的。疼痛分值：以学习工作效率低为轻度疼痛，计１分；
以需要卧床休息为中度疼痛，计２分；以需要卧床休息时间≥１
天为重度疼痛，计３分。用药分值：需服镇痛药１ｄ计１分，２ｄ
计２分，≥３ｄ计３分。ＴＤＳ得分＝疼痛分值＋用药分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以上原发性痛经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计数数据行χ２检验，计量数据以（珋ｘ±ｓ）表示，ｔ检验，Ｐ＜００５显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Ａ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１８４％，Ｂ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７７５５％，Ａ组显著高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８５７，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有效

Ａ组 ４９ ４１（８３６７） ４（８１６） ４（８１６） ４５（９１８４）

Ｂ组 ４９ ２５（５１０２）１３（２６５３）１１（２２４５） ３８（７７５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ＴＤＳ得分比较
治疗前 Ａ、Ｂ两组患者的 ＴＤＳ得分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Ａ组患者的ＴＤＳ得分明显低于Ｂ组得分，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７５５，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ＴＤＳ得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４９ ３８±０６ １１±０５

Ｂ组 ４９ ３７±０３ ２８±０７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后Ａ、Ｂ两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比例分别为３０６１％

（１５／４９）和 ２８５７％（１４／４９），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４９，Ｐ＞００５）。其中，Ａ组有１例患者同时存在恶心呕吐和
经量减少反应，有１例患者同时出现乳房胀痛、点滴出血、经量
减少反应。Ｂ组有２例患者同时出现乳房胀痛、点滴出血反应，
２例患者同时出现点滴出血、经量减少反应。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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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乳房胀痛 点滴出血 经量减少
总不良反应

［ｎ（％）］

Ａ组 ４９ ３ ５ ３ ４ １５（３０６１）

Ｂ组 ４９ ３ ４ ２ ５ １４（２８５７）

χ２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Ｐ ０６７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８２８

#

　讨论
痛经指女性在经期或行经前后出现的周期性小腹疼痛、痛

引腰骶等症状，可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两类［６，７］。原

发性痛经主要指无明确器质性疾病的痛经，好发于中青年女

性。女性在经期常伴有多种轻微不适症状，一般属于正常的生

理现象。痛经严重影响着女性日常生活与身心健康，易反复发

作，多数患者常把痛经误认为是经期的正常生理现象，治疗意

识不强。但痛经的疼痛程度已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是一种

妇科疾病。

目前医学认为前列腺素、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等与原发

性痛经的发病有关［８，９］。原发性痛经患者的子宫常伴有非正常

的收缩，子宫平滑肌经常性的出现紧张、缺血，易发生痉挛，产

生疼痛。当前临床治疗痛经的方法有口服药物、手术、电刺激

以及瑜伽等［１０，１１］。药物主要以非甾体类药物为主，如布洛芬、

消炎痛等。该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环氧化酶来减少

患者体内前列腺素的合成，以缓解子宫痉挛的收缩，从而实现

止痛目的。这些药物虽具有一定的镇痛、抗炎效果，但存在较

多副作用。主要以消化不良、恶心、困倦嗜睡等消化系统与神

经系统症状为主。大剂量使用时会因大幅降低前列腺素的浓

度而减少肾血流，引起肾衰竭，或导致食管反流与溃疡的形成，

引起消化道出血。近年来口服中药制剂、避孕药等也相继用于

治疗痛经。避孕药属甾体类药物，可有效治疗非甾体类药物无

效的顽固性痛经，对需节育的患者尤其适用。其治疗机理是通

过抑制排卵来降低血液中雌激素的含量，从而进一步降低催产

素、血管加压素以及前列腺素的含量，以抑制子宫活动。Ｈａｒａｄａ
等［１２，１３］研究发现，低剂量的避孕药对原发性痛经患者有较为理

想的疗效。去氧孕烯炔雌醇是第三代新型甾体避孕药，主要成

分为低剂量的炔雌醇与高选择性的地索高诺酮［１４］，其中炔雌醇

是一种雌激素，地索高诺酮是一种孕激素。孕激素可通过抑制

子宫收缩达到止痛效果；而少量的雌激素又可促进子宫发育，

增强血运能力，从而减轻疼痛。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可降低痛

经患者静脉血及经血中的前列腺素含量，通过抑制排卵来阻滞

孕激素的分泌，以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继而减少痛经的发生。

本文分别用去氧孕烯炔雌醇与安慰剂来治疗我院９８例原
发性痛经患者以探究去氧孕烯炔雌醇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结果

显示：用去氧孕烯炔雌醇治疗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１８４％，
显著高于安慰剂治疗的７７５５％。该结果也与褚雪芳等［１５］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且治疗后去氧孕烯炔雌醇治疗的患者ＴＤＳ疼
痛评分明显降低，疼痛程度明显缓解。但两组患者均出现了恶

心呕吐、乳房胀痛、经量减少等不良反应，且不良反应的发生比

例分别为２４４９％与２０４１％，两组相当。也即口服去氧孕烯炔
雌醇治疗仍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但治疗相对比较安全［１６］。综

上可见，去氧孕烯炔雌醇口服可有效治疗原发性痛经，治疗比较

安全，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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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治疗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疗效观察
王盾１　陈洁１　汤飒爽１　王依满２

１台州市路桥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５０
２台州市立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疗效观
察。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患者７４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７例。两组均在月经干净后 ３～７ｄ行射频
自凝刀治疗，观察组患者术后加用乳杆菌活菌胶囊０２５ｇ阴道放置，每晚１次，连用１０ｄ。观察并记录两组术
后阴道流液时间及阴道出血时间，术后６周复诊比较其临床效果。结果：观察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和阴道出血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０和 ６７７，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术后 ６周复诊，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
（９４５９％）较对照组（７８３８％）明显更佳（χ２＝４１６，Ｐ＜００５）。结论：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治疗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射频自凝刀治疗，能明显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减少阴道出血量和出血时间。

【关键词】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慢性宫颈炎；乳杆菌活菌胶囊；射频自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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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旧称“宫颈糜烂”，是一种正常的生理 现象。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常伴有慢性宫颈炎，是危害女性健康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治愈后病情易反复发作，严重者可诱发

宫颈癌，需积极彻底治疗［１］。射频自凝刀是目前治疗宫颈柱状

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新型物理治疗方法，但术后仍会出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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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阴道脱痂出血和流液，这是临床需解决的难点［２］。乳

杆菌活菌胶囊是从阴道内优势菌———乳酸菌经人工方法培育

繁殖后制成的阴道用活菌制剂，近年来发现其辅助治疗宫颈柱

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具有一定的效果［３］。近年来我院乳

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

宫颈炎，取得了较满意疗效，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宫
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患者７４例。纳入标准：符合《妇
产科学（第６版）》中的相关诊断标准，表现为宫颈柱状上皮外
移，宫颈呈慢性炎症变化［４］。排除标准：⑴急性盆腔炎及阴道
分泌物检查伴有假丝酵母菌、滴虫、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性

阴道炎和细菌性阴道病患者；⑵阴道镜、宫颈活检及宫颈液基
细胞学检查为早期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采用随机数字

表将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７例。两组年
龄、病程时间和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比较差异不明显（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月）
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例）

Ⅰ度 Ⅱ度 Ⅲ度

观察组 ３７ ３８１±５２ ６４±１７ １７ １２ ８

对照组 ３７ ３７８±４９ ６２±１５ １５ １６ ６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在月经干净后 ３～７ｄ行射频自凝刀治疗，术中擦拭

宫颈分泌物后进行碘染色，标好病灶范围。采用射频自凝刀

（ＨＵＡＮＧＨＥＤＳ９８Ｆ－Ｄ）从宫颈内口深０５ｃｍ处开始，依次消融
使宫颈颈柱状上皮异位面变白，治疗范围超出２ｍｍ，术后创面
予以碘伏消毒。观察组患者术后加用乳杆菌活菌胶囊（内蒙古

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０２５ｇ×５ｓ，批号 １２０９２３）０２５ｇ
阴道放置，每晚１次，连用１０ｄ。两组患者术后禁止盆浴及性生
活，并避免剧烈运动。观察并记录两组术后阴道流液时间及阴

道出血时间，术后６周复诊比较其临床效果。
１３　临床效果评估

痊愈：宫颈表面变光滑，无明显柱状上皮异位面，症状完全

消失，宫颈黏膜无明显充血，有典型鳞状上皮覆盖；好转：柱状

上皮异位面积或程度较治疗前减少或变浅，症状较前好转；无

效：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程度和症状较前无明显变化。痊

愈加好转为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计量资料结果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和阴道出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和阴道出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χ２＝４７０和６７７，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和阴道出血时间比较

组别 ｎ
阴道出血量

＜月经量 ≥月经量

阴道出血时间

＜１周 ≥１周

观察组 ３７ ３２（８６４９） ５（１３５１） ３４（９１８９） ３（８１１）

对照组 ３７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５（６７５７）１２（３２４３）

２２　两组治疗后临床效果比较
术后６周复诊，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９４５９％）较对照组

（７８３８％）明显更佳（χ２＝４１６，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ｎ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７ ２２（５９４６）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５４１） ３５（９４５９）

对照组 ３７ １８（４８６５） １１（２９７３） ８（２１６２） ２９（７８３８）

#

　讨论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未同时并发感染又无异常细胞和血管增

生，是一种正常生理状态，但由于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暴露于宫颈

外口，宫颈管黏膜的防御能力差 宫颈处黏膜皱襞较多，易受病原

微生物的侵害，导致其易发生宫颈急慢性炎症。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伴慢性宫颈炎常由于急性宫颈炎治疗未彻底转化为慢性引起，

多见于分娩、流产或手术损伤宫颈后病原体入侵而宫颈而引起，

严重者可发生癌变，需积极干预治疗［５，６］。目前治疗宫颈柱状上

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方法较多，主要有药物治疗和冷冻、激光、

微波、自凝刀等物理治疗［７－９］。自凝刀是局部治疗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伴慢性宫颈炎一种新型物理方法，通过电磁波的接触组织后

产生热效应，使病灶局部温度迅速上升到约 ８０℃，使宫颈柱状上
皮异位处细胞凝固、变性、坏死和脱落，继而创面逐渐被新生鳞状

上皮覆盖，此过程较缓慢，约需４～８周，期间患者出现较长时间
阴道排液及阴道出血等症状，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因此，寻找

一种有效方法减少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自凝刀治疗

术后阴道排液及阴道出血是临床的迫切需要［１０，１１］。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主要是由于宫颈黏膜组

织受慢性炎症刺激引起，近年来研究还发现阴道的微生态平衡

失调在其发病中也起主要的作用。患者阴道的微生态失衡，导

致阴道内正常的优势菌———乳杆菌数量明显下降，而需氧菌等

致病菌趁机大量生长与繁殖进入宫颈黏膜内形成慢性宫颈炎

症，引起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１２］。乳杆菌活菌胶囊

是乳杆菌活菌阴道微生态制剂，阴道局部使用后可补充阴道内

正常的优势菌———乳杆菌并大量繁殖，恢复其在阴道菌群中的

主导地位，通过竞争性作用阻碍致病菌的繁殖，纠正阴道菌群

紊乱，促进阴道自身的微环境的恢复，重建肠道正常的菌群屏

障，提高阴道的局部防御力；其代谢产物过氧化氢和细菌素，阻

碍致病菌对阴道黏膜的粘附；还可分解糖原产生乳酸和乙酸等

酸性物质，降低阴道 ｐＨ值，有利于乳杆菌的繁殖，从而修复阴
道微环境平衡［１３－１５］。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术后阴道出血量

和阴道出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术后８周观察组临床总有效
率较对照组明显更佳。可见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

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单

纯的射频自凝刀治疗，能明显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阴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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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量和出血时间。

总之，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射频自凝刀治疗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伴慢性宫颈炎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射频自凝刀治

疗，能明显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阴道出血量和出血时间，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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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联合阴道镜在筛查宫颈癌
前病变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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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澄迈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海南 澄迈 ５７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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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ＴＣＴ）联合阴道镜在筛查宫颈癌前病变中的意义。
方法：通过对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我院进行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的７０５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同时对患者的宫颈多位点活检送病理检查，分析 ＴＣＴ联合阴道镜在筛查宫颈癌前病变中价值。
结果：ＴＣＴ检查患者特异性为９６９１％，敏感性为５９２１％，漏诊率为５３９％；阴道镜检查特异性为９７７２％，
敏感性为９２１６％，漏诊率为０９９％；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的特异性为９６４２％，敏感性为９５９２％，漏诊率为
０７１％。结论：针对宫颈癌前病变患者采用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ＴＣＴ）联合阴道镜筛查可以提高检出
率，可早期筛查宫颈癌早期病变，有利于早期诊断及治疗，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阴道镜；宫颈癌前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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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为临床较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也是目前临床唯
一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因此宫颈癌前病变筛查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１－４］。宫颈癌需要经过较长的的病变阶段，

从宫颈上皮内瘤变发展成为宫颈癌的过程为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机会，宫颈病变早期诊断和治疗对预防宫颈癌发生有着重

要临床价值［５，６］。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为宫颈癌前病变的

最新细胞学检查方案，阴道镜则通过放大，观察宫颈上皮形态

便于评估病变［７］。本文采用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ＴＣＴ）联
合阴道镜筛查宫颈癌前病变，讨论ＴＣＴ联合阴道镜在筛查宫颈
癌前病变中的临床意义，现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我院进行ＴＣＴ联合
阴道镜检查的 ７０５例患者，年龄为 ２４～６９岁，平均年龄为
（３２６５±３９６）岁。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ＴＣＴ标本采集：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应用宫颈软毛刷进入宫
颈管，按照一定方向旋转，收集脱落细胞，将毛刷放入含有保存

液的标本瓶中，上下振荡，使细胞进入保存液中，通过巴氏染色

读片。

阴道镜检查及组织活检：应用电子阴道镜观察患者宫颈构

型、边界、颜色、血管等。通过白光观察宫颈表面血管，再应用

醋酸棉球浸润宫颈表面，观察宫颈表面，涂上碘液观察不染色

区域，确定病变范围，在不染色区域进行组织活检。

应用ＴＢＳ分级包括：正常、ＡＳＣ、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宫颈癌，按照
病理结果划分ＳＣＣ、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８，９］。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资料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与计量资

料分别利用 χ２检验与 ｔ检验表示，Ｐ＜００５说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ＴＣＴ诊断同病理学诊断结果对比

７０５例ＴＣＴ检查患者中，检查异常患者１０９例，同病理学检
查结果比较，ＣＩＮⅠ诊断患者为２０例，漏诊患者２４例；ＣＩＮⅡ患
者１０例，漏诊患者９例；ＣＩＮⅢ患者１１例，漏诊５例；假阳性患
者２１例。ＴＣＴ检查特异性为９６９１％，敏感性为５９２１％，漏诊
率为５３９％。见表１。

表１　ＴＣＴ诊断同病理学诊断结果对比

ＴＣＴ诊断
病理学诊断

正常或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合计

正常或炎症 ５９６ ２４ ９ ５ ０ ６３４

ＡＳＣ １８ １７ ５ ０ ０ ４０

ＬＳＩＬ １ ３ ４ １ ０ ９

ＨＳＩＬ ０ ０ １ １０ ２ １３

宫颈癌 ０ ０ ０ ０ ９ ９

合计 ６１５ ４４ １９ １６ １１ ７０５

２２　阴道镜诊断同病理学诊断结果对比
７０５例阴道镜检查患者中，检查异常患者１０４例，同病理学

检查结果比较，ＣＩＮⅠ诊断患者为３８例，漏诊患者６例；ＣＩＮⅡ
患者１６例，漏诊患者１例；ＣＩＮⅢ患者１６例；假阳性患者１６例。

阴道镜检查特异性为 ９７７２％，敏感性为 ９２１６％，漏诊率为
０９９％，两种诊断方法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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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阴道镜诊断同病理学诊断结果对比

ＴＣＴ诊断
病理学诊断

正常或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合计

正常或炎症 ６０１ ６ １ ０ ０ ６０８

ＡＳＣ １４ ３５ ４ ０ ０ ５３

ＬＳＩＬ ０ ３ １２ １ ０ １６

ＨＳＩＬ ０ ０ ２ １５ ０ １７

宫颈癌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１１

合计 ６１５ ４４ １９ １６ １１ ７０５

２３　ＴＣＴ检测、阴道镜检查和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结果对比
阴道镜检查的诊断符合率明显高于ＴＣＴ检查，差异具有显

著性（Ｐ＜００５），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的特异性为９６４２％，敏
感性为９５９２％，漏诊率为０７１％，同ＴＣＴ检测对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ＴＣＴ检测、阴道镜检查和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结果对比

组别
阳性符合

例数

假阳性

例数

阴性符合

例数

假阴性

例数

ＴＣＴ检测 ４６ ２１ ５９６ ４２

阴道镜检查 ７９ １６ ６０１ ９

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 ９３ ２５ ５８２ ５

　　注：与ＴＣＴ检测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发病率呈现增加趋势，研究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宫颈

癌患者约为１３万［１０］。ＣＩＮ发生发展成为宫颈癌大约需要１０
年时间，在此发展变化过程中有１／３的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患
者发展成为癌，剩余约７０％的患者可发生自然逆转或基本维持
不变［１１］。宫颈癌前病变的高效筛查和正确处理方法为预防和

治疗宫颈癌的关键。随着细胞学、阴道镜和活检组织病理学发

展，宫颈癌的检出率明显增加。

ＴＣＴ细胞学检测为宫颈癌病变治疗的关键，其是一种较为
先进的宫颈癌前病变的检测技术，通过巴氏涂片可提高阳性诊

断度，文献报道［１２－１４］，ＴＣＴ细胞学检查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
感性，可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本研究表明，ＴＣＴ
检查患者特异性为 ９６９１％，敏感性为 ５９２１％，漏诊率为
５３９％。ＴＣＴ细胞学检测具有创伤小的特点，可作为宫颈癌前
病变的初筛。阴道镜检查可进一步筛查宫颈癌前病变，通过观

察宫颈鳞状上皮细胞特征，配合醋酸染色、碘试验，可确定病变

区域，降低有漏诊率，同时可作为手术指导［１５，１６］。本研究显示，

阴道镜检查特异性为 ９７７２％，敏感性为 ９２１６％，漏诊率为
０９９％。但阴道镜检查仍有不足之处，包括：检查结果受检查人
员的临床经验影响，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易出现漏诊［１７］。ＴＣＴ
联合阴道镜检查可起到相互补充作用，ＴＣＴ可作为宫颈癌前病
变可作为普查手段，但存在假阳性，阴道镜对 ＣＩＮ病变的敏感
性高，可补充ＴＣＴ不足，降低漏诊率［１８］。本研究表明，ＴＣＴ联合
阴道镜检查的特异性为 ９６４２％，敏感性为 ９５９２％，漏诊率

为０７１％。
综上所述，ＴＣＴ联合阴道镜检查可提高宫颈癌前病变的检

出率，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可用于早期宫颈癌前病变筛查，有利

于临床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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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同步化疗对宫颈癌患者临床疗效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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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放疗同步化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
月３月入我院肿瘤中心治疗的８６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按１∶１比例分为两组，每组各４３例，对照组给予５０
～５４Ｇｙ盆腔照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吉西他滨 ＋顺铂（ＧＰ）进行化疗，化疗周期为２１ｄ，共化
疗４～６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毒副反应。结果：观察组患者完全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
４３０５，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２、３年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放疗同
步化疗治疗晚期宫颈癌近期疗效确切，可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放疗；吉西他滨；顺铂；宫颈癌；疗效；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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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其发病率不断上升，且发病逐渐趋于年青化，目前，仅次于

乳腺癌，在妇科肿瘤中位居第二。晚期宫颈癌患者临床中首选

放疗进行治疗，但远期疗效并不理想，其盆腔、宫旁复发率较

高，且５年生存率较低，因而近年来，放化疗同步治疗晚期宫颈
癌在临床中越来越受到重视［２］。本研究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９
年月３月入我院肿瘤中心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给予放疗
联合吉西他滨＋顺铂化疗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现将其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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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月３月收治的经病理检
查确诊为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８６例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
签署了知情权同意书，采取随机的方法按１：１的比例分为两组，
各４３例。对照组年龄４３～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００７±３２２）岁。
按２０００年国际妇产科联盟宫颈癌标准分期［２］：１ｂ期１５例，２ａ
期８例，２ｂ期２０例；肿瘤直径２１ｃｍ～４３ｃｍ；其中鳞癌３３例，
腺癌１０例。观察组年龄４３～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０１３±３０６）
岁；１ｂ期 １６例，２ａ期 ７例，２ｂ期 ２０例；肿瘤直径 ２０ｃｍ～
４３ｃｍ；其中鳞癌３１例，腺癌１２例。所有患者均无放疗禁忌症、
只接受过手术治疗、无药物过敏史等，肿瘤数目≥１个。ＫＰＳ≥
７０分，治疗后可存活时间至少４年。两组患者在年龄、宫颈癌
标准分期、肿瘤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所有患者入院后常规进行各种项目的检查，具
体包括生命体征方面的检查、血液及凝血方面的检查、尿液方

面的检查、心电图等检查，均确定在正常范围内或者稍微异常

但不影响治疗，均可以对患者采取放射治疗。根据临床和 Ｂ超
检查的病灶范围设计放射视野。放射治疗的照射方式为在盆

腔的前后野垂直进行外照射，照射使用的剂量：ＤＴ５０－５５Ｇｙ／６
周（盆腔中央剂量为 ＤＴ２５－３０Ｇｙ）；若在子宫的旁边组织发现
有肿瘤浸润并呈现团块状时，需要调整照射剂量，即剂量：ＤＴ１０
－１５Ｇｙ，此时需要在子宫腔内放置放疗Ａ点剂量：ＤＴ３６－４２Ｇｙ／
５～７次；若肿瘤浸润到阴道并且呈团块状时，可以在阴道壁内
加大药物剂量 ＤＴ３２－４８Ｇｙ［３］，其最佳的用药部位是黏膜层内
５ｍｍ处。在进行腔内照射时用纱布填塞阴道，使其充分扩张，
以避免放疗过程中损伤膀胱、直肠和尿道。

１２２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吉西他滨＋顺铂进行化
疗。第１ｄ，吉西他滨１０００ｍｇ／ｍ２，静脉滴注３０ｍｉｎ；顺铂２５ｍｇ／ｍ２

静脉滴注；第８ｄ，吉西他滨１０００ｍｇ／ｍ２，静脉滴注３０ｍｉｎ；顺铂
２５ｍｇ／ｍ２静脉滴注［４］。治疗的化疗周期通常为３周。化疗药物
通常会引起严重的胃溃疡等不良副作用，故而化疗当天通常会

对患者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以此来保护胃黏膜。此外化疗药物

使用过程中患者的血细胞发生变化，若白细胞数目减少时，应

该给予患者金磊赛强进行治疗，使白细胞数目开始上升；若血

小板的数目显著下降，则立即给予白介素 －１１用于治疗，使血
小板数目开始上升，在化疗４个疗程后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
疗效评价。

１３　评价指标
参考１９８９年万钧制定的食管癌放疗近期疗效评估：完全缓

解（ＣＲ）：经过系统治疗，病灶消失或者检测不到治；部分缓解
（ＰＲ）：病灶的范围开始明显减少，减少范围大于等于一半；稳定
（ＳＤ）：病情在治疗过程开始好转，但肿瘤病灶的范围大小缩小
不明显，估计小于一半，有些肿瘤呈增长趋势，增长的数目超过

计１／４；进展（ＰＤ）：发现新的肿瘤病灶，或者原有的肿瘤病灶呈
增大趋势，并大于等于原来病灶的１／４。患者的病情与治疗前
相比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治疗总有效的公式为ＣＲ与
ＰＲ的总和；疾病控制率（ＣＣＲ）＝ＣＲ＋ＰＲ＋ＳＤ。
１４　不良反应评价

根据ＷＨＯ对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反应的分级标准，将
其分为０～Ⅳ度。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分析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及疾病控制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０７２，０２１０，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完全缓解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χ２＝４３０５，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分析

组别 ｎ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有效率（％） 疾病控制率（％）

对照组 ４３ １７（３９５３） ２０（４６５１） ４（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９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观察组 ４３ ２８（６５１２） １２（２７９１） ３（６９８） ０（０００） ９３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远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１、２、３年内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见表２；观察组２、３年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１、２、３年内生存率比较分析

组别 ｎ １年生存率 ２年生存率 ３年生存率

对照组 ４３ ３８（８８３７） ３１（７２０９） ２６（６０４７）

观察组 ４３ ３９（９０７０） ３６（８３７２） ３４（７９０７）

χ２ ０１６２ ２０３７ ２３５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１、２、３年内复发率比较分析

组别 ｎ １年复发 ２年复发 ３年复发

对照组 ４３ ６（１３９５） １１（２５５８） ２４（５５８１）

观察组 ４３ ３（６９８） ６（１３９５） １０（２３２６）

χ２ ０８０６ ３４１８ ５２４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３　毒副反应分析
放、化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

应，肝、肾损伤，脱发及色素沉着。对照组的不良反应主要是骨

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但都较轻。放疗同步化疗组上述反应较

单纯放疗组稍重，所有症状采取相应措施后好转，未对放化疗

产生影响。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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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毒副反应情况

组别 中性粒细胞减少 血小板下降 恶心呕吐 手足综合症 脱发、皮肤色素沉着 乏力 肝、肾损伤

对照组 Ｎ １０ ８ ４ ８ ８ ６ ４

Ｉ度 ６ ６ ２ ６ ６ ２ ２

Ⅱ度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Ⅲ 度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Ⅳ 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观察组 Ｎ １０ ６ ４ ８ ６ ６ ２

Ｉ度 ６ ４ ２ ４ ２ ２ １

Ⅱ度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Ⅲ 度 ２ ０ ０ ２ ２ ２ ０

Ⅳ 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讨论
宫颈癌作为妇产科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占

全部恶性肿瘤中的第七位。在以往临床工作中，晚期宫颈癌患

者由于肿瘤已经发展到晚期，会对局部组织开始浸润侵袭，导

致宫颈邻近的组织发展成为浸润性肿瘤，这就给临床上晚期宫

颈癌患者的诊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难，一般的单纯的手术切

除治疗已经无法满足治疗的要求，无法达到令患者满意的水

平。此外，若患者的晚期肿瘤转移和扩散非常明显，手术切除

治疗并不能完全根除病灶，导致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明显下

降，远期的生存率也不理想。故而，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患者对生存欲望的追求，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逐渐应用

于宫颈癌的治疗中，并且成为目前治疗晚期宫颈癌患者最有效

的首选方法［５，６］。大量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单纯仅使用放射疗

法用于治疗宫颈癌患者，患者的肿瘤细胞对其使用的常规放疗

剂量敏感性较差，不能有效杀灭肿瘤细胞，而肿瘤细胞本身的

分裂繁殖速度较快，故而单纯放疗患者体内残存的肿瘤细胞在

短时间内便能快速增殖，恢复到原来状态甚至可能更加恶化。

相反，若为了加强放疗的效果，减少体内残留的肿瘤细胞数量，

增加放射疗法的使用剂量，患者则会出现较为严重的不良反

应，患者最终会因为耐受不了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弃治疗。化疗

是采用化学药物进行治疗的一种方法。吉西他滨是临床中常

用的治疗宫颈癌的化疗药物，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药物吸收后直

接抑制肿瘤细胞的ＤＮＡ合成期，减少的ＤＮＡ的合成数量，破坏
ＤＮＡ的双链结构，肿瘤细胞不能正常发育为成熟细胞，最后导
致患者机体内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另一种较为经典的化疗

药物为顺铂，该药物的作用机制是药物吸收后可以作用于细胞

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抑制细胞增殖，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大

量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若将吉西他滨和顺铂联合使用，可以显

著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减少病灶恶化的趋势，并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肿瘤细胞发生转移和扩散，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有明显影响。此外，吉西他滨还可以提高放射相关性肿瘤细

胞的敏感性，使相应的肿瘤细胞在放射治疗下快速凋亡，使得

治疗效果更优。而放疗可有效改善了肿瘤细胞的通透性，促使

化疗药物迅速达到血药浓度，可进一步化疗效应［１３，１４］。因此，

放疗同步化疗治疗晚期宫颈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治疗效

果，远期生存率提高，减轻患者的痛苦，具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７，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放疗同步化疗后，患者完全改善率由

３９５３％提高到 ６５１２％；２、３年内复发率分别由 ２５５８％和
５５８１％降为１３９５％和２３２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以往研究报道基本一致［１５］，说明放疗同步化疗治疗

晚期宫颈癌近期疗效确切。综上所述，放疗同步化疗治疗晚期

宫颈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治疗效果，远期生存率提高，减

轻患者的痛苦，可作为一种理想方法应用于临床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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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相关影响因素 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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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利用Ｍｅｔａ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相关因素。方法：依据询证医学
要求对相关医学数据库进行全面检索，将中国已婚妇女宫颈癌的病例对照研究筛选出来，对纳入研究的质

量进行评价，然后对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宫颈癌发病的危险因素的合并 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为：首次性
交年龄１９１（１２３，２９７）、首次怀孕年龄２９０（１３３，６３０）、结婚次数４３４（２１８，８６４）、孕次２４０（１２６，
４５６）、ＨＰＶ２５４９（４２３，１５３７５）、经济收入５８８（０２３，１４７６４）、初潮年龄１０５２（０５６，１９６５４）、肿瘤家族
史５０６（２７０，９５１）及吸烟 ２３６（１６４，３３７）。结论：本研究综合发现，首次性交年龄、首次怀孕年龄、结婚
次数、孕次、ＨＰＶ、经济收入、初潮年龄、肿瘤家族史及吸烟均为宫颈癌发病相关影响因素。

【关键词】　宫颈癌；影响因素；Ｍｅｔａ分析；病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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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
腺癌，严重威胁着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１］。我国人口众多，每

年新发病例约１３万，占世界发病人数的２８％［２］。许多学者对

宫颈癌发病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机制至今

尚未明了。目前研究认为宫颈癌发病可能与早婚、早育、多产、

密产、性生活过早或紊乱、卫生条件差、人乳头病毒（ＨＰＶ）感

染、吸烟和妇科病史有关［３－５］。本研究运用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对中
国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严格的评价和分

析，以分析宫颈癌高危影响因素，为预防和治疗宫颈癌提供依

据。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分别以宫颈癌、影响因素、危险因素、病例对照为检索词，

对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库进行检索，并辅以手工检索方法收集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４年公开发表关于中国已婚妇女宫颈发病相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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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检索语种为中文。

１２　文献筛选
纳入标准：（１）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

公开发表的关于我国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相关影响因素的病

例对照研究。（２）各个研究均有开展年限及发表的年限。（３）
各个文献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类似。（４）提供ＯＲ值及９５％
可信区间。

剔除标准：（１）无对照组文献。（２）重复发表文献。（３）原
始数据不完整，无法利用的文献。（４）统计方法不正确的文献。
１３　质量评估

为排除偏倚及其对数据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纳入文

献进行质量评估：（１）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是否正确。（２）研究
设计是否合理。（３）统计方法是否恰当。

１４　资料提取
由两人分别进行评价。按照纳入和剔除标准逐一筛选，最

终纳入１０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共有病例１１７３例，对照２９０１例。
１５　数据分析

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软件包（ＲｅｖＭａｎ５０）进行统计
学处理。异质性检验采用 χ２检验，当研究结果 Ｐ＜００５，Ｉ２＞
５０％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

　结果
２１　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共检索文献７３２篇，通过阅读文章标题和摘要，排
出与本研究目的不符的文献；然后阅读１５６篇文献的全文，再次
筛选出２１篇文献进行评估；其中有１１篇文献因数据不完整而
排出，最终纳入１０篇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见表１。

表１　纳入的宫颈癌病例对照研究基本情况表

编号 作者 发表时间 文章出处　　 研究类型
样本含量

病例组 对照组

１ 王金桃等 ２００４ 山西医科大学 病例对照 １２９ １４３

２ 周芩 ２００６ 山西医科大学 １：１病例对照 １２５ １２５

３ 赵温 ２００８ 北京妇幼保健院 １：３病例对照 ７７ ２３１

４ 高岩 ２０１３ 辽宁省肿瘤医院 病例对照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５ 程海萍 ２００７ 青海大学医学院 １：１病例对照 １０１ １０１

６ 李建 ２０１０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病例对照 １１２ ２００

７ 庄勋 ２００８ 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１：１病例对照 ９９ ９９

８ 张淞文 ２０１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１：３病例对照 ２８６ ８５８

９ 于彦丽 ２０１１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 １：１病例对照 ６４ ６４

１０ 王季青 ２０１４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１：１病例对照 ８０ ８０

２２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采用ＮＯＳ制定的８条标准对采用的文献精选质量评价，结

果８分的文献有４篇，７分的文献有４篇，６分的文献有１篇，５
分的文献有１篇，故纳入的文献质量较高。
２３　异质性检测

采用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０软件对各个研究结果进行异质性
检测，结果发现首次性交年龄、首次怀孕年龄、结婚次数、孕次、

ＨＰＶ、经济收入及初潮年龄均存在异质性（Ｐ≤００５，Ｉ２＞７０），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吸烟和肿瘤家族史因素同质，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见表２。

表２　异质性检验数据汇总

影响因素 纳入文献 Ｉ２（％） Ｐ 模型

首次性交年龄≤２３ １，２，７，９ ９０ ０００４ 随机

首次怀孕年龄≤２３ １，２，４ ８３ ０００７ 随机

结婚次数＞１ ３，４，５ ５３ ＜０００００１ 随机

孕次 １，２，３，７，９，１０ ７６ ０００７ 随机

ＨＰＶ ２，４，１０ ８１ ００００４ 随机

经济收入 １，２，７ ９８ ００００４ 随机

初潮年龄 ７，８，１０ ９５ ＜００００１ 随机

肿瘤家族史 ５，７，８，９ ３ ０３８ 固定

吸烟 ２，６，７，８ ０ ０４４ 固定

２４　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主要危险因素的Ｍｅｔａ分析
应用 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０软件对各个研究结果进行合并

ＯＲ值及９５％ＣＩ结果表明，首次性交年龄、首次怀孕年龄、结婚
次数、孕次、ＨＰＶ、经济收入、初潮年龄、肿瘤家族史及吸烟合并
后的ＯＲ值均＞１，且以上所有危险因素的合并统计量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示以上因素均有可能成为宫颈癌发病的危
险因素。见表３。

表３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χ２ 合并后的ＯＲ值 ９５％ＣＩ

首次性交年龄≤２３ ２９５１ １９１ （１２３，２９７）

首次怀孕年龄≤２３ １１９６ ２９０ （１３３，６３０）

结婚次数＞１ ４２５ ４３４ （２１８，８６４）

孕次 ２０８８ ２４０ （１２６，４５６）

ＨＰＶ １０６０ ２５４９ （４２３，１５３７５）

经济收入 ８８８８ ５８８ （０２３，１４７６４）

初潮年龄≤１４ １９４４ １０５２ （０５６，１９６５４）

肿瘤家族史 ３０８ ５０６ （２７０，９５１）

吸烟 ２６８ ２３６ （１６４，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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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发表偏倚的评估
观察纳入Ｍｅｔａ分析的各个危险因素的漏斗图发现漏斗图

基本对称，Ｍｅｔａ分析结果发表偏倚相对较小。
#

　讨论
Ｍｅｔａ分析是通过系统分析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

研究结果，旨在提高统计检验效能，评价结果的不一致或矛盾

的一种研究方法，其能处理大量文献，在临床疾病的诊治、预防

及卫生服务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６，７］。本次研究运用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有关中国已婚妇女宫颈癌发病的相关影响

因素的多个研究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应用定量合并分析的方

法，得到了宫颈癌全面的危险因素的定量指标。本研究综合发

现，首次性交年龄、首次怀孕年龄、结婚次数、孕次、ＨＰＶ、经济收
入、初潮年龄、肿瘤家族史及吸烟均可造成宫颈癌发病的风险。

３１　ＨＰＶ感染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明确提出，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危

险因素，有ＨＰＶ感染的女性宫颈癌发病风险是没有 ＨＰＶ感染
者的２１７倍［８］，而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了ＨＰＶ与宫颈癌
的病因关系，宫颈腺癌患者ＨＰＶ检出率为７０％［９］，宫颈鳞状细

胞癌患者ＨＰＶ检出率几乎为１００％。研究证实，ＨＰＶ感染是宫
颈癌发病的主要因素，而初次性生活过早、多次阴道分娩、人工

流产及吸烟等均为宫颈癌发病的辅助或诱发因素［１０］，因此，为

了有效预防宫颈癌发生，对于任何有２年以上性行为者均应筛
查ＨＰＶ感染，以及时诊治宫颈癌。
３２　生殖相关因素

早婚、结婚次数过多、多次妊娠、多次怀孕或多次分娩均会

增加宫颈癌发病的风险。研究显示，２次以上阴道分娩者宫颈
癌发病风险是≤２次者的１９倍［１１－１３］，这可能与阴道分娩使宫

颈易发生损伤，而使宫颈上皮细胞易受外因致病因子的侵袭有

关。人工流产术使宫颈受到机械性创伤，增加宫颈被病毒、细

菌等感染的机会进而引起宫颈移行带区上皮化生，在修复过程

中容易引起细胞分化不良，进而形成宫颈上皮内瘤变，再逐渐

发展成癌［１４－１６］。结婚年龄或初产年龄较小者，由于其生殖道

发育不成熟，宫颈黏膜对致癌物质、细菌、病毒等比较敏感，且

其处于性生活活跃期，也会增加宫颈癌发病风险。研究显示，

初次性生活＜１８岁者宫颈癌发病率是≥１８岁者的２７倍，初次
性生活≤２３岁患宫颈的危险性增加１倍。此外，多个性伴侣也
是宫颈癌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显示，以≥２个性伴侣者其
宫颈癌发病率为２个以下性伴侣者的２３倍，可能与有多个性
伴侣者ＨＰＶ感染风险增加有关［１７］。

３３　月经因素
月经初潮年龄和月经周期与宫颈癌有关，初潮年龄早是宫

颈癌发病的高危因素［１８］。此项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

３４　经济因素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较好的家庭中的妇女患宫颈癌的

风险较经济较落后的妇女发病风险降低。可能经济较好的妇

女受教育程度较高，宫颈癌相关知识普及率较高，平时能多注

意关注个人卫生及伴侣卫生。

３５　吸烟
一些烟草致癌物可破坏吸烟者的宫颈上皮细胞，使其细胞

免疫功能降低，许多研究曾报道过吸烟为宫颈癌的流行病学高

危因素，吸烟可能成为ＨＰＶ的辅助因素。不仅主动吸烟会造成

宫颈癌发病风险增高，长期被动吸入大量烟草烟雾同样会增加

宫颈癌发病风险，研究显示每周有≥１ｄ主动或被动吸烟≥５分
者宫颈癌发病风险为未被动吸烟者的４０３倍［１９］。在中国女性

被动吸烟的情况较为普遍，也使得这一研究结果更有意义。

３６　肿瘤家族史
临床医学研究证实，宫颈癌具有遗传易感性，因为宫颈癌

与其他恶性肿瘤一样涉及多基因结构变化或异常表达［２０］。本

次研究表明有肿瘤家族史的妇女宫颈癌的发病风险远远高于

没有肿瘤家族史的妇女。虽然宫颈癌发病与遗传因素密切相

关，但各种后天因素也与其发病密切相关，而这些影响因素具

有叠加作用，因此，对于有宫颈癌家族史者，应给予较大的关注

与医疗监护，避免危险因素累加。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原始文献的质量密切相关，本研
究中，纳入的文献均为 ＣＣＳ，使得本次 Ｍｅｔａ分析的结果也更有
说服力。笔者在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时，发现各影响因素无明显为异
质性，且通过对各数据分别采用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敏感

性分析时，表明合并结果可信度较高。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

足：第一，该研究不包括未公开数据；第二，对照组人群多为住

院患者，缺少大规模横断面的研究；第三，部分文献报道研究结

果时，只报道了影响因素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而未列入中间数
据，因此，不能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中的Ｍａｃａｓｋｉｌｌｓ、Ｂｅｇｇｓ几个计算发
表偏倚的检验；第四，不同文献作者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时，哑
变量设置不同，而原始中间数据缺失，无法分析一些影响因素

可能的剂量－反应关系。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扩大研究
范围，综合分析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危险因素的差异，进一步识

别宫颈癌发病高危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列干预措

施，减少宫颈癌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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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 ｐＨ值与阴道宫颈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李祥双　洪贞明　颜雅湄
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妇产科，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阴道ｐＨ值改变与阴道宫颈感染的相关性研究，保证妇科阴道健康。方法：选取从
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妇科门诊收治宫颈感染患者共１４０例。观察患者阴道ｐＨ和阴道症状、细菌感染
情况以及阴道洁净度等相关性。结果：根据阴道ｐＨ测定结果，其中Ａ组患者阴道ｐＨ值＞４５的有５８例，Ｂ
组患者阴道ｐＨ≤４５的有８２例。结果显示，ｐＨ值大于４５的患者其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会明显比ｐＨ
值≤４５的患者多，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而ｐＨ＞４５和ｐＨ≤４５的两组患者在宫颈糜烂对比上没有
显著性差异。Ａ组患者和Ｂ组患者感染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棒状杆菌两组数据对比没有显著性差异；而
Ｂ组患者感染乳酸杆菌、加德纳菌、粪链球菌、大肠埃希菌以及肺炎克雷伯菌明显要高于 Ａ组患者，两组数
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阴道洁净度分级越高，患者阴道ｐＨ值越高。三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结论：阴
道的ｐＨ值越高会影响患者阴道洁净度，提高宫颈感染的几率。

【关键词】　阴道ｐＨ值；阴道宫颈感染；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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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宫颈炎是发病较高的妇科疾病，对妇女的健康以及生
活质量等造成严重的影响。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宫颈感染是妇

科保健工作的工作重点［１］。细菌感染是引起阴道疾病感染的

主要原因，除了注意个人卫生外，还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阴

道宫颈感染。阴道微生态状况是由阴道解剖结构、机体内分泌

调节以及阴道内微生物菌群所共同构成的微生态［２］。其中阴

道ｐＨ值是最直接能够反映阴道内环境的指标［３］。正常阴道的

ｐＨ值在３８到４５之间［４］，阴道内环境维持在酸性环境有利于

阴道的自净作用以及帮助阴道抵御外部细菌感染和入侵。本

文主要是探讨阴道ｐＨ值改变与阴道宫颈感染的相关性。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妇科门诊收治宫颈感染
患者共１４０例，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年龄２３岁～４２岁。入选标准：患者在进入
试验前１周内禁止性生活；进入试验前２周没有使用过任何阴
道内冲洗或者防治任何治疗阴道感染药物；在进入试验前１个
月内没有使用过抗菌药物。采集患者的阴道分泌物进行阴道

ｐＨ值测定，使用ｐＨ值检测手套进行检测。采用医用聚乙烯手
套，并且在食指球面部贴有精密 ｐＨ试纸。检测时需要患者取
出阴道ｐＨ值检测手套套在右手上，拨开阴唇，将试纸插入阴道
中２～３ｃｍ，在插入过程中需要轻轻转动手指，待试纸完全湿润
后抽出试纸，然后和比色卡片比对，最后得出相应数值。采用

患者阴道的ｐＨ值，分为Ａ组和Ｂ组，其中Ａ组是ｐＨ值＞４５，
而Ｂ组是ｐＨ值≤４５。Ａ组和Ｂ组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
般资料对比均没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均行阴道检查和阴道分泌物检查，具体方法

如下。

阴道检查：检查的项目包括患者阴道分泌物情况，宫颈分

泌物情况以及宫颈糜烂等。

阴道分泌物检查：将自制的刮板在阴道侧壁取到阴道分泌

物后进行图片，进行几种阴道常见病原菌检查，分别是棒状杆

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加德纳菌、粪链球菌、大肠埃希菌、肺

炎克雷伯菌以及乳酸杆菌等。

宫颈分泌物检查：选择尺寸合适的阴道窥器，撑开阴道，暴

露阴道口，调节阴道窥器叶片，完全暴露宫颈，观察宫颈情况，

宫口大小、色泽、外口形状，有无糜烂、撕裂、外翻、息肉、腺囊

肿、肿块，宫颈管内有无出血、分泌物，用自制刮板刮取宫颈分

泌物做病原菌检查。

宫颈糜烂判断标准：子宫颈分泌物呈黏液脓性或棉拭子擦

拭子宫颈管易诱发出血，分泌物镜检白细胞增多，可诊断为子

宫颈糜烂。

１３　观察指标
根据阴道分泌物清洁分度标准，对患者的阴道进行检查并

且将阴道分泌物清洁度分为Ⅰ～Ⅲ级［５］，其中 Ｉ～ＩＩ级是正常，

ＩＩＩ级和ＩＶ级则是异常。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获得的临床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的统计学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数据采用χ２检验，计量数据则采用 ｔ
检验，本文的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阴道ｐＨ值与阴道、宫颈体征的相关性

根据阴道ｐＨ测定结果，其中Ａ组患者阴道ｐＨ值＞４５的
有５８例，Ｂ组患者阴道ｐＨ≤４５的有８２例。ｐＨ值大于４５的
患者其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会明显比 ｐＨ值≤４５的患者
多，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 ｐＨ＞４５和 ｐＨ
≤４５的两组患者在宫颈糜烂对比上没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道及宫颈情况

组别 Ｎ 阴道分泌物增多 宫颈分泌物增多 宫颈糜烂

Ａ组 ５８ ３１（５３４） ２５（４３１） ３５（６０３）

Ｂ组 ８２ １０（１２２） １９（２３２） ４４（５３７）

χ２ １２４１ ３００ ０８１２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２８１

２２　宫颈感染患者阴道菌群分布与阴道ｐＨ值的关系
结果显示，Ａ组患者和Ｂ组患者感染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和棒状杆菌两组数据对比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 Ｂ组
患者感染乳酸杆菌、加德纳菌、粪链球菌、大肠埃希菌以及肺炎

克雷伯菌明显要高于Ａ组患者，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宫颈感染患者阴道菌群分布情况

组别 Ａ组 Ｂ组 χ２ Ｐ

乳酸杆菌 ８（１３８） １８（２２０） ６１２４ ００２１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８（１３８） １２（１４６） ５９３５ ０２１２

加德纳菌 ６（１０３） １０（１２２） ６０２５ ００３６

粪链球菌 ４（６９） ６（７３） ７３９５ ００６６

大肠埃希菌 ８（１３８） １５（１８３） ７９５１ ００４１

肺炎克雷伯菌 ４（６９） ８（９８） ８１０５ ００１９

棒状杆菌 ２０（３４５） １３（１５９） ７３０５ ００７４

２３　对比不同阴道洁净度和阴道ｐＨ值结果比较
对比不同阴道洁净度和阴道 ｐＨ值结果比较，根据阴道洁

净度的分级标准，其中 Ｉ～ＩＩ级有２３例，ＩＩＩ级有６５例，ＩＶ级有
５２例。结果显示，阴道洁净度分级越高，患者阴道 ｐＨ值越高。
三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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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阴道洁净度和阴道ｐＨ值结果比较

阴道洁净度 例数［ｎ（％）］ ｐＨ值

Ｉ～ＩＩ度 ２３（１６４） ４３４±００２４

ＩＩＩ度 ６５（４６４） ４６２±００４１

ＩＶ度 ５２（３７１） ５２１±００２９

#

　讨论
正常健康妇女的阴道ｐＨ值一般在３８到４５之间，阴道会

保持酸性，从而有利于阴道抵御外界细菌等的入侵［６］。当阴道

的ｐＨ值超过４５后，说明患者阴道内的内分泌出现增多，从而
导致阴道ｐＨ值。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ｐＨ值大于４５的
患者其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会明显比 ｐＨ值≤４５的患者
多。同时阴道ｐＨ值增高，患者阴道的洁净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阴道ｐＨ值越高，阴道洁净度分级越
高，说明患者阴道洁净度低。

影响阴道ｐＨ值发生改变的因素较多，如细菌感染、年龄、
性活动等［７］。在健康女性的阴道内会存在有正常微生物群落，

帮助阴道内环境维持酸性环境，其中阴道 ｐＨ值是最能够反应
患者阴道内环境的直观指标［８－１０］。阴道 ｐＨ值升高，有利于细
菌的生长，从而导致阴道内正常菌群出现失调，引起阴道分泌

物增加，降低阴道洁净度［１１，１２］。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阴

道ｐＨ值大于４５的患者，其感染乳酸杆菌、加德纳菌、粪链球
菌、大肠埃希菌以及肺炎克雷伯菌明显要高于阴道 ｐＨ值小于
４５的患者。说明阴道ｐＨ值升高能够有利于细菌生长，提高宫
颈感染几率。

从生理解剖角度进行分析，女性阴道是一共闭合的体腔，

在阴道内会寄生着许多细菌，阴道的寄生菌大多数以厌氧菌或

者是兼性厌氧菌为主［１３，１４］。但女性患者阴道出现感染或者是

其他因素影响，导致阴道内环境出现变化时，阴道内的正常菌

群会出现失调，使得阴道正常防御功能遭到破坏，提高宫颈感

染的几率［１５］。正常的阴道内部会存在有不同的微生物菌，如革

兰阳性需氧菌、革兰阴性需氧菌、菌质体、假丝酵母菌等多种病

原体，各种不同的病原体相互制约形成阴道的正常微生物群，

保持阴道内环境稳定。当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阴道某一种

细菌成为阴道的优势菌后，会使得阴道的内环境失去平衡。例

如患者不注意个人的卫生、性生活混乱或者是患者内分泌出现

变化如妊娠等均可能会影响患者阴道的内环境变化，导致阴道

ｐＨ值升高。根据本文的结果，患者阴道ｐＨ值升高会导致患者
阴道洁净度下降，增加阴道内分泌物，提高阴道宫颈细菌感染

的几率，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很多阴道恶性病变患者，其发

病的原因常常是先发生阴道感染或者是宫颈感染，然后再进一

步恶化成为阴道恶性病变。阴道 ｐＨ值的变化，一方面会影响
阴道乳酸杆菌的生长，同时也会影响其他细菌的繁殖和生长，

导致阴道宫颈疾病的发生。

宫颈感染会进一步诱发宫颈恶性病变，有可能会严重威胁

妇女患者的生命安全，降低其生活质量［１６，１７］。加之目前大量的

抗生素滥用以及出现大量的耐药菌，二重感染等症状相对较为

常见，使得妇女宫颈感染的几率越来越高，宫颈感染的治疗难

度提高。一方面需要患者本身注意保持个人的清洁卫生，特别

是生殖道的卫生，一方面需要注意个人性生活卫生，减少频繁

转换性伴侣以及不安全性交的次数等。保证阴道的ｐＨ值维持
在正常范围，可以通过注意性行为卫生，采用中性或者碱性的

阴道灌洗液清洁阴道，减少外源性细菌入侵等，保证阴道的内

环境稳定。

综上，阴道ｐＨ值和阴道宫颈感染存在较大的相关性。ｐＨ
值升高或导致阴道内分泌物增加，降低阴道洁净度，使得细菌

感染的几率大大提高。阴道ｐＨ值变化提示阴道微环境出现变
化，需要注意个人阴道卫生，减少宫颈感染，减少宫颈恶性病变

的发生。若出现宫颈感染应该要选择正确合适的治疗方法，及

时接受治疗，避免宫颈感染进一步出现恶化，导致最后出现宫

颈的恶性病变，严重威胁妇女的卫生和健康，影响妇女患者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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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ＶＴ－Ｏ手术治疗对妇女尿失禁患者性功能影响的临
床研究
易建平　赵锦秀　徐瑶　谭春梅　李雯静　唐梅　吴海燕△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ＴＶＴ－Ｏ手术治疗对妇女尿失禁患者性功能影响。方法：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市某三甲医院收治的８６例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根据患者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
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术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无张力阴道悬吊术

（ＴＶＴ），观察组患者采用由内向外经闭孔无张力悬吊术（ＴＶＴ－Ｏ），观察两组患者两种手术治疗方法对患者
性功能的影响。结果：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术中
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导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进行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
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评分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后的性生
活质量评分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性功能状况评分（女性的性欲、
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以及性满意度）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综上所述，采用 ＴＶＴ－Ｏ
的手术方式相比于ＴＶＴ的手术治疗方式，能够有效改善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不自主遗尿情况，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以及性功能各项指标无显著性的影响，值得对ＴＶＴ－Ｏ的手术治疗方式进行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ＴＶＴ－Ｏ手术治疗；妇女尿失禁；性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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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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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Ｖ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ＶＴ－Ｏ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ｅｎｕｒｅ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
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ｔｈ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ｐｔｈ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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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是一种女性
泌尿科常见的疾病［１］，随着年龄的增长该病的发病率有逐年升

高的趋势，压力性尿失禁对患者本身以及整个社会都会产生不

良影响，同时还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显著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２］，因此对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意义重大。对于压力性

尿失禁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发现其与阴道分

娩的次数有一定的关系［３］，传统对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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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悬吊带手术治疗的方式，近年来随着“吊床假说”研究的不断

深入，经闭孔无张力尿道悬吊术逐渐被应用与治疗压力性尿失

禁，并且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４］。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市某三甲医院收治的８６例压力性
尿失禁患者，根据患者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

术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两种手术治疗方

法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市某
三甲医院收治的８６例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
者均有按照下述标准确诊为压力性尿失禁：（１）诱发试验阳性；
（２）膀胱颈抬举试验阳性；（３）膀胱尿道造影，膀胱颈后尿道下
移１１０°～１１５°。患者年龄３６～７８岁，平均年龄（５７４±１１２１）
岁。根据患者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术方法

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４３例。其中对照
组，患者年龄３６～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７１±１０９３）岁，一度 ２２
例，二度１１例，三度５例，四度５例；观察组，患者年龄３６～７８
岁，平均年龄（５７８±１１６４）岁，一度２２例，二度１０例，三度６
例，四度５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无张力阴道悬吊术（ＴＶＴ），具体操作步骤：
阴道前部尿道处和耻骨联合前部局麻联合静脉注射镇静剂，测

量尿道长度，在腹部耻骨联合上１～２ｃｍ，距离中线两侧２～３ｃｍ
做两个腹部切口，在尿道中部水平做一阴道中线切口长１５ｃｍ，
利用组织剪分离尿道和阴道间隙，将导引器插入１８Ｆｏｌｅｙ导尿
管，重新放置１８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向同侧的小腿移动手柄，导针从
同侧通过尿道旁筋膜，进入耻骨后间隙，从腹部切口出，导针每

次穿过后，进行膀胱镜检查，如果穿孔，取出再插，去处吊带护

套前，调节吊带的张力，在吊带和尿动之间插入钝性器械如组

织剪，拉动吊带的腹部端使组织剪和吊带微微接触，保证吊带

无张力；观察组患者采用由内向外经闭孔无张力悬吊术（ＴＶＴ－
Ｏ），具体操作步骤：病人平躺，双腿放置在膀胱截石位的位置并
且髋骨过度弯曲在腹部之上，阴道前部尿道处和耻骨联合前部

局部麻醉加静脉注射镇静剂，测量尿道长度，标记大腿出口点，

在尿道中部水平做一个阴道中线切口长１５ｃｍ，利用组织剪分
离尿道和阴道间隙，４５°角锐性分离至闭孔膜，插入蝶形导引杆
后插入螺旋手柄，然后移走蝶形导引杆，处于中心位置时旋转

螺旋手，帮助器械经过皮肤切口穿过，抓紧塑料套管尖端并且

稳定套管，然后从相反方向撤除螺旋导，拔出塑料套管，使吊带

完全通过皮肤。同法处理对侧，调整吊带，抽出塑料外套，关闭

切口。

１３　指标及标准
指标：观察的指标主要是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包括术中出

血量（敷料称重法）、手术时间、术后导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两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３个月性生活质量评分，采用ＳＬＱＱ性生
活质量调查问卷进行性生活质量评价。

指标标准：性生活质量评分标准：性生活质量评分采用问

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共有３０个问题，每个问题的评分范围
为１～５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评分越高；性功能

状况评分标准：评分女性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以及

性满意度５项，每项评分１～５分，得分越高表示女性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评分越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计量的比较采用ｔ值检验，计

数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一般资料的比较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导尿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进行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一般资料的比较

指标
观察组

（ｎ＝４３）
对照组

（ｎ＝４３）
ｔ Ｐ

平均年龄（岁） ５７１±１０９３５７８±１１６４ ０２９ ＞００５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３０２±２９８５２８±６３５ ３４０ ＜００５

手术平均时间（ｍｉｎ） ２６５±１９６５０１±５８５ ２５０８ ＜００５

术后导尿时间（ｄ） １８±０２５ ３５±０５２ １９３２ ＜００５

住院时间（ｄ） ３８±０４８ ５６±０６４ １４７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评分进行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
后的性生活质量评分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指标 对照组（ｎ＝４３）观察组（ｎ＝４３） ｔ Ｐ

治疗前 ４２１±５３５ ４２３±６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５

治疗１个月 ４９６±６０２ ６１５±６３５ ８９２ ＜００５

治疗３个月 ６４３±７５８ ７６２±８０５ ７０６ ＜００５

治疗６个月 ７４６±８６２ ８４８±９６２ ５１８ ＜００５

治疗１２个月 ９０６±１０２４ １１６２±１２６８ １０３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状况评分的比较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性功能状况评分（女性的性

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以及性满意度）进行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状况评分的比较

指标 对照组（ｎ＝４３）观察组（ｎ＝４３） ｔ Ｐ

性欲 ３１±０２３ ４２±０３８ １６２４ ＜００５

性唤起 ２９±０３５ ４０±０５８ １３９６ ＜００５

性高潮 ３５±０５２ ４６±０６２ ８９１ ＜００５

性心理 ３３±０４２ ４４±０５２ １０７９ ＜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２８±０４２ ３８±０４５ １０６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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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尿失禁是一种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客观不存在自主排尿

的疾病，对患者个人及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是影响女性健康

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５］。压力性尿失禁是根据尿失禁患者的

体征和尿流动力学划分的一种女性常见疾病，它是指患者在用

力、打喷嚏、大笑、跑步以及咳嗽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自主的

漏尿现象［６］。压力性尿失禁的危害除了表现在对患者机体功

能的损伤外，尿失禁对患者的心理影响以及生活质量也产生严

重的危害［７－９］。近年来，随着女性生活压力的增大，压力性尿失

禁的发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并且其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化，因此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对于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１０，１１］。目前对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多采用

经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方式治疗（ＴＶＴ），ＴＶＴ－Ｏ是一种
新兴治疗尿失禁的手术方式［１２，１３］，尿失禁患者的性功能在尿失

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我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

上述两种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方式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我市某三甲医院收治的８６例压力性
尿失禁患者，根据患者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

术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

无张力阴道悬吊术（ＴＶＴ），观察组患者采用由内向外经闭孔无
张力悬吊术（ＴＶＴ－Ｏ），观察两组患者两种手术治疗方法对患
者性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手术中的一般资料

要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的性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各项性

功能评分都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说明采用由内向外经闭孔无

张力悬吊术对于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较小。ＴＶＴ与ＴＶＴ－Ｏ都是
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常用治疗方式，两者都是建立在尿道中断

无张力悬吊的基础上进行治疗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１４］。

ＴＶＴ－Ｏ是在ＴＶ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治疗手段，它是
采用人工合成的一种吊带从尿道下方穿过，整个手术的操作过

程中未进入骨盆区，因此 ＴＶＴ－Ｏ在治疗的过程中基本不会造
成膀胱甚至尿道的损伤，并且手术中的并发症的发病率也会大

大降低［１５］。

综上所述，采用ＴＶＴ－Ｏ的手术方式相比于 ＴＶＴ的手术治
疗方式，能够有效改善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不自主遗尿情况，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以及性功能各项指

标无显著性的影响，值得对 ＴＶＴ－Ｏ的手术治疗方式进行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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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在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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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根据患者的病情
严重程度将１０８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的阴式子宫切除＋阴道壁修补
术，给予观察组患者ｐｒｉｌｉｆｔ前路＋ＴＶＴ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生活质量和临
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分别为（２５４±３１）ｍｉｎ、（１６７±２８）ｍＬ、（４５±
２４）ｄ，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分别为（２８０±４３）ｍｉｎ、（２１３±２９）ｍＬ、（６７±２５）ｄ。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９６２６％，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８１４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给予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ｐｒｉｌｉｆｔ前路＋ＴＶＴ术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减少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治疗
后的生活质量，可以在临床上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　经闭孔引导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阴式子宫切除＋阴道壁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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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８．０±４．３）ｍｉｎ，（２１．３±２．９）ｍＬ，（６．７±２．５）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ｃｏｒｅｓ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６．２６％ ａｎｄ８１．４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ｉｒｌｉｆｔ＋ＴＶＴｉｓｏｆ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ｅ
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ｏｂｔｕｒａｏ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ｔａｐ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Ｖａｇｉｎ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ｒｅｐ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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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是多发于中老年妇女的疾病，发病率在
１５％～３０％左右［１］。患者发病时表现为负压升高造成尿液从

尿道中非自主性的溢出，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２］。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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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现的经闭孔引导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操作简单，术后疗

效较好［３］。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
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经闭
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治疗中的

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
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年龄４５至６５岁，平均年龄（５５４±
５１）岁。其中轻度患者１６例，中度患者３５例，重度患者５７例。
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观察组中年龄为
４９～６５岁，平均年龄为（５４２±４８）岁。轻度患者９例，中度患
者１８例，重度患者２７例；对照组年龄为４６～６４岁，平均年龄为
（５３９±５５）岁。轻度患者７例，中度患者１７例，重度患者３０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可以进行比较。

纳入标准：（１）经临床诊断为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２）
所有患者均第一次进行此项手术。（３）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
加本项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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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给予观察组患者 ｐｒｉｌｉｆｔ前路 ＋ＴＶＴ术治疗。给予
患者硬膜外阻滞麻醉。患者取截石位后对会阴部和腹部进行

常规消毒，并使用碘伏消毒液对阴道进行消毒，并排空膀胱内

的尿液。在患者耻骨联合上缘正中线的两侧距离约１ｃｍ的位
置做一个长约０５～１０ｃｍ穿刺出口。使用阴道重锤拉钩将阴
道暴露出来。在阴道前壁正中距离尿道外口约１ｃｍ的位置做
一个约１ｃｍ的纵行切口。使用剪刀在切口两侧的阴道黏膜下
进行游离，使用导引杆将尿道推开，去除导引杆后使用膀胱镜

对患者的膀胱进行检查，确认膀胱没有损伤后进行穿刺。将吊

带调整为距离尿道约２ｃｍ的位置，同时将患者的膀胱内注入约
２５０ｍＬ的生理盐水，然后让患者用力咳嗽至尿道口没有液体漏
出。拔出吊带外侧的塑料保护套，然后将多余的吊带剪除使其

两端置于皮下。使用可吸收线将阴道前壁切口和皮肤缝合，并

使用Ｆ２７尿道扩张器对尿道进行扩张，然后留置Ｆ２０气囊尿管。
使用碘伏溶液纱布填塞阴道，术后２４ｈ内将阴道内的纱布和尿
管拔出，并叮嘱患者术后３个月内避免性交和较重的体力劳动。

对照组：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的阴式子宫切除 ＋阴道壁修
补术。给予患者硬膜外阻滞麻醉。患者取截石位后对会阴部

和腹部进行常规消毒。在膀胱附着子宫颈部稍微下侧的位置

做一个横切口，直至阴道黏膜下层，将阴道黏膜膀胱间隙分离，

下至尿道下沟处，上至尿道口，将阴道黏膜在中线纵形处剪开，

然后将膀胱即将膨出的部位与两侧的阴道黏膜进行游离，钝性

加锐性将子宫颈和膀胱之间的结缔组使子宫颈部分离，然后对

尿道两侧筋膜进行间断褥式缝合，对膨出的膀胱筋膜进行同心

圆荷包粉盒，然后将尿道两侧和膀胱的筋膜缝合在中线上，将

多于的阴道壁剪除，对阴道黏膜进行间断缝合。在对患者进行

子宫脱垂时进行阴道子宫切除术，手术完成后将碘伏纱布塞在

阴道内２～３ｄ，然后 留置导尿管５ｄ。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生活质量和临

床疗效。（１）采用生活质量指数问卷（ＱＬ－ＩＮＤＥＸ）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进行评定［４］。ＱＬ－ＩＮＤＥＸ共有６个条目，分别对患者的活动、
健康、日常生活、近期支持、生活质量总指数、总体精神进行评定，每

项使用３级积分（０，１，２），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２）
治愈：经治疗后患者能够完全自己控制腹压下排尿，并且没有残余

尿。有效：经治疗后患者尿失禁的次数明显减少，程度减轻。无效：

经治疗后患者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以频数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结果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

间分别为（２５４±３１）ｍｉｎ、（１６７±２８）ｍＬ、（４５±２４）ｄ，对照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分别为（２８０±４３）
ｍｉｎ、（２１３±２９）ｍＬ、（６７±２５）ｄ。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
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分组 例数（ｎ） 活动 日常生活 健康 近期支持 总体精神 总指数

观察组 ５４ １８８±０３６ １６９±０２３ １６２±０５１ １６６±０３３ １８９±０２４ ８６５±１８６

对照组 ５４ １５１±０５３ １５０±０３４ １３０±０４８ １３５±０４７ １６３±０４３ ７１２±１９８

ｔ ２４３５ ２３８３ ２２７６ ２２９３ ２３６５ ２１７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９６２６％，对照

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８１４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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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ｎ） 治愈（ｎ，％） 有效（ｎ，％） 无效（ｎ，％） 有效率（ｎ，％）

观察组 ５４ ３３（６１１１） １９（３５１８） ２（３７１） ５２（９６２６）

对照组 ５４ ２３（４２５９） ２１（３８８８） １０（１８５３） ４４（８１４７）

χ２ ６３９７ ７２３６ ５３７６ ５９８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是一种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约５％

～２５％的中年妇女有此疾病［５］。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机

制与“吊床假说”有密切的关系，即盆内筋膜、阴道前壁和肛提

肌等形成吊床样的结构，进而对尿道进行支撑［６］。但是由于患

者进行阴道前壁手术、分娩时受到损伤、绝经期雌激素水平下

降等原因，会造成患者吊床结构松弛，从而产生尿失禁［７］。因

而临床临床上治疗女性压力尿失禁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尿道支

撑功能的恢复，同时防止腹内压的升高造成尿道处于开启的状

态［８］。临床上常用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对女性

压力性尿失禁进行治疗，主要是对尿道进行无张力支撑，进而

增加患者腹压，避免尿道活动［９］。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
者为研究对象，对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在女性压

力性尿失禁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

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的手术原理是网状吊

带通过耻骨后侧和阴道前壁的小切口的缩窄通道，由耻骨上皮

肤切口引出，植入远段下方或者尿道中段进而形成对尿道的支

撑，以恢复膀胱底和尿道的正常角度，对膨出的膀胱和松弛的

尿道旁组织进行修复，进而达到正常尿控的目的［１０］。本文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优于

对照组患者，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９６２６％，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
为８１４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比
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手术中使用的
吊带是采用聚丙烯网带，其余组织具有较好的相容性，且具有

较小的排斥反应，同时这种吊带的网状结构在近期产生的摩擦

力能够起到较好的固定作用［１１］，它可以仅仅通过对膀胱颈的高

度进行抬高来增加尿道的较高移动性，能够对尿道下方的支持

组织进行重建，进而加强患者机体对盆地肌肉的支持能力［１２］。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的手术

过程中需要进行较多次的盲针穿刺［１３］，因而不能在直视的状态

下完成这个过程，进而增加了对血管和脏器的损伤，严重者还

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神经并发症［１４］。因此在手术过程中要求手

术者对手术中要涉及到的组织解剖结构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进

行穿刺前严格将膀胱内的尿液排净，穿刺路径需要注射副肾

素，这样就可以增加穿刺间隙，防止穿刺过程对血管和膀胱造

成损伤［１５］。

综上所述，给予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ｐｒｉｌｉｆｔ前路 ＋ＴＶＴ
术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减少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

量和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可以在临床上推

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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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２－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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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治疗阴道松
弛的临床效果观察
任玮玮１　王浩然２　张艳玲３△

１宁波市第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２宁波市第六医院小儿骨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３威海市立医院产科，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治疗阴道松弛的临床效果观察。方法：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收治的６０例阴道松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术
后，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治疗组在采取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术后，根据阴道
松弛程度于阴道腔隙往深部处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对照组仅采取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法。对比两组患者术

后各等级阴道松弛程度发生率及相关雌激素水平。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术后轻度松弛，中度松弛，重度松

弛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显著（χ２＝６３９，Ｐ＜００５；χ２＝５２８，Ｐ＜００５；χ２＝４９２，Ｐ＜００５）。实验组与对照组
ＦＳＨ、ＬＨ、ＰＲＨ及Ｔ的含量相比差异显著（ｔ＝４６８，Ｐ＜００５；ｔ＝３９２，Ｐ＜００５；ｔ＝４２１，Ｐ＜００５，ｔ＝５０１，
Ｐ＜００５）。结论：采用的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治疗阴道松弛临床疗效突出，相比于传统
仅采用阴道后壁黏膜切除具有诸多优势，可明显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阴道松弛；阴道紧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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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松弛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婚后会出现的一
种常见的生理性变化，据临床资料显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妊

娠尤其是生育两胎以及两胎以上或者生育的胎儿过大导致阴

道骨盆底的肌肉收缩力下降，相关黏膜撕裂从而导致阴道松弛；

其他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

降，进而导致阴道祥光肌肉松弛，使得盆腔相关组织松弛，引导

肌肉松弛下降，从而使得阴道口变大［１］，严重影响了性生活质

量。目前临床上常将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手术作为治疗阴道松

弛的首选方法，我院现以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术和经阴道后壁黏

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两种方法分别应用于收治的６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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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松弛患者，对比其临床效果，将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收治的６０例阴道
松弛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确诊，表现阴道

外段松弛，在进行日常性生活时阴道与阴茎之间的摩擦力显著

减弱，快感减弱而无法获得性高潮。常规体检检查可见阴道外

口轻度张开，指检时阴道括约肌环抱力较弱，可容纳二指甚至

三指。患者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排除严重肝

肾疾病、心脑疾病、子宫肌瘤以及子宫的其他肿瘤、术后各种诸

如感染等并发症。采取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术后，采取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实验组中未婚（但有
较长时间的性生活经历）５例，已婚且产两胎以上者２５例；年龄
在２７至５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２９±４５）岁。对照组中未婚（但
有较长时间的性生活经历）３例，已婚且产两胎以上者２７例；年
龄在２５至４６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５±６８）岁，两组患者的阴道
分娩史以及年龄等一般资料均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术前准备：最佳手术时间是选择月经干净后１周至下次月

经来潮前１周左右的这段时间，进行内诊等常规的术前辅助检
查，排除阴道炎、子宫脱垂和一些可能存在的传染性疾病等。

术前４ｄ进行常规外阴和阴道冲洗。手术当天早晨要对患者进
行禁食、禁水等肠道准备。

实验组：在进行常规会阴部以及术区消毒铺无菌巾后，全

部患者均选择截石位，并对患者持续进行低位硬膜外麻醉。用

碘伏对阴道的腔隙深部进行消毒，根据术前预测的阴道松弛程

度以及术中所见，来判断阴道收紧的范围，从而来确定阴道松

弛程度［２］。最好阴道口能容纳二指。设计出阴道后壁黏膜切

除的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以１％的利多卡因加１：２０万Ｕ肾上腺
素切口处浸润麻醉，用０２５％的肾上腺素对两侧黏膜下肌层施
以肿胀麻醉。切开患者阴道后壁黏膜以及相关皮肤边缘，钝性

分离该区域的阴道黏膜，慢慢切除三角形范围内的黏膜，使得

肌层显露，缝合括约肌数针，然后再以３－０可吸收线缝合阴道
内黏膜直到阴道外口，但不打结，应用埋没导引针缝合法来使

收紧阴道腔隙深度松弛的效果更为显著［３，４］。具体操作方法为

在阴道深部处切开黏膜２ｍｍ，用埋没导引针带２－０可吸收线
从切口处进针，在阴道黏膜下阴道后壁较浅的肌群垂直向深处

进针约５ｃｍ后在３点钟方向出针［５］。再由此针孔进针，在３点
钟方向横向行针直到阴道深部９点钟方向再出针，第二个针孔
再进针，垂直于阴道外口出针。退出导引，收紧缝线确认未伤

以及周围深部组织并打结，将线埋于黏膜下，然后再根据阴道

松弛程度再做一到两组加强缝合，在收紧三角形切口的缝线并

打结，收紧的标准为可容纳二横指，同时对阴道黏膜口褶皱处

进行适当的调整［６，７］。

对照组：对照组术前术中的治疗方式与手术组大致相同，

但是不同的是不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在对括约肌进行缝合数

针之后，再用３－０可吸收线缝合阴道黏膜到阴道外口后，就进

行打结，用以收紧阴道环形肌，使得患者黏膜肌层向阴道方向

隆起［８］。

术后处理：术后采用碘仿纱布或者凡士林油纱布填塞法，

对阴道进行填塞，以不影响患者血运情况为适宜，１～３ｄ左右取
出，术后１周要注意外阴的清洁，每天要进行定时清洗，同时要
保证大便通畅，避免进行剧烈活动，以免增大腹内压；如果患者

术后出现感染，应同时静注头孢等抗菌素来进行抗菌治疗，手

术后２到３个月内禁止性生活，不需要拆线。对两组中重度阴
道松弛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对比分析［９］。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和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术后阴道松弛度轻中重

度的发生率和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催乳
素（ＰＲＬ）以及睾酮（Ｔ）的浓度变化。其中轻度松弛评价标准
为：性生活时仅有轻微感觉，高潮较少，且易感染各类阴道炎及

宫颈糜烂等疾病，分泌物较多且伴随异味；中度松弛的评价标

准为：性生活时无明显感觉，不易找到高潮，阴道干涩，伴有性

交时疼痛，部分患者伴有尿频、尿失禁等症状；重度松弛的评价

标准为：性生活无感觉，无高潮甚至出现阴道脱垂、外翻，伴有

大便不尽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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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术后阴道松弛度的恢复程度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术前轻度松弛，中度松弛，重度松弛的发

生率相比无显著差异（χ２＝３２３，Ｐ＞００５；χ２＝３１９，Ｐ＞００５；
χ２＝３２８，Ｐ＞００５）。实验组与对照组术后轻度松弛、中度松
弛、重度松弛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显著（χ２＝６３９，Ｐ＜００５；χ２＝
５２８，Ｐ＜００５；χ２＝４９２，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经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和传统阴道后壁黏膜
切除法术后效果（ｎ，％）

组别 例数 时间段 轻度松弛 中度松弛 重度松弛

实验组 ３０ 治疗前 ７（２３３３） ６（２０００） １７（５６６７）

治疗后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０（３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８（２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 １５（５０００）

治疗后 ９（３０００）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２（４０００）

２２　两组术后相关雌激素水平的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术前 ＦＳＨ、ＬＨ、ＰＲＨ及 Ｔ的含量相比无明

显差异（ｔ＝１２３，Ｐ＞００５；ｔ＝１７２，Ｐ＞００５；ｔ＝１４４，Ｐ＞００５；
ｔ＝１５３，Ｐ＞００５），术后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ｔ＝４６８，Ｐ＜００５；
ｔ＝３９２，Ｐ＜００５；ｔ＝４２１，Ｐ＜００５，ｔ＝５０１，Ｐ＜００５）。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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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术后相关激素水平对比（ｘ±ｓ，ｍｌＵ／ｍＬ）

组别 例数 ＦＳＨ ＬＨ ＰＲＬ Ｔ

实验组 ３０ 术前 ３５３０±３５６ ２３６０±２３０ ０７６±０１１ ３０１±０１３

术后 ３５１２±３４１ ２３８２±５４０ ０８２±０１３ ２９７±０１２

对照组 ３０ 术前 ３５１０±３０３ ２３７０±２６０ ０７８±０１３ ２９９±０１５

术后 ９２１±２３３ ４５３±２１０ ０３１±００８ ０６１±００３

#

　讨论
生理状态下，正常女性阴道解剖学结构为长 ８０ｃｍ～

１００ｃｍ，直径为２０～３５ｃｍ。正常阴道口横径为二横指及以
下，临床上将阴道松弛度分为轻、中、重度，轻度阴道松弛者阴

道横径为二到三指，中度为三到四横指，重度则为可并排容纳

四指及以上，同时可伴有Ⅱ°陈旧性裂伤或者会阴不同程度的
撕裂伤［１０］。大量临床资料显示，阴道的松弛度随着妇女年龄的

增大以及妊娠次数的增多而下降，出现阴道括约肌的收缩力下

降、阴道口变宽等现象，从而影响到性生活的质量，同时因为随

着年龄的增加，妇女体内的雌激素水平逐渐降低，这也是造成

患者阴道盆底损伤等的主要原因［１１，１２］。

近年来的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治疗阴道松弛的主要治疗

手段为施行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法，其主要的治疗目的为加强阴

道肌群的收缩力，来收紧阴道腔隙，从而改善性生活的质

量［１３，１４］。手术适应症为：（１）陈旧性阴道裂伤外加会阴不同程
度的撕裂伤；（２）多次妊娠后出现张力性尿失禁。本次研究结
合大量临床结果表明，采用的阴道后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

缝合法治疗阴道松弛临床疗效突出，且具有如下优点：（１）能更
好的加强内侧宫颈口；（２）操作简单，损伤小，无需拆线，不影响
阴道正常的收缩性；（３）性生活治疗更为理想，由于该术式能够
有效利用多余的阴道黏膜来增加阴道裂隙的容积，这对提高性

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１５，１６］。但是利用阴道后壁黏

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也有不足之处，它仅能起到治疗作

用，即只对轻中度阴道松弛患者有效，而不能起到预防的

作用［１７］。

结合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对妇女阴道松弛的临床治疗

中，相比于传统的施行阴道后壁黏膜切除法而言，采取阴道后

壁黏膜切除联合埋没引线缝合法治疗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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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预防成年女性药物流产后并发妇科炎症的
临床疗效研究
齐林君１　钱莉莉２　陈红萍３

１天台县苍山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２０６
２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３天台县妇幼保健所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米非司酮在预防成年女性药物流产后并发妇科炎症中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药物流产的成年女性５３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２７）和对照组
（ｎ＝２６），在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进行药物流产后，观察组继续服用米非司酮对患者进行早期药物干
预，观察临床疗效。结果：在药物流产２周后，观察组尿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水平为（６５８７±
１３４９）ＩＵ／Ｌ，对照组为（６６９４±１２８７）ＩＵ／Ｌ，与流产前有显著性差异，两组间无差异，经 Ｂ超检查确定所有
女性流产完全。观察组在米非司酮治疗后，宫颈炎有１例，阴道炎１例，而阴道出血及颈柱状上皮异位均为
０例，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成年女性药物流产后及早用米非司酮干预治疗，可以
明显减少药物流产合并妇科炎症的发生，改善患者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

【关键词】　米非司酮；成年女性；药物流产；妇科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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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药物流产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是终止早期妊娠的有
效方法［１］。米非司酮能够与孕激素受体结合而产生终止早孕、

抗着床、促进宫颈成熟等作用，与米索前列醇配伍进行药物流

产具有成功率高、流产完全的优点［２］。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药物流产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如阴道长时间流血，并发各

种细菌的感染，同时还可以出现腹痛、腹胀等不良反应［３，４］。其

中，药物流产合并妇科炎症在临床上较多见，对患者的生活以

及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选取在我院药物流产的５３例孕妇，
用米非司酮对部分药物流产后的女性进行干预治疗，现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５３例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药
物流产的健康成年女性，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２７）和对照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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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观察组年龄１８～４１岁，平均（３０１１±５１５）岁；初次妊
娠１２例，第二次妊娠及以上１５例；孕期２１～６５ｄ，平均为（４２１２
±５２４）ｄ。对照组年龄１８～３９岁，平均（３１３９±４６５）岁；初次
妊娠１０例，第二次妊娠及以上 １６例；孕期 １８～６７ｄ，平均为
（４１３４±６０５）ｄ。两组在年龄、妊娠情况、孕期方面无显著性
差异。所有患者均自愿进行药物流产且无米非司酮、米索前列

醇禁忌症。

１２　方法
药物流产前，对患者进行Ｂ超检查，确定妊娠时间，在前２ｄ

饭前口服米非司酮（生产厂家：仙居制药厂；生产的批号：

１２１２１１）２０～５０ｍｇ／次，２次／ｄ，总量１５０ｍｇ，第３ｄ饭前服用米索
前列醇０６ｍｇ，服用药物后观察阴道排出物以及流血情况，若流
血量较多，可以给予一定的止血药物治疗。药物流产后２周开
始给予观察组米非司酮５０ｍｇ／ｄ，持续３周；对照组服用安慰剂，
持续３周。治疗结束后３０ｄ进行随访。

两组患者均在药物流产前及流产后２周进行尿ＨＣＧ检测，
并在流产后２ｄ进行Ｂ超检查，观察是否有宫内残留物，对清宫
不全患者，根据个人意愿以及医生经验，进行清宫术。由专业

医护人员向流产女性讲授流产后保健知识，专人记录每位流产

女性流产前至随访时 ＨＣＧ水平、流产情况及妇科炎症的发生
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数据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和ｔ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尿ＨＣＧ水平
药物流产２周后，大部分流产女性的尿 ＨＣＧ水平转为阴

性，与药物流产前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１），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Ｂ超检查确定每位孕妇流产完全，不完全者进行
清宫术。见表１。

表１　尿ＨＣＧ水平

药物流产前（ＩＵ／Ｌ） 药物流产后２周（ＩＵ／Ｌ）

对照组 １２５３３７８±４３３１７８ ６６９４±１２８７★

观察组 １２４７８７８±４５２０１９ ６５８７±１３４９★

　　注：★与流产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治疗效果
观察组药物流产后服用米非司酮进行干预治疗，治疗结束

后３０ｄ进行随访，其中宫颈炎患者１例（３７０％），阴道炎１例
（３７０％），而阴道出血及颈柱状上皮异位均为０例。对照组宫
颈炎 ３例（１１５４％），阴道炎 ４例（１５３８％），阴道出血 ２例
（７６９％），颈柱状上皮异位２例（７６９％），观察组与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可见药物流产后服用米非司酮预
防治疗，可以降低妇科炎症发病率。

#

　讨论
药物流产是终止妊娠的有效方法，目前最常用的药物为米

非司酮片和米索前列醇联合应用［５］。其中米非司酮片是受体

水平的抗孕药物，具有终止早孕、抗着床以及促进宫颈成熟等

作用，可以与机体内的孕酮竞争抑制而产生拮抗作用，其作用机

制可能为与孕激素受体结合后，拮抗孕激素受体结合区的转录

活化因子，抑制孕激素的活性。同时，米非司酮可以显著的提

升妊娠女性子宫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６－８］。而米索前列醇是人

工合成的前列腺素类似物，对女性子宫有收缩作用，促进孕囊

排出［９］。米非司酮与米索前列醇配伍可以提高流产成功率且

流产完全。

药物流产的机制比较简单，对患者的子宫机能损伤比较

小，可以避免进行人工流产的痛苦。但是在临床的应用中，由

于处理方法不当，可引起流产时患者的胚胎组织未完全排出，

导致妇科炎症的发生。药物流产后，随着子宫蜕膜的脱离以及

子宫内膜的变薄，使患者的阴道内环境遭到破坏，抵抗能力下

降，菌群重新分布，引发妇科炎症［１０］。妇科炎症多由于各种病

原菌感染引起，如不能及时治疗，可能导致炎症向其他部位转

移以及交叉感染等，甚至会演变为慢性炎症，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机体其他系统的功能［１１－１３］。

对于妇科炎症，早发现、早治疗会使患者得到较好的效果，

同时适当的预防方法对疾病的发生有极大的影响。米非司酮

不仅用于药物流产，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子宫异常出

血、流产后宫腔残留物［１４］等妇科疾病也具有显著疗效。本研究

以米非司酮对药物流产后的成年女性进行药物干预，取得了一

定疗效。治疗后３０ｄ随访，对照组宫颈炎３例，阴道炎４例，阴
道出血２例，颈柱状上皮异位２例，观察组妇科炎症发病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推测米非司酮清理子宫内残留物并作
用于子宫使其机能较快恢复，增强了抵御感染的能力，降低了

妇科炎症的发病率。

药物流产后，极易并发妇科炎症，早期、正规的药物干预可

以降低流产女性妇科炎症的发病率。同时，要加大女性生殖健

康的宣传力度，教育女性学会保护自己，预防妇科疾病的发生。

在感觉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切不可滥用药物，耽误治疗的最

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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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

［７］　程娟，王亚宁，代米峰，等．宫腔镜检查在复发流产病因学诊断中
的意义．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３（２４）：１３４－１３５．

［８］　ＤａｎｉｅｌＳ，ＫｏｒｅｎＧ，ＬｕｎｅｎｆｅｌｄＥ，ｅｔａｌ．Ｆｅｔ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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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ｌ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１８６（５）：Ｅ１７７－Ｅ１８２．

［９］　ＤｅｂｎａｔｈＪ，ＧｕｌａｔｉＳＫ，ＭａｔｈｕｒＡ，ｅｔａｌ．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ｅｒａ
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ｅｗｅ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ｉ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ｏｕ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Ｉｎｄｉ
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３，６３（６）：
３８８－３９３．

［１０］　ＥｄｗａｒｄｓＤＲＶ，ＡｌｄｒｉｄｇｅＴ，ＢａｉｒｄＤＤ，ｅｔａｌ．Ｐｅｒ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ｏｖｅｒ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ｒｕｇ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
ｒｉｓｋｆｏ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２０
（１）：１１３．

［１１］　刘慧群．妇科炎症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的探讨．中国实用医药，

２０１３（２６）：１０４－１０５．
［１２］　ＢｒｙａｎｔＡＧ，ＲｅｇａｎＥ，ＳｔｕａｒｔＧ．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ｌ＆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４，６９（１）：
３９－４５．

［１３］　ＡｖｒａｈａｍＳ，ＧａｔＩ，ＤｕｖｄｅｖａｎｉＮＲ，ｅｔａｌ．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ｂｕ
ｐｒｏｆｅｎｖｅｒｓｕｓｐｌａｃｅｂｏｏｎｐａｉｎ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ａ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２，９７（３）：６１２－６１５．

［１４］　蔡青红，何旭霞，周琼，等．米非司酮用于药物流产后宫腔残留物
治疗的临床观察．临床合理用药，２０１４，７（９）：１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０７２８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李楠（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皮肤性
病科临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李元文，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ｗｅｎ１５８１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ｉｍａｇｉｎｅｌｉｎａｎ
＠１２６．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１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性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李楠１　蒋静１　林鸿春２　聂晶１　李元文１△　周志强１　赵雅静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２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肺病科，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摘　要】　对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期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性病化验室进行检测的北
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２０３５例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研，其中最小年龄１０岁，最大年龄９２岁；１０１２人报告职
业，占总数４９７％；未报告职业１０２３人，占总数５０３％；３２５人次检测泌尿生殖道快速淋球菌涂片，诊断淋病
５７人次，发病率５６％。５１３人次泌尿生殖道衣原体，诊断衣原体性尿道炎２３人次，衣原体性宫颈炎７人次，
发病率５８％。１０１３人次检测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诊断梅毒（一期）１０人次，梅毒
（二期）８５人次；对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阴性人员按梅毒感染人员监测血清，发病率
９４％。１２８人次检测血清单纯疱疹ＩＩ型ＩｇＧ、ＩｇＭ，诊断生殖器疱疹６人次，发病率４７％。５人次检查醋酸
白试验，诊断尖锐湿疣５人次。６７０人次检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培养，诊断支原体性宫颈炎３５人次，支原体
性尿道炎８４人次，发病率１７８％。支原体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以 Ｕｕ感染为主，女性诊断支原体性宫颈炎不
仅培养支原体阳性，还要结合女性患者有白带增多、下腹坠胀、宫颈分泌物增多、宫颈口红肿等症状及体征。

在诊断明确的情况下，要根据支原体鉴定及药敏的结果选择合适的药物，避免支原体耐药问题产生。

【关键词】　梅毒；支原体性宫颈炎；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ｔｆ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ｉｎｆｅｎｇｔａ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Ｎａｎ１，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ＬＩＮ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２，ＮＩＥＪｉｎｇ１，ＬＩＹｕａｎｗｅｎ１△，ＺＨＯＵ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ＺＨＡＯＹａｊｉｎｇ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ｏｇｙ＆ＳＴＤ，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７８，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０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ＳＴ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ｙｐｒｉｄｏｐａｔｈｙｏｆ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ａｓ１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ｗａｓ９２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０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ｋｎｏｗ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
４９．７％，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ｋｎｏｗｎ（１０２３，５０３％）．Ｏｆｔｈｅ３２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ａｐｉｄ
ｓｍ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５７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ａ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５．６％．Ｏｆｔｈｅ５１３ｐｅｏｐｌ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２３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ｎｄ７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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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旅游事业的蓬勃
发展，婚姻观的变化，婚前性行为的增多，性病在中国再次流

行，新增病例数量逐年增多。现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期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性病化验室进行各项检测

的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２０３５例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研，分
析报告如下。

!

　一般人口学特征
２０３５例检测患者中平均年龄（４０４８±１６６１）岁；男性１１６５

人，女性８７０人，男女之比１３４∶１；就诊患者男性多于女性，更
多的男性患者出现不适症状愿意选择就医，女性患者出现不适

症状，则会选择自己购买药物、自服药物或隐忍［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３５例患者年龄性别特征

年龄（岁） 男 女

１０～１９ １９ １４

２０～２９ ３２６ ２４４

３０～３９ ３４７ ２７０

４０～４９ １７５ １１８

５０～５９ １２２ ８０

６０～６９ ７７ ６６

７０～７９ ６５ ５２

８０～８９ ３２ ２３

９０～９９ ２ ３

总数 １１６５ ８７０

"

　职业报告分析
检测患者职业分析，２０３５例检测患者中有１０１２人报告职

业，占总数 ４９７％。报告职业人员其中附近离退休居民 １５２
例，占１５０％；出国外交人员４６例，占４５％；外来务工人员１０１
例，占１％；餐饮娱乐服务人员８７例，占８６％；美容美发美体服
务人员１２６例，占１２５％；各大中小学生９６例，占９５％；公司
职员１２５例，占１２４％；家庭主妇２５例，占２５％；司机７４例，
占７３％；待业 １８０例，占 １７９％。未报告职业 １０２３人，占总

数５０３％
#

　检测方法
３１　快速淋球菌涂片

采用快速革兰氏染色液，操作方法：（１）男性患者尿道脓性
分泌物直接涂片或男性未排尿２ｈ以上，采用男性拭子插入男性
尿道２ｃｍ以上，转动３０ｓ以上，取男性尿道分泌物涂片；（２）女
性用宫颈拭子插入宫颈口２ｃｍ以上，转动３０ｓ以上，取宫颈分泌
物涂片；（３）将结晶紫滴于涂片上，染色３～５ｓ；（４）以自来水冲
洗；（５）将碘液滴于涂片上，染色３～５ｓ；（６）以自来水冲洗；（７）
将脱色液滴于涂片上，进行脱色５～１０ｓ；（８）以自来水冲洗；
（９）将沙红滴于涂片上，染色３～５ｓ；（１０）以自来水冲洗；（１１）
吸干，置于显微镜下，以油镜观察，判断结果。蓝色或黑色为革

兰氏阳性菌，红色为革兰氏阴性菌。阳性结果：细胞内可见革

兰阴性双球菌，余均为阴性。

３２　淋球菌培养
采用淋病奈瑟菌固体培养基（河北微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１４１０１２１２）。操作方法：（１）分泌物采集：男性未
排尿２ｈ以上，采用男性拭子插入男性尿道２ｃｍ以上，转动３０ｓ
以上，取男性尿道样本；（２）女性用宫颈拭子插入宫颈口２ｃｍ以
上，转动３０ｓ以上，取宫颈样本；（３）标本送检：将培养基放在
３７℃孵育箱内预温５～１０ｍｉｎ，将取材后的拭子在培养基表面立
即涂抹接种；（４）培养前每个培养基加一片 ＣＯ２。阳性结果：在
培养２４～４８～７２ｈ后，接种的培养基上出现无色（或红色）透明
针尖大小菌落。阴性结果：未见上述菌落［２］。

３３　衣原体检测
采用沙眼衣原体抗原检测试剂盒（乳胶法）（生产厂家：艾

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１１０３６）。操作方
法：（１）分泌物采集：男性未排尿２ｈ以上，采用男性拭子插入男
性尿道２ｃｍ以上，转动３０ｓ以上，取男性尿道样本；（２）女性用
宫颈拭子插入宫颈口 ２ｃｍ以上，转动 ３０ｓ以上，取宫颈样本；
（３）在裂解管中垂直滴入无色裂解液 Ａ５滴，将男性尿道拭子
或女性宫颈拭子立即放入，用手指挤压裂解管中的棉签头，并

转动棉签１５次，静置２ｍｉｎ，在同一裂解管中垂直滴入裂解液Ｂ６
滴，混合液可能产生沉淀，为正常现象，用手指挤压裂解管中的

棉签头，并转动棉签１５次，此时溶液呈淡蓝色，溶液呈棕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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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１ｍｉｎ，挤干裂解管中的棉签头，弃去棉签，盖上并旋紧裂解
管滴头。（４）在试剂加样孔中滴入３滴裂解后溶液。（５）１０～
２０ｍｉｎ判读结果，２０ｍｉｎ后判读无效。阳性：两条红色条带出现。
一条位于检测区内（不论该色带颜色深浅），另一条位于指控区

内，表明样本中含有衣原体抗原。阴性：仅质控区出现一条红

色条带。在检测区内无红色条带出现。

３４　支原体检测
采用支原体分离鉴定试剂盒（改良肉汤稀释法）（生产厂

家：珠海经济特区海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１４０４０４）。操作方法：（１）分泌物采集：男性患者用男性无菌
拭子插入尿道口２～４ｃｍ处轻轻旋转取分泌物，也可取前列腺
液或精液培养。女性患者用阴道窥器扩阴后，充分暴露宫颈，

用棉球去除表面分泌物，用女性拭子在宫颈口内１～２ｃｍ处轻
轻旋转取宫颈分泌物；（２）接种标本：将标本拭子插入培养瓶
内，旋转并挤压数次，使拭子中标本渗入，丢弃拭子；（３）加样至
测试板：吸取１００μＬ含有标本培养基分别滴入各微孔中（Ａ１孔
除外）；（４）加矿物油封盖培养，置３７℃ ±１℃恒温箱中培养，在
２４～４８ｈ分别观察结果。Ｕｕ计数应在２４ｈ内填报，Ｍｈ计数应
在４８ｈ内填报，其他结果在４８ｈ内报告。各孔培养液清亮，颜色
由黄色变红色表明支原体生长阳性（＋），不变色表明支原体生
长阴性。各孔培养液混浊，表明有细菌或酵母菌生长不应记录

结果，可作涂片染色镜检。

３５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
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生产厂家：珠海丽珠试剂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０８）。操作方法：（１）抽血：抽患
者血液５ｍＬ，置于红管，离心后取血清；（２）加样：将预包被板条
固定于板架。设阴性对照３孔，阳性对照２孔，分别加入阴、阳
性对照各５０μＬ；设空白对照１孔，不加样品。其余孔加入待测
血清５０μＬ；（３）温育：置３７±１℃温育６０ｍｉｎ；（４）洗涤：弃去孔
内液体，将稀释后的洗液注满各孔，静置４０ｓ，弃去孔内洗液，重
复洗６次拍干；（５）加酶：空白对照孔不加酶标记物，其余孔加
入酶标记物５０μＬ，振荡均匀；（６）洗涤：弃去孔内液体，将稀释
后的洗液注满各孔，静置４０ｓ，弃去孔内洗液，重复洗６次拍干；
（７）显色：每孔加入底物缓冲液５０μＬ，再加入底物液５０μｌ，振荡
均匀，置３７±１℃温育３０ｍｉｎ；（８）终止：每孔加入终止液５０μＬ，
轻拍混匀；（９）读值：用酶标仪读值，在单波４５０ｎｍ（须以空白对
照孔校零）读取各孔 Ａ值。参考值（参考范围）：（１）试剂空白
标准：试剂空白值应＜００８（空白校零前）；（２）阴性对照标准：
阴性对照Ａ值应≤０１２；（３）阳性对照标准：阳性对照Ａ值应≥
０３；（４）临界值（ＣＯ）计算：临界值（ＣＯ）＝阴性对照平均Ａ
值＋０１０。检验结果判读：样品 Ａ值≥ＣＯ为 ＴＰ抗体阳性；
样品Ａ值＜ＣＯ为ＴＰ抗体阴性。
３６　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

采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断试剂（生产厂家：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Ｍ２０１４１１０４）。首
先，分别在相应的试验卡漆圈内加入待测血清，均匀涂开；第

二，加抗原，用专用塑料滴管吸取抗原，分别垂直滴加一滴

（２０μＬ）于圈内血清中；第三，反应，按每分钟１００转摇动卡片
８ｍｉｎ，判断结果。阴性反应：可见粉红色均匀的沉淀物无凝集

物；阳性反应：可见中等或较大块的粉红色凝块；弱阳性反应：

可见较小的，明显的粉红色凝块。阳性及弱阳性反应做效价测

定，可将待测血清用生理盐水做倍比系列稀释，然后按上述定性

方法进行试验。效价测定：定量试验以呈现明显凝集反应的最

高稀释度作为该血清的凝集效价。

３７　单纯疱疹病毒ＩＩ型ＩｇＭ、ＩｇＧ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ＨＳＶ２型 ＩｇＭ、ＩｇＧ抗体（检测试剂盒

生产厂家：ＴｒｉｎｉｔｙＢｉｏｔｅｃｈＰｌｃ，生产批号分别是：０５４，５７３），按说
明书检测血清样本，根据检测数值进行结果判读。阴性：未检

测到ＨＳＶ２型 ＩｇＭ、ＩｇＧ抗体；阳性：检测到 ＨＳＶ２型 ＩｇＭ、ＩｇＧ
抗体。

３８　醋酸白试验
以棉签清除局部分泌物后，蘸５％冰醋酸涂在皮损及周围

正常皮肤黏膜，２～５ｍｉｎ后观察。阳性：皮损变为白色、周围正
常组织不变色。阴性：皮损及周围正常皮肤黏膜不变色。

$

　检测结果及结论
检测２０３５人中检测泌尿生殖道快速淋球菌涂片３２５人次，

其中５６人次阳性（５女／５１男），２６９人次阴性（女７３／男１９６）；
其中涂片阴性的患者中取宫颈分泌物或尿道拭子查淋球菌培

养６２人，其中１例男性患者培养阳性，余均为阴性。诊断淋病
５７人次。淋病发病率５６％。

检测泌尿生殖道衣原体５１３人次，其中３０人次阳性（７女／
２３男），４８３人次阴性（２１５女／２６８男）。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及
检测结果，诊断衣原体性尿道炎２３人次，衣原体性宫颈炎７人
次。衣原体泌尿生殖道感染发病率５８％。

检测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１０１３人
次，其中梅毒特异性抗体、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均为阳性９５人
次（女５０／男４５），其中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快速梅毒反应素
试验阴性１００人次（女５０／男５０），其中梅毒特异性抗体、快速梅
毒反应素试验均为阴性８１８人次（３９２女／４２６男）。根据患者症
状、体征及检测结果，诊断梅毒（一期）１０人次，梅毒（二期）８５
人次；对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快速梅毒反应素试验阴性人员

按梅毒感染人员监测血清［３］。梅毒发病率９４％。
检测血清单纯疱疹ＩＩ型ＩｇＧ、ＩｇＭ１２８人次，６人次ＩｇＧ、ＩｇＭ

均为阳性（女２／男４），１２２人次阴性（女３４／男８８）。根据患者
症状、体征及检测结果，诊断生殖器疱疹６人次。生殖器疱疹发
病率４７％。

检查醋酸白试验５人次，２人次阳性（女１／男１），３人次阴
性（女１／男２）。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及检测结果，诊断尖锐湿
疣５人次。生殖器及其周围有疣状赘生物的患者才行醋酸白试
验检测，不能以此统计发病率。

检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培养６７０人次，其中２３４人次阳性
（女１５０／男８４），其中Ｕｕ阳性１９９人次，Ｍｈ阳性１５人次，Ｕｕ＋
Ｍｈ均为阳性２０人次。４３６人次阴性（女１７０／男２６６）。对检测
支原体年龄分组进行调查，以年龄２１～３０、３１～４０两组，检测阳
性率最高，分别为１５２％、１２１％。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及检测
结果，诊断支原体性宫颈炎３５人次，支原体性尿道炎８４人次。
支原体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发病率１７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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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支原体检测各年龄阶段的分布情况

年龄分组 阳性（ｎ） 阴性（ｎ） 合计（ｎ） 阳性率（％）

２０岁以下 ６ ９ １５ ０９

２１～３０ １０２ １４７ ２４９ １５２

３１～４０ ８１ １６７ ２４８ １２１

４１～５０ ３１ ７７ １０８ ４６

５１～６０ ８ ２２ ３０ １２

６１～７０ ２ ９ １１ ０３

７１～８０ ４ ５ ９ ０６

合计 ２３４ ４３６ ６７０ ３４９

%

　讨论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的２０３５例就诊患者年龄以２１岁～

４０岁为主，与２０１４年高建华等报道性传播疾病高度集中的年
龄一致［４］，这部分人群属性活跃人群，性病感染几率最大［５］，应

重点加强性活跃人群的性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年龄在１０岁 ～
１９岁的患者这部分人群多因性行为过早或其父母患某种性病
前来检测；年龄在６０岁～９９岁患者的性生活不容忽视，仍有患
性病的隐患，并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今后医生需做出调

整，注意宣传老年患者的安全性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预防、服

务、治疗和干预，一旦性行为过程中或之后出现异常症状应及

时就医［６］。

２０３５例患者中１０２３未报告职业，报告职业人员以待业人
员最多，占１７９％，其次附近离退休居民占１５０％，美容美发美
体服务人员占１２５％；公司职员占１２４％，主要与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周边以居民、餐饮等服务

人员为主。社会应加强对周边餐饮、美容等服务人员性健康教

育的宣传工作，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解决待业人员无所

事事的状态［７］。

虽然支原体性尿道炎及宫颈炎不作为５类法定性传播疾病
上报疾控中心，但是支原体导致的泌尿生殖道感染仍在临床中

常见。支原体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以解脲支原体（Ｕｕ）感染为主，
女性诊断支原体性宫颈炎不仅培养支原体阳性，还要结合女性

患者有白带增多、下腹坠胀、宫颈分泌物增多、宫颈口红肿等症

状及体征。在诊断明确的情况下，要根据支原体鉴定及药敏的

结果选择合适的药物，适当的疗程治疗，避免支原体耐药问题

产生［８－１０］。支原体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发病率最高占 １７８％。
对于淋病、衣原体性尿道炎、支原体性尿道炎的诊断，男性分泌

物取材很关键，患者未排尿２ｈ以上，拭子插入男性尿道２ｃｍ以
上，转动３０ｓ以上，病原体的检出率较高。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播疾病，因

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常常出现误诊、漏诊，发病率一直较

高［１１］。隐性梅毒常因无症状，不易被发现，长期处于潜伏状态，

危害性更大，可累及多组织及器官。针对隐性感染梅毒的患

者，早期诊断，规范、足量、合理的治疗，对梅毒患者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另外更需注重的是定期监测随访［１２］。

尖锐湿疣临床诊断比较容易，但是治疗上存在困难，复发

率也较高。要重视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的问题，对感染的患

者进行定期复诊及随访［１３］。部分感染尖锐湿疣的患者还可能

发生癌变，ＨＰＶ的感染与肛周癌、外阴癌、阴茎癌、口腔癌和宫
颈癌的发病相关［１４］。目前尚无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彻底根除

ＨＰＶ，治疗以去除疣体和防止复发为主，临床上大多采用个体化
的综合治疗。艾拉－光动力疗法是治疗尖锐湿疣的新方法，尤
其对尿道口、宫颈等特殊部位的尖锐湿疣，通过高度选择性地

作用于靶细胞，治疗效果可靠、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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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二期梅毒临床效果及预后分析
李洪芳１　陈文波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桐庐分院（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杭州 ３１１５００
２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二期梅毒临床效果，并观察和分析其及预后，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方法：选择本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二期梅毒患者１１０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应用阿奇霉素治疗，观察组应用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观察各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皮疹消失时

间，治疗后两年对患者进行随访，检测６、１２、２４个月的 ＲＰＲ转阴率和 ＴＲＵＳＴ滴度。结果：观察组总有效为
９８１８％（５４／５５），高于对照组９０９１％ （５０／５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皮疹消失时间为
（１０３９±１０６）ｄ，低于对照组（１３５０±１１７）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第６个月ＲＰＲ转阴率
和ＴＲＵＳＴ滴度分别为３０９１％（１７／５５）和１５３±０５４，对照组为２１８２％ （１２／５５）和（１８７±０６２），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普鲁卡因青霉素和阿奇霉素治疗二期梅毒临床效果均较好，普鲁卡因青霉
素更具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普鲁卡因青霉素；二期梅毒；临床效果；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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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可侵犯全
身各器官、系统，导致多器官损害。一期梅毒主要临床表现为

生殖器溃疡及对皮肤和黏膜的侵犯；二期梅毒常出现皮疹与湿

疣等皮肤损害，伴低热、慢性弥漫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治疗

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当，会进一步发展为三期梅毒，侵犯患者

的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内脏器官等，最后甚至危及

患者生命。青霉素的问世使梅毒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也是梅

毒治疗的首选药物。临床上以普鲁卡因青霉素和苄星青霉素

为主，治疗效果较理想。普鲁卡因青霉素为青霉素的普鲁卡因

盐，其抗菌活性成分为青霉素［１，２］。本研究旨在探讨普鲁卡因

青霉素治疗二期梅毒临床效果，并观察和分析其及预后，为临

床治疗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二期梅毒患者１１０
例，所有患者均有不良性接触史，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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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阳性，且滴度不低于１∶８。男性４７例，女性６３例；年
龄２２～４８岁，平均（４１３８±４７３）岁。按照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５５例。对照组男性２３例，女性２２例，
平均年龄（４１４６±４８１）岁，应用阿奇霉素治疗；观察组男性２４
例，女性２１例，平均年龄（４１２９±４２０）岁，应用普鲁卡因青霉
素治疗；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排除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对青霉素过敏
者、合并免疫缺陷、肿瘤、严重脏器损害及失访者。所有患者均

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和指标
１２１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普鲁卡因青霉素（山东瑞
阳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２８４）肌肉注射８０
万ＩＵ／ｄ，１次／ｄ；对照组患者给予用阿奇霉素（江西汇仁药业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８７１）口服治疗，１ｇ／次，１
次／ｄ，两组均连续治疗３周［３，４］。

１２２　主要观察指标　 治疗后 ２年对患者进行随访，进行
ＲＰＲ检查，统计转阴率。观察各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
皮疹消失时间。临床治疗效果评估标准：（１）治愈：临床症状或
体征全部消失，３个月内 ＲＰＰ滴度下降４倍以上。每３个月复
查，连续３次以上为阴性。（２）有效：临床主要症状或体征基本
消失，３个月内ＲＰＲ滴度下降２倍以上。（３）无效：临床症状或
体征无改变，３个月 ＲＰＲ滴度持续不降［５，６］。并检测治疗结束

后６、１２、２４个月的 ＲＰＲ转阴率和梅毒不加热血清反应实验
（ＴＲＵＳＴ实验）滴度。ＲＰＲ诊断试剂盒（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ＴＲＵＳＴ滴度（上海荣盛生物技术公司）。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
比较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及皮疹消失时间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为９８１８％，高于对照组
９０９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观察组皮疹消
失时间为（１０３９±１０６）ｄ，低于对照组（１３５０±１１７）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及皮疹消失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５ ４４（８０００）６（１０９１） ５（９０９） ５０（９０９１）

观察组 ５５ ４７（３３３３）７（１２７３） １（１８２） ５４（９８１８）

χ２ ７１９

Ｐ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ＲＰＲ转阴率和ＴＲＵＳＴ滴度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第６个月ＲＰＲ转阴率和ＴＲＵＳＴ

滴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治疗后第１２个月与第２４
个月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ＲＰＲ转阴率和ＴＲＵＳＴ滴度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第６个月

ＲＰＲ转阴率 ＴＲＵＳＴ滴度

第１２个月

ＲＰＲ转阴率 ＴＲＵＳＴ滴度

第２４个月

ＲＰＲ转阴率 ＴＲＵＳＴ滴度

对照组 ５５ １２（２１８２） １８７±０６２ ２６（４７２７） １３６±０３８ ５３（９６３６） 均为阴性

观察组 ５５ １７（３０９１） １５３±０５４▲ ２８（５０９１） １２９±０３１ ５５（１００００） 均为阴性

ｔ（χ２） ７２４ ９３８ １６７ ２３３ １１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出现吉海反应３例，临床主

要表现为发热、全身不适，局部皮疹增多，给予患者泼尼松治

疗后好转。对照组出现胃肠道不良反应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慢性疾病，病程长、临床表现多样，主要通过性

接触、输血以及胎盘进行传播。梅毒的病程发展主要分为一期

梅毒、二期梅毒、三期梅毒等三个阶段，自１９４３年Ｍａｈｏｎｅｙ等开
始应用青霉素治疗梅毒，临床效果显著。青霉素治疗梅毒，具

有毒性小、疗程短、疗效好等特点，目前为止，对螺旋体仍十分

敏感而未见耐药现象，因此，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仍是青霉素，

其是应用最普遍、治疗最有效的药物之一［７，８］。

目前临床上治疗梅毒的主要以苄星青霉素和普鲁卡因青

霉素，具有较高的治愈率。阿奇霉素是一种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半衰期约为６８ｈ，血液中药物浓度维持时间较持久，并能够
进入细胞和多数组织而发挥作用［９，１０］。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

组治疗二期梅毒均有较好的疗效，均有较高的转阴率。其中观

察组总有效和第６个月ＲＰＲ转阴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皮疹消
失时间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ＴＲＵＳＴ滴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二期梅毒效果
更好。普鲁卡因青霉素半衰期短，血液中药效维持时间中等，

且普鲁卡因青霉素中既有长效成分，又有速效成分，可使血中

有效浓度保持２４ｈ以上。青霉素通过机体的免疫机制发挥作
用，不能直接杀灭梅毒螺旋体，只对繁殖期的螺旋体起破坏作

用，抑制梅毒螺旋体分裂，阻碍其分裂繁殖，因此主要治疗处于

繁殖时期的梅毒螺旋体［１１，１２］。普鲁卡因青霉素半衰期较短，需

要每天进行治疗，对于难以接受的患者可应用苄星青霉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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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西林），血液中浓度维持时间较长，其吸收排泄均较慢，治疗

时仅需每周１次，使用方便，更易被病人接受［１３］。

普鲁卡因青霉素治疗梅毒具有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但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仅能够引起过敏反应，还可造成吉海反应，

甚至很严重。本次结果显示，观察组少数患者出现吉海反应，

普鲁卡因青霉素在治疗过程中，较短时间内杀灭大量梅毒螺旋

体，内毒素和螺旋体抗原蛋白成分急剧释放，导致患者出现变

态反应甚至急性全身性毒性反应。布鲁卡因青霉素、苄星青霉

素临床应用中具有局限性，部分青霉素过敏患者无法应用，部

分患者排斥青霉素皮试。阿奇霉素治疗梅毒也具有较好的临

床疗效，因此可使用阿奇霉素作为替代药物，以满足临床上的

不同需求的患者［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普鲁卡因青霉素和阿奇霉素治疗二期梅毒临床

效果均较好，普鲁卡因青霉素更具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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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期治疗对妊娠梅毒分娩的预后影响及安全性
评价
毕云丽１　张春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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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不同孕期治疗梅毒对妊娠分娩的预后影响，并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治的９０例妊娠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孕期发现及
治疗时间分为Ａ组、Ｂ组及Ｃ组，每组各３０例。Ａ组为早孕期＜１２周，Ｂ组为中孕期１２至２７周，Ｃ组为晚
孕期＞２７周，三组患者均给予足量规范的抗梅毒治疗，观察与对比三组不同孕期妊娠梅毒患者的妊娠结局、
ＴＲＵＳＴ低度比较及先天梅毒儿发生率。结果：Ａ组、Ｂ组及 Ｃ组治疗后足月分娩率分别为 ８６６７％、
５３３３％、４６６７％，早产率分别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３３３％，组间比较差异显著（Ｐ均＜００５）。妊娠梅毒患
者行１个疗程治疗后母体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１２例（６０００％），母体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８例（４０００％），
妊娠梅毒患者行２个疗程治疗后母体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５７例（８５０７％），母体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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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０％），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Ｐ均＜００５）。妊娠梅毒患者行１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
１５例（７５００％），新生儿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 ５例（２５００％）；妊娠梅毒患者行 ２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６１例（９１０４％），无１例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Ｐ均 ＜００５）。
Ａ组、Ｂ组、Ｃ组治疗后先天儿发生率分别为０、６６７％、４６６７％，组间相比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在妊娠梅毒早期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可明显改善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预后情况，在降低先天性梅毒患儿发

生率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关键词】　不同孕期；妊娠；梅毒；预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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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作为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由苍白梅毒
螺旋体感染引起，传染性较强，以育龄期妇女作为主要发病人群。

当孕妇感染苍白梅毒螺旋体后可诱发多种严重并发症，不仅易造

成胎传梅毒，甚至可诱发流产、死胎死产等，对母婴身心健康造成

影响［１］。现为了探究妊娠梅毒的最佳治疗时间，我院针对收治

的９０例妊娠梅毒患者展开研究，将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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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例妊娠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
行梅毒血清学检查后确诊，且为孕前未经治疗的患者，同时签

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按照孕期发现及治疗时

间分为Ａ组、Ｂ组及 Ｃ组，每组各 ３０例。Ａ组为早孕期 ＜１２
周，平均孕期为（８５±１２）周；年龄２０～３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２５３±２６）岁；初产妇１７例，经产妇１３例；产次１～３次，平均
产次为（２０±０６）次；潜伏梅毒１６例，一期梅毒１２例，二期梅
毒２例。Ｂ组为中孕期１２～２７周，平均孕期为（１８４±１７）周；
年龄２３～３７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３±２７）岁；初产妇１６例，经产

妇１４例；产次２～４次，平均产次为（２６±０３）次；潜伏梅毒１５
例，一期梅毒１３例，二期梅毒２例。Ｃ组为晚孕期＞２７周，平均
孕期为（３３９±１４）周，年龄 ２３～３７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５±
２９）岁；初产妇１８例，经产妇１２例；产次１～４次，平均产次为
（２９±０８）次；潜伏梅毒１４例，一期梅毒１３例，二期梅毒３例。
１２　方法

检测方法：对三组孕妇及新生儿均给予梅毒抗体检查，其

中包括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等。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判断：根据性传播疾病临床治疗指南对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进行诊断，对于流产与死胎给予血清学检查

及胎盘病理检查判断是否为先天性梅毒儿。

治疗方法：于患者两侧臀部行苄星青霉素Ｇ（河北华日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５）治疗，每周１次，每次使用剂量
为２４０Ｕ，以３次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在治疗期间
患者的丈夫同样接受检查治疗，且在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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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妊娠结局对比

Ａ组、Ｂ组及 Ｃ组治疗后足月分娩率分别为 ８６６７％、
５３３３％、４６６７％，早产率分别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３３３％，组
间比较差异显著（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妊娠结局对比

组别 例数 足月分娩 早产 流产 死胎 低体重儿

Ａ组 ３０ ２６（８６６７）＃３（１０００）＃ ０ ０ １（３３３）

Ｂ组 ３０ １６（５３３３）＃ ９（３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１（３３３）

Ｃ组 ３０ １４（４６６７）１６（５３３３） ０ ０ ０

　　注：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与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妊娠梅毒患者不同疗程治疗后ＴＲＵＳＴ滴度对比
该组患者共９０例中，治疗前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８７例，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３例，妊娠梅毒患者行１个疗程治疗后母
体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１２例（６０００％），母体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者８例（４０００％），妊娠梅毒患者行２个疗程治疗后母体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５７例（８５０７％），母体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
者６例（８９０％），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Ｐ均 ＜００５）。妊娠梅毒
患者行 １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者 １５例
（７５００％），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者５例（２５００％），妊娠
梅毒患者行２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 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者６１例
（９１０４％），无１例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组间相比差异显
著（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妊娠梅毒患者不同疗程治疗后ＴＲＵＳＴ滴度对比

疗程 例数
母体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 ≥１∶８ 阴性

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 ≥１∶８ 阴性

１个疗程 ２０ １２（６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０ １５（７５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０

２个疗程 ６７ ５７（８５０７） ６（８９６） ４（５９７） ６１（９１０４） ０ ６（８９５）

　　注：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与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先天梅毒儿发生率对比
Ａ组、Ｂ组、Ｃ组治疗后先天儿发生率分别为 ０、６６７％、

４６６７％，组间相比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先天梅毒儿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正常新生儿 先天梅毒儿

Ａ组 ３０ ３０（３０００） ０

Ｂ组 ３０ ２８（９３３３） ２（６６７）

Ｃ组 ３０ １６（５３３３） １４（４６６７）

　　注：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与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大量临床试验研究证实，梅毒螺旋体可通过胎盘诱发流

产、早产、死胎及死产，同时诱发胎传梅毒的发生。有研究报道

指出，梅毒可作为诱发不良妊娠结局的首要原因，而目前妊娠

孕妇多以潜伏梅毒为主［２］。本次研究中患者共９０例，潜伏梅
毒共６０例，占６６６７％，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由于潜伏
期梅毒无明显临床症状，仅通过常规体检无法对病情给予准确

判断，采取血清学检查方可发现，因此，潜伏期梅毒的漏诊率较

高，常延误了疾病最佳治疗时期，从而对孕产妇及胎儿的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３］。

传统临床工作中认为妊娠早期滋养层中的朗汉斯细胞可

对胎儿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免受梅毒螺旋体感染，在妊娠

前１８周内并不会发生梅毒的胎传播，但此种结论经过目前大量
临床试验研究证实为不正确的［４，５］。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梅毒的

胎传播可发生在不同妊娠时期内，为了预防先天性梅毒儿的出

生，多以阻断梅毒的胎传播为主，这就依赖于通过对妊娠早期

梅毒患者以及育龄妇女梅毒给予积极的干预治疗［６，７］。有临床

研究资料显示，在孕妇早孕时期确诊后给予积极干预治疗可有

效降低先天梅毒儿的发生率，但若在中孕期或晚孕期开始治疗

的患者，则可见先天梅毒儿的发病率明显增高［８，９］。结合研究

结果可见，于孕早期接受梅毒治疗的妊娠结局明显优于中孕期

及晚孕期者，与以往研究报道基本一致［１０］。为此，我们认为对

于妊娠梅毒的治疗干预，掌握正确的时间至关重要，且不同的

初始治疗初始时间所产生的妊娠结局各不相同［１１，１２］。我们认

为发生此类情况可能与部分孕妇在孕末期才接受治疗，无法确

保宫内胎儿接受充分治疗有关，也有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妊娠梅

毒患者无法完成２个疗程的系统治疗相关，但这仍需要临床工
作者进一步行大量实验证实［１３］。

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特异性梅毒螺旋抗体血清学检测

在早期诊断先天性梅毒儿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但值得注意

的是，此类检测技术在部分医院内尚未开展，未能得到广泛应

用，仅给予常规梅毒血清学检测，并不能准确判断血清中的抗

体来源于母体或新生儿本身［１４］。为此，现多要求妊娠孕妇在每

个月内均进行１次梅毒血清反应的检测，并以８次为１个检测
周期［１５］。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关于妊娠梅毒的相关治疗已制定

出合理方案，但发生先天性梅毒儿的情况仍然存在，并以中孕

期与晚孕期为主。而通过上述试验我们可知，在妊娠梅毒早期

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可明显改善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预后情

况，在降低先天性梅毒患儿发生率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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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４

激光联合微波术在肛门尖锐湿疣疾病中的治疗效果
分析
杜祥华１　谷源民２

１通城县人民医院皮肤科，湖北 咸宁 ４３７４００
２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武汉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并比较单纯使用ＣＯ２激光、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肛
门尖锐湿疣（ＣＡ）患者的临床疗效，探讨临床最佳治疗方案。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来
我院治疗的１７８例肛门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建议，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其中单纯使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患者为５６人，设为对照组。选择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进行治疗的患者有７０人，
而另外５２位患者选择了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进行治疗。分别评估三组患者治疗后创面愈合时间、疼痛
指数、治愈率、完全治愈所需次数并进行比较，统计学分析。结果：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和 ＣＯ２激光联合
微波术治疗组患者创面愈合所需时间分别为７～９ｄ和７～１０ｄ，所需时间少于对照组所需愈合天数１０～１５ｄ。
这三组患者在治疗当天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治疗１周、２周、３周之后，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患者疼痛
比例分别为４４２３％、３４６２％、９６２％；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组患者疼痛比例分别为４５７１％、３２８６％、
８５７％；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组患者疼痛比例分别为６２５％、３９２９％、１７８６％。这３种治疗方案均出现患者
复发现象，治疗３个月之后，对照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和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复发率分别为３７５０％、
１３３６％、１２８６％。对复发患者进行再治疗，对照组所需次数要多于治疗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或ＣＯ２
激光联合微波术）。结论：激光联合微波治疗肛周尖锐湿疣疗效较好，是治疗肛周尖锐湿疣较好的手段。

【关键词】　ＣＯ２激光疗法；Ｈｅ－Ｎｅ激光；微波术；肛门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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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Ｎｅｌａｓｅｒｏ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ｃｕｒ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ｉｃ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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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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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引起的良性增生性病变，发病原因为直接性接触或
间接感染［１］。尖锐湿疣是临床最常见的性病之一，发病率逐年

升高，发病率位于性传播类疾病的第二位。对于该病目前常见

的治疗手段有化学治疗、冷冻治疗、激光治疗、免疫疗法等［２，３］。

本文通过比较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２６例
肛门尖锐湿疣患者采用单纯ＣＯ２激光疗法或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
法治疗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治疗方法选择提供依据，现将研究

过程与结论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７８例肛门湿疣患
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经临床（部分经病理）及ＨＰＶＤＮＡ检
查确诊；男性１２４例，女性５４例；年龄１８～６２岁；均有不洁性交
史，皮损数目４～３９个不等。所有患者均有典型的外观表现，皮
损多见于肛周附近及肛管，颜色多为暗红、鲜红或浸渍发白；皮损

部位大多质地较软，轻触易出血，部分部位角化过度呈疣状或菜

花状；皮损大小不等。所有入选病例均在治疗前１个月内未使用
其他治疗方法如抗病毒制剂或免疫调节剂，局部皮肤无糜烂，入

选病理随访资料完全。所有标本获取均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７８例患者根据自身发病情况并结合医生建议，选择ＣＯ２激光

治疗、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或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进行治疗。

其中，５６例患者选择单纯ＣＯ２激光疗法，设为对照组；治疗组患者
有２种方案可供选择，其中７０例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进
行治疗，５２例患者选择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进行治疗。

ＣＯ２激光治疗采用ＣＯ２激光仪（武汉夏普兰楚天医疗激光公
司，２０３０－Ａ型）进行治疗，过程简述如下：整个过程遵循无菌操
作原则，患者取侧卧位，首先进行常规消毒铺巾，用络合碘对肛周

局部进行常规消毒以充分暴露疣体生长部位；然后使用２％利多
卡因阻滞麻醉，将ＣＯ２激光机焦点对准疣体表面（输出程序为电
流１０Ａ，功率３０Ｗ，波长１０６μｍ）进行烧灼、碳化至汽化，关闭机
器。清除肉眼可见疣体后，将适量龙胆紫涂抹患处。激光处理

后，注意保持创面干燥，并口服适量抗生素降低感染发生率。

微波治疗采用微波定向照射（ＤＷＹ－ＩＶ妇科微波治疗仪，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ＹＺＢ／国０３８４－２００９）。根据患者
疣体生长大小，选择合适探头及功率，将探头触压或插入疣体

中央，打开机器，整个疣体凝固变白至脱落时停止，逐个清除所

有肉眼可见疣体。

Ｈｅ－Ｎｅ激光治疗仪（歆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型号：ＭＬ－
１０３０Ｄ）进行局部照射，光斑直径应大于病灶，设定功率为
２５ｍＷ，每天１次，每次２０ｍｉｎ，治疗４周。

所有患者术后每天外涂碘伏以降低感染率，治疗期间及痊

愈前禁止性生活。

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皮损大小等临床基本参数均无统计

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入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 皮损大小（ｃｍ）

对照组 ５６ ４１／１５ ３４２±２５ １２×１５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５２ ４２／１０ ３５１±１８ １１×１３

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７０ ４１／２９ ３７４±１２ 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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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患者于治疗１周、２周、３周和１个月、３个月之后进行定期

复查，比较每组复发率和痊愈率。评定标准为：疣体消失且３个
月内无复发为治愈；有新的疣体出现即为复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随访数据记录在Ｅｘｃｅｌ表格，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差异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治疗结果比较

对照组５６例患者创面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肿、疼痛，愈合

需要１０～１５ｄ左右时间。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７０例患者治疗
后４ｄ之内伴随有疼痛感，愈合时间为７～１０ｄ左右，Ｈｅ－Ｎｅ激
光联合微波术组５２例患者治疗后创面愈合时间为７～９ｄ左右。
记录两组患者在治疗当天和治疗１周、２周、３周之后的疼痛报
告，治疗当天，三组患者均伴随有不同程度疼痛；治疗后，结果

显示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患
者疼痛比例远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后静止状态下患者肛门疼痛报告

组别 治疗当天
治疗后

１周 ２周 ３周

对照组 ５６（１００） ３５（６２５０） ２２（３９２９） １０（１７８６）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７０（１００） ３２（４５７１） ２３（３２８６） ６（８５７）

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５２（１００） ２３（４４２３） １８（３４６２） ５（９６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１个月和３个月后的恢复效果。
治疗１个月后，对照组治愈２６例，治愈率为４６４３％；ＣＯ２激光联合
微波术组治愈５０例患者，治愈率为７１４３％；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
术组治愈３７例患者，治愈率为７１１５％。３个月后对照组治愈３５
例，所占比例为６２５％；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患者治愈６１例，所占

比例为８１７４％；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治愈患者４５例，所占比
例为８６５４％。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
术组患者治愈率远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组、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比较３组患者治疗后１个月和３个月后的恢复结果

组别 例数 时间 复发例数 治愈例数 复发率（％） 治愈率（％）

对照组 ５６ 治疗后１个月 ３０ ２６ ５３５７ ４６４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２１ ３５ ３７５０ ６２５０

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５２ 治疗后１个月 １５ ３７ ２８８５ ７１１５

治疗后３个月 ７ ４５ １３４６ ８６５４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７０ 治疗后１个月 ２０ ５０ ２８５７ ７１４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９ ６１ １２８６ ８７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对复发患者进行再治疗
对照组和治疗组均有患者复发情况（表３），治疗３个月后，

对照组患者复发２１例，复发率为３７５％；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
波术组患者复发７例，所占比例为１３４６％；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
术组复发患者９例，所占比例为１２８６％。本研究中我们对复
发患者进行多次治疗以达到提升治疗效果的目的，并统计这三

组复发患者治愈所需治疗次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复

发患者中，患者最多再进行４次治疗即可达到痊愈效果，共计
１８例，其中再治疗１、２、３、４次可痊愈的患者例数分别为７、６、４、
３例。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复发患者最多需要２次再治
疗即可痊愈，共计７例，其中，再治疗１、２次可痊愈患者例数分
别为５、２。同治疗组相比，对照组患者复发率较高，达到治愈效
果所需再治疗次数多。见表４。

表４　对照组和治疗组治愈次数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复发治愈次数

１ ２ ３ ４ 合计

对照组 ５６ ３５ ７ ６ ４ ３ １８

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５２ ４５ ５ ２ ０ ０ ７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术组 ７０ ６１ ８ １ ０ ０ 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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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乳头瘤病毒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发病率高且

易复发。肛周是尖锐湿疣好发部位之一，由于肛周部位不透

气、局部组织血供丰富、潮湿易感染，所以治疗难度较大。目

前，治疗该种疾病主要有物理治疗、化学治疗、外科手术治疗、

光动力治疗和免疫调节治疗等方法，其中 ＣＯ２激光疗法为治疗
肛周尖锐湿疣常用和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４］。ＣＯ２激光属于远
红外线，一种高能量密度的光源，可治疗任何部位的疣体，当光

束照射到目标疣体时，光能转化为热能，瞬间升高局部温度，使

病变组织起烧灼和汽化，迅速破坏杀死疣体，但术后局部易形

成溃疡及疤痕。ＣＯ２激光治疗过程中，清扫疣体时表面损伤大，
会造成皮肤表面破损、缺血，使大量病毒颗粒的脱落表层细胞

或角蛋白碎片进入易感上皮裂痕中，由此发生新的感染。ＣＯ２
激光疗法适用于暴露好且皮损较大的患者，但其复发率可高达

２２％～９５％［５，６］。本研究中，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组在治疗１个月
后复发率高达 ５３５７％，即使 ６个月之后，其复发率依旧为
３７５％，这与Ｌｉ等［７］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些结果提示单纯使用

激光治疗尖锐湿疣无法取得预期疗效。

微波定向照射疗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应用于皮肤性病

患者的一种物理疗法，其穿透力达２～５ｃｍ深，可使炎症组织内
的分子随微波场的震动而受热，组织内部热量的迅速上升会加

速血液循环，使局部营养得到改善，从而加速炎症反应的吸收

和修复，进而提高组织的再生能力，有利于角脘细胞生长，加快

创面痊愈过程。此外，微波疗法还可提高局部组织温度，增加

血流量，提高氧分压，增强白细胞及淋巴细胞的浸润能力，进而

提高患者局部的免疫功能［８，９］。文献报道结果显示，微波疗法

治疗尖锐湿疣患者时，具有切割、消融、止血等多种功能，但该

法缺点是对疣体大部分不能达到最佳消融效果，需进行２～３次
重复治疗，且微波疗法效果一般，无法彻底治愈，这与 Ｍａ等［１０］

报道结果相一致。

尖锐湿疣是一种常见的肛门多发性疾病，多伴有肛周皮肤

潮湿，为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应嘱咐患者治疗后注意保持局

部干燥，以达到早日恢复疾病的目的。文献报道显示，尖锐湿

疣有棘层增厚的病理改变特点，上皮脚延长，成上皮瘤样增生。

ＣＯ２激光是一种高能量密度的光源，光束治疗中能彻底消除或
破坏病灶组织，且对周围组织损伤小，激光治疗的优势在于：疣

体组织在治疗时即可脱落，见效快，但由于残留创面较大，术后

易留疤痕。但选择ＣＯ２激光烧灼过程中需要正确掌握治疗深度
及范围，术后根据患者创面大小，需配合口服抗生素进行治疗。

而微波治疗是在一定的微波输出功率下产生温热效应，加速组

织凝固、坏死、结痂脱落而达到愈合的目的，微波治疗的优势在

于因为治疗时温度较低，加热均匀，因此对组织损伤较小，易于

止血。利用微波的热效应可以达到凝固组织的目的，使患面坏

死脱落，进而使其愈合［９－１１］。本研究中，我们还对一部分患者

进行了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波术治疗。Ｈｅ－Ｎｅ激光属于非致
热性激光，它的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文献报道结果显示，Ｈｅ－Ｎｅ
激光作为一种低能量光源，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使用后，明显改

善患者血液流变学性质，提高免疫功能。Ｈｅ－Ｎｅ激光照射可

以明显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本研究中，Ｈｅ－Ｎｅ激光联合微
波术组治疗患者复发率仅为１３４６％，效果远远好于对照组，与
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微波与激光治疗都是利用生物热效应来进行治疗患者，两

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激光是通过热传导形式加热组织，温度

高进而炭化组织，属于外部加热。而微波则是内部加热，以生

物组织样本身作为热源，这种内加热的特点是加热部位均匀，

组织由内到外瞬间凝固，但温度较低，止血效果极佳［１２－１５］。本

研究中，我们采用 ＣＯ２激光联合微波疗法或 Ｈｅ－Ｎｅ激光联合
微波术对肛门尖锐湿疣患者进行处理，使内部加热与外部加热

同时进行，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联合治疗组患者在疼痛报告、

治愈率等方面均优于单纯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综上所述，采用激
光联合微波照射是治疗肛门尖锐湿疣较好的办法，应在临床中

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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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
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分析
湛汇　胡刚△

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为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来我科就诊的临床诊断为尖锐湿疣的患者７０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随访６个月后比较两组的 ＨＰＶ清除及复发率。
结果：观察组的临床恢复率为 ９４３％，而对照组的恢复率为 ７１４％，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６４３７，Ｐ＝００１１）；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的ＨＰＶ转阴率为８００％，而对照组的为５７１％，观察组的复发率
为１０３％，而对照组的复发率为３００％，两组ＨＰＶ转阴率及复发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
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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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所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好
发于外阴以及肛周，大多发生于１８～５０岁的中青年人，主要引
起生殖器疣状增生性病变［１，２］。本病的潜伏期长，且治疗后的

复发率较高，大多数患者都需进行多次甚至长期的治疗才能够

将疾病治愈。临床上传统的治疗手段有冷冻、电灼、激光及微

波等。电离子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尖锐湿疣的创伤性方法，能

快速、有效地清除显性病灶，但也存在创伤性大、复发率高，易

产生出血、瘢痕等不良后果［３］。因此，彻底清除人乳头瘤状病

毒感染，减少尖锐湿疣的复发率，提高其一次性治愈率成为目

前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而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ＡＬＡ
－ＰＤＴ）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一种治疗尖锐湿疣的新型疗
法，具有操作简单、安全性好、治愈率高、复发率低等特点［４］。

本研究收集我科收集的临床诊断为尖锐湿疣的患者７０例，将其
随机分为ＡＬＡ－ＰＤＴ联合干扰素治疗组（以下简称观察组）与
对照组，观察其临床痊愈率及不良反应，并对其随访６个月比较
其复发率，得出结论，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随机选取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来我科就
诊的临床诊断为尖锐湿疣的患者７０例，所有患者均充分知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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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此次研究，该

方案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两组，分别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５例。观察组男性２１例 ，
女性１４例；年龄１８～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０２±５７）岁；平均病程
５６±２５月。对照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１９～４２岁，
平均年龄（２９７±５４）岁。平均病程６１±１９月。两组患者在
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用灭菌生理盐水清洗患处及其周围皮肤，然后

用无菌脱脂棉完全覆盖疣体部位及其周围０５ｃｍ的正常组织，
在将新配置的浓度为２０％的氨基酮戊酸溶液均匀的滴于无菌
脱脂棉上，使其完全浸透，每０５ｈ重复滴加１次，敷药过程要保
证患者处于避光的环境，外用塑料薄膜进行封包处理，避光３ｈ。
采用ＸＤ－６３５ＡＢ型光动力激光治疗仪（由桂林兴达光电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进行照射，波长为 ６３５ｎｍ，能量密度为
１２０Ｊ／ｃｍ２，每次照射时间为２０～３０ｍｉｎ。尿道口照射时使用柱
状光纤，将在封闭端涂抹少许石蜡油的一次性套管，顺尿道口

轻轻插入，到达疣体所在深度，再将光纤治疗头从套管后端的

开口处插入至封闭端，固定后进行照射。每位患者每周治疗１
次，连续治疗４次。同时在皮损部位局部注射２％利多卡因（北
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公司生产，批号：１００１０７）＋干扰素（深圳
科兴生物工程公司生产，批号：Ｓ２００３３０３５）１００万ＩＵ，每周３次，
治疗１个月。治疗结束后每７～１０ｄ随诊１次，共随访６个月。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治疗方法ＣＯ２激光。首先对患者皮损部位
进行常规消毒，在对皮损基底部经利多卡因局麻后采用ＣＯ２激光
烧灼，直至肉眼可见的病变被完全清除为止，ＣＯ２激光治疗后常
规给予创面消炎药膏，治疗后患者每周进行复查，若发现皮损未

完全消退，则行再次ＣＯ２激光治疗，４周内治疗次数不超过４次。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１）完全恢复：皮损消退，黏膜恢复正
常；（２）部分恢复：皮损缩小５０％以上；（３）无明显改善：皮损缩
小不足５０％或皮损无明显变化。复发率：随访结束时，复发率
＝复发例数／完全恢复患者例数 ×１００％。ＨＰＶ转阴率：随访结
束时，ＨＰＶ转阴率＝ＨＰＶ转阴人数／治疗总人数×１００％。不良
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的双录入，核查并纠错。数据

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计数资料采用率进行描述，计数资料
的检验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评定的比较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发现，观察组

的恢复率为９４３％，而对照组的恢复率为７１４％，两组的恢复率
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４３７，Ｐ＝００１１）。见表１。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随访６个月后 ＨＰＶ转阴率及复发率的
比较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随访６个月后 ＨＰＶ转阴率及复发率的
情况进行比较发现，观察组的 ＨＰＶ转阴率为８００％（２８／３５），
而对照组的为５７１％（２０／３５），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的复发率为１０３％（３／２８），而对照组的复发率
为３００％（６／２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发现，观察

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７１％，而对照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３１４％，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评定的比较

分组 例数 完全恢复 部分恢复 无明显改善

观察组 ３５ ２９（８２９） ４（１１４） ２（５７）

对照组 ３５ ２０（５７１） ５（１４３） １０（２８６）

χ２ － ７０９８

Ｐ － ００２９

　　注：恢复率等于完全恢复率＋部分恢复率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分组 例数 水肿
色素

形成

伤口

感染

浅表

瘢痕

总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观察组 ３５ １（２９） ２（５７） １（２９） ２（５７） ６（１７１）

对照组 ３５ ２（５７） ３（８６） ２（５７） ４（１１４） １１（３１４）

χ２ － ０３４８ ０２１５ ０３４８ ０７２９ １９４２

Ｐ － ０５５５ ０６４３ ０５５５ ０３９３ ０１６３

#

　讨论
尿道是尖锐湿疣的主要发病部位之一，传统上对尿道尖锐

湿疣的治疗方法与发生在外生殖器等部位的尖锐湿疣的治疗

方法基本相同［５，６］，主要是激光、电灼或外用细胞毒性药物［７］。

但由于尿道尖锐湿疣位置的特殊性，使其病灶位置不容易全面

显露出来导致治疗不彻底从而引起较高的复发率，且由于术后

创面局部用药困难又导致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上升，这样

不仅达不到预期开展治疗的目的，还会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

较大的影响［８，９］。光动力疗法又称艾拉光动力疗法（ＡＬＡ－
ＰＤＴ），是一种联合应用５－氨基酮戊酸及相应光源，通过光动
力学反应选择性破坏病变组织的全新技术，是以光、光敏剂和

氧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１０］。光动力疗法

的优点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手段，它对靶组织及损伤程度都具有

可选择性，可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与传统治疗手段相比，

光动力疗法有如下优点：（１）创伤很小：借助光纤、内窥镜和其
他介入技术，可将激光引导到体内深部进行治疗；（２）毒性低
微：进入组织的光敏药物，只有达到一定浓度并受到足量光照

射，才会引发光动力学反应而杀伤靶向细胞，是一种局部治疗

的方法。（３）选择性好：光动力疗法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光照区
的病变组织，对病灶周边的正常组织损伤轻微，这种选择性的

杀伤作用是许多其他治疗手段难以实现的［１１］。另外光动力疗

法还具有适用性好、可重复治疗、可消除隐形病灶、可保护容貌

及重要器官功能等优点［１２，１３］，这为尖锐湿疣特别是尿道尖锐湿

疣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的临床恢复率为９４３％，而对照组的
恢复率为７１４％，两组的恢复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６４３７，Ｐ＝００１１）；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的 ＨＰＶ转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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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８００％，而对照组的为５７１％，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复发率为１０３％，而对照组的复发率为
３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结果与国内
外的相关研究报道的结果一致［１４］。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１７１％，而对照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１４％，两组之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
疗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且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有所降低。笔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

尿道内ＨＰＶ感染所产生的临床皮损和亚临床状态的黏膜细胞
可选择性吸收ＡＬＡ、并在细胞内转化为高度光敏性物质原卟啉
Ⅸ（ＰＰⅨ）从而产生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且该方法对正常尿道
黏膜上皮细胞无明显的损伤作用［１５］；另一方面，干扰素具有较

强的抗病毒作用、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调节体液免

疫、细胞免疫等作用，可缓解加强光动力治疗的效果，降低其感

染的复发率。两者联合作用的临床效果较传统的治疗方案好。

综上所述，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
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较低，值得推荐在临床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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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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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干扰素 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治疗
女性尖锐湿疣的临床研究
孙琰　钱芳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干扰素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为临
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收治的８２例尖锐湿疣患者，均为女性。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４２例和４０例。对照组患者只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实验组患者给予
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干扰素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诊治。观察两组患者疣体清除情况，比较两组患者伤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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痂、愈合、ＨＰＶ清除时间，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复发率以及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疣体
数目相差无几，经过治疗，实验组患者在第１周、第２周的疣体清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具有明显差异性
（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的时间分别为（３２０±１２０）ｄ、（７３０±１３５）ｄ、（３２５０±
１２５０）ｄ，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的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时间，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
者痊愈３０例，显效９例，有效２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为９７６％，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７５０％ 的总有效
率，具有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的复发率为４８％，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２２５％（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肿、红斑、糜烂等不良反应，但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结论：宫颈环形电切
术联合干扰素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治疗尖锐湿疣患者，能够显著提高疣体清除率，显著缩短伤口结痂、愈
合、ＨＰＶ清除的时间，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率，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关键词】　尖锐湿疣；宫颈环形电切术；干扰素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疣体清除率；人乳头病病毒；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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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又称生殖疣或性病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引起的皮肤黏膜增生性疾病，主要发生于生殖器部位，
多无不适感，触之易出血，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１］。据有

关部门统计，尖锐湿疣的发病率在欧美国家占性传播疾病的首

位，在我国居第２位。美国每年新增６２０万新感染 ＨＰＶ的人，
目前美国有２０００万ＨＰＶ感染者［２］。由于该疾病易复发，常致

病程迁延，加上治疗带来的肉体痛苦和经济损失及疾病对心理

的负面影响，造成患者依从性下降，致使尖锐湿疣的治疗难度

增加。因此，探究新的治疗方法，对于尖锐湿疣患者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ＬＥＥＰ刀联合干扰素 α－
２ｂ阴道泡腾胶囊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为临床研究提供参
考依据。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收治的８２例尖锐湿
疣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４２例和４０例。所有患者均经我院临床
医生病理组织学确诊。实验组患者孕妇６例，产妇４例，普通患
者３２例；年龄１９～５８岁，平均年龄（３２５０±５５０）岁；病程２～
１０个月，平均病程（６５０±１５０）个月。对照组患者孕妇５例，
产妇３例，普通患者３３例；年龄１８～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３５０±
５４０）岁；病程２～９个月，平均病程（６４０±１３０）个月。两组
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外阴或阴道瘙痒、宫颈赘生物、白带增多为

主。两组患者在年龄、患病人群、病程以及临床症状等临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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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３］

对照组患者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对阴道、宫颈口等疣体

用１％碘伏溶液消毒，１％盐酸利多卡因在患处浸润麻醉，调整
ＬＥＥＰ刀（美国埃尔曼ＥＬＬｍａｎ妇科利普刀）治疗仪电切功能至
４０～６０Ｗ，电凝棒接触疣体至赘生物脱落，治疗范围大于皮损范
围２～４ｍｍ，疣体有根部、蒂部者用止血钳夹住根部后再切除。
术后７ｄ内应用００２％高锰酸钾液洗浴１０ｍｉｎ，患处涂抹抗生素
药膏。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之上使用重组人干

扰素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０６），行宫颈环形电切术前，每日睡前
将胶囊置于阴道的穹隆处，１次１粒，１０ｄ为１个疗程，连续使用
１个疗程，手术后再用１个疗程。２周后随访患者，观察两组患
者的疣体清除情况；比较两组患者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
率；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复发率以及不良反应。

１３　疣体复发率
复发：赘生物脱落后３～６个月内原病灶部位或周围新生赘

生物。复发率＝（复发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临床疗效［４］

痊愈：临床症状消失，疣体消失，皮肤恢复正常，５％醋酸白实
验检测阴性，连续６个月观察未见新赘生物生长；显效：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６０％以上的疣体消失；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３０％
～６０％的疣体消失；无效：临床症状未消失或加重，病变消除不足
３０％。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

验，计量资料比较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疣体清除情况的比较

治疗前，实验组患者总疣体数为３６８个，对照组总疣体数目
为３６２个，两组患者的疣体数目相差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时间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伤口结痂、愈合时间小于对照组，ＨＰＶ清除率
高于对照组患者，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时间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伤口结痂

时间（ｄ）
伤口愈合

时间（ｄ）
ＨＰＶ清除率
（％）

实验组 ４２ ３２０±１２０ ７３０±１３５ ３１（７３８）

对照组 ４０ ５３０±１８０ ９１０±１６０ ２３（５７５）

ｔ／χ２ － ４８４３ ５０４８ ５６７１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７６％，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７５０％ 的总有效率，具有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４２ ３０（７１４） ９（２１４） ２（４８） １（２４） ４１（９７６）

对照组 ４０ １５（３７５） ７（１７５） ８（２００）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７５０）

χ２ － ５０４３ ０８４３ ４９３２ ５４９３ ５９３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复发和不良反应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复发２例（４８％），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的９

例（２２５％）（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肿、红
斑、糜烂等不良反应，但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水肿 红斑 糜烂 其他 合计

实验组 ４２ ２（４８） ２（４８） １（２４） １（２４） ６（１４４）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２５） ５（１２５）

#

　讨论
尖锐湿抚（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生殖器

肛周增生性损害，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淡红色丘疹；乳头状、菜

花状或鸡冠状增生物，摩擦后容易破溃、出血等。西医方面认

为本病是由于ＨＰＶ感染所致，ＨＰＶ是一种ＤＮＡ病毒 具有明显
的嗜上皮性，它的蛋白质衣壳吸附于易感的上皮细胞表面受

体，从而穿越细胞膜，进入细胞内，ＨＰＶ借助宿主细胞的线粒
体、核糖、酶和能量来复制和繁殖，从而引发疾病［５，６］。该疾病

传播的途径主要有性传播、母婴传播、医源性传播等，除发病率

高之外，还具有潜伏期长、传染性强、易复发等特点，且可导致

癌变，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７，８］。因此，治疗尖锐湿疣已

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有文献报道［９，１０］，宫颈环形电切术是临床上治疗尖锐湿疣

的新方法，因其具有操作简单、安全、痛苦小、不产生切割炭化、

不影响病理组织、病灶清除彻底、不留瘢痕、手术时间短的优

点，而且其多种刀头适合不同大小及形态的外阴、阴道病灶，得

到了广大患者的青睐［１１，１２］。该切除术的工作原理是高频电磁

波在病灶局部产生强大能量，从而导致蛋白变性以及病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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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死，同时发挥止血和促进组织重建、改善微循环的作用［１３］。

本文研究发现，只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的对照组患者取得了

７５０％的总有效率，但是复发率达到２２５％，这是因为宫颈环
形电切术对肉眼不见病灶的亚临床和潜伏期感染无法治疗，因

此复发率较高［１４］。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阴道泡腾胶囊是一种新
型人重组干扰素，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为其原料药经冷冻干燥、
与药用辅料充分混合均匀后，分装于胶囊而制成的阴道泡腾胶

囊制剂。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通过与靶细胞表商干扰素受体相
结合，诱导细胞内２－５Ａ合成酶、蛋白激酶等抗病毒蛋白，阻止
病毒蛋白质的合成、抑制病毒核酸的复制和转录达到抗病毒的

作用［１５］。另外，该药物具有多重免疫调节作用，可增强巨噬细

胞的吞噬作用、增强淋巴细胞对靶细胞的特异性细胞毒性以及

增强天然杀伤细胞的功能等，促进机体的免疫监视、免疫防护

和免疫自稳功能。因此，能够彻底治愈尖锐湿疣，防止复发状

况的发生。本文研究发现，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干扰素 α
－２ｂ阴道泡腾胶囊诊治的实验组患者，９７６％的总有效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且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的时间显著短于对照
组患者，最重要的是实验组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且

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干扰素 α－２ｂ阴道泡腾胶
囊治疗尖锐湿疣患者，能够显著缩短伤口结痂、愈合、ＨＰＶ清除
的时间，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率，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值

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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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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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
观察
杨毅１　赵建林２

１兴化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７００
２泰州市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盐酸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１２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每组６０例，观察组患者接受盐
酸伐昔洛韦口服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阿昔洛韦片口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疗效后疗效以及患者治疗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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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６７％）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１６７％），（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观察组患者治疗１年内复发率（３１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６３３３％），（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观察组患者复发面积率以及皮损愈合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不
良反应。结论：盐酸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显著降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复

发率，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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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是皮肤科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近年来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在临床中发生率逐渐上升，鲍广君等［１］研究

指出，生殖器疱疹反复发作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有关，其复发

给患者带来了严重的生理、心理负担［２］。本研究对６０例复发
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实施盐酸伐昔洛韦口服治疗，并与口服阿昔

洛韦片进行疗效对比，结果显示盐酸伐昔洛韦口服治疗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疗效显著，治疗后患者复发率低，具体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门诊收治的１２０
例生殖器疱疹患者，患者入院后均接受病理以及复发性生殖器

疱疹的诊断标准［３］确诊，患者ＰＣＲ检测结果显示单纯疱疹病毒
（ＨＶＳ）呈阳性。患者年龄 ２０～６２岁，平均年龄（３４８±５６）
岁；其中男性 ７９例，女性 ４１例；患者病程 １～７年，平均病程
（３２±２１）年；患者临床主要以生殖器皮水疱、溃疡疹，并伴有
轻微疼痛、瘙痒，１２０例患者均在就诊前半年内有过生殖器疱疹
病史。１２０例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已获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０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４０例，
女性２０例；患者年龄２１～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５１±５２）岁；患者
病程２～６年，平均病程（３３±１８）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３９
例，女性２１例；患者年龄２１～６２岁，平均年龄（３６３±４７）岁；
患者病程２～７年，平均病程（３４±２０）年，两组患者性病、年
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Ｐ＞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治疗方法：观察组患者接受盐酸伐昔洛韦（广东百
科制药有限公司出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５２６６；规格：０３ｇ）口服治

疗，０３ｇ／次，２次／ｄ，饭前空腹服用。
　　对照组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接受口服阿昔洛韦片（青岛
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出产，国药准字Ｈ３７０２１５７３，规格：０２ｇ）
口服治疗，０２ｇ／次，２次／ｄ。两组患者均接受２周治疗。
１３　疗效评价

在本次研究中，疗效标准需要对患者的止疱时间、止痛时

间、结痂时间进行观察，同时对没有治愈的患者继续观察相关

症状以及体征。症状包括疼痛、瘙痒、烧灼感。体征包括水疱、

红斑、腹股沟淋巴结增大。对疗效的评定需要使用０～３分的评
价标准：０分为无症状，１分为轻度症状、２分为中度症状、３分为
重度症状。疗效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
分］×１００％。痊愈的标准为患者皮疹基本消失，并且患者疼痛
基本消失，疗效指数≥９０％；显效为患者皮疹大部分消失，局部
疼痛有所减轻，疗效指数为６０％ ～８９％，有效为患者皮疹有部
分消退，局部疼痛减轻，疗效指数３０％～５９％；无效为患者皮疹
消退少，疼痛未减轻，疗效指数＜３０％。总有效＝痊愈＋显效＋
有效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分别在患者治疗５ｄ、１０ｄ、

１５ｄ后对患者进行随访，记录并比较患者临床体征、症状改善情
况，在患者治疗结束后对其随访１年，比较两组患者半年、１年
内生殖器疱疹复发情况，观察两组患者疱疹复发面积。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ＰＳＳ１７０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

验，并以（珋ｘ±ｓ）表示，率计数资料采χ２检验，并以［ｎ（％）］表示，
（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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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６７％）显著高于对照组
（７１６７％），（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Ｐ

６０
６０
－
－

２５（４１６７）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９６１５
００４１２

２２（３６６７）
１５（２５００）
３１９２９
００７４０

８（１３３３）
１０（１６６７）
０４３７５
０５０８３

５（８３３）
１７（２８３３）
１３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５５（９１６７）
４３（７１６７）
１３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情况，也无用

药不良反应出现。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１年后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半年、１年后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半年、１年内复发率对比

组别 ｎ 治疗后半年复发患者数 治疗后１年复发患者数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Ｐ

６０
６０
－
－

８（１３３３）
１６（２６６７）
５５６１１
００１８４

１９（３１６７）
３８（６３３３）
２５８９３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半年、１年内疱疹复发面积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半年、１年内疱疹复发面积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半年、１年内疱疹复发面积对比

组别 ｎ
治疗后半年疱疹

复发面积（ｃｍ２）

治疗后１年疱疹

复发面积（ｃｍ２）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６０
６０
－
－

０４５±０２１
０５６±０３３
２１７８３
００３１４

０３１±０１９
０４７±０２４
４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１

#

　讨论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主要因单纯疱疹病毒 ＩＩ型感染而引发

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人体是疱疹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单纯

疱疹病毒ＩＩ型常通过性行为经生殖器黏膜破损以及皮肤皮损
处进入患者体内，并在入口处生长繁殖，在经血行或神经通路

进行播散。原发感染消退后，病毒则主要潜伏于人体内。Ｃｈｕｌ
ｕｕｎｂａａｔａｒ等［４］认为，患者感染ＨＳＶＩＩ病毒后会以某种形式潜伏
于患者局部感觉神经节细胞中，在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情况

下，其中包括发热、日晒、消化不良以及受凉或机械刺激，均会

导致机体细胞生理变化，机体细胞变化会激活处于潜伏状态病

毒细胞，通过外界诱因下复苏，由神经节返回受累部位，导致皮

肤黏膜再感染［５，６］。

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治疗以抗病毒药为主，阿昔洛韦（无环

鸟苷）是临床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的常用药物之一，其重要

成分为鸟苷衍生物，对于单纯疱疹病毒以及灭火病毒的ＤＮＡ多
聚酶能够选择性抑制，对病毒 ＤＮＡ的合成有良好阻断作用，其
自身也具有能够抗单纯疱疹病毒的作用。周锡建等［７］研究指

出，ＡＣＶ分子量较小，因此在患者组织内分布也较为广泛，极易
通过患者血脑屏障。虽阿昔洛韦在临床疱疹病毒的治疗中应

用历史较长，但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阿昔洛韦并不能完全根除

潜伏于患者体内的单纯疱疹病毒，治疗过程中一旦停止用药，

疱疹复发率极大［８］。杨森等［９］研究结果显示，在对疱疹患者实

施阿昔洛韦治疗后，患者１年内复发率高于５０％，本研究结果
也显示，对照组患者在治疗 １年内生殖器疱疹复发率达高达
６３３３％，与上述文献报道一致。

盐酸伐昔洛韦为阿昔洛韦左旋缬氨酸酯，给予患者口服后

也能够达到良好的吸收效果，其治疗疱疹病毒的主要机制如

下：在人体内通过水解酶作用迅速转化为阿昔洛韦和缬氨酸，

使抑制ＤＮＡ合成的作用得到充分抑制。病毒特异性酶在具有
活性后边满足了磷酸化的第一步。而 ＨＳＶ、ＶＺＶ以及 ＥＢＶ，病
毒特异性酶主要为病毒胸腺嘧啶激酶（ＴＫ），该酶仅存在于受到
病毒感染的细胞内，而此种选择性持续存在于磷酸化的 ＣＭＶ
中，一定程度上是由 ＵＬ９７磷酸转移酶基因产物所介导。木尼
热·阿布都克热木等［１０］研究指出，病毒特异性酶是阿昔洛韦活

化的基本条件，该条件也清楚的解释了阿昔洛韦的活化选择

性。郭芳等［１１］认为，阿昔洛韦三磷酸盐对病毒 ＤＮＡ聚合酶也
有着抑制作用，主要机制为阿昔洛韦此种核苷类似物结合的过

程中会导致转需链条终止，从而中断病毒 ＤＮＡ的合成，迅速发
挥抗病毒作用。莫菊琴等［１２］在对接受口服阿昔洛韦治疗的疱

疹患者进行血液药物浓度检测后显示，患者血压浓度较口服阿

昔洛韦患者高出３～４倍。药物动力学分析显示，１０００ｍｇ伐昔
洛韦中阿昔洛韦生物利用度高达５４％，不会因食物而受到影
响，而患者在接受２次／ｄ的５００ｍｇ伐昔洛韦用药后显示，伐昔
洛韦生物利用率较阿昔洛韦高２００ｍｇ，伐昔洛韦除生物利用度
高于阿昔洛韦之外，其水溶性也较阿昔洛韦高。卞晓洁等［１３］通

过体外试验研究指出，伐昔洛韦抗疱疹作用优于阿昔洛韦，对

细胞的毒副作用也低于阿昔洛韦，试验结果显示，患者接受伐

昔洛韦用药后，血浆峰浓度不足阿昔洛韦的 ５％，用药 ３０～
５０ｍｉｎ后即可达峰。进一步说明伐昔洛韦均有疗效快、毒副作
用小等特点［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疗效显著，临

床疗效显著优于阿昔洛韦，具有降低复发率以及安全性高等特

点，且患者依从性也较高，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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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观察
骆秀春　肖海燕　万佩玲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　要】　目的：观察和分析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方法：从我院２０１３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就诊的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中随机抽取１８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进行阿昔
洛韦口服治疗）和实验组（进行阿昔洛韦口服治疗＋微波治疗），各９１例。同时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两组
症状的皮损愈合时间、止痂时间、结痂时间及痊愈时间，并且比较两组的不良反应率和临床疗效差异性，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差异。结果：两组经比较在皮损愈合时间、止痂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及临床疗效方面
Ｐ均＜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不良反应方面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方法在女性
生殖器疱疹方面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在临床上可以广泛推广。

【关键词】　阿昔洛韦；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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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ＧＨ）是我国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之一［１］。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感染可引起生殖器疱疹，ＨＳＶ由
ＨＳＶ－１和ＨＳＶ－２两型组成。患者可表现出发热、全身不适、
瘙痒等症状，如不及时接受有效的治疗，会带来严重后果［２］。

如病情持续发展可能引起患者不孕，或孕妇流产等，给患者生

活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３］。近年来，对于生殖器疱疹的治疗有

抗病毒治疗、中医治疗和一般性治疗。为了更好的提高对生殖

器疱疹的治疗效果，笔者对来我院治疗的１８２例患者进行阿昔
洛韦联合微波治疗，与常规的治疗方法进行比较，取得了较为

客观的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来我院治疗的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生殖器疱疹患
者中随机抽取１８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且均为女性。对照组９１例，年龄在１８～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０
±１８）岁，病程为１～６ｄ，平均病程为（３±１２）ｄ；观察组９１例，
年龄在１９～４７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２１）岁，病程为１～７ｄ，平
均病程为（２±３１）ｄ。两组经过统计学比较后，１８２例研究对象
在年龄、病程等方面的一般资料没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因
此，两组可以进行差异性比较。

入选标准：（１）入选研究对象均为初次发病，有未婚性行为
史或性伴侣感染史。（２）没有阿昔洛韦的过敏史，就诊前一周
内没有任何抗病毒药物及其他免疫抑制剂的服用。（３）没有其
他生殖器溃疡性疾病合并出现。（４）疱疹内液体经ＰＣＲ检验后
呈ＨＳＶ－２阳性。（５）散发或簇集状小水泡遍布见于患者的肛
周或生殖器的患处皮肤，数量不等，或者有痛性红斑破溃、糜烂

等现象伴随出现，且该现象出现在就诊前１～５ｄ。
排除标准：（１）孕妇或哺乳期妇女不作为入选研究对象。

（２）不能坚持随访或坚持疗程的患者均不作为入选研究对象。
（３）有肾、肝功能不全者不作为入选研究对象。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给予研究对象阿昔洛韦药片每次 ０２５ｇ口服，３
次／ｄ，连续服用１０ｄ。实验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进行微波联
合治疗，方法为：运用ＹＷＹ－２Ａ型（提高型）、输出功率为４０～
５０Ｗ的微波治疗仪，将探头放在患者皮肤破损的３～４ｃｍ处，其
辐射边缘可以达到正常组织的０３ｃｍ，当运用微波凝固法使破
损的皮肤组织的颜色变至灰白色时，将仪器的功率调至 ５～
６Ｗ，随后将仪器探头在病患处继续照射，持续１５ｍｉｎ，辐射量不
应超过患者的耐受量，每隔１ｄ治疗１次。当疗程结束后，观察
两组皮损愈合时间、止痂时间、结痂时间及痊愈时间，并且比较

两组的不良反应率，且对两组患者随访１年后若有病情复发者
按照原来所在的组别治疗方法继续治疗，同时对于复发的状况

进行详细记录。

１３　观察治标［４］

皮损愈合时间、止痂时间、结痂时间及痊愈时间、不良反应

率和临床疗效。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５，６］

（１）无效：研究对象在实施治疗方法后，皮疹面积恢复程度

小于原来的５０％，未减轻疼痛，仍然常感到刺痛；（２）显效：研究
对象在实施治疗方法后，大部分皮疹发生消退，但仍然有残留部

分，疼痛感有所减轻；（３）痊愈：研究对象在实施治疗方法后受损
的皮肤完全好转，疱疹完全消失。显效与痊愈的总和为总有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对两组观察治标的相关记录资料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检验实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时为有统计学意义，即
差异显著。

"

　结果
对于两组研究对象缓解时间方面比较：实验组：结痂时间

为（２１±０４）ｄ，痊愈时间（５３±０３）ｄ，皮损愈合时间（５７±
０４）ｄ，止疱时间（０７±０２）ｄ；对照组：结痂时间为（４０±１２）
ｄ，痊愈时间（６８±０５）ｄ，皮损愈合时间（７５±１５）ｄ，止疱时
间（２４±０３）ｄ。两组经比较在皮损愈合时间、止痂时间、结痂
时间及痊愈时间方面Ｐ均＜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

对于两组研究对象的临床效果比较：实验组：无效 ３例
（３３％），好转５０例（５４９％），治愈３８例（４１８％），总有效８８
例（９６７％）；对照 组：无 效 １８例 （１９８％），好 转 ４５例
（４９４％），治愈２８例（３０８％），总有效７４例（８０２％）。两组
资料经统计分析，χ２＝４６１２５，Ｐ＝００３１，差异明显。

不良反应方面比较：实验组１４例（１５４％），对照组１３例
（１４３％），经统计学分析后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即无统计学
意义。

#

　讨论
生殖器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感染所致的一种常

见性传播疾病［７，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人群中生殖

器疱疹的感染率逐年上升。而生殖器疱疹的主要传染来源是

无症状排毒的患者、无症状感染和潜伏感染三个部分［９］。同时

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在女性群体中较男性来说更高。由于女

性生殖器官的结构特点，一旦感染上ＨＳＶ病毒则会长期在骶髂
神经节中的神经细胞中潜伏，若机体出现生理平衡紊乱则 ＨＳＶ
病毒会在体内大量繁殖，引起女性宫颈炎症、组织局部病变、神

经系统并发症、继发感染等疾病的发生，同时也会提高宫颈癌

的发病率［１０］。患者患原发性生殖器疱疹时，会有烧灼感，患处

出现红斑，并且很快出现３～１０个左右的小水疱，其成簇分布，
几日后转化为小脓疱，随之又溃烂成溃疡形，患处局部较红。

孕妇在患有生殖器疱疹时，ＨＳＶ病毒会侵犯腹中的胎儿，导致
孕妇自发流产或胎儿发生畸形、死胎等现象。因此 生殖器疱疹

长期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１１，１２］。

目前治疗生殖器疱疹的主要方法仍以抗病毒药物治疗为主，治

疗目的是缩短病程和抑制 ＨＳＶ－ＤＮＡ合成和复制的频率［１３］。

阿昔洛韦在机体内可转化为抗病毒的活性化合物，对于 Ｉ，ＩＩ型
的单纯疱疹病毒都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当单纯性疱疹病毒

在机体内时，阿昔洛韦可以阻碍 ＨＳＶ多聚酶的活性，有效起到
治疗生殖器疱疹的作用。阿昔洛韦只有长期服用才能起到可

观的疗效，但若患者依从性差，经常停药，会导致生殖器疱疹疾

病复发，且其情况较先前加剧，因此，研究者考虑进一步探求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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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阿昔洛韦控制生殖器疱疹复发率的方法。

微波外照射辐射器照射疗法是近年来应用于皮肤科临床

的一种物理疗法［１４］。可帮助受损皮肤进行修复，同时具有消

炎、止痛、灭菌等高效作用［１５］。微波的波长处于超短波和红外

线之间，其原理为高频电磁波通过探头传至病变的组织中，在

高频电磁波的作用下进行高能运动，产生较大的热能，导致病

变组织中的蛋白质变质死亡，同时病毒周边的环境发生改变，

对体内的病毒产生影响，病毒的新陈代谢受到冲击，也阻止了

病毒生长复制的过程，降低病毒的生长数量。基于微波治疗发

可定向照射皮肤患处，患处组织温度升高，导致血液血流增快，

炎症吸收受到促进，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生殖器疱疹的治愈

率提高，其复发时间也有效的得到延长。微波的探头还可深到

女性具有特殊解剖结构的生殖系统内（阴道深处和宫颈部），可

直接照射治疗，发挥微波治疗特有的优势。微波治疗弥补了阿

昔洛韦单独治疗生殖器疱疹的不足，大大提高了治愈率。

本研究中，使用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实验组）女性生殖

器疱疹较单纯使用阿昔洛韦治疗（对照组）的总有效率较高（Ｐ
＜００５）可以看出，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
临床效果更有效。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实验组）女性生殖

器疱疹较单纯使用阿昔洛韦治疗（对照组）降低了愈合时间、皮

损愈合时间、止疱时间、结痂时间，在症状缓解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Ｐ＜００５）。研究显示，微波治疗生殖器疱疹具有较好的效
果。综上所述，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有效提

高治疗效果，减少了患者痛苦，同时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

提高，因此，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医学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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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ＤＮＡ检测联合细胞学检查在宫颈癌
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王海鸥１　谢东２

１澄迈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海南 澄迈 ５７１９００
２海口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ＤＮＡ）联合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ＴＣＴ）在宫颈癌变
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妇科门诊接受的３８１例患者进行 ＨＰＶ和
ＴＣＴ检查，其中对两种检查均呈现阳性的患者进行病理活检。结果：３８１例患者中共检测出１１８例ＨＰＶ阳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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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阳性率为３０９％。将３８１例患者分为５个年龄组，其中１８～２８岁年龄组的ＨＰＶ阳性率最高，为４４０％。
１１８例ＨＰＶ阳性患者经检测共６２例ＴＣＴ阳性患者，符合率为５２５％，说明在宫颈病变中，ＨＰＶ检测的敏感性
显著高于ＴＣＴ。ＴＣＴ检查阳性组和 ＮＬＭ组相比，高危型 ＨＰＶ和 ＨＰＶ检出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ＴＣＴ检查和ＨＰＶ检测同时为阳性的６２例标本进行宫颈病理活检。在各级别宫颈病变中高危型
ＨＰＶ与低危型ＨＰＶ感染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着宫颈病变级别的提高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
呈上升趋势，与多种ＨＰＶ亚型感染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ＣＴ检查阳性的６２例患者，与最终
组织活检结果对照，ＴＣＴ检查ＬＳＩＬ诊断符合率为７２９％，ＨＳＩＬ的符合率为８３３％，ＳＣＣ的符合率为１０００％。
这说明在ＴＣＴ检查阳性结果的基础上采用病理活检的最后定性，联合应用后能够显著提高对宫颈疾病筛查的
效率和准确性。结论：ＨＰＶ－ＤＮＡ联合ＴＣＴ检测，能够提高宫颈病变的筛查效率，进而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

【关键词】　宫颈薄层细胞液基细胞学检查；宫颈脱落细胞的人乳头瘤病变；宫颈癌变；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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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对妇女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第二大恶性肿瘤，而
宫颈癌病变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发生持
续感染［１］。目前临床已经证实９９７％以上的宫颈癌是由 ＨＰＶ
发生持续感染引起的［２］，因而临床上多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检

查（ＴＣＴ）对宫颈病变的诊断进行研究。为了能够找到快速且准
确的筛查宫颈癌病变的方法，对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
间我院妇科门诊接受的３８１例患者进行 ＨＰＶ和 ＴＣＴ检查，对
ＨＰＶ－ＤＮＡ联合ＴＣＴ检测在宫颈癌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进
行了探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
我院妇科门诊接受的３８１例患者。年龄为１８～６８岁，平均年龄
为（３７８±１１３）岁。所有患者均未进行子宫切除手术，就诊时

均处于非妊娠状态，对所有患者进行 ＴＣＴ和 ＨＰＶ检查，月经干
净３ｄ后进行检查，且检查前２４ｈ没有任何性行为，并且停止用
药和阴道冲洗３ｄ。在两种检查方法下均表现异常的患者需要
进行阴道镜取材活检。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岁的患者；（２）
已经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排除标准：（１）合并
多种急慢性疾病或免疫系统疾病者；（２）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①取材：获取ＨＰＶ－ＤＮＡ标本，暴露
宫颈后将宫颈表面的分泌物拭去，将专用宫颈刷深入宫颈外口

轻压并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旋转３～４周后，将获取的足量的宫颈
脱落上皮细胞置于保存液中并存放在 －２０℃的环境下，于１周
内进行检测。②提取 ＤＮＡ：充分振荡混匀宫颈细胞保存液，取
出８００μＬ的保存液以１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率离心５ｍｉｎ后扔掉上清
液后提取标本 ＤＮＡ。③ＰＣＲ扩增：取出１μＬ的样品进行 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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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然后采用ＨＰＶ通用引物进行ＰＣＲ反应。④杂交和显色：
在９５℃下使产物扩增 ５ｍｉｎ，迅速放入冰浴中 ３ｍｉｎ后取出
０５μＬ的样品溶液加入到５００μＬ的杂交液中，于杂交膜上反应
１０ｍｉｎ后加入封阻液并反应５ｍｉｎ，使用酶标液冲洗２次，加入显
色剂进行显色。⑤肉眼观察检测结果，每次杂交试验均设置阳
性和阴性对照。蓝紫色圆点为阳性，多个圆点为多重感染，根

据杂交膜探针的分布位置，对ＨＰＶ亚型的阳性点做出判断。
１２２　ＴＣＴ检查　使用 ＴＣＴ新柏式技术进行检测，利用 Ｔｈｉｎ
Ｐｒｅｐ２０００制作薄层细胞片，阳性结果报告包括鳞状上皮细胞高
度病变（ＨＳＩＬ）为高危型、鳞状上皮细胞低度病变（ＬＳＩＬ）为低危
型、宫颈鳞癌（ＳＣＣ）。阴性结果为未见恶性病变（ＮＩＬＭ）和上皮
内瘤变。

１２３　病理活检　若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和ＴＣＴ检查结果均为阳
性，则分为ＣＣ、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ＩＮ）（ＣＩＮⅠ、Ⅱ、Ⅲ）、宫颈炎，
其中ＣＩＮⅡ、Ⅲ为一组。根据宫颈是否发生病变和病变的程度
分为４组：ＬＳＩＬ（包括 ＣＩＮⅠ）、ＮＩＬＭ、ＳＣＣ、ＨＳＩＬ（包括 ＣＩＮⅡ、
Ⅲ）。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
频数表示，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３８１例患者中共检测出１１８例 ＨＰＶ阳性患
者，阳性率为３０９％。将３８１例患者分为５个年龄组，其中１８
～２８岁年龄组的ＨＰＶ阳性率最高，为４４０％。见表１。

表１　ＨＰＶ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分组
例数

（ｎ）
ＨＰＶ阳性
例数（ｎ）

ＨＰＶ阳性率
（％）

１８～２７ ５０ ２２ ４４０

２８～３７ １０８ ３６ ３３３

３８～４７ １２２ ３９ ３１９

４８～５７ ７７ １５ １９４

５８～６８ ２４ ５ ２０８

２２　ＴＣＴ检查各级病变中ＨＰＶ检测的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１１８例ＨＰＶ阳性患者经检测共６２例ＴＣＴ阳性

患者，符合率为５２５％，说明在宫颈病变中，ＨＰＶ检测的敏感性显
著高于ＴＣＴ。ＴＣＴ检查阳性组和ＮＬＭ组相比，高危型ＨＰＶ和ＨＰＶ
检出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ＴＣＴ检查各级病变中ＨＰＶ检测的结果

项目
例数

（ｎ）
ＨＰＶ（－）
（ｎ，％）

ＨＰＶ（＋）
（ｎ，％）

低危型

（ｎ，％）
高危型

（ｎ，％）

ＮＩＬＭ ２３１ １６３（７０５） ６７（２９０） ２２２（９６１） ８５（３６８）

ＳＣＣ １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ＬＳＩＬ ３７ １２（３２４） ２３（６２１） １９（５１３） １８（４８６）

ＴＣＴ检查阳性 ６２ １７（２７４） ４６（４６７） ２１（３３８） ４１（６６１）

ＨＳＩＬ ２４ ３（１２５） ２０（８３３） ２（８３） ２２（９１６）

２３　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与宫颈活检中不同级别宫颈病变的
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对 ＴＣＴ检查和 ＨＰＶ检测同时为阳性的６２
例标本进行宫颈病理活检。在各级别宫颈病变中高危型 ＨＰＶ
与低危型ＨＰＶ感染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
着宫颈病变级别的提高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呈上升趋势，与多种
ＨＰＶ亚型感染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与宫颈活检中不同级别宫颈病变的关系

项目 宫颈炎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Ⅲ ＳＣＣ 合计

例数（ｎ） ６ ３０ ２５ １ ６２

高危型（ｎ，％） ４（６６６）２６（８６６）２４（９６０）１（１０００）５４（８７１）

低危型（ｎ，％） ２（３３３） ４（１３３） １（４０） ０（００） ７（１１３）

多种亚型（ｎ，％） ２（３３３） ６（２００） ３（１２０） ０（００） ９（１４５１）

单一亚型（ｎ，％） ３（５００）２３（７６６）２２（８８０）１（１０００）４９（７９０）

２４　ＴＣＴ阳性与病理活检结果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ＴＣＴ检查阳性的６２例患者，与最终组织活

检结果对照，ＴＣＴ检查ＬＳＩＬ诊断符合率为７２９％，ＨＳＩＬ的符合
率为８３３％，ＳＣＣ的符合率为１０００％。这说明在 ＴＣＴ检查阳
性结果的基础上采用病理活检的最后定性，联合应用后能够显

著提高对宫颈疾病筛查的效率和准确性。见表４。

表４　ＴＣＴ阳性与病理活检结果比较

分型 例数（ｎ） ＮＬＭ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Ⅲ ＳＣＣ 符合率（％）

ＨＳＩＬ ２４ ２ ２ ２０ ０ ８３３

ＬＳＩＬ ３７ ４ ２７ ６ ０ ７２９

ＳＣＣ １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０

合计 ６２ ６ ３０ ２５ １ ７７１

#

　讨论
我国每年新增宫颈癌患者约为１３１５万，每年约有５万例

患者死于宫颈癌。因此对于癌前病变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对宫

颈癌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有研究指出 ＨＰＶ的感染
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的关系，因而临床上将对ＨＰＶ感染的检测
作为诊断宫颈癌的一种重要的辅助筛查手段［４］。ＴＣＴ检查是
一种高质量、高效的单层细胞涂片，是对宫颈癌进行早期筛查

和诊断的主要方法之一，ＴＣＴ检查阅片容易、效果清晰、结果可
靠易解读［５］。同时有研究指出，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的特异性高于
ＴＣＴ，但是特异度较低。而采用ＴＣＴ检测及时的特异性较高、敏
感性较低［６］。因此本文为了能够找到快速且准确的筛查宫颈

癌病变的方法，对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妇科门
诊接受的３８１例患者进行 ＨＰＶ和 ＴＣＴ检查，对 ＨＰＶ－ＤＮＡ联
合ＴＣＴ检测在宫颈癌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探究。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ＴＣＴ检查阳性结果的基础上采用病
理活检的最后定性，联合应用后能够显著提高对宫颈疾病筛查

的效率和准确性。ＴＣＴ是一种高质量、高效率的现代新技术制
作的单层细胞涂片，阅片容易、效果清晰、报告简单明了，这使

病理医生和临床医生能够清晰的进行书面交流［７，８］。同时文中

结果显示，ＴＣＴ检测结果与病理组织学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在
病变程度高使 ＴＣＴ检查结果与病理活检符合率较高。尽管
ＴＣＴ能够减少假阴性、提高攻击细胞学的敏感度，但是由于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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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脱落细胞的特征有不同之处，没有组织结构，因而不能

够将脱落细胞作为最后的诊断依据，因此单一使用 ＨＰＶ－ＤＮＡ
检测不足以对宫颈疾病做出诊断［９，１０］。高危型 ＨＰＶ能够导致
宫颈癌，但并不是所有的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阳性者均会患宫颈
癌，这也就表示不是所有的宫颈癌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检测均表现
为阳性。因此，检测高危型 ＨＰＶ并不能完全取代 ＴＣＴ、宫颈涂
片和宫颈活检等检查［１１，１２］。但是本文采用 ＨＰＶ－ＤＮＡ联合
ＴＣＴ检测，对于ＨＰＶ感染的每一个时期都能做出诊断，还能够
避免患者的依从性差和标本间的误差［１３］。同时，采用 ＨＰＶ－
ＤＮＡ联合ＴＣＴ检测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宫颈癌的诱因和宫
颈异常细胞，能够分辨出有严重病变的妇女，对将来可能会患

病的妇女及早做出诊断［１４］。因此采用ＨＰＶ－ＤＮＡ联合ＴＣＴ检
测能够减少ＨＰＶ阴性女性的就诊率，在不典型增生人群和细胞
正常的人群中，对于有宫颈细胞癌变倾向的妇女，应当及时发

现和预防，对早期宫颈癌患者进行积极的治疗［１５］。

综上所述，在对高危人群的筛查中，高危型 ＨＰＶ联合 ＴＣＴ
检测取样方便，是一种符合度高且无创的检测方法，适用于宫

颈癌前病变的筛查。ＨＰＶ检测是一种便捷、高效的方法，组织
活检能够准确的确定疾病的性质。ＨＰＶ－ＤＮＡ联合ＴＣＴ检测，
能够提高宫颈病变的筛查效率，进而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因

此，将上述三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极大限度的补充每个筛查

方法的缺陷，及时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对早期治疗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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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活血方治疗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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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补肾活血方对少弱精子症不育患者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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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依照入选标准，纳入少弱精子症不育患者８５例，根据随机分成对照组（３５例）和治疗组（５０例）。对照
组患者口服ＶｉｔＥ胶囊，１００ｍｇ／次，２次／ｄ；治疗组服用中药补肾活血方治疗，１剂／ｄ。两组分别在治疗前以
及治疗后６个月检测患者的精液量、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精浆超氧化物歧化酶和丙二醛，并观察配
偶妊娠情况。结果：对照组用药后，其精液量、前向运动精子活动率、精浆ＳＯＤ和ＭＤＡ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
善（Ｐ＜００５）；治疗组用药后，其精液量、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精浆 ＳＯＤ和 ＭＤＡ较治疗前均有显
著改善（Ｐ＜００５），在改善患者的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精浆 ＳＯＤ、精浆 ＭＤＡ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结论：补肾活血方能显著改善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液质量、精浆 ＳＯＤ和 ＭＤＡ。补肾活血方可
能是通过降低生精环境的氧化应激损伤，改善精子质量，治疗少弱精子症不育患者。

【关键词】　补肾活血方；氧化应激；超氧化物歧化酶；丙二醛；少弱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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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男性不育症（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Ｉ）是指夫妻正常同居，未避孕超过１年，性生活基本正常，因
男方因素导致女方未能受孕［１］。全世界约１５％的育龄夫妇存
在不育问题，男女双方原因各占５０％［２］。造成不育症原因包括

内分泌异常、免疫异常、性功能障碍、先天性发育异常、精索静

脉曲张、遗传因素等，还有４０％以上为不明原因性不育，又称为
特发性少弱精子症。虽然现代医学对男性不育症的认识已深

入到基因分子水平，但仍缺乏特异的治疗方法，特别是特发性

少弱精子症仍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祖国医学以整体观念

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原则，以多靶点、多途径作用于人体，在

治疗不育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笔者在临床补肾活血方治疗

少弱精症疗效显著，本研究旨在明确其疗效，并初步探求其作

用机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根据入选标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期间，在男科门
诊搜集８５例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３５例、治疗组５０
例。两组基础资料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１）婚后未避孕不育１年以上；（２）性生活基本

正常；（３）女方生育力检查基本正常；（４）行２次以上的精液分
析，精子浓度低于１５×１０６／ｍＬ，前向运动精子比率小于３２％。

排除标准：（１）勃起功能障碍或射精障碍；（２）无精子症或
严重少弱精子症；（３）染色体或精子发生基因异常；（４）近期有
服用影响生精功能或精子活力的药物；（５）合并严重原发性
疾病。

１２　检查方法
（１）精液分析：禁欲３～７ｄ，手淫取精后，置于３７℃水浴箱

内，液化后检测精液量、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例。（２）精
浆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丙二醛（ＭＤＡ）：精浆 ＳＯＤ和精浆
ＭＤＡ试剂盒为南京凯基有限公司产品，具体检测方法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操作。女方抽血查β－ＨＣＧ诊断临床妊娠。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服用ＶｉｔＥ胶囊，１００ｍｇ／次，２次／ｄ；治疗组口服
补肾活血方治疗，具体方药：淫羊藿 ２０ｇ、熟地黄 １０ｇ、制黄精
１０ｇ、紫河车１０ｇ、沙苑子１０ｇ、生黄芪１５ｇ、当归１５ｇ、制水蛭１０ｇ、
王不留行２０ｇ、荔枝核１０ｇ、煅牡蛎２０ｇ。水煎煮４００ｍＬ，分早晚
各１次口服，１剂／ｄ，疗程共６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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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格式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ｔ检验。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两组治疗前后的具体精液参数详见表１。对照组在治疗６

个月后，精液量、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精液 ＳＯＤ、精液 ＭＤＡ与治
疗前相比较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组用药６个月后，所有
参数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５），且在精子浓度、
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精浆ＳＯＤ和ＭＤＡ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表１　对照组和治疗组的精液质量比较

分组 例数 精液量（ｍＬ） 浓度（１０６／ｍＬ） 前向运动比率（％） ＳＯＤ（μｍｏｌ／ｍＬ） ＭＤＡ（ｎｍｏｌ／ｍＬ）

对照组 ３５

治疗前 ３１５±１１２ １１４６±２８３ ２４２７±５２６ １０５８２±１４３８ １７２４±２７５

治疗后 ３９６±１３２ １３２１±３２４ ３１８５±９０２ １４８３７±３０４７ １２８９±２１３

治疗组 ５０

治疗前 ３２４±１２２ １１８３±２４６ ２３８３±５３９ １０４２５±１３４２ １６９８±２４８

治疗后 ４２６±１２５ ２４３４±６１５△ ４８４５±１２４８△ １９４３６±３４５２△ ９８４±１８７△

　　注：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２２　不良事件
治疗组用药初期有３例患者出现轻度腹泻症状，嘱其注意

饮食卫生，清淡饮食后自行缓解，未见其他不良事件出现。

#

　讨论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黄帝内经》记载：“肾者，

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丈夫八

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

和，故能有子……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

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认为

男性不育是因“精气清冷”，与肾阳虚相对应，奠定了肾在生殖

中的核心地位。男性不育症的病程较长，患者的社会和家庭压

力往往较大，“久病入络”、“久病多瘀”是造成血瘀证的理论依

据，古人也有“精瘀窍道”之说。并且肾气亏虚亦可致瘀，正如

《医林改错》所言：“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

留而瘀。”临床上，男性不育症患者肾虚和血瘀往往同时并存，

对肾虚的病理研究表明，肾虚患者多有微循环障碍，血流瘀

滞［３］。肾虚为本，血瘀为标，肾虚导致血瘀，血瘀加重肾虚，肾

虚与血瘀两者相互夹杂为患，相互影响，造成生殖之精生成障

碍，从而导致不育［４，５］。因此，补肾活血法已成为治疗男性不育

症的主要治法。

本研究的补肾活血方是根据金保方教授的养精胶囊加减

变化而成，养精胶囊是运用中医学“肾藏精，主生殖”的理论，秉

承“阳化气，阴成形”这一理念，遵守精血同源，以补肾填精、益

气养血为法而制成，成分包括淫羊藿、熟地、黄精、紫河车、沙苑

子、煅牡蛎、黄芪、当归等中药组成。方中淫羊藿有益肾助阳之

功，现代中药药理也证明，淫羊藿能改善男性睾丸间质细胞功

能，熟地黄甘温质润入肾，善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为补肾阴之

要药，两者合用有补肾填精、补阴益阳的作用，共为君药；黄精

补肾健脾，除了补益肾精外，更能补后天而益先天，正所谓以后

天之精养先天之精，紫河车系血肉有情之品，能补肾益精，养血

益气，沙苑子与黄芪共用补气固精，当归养血活血，取精血同

源、养血填精之功，共为臣药；煅牡蛎收敛固精，恢复“肾藏精”

的功能，且能补充精子生长发育所需多种微量元素，为佐药。

前期的研究表明，养精胶囊能显著提高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

子数量和质量，并能提高睾酮的合成功能［６－８］。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临床

中血瘀证越来越常见。据报道，精索静脉曲张作为病因所致男

性不育症的比率已达到１５６％，居所有致病因素中首位［１］。中

医学认为精索静脉曲张主要是血瘀表现，如《医林改错》曰：“青

筋显露，非筋也，现于皮肤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内有瘀血也。”

因此，笔者根据男性不育症的现代病理变化，在养精胶囊的基

础上，适当增加了具有行气活血、化瘀通络功效的荔枝核、制水

蛭、王不留行。其中荔枝核性味辛、微苦，温，具有行气散结、散

寒止痛之效，主治睾丸少腹疼痛诸证。《本草纲目》：“行散滞

气，治颓疝气痛，妇人血气痛。”《本草备要》：“入肝肾，散滞气，

辟寒邪，治胃脘痛，妇人血气痛。”制水蛭性咸、苦，咸苦入血，破

血逐瘀力强，主治血瘀经闭，瘕积聚。《神农本草经》曰：“主

逐恶血，瘀血，月闭，破血逐瘀，无子，利水道。”留行子性苦，平，

善于通利血脉，活血通经，走而不守，活血通经，下乳消痈，利尿

通淋。《神农本草经》：“主金疮，止血逐痛。出刺，除风痹内

寒。”三药合用，能增强活血通络的功用，与补肾填精药物配伍，

能改善生殖器官局部的血液循环、精子生长发育的环境。

本研究结果也证实，补肾活血方能显著改善少弱精子症患

者的精液量、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率（Ｐ＜００５），且在改
善精子浓度和前向运动精子比率方面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进一步的检测发现补肾活血方显著提高少弱精子症的精浆

ＳＯＤ浓度，降低精浆ＭＤＡ含量（Ｐ＜００５）。这提示补肾活血方
可能是通过改善生精环境的氧化应激损伤来提高精子质量和

妊娠率。

适量的活性氧（ＲＯＳ）有利于维持细胞的正常功能，过量的
ＲＯＳ则会引起氧化应激，影响精子膜流动性，造成轴丝蛋白质
磷酸化程度降低和精子制动，使精子的活动度下降，并可导致

精子的凋亡［９］。研究证实，少（弱）精子症不育患者的精浆中，

过氧化质脂降解产物ＭＤＡ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生育男性［１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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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浆中存在对抗活性氧的酶清除系统，如 ＳＯＤ等，可以缓解这
种氧化损伤［１１］。因此，抗氧化治疗已成为治疗男性不育症常用

的方法之一。研究表明，多糖类植物药，包括包括地黄多糖、荔

枝多糖、黄精多糖、当归多糖等，与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及细胞的

凋亡关系密切［１２－１５］，这可能是本方抗氧化应激损伤，改善精子

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少弱精子症的发病原因复杂，病因众多，且中药

大多是通过多靶点、多机制发挥治疗作用，因此，本研究在临床

推广应用的同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大样本和多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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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ＤＮＡ完整性的影响．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０（１２）：４５－４９．
［８］　ＤａｌｉｎＳｕｎ，ＹｕｇｕｉＣｕｉ，ＢａｏｆａｎｇＪ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ａｐｓ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ｍｏｕｓｅＬｅｙｄｉｇ
ｃｅｌｌｓ．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２：９８５４５７．

［９］　ＶａｌｋｏＭ，ＬｅｉｂｆｒｉｔｚＤ，ＭｏｎｃｏｌＪ，ｅｔａｌ．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ＪＢｉ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３９（１）：４４－４８．

［１０］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ＳａｌｅｈＲＡ，ＢｅｄａｉｗｙＭＡ．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３，７９
（４）：８２９－８４３．

［１１］　董强，杨宇如．精浆抗氧化酶与男性不育．国外医学·泌尿系统
分册，２００１，２１（６）：２５４－２５５．

［１２］　魏炳栋，陶浩，陈群，等．植物活性多糖清除羟自由基的抗氧化性
能研究．饲料研究，２０１１（８）：１－４．

［１３］　周怡，耿越．多糖与细胞凋亡关系探讨．中草药，２００７，３８（４）：６２３
－６２６．

［１４］　冯刚，罗利琼，孔庆志，等．中药多糖在信号转导中诱导细胞凋亡
的探讨．肿瘤防治研究，２００５，３２（９）：５５７－５５９．

［１５］　何兰杰，刘萍．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肾脏氧化应激的影响．中
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６（１２）：１４７５－１４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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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翔教授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经验
沈传运１，２　胡海翔２△

１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０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摘　要】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是神经内分泌调节下的一
系列阴茎海绵体血液动力学变化病变所致。中医认为，肾虚郁血肝瘀是阳痿的基本病机特点，因此补肾益

精，疏肝解郁，活血通络应是基本治法。胡海翔教授自拟补肾疏肝通络方论治本病，临床验证有效，能够改

善患者勃起功能，建立成功的性生活。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补肾疏肝通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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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持续
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进行满意的性交，病程在３个月
以上［１］。ＥＤ属中医“阳痿”范畴。目前国内 ＥＤ的患病率达
２６１％，并呈逐年上升趋势［２］，已成为近年来临床上和广大患

者关注的热点。

!

　现代医学发病机制
现代医学认为，阴茎海绵体血液动力学的变化是产生阴茎

勃起的机制，而阴茎海绵体血液动力学的变化是受神经内分泌

调节的。在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和阴茎血流作用下，首先阴

茎海绵体的血液灌注量增多，其次使阴茎海绵体容积增大、海

绵体内压上升，最后压迫阴茎白膜的导静脉，从而使导致静脉

流出阻力变大，进而产生男性的阴茎勃起。勃起过程主要的调

控作用是 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当有性刺激时，一氧化氮合酶
（ＮＯＳ）催化一氧化氮（ＮＯ），阴茎的非肾上腺素乙酰胆碱能神
经（ＮＡＮＣ）末梢、副交感神经、阴茎海绵体窦和阴茎血管内皮
层的内皮细胞释放 ＮＯ；平滑肌细胞内鸟苷酸环化酶被 ＮＯ激
活，增加环磷酸鸟苷（ｃＧＭＰ）的合成，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下
降，松弛阴茎海绵体平滑肌，从而使阴茎勃起［３－６］。阴茎勃起功

能障碍还受血管神经性、心理性病变、内分泌性、糖尿病、高血

压、吸烟等因素影响，发病率约占成人男性的５０％ ［７，８］。

"

　中医学病因病机
肾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充盈与否，影响阴茎的饱满充实。

阴茎为宗筋之所聚，肝经绕阴茎而行，故阴茎的勃起功能均依

赖于肝之疏泄。今时之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学习压力较大，

易致精神紧张，肝经疏泄失常。肝郁失疏而气血失调，或病久

血行不畅，均可导致瘀血阻滞。肾虚郁血肝瘀是阳痿的基本病

机特点，因此补肾益精，疏肝解郁，活血通络应是基本治法。

２１　肾虚与ＥＤ
男性以肾为先天，肾之功能强弱的反映，就是男性的生长

发育、性功能及生殖功能兴衰的过程。肾为阴阳的根本，阴茎

勃起坚举的动力由肾的气化功能提供。若肾的气化功能减低，

启动阴器的功能不足，阴茎就无法勃起，那么就病发 ＥＤ。病理
性因素和自然的衰减均可以导致肾精亏虚。男子的一生，肾的

精气只会有亏损而不会过盛，也就是说，肾气终身处于一种亏

耗状态。男性青壮的时期，肾的精气虽然充盛，但由于自持而

会恣情纵欲，房事不节，或过度手淫，或过劳，或烟酒耗伐，或受

污染物及操作损伤而导致肾精虚衰；从五八之后，也可以说是

男性进入更年期及老年期后，肾的精气已经慢慢的衰减，而且

调摄不法，从而加速肾气亏耗［９］，同时ＥＤ患者大部分很难做到
及时就诊治疗，以致于“久病及肾”致肾精亏虚。有调查显示，

在患病后，可以辩出证候的患者中，证候明确和肾虚有关联者

占４４５１％～５０００％，提出ＥＤ病位在肾者，以虚为主［１０］。

２２　肝郁与ＥＤ
肝郁既可是ＥＤ的发病原因，又可是ＥＤ既病后病机病理变

化的结果。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肝郁能够引起

ＥＤ的发生，同时使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原因，主要是肝郁能导
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肝经脉上循阴股，入毛中，结于阴器，肝

气调节阴器的功能活动；阴茎以筋为本，肝主筋，肝气充于筋，

故阴茎勃起的动力是肝气充盛，肝主疏泄的功能正常，则阴茎

勃起自如；肝内寄相火，能够鼓舞和起动阴器、开闭精窍，从而

调节精液疏泄；肝主藏血，能够调节血量，阴茎勃起的物质因素

是肝血充盈，只有肝血旺盛，宗筋才能振奋有力。即宗筋的功

能与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故肝支配和调节阴器。人体易受

郁的影响，然而肝郁占第一位，因为肝主疏泄，调节精神情志活

动［１１］，情志不舒最容易伤肝气。肝气郁滞，疏泄不利，性生活时

阴茎动脉得不到血液的迅速灌注，导致宗筋功能不能正常，阴

茎不能勃起或举而不坚或坚而不久，从而出现不同程度的 ＥＤ。
在既病之后有证可辨的患者中，证候明确与肝郁有关者占

３３９９％～３５４４％［１０］。

２３　血瘀与ＥＤ
阴茎勃起主要受血的灌注及填充，阴茎动脉血液充盈而勃

起。肝气郁滞导致气血阴阳失调，或久病入络，均能导致经脉

血行瘀滞，血行不畅则阴茎灌注降低，或真阳不能到达阴茎以

致痿而不举［１２］。瘀血是一种病理产物，也是一种致病因素。血

瘀的原因复杂多样，肝郁、肾虚均在其列。不管什么原因导致

的ＥＤ，归根结底都会导致宗筋脉络的气血运行不畅，血瘀是ＥＤ
发病的最终病理趋势。有调查显示，在患病后，可以辨出证候

的患者中，证候明确和血瘀有关者，占５０９％～７３８％［１０］。

#

　临床治疗
２０１０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ＥＡＵ）指南将５型磷酸二酯酶

（ＰＤＥ５）抑制剂作为治疗 ＥＤ的一线药物，但临床数据表明，单
独应用该药物只能对７０％ ～８０％ 的患者有效［１３］。在临床上，

由于ＥＤ发生的病因复杂，故采用中药联合 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
ＥＤ的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男科医生的认可［１４，１５］。

胡海翔教授认为，频繁的手淫或房劳，日久则导致肾精干

涸，年老则精益亏虚，渐致肾元亏乏。肝肾同源，肝肾亏虚，导

致主生殖和调节情志功能减弱、作强减退，宗筋痿而不用，从而

引起ＥＤ。情志抑郁，肝气失疏泄，气机郁滞，导致经脉瘀阻，不
能濡养宗筋，从而引发 ＥＤ。ＥＤ患者多数久无性生活，精淤于
内，脉道阻滞，可加重本病。所以，血瘀既是勃起功能障碍的病

理产物，也是常见的致病因素。根据肾虚肝郁血瘀的病机，胡

海翔教授自拟补肾疏肝通络方治疗本病。方中熟地黄味甘，性

微温，归肝、肾经，滋阴养血，填精补髓，因为精血是人体最根本

的物质基础，所以熟地黄能培补下元而固本；肉苁蓉味甘、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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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温，归肾、大肠经，补肾阳，益精血；枸杞子味甘，性平，归肝、

肾、肺经，滋补肝肾。熟地、肉苁蓉、枸杞子三者配伍能达到补

肾填精之效，治病求本，故为君药。肉桂味辛、甘，性大热，归肝

肾经，纯阳之品，补命门之火，有引火归元，益阳消阴，温通经

脉，活血行瘀之功；补骨脂味苦、辛，性大温，归肝脾经，补火壮

阳；仙灵脾味辛、甘，性温，归肝肾经，补肾壮阳，强筋骨。肉桂、

补骨脂、仙灵脾三者均辛甘、性温，益肾壮阳，加强君药补肾填

精之功，同时增强肾的气化作用，故为臣药。金樱子味酸、涩，

性平，归肾经，固精止遗；桑椹子味甘，性寒，归肝肾经，滋阴补

血；制首乌味苦、甘、涩，性微温，归肝肾经，补益肝肾精血，兼能

收敛精气。金樱子、桑椹子、制首乌三者益肾滋阴兼能固摄，故

补而不失，为臣药。柴胡、枳实、白芍为四逆散主药，疏肝行气；

白蒺藜味辛、苦，辛温，归肝经，疏肝解郁，行气破血，加强疏肝

作用。九香虫、蜈蚣、当归、川芎活血通络。柴胡、枳实、白芍、白

蒺藜、九香虫、蜈蚣、当归、川芎八味药共奏疏肝通络之功而为

佐药，主治本病之标。在本方中蜈蚣，具有走窜力最强，内能达

脏腑，外可致经络，凡是气血凝聚的地方均则通，促使阴茎勃

起；柴胡条达肝气，调节宗筋，引药入肝经；川芎为血中气药，配

伍当归、柴胡，可以达到疏肝解郁、行气活血的作用，再配伍蜈

蚣的通络走窜作用，可以改善阴茎海绵体的微循环、加速阴茎

血流灌注；牛膝补肾强筋，引血下行，畅达宗筋。诸药配伍，具

有补肾益精，疏肝解郁，活血通络、调理阴阳之功。

$

　病案举例
张某，公司职员，４３岁，已婚１８年，阴茎勃起不坚８个月，

夫妻感情和谐，有性欲，无晨勃，勃起硬度２～３级，勉强完成性
生活，伴有腰酸，双下肢酸软无力，畏寒，胸闷不畅，善太息，表

情焦虑，眠差纳可，大便可，尿频，夜尿２～３次／晚，唇暗，舌质淡
红略紫，苔白，脉沉弱，辨证为肾虚肝郁血瘀证。治拟补肾益

精，疏肝解郁，活血通络。处方：熟地１０ｇ、肉苁蓉１０ｇ、金樱子
３０ｇ、桑椹子１０ｇ、枸杞子１０ｇ、肉桂６ｇ、补骨脂１０ｇ、仙灵脾１０ｇ、
柴胡１０ｇ、枳壳６ｇ、白芍１０ｇ、当归１０ｇ、川芎６ｇ、九香虫１０ｇ、蜈蚣
２条、炙甘草６ｇ，７付水煎服，１剂／ｄ。

二诊：患者服用上药后，有２次晨勃，勃起硬度３～４级，但
勃起持续时间短２～３ｍｉｎ，双下肢酸软无力、畏寒、胸闷不畅较
前明显好转，仍伴有腰酸，善太息，表情焦虑。故原方加桑寄生

２０ｇ、炒杜仲２０ｇ、川牛膝１０ｇ、去枳壳加枳实６ｇ、白蒺藜２０ｇ，７付
水煎服，１剂／ｄ。并嘱患者进行性生活２次／周，性生活前１～２ｈ
口服西地那非１００ｍｇ。

三诊：有３次晨勃，勃起硬度３～４级，勃起持续时间短５～
６ｍｉｎ，双下肢酸软无力、畏寒、胸闷不畅消失，腰酸、善太息较前
明显好转，效不更方，继续服１４剂水煎服，每日 １剂，以巩固疗
效，并嘱患者规律进行性生活，２次／周，性生活前１～２ｈ口服西
地那非５０ｍｇ。１个月后回访，患者自述晨勃正常，可以完成满
意的性生活。

按：本例患者其勃起不坚归之于肾虚肝郁血瘀，阳事不用。

阳道坚久取决于肾中精气的充盈，肾之精气充盛是宗筋振奋的

物质基础。患者勃起不坚，腰酸，双下肢酸软无力是肾精亏虚

的表现。患者因身居公司要职，工作压力大，思虑较多，忧结气

聚故出现胸闷不畅，善太息，表情焦虑等肝气郁结的表现。肝

郁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加之久病入络，进而有血瘀内阻，经气失

达，以致本虚标实。方药用熟地、肉苁蓉、枸杞子滋肾填精，于

补益肾精中少佐肉桂、补骨脂、仙灵脾温肾填精之品。诚如张

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

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白蒺藜苦泄

温通，轻扬疏达，《古今医案按》载：“能通人身真阳，解心经火郁

……治心情郁结之阳疹甚效。”《医学衷中参西录》曰：“蜈蚣，走

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

所以于方中加蜈蚣 ２条，并配以九香虫温里通络，以达活血助
阳之功。方中蜈蚣走窜力最强，内能达脏腑，外可致经络，凡

是气血凝聚的地方均则通促使阴茎勃起；柴胡条达肝气，调节

宗筋，引药入肝经；川芎为血中气药，配伍当归、柴胡，可以达到

疏肝解郁、行气活血的作用，再配伍蜈蚣的通络走窜作用，可以

改善阴茎海绵体的微循环、加速阴茎血流灌注；牛膝补肾强筋，

引血下行，畅达宗筋。诸药配伍，具有补肾益精，疏肝解郁，活

血通络，调理阴阳之功。胡海翔教授认为，在治病求本的同时

要兼顾患者当下之忧，本类患者的精神因素往往大于疾病本

身，故在服用中药期间建议患者尝试进行性生活，口服西地那

非，改善阴茎微循环，促进勃起，建立成功性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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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ＸＸ男性性逆转综合征诊疗的临床分析（附３例报告）
陈亮１　付杰１　于丽１　潘虹１　陈菲１　王玲１　鞠慧岩１　薛晴１　贺占举２　左文莉１　徐阳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分析４６ＸＸ男性性逆转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对临床诊疗提供借鉴。方法：运用核
型分析、Ｙ染色体微缺失分析、性激素测定、精液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盆腔探查、睾丸组织病理学对３例男
性性逆转综合征患者进行临床分析。结果：３例男性性逆转综合征患者核型均为４６ＸＸ，ＡＺＦａ＼ｂ＼ｃ区段均缺
失，临床效应为无精症及男性不育症，均呈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ＦＳＨ及ＬＨ均显著增高），睾酮水
平低下，盆腔Ｂ超未见子宫及附件等女性内生殖器。其中２例ＳＲＹ阳性，性发育表现均为小睾丸，阴茎大小
发育尚可；另外１例ＳＲＹ阴性，Ｂ超未探及睾丸，性发育呈两性畸形外观。３例患者６个 ＡＺＦ位点（ＳＹ８４及
ＳＹ８６、ＳＹ１２７，ＳＹ１３４，ＳＹ２５４及ＳＹ２５５）均缺失。睾丸病理学提示，曲细精管萎缩伴玻璃样变性，未见精子细
胞及精子。结论：由于Ｙ染色体ＡＺＦ缺失导致的生精障碍可能是性逆转综合征导致男性不育的分子机制之
一。男性性逆转综合征要与两性畸形及假两性畸形进行鉴别，通过ＳＲＹ及ＡＺＦ基因检测、核型分析、Ｂ超探
查、激素检测及临床查体等可以进行鉴别及确诊，对于成年患者治疗上通过补充激素维持性征，对于婚后有

生育诉求的患者可以借助于ＡＩＤ，对于青少年患者由于症状不典型容易漏诊，临床尚需加强对性逆转综合征
的产前诊断，如胎儿生殖器性别和染色体核型性别不相符时，可行羊水穿刺脱落细胞ＳＲＹ基因监测。

【关键词】　性逆转综合征；男性不育：染色体；无精症；睾丸决定因子候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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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性逆转综合征（ｓｅｘ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是性别决定和分
化异常导致的男性性腺性别与染色体性别不相符合的一类疾

病，染色体核型多表现为４６，ＸＸ，极少数男性患者表现为４５，Ｘ。
在性逆转综合征患者中，４６，ＸＸ男性患者的发生率约为新生儿
的１／２００００［１－５］，在临床上较为罕见，鉴别诊断困难，容易误诊。
仅２０％在儿童时期得到诊断，大部分患者因婚后不育就诊。多
数患者表现为无精症及性腺功能减退，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开

展应用，越来越多的无精症患者能有希望拥有遗传学意义的后

代，但对于男性性逆转综合征伴发的睾丸原发性生精障碍患者

生育仍是一个难题。同时，由于男性性逆转综合征的特殊性，

特别是当患者得到明确诊断后，不能认清自己的真实性别，常

常给其心理和婚姻带来诸多困扰。本文以３例男性性逆转综合
征患者为例，对该类患者的临床诊疗进行分析。

!

　研究对象
３例均为我院生殖中心男科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年龄分

别为２６岁、２７岁、３０岁，结婚２～４年，婚后同居未避孕，女方
未孕。

"

　研究方法
２１　常规精液分析

患者禁欲２～７ｄ，手淫取精，３７℃温箱孵育精液液化后，按
《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ＷＨＯ，４版）进行精
液常规分析。无精症的诊断为至少２次以上精液高速离心后沉
渣镜检未见精子。

２２　血清性激素检查
采用酶联免疫法对患者血清中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

成素（ＬＨ）及睾酮（Ｔ）进行测定。
２３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外周血淋巴细胞３７℃培养７２ｈ，常规制片，Ｇ显带，染色计
数３０个细胞，分析５个细胞核型。异常者分析１０个核型，均有
两名遗传学家对核型分析的结果进行审核。

２４　Ｙ染色体ＡＺＦ微缺失检测
抽取患者外周血３ｍＬ，肝素抗凝，按血液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

试剂盒提供的方法进行操作。根据欧洲男科会议建议的六个

ＳＴＳ位点进行 Ｙ染色体微缺失的分析，即：ＡＺＦａ（ＳＹ８４、ＳＹ８６）：
ＡＺＦｂ（ＳＹ１２７、ＳＹ１３４）：ＡＺＦｃ（ＳＹ２５４、ＳＹ２５５）。每次实验均设正
常男性及空白对照。以所提取的基因组 ＤＮＡ为模板进行 ＰＣＲ
扩增。扩增条件：９５℃预变性 ５ｍｉｎ，９５℃变性 ３０ｓ，５８℃退火
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 ｌ０ｍｉｎ。电泳检测：用
２％琼脂糖凝胶电泳对扩增产物进行分析。
２５　Ｂ超检测

利用超声对患者泌尿及生殖系统进行探查。

#

　研究结果
３１　查体结果

３例患者均呈现男性性征发育不良，皮肤细腻，无明显胡
须，声音尖细，阴毛稀少。２例患者阴茎外观及大小正常，阴囊
外观正常，可触及小睾丸，均在４ｍＬ以下，质地较软。第３例患

者外生殖器呈现尿道下裂，未触及睾丸，外生殖器外观见图１。

图１　例３患者呈现阴茎发育不良，尿道下裂，未触及睾丸

３２　精液分析结果
３例患者精液量都极少，少于０３ｍＬ。至少两次精液常规

分析高速离心沉渣未见精子。

３３　血清性激素结果
３例患者血清 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均显著上升，睾酮水平明显

降低。见表１。

表１　３例４６，ＸＸ男性患者性激素测定结果

序号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Ｔ（ｎｇ／ｍＬ）

１ ２４３ ２７７ ０６９

２ ３３１ ２９３ １０３

３ ５４５ ３１７ ０４３

　　注：ＦＳＨ、ＬＨ及 Ｔ参考值分别为 １２７－１９２６，１２４－８６２，１７５
－７８１

３４　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
均为４６ＸＸ。

３５　Ｙ染色体ＡＺＦ微缺失检测结果
ＡＺＦａ（ＳＹ８４、ＳＹ８６）：ＡＺＦｂ（ＳＹ１２７、ＳＹ１３４）：ＡＺＦｃ（ＳＹ２５４、

ＳＹ２５５）６个位点均缺失，２例（外生殖器发育相对好）ＳＲＹ阳性，
１例（尿道下裂者）ＳＲＹ阴性。
３６　盆腔探查结果

２例均为双侧睾丸小，前列腺、精囊腺发育不良，３例均未见
子宫及附件等女性内生殖器组织。第３例在腹腔及腹股沟未探
及睾丸。

３７　睾丸组织病理学结果
睾丸曲细精管横切面直径大小不一，大部分曲细精管萎

缩，纤维组织增生、增厚，伴玻璃样变性；个别曲细精管内可见

幼稚生精细胞，未见精子细胞及精子，灶性可见间质细胞。见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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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睾丸病理学结果

$

　讨论
４６，ＸＸ男性性逆转综合征又称４６，ＸＸ睾丸发育不良（ｔｅｓ

ｔｉ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ｏｆｓｅｘ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６４年由 ｄｅ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等［１］首次报道，在男性新生儿中发病率约为１／２００００，患者染色
体核型为４６，ＸＸ，但表型为男性［２－５］。男性性逆转综合征的发

生机制仍然不清，临床上鉴别诊断困难，容易漏诊及误诊，本研

究对３例男性性逆转综合征进行了临床分析，为后续该类病例
的诊疗提供了借鉴。

本研究３例男性性逆转综合征均因男性不育就诊，患者均
为年轻育龄男性（分别为２６、２７及３０岁），３例患者身高（１５５～
１６０ｃｍ）均低于同龄正常男性，皮肤细腻，声音尖细，胡须及喉结
不显，呈现男性第二性征发育不全，精液量少且无精子，有２例
患者阴茎偏小但外形正常，男科体检发现患者睾丸小且质地

软，不同于克氏症（４６ＸＸＹ）小而质硬的睾丸，本２例患者诉勃
起功能正常，能完成同房，可射精。第３例患者外生殖器呈现尿
道下裂，不能站立排尿，未有阴囊外观，未触及睾丸，３例患者的
核型分析为４６ＸＸ。

关于男性性逆转综合征的发生机制目前还不明了。目前

有几种可能的发生机制：ＹＰ－ＸＰ末端易位或性染色体与常染色
体之间的易位，主要是指 ＳＲＹ基因阳性的患者而言；ＳＯＸ基因
家族的过度表达或缺失，以及参与性别决定的其他基因突变或

缺失等。人类性别决定及分化非常复杂而精细，其中由 Ｙ染色
体上的睾丸决定因子基因ＴＤＦ（ｔｅｓｔ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ＤＦ）控
制的睾丸发育是控制性别向男性发育的中心环节，如果扰乱这

个过程，就会导致性发育异常。近年来研究证实，ＳＲＹ基因（ｓｅ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是 ＴＤＦ的最佳候选基
因，ＳＲＹ位于Ｙｐ１１３１，编码的活性蛋白通过对下游基因的转录
调控使未分化的性腺发育为睾丸［６］。根据 ＳＲＹ基因的存在与
否，男性性逆转综合征分为 ＳＲＹ阳性和 ＳＲＹ阴性两类，研究证
实大约９０％以上患者为 ＳＲＹ阳性，性逆转的机制可能与携带
ＳＲＹ基因的Ｙ染色体片段易位到 Ｘ染色体或者其他常染色体
上所致。本文中２例患者均具备外观大致正常的外生殖器（睾
丸及阴茎），ＳＲＹ检测阳性，理论上讲，只有保留了完整的 ＳＲＹ
基因，由未分化性腺向睾丸分化的过程才能完成。因此，本文

中２例患者可以推论为 ＳＲＹ阳性。第３例患者合并尿道下裂
等，ＳＲＹ检测阴性，提示性别决定因子缺乏。

临床上，男性性逆转综合征需与真假两性畸形及克氏征进

行鉴别，本文对３例该类患者的临床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真
两性畸形是指同一患者体内既具备睾丸又具备卵巢，需根据外

生殖器解剖条件及患者意愿进行手术纠正，建立适当性别。本

文中３例患者为男性外生殖器表观，盆腔 Ｂ超显示精囊及前列
腺存在，未发现子宫及卵巢等，但核型为４６ＸＸ，呈现出男性性逆
转综合征的“性腺性别与染色体性别不相吻合”的关键特征，故

排除真两性畸形的诊断；男性性逆转综合征与女性假两性畸形

（４６ＸＸ）鉴别较为不易，因为二者均表现为第二性征男性化，性
腺发育欠佳，但女性假两性畸形患者具备完整的子宫及卵巢附

件，呈现性腺性别与遗传性别的一致性，在外观上由于各种原

因呈现出某些男性性征，如阴蒂肥大、外观类似短小的“阴茎”

等等。本文中２例患者其外观及社会性别、心理性别均为男性，
内外生殖器也为男性，有阴茎及睾丸组织，但核型为４６ＸＸ，符合
性逆转的诊断，排除女性假两性畸形的诊断。男性性逆转综合

征与克氏征的鉴别主要通过核型分析，克氏征核型为４７ＸＸＹ，
或者４６ＸＹ／４７ＸＸＹ（嵌合型）。

男性性逆转综合征的生育难题值得继续探讨。本文中３例
患者均因婚后不育而就诊，但均为无精症。男性性逆转综合征

导致无精症／生精障碍的分子机制主要可能与 ＡＺＦ缺失有关，
但不仅仅限于此。本文中３例患者 ＡＺＦ检测呈现 ａ、ｂ、ｃ均缺
失，提示Ｙ染色体ＡＺＦ不一定随ＳＲＹ同步易位，其易位与否可
能是随机的，在性别决定中并无特殊意义。但由于 ＡＺＦ在精子
发生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ＡＺＦ的缺失也是造成无精症及男性
不育的一个重要原因［７－１６］，特别是对于 ＡＺＦａ缺失的患者。由
于患者睾丸发育差，本文中３例患者的睾酮水平均显著降低，
ＦＳＨ及ＬＨ呈现反馈性显著升高，提示生精重度抑制及性腺功
能低下。有１例患者在外院行睾丸活检，病理结果显示大部分
曲细精管萎缩，纤维组织增生、增厚，伴玻璃样变性；个别曲细

精管内可见幼稚生精细胞，未见精子细胞及精子，灶性可见间

质细胞，提示精子生成障碍。对于这类患者可以补充雄激素补

充治疗，维持性征及性欲，心理治疗也必不可少。对于生育诉

求，当前只能借助于供精人工授精或供精 ＩＶＦ。对于该类患者
睾酮补充治疗是否能促动精子发生的临床经验极少，值得继续

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男性性逆转综合征是罕见的导致男性不育的疾

病，容易漏诊及误诊。本文通过３例患者的诊疗，梳理了男性性
逆转综合征的临床诊疗思路及与真两性畸形、女性假两性畸形

的鉴别要点。激素测定、核型分析、ＳＲＹ及 ＡＺＦ检测、Ｂ超检
查、性腺组织活检（必要时）、精液分析及规范的男科体检，是能

正确诊断该类患者的必要措施。虽然目前多认为 ＳＲＹ与 Ｘ染
色体的易位可能是导致性逆转的机制之一，但仍有１０％左右的
男性性逆转综合征患者 ＳＲＹ基因呈阴性，因此，男性性逆转综
合征的机制需继续深入探讨。对于成年男性，需补充雄激素，

维持男性性征。对于青春期青少年患者，需及时做好心理治

疗。对于该类患者的生育要求，无精子症患者可以通过 ＡＩＤ或
者供精ＩＶＦ进行。睾酮补充治疗该类患者的临床经验尚需进一
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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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常规体外受精（ＩＶＦ）后胚胎的卵裂方式对于胚胎发育潜能的影响，为优化胚胎
筛选流程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５０例常规 ＩＶＦ周期的患者资料，通过时差成像技术（Ｔｉｍｅ－ｌａｐｓ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ＬＩ）进行胚胎培养及动态观察胚胎的卵裂模式，其中２８５０枚非移植胚胎行囊胚培养。以囊胚质量
为结局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建立优质胚胎的筛选标准。结果：回顾性分析显示，分裂方式为正常卵裂、不
均、非轴性卵裂的胚胎具有较高的优质囊胚形成率（分别为５７２９％、４６５０％及４１８２％），大碎片、发育阻
滞、非二倍性卵裂、非对称卵裂、卵裂球碎裂、卵裂球融合及混合卵裂模式的胚胎，其优质囊胚形成率较低（Ｐ
＜００５，ｖｓ正常卵裂组），可作为胚胎筛选的排除标准。结论：卵裂方式有助于预测胚胎发育潜能，提高胚胎
挑选的效率，也为传统的静态形态学胚胎评估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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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ＩＶＦ实验室日常工作中，胚胎评估是一项核心、繁重的
流程。为保证妊娠结局，胚胎选择是关键，而胚胎质量是内在

发育潜能的体现，如何正确判断和选择具有良好发育潜能的胚

胎已成为胚胎学研究的焦点。为实现快速、有效的胚胎挑选，

必须简化筛选流程，获取最有意义的共性参数进行胚胎选择。

传统的静态形态学评估作为无损技术，是目前胚胎评估的

主要手段。根据ＥＳＨＲＥ胚胎学专业学组对分裂期胚胎形成的
共识，在几个特定的时间点，以静态形态学参数（卵裂球数目、

碎片程度、均一性等）为标准对胚胎质量进行评估和分级，选择

评分最高的胚胎进行移植［１］。由于静态的形态学参数缺乏可

量化的公认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胚胎发育是动态的过程，

从受精到囊胚的形成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胚胎在每一个发

育阶段都有其特征，发育过程也有其速度和延续性，时差成像

系统（Ｔｉｍｅ－ｌａｐ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ＬＩ）作为一种新兴的无创方法，为持
续观察胚胎发育提供了可能，并提高了现有静态形态学评估的

精确度和敏感度［２］。

迄今为止，国内外针对 ＴＬ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胞动力学
参数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通过 ＴＬＩ动态观察后进行胚胎挑选
可有效提高囊胚的预测能力，改善妊娠结局［３，４］。近期有文献

报道，ＴＬＩ可提供胚胎分裂模式的影像，如没有经过２细胞期，
由受精卵直接分裂至３细胞或更多细胞的异常分裂［５］，此类胚

胎的囊胚形成率极低，发育潜能低下。而这种现象在静态形态

学观察中是无法发现的，如将此类胚胎进行移植，可导致高流

产率等负面影响。此结果充分说明胚胎的卵裂模式对胚胎发

育结局的重要性，应作为ＴＬＩ挑选胚胎的参数之一。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ＴＬＩ动态观察，研究胚胎发育过程中卵

裂模式对于胚胎发育潜能的影响，建立系统的胚胎挑选标准，

为优化胚胎筛选流程提供参考，也为静态形态学挑选胚胎给予

提示。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治疗的２５０例常规ＩＶＦ周期患者的胚胎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患者纳入标准：（１）周期数 ≤ ２；（２）获卵数５～
１５枚；（３）月经第３ｄＦＳＨ≤ １２ＩＵ／ｍＬ；（４）女方年龄 ≤ ４０岁。
排除标准：男方因素不育、供卵、种植前遗传学诊断／筛查（ＰＧＤ／
ＰＧＳ）等。

通过ＴＬＩ（ＰｒｉｍｏＶｉｓｉｏｎ，Ｃｒｙ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ｔｄ，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Ｈｕｎｇａｒｙ）对来源于２５０例ＩＶＦ周期的胚胎进行动态观察。于第
３ｄ进行分裂期胚胎移植后，对剩余的２８５０枚非移植胚胎进行
囊胚培养，以观察胚胎的卵裂模式。所有患者夫妻双方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已通过鼓楼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Ｎｏ２０１３０６８）。
１２　时差成像系统（ＴＬＩ）

ＰｒｉｍｏＶｉｓｉｏｎＴＬＩ是实时的胚胎监测工具，将数码倒置显微
镜置于传统培养箱内，控制台主机置于培养箱外，通过 ＵＳＢ数
据线与箱内显微镜相连接，每５ｍｉｎ拍照一次，安全、动态地监测
胚胎发育过程。９孔集合培养皿（ＷＯＷ皿，Ｃｒｙ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具
有明确的位置标记，便于识别跟踪每一枚胚胎。

１３　人卵母细胞的采集与处理
应用常规促排卵方案［６］，Ｂ超监测卵泡生长发育，待主导卵

泡直径达１８～２０ｍｍ后注射 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３６ｈ后 Ｂ
超引导下经阴道穿刺取卵。获取的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物经
卵子洗涤液 Ｇａｍｅｔｅ（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Ｓｗｅｄｅｎ）洗涤后，转入 ＩＶＦ
（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Ｓｗｅｄｅｎ）培养微滴中，置于３７℃／６％ ＣＯ２的传统培养
箱培养。

１４　授精与胚胎培养
获卵３ｈ后，按照１００００条精子／卵母细胞的比例加精。精

卵共孵育６ｈ后机械剥离颗粒细胞，将受精卵转入提前预温的含
有Ｇ１卵裂液 （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Ｓｗｅｄｅｎ）的 ＷＯＷ皿中，置于 ＴＬＩ系统
进行培养。第３ｄ移植当日，除移植胚胎外，剩余非移植胚胎按
照相同位置转入含有 Ｇ２（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Ｓｗｅｄｅｎ）的 ＷＯＷ皿中继续
囊胚培养，至第６ｄ结束。
１５　胚胎卵裂模式及时间参数的定义

通过ＴＬＩ系统动态观察记录胚胎的卵裂模式。胚胎的卵裂
模式包括正常卵裂及异常卵裂，其中异常卵裂模式包括：不均、

非轴性卵裂、大碎片、非二倍性卵裂、发育阻滞、非对称卵裂、卵

裂球碎裂及卵裂球融合，其定义如下：不均指卵裂球分裂时，形

成两个大小不均等的细胞；非轴性卵裂指当卵裂球分裂时，胚

胎形成非轴向裂沟，同时卵膜及胞浆持续扭转；大碎片指卵裂

球分裂过程中形成一个无核的大碎片；非二倍性卵裂指一个卵

裂球直接裂解为两个以上的卵裂球；发育停滞指一个或多个卵

裂球２４ｈ内停止分裂；非对称卵裂指一个卵裂球分裂后，在其它
卵裂球分裂前发生第二次分裂；卵裂球碎裂指卵裂球完全裂成

碎片；卵裂球融合指当一个卵裂球分裂成两个卵裂球后，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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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融合成一个卵裂球。当胚胎的卵裂模式包含一种或者一种

以上的异常卵裂模式时，则称为混合方式。

１６　胚胎评估
根据ＡＬＰＨＡ／ＥＳＨＲＥ指南对囊胚的质量进行分级评估［１］。

本研究中，囊胚评分 ≥ ４ＢＢ（４ＢＢ，４ＢＡ，４ＡＢ及４ＡＡ）被定义为
优质囊胚。

１７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或率（％）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ＳＰＳＳＩｎ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ＳＡ）。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胚胎的卵裂模式与优质囊胚的关
系，各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一般资料

囊胚培养组中，周期数、患者年龄、体重指数、基础卵泡刺

激素（Ｂａｓａｌ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用量、平均获卵数、平均
正常受精数及平均正常卵裂数资料见表１。

表１　患者一般资料

囊胚培养组

周期数（ｎ） ２５０

年龄 ３０８２±２５０

体重指数 （ｋｇ／ｍ２） ２２４２±２３８

基础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７２０±１７８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５１１±２６９

获卵数 １３０１±２７８

正常受精数 ９１８±２３４

正常卵裂数 ９０２±２８１

２２　胚胎各卵裂模式的发生情况
胚胎的卵裂模式包括正常卵裂和异常卵裂。其中正常卵

裂发生率最高，占３２４６％（９２５／２８５０）；卵裂球融合及非对称卵
裂的发生率最低，分别为 １２３％（３５／２８５０）和 ２１４％（６１／
２８５０）。见表２。

表２　胚胎卵裂模式的发生率

分裂模式
发生率

ｎ （％）

正常 ９２５ ３２４６

不均 ２００ ７０２

非轴性卵裂 １６５ ５７９

大碎片 ３６０ １２６３

发育阻滞 ８０ ２８１

非二倍性卵裂 ４６３ １６２５

非对称卵裂 ６１ ２１４

卵裂球碎裂 ２１８ ７４５

卵裂球融合 ３５ １２３

混合 ３４３ １２０４

共计 ２８５０

２３　卵裂模式与胚胎发育潜能的关系
在各卵裂模式中，正常卵裂的胚胎，其优质囊胚率较高，为

５７２９％（５３０／９２５）；不均和非轴性卵裂模式的优质囊胚率相对
较高，分别为４６５０％（９３／２００）及４１８２％（６９／１６５）；大碎片、发
育阻滞和非二倍性卵裂的胚胎，其优质囊胚率较低，分别为

１９４４％（７０／３６０）、８７５％（７／８０）及 ２１６％（１０／４６３）（Ｐ ＜
００５，ｖｓ正常卵裂组）；此外，非对称卵裂、卵裂球碎裂和卵裂
球融合三组均无优质囊胚形成；混合模式组的优质囊胚率仅为

１５４５％（５３／３４３）（Ｐ＜００５，ｖｓ正常卵裂组）。
胚胎卵裂模式与优质囊胚形成率的关系分析结果提示，大

碎片、发育阻滞、非二倍性卵裂、非对称卵裂、卵裂球碎裂、卵裂

球融合及混合卵裂模式可作为胚胎筛选的排除条件。

#

　讨论
胚胎的卵裂是通过多次有丝分裂将大量的卵胞质分配到

较小的、具核的细胞中的过程。而受精后早期胚胎卵裂球的分

裂速度及各卵裂球所处的位置都是由储存在卵内的母型ｍＲＮＡ
及蛋白质所控制。Ａｔｈａｙｄｅ等［７］研究报道，异常分裂模式在胚

胎发育过程中普遍存在，并发现原核迁移、第一次异常有丝分

裂、紊乱性分裂等异常分裂模式的胚胎发育潜能低下，严重影

响妊娠结局。该结果提示，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形态学参数静态

评估的优质胚胎，部分可能表现为异常卵裂，此类胚胎的发育

潜能有限，可通过ＴＬＩ动态观察后排除。为优化胚胎筛选流程，
本研究对胚胎的卵裂模式进行系统性归纳总结，结果表明大碎

片、发育阻滞、非二倍性卵裂、非对称卵裂、卵裂球碎裂、卵裂球

融合及混合方式的胚胎，其优质囊胚形成率较低，可作为胚胎

挑选的筛除条件。

胚胎出现非整倍体或基因异常是诱发卵裂模式异常的主

要原因。不均是胚胎发育过程中较为的常见卵裂形式，有文献

报道不均胚胎的非整倍体率和卵裂球多核率均显著高于均一

性好的胚胎［８］。同时，不均与正常卵裂胚胎的二倍体比例相

似，对囊胚形成影响较小［９］。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均胚胎的优

质囊胚率为４６５０％，并未显著影响胚胎的发育潜能。由于各
研究对不均程度的判定不同，得出不均影响胚胎发育潜能的研

究多以１／４～１／３为界［１０，１１］，本研究将不均的标准定义为最大

卵裂球与最小卵裂球直径相差为１／５，程度较轻。
非二倍性卵裂、大碎片、非对称卵裂及卵裂球融合方式这

四类胚胎从静态形态学角度观察，可能与正常卵裂的胚胎具有

相似的发育潜能，但这些胚胎可能具有较高的染色体异常风

险。Ｗｉｒｋａ等报道，非二倍性卵裂的胚胎具有较低的囊胚形成
率及种植率［７］，本研究结果显示，非二倍性卵裂的优质囊胚形

成率仅为２１６％，胚胎的发育潜能较低下。本研究观察到在胚
胎发育过程中，有球形大小的碎片形成。如何判定究竟是碎片

还是卵裂球？我们将卵裂球是否含有ＤＮＡ物质作为区分标准：
卵裂球在Ｄａｙ２前直径小于４５μｍ或Ｄａｙ３小于４０μｍ，则判定
为大碎片，大于此标准则为卵裂球［１２］。另外，使用拮抗剂方案

或精子活力较弱时，可能会增加卵裂过程中卵裂球融合的出现

几率，不利于胚胎发育［１３］。本研究中非二倍性卵裂、大碎片、非

对称卵裂及卵裂球融合这四类胚胎的优质囊胚形成率均显著

低于正常卵裂组（Ｐ＜００５）。
胚胎基因的转录激活，是胚胎从母型调控向胚型调控过渡

的启动。此时，胚胎开始合成自己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质，不再依
赖于母性遗传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质。这种母源调控向合子调控
的顺利过渡是胚胎能够正常发育所必需的。而胚胎出现发育

阻滞可能由于这种过渡出现了障碍，停顿在某个特定的发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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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１４］。有研究提示，发育停滞的胚胎具有较高的染色体异常现

象，此类胚胎大多是嵌合体和非二倍体［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

示，发育阻滞的胚胎其优质囊胚形成率仅为８７５％，可利用价
值较低，与以上研究结果一致。

通过ＴＬＩ如何快速有效的挑选胚胎，优化筛选流程？不均
及非轴性卵裂的胚胎具有较高的优质囊胚形成率，因此将这两

种分裂模式作为优质胚胎的挑选标准。大碎片、发育阻滞、非

二倍性卵裂、卵裂球碎裂、非对称卵裂及融合的卵裂模式，其优

质囊胚形成率较低，可以作为挑选优质胚胎的排除标准。

ＴＬＩ提供了先进的胚胎观察模式，实现了在稳定可控的培
养环境中对胚胎进行实时连续观察，其提供的动态参数可提高

胚胎评估的精确性，有助于胚胎学家准确预测胚胎发育潜能。

由于促排方案、微环境、人员操作等影响，各中心总结出的卵裂

模式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会有所差别。应用ＴＬＩ动态观察卵子及
胚胎发育，有利于优质胚胎的选择，是今后评估胚胎质量、预测

胚胎发育潜能的新趋势。由于 ＴＬＩ尚未广泛应用，其建立的胚
胎评估标准有待临床扩大样本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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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
胥玉梅　陶国振　宋燕　于玲　吴喜梅　杨燕　宋霞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优生技术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通过检索相
关文献，了解皮下埋植避孕剂使用者的体重变化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１）短期放置皮下埋植避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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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月以内）对使用者的体重影响不明显；（２）长期放置皮下埋植避孕剂（１２月以后）对使用者的体重影
响较为明显；（３）皮下埋植避孕剂导致体重变化的机制与瘦素有关，但是具体作用机制不详。结论：长期使
用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有影响。

【关键词】　皮下埋植避孕剂；体重；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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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下埋植避孕法是一种新型、高效、长效、可逆性强的避孕
方法。皮下埋植避孕剂是一种孕激素类避孕药，埋植于育龄妇

女皮下，药物以缓慢恒定的速度释放进入血液，达到避孕效果。

皮下埋植避孕剂主要成分是左炔诺孕酮（ＬＮＧ），为全合成的强
效孕激素，主要作用于下丘脑和垂体，使月经中期ＦＳＨ和ＬＨ水
平的高峰明显降低或消失，抑制卵巢排卵，有明显的抗雌激素

活性，能使宫颈黏液变稠阻碍精子穿透；左炔诺孕酮对子宫内

膜转化显示极强的孕激素活性，可使子宫内膜变薄，内膜上皮

细胞呈低柱形，分泌功能不良，不利于孕卵着床，从而起到避孕

作用。

我国推广应用的皮下埋植避孕剂为左炔诺孕酮硅胶棒埋

植剂Ⅰ型（６根），每根含 ＬＮＧ３６ｍｇ，总量２１６ｍｇ；炔诺孕酮硅胶
棒埋植剂Ⅱ型（２根），每根含ＬＮＧ７５ｍｇ，总量１５０ｍｇ。国外引进
的ＮｏｒｐｌａｎｔⅠ型（６根），每根含 ＬＮＧ３６ｍｇ，总量２１６ｍｇ；Ⅱ型（２
根），每根含ＬＮＧ７０ｍｇ，总量１４０ｍｇ［１］。目前引进的进口皮下埋
植避孕剂为依托孕烯（１根），每支含依托孕烯６８ｍｇ。依托孕烯
是新一代强效孕激素，是去氧孕烯衍生物。

皮下埋植避孕剂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月经紊乱，如月经频

发、流血期长、经间期点滴出血，月经稀发或闭经；也可发生恶

心、呕吐、乳胀、体重增加、头痛等不良反应，其中以月经紊乱最

为常见［２］。不良反应虽然没有给使用者带来生命危险，但给她

们带来生活不便与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因此，临床有大量资料

研究皮下埋植避孕剂使用后月经紊乱的文献，而皮下埋植避孕

剂使用后对体重的影响却鲜有提及，现仅对皮下埋植避孕剂对

体重的影响综述如下。

!

　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
皮下埋植避孕剂属于孕激素类避孕药，而关于含有孕激素

的避孕方法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总结：

在Ｄａｌ’Ａｖａ等［３］对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
和Ｔ铜３８０Ａ宫内节育器（ＴＣｕ３８０Ａ－ＩＵＤ）两种避孕方法的前
瞻性研究中，共有７６例参与者，根据其年龄和体重指数 ＢＭＩ进
行配对研究。使用１年后，两组的年龄、体重指数、妊娠数没有

明显差别，ＬＮＧ－ＩＵＳ使用 １年后体重增长 ２９ｋｇ（Ｐ＝
０００１２），增长１４ｋｇ（Ｐ＝００６７），两组间没有明显差别。使用
１年后体重有增长，但是没有显著意义。ＶｉｃｋｅｒｙＺ等［４］的前瞻

性群组研究中４２７例妇女被随机分为四组：使用皮下埋植避孕
剂１３０例，ＬＮＧ－ＩＵＳ１３０例，长效醋酸甲基孕酮（ＤＭＰＡ）６７例，
含铜宫内节育器（Ｃｕ－ＩＵＤ）１００例。要求研究对象连续使用１１
个月以上，观察使用１２个月时体重的变化。研究结果：使用１２
个月时各组体重变化的平均值分别为：＋２１ｋｇ（ＳＤ＝６７）、＋
１０ｋｇ（ＳＤ＝５３）、＋２２ｋｇ（ＳＤ＝４９）、＋０２ｋｇ（ＳＤ＝５１）。各
种避孕方法的体重变化范围比较大，在未经调整的线性回归模

型，皮下埋植避孕剂组和ＤＭＰＡ组与Ｃｕ－ＩＵＤ组比较体重变化
有相关性。然而，在调整的线性回归模型中，皮下埋植避孕剂

组、ＤＭＰＡ组、Ｃｕ－ＩＵＤ体重变化没有差别；种族间有差异，当与
其他人种比较时，使用皮下埋植避孕剂的黑人体重明显增加。

上述各项研究提示：使用含有孕激素的避孕方法≤１２个月
时，对体重影响没有明显差别。由于各项研究中的观察时间比

较短，可能需要更多的观察时间和观察例数以了解孕激素对体

重的影响。

Ｙｅｌａ等［５］对使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含铜宫内节育

器、长效醋酸甲基孕酮达５年的使用者的体重多变量分析显示：
体重增长与使用避孕法及 ＤＭＰＡ的时间显著相关。三组的平
均年龄：ＬＮＧ－ＩＵＳ组（２７０±６７）岁，Ｃｕ－ＩＵＤ组（２８０±６６）
岁，ＤＭＰＡ组（２６９±６５）岁；放环前体重分别为（６２９±０８）
ｋｇ，（６２８±０８）ｋｇ，（６２５±０９）ｋｇ（Ｍｅａｎ±ＳＤ）；ＢＭＩ分别为
２５０（±０３），２６４（±０３），２５５（±０４）（Ｍｅａｎ±ＳＤ）。５年
后体重增长分别为３１ｋｇ，４９ｋｇ，８２ｋｇ（Ｐ＝０００９），体质指数
（ＢＭＩ）分别增长２６３±０７，２８５±０８，２８７±１３。左炔诺孕
酮宫内缓释系统使用５年不会引起体重的显著增加，体重变化
的情况与使用含铜宫内节育器相同。

Ｍｏｄｅｓｔｏ等［６］对研究对象观察时间更长。在回顾性研究中

共有２１３８例妇女：使用长效醋酸甲基孕酮７１４例，左炔诺孕酮
宫内缓释系统７０１例，含铜宫内节育器（Ｃｕ－ＩＵＤ）７２３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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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使用１年后，三组的体重增长分别为 １３ｋｇ、０７ｋｇ和
０２ｋｇ，分别与开始使用时的体重相比均有显著差别（Ｐ ＜
００００１）；使用１０年后，三组的体重增长分别为６６ｋｇ、４０ｋｇ和
４９ｋｇ。ＤＭＰＡ组高于ＬＮＧ－ＩＵＳ组（Ｐ＝００１９７），也高于Ｃｕ－
ＩＵＤ组（Ｐ＝００２９４），而后两组无差别（Ｐ＝０５５３２）。结论：多
年后，使用含激素的避孕方法的妇女体重增长明显高于使用不

含激素者，ＤＭＰＡ使用１０年后体重比ＬＮＧ－ＩＵＳ和Ｃｕ－ＩＵＤ的
体重增长更多。

为了探讨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Ａｉｓｉｅｎ
等［７］对使用单根皮下埋植避孕剂的３２例妇女进行了观察与研
究：放置前平均体重（７１４±１２０）ｋｇ，６个月时体重减轻至７００
±１０５ｋｇ，与放置前相比无明显差别（Ｐ＜０１３）；１２个月时体
重增加至（７１５±１１６）ｋｇ与放置前相比无明显差别（Ｐ＜
０８８）。而在Ｂａｌｏｇｕｎ［８］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使用皮下埋植剂
的７１例志愿者中只有５９例完成随访，分别在３、６、１２个月时进
行随访。平均年龄３６岁，平均体重分别为：术前６６５ｋｇ、术后３
个月６６５ｋｇ、术后６个月６７８ｋｇ，术后１２个月６８９ｋｇ，未见明
显差别（Ｐ＜０５５１）。

Ｌｏｐｅｚ等［９］２０１３年对相关文献的数据进行了归纳总结，共
找到１６组数据：研究避孕药与体重１组，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
系统与体重１组，皮下埋植避孕剂与体重４组，ＤＭＰＡ与体重１０
组，单纯体重发生变化的１４组。由于不同的避孕方法和体重测
量方法未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有１２组间的体重没有显著差别，但
是，有３组结果显示：使用含孕激素避孕者的体重变化与使用不
含孕激素避孕者的有差别；一组结果显示：使用 ＤＭＰＡ比使用
非孕激素避孕的妇女的体重增加高于三分之一；皮下埋植避孕

剂组中有两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体重变化：使用６根皮下埋
植避孕剂的妇女与使用不含孕激素 ＩＵＤ的妇女相比体重增加
明显；有一组研究显示：使用皮下埋植避孕剂者的体重增加比

屏障避孕或非药物避孕者显著。

Ｌｏｐｅｚ等［１０］２０１１年对１５组研究的统计研究：避孕药１组，
皮下埋植避孕剂４组，ＤＭＰＡ１０组，１１组的体重变化相似，４组
的体重变化有所不同。有一组研究显示，ＤＭＰＡ组与 ＩＵＤ组相
比，体重增加非常明显。１组皮下埋植避孕剂的研究也显示不
同的体重变化：６根的使用者与使用非孕激素 ＩＵＤ的妇女相比
体重增加明显，比非激素方法避孕或未避孕者体重增加明显。

另一组研究显示，皮下埋植避孕剂组的体重比 ＩＵＤ组增加
显著。

我国多中心协作组于１９９３年起对两种国产皮下埋植避孕
剂与Ｎｏｒｐｌａｎ开展临床对比研究，共３０００例。使用皮下埋植避
孕剂后１２个月时，三组妇女体重和埋植前比较基本相似，三组
间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使用皮下埋植避孕剂２４个月时，
４８％受试者体重上升，平均增加３１ｋｇ，与使用前相比，国产Ｉ型
和Ｎｏｒｐｌａｎｔ组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５年末，６２％受试者体
重增加，平均增加４０ｋｇ，２２％体重下降，平均下降１ｋｇ，１３％体
重未发生变化。５年末，三组体重分别为 ５７９ｋｇ、５７２ｋｇ和
５７６ｋｇ，与使用前比较，均有极显著意义（Ｐ＜０００１）［１１］。

以上各项研究表明：使用皮下埋植避孕剂对使用者体重的

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体重的增

加日趋明显。

"

　左炔诺孕酮影响体重的作用机制
作用机制不详，但是，与体重变化相关的瘦素可能参与其

中。瘦素（ｌｅｐｔｉｎ）是一种蛋白质激素，主要表达于脂肪细胞，可
增加基础代谢、降低食欲，血清瘦素浓度与体质指数（ＢＭＩ）呈正
相关。肥胖与血清中瘦素水平的增高有关［１２］，或与瘦素抵抗

有关［１３］。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瘦素除对机体能量代谢起调节作用

外，还有诸多重要的生殖调节功能。

在动物实验研究中，Ｓｉａｗｒｙｓ等［１４］研究发现猪的黄体细胞

中可见瘦素和瘦素长型受体 （ＯＢ－Ｒｂ）的表达；早期妊娠时黄
体激素、雌二醇和孕激素对瘦素和瘦素受体有修饰作用。金黄

仓鼠妊娠后期高水平的雌激素、孕激素等性腺激素可能促成了

该期瘦素水平的上升［１５］。Ｋｕｍａｒ等［１６］的研究也发现牛的瘦素

ｍＲＮＡ水平和受体在发情期各阶段均有明显升高（Ｐ＜００５），
最高水平出现于中期和黄体期；Ｓｔｅｌｍａｎｓｋａ等［１７］在研究鼠孕激

素对瘦素、抵抗素、脂联素（脂肪细胞因子）基因表达的调控时

发现：周围血的孕激素水平能够调节脂肪组织对外源性孕激素

剂量的反应。

人体研究显示：在卵巢的颗粒细胞上有瘦素受体的表达，

在卵泡液中存在瘦素蛋白，提示瘦素对卵巢有直接作用［１８］。雌

孕激素在体外可增强人卵巢黄素化颗粒细胞瘦素受体蛋白的

表达，提示瘦素可能参与卵巢功能的调节［１９］。瘦素体外可抑制

ＦＳＨ刺激卵巢黄素化颗粒细胞雌激素的分泌，高浓度瘦素可能
影响卵泡发育和黄体形成［２０］。

Ａｈｒｅｎｓ等［２１］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对２５９例健康的、非口服避
孕药的绝育前妇女的生物周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血清瘦

素的水平在月经周期的各个阶段血清瘦素的几何均数自经期

至黄体晚期是显著增加的（Ｐ＜００１），黄体激素峰值时会出现
血清瘦素的峰值（Ｐ＜００１）。Ｅｉｎｏｌｌａｈｉ等［２２］的研究中，采集４２
例志愿者卵泡期、月经中期、黄体期血液检测血清瘦素浓度进

行检测，结果提示：黄体期比卵泡早期时瘦素水平明显增加（Ｐ
＜００１），血清瘦素浓度与黄体激素和孕激素负相关（Ｐ ＜
００５）。

以上研究结果均提示瘦素可通过神经生殖系统调节卵巢

功能，亦可直接作用于卵巢。因此瘦素作为营养状况和生殖轴

间的信号分子，既是衡量体脂水平的重要指标，又是连接能量

和生殖的桥梁［２３］。

为了探讨ＬＮＧ引起体重增加的机制，崔慧先等［２４］选用４０
只雌鼠作为研究对象，分为短期组（２０ｄ）和长期组（９０ｄ），左旋
１８－甲基炔诺酮（ＬＮＧ）作为实验药物，分别检测短期、长期灌
服ＬＮＧ后大鼠血清瘦素水平和下丘脑瘦素受体（ＯＢＲ）的表达。
结果发现：两组均比对照组体重增加明显（Ｐ＜００５），血清瘦
素的测定结果示两组均高于对照组，长期实验组高于短期实验

组，排除时间干扰后，使用左旋１８甲基炔诺酮后，鼠体重与血清
瘦素水平明显正相关（ｒ＝０５１７，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血清瘦素与孕激素有相关性，皮下埋植避孕剂

对使用者体重的影响很有可能是由瘦素的作用实现的，但是由

于未检索到人体中ＬＮＧ与瘦素的直接相关性的研究报道，因此
需要对皮下埋植避孕剂、使用者体重变化与瘦素的相关性进行

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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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５

经腹与经阴道超声检查在异位妊娠中的诊断效果
探讨
陈虹霓１　刘艳婷２　李丹３

１定安县人民医院超声影像科，海南 定安 ５７１２００
２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超声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３海口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２０８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经不同超声检查方式诊断异位妊娠的临床价值。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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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检查的异位妊娠患者１２０例。１２０例患者均采用经腹部Ｂ超检查以及
经阴道Ｂ超检查。对比两种超声检查方法的诊断符合率以及超声图像。结果：经腹部Ｂ超符合诊断８８例，
不符合诊断３２例，符合诊断率为７３３３％；经阴道 Ｂ超符合诊断１１６例，不符合诊断４例，符合诊断率为
９６６７％，经阴道Ｂ超检查方式符合诊断率高于经腹部 Ｂ超检查方式，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经腹部Ｂ超检查附件包块９７例（８０８３％），胚芽７例（５８３％），心管搏动７例（５８３％），盆腔
积液７６例（６３３３％），假孕囊 ５例（４１７％），经阴道 Ｂ超检查附件包块 １１８例（９８３３％），胚芽 ２５例
（２０８３％），心管搏动１９例（１５８３％），盆腔积液１０７例（８９１７％），假孕囊１８例（１５００％），经阴道 Ｂ超超
声图像检出率高于经腹部Ｂ超，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Ｐ＜００５）。结论：经阴道Ｂ超诊断异位妊娠
准确率较高，且具有安全无痛等特点，临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腹部Ｂ超；阴道Ｂ超；异位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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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指受精卵未着床于子宫体腔的妊娠过程，属产科
常见的急腹症，其中以输卵管妊娠为常见类型，近来发病率逐

渐上升，且伴有较高的致死率［１］。当孕妇就诊于医院时，医生

通过采集孕妇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及尿妊娠试验等信息进行诊

断，必要时补加穹窿穿刺等有创性检测方式［２］。这种较传统的

检测方式容易造成无明显临床表现的孕妇漏诊，易造成急性事

件的发生，而尿妊娠试验数据并不能完全判断患者是属于正常

妊娠还是异位妊娠［３］。目前超声是检测异位妊娠阳性率较高

的主要无创检测手段，在本次研究中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检查的异位妊娠患者１２０例，分
析并探讨经不同超声检查方式诊断异位妊娠的临床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检
查的异位妊娠患者１２０例。年龄１８～３８岁，平均年龄（２８２７±
４０１）岁。纳入标准：（１）１２０例患者经检查均符合异位妊娠的
诊断标准，被确诊为异位妊娠：临床表现、停经史及腹痛、下腹

坠痛阴道持续或反复出血史。Ｂ超检查提示宫腔内无妊娠迹

象，附件区见包块，ＨＣＧ试验阳性［４］。（２）患者有停经和腹痛以
及不规则阴道流血等相关临床症状。（３）１２０例患者均行腹部
Ｂ超检查以及经阴道Ｂ超检查。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０例患者均行腹部Ｂ超检查以及经阴道 Ｂ超检查，对比
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结果。腹部 Ｂ超检查：患者首先充盈膀
胱，仰卧位。在下腹部使用超声探头做纵切、横切、斜切检查，

观察患者子宫大小、宫腔内是否有妊娠囊，以及附件和直肠子

宫陷凹等部位是否有无包块，若有包块，观察包块性质以及与

子宫的关系，盆腔内是否有液性暗区等。经阴道 Ｂ超检查：患
者保持截石位，使用阴道探头，在顶端涂抹耦合剂，并套上避孕

套后深入阴道，检查盆腔内情况，包括子宫大小，是否有妊娠

囊，附件和直肠子宫陷凹等部位是否有无包块，若有包块，观察

包块性质以及与子宫的关系，盆腔内是否有液性暗区等。本次

研究选择超声仪器为ＳＳＤ３５００增强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腹部探头频率为１８～５０ＭＨｚ，阴道探头频率为５０～８０ＭＨｚ。
对比两种超声检查方法的诊断符合率以及超声图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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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检验
对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计量资料采取ｔ检

验，率的比较采取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判断标准。

"

　结果
２１　不同超声检查方式诊断符合率对比

经腹部Ｂ超符合诊断８８例，不符合诊断３２例，符合诊断率
为７３３３％。经阴道Ｂ超符合诊断１１６例，不符合诊断４例，符
合诊断率为９６６７％。经阴道Ｂ超检查方式符合诊断率高于经
腹部Ｂ超检查方式。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不同超声检查方式超声图像对比

经腹部 Ｂ超检查附件包块 ９７例（８０８３％），胚芽 ７例
（５８３％），心管搏动７例（５８３％），盆腔积液７６例（６３３３％），
假孕囊 ５例（４１７％）；经阴道 Ｂ超检查附件包块 １１８例
（９８３３％），胚芽２５例（２０８３％），心管搏动１９例（１５８３％），
盆腔积液１０７例（８９１７％），假孕囊１８例（１５００％），经阴道 Ｂ
超超声图像检出率高于经腹部 Ｂ超，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随着Ｂ超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诊断异位妊娠的主

要手段之一，异位妊娠的前期诊断得到有效提高，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急症发生引起的孕妇死亡的事件［６］。近来有关于腹

部超声或阴道超声检测异位妊娠敏感度的研究逐渐增多，不同

超声方式以其各有的优缺点在不同医院或不同患者间选择也

略有不同［７］。经腹超声操作起来较为简单，孕妇接受起来较为

容易，可以较清晰明确的显示出肿块的位置及形态等，但对于

位置相对深入或体积较小的妊娠灶则难以识别［８］。而经阴道

彩超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肠管内气体及腹部脂肪层的干扰，视

野相对更清晰［９］。

不同超声检查方式比较看来，腹部Ｂ超需要孕妇在检测前
进行膀胱充盈，而阴道Ｂ超则不需要，缩短了孕妇等候的时间，
同时降低了膀胱刺激导致的不适感［１０］。从检查位置比较来看，

阴道Ｂ超的探头与子宫位置比腹部Ｂ超关系更加接近，对于内
膜及内部其他器官如卵巢、输卵管的直观性更强［１１］。经腹部 Ｂ
超探测患者子宫内部情况时需经过腹部脂肪对超声信号的减

弱过程，如孕妇腹部脂肪层较厚，则对探测结果有明显影响，但

阴部Ｂ超则无此困扰［１２］。另外，阴道 Ｂ超使用的探头频率相
对更高，得到的图像效果也更加清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诊断

准确率。

结果显示，经腹部Ｂ超符合诊断８８例，不符合诊断３２例，
符合诊断率为７３３３％。经阴道 Ｂ超符合诊断１１６例，不符合
诊断４例，符合诊断率为９６６７％。比较发现，经阴道 Ｂ超检查
方式符合诊断率高于经腹部Ｂ超检查方式。经统计学检验，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部超声符合诊断率相对较低
的原因可能与超声经腹部脂肪后图衰减导致，或者由于膀胱充

盈或腹部胀气等原因导致的病灶检出率不高［１３］。而阴道超声

则分辨率相对较强，不受上述因素干扰，具有较高的病灶识别

率，准确率相对高些［１４］。

经腹部 Ｂ超检查附件包块 ９７例（８０８３％），胚芽 ７例
（５８３％），心管搏动７例（５８３％），盆腔积液７６例（６３３３％），

假孕囊 ５例（４１７％）。经阴道 Ｂ超检查附件包块 １１８例
（９８３３％），胚芽２５例（２０８３％），心管搏动１９例（１５８３％），
盆腔积液１０７例（８９１７％），假孕囊１８例（１５００％）。经阴道Ｂ
超超声图像检出率高于经腹部 Ｂ超，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然，虽然从结果来看，阴道超声的检出
阳性率相对更高，但如果要进行阴道超声检测需满足一定条

件［１５，１６］。由于阴道超声使用的探头频率较高，所以分辨率也相

对较高，但也是因为此，导致其穿透距离有限。当孕妇怀孕周

数大些时，造成盆腔扩大，阴道超声对其的检测能力就相对下

降，所以阴道超声更加适用于早期的妊娠诊断。另外，针对未

婚或者阴道Ｂ超探头难以到达子宫颈部分的患者，则需要选择
腹部超声进行检测。

综上所述，经阴道 Ｂ超诊断异位妊娠准确率较高，且具有
安全无痛等特点，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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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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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的
临床应用
吴春霞１　余翔２△　杨红兵３

１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４０００
２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病理科，重庆 ４０４０００
３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应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采
用随机数表法将１０８例产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给予对照组产妇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术进行治
疗，给予观察组产妇改良的Ｂ－ｌｙｎｃ缝合术治疗。对比两组产妇的手术成功率、术后出血量、术中出血量、二
次手术发生率和并发性疾病发生情况。结果：对照组产妇的术中出血量为（１５３８７±６４２１）ｍＬ，术后４８ｈ出
血量为（４２９２±３３７）ｍＬ，手术成功率为３５１８％。观察组产妇的术中出血量为（１１１３８±３４３５）ｍＬ，术后
４８ｈ出血量为（１２６９±５８４）ｍＬ，手术成功率为９４４４％。对照组产妇的二次手术发生率为２５９２％，并发性
疾病的发生率为１１１１％。观察组产妇的二次手术发生率为３７０％，并发性疾病的发生率为０００％。比较
两组产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的术中、术后出血量、二次手术发生率和并发性
疾病发生率均显示低于对照组产妇，手术成功率高于对照组产妇。结论：对于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产

妇采用改良Ｂ－ｌｙｎｃ缝合术治疗较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术能够显著降低术中和术后出血量、降低二次手术
发生率和并发性疾病发生率，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　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宫腔填塞纱布术；改良Ｂ－ｌｙｎｃ缝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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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ａｃｋｉｎｇｇａｕｚｅｓｕｒｇｅｒ
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ｌｙｎｃｓｕｔｕｒ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产后出血是孕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并发症，是造
成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约为分娩总数的２％
～１１％，严重产后出血是造成孕产妇死亡或围产期子宫切除的
主要原因之一［１］。同时约７０％ ～８０％的孕产妇发生产后出血
的首要原因是宫缩乏力［２］。因而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
产妇为研究对象，对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中难治性产
后出血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探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重庆市万州区妇幼
保健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年龄
为２０～３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３±２５）岁；孕期为３１－４３周，平
均孕期为（３６８±１２）周；初产妇６３例，经产妇４５例。采用随
机数表法将１０８例产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观察组
产妇平均年龄为（２８７±２６）岁；初产妇３１例，经产妇２３例。
对照组产妇平均年龄为（２７９±２８）岁；初产妇３２例，经产妇
２２例。比较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胎儿分娩出后１ｈ内的出血量≥１５００ｍＬ或
因出血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多功能器官衰竭。经临床诊断经阴

道或者经腹腔按摩子宫，并使用宫缩剂，静脉推注钙剂，剖宫产

术中热盐水湿敷子宫等各种保守治疗无效，且出血速度快；（２）
产后出血采用保守治疗者；（３）出血凝血功能紊乱，且发生多个
器官功能性衰竭者；（４）出血速度快，且分娩后１ｈ内出血量超
过１５００ｍＬ者；（５）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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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给予对照组产妇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术，使用碘

伏纱布将子宫填塞，给予产妇按摩后并进行常规缝合，并给予

缩宫剂。

观察组：给予观察组产妇改良的 Ｂ－ｌｙｎｃ缝合术治疗。将
产妇的子宫从盆腔轻轻的拽出，双手紧紧的握住产妇子宫并对

其进行挤压。在距离子宫切口约３ｃｍ的下方偏右侧进针，穿过
宫腔后，将针于距离子宫切口相同的约３ｃｍ的上部分偏右侧穿

出。在垂直于子宫体的位置从下而上的进行垂直褥式进行缝合

１针，注意不穿过蜕膜层。在子宫下部将缝合针绕一圈，于子宫
后壁部分由外到内、由右到左的通过子宫全层进针。于子宫切

口左侧部分的相对应位置出针，然后使用缝合线环绕宫底一

圈。然后在垂直于子宫体的位置由下而上的不穿过蜕膜层垂

直褥式进行缝合１针。于子宫切口距离约３ｃｍ处的左上部位
将针送出，并进行张力缝合，绕到子宫颈部后方打结，然后进行

常规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产妇的手术成功率、术后出血量、术中出血量、二

次手术发生率和并发性疾病发生情况。将吸收出血的敷料收

集，并根据敷料的吸水量计算术中和术后出血量，记录手术中

的出血时间，计算出血速率。

疗效评定：（１）有效：生命体征平稳，子宫逐渐收缩，尿量逐
渐正常，阴道出血的速率 ＜５０ｍＬ／ｈ。（２）无效：继续出血，阴道
出血的速率 ＞５０ｍＬ／ｈ，生命体征恶化，子宫不收缩，尿量 ＜
３０ｍＬ／ｈ，少数产妇无尿。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以频数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结果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的成功率和术中、术后出血量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产妇的术中出血量为（１５３８７±
６４２１）ｍＬ，术后４８ｈ出血量为（４２９２±３３７）ｍＬ，手术成功率
为３５１８％。观察组产妇的术中出血量为（１１１３８±３４３５）ｍＬ，
术后４８ｈ出血量为（１２６９±５８４）ｍＬ，手术成功率为９４４４％。
比较两组产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的成功率和术中、术后出血量

分组
例数

（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４８ｈ出血量

（ｍＬ）
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４ １５３８７±６４２１ ４２９２±３３７ １９（３５１８）

观察组 ５４ １１１３８±３４３５ １２６９±５８４ ５１（９４４４）

χ２／ｔ ２４２１ ２２８１ ５３９７

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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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产妇的并发性疾病和二次手术发生率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产妇的二次手术发生率为２５９２％，

并发性疾病的发生率为１１１１％。观察组产妇的二次手术发生
率为３７０％，并发性疾病的发生率为０００％。比较两组产妇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的并发性疾病和二次手术发生率

分组 例数 二次手术发生率 并发性疾病（产褥病）

对照组 ５４ １４（２５９２） ６（１１１１）

观察组 ５４ ２（３７０） ０

χ２／ｔ ７８４２ ６３８３

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

　讨论
难产性产后出血是一种孕妇在分娩时发生的严重并发性

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约为１０％。因而选择能够尽量减少创伤
或无创伤的止血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尽量保留产妇生殖内分泌

功能［３］。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术进行止血，并未达到令人满意

的止血效果，且填塞不均匀或填塞不紧都可能会造成迟发性出

血或隐匿性出血，技术要求较高［４］。且填塞纱布所需时间较

长，会增大宫腔感染的风险率，进而增大产褥病的发生率［５］。

填塞纱布后２４ｈ取出宫腔纱布，可能造成迟发性子宫出血。因
而近年来出现的改良的Ｂ－ｌｙｎｃ缝合术适用于剖宫产术中经一
般处理均无效的宫缩乏力性出血［６］。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８例剖宫产中难治性
产后出血产妇为研究对象，对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中
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探究。

改良的Ｂ－ｌｙｎｃ缝合术是一种新型的控制产后出血的缝线
法，其主要利用纵向机械性压迫来挤压子宫壁弓状血管，使血

流量显著减少、变缓，进而形成局部血栓而达到止血的目的，同

时子宫肌层缺血，能够促进子宫进一步收缩进而压迫血窦，使

血窦关闭达到止血的目的［７，８］。改良的 Ｂ－ｌｙｎｃ缝合术能够迅
速有效的控制术中难治性子宫出血，且与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

术相比较，没有填塞物留置与宫腔内，发生感染和产褥病的发

生率也较低［９，１０］。同时产妇在分娩后第一周会经历较为明显的

复旧过程，因而２４～４８ｈ内缝线会失去部分张力，但是此时血栓
已经形成，血窦闭塞后进而达到止血目的［１１，１２］。本文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产妇的术中、术后出血量、二次手术发生率和并发

性疾病发生率均显示低于对照组产妇，手术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产妇。比较两组产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
是由于动脉压降低后，血流显著减慢，同时产妇受到纵向压迫

后血窦被动关闭。

同时采用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具有以下几个优点：（１）改
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不仅能够对胎盘位于宫角的部分的出血部
位进行直接有效的压迫，同时也能够通过直接压迫宫体达到治

疗宫体部出血的目的［１３］。（２）改良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能够通过
横向和纵向的缝合线对子宫前后壁产生有效的压迫，进而闭合

宫腔达到压迫子宫血管，达到减少出血或直接止血的目的［１４］。

（３）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能够扩大对子宫下段的缝合范围，能
够显著的减缓前置胎盘引起的子宫下段出血，因而对前置胎盘

引起的子宫下段出血的止血效果也较好［１５］。

综上所述，对于剖宫产中难治性产后出血产妇采用改良 Ｂ
－ｌｙｎｃ缝合术治疗较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术能够显著降低术中
和术后出血量、降低二次手术发生率和并发性疾病发生率，可

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ｏｙｎｕｋａｌｉｎＦＫ，ＢｏｙａｒＨ，ＧｏｒｍｕｓＨ，ｅｔ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ｙｐ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ｒ

ｔｅｒｙ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ｅ：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０（１）：８５－８８．

［２］　朱群飞，陈健．卡前列素氨丁三醇预防剖宫产术中及术后出血的

疗效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８）：１５－１６，２０．

［３］　ＧｉｂｂｉｎｓＫＪ，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ＣＭ，ＲｏｕｓｅＤＪ，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ｔｈｅｒ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２０８（３）：１８１－１８３．

［４］　王新彦，李洪霞，冀涛，等．剖宫产产后出血的相关因素病例对照

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６）：１０５２－１０５３．

［５］　罗永红，何莲芝，孙云霞．卡前列素氨丁三醇防治剖宫产术中、术

后出血的临床研究．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２０１２，１７（３）：３２６

－３３０．

［６］　魏红，戴哲凡，黄修治．子宫压迫缝合术在剖宫产产后出血治疗

中的作用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７）：１８－２０．

［７］　郅玲玲，马秀华，王会芝，等．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中难

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应用．重庆医学，２０１３，４２（５）：５５９－５６０．

［８］　张庆红．宫腔纱条填塞与 Ｂ－Ｌｙｎｃｈ缝扎法在治疗剖宫．安徽医

药，２０１２，１６（１０）：１４７０－１４７２．

［９］　程维良，杨洋，田冬梅，等．几种宫腔填塞方法在产后出血急救中

的应用比较．中国美容医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４）：１９２－１９３．

［１０］　谭芸，孔琳，龙俊青，等．宫腔填塞并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治疗剖宫产

产后出血的临床分析．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４２８－１４３０．

［１１］　严瑞珍．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产后出血处理中的临床

应用．河北医药，２０１２，３４（１６）：２４５５－２４５６．

［１２］　何秋玲，刘冬艳．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阴道填塞治疗剖宫产术中宫

缩乏力出血２２例．广西医学，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１１３－１１１４．

［１３］　李华，徐红云，常平，等．改良式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产后

出血中的应用．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１６（５）：１１６－１１７．

［１４］　王玉英．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在剖宫产术宫缩乏力性产后出

血中的应用．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１５）：２３７１－２３７２．

［１５］　曹会荣．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分析．河北医药，

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２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１０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尹玲（１９７０－），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宫颈
疾病临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曾碧涛，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ｌｈｈ１２５＠１６３．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７

不同盆底康复治疗女性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疗效评估
尹玲１　曾碧涛２△　朱咏梅３

１仙桃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湖北 仙桃 ４３３０００
２仙桃市中医医院内科，湖北 仙桃 ４３３０００
３仙桃市中医医院药剂科，湖北 仙桃 ４３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盆底康复治疗对产后妇女盆底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期间，来我院治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女性１４０例为研究对象，其中观察组８０例，
对照组６０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以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治疗，对照组用阴道哑铃训练，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盆底肌力情况。结果：经过康复治疗，两组的盆底肌强度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的改善，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在Ⅴ级中的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尿
频、尿急症状等的发生率比对照组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生物反馈
联合电刺激治疗是治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值得临床普及和推广。

【关键词】　盆底功能障碍；盆底康复治疗；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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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ＤＦ）是指盆
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的总称，其表现包括子宫脱垂、性

生活不愉快等［１，２］。在我国，大约有一半的已育妇女有不同程

度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３］。为了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盆底

康复治疗已成为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主要方法。本研

究采用生物反馈治疗仪，评价盆底肌康复训练对治疗女性产后

盆底功能障碍的疗效。

!

　对象与研究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期间，来我院治疗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女性１４０例为研究对象，其中观察
组８０例，对照组６０例，年龄２２～４０岁。所有妇女产前均检查，
无器质性疾病、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等。观察组与对照组在

年龄、体重指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 ·１０７　　·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例） 年龄（岁）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产次（次）

对照组 ６０ ３０２±６７ ２１２±１３１ １５±０５

观察组 ８０ ２９５±７１ ２１５±１２９ １４±０７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阴道哑铃训练，训练初期将最轻或直径最大的

阴道哑铃置入阴道内，让患者收缩盆底肌肉使哑铃在阴道内停

留１ｍｉｎ，以后逐渐增加哑铃停留时间，当哑铃能够停留１０ｍｉｎ
并且在咳嗽、跑步等腹压增加的情况下都不脱落时，改换重量

较大或直径较小的哑铃，１５ｍｉｎ／次，１次／ｄ，疗程３个月。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治疗，具体如下：

盆底肌肉刺激治疗仪（ＡＭ１０００Ｂ型，深圳科瑞康），刺激电流最
大强度以患者有肌肉收缩或跳动感而无疼痛感为准，通常选择

１０～２５ｍＡ，刺激时间２０ｍｉｎ，治疗期间根据患者盆底肌力情况逐
渐增加治疗时间及电流参数；每次治疗后嘱咐患者做主动提肛

运动，１～２次／ｗ，每个疗程ｌ５次。观察所有患者的盆底肌力改
善情况，并且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４个月的追踪观察，比较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盆底肌力改善情况，探讨两组患者

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

１３　盆底肌力级别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会阴肌力测试法（ＧＲＲＵＧ）［４］，将盆底

肌力按标准分为６个级别。见表２。

表２　盆底肌力分级标准

阴道肌肉收缩持续时间 肌力

０ｓ ０级

１ｓ Ⅰ级

２ｓ Ⅱ级

３ｓ Ⅲ级

４ｓ Ⅳ级

５ｓ或者＞５ｓ Ⅴ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结果的分析。结果使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分析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比较分析

两组患者经过康复治疗，盆底肌强度都得到恢复，且治疗

前后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观察组中
Ⅱ级、Ⅲ级患者数低于对照组，而Ⅴ级患者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２　两组盆底功能不同受损症状比较

观察组患者腰骶酸痛、下坠感、阴道松弛、干涩症状、尿频、

尿急症状的发生率都比对照组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盆底肌力比较

组别
治疗前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治疗后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观察组
３０
３７５

２７
３３８

１３
１６３

１０
１２５

８

１００＃
１０

１２５＃
１９

２３８＃
４３

５３８＃

对照组
２２
３６７

２１
３５０

１０
１６７

７
１１７

１０

１６７＃
１５

２５０＃
１４

１３３＃
２１

３５０＃

　　注：＃表示治疗前后自身对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示
与对照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盆底功能不同受损症状比较

组别 例数 腰骶酸痛 阴道松弛 阴道干涩 尿频、尿急

对照组 ６０２５（４１６７％）２７（４５００％）２６（４３３３％）１８（３０００％）

观察组 ８０２１（２６２５％）１６（２０００％）１２（１５００％） ６（７５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在孕期和产时的异常情况（如孕妇体重增加过甚、胎儿过

大、羊水过多、产程过长、难产、阴道助产等）都会使盆底肌肉受

损更加严重，表现为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等一系列盆

底损伤和缺陷。女性盆底功能康复治疗是指在整体理论的指

导下，试行对盆底支持结构的训练、加强及功能恢复［５］，从而治

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６－９］。所以，产后进行盆底功能的

康复训练，是预防日后发生盆底功能障碍的关键。尽管国内国

外多数学者认为，在早期进行盆底肌肉的训练［１０－１２］对于预防

治疗产后尿失禁和提高产后性生活质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

用，然而，盆底功能康复治疗在我国的目前情况下还处于起步

阶段，这是由于大部分已育妇女对盆底肌肉功能康复治疗认识

不够，认为其影响不大，且因为其在隐私部位，由于羞涩，不敢

过多去医院检查等原因［１３，１４］，导致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缠身的

妇女长期处于痛苦中。

电刺激治疗通过放置在阴道内的探头传递不同的电流，刺

激盆底肌肉和神经，增加盆底肌强度和力量。生物反馈是一种

行为训练技术，通过不易被察觉的肌肉生理给视觉或听觉信

号，并反馈给患者，使患者确实感觉到肌肉运动，并学会如何改

变和控制生理过程。通过生物功能波唤醒盆底肌神经细胞技

术，提升局部敏感度，增强阴道和盆底肌群弹性。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对照组（阴道哑铃训练）的基础上联

合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１５，１６］，盆底肌力的康复情况明显好于仅

采用阴道哑铃训练的患者，揭示了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联合阴

道哑铃训练治疗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的重要意义。所以，盆底肌

功能锻炼与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治疗对预防和治疗产后盆底

功能障碍疾病有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治疗是

治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值得临床普及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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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的不同诊断标准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分析
池鸿斐１　黄引平２　王沁芳１　柯汝淑１

１瑞安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２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的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诊断标准对围产期母婴结局的影响，为临床提供指
导和帮助。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尿病筛查并于我院分娩的２２００
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１００例，其中对照组按照我国第７版《妇产科学》
中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进行诊断，观察组按照国际糖尿病于妊娠研究组（ＩＡＤＰＳＧ）制定的妊娠期糖尿
病诊断标准进行诊断，比较两组孕妇的ＧＤＭ检出率、妊娠期并发症、分娩方式以及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对照组共检出６１例（５５５％），观察组共检出８７例（７９１％），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胎膜早破和羊水过多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新生儿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以及巨大儿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按照 ＩＡＤＰＳＧ制
定的ＧＤＭ诊断标准进行诊断，能有效降低胎膜早破、羊水过多等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降低剖宫产率，同时
也降低了巨大儿以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可有效改善围产期母婴结局，适合推广应用。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母婴结局；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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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指的是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生的糖代
谢异常，程度轻重不一，ＧＤＭ可导致孕妇的自然流产的发生，增
加了妊娠期常见病的发生率，同时可以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巨

大儿、胎死宫内、妊娠期高血压以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

生，影响围产期的母婴结局［１－３］。目前，对于ＧＤＭ的诊断，国内
外仍然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因此对某些人群是否需要开始进行

干预管理也就存在争议。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ＩＡＤＰＳＧ）
于２０１０年制定了新的ＧＤＭ诊断标准，该诊断标准目前已经被多
国家接受和使用，使用新诊断标准诊断，ＧＤＭ的发病率增高，对
诊断出的 ＧＤＭ患者进行干预和相应的管理［４］。本研究选择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尿病筛查并
于我院分娩的２２０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１１００例，分别采用新标准和旧标准进行诊断，比较两
种标准诊断出的ＧＤＭ患者的围产期母婴结局，具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
尿病筛查并于我院分娩的２２０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
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１００例。纳入标准：均为首次来我院进
行产检，孕前体重指数（ＢＭＩ）均正常，且为单胎妊娠、初次分娩。
排除标准：合并有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病的患者。于

妊娠２４～２８周进行糖筛查检查，其中观察组按照国际糖尿病于
妊娠研究组（ＩＡＤＰＳＧ）制定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进行诊
断，对照组按照我国第７版《妇产科学》中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
标准进行诊断。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ＩＡＤＰＳＧ诊断标准　妊娠２４～２８周进行７５ｇＯＧＴＴ

检查，其中空腹和服糖后１ｈ以及服糖后２ｈ的血糖值分别 ＜
５１ｍｍｏｌ／Ｌ，＜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８５ｍｍｏｌ／Ｌ。其中任意一点异常
则可诊断为ＧＤＭ。
１２２　旧诊断标准　①经过空腹血糖测定，有两次或者两

次以上的空腹血糖值≥５８ｍｍｏｌ／Ｌ；②在妊娠２４～２８周进行糖
筛查试验，给予 ５０ｇ葡萄糖粉口服，口服 １ｈ后的血糖值≥
７８ｍｍｏｌ／Ｌ则糖筛查试验为阳性，则对空腹血糖进行测定，若其
空腹血糖发生异常，则诊断为 ＧＤＭ，对于空腹血糖正常的受检
者，再进行ＯＧＴＴ检查；③ＯＧＴＴ检查：空腹时间达到１２ｈ之后，
给予７５ｇ葡萄糖口服，具体标准为：空腹时为＜５６ｍｍｏｌ／Ｌ，１ｈ＜
１０３ｍｍｏｌ／Ｌ，２ｈ＜８６ｍｍｏｌ／Ｌ，３ｈ＜６７ｍｍｏｌ／Ｌ。以上若存在两
项以及两项以上的异常值，则可诊断为ＧＤ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使用
率表示，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的形式表示，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若 Ｐ＜００５，
则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种诊断标准的ＧＤＭ检出率比较

对照组共检出 ６１例（５５５％），观察组共检出 ８７例
（７９１％），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孕妇的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为：两组比较结果显

示，胎膜早破和羊水过多的发生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产后出血和胎儿窘迫的发生情况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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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种不同诊断标准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
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胎膜早破 羊水过多 产后出血 胎儿窘迫

观察组 ８７ １４（１６０９） ４（４６０） ３（３４５） ５（５７５）

对照组 ６１ １７（２７８７） ６（９８４） ２（３２８） ４（６５６）

Ｐ －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７２４ ０８１５

２３　两组孕妇分娩方式
观察组阴道分娩５８例，产钳助产１例，剖宫产（有指征）２８

例；对照组阴道分娩３４例，产钳助产２例，剖宫产（有指征）２５
例。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的分娩方式比较

组别 例数 阴道分娩 产钳助产 剖宫产

观察组 ８７ ５８（６６６７） １（１１５） ２８（３２１８）

对照组 ６１ ３４（５５７４） ２（３２８） ２５（４０９８）

２４　两组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比较
两种不同诊断标准，新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为：新生儿低

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巨大儿的发生率比较，观察

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新生儿并发生的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低体重儿 巨大儿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新生儿低血糖 早产儿 新生儿黄疸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发育畸形

观察组 ３（３４５） １０（１１４９） １（１１５） ３（３４５） ２６（２９８９） ３３（２６４４） ２（２３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３２８） １５（２４５９） ３（４９２） ７（１１４８） １８（２９５１） １６（２６２３） １（１６４） ０（０００）

Ｐ ０７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８３３ ０８９７ ０３１５ ０９２５

#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在国内外尚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因

此对于判断一组人群是否需要进行 ＧＤＭ干预管理措施也就存
在着争议［５，６］，我国使用的２００７年 ＧＤＭ的诊断标准参考的是
第７版《妇产科学》中的ＧＤＭ诊断标准，而在临床工作中，使用
该标准大多时间会忽视空腹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同时对出现明

显的临床表现的一组高危孕妇，易造成漏诊，也就进一步导致

了有效干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后期将会引起孕妇以及

新生儿严重的并发症，对母婴结局以及孕妇子宫都会产生不利

的影响［７－１０］。有研究认为，除了在妊娠前已确诊存在糖尿病的

孕妇，其他的孕妇尤其是针对高危孕妇，均需要进行早期空腹

血糖的监测，才能保证尽早做出诊断，尽早进行干预管理措施，

在妊娠２４～２８周，对孕妇进行 ＯＧＴＴ试验筛查。ＧＤＭ对母婴
的不利影响不止是远期的影响，同时也存在近期的影响［１１－１３］。

近期影响主要的表现是孕妇容易发生自然流产、妊娠期高血压

以及胎儿畸形发生率也会明显增高，除此之外，还会引起巨大

儿、羊水过多、死产死胎、胎儿发育迟缓，母儿的感染机会增加，

同时也会增加手术产，产伤的发生几率也将会明显增加。我国

目前的ＧＤＭ患病率正在升高，而其中存在的未诊断为糖尿病
的患者，对母儿的健康有着较大的不良影响，其影响程度明显

高于ＧＤＭ［１４］。与此同时，血糖的升高也会导致胎儿发育迟缓。
对于ＧＤＭ患者的血糖变化特点，研究表明，主要是在妊娠中晚
期开始发生血糖升高，若不加强管理，将会导致胎儿发生高胰

岛素血症、高血糖等，最终导致胎儿的过度生长，巨大儿的发生

率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子代远期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

发生几率［１５，１６］。

新的ＧＤＭ诊断标准省略了 ＯＧＴＴ的第３ｈ的血糖检测，而
通过其中的两项指标即可诊断ＧＤＭ，目前我国有研究人员对此
方法正在验证。国外的大多数国家均检测孕妇的空腹血糖以

及 ＯＧＴＴ的１ｈ、２ｈ、３ｈ的血糖水平，所以，对于是否能省略ＯＧＴＴ
的第３ｈ的血糖检测，目前世界上尚没有统一的说法［１７，１８］。本

研究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
尿病筛查并于我院分娩的２２００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１００例，分别采用新标准和旧标准进
行诊断，比较两种标准诊断出的 ＧＤＭ患者的围产期母婴结局，
结果显示，对照组共检出６１例（５５５％），观察组共检出８７例
（７９１％），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胎
膜早破和羊水过多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新生

儿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巨大儿的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ＤＭ对胎儿
以及新生儿影响现已经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对围产期监

测以及治疗加强，围生儿发病率也在明显地下降［１９，２０］。但是发

生率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对于不能及时、正规并且严

密地监测血糖水平的患者，会造成患者的子宫、阴道以及宫颈

和胎儿、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能够接受及时且比较正

规的内科治疗的患者，因此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进行处理的

患者，对于其母婴结局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按照 ＩＡＤＰＳＧ制定的 ＧＤＭ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能有效降低胎膜早破、羊水过多等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降低

剖宫产率，同时也降低了巨大儿以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

发生，可有效改善围产期母婴结局，适合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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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性别意识男性的男性气质研究
周洪超　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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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１０位具有性别意识的男性在“男人讲故事”活动中的演讲文本进行整理分析，观察到在
１０名男性个人生命史不同时期的独特具体的多元男性气质实践，并总结出三个要点：（１）男性性别意识的觉
醒；（２）男性性别意识的反思；（３）男性参与：基于性别平等的多元男性气质实践。最终得到男性参与是在男
性意识与男性气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下才最终得以实现的结论。

【关键词】　性别意识；男性气质；男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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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意识是在性别基础上的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认识，
性别作为一种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

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我们对社会、他人、自身等的认识。性别

意识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在不断的解构、建构的过程中被重塑着。“没有性别意识并非

表示他／她对于性别没有看法，而是把社会的性别现象视为理
所当然的存在或认为男生／女生天生如此，而没有从社会文化
建构的角色来认识与分析，也没看到改变现象的可能性。”［１］为

了改变性别压迫、促进性别平等，性别意识的觉醒是男性参与

到性别平等运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男性的性别意识是男性对于性别的认识，而男性气质作为

男性自身的切身经验也尤为重要。毕恒达［１］曾指出“无论在家

里、学校、办公室各种生活生活场所中，没有人可以逃离性别关

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处理、实践性别角色，因此性别论述很难

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如果没有切身的经验来支持，就很难

对性别论述有持续投入。”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其是在女性研究的推动下活跃起来的，女性主义的

社会性别理论可以说是多样性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论基石［２］。

Ｋｅｓｓｌｅｒ等［３］在这项研究揭示，影响男性气质的因素可分为许多

种层次，包括性倾向的、阶级的、种族的，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

男性气质的建构。康纳尔［４］认为：“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孤立的

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其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

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方刚［２］

认为，这些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间存在

着等级，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

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

随着全球男性参与运动的兴起，男性参与到性别平等实践

中越来越成为国际性别平等运动的共识。对于具有性别意识

的男性，这些男人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体验

了什么感受，反思了什么问题，获得了怎样的认识，最终又是如

何投入到中国的男性参与运动中的呢？以及在这些经历中又

是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身的男性气质的呢？这些问题将是本

文探讨的重点。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由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在全国举

办的“男人讲故事”项目邀请来十位具有性别意识并参与性别

平等实践的男性［５］。本文中涉及的对象有以下人：Ａ：性与性别
研究专家；Ｂ：心理学家，性别平等主义者；Ｃ：台湾性别研究学
者；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中文系博士；Ｅ：幼儿园教师；Ｆ：家庭
主夫，普通工人；Ｇ：同志权益活动家；Ｈ：酷儿、热心公益的后现
代女权主义者；Ｉ：公益活动家；Ｊ：裙装酷儿。
!

　性别意识的觉醒
在生活中的性别事件无处不在，并且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

带着性别意识的视角去看待，在男性的生活也绝对不乏更具有

突出性的性别事件，对这些经历的体验是他们性别意识觉醒的

敲门砖。

１１　切身的性别经验
这种切身的性别体验，有些来自于当男性表现出社会界定

的女性特征的时候，即被称为“娘娘腔”而遭到歧视的时候。

“除了同学会说我不男不女，老师也看不惯我：‘唧唧歪歪，磨磨

唧唧的，怎么像个小女生’……那时候我上厕所都害怕，我怕别

人觉得我特别女气，所以我往往是等别人都走了以后我才敢去

上厕所，穿过人群的那一刹那间，我也很恐惧。”（Ｇ同志权益活
动家）“班上的男生觉得我太女性化了，班上的女生觉得我不够

男生。大部分同学都觉得我是‘怪胎’、‘人妖’。”（Ｃ学者）
这种基于对女性污名化的对男性的贬损，其内在的含义是

在说，当一个男性表现的女性化的时候，就是一个男性对于自

身的自我贬低。因为女性化男性气质有损传统男性气质的本

质，因此传统男性气质的构建尽可能的撇清跟女性化男性气质

的关系，但是，当女性气质置于男性身体中时，既是对传统男性

气质的挑衅，也造成了传统男性气质对于女性气质更深的诋

毁，因为他们是无法忍受男性身上表现出女性气质的，因此他

们将嘲笑做为去除自身女性气质的仪式，试图将这种符号从自

身祛除，因此暴力就产生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自身“娘娘腔”的态度转变，从被

排挤、嘲讽，感到自卑否认自我，到认识到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和

自身男性气质的独特性而肯定自身价值。其中男性气质作为

一种自我确认的机制对个人的性别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可自身这部分的男性气质，给男性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感。正

如Ｃ所说的：“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罢了，
他人没啥好紧张与焦虑的。娘娘腔男孩自己很确定自己的认

同，不确定的是那些质疑娘娘腔的人。”也正是这些体验促使男

性开始思考性别意识的问题：“一个男孩子，被称作二尾子、娘

娘腔、娘炮、假男人，这是对于我性别角色的质疑、挑战，所以我

当时本能地内心很不愉快，我的性别角色在那个时候面临着一

些冲击。”（Ａ）这种经历促成了部分男性对于压迫的体验，在其
后对于女性不平等的认同也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使得这部分男

性有更多机会倾听女性经验，较多接触女性主义。

另外对自身传统男性角色的体验也在刺激着男性的性别

意识：“童年的生活还是给我留下一个意识：我是这个家的男

孩，将来是要主事的，家庭的很多责任、家族的很多责任，我是

需要担当的。那时就会产生一些疑惑：是说的那样吗，为什么

要这样呢？男孩就是要比女孩重要、比女孩强吗？”（Ｂ学者）中
国重男轻女的文化，是一种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这

种文化对从小就在其中成长的人进行着性别建构。男性承受

家庭压力与期待的同时，也获得家中其他女性没有的权力，在

这背后其实是性别歧视的父权体系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共同

压迫。

Ｈ酷儿在被“男女有别”的思想教化的时候想到：“‘男女有
别’又怎么样？除了性别是男是女以外，每个人的长相、高矮胖

瘦，都有区别！为什么别的不提，单说性别的不同，而且搞得这

么神秘、这么鬼鬼祟祟的？……这一切，都让幼年的我，对所谓

的‘男女有别’，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分明是不公平的游戏规

则！生理上的男和女，纯属买彩票一样的偶然，男孩子天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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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肆意犯规，而女孩子则生来就要被严厉对待：这，合理吗？”

由于这些矛盾导致了个人困惑，并最终使他们对传统性别划分

提出了疑问。

１２　对女性的不平等的认同
除了自身作为男性的体验，身边的女性受害者、从事传统

女性活动或职业都会促使男性对女性及性别问题有更多的

醒悟。

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的母亲是对男人性别造成冲

击的突破口：“第一个愿望（性别平等）的产生和我母亲有关。

我母亲是一个地位极低、受尽各种欺负、各种折磨的女人……

家里的财产分配什么的，我老妈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干活的时

候有她的份……甚至也没有任何人去感激一下她曾经的付出，

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Ｅ幼儿园教师）Ｇ同志权益活动
家也提到：“妈妈是因为我爸爸才放弃了事业的，对她来说，自

己的事业没有什么意义了，照顾我、我姐姐还有我爸爸才是最

重要的。”

当家庭主夫Ｆ处在传统女性家庭角色上时，其体验到女性
角色的感受的同时，也发出了疑问：“在别的家庭里面，作为妻

子、母亲，她们的牺牲往往都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我

家，为什么我这样就会被认为‘不够男人’？”

Ｅ幼儿园老师在从事了传统女性职业之后看到“女老师们
似乎陷入了一种‘女性模版’的枷锁里———一旦觉得自己做的

事情不符合‘女性标准’的时候，自己就先把自己给否定了，她

们不敢做真正的自己……很多女老师之所以对自己的职业没

有太高的追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她们认为不需要由自己

来养家，在很多年轻女老师的心里是这样的想的。”

学者Ｂ在进行心理咨询时看到遭受性侵而不敢发声的女
性，以及公益家Ｉ在帮助乡村妇女的过程中看到他们艰辛的打
工生活时，他们都对这些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认同，但是

在笔者看来，这种认同并非是对其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

而是对其不平等的认同，并由此深刻的体验到性别压迫所带来

的伤害。这种认同也是松动其自身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过

程，使其意识到自身的男性特权身份以及在父权制社会中的

获益。

１３　男性的性别暴力
暴力是构建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存在

性别之间，也包含了在同性阶层中的暴力：“暴力是我爸自己觉

得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但这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我的懦弱

是来自于家暴对我的影响，我姐姐的命运也和父亲的教育方式

及家暴行为有关。”（Ｇ同志权益活动家）“小的时候，我老妈经
常不知道啥原因被我老爸打，打的多了，谁也受不了，我老妈就

老往我姥姥家跑。”（Ｅ幼儿园教师）“爸爸的种种做法———尤其
是他对妈妈的家暴———都让我从小就觉得：男人被很多‘天生

的’特权惯坏了，就像永远被放纵、永远长不大的坏孩子，而这

些特权既伤害妻子、家人，也害了自己。”（Ｈ酷儿）“有一次他受
不了我持续的言语贬损，就一拳将我也打出了鼻血，当时我为

自己不够男人，被别人打出鼻血而感到羞耻。”（Ｄ志愿者）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６］用“男性气质焦虑”（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ａｎｘｉｅｔｙ）来描述

男性在面对自己的男性角色面临瓦解的时候产生的情绪。当

面对男性气质焦虑的时候，当事人会组织或重新组织他的认

知、行为及记忆来支持其理想男性气质。暴力可以看作男性在

外部现实面前没有办法保持其理想的男性气质时而采取的行

动。从这个方面来说，导致暴力的因素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他对自己作为个体的认知和他内心对于男性的认知［１３］。在这

种焦虑中，当事人的道德推理能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心都可能

被存在性恐惧所压倒。

另外，骂脏话作为一种语言暴力，也包含了丰富的性别意

味：“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会骂脏话还远近驰名呢！许多邻居

都知道家里有个喜欢讲脏话的小男生，只要我骂脏话，别人就

比较不会说我像女生。”（Ｃ学者）脏话中充斥着的女性性器官
与女人受到支配的性行为的语言暴力，反映了性别歧视的社会

结构，同时透过骂脏话的过程，许多男人通过贬抑女性气质，进

而印证其男性气质，缓解其男性气质焦虑。

而深究为何会形成这样男性气质的焦虑，不得不看到其背

后的父权社会男性特权统治思想，在这种权力控制的关系下暴

力才得以发生，从而成为构建支配性男性气质、父权性别秩序

的工具。正是在有了这些经历之后，男性在意识到传统性别对

自身以及他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开始对主流性别观念进行质

疑和反思，同时就自身的男性气质进行反省和确认，并进一步

成长。

"

　反思中的性别意识
在不断的自我成长过程中，这些男性也不断的对社会文化

的方方面面进行着反思。

２１　性别知识的积累与自身思考
学者Ａ接触到社会性别知识之后，迫切的去寻找这方面的

知识，但是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只能找到非常少量这方面的

著作，与此同时，其开始反思男性性别角色的问题，意识到传统

社会建构的男性性别角色对于自身的伤害。在其后同女权主

义者的争论中，Ａ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成长。这也说明了一条性
别意识形成的影响要素，毕恒达［１］曾指出，性别意识不是一个

人关在房间经由不断内省就可以获得，要经常受到女性主义论

述的启发与影响。当男性身边的女性显著的是一位女性主义

者时，男性在此时就不得不面对女性主义的论述和实践。并在

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慢慢的学习如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事

情，而不是男人自以为是的观点，从而去除他们内心中的父权。

２２　生活中的性别反思
除了专业的性别知识，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存在着性别的议

题，如学者 Ｃ在军队中观察到：“基本上，每一个当兵的男人都
必须接受一套制式的训练方式，从外部的身体（肌肉）到内在思

想（异性恋），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性别歧视的、异性恋

的），否则，将被视为不是男人，而受到长官与同侪讥笑。”

男性气质的绑架不仅存在军队中，在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也

广泛的存在，如：“到了大学里，在喝酒的问题上，虽然我喜欢喝

一点，但被‘流氓逻辑’绑架对我来说却痛苦万分，许多酒酣耳

热之时，往往只要一句：‘是不是男人？是男人就干了！’就让我

压力倍增，仿佛做一个所谓‘够格’的男人就要以伤害身体为代

价。”（Ｄ志愿者）“到了大学，当我谢绝同学的敬烟时，又多次被
讥为‘不是男人’。”（Ｈ酷儿）

他们逐渐在反思过程中体认到了父权社会用以控制男性

的符号，例如：能喝酒、抽烟、说脏话、独男的责任、不能流泪、暴

力、娘娘腔禁忌等等。这些符号无时无刻地在不同的场景和场

所中规范着男性气质的表现，就像传统文化对于女性性别角色



·１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第２４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

的要求一样。

２３　服饰中的性别
服装是用来规训身体以致性别化身体的手段之一，并可由

在正式场合中的穿著作为媒介，了解当代主流的性别文化［８］。

裙装酷儿Ｊ由于在工作单位打扮女性化，而遭到上司的干涉，不
让他化妆，以及在穿裙装时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都令酷

儿Ｊ对性别有了更深的反思。
Ｃｏｎｎｅｌｌ［９］认为在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总是将性别和衣服之

间的连结视为理所当然，在性别二分法中，身穿皮夹克与长靴

展示男子气概，而选择蕾丝领和百褶裙显示温柔婉约的女性气

质。服饰所体现的两元性别规范的固化，体现着父权社会严苛

控制的性别等级。裙装酷儿对男性气质的影响，是由于原本霸

权支配性的男性身上出现了女性的特征，比如说裙装、打扮成

女性样貌等，这是单一刻板的男性气质所不能容忍的。虽然裙

装酷儿的主张是“美学”，但是主流社会看不到这样一种美学，

而是将其一并打入了侵犯男性气质的行列，并将其作为社会的

另类，歧视和打压他们。在其实践自身“美学”的同时，也一直

在反抗着社会的性别不平等。

这些男性除了意识到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自身的男性气

质也发生着改变，由性别角色理论视角下的二元向多元的男性

气质转变，前者的男性气质认为只存在一种主宰性的男性气

质，即主流霸权男性气质，这就如同在谈到人类的时候只看到

了男性的存在而看不到女性及其他群体的存在一样，这种男性

气质也没有看到其他可能的男性气质的存在，但是随着对自身

性别意思的反省，男性气质也随之呈现多元化。

#

　男性参与：基于性别平等的多元男性气质实践
男人并非只有一种男性气概，不同的文化、地域，不同的

种族、阶级、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等，都使男性气概呈现多元

化。男性气概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的一个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

刻板的模式，同一个人在生命史不同时期的男性气概也是不一

样的［１０］。每一个男性的性别平等实践都是多元男性气质的表

达，男性气质是一种个性化层面的特性，但这种个性化是经过

反思并且在性别意识基础上的个性化。

３１　父亲职责与多元男性气质
很多成年男人希望从有一个孩子这件事上得到男性气质

的满足，成为家庭和孩子的养护者和保护者。如果男人失业，

或收入不足，他们就很难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亲，因为这损害

了支配性男性气质。金钱能够带来权力，男人需要足够的收入

来促进他们的父亲角色认同、父亲身份实践，以及家庭安排，这

样他们就可以在对家庭的贡献中实践他们的男性气质［１１］。并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拥有这种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并且在生活中

让其占主导，成为了父亲的男人既可以以支配性男性气质行

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颠覆这种男性气质［７］。

“带孩子是练出来的，学习出来的。一开始，我们由老人帮

着带，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换尿布，如何调奶粉、喂奶；孩子哭是

什么意思，是渴了还是饿了……。我围绕孩子的起居安排自己

的时间，着手开始考虑调单位、值夜班，为了这样能够照顾孩子

方便。”（家庭主夫Ｆ）这种践行非主流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
在家庭中担当起更多的责任，在提高了对后代子女的回应度的

同时，也促进了家庭的和谐。

３２　与女性主义同盟
因为女权主义的影响才促使了男性对自身的反省以及男

性气质的研究，男性在对性别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女

权主义，当在实践中遭遇到女权主义者时，甚至会引起争吵和

冲突，正如学者Ｃ说道的：“ｐｒ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男人所面临难题，令人难
以理解、女性主义者认为他是闯入者、另其他男人不安、不知所

措、遭受讥笑、冷嘲热讽、得不到其他男人支持、是不是又要以

男人特权抢女人资源？男人被塑造成对女性主义产生敌意，女

性主义又厌恶男人，男人要如何支持女性主义？”

同女性主义者的同盟是男性参与的一个先决条件［１４］，而男

性气质的多元性是同女性主义合作的基础，因为这种多元性是

同主流压迫女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不同的，是为求得人自身的

解放和性别的平等，这是同女权主义同源的，因此在这种意义

上，多元男性气质的主张同女性主义是同一阵营的。

３３　普遍的参与实践
中国男性参与研究和行动已经萌芽。但是，从事男性参与

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虽然已经有一些零散的有关如何推进男性

参与的研究，但尚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述［１２］。本文中的这些男性

发起“男性解放学术沙龙”并开设社会性别课程，在研究中关注

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少数人群，创办“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

热线”鼓励更多的男性参与反对性别暴力中来，对自身心理学

学科领域进行具有性别意识的批判，成立“男男自语”男性成长

团体来更好的反思男性参与工作，在教育机构中体现非主流支

配性男性气质的幼儿教育理念，家庭生活中成为一个非传统意

义上的好父亲，用性别平等的视角在农村开展公益事业，穿起

裙装挑战社会的二元性别禁忌，参与白丝带志愿者公益活

动……

他们用自己的生活表达着各自独特的男性气质，将性别意

识融入到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性别政治的日常舞台上上演

着丰富多彩的男性参与。

$

　结论
对性别意识以及男性气质的理解，是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相一致的。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推广，中国性别平等工

作也在加强，同时随着各种性别理论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

更多更年轻的人群加入到这个运动中，之前的人们用他们的经

验为性别意识觉醒年轻化铸造了坚实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年轻一代以一种更多元的性别意识冲击着传统二元性别划分

以及父权机制。同时也看到了性别意识的觉醒，对自身男性气

质的接纳任何年龄阶段都可以实现，即使是身为６０后的人（学
者Ｂ）也同样成为了传统性别的反叛者，这同时也印证了性别的
社会建构本质，以及男性气质的个性化。同时笔者在总结这些

具有性别意识男性的男性气质时，发现性别意识和男性气质作

为对于性别的不同层面起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作用，前者

作为一种对性别的认识，更具批判性的看待日常生活和父权社

会；后者作为一种人生经历体验深刻的影响着个人的性别实

践。并且两者的发展也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既有先发展了

性别意识后反省自身男性气质的男性，也有在对自身男性气质

有了体验之后反思性别意识的男性，但是他们最终都将走向男

性参与的多元实践中，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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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男性参与的多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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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
研究
张蕴１　戴灿英２　詹娟梅２　何华东２△

１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研究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从而了解慢性前列腺炎合
并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需求。方法：将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到我院泌尿外科就诊的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２０１例，按照是否合并性功能障碍分为试验组１０１例，对照组１００例，选取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Ｓ）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ＤＳ）分别对两组进行评定。结果：试验组在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Ｓ）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ＤＳ）分中都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并且
ＨＡＳ、ＨＤＳ评分越高性功能障碍越严重。在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中试验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项目评分中分值都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分析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健康情况和个性特征，了解其心理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

心理护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值得推广。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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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科门诊常见的疾病之一，同时也被誉
为最难治的疾病之一。该病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心肌梗

死、不稳定性心绞痛、活动性Ｃｒｏｈｎ病等一起评为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１］。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

尽、排尿困难、腰骶部等部位不适或疼痛。性功能障碍的表现

为，性欲减退、射精痛、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２］。目前心理因素

与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之间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评价

标准也尚未统一。但是，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抑郁、焦虑和人

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３］。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了解

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个性特征

从而了解其心理需求，更好的纠正心理偏差，治疗疾病。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到我院泌尿外科就诊的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２０１例，所有患者都符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
诊断治疗指南》（２００９）［４］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患者
的病史资料均完整，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既往有

精神病史、意识障碍患者，合并有其他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

（其中包括泌尿感染、尿路结石、结核、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前列

腺癌、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炎等）。按照患者是否合并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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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层随机法分为性功能障碍组即试验组

１０１例，年龄２３～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９±２１）岁；单纯慢性前列
炎患者即对照组１００例，平均年龄（３８±１１）岁。分析两组患
者的ＢＭＩ（身高和体重比）、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状况等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基本相同。见
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培训２名泌尿外科医生熟练掌握问卷内容，对同意参与的
患者进行单独测试，并进行现场指导，患者独立完成问卷。选

取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Ｓ）和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ＤＳ）［５］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采
用ＮＩＨ－ＣＰＳＩ对患者病情程度进行评估：１～１４分为轻度；１５～
２９分为中度；３０分以上为重度。ＨＡＳ评分标准：７分无焦虑；７

～２０分轻度焦虑；２１～２８分中度焦虑；２８分以上重度焦虑。
ＨＤＳ评分标准：８分以下无抑郁；８～１９分轻度抑郁；２０～３４分
中度抑郁；３４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表１　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项目 试验组（１０１） 对照组（１００） ｔ／χ２ Ｐ

年龄 ３９±１１ ３９±１２ ０００ａ １００

ＢＭｌ／ｋｇ·ｍ２ ２２３５±２７２ ２２６２±２６２ －１７６ａ ００８

发病时间（月） １２１４±７８２ １３３１±８１６ １０４ａ ０１５

文化程度 ０００ｂ １００

小学 ３４（３３６６） ３５（３５）

中学 ３５（３４６５） ３４（３４）

大学 ３２（３１６８） ３１（３１）

经济收入状况 ３３８ｂ ０１８

１０００元以下 ４２（４１５８） ４３（４３００）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之间 ３８（３７６２） ３４（３４００）

３０００元以上 ２１（２０７９） ２３（２３００）

　　注：Ｐａ：ｔ检验，Ｐｂ：χ２检验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两

组间均数比较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ＨＡＳ评分、ＨＤＳ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比较ＨＡＳ评分、ＨＤＳ评分可以看出试验组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试验组与对照组 ＨＡＳ评分、ＨＤ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试验组 １０１ １３６０±６１１ １７７１±６０５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９０±５８４ １５２８±６６３

ｔ ３２０ ２７２

Ｐ ０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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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严重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根据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把性功能障碍患者分为轻度、中度、

重度三种。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并且慢性前列
腺炎病情越严重，患者ＨＡＳ评分及ＨＤＳ评分越高。见表３。

表３　不同严重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年龄 例数 ＨＡＳ评分 ＨＤＳ评分

轻度 ２６ １２２２±４９６ １５２６±４０１

中度 ５４ １６７８±４３３ ２０６５±５５７

重度 ２１ ２８４６±４１１ ３４０３±６３７

Ｆ ８１７２ ７１３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两组ＳＣＬ－９０结果评分对比分析
可知试验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敌

对、偏执、精神病性项目评分中分值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两组ＳＣＬ－９０结果评分对比分析

试验组 对照组 ｔ Ｐ

躯体化 ２０８±１４９ １４５±１１７ ３３４ ０００

强迫 ２０１±０５６ １７９±０５７ ２７６ ０００

人际关系敏感 ２３５±０５２ １８５±０５３ ６７５ ０００

抑郁 ２３１±０４７ ２０８±０４９ ３４０ ０００

焦虑 ２１５±０５８ １９９±０５１ ２０８ ００２

敌对 ２１７±０３９ １８７±０４４ ５１１ ０００

偏执 １７３±０６５ １５０±０６０ ２６１ ０００

精神病性 ２８９±０６７ １９０±０６１ １０９６ ００１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有国

外文献报道，慢性前列腺炎的病程与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

系［６，７］，并且有数据显示８１％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均存在性功能
障碍［８］。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的患者除小部分是由于器

质性病变外，大部分原因都是功能性的，多数患者经检查均未

发现性激素水平下降和神经血管的器质性病变，因此最重要的

原因是心理因素［９］，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不全虽然对生命

没有太大威胁，但是性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而且其庞大的患者人群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给公共卫生事业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１０］。

本研究通过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问卷准确的反
应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

睡眠等［１１］。可以看出试验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 、抑

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偏执项目评分中分值都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反应心理状态以及心理健康的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Ｓ）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ＤＳ）的评分
中试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
且ＨＡＳ、ＨＤＳ评分越高性功能障碍越严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会阴部、睾丸疼痛不适等症状
会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恐惧的情绪，对自己的性功能产生怀疑，

导致勃起功能障碍或早泄再加上电视媒体等商业性广告对患

者的误导，夸大了前列腺炎对性功能的影响，患者病急乱投医，

滥用药物，钱财被骗，使患者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和经济负担，

对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１２，１３］。本研究证实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基本都存在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以及社会心理不稳定性

等。还显示出患者性功能障碍越严重其 ＨＡＳ、ＨＤＳ评分越高。
通过本研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确定患者的心理需求，制定

个体化的干预方法，并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心理疏导以及积极

的暗示，再加上正确的药物治疗，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

的认识疾病，进而提高治疗效果［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患者个性特征方

面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等项目

评分都偏高。医生应重视其心理需求，制作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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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娼易感心理及自我防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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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嫖娼发生的个案和已有的研究，文章首先分析嫖娼易感心理，包括错误认知、“处女情
结”、意志薄弱、人格缺陷、性需要缺失、失衡的心理状态，然后针对性地提出嫖娼的自我防治对策，包括矫正错

误的认知、增强警惕性和自制力、培养积极健康的业余爱好、调节性生理需要、缓解性紧张、寻求心理帮助。

【关键词】　嫖娼；心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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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卖淫嫖娼（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
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包括阴道交、口淫、手淫、肛

交等，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的行为［１］。嫖娼和卖淫是共生

互存的关系，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嫖娼主

要表现为男子嫖妓女，也有男子或女子专嫖男妓。嫖娼是近年

来较为多发的一种性罪错违法行为［２］。

诱发嫖娼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因素很多。嫖娼的主体外原

因主要有家庭不和、学校性教育缺失、社会环境不良（主要包括

道德法制不健全或治安不力、价值观念错位、黄毒泛滥等）、情

境因素的诱发（如卖淫女的引诱，朋友劝说、工作需要的诱发性

条件）、生活刺激事件［３］。但是，嫖娼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嫖娼者

主体存在易感嫖娼行为的心理。笔者基于嫖娼发生的个案和

已有的研究，首先分析嫖娼易感心理，然后提出嫖娼的自我防

治对策。

!

　嫖娼易感心理
嫖娼的主体原因包括生理和心理原因，如性激素水平过高

等，但关键是存在容易感染嫖娼行为的心理或容易诱发嫖娼行

为发生的心理，这种心理指“嫖娼易感心理”。

１１　错误认知
１１１　错误认知———性是可以交易的　“性是可以交易的”，

这个错误认知容易导致嫖娼行为。大卫的嫖娼行为主要是这个

错误认知导致的，这个错误认知的来源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谈

起。他１０岁左右偷看了爸爸隐藏在家里的黄色录像，之后找到
隔壁丽丽来模仿动作。开始，丽丽不答应，他就用画册换取丽

丽陪他这样“玩”。高中时，大卫又用口琴引诱早恋的女友和自

己发生了性关系。大学时，他通过献殷勤送礼物，找到一位女

同事亲密“相处”。这一系列经历坚定了他把性和交易画上等

号。工作后，他频繁参与嫖娼，不久被公安抓捕。大卫坐在咨

询室回顾自己的上述经历后，说正是因为自己感觉性是可以交

易的，所以很自然地寻找嫖娼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欲望，这种感

觉甚至让他觉得自己找不到真正的爱情。

１１２　错误认知———与处女性交有好运　民间迷信认为，与处
女性交有好运，能发财［４］。老朱是鄞州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

总，２０１１年收到了卖淫团伙一名女孩的短信，说有漂亮大学生
“卖处”。他早就听民间迷信传言，和处女发生性关系后，有好

运、能发财。最终，他为此花了一万多元。这个卖淫团伙落网

后，警方通过账本上留下的手机号码找到了老朱，并拘留了账

本上其他有记录的几位老板（大多是企业老板）。有的卖淫团

伙利用人们对“处女”的迷信心理，以鸽血冒充处女卖淫，１０天
入账１０万嫖资［５］。河南某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爱打牌，找处

女“冲喜”想给自己带来好运，奸淫了几十名幼女［６］。

１１３　错误认知———嫖娼是交际需要　有的嫖娼者认为参与
嫖娼纯粹是交友和谈生意的需要。刚工作的小李与一群同龄

青年常常混在一起。哥们出去喝酒、唱歌等聚会后难免来点有

刺激的、或“荤”的。小李在回请哥们时也安排类似节目。后来

发现推销或谈业务时，带点这种节目效果更好。于是他交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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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谈生意时常常组织、参与嫖娼，直至此次被公安抓捕。对于

自己的这段经历，小李一开始谈起来的时候，很无奈。他说，人

不能离开圈子，离开圈子什么也干不了，这个圈子里有什么，自

己都得去适应。因此谈到释放后的情况，小李依然很担心，因

为当他重新回到那个工作环境后，会发生什么，他也没有把握。

１２　“处女情结”
中国人是有处女情结的，有的嫖客因为自己老婆不是处

女，为了寻求补偿或报复才嫖娼。有的男士对结婚伴侣是否处

女耿耿于怀，有人征婚更以处女为首选。网络调查发现，中国

男人具有处女情结的比率是６０％左右［７］。婚后，有的嫖客发现

自己老婆不是处女就在卖淫女中寻求补偿。在贵州习水案中，

某嫖客发现女孩不是处女，马上气愤地走了；浙江永康“大规模

嫖宿女学生案”中，“处女”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嫖娼选择要

素［８，９］；温州破假冒处女卖淫案，警方传唤 ２００多名“买处老
板”。这些花心男人的 “处女情结”常被利用，以致卖淫团伙组

织卖淫女用鸽子血浸海绵团充“处女”牟取暴利［９］。

１３　意志薄弱
意志的自控力薄弱，行为冲动，不能有效的抵制引诱而嫖

娼。自控能力就是自我主动控制和约束不良习惯，积极排除各

种干扰，采取正确措施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例如，妻子怀孕５
个月了，老公却嫖娼被抓［１０］。新婚的男人出轨，多半是因为爱

人怀孕了不能满足性的需要。嫖娼只是男人身体发泄的需要。

此外，“被动嫖娼”关键在于自控力较弱。被动嫖娼多是被

妓女、朋友或某些公关人员所误导 而进入卖淫嫖娼场所。例

如，２８岁的男青年小Ｄ参加朋友的婚礼，宴会时喝了个八分醉
意，他的好友小Ｇ以散心为名，午夜将小Ｄ带到某歌舞厅，小Ｄ
与一名三陪小姐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小 Ｄ非常自责和后悔［１１］。

“被动嫖娼”看起来是妓女或他人的主动诱惑，或环境的压力导

致的，但最终还是自己的自控力不够造成的［１２］。

１４　人格缺陷
嫖娼者存在人格异常或缺陷。杨师等［１３］１９９９年对深圳劳教

所２０９名嫖娼人员进行１６ＰＦ人格因素测验，结果表明：嫖娼者人格
因素中的乐群性、幻想性、敢为性、忧虑性、紧张性、敏感性等显著高

于对照组；聪慧性、怀疑性、独立性显著低于对照组。嫖娼者次级人

格因素：适应性强者６人，焦虑性强者５人，外向型２８人，内向型１
人；感情用事型１人，安祥机警型３人，果断型３人，怯懦型７人。
人格轮廊配合法结果为：抑郁反应３人，幼稚不成熟人格１５人，反
社会病态人格１２人，身心反应性疾病８人。

陈金等［３］对四川、重庆等地收教的３６５名嫖客进行了社会
心理因素调查，结果发现：在艾森克人格测验量表（ＥＰＱ）测验
结果中，嫖客组的三个量表Ｅ、Ｎ、Ｐ得分分别高于常模。表明嫖
客组有明显的人格偏倚倾向，其人格特征是：外向（２０～４９岁年
龄段的嫖客的人格倾向外向，而１６～ｌ９岁年龄段的人格倾向不
定），这可能与他们的低文化、家庭残缺等有关，情绪不稳定，有

精神质倾向。其人格特征表现为好交际、喜刺激、喜冒险、情绪

不稳定、凭冲动行事、难以自控、我行我素、易走上犯罪道路。

嫖客组Ｌ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显示嫖客组的掩饰倾向不明
显，与其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人格特征有关。

１５　性需要的缺失
嫖娼的动因是复杂的，其中性需要的缺失或不能得到正常

满足可能是嫖娼的根本动力。如章春明等［１４］课题组２０１０年调

查表明，嫖娼者主要是为了寻刺激、新鲜，满足性需要，或者因

为夫妻关系不和而发生嫖娼行为。但性需要是嫖娼行为的根

本动因，下面从需要的量和质上进行分析。

１５１　膨胀或缺失的性需要　膨胀的性需要主要指性激素
分泌过于旺盛而产生非常强烈的性需要。中青年和少年的性欲都

比较旺盛，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会导致生理紧张。章春明等调查表

明，嫖客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８７岁。处于青春期
的青少年属于“性待业者”，性的生理需要往往很强烈，需要正确引

导。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介绍卖淫案，此案中的嫖娼者

是一名仅１６岁的少年［１５］。此外，性需要缺失或不能得到正常满足

可能引发嫖娼。章春明等调查表明，嫖娼者多数是农民、外出务工

者、低收入者，卡车司机、个体老板也占一定比例。这些人群性的需

要客观上长期得不到满足，也得不到配偶的监督，主观上自控力薄

弱，所以成为嫖娼的主流。

１５２　畸形与变态的性需要　畸形与变态的性需要导致
嫖娼，如嫖娼成瘾、嫖幼、同性嫖娼。在一例嫖娼成瘾案例中，

嫖娼成瘾者“我”落入“嫖娼上瘾”这张网。“我”认为“找小姐”

龌龊，却又频繁“找小姐”，两者恶性循环导致“我”步步走向性

沉溺的边缘，“我”挣扎在矛盾、痛苦心态中。在这两种行为循

环中，“找小姐”成为习惯、依赖，难以控制，形成了一种瘾癖。

嫖娼成瘾者“本我”非理性的需要与“超我”理性的矛盾对立，是

“我”痛苦的根源。“我”对自己，尤其对性的评价混乱，表现得

焦虑、强迫、痛苦［１６］。嫖娼成瘾的形成原因是，除了一定的生理

原因如体内荷尔蒙的分泌紊乱等，多与嫖客多年来频繁的嫖娼

行为有关，是人为强化出来的。因为体验到性能带来生理和心

理的满足，这些性行为不断重复、加重，尤其是早期的性行为带

来严重的影响［１７］。

１６　失衡的心理状态
失衡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或心态不

正常。陈金等［３］对收教的３６５名嫖客进行了 ＳＣＬ－９０测量，结
果表明，嫖客组有９个因子分别分高于对照组，表明他们有明显
的、多样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嫖客的失衡心态具体表现为

以下几方面。

１６１　虚荣心理　怀有虚荣心理的嫖娼者认为，嫖娼是有“身
份”的标志，例如小张就因显示“有身份”而嫖娼。小张在北京经

多年辛苦打拼终于有房、有车，有自己的公司。但见哥们事业有

成后，都左拥右抱的，哥们开导说“这是身份的标志”。在哥们的

“关怀”、劝导下，他渐渐下水了，但他不久因为嫖娼被抓，妻子也

离他而去了。小张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自己很后悔。为了所谓

的“身份”，家也毁了。回想当初，他自己一路打拼的过程中，也

见到不少这些“猫腻”的事情，但一直不为所动。其实不是自制

力强，而是有一种打工仔的自卑感，感觉自己还没有资格去“享

受”；虽然自己后来事业有成了，但是那种曾经当过打工仔的自卑

感挥之不去，反而变成一种维护自己面子的强烈自负或自尊。哥

们用“身份”说来劝自己，正好击中自己的软肋，丢什么不能丢身

份，于是滑向违法的深渊。其实自己每次参与嫖娼的时候都没有

什么快感，更多的是无奈和内疚感带来的折磨。

１６２　攀比心理　攀比心理也是造成嫖娼的心理因素之一。
怀有攀比心理的嫖娼者典型的表现是经常和朋友攀比，心想

“他们有，我为什么没有”。小汪风华正茂，是中关村的金领一

族。他毕业于名校，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女友，月收入１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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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因为参与嫖娼被逮捕。小汪说，当时周围好朋友都有自己的

“情人”，自己也该有，否则没面子。

１６３　侥幸心理　有的嫖娼者明知嫖娼违法却抱有逃避惩处
的侥幸心理。侥幸心理的嫖娼者认为，“我”做的很隐蔽，难被

发现。大鹏每次都找那种有正式职业，同时“兼职”偶尔从事卖

淫活动的女子。没想到“密道”被公安破获，公安顺藤摸瓜，逮

住他了。

１６４　补偿心理　补偿心理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性的
需要得不到正常满足而寻求补偿。最常见的是夫妻性生活不和

谐，丈夫为满足性生理需要而寻求婚外性补偿。例如家庭不和、

性生活不和谐，妻子怀孕、性生活暂缺、老年丧偶、生活寂寞。章

春明等［１４］访问了１００名嫖娼者，其中１５人是因为夫妻不和而发
生嫖娼行为。例如，新婚燕尔的孙某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善良

贤惠的妻子最近又怀了宝宝。不久前，孙某认识了吕某，二人很

快就勾搭成奸，心里有鬼的孙某花言巧语地将老婆送回了娘家，

竟将那女子接到家中进行淫乱活动。一天凌晨两点，当孙某又买

来吕某，和吕某一夜风流后，恋恋不舍地将她送出家门，那女子接

钱后猛然看见一辆东城巡警的警车开来，吓得掉头就跑。民警发

现二人形迹可疑便上前盘问，结果二人越说越乱终于漏馅［１８］。

第二，生活事件刺激下情感失落寻求性补偿。不良的生活事件引

起严重的负性情绪或巨大的心理压力。陈金等［３］的研究表明，

嫖客在嫖娼前经受的生活事件高于一般人。这些生活事件主要

为升学或就业受挫、重病或外伤、职务变动等。他们借嫖娼泄欲，

缓解身心压力，嫖娼成癖后无法克制。

"

　嫖娼行为的自我防治
要防治、避免嫖娼行为，关键要提高个人修养和培养自我

防治的意识。

２１　矫正错误的认知
２１１　培养严格的性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法律规范、法律关
系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培养严

格的法律意识是时代对公民个人的客观要求，也是公民适应社

会发展的根本素质。作为公民，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防范、

避免嫖娼行为。首先，要认真学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等法律法规，认识到嫖娼行为的违法性；其次，要培养明辨

是非的能力，能够在具体环境中，辨别违法行为，把嫖娼行为和

正常的人际交往、娱乐活动区别开来；第三，要有遵守法律的自

觉性，远离违法行为。

２１２　培养严肃的性道德　我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礼法合
一”，避免嫖娼行为除了运用法律自觉约束自己外，更重要的是

培养健康的性道德。嫖娼者要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念，自觉遵

守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性道德，认识到性是爱情的自然发展；

发展健康的性道德情感，分清性交易与爱情、玩弄与尊重；培养

良好的性道德行为习惯，自律、尊重女性。

２１３　改变错误的性观念　要破除封建的性迷信思想，了解性
科学。正常的、合法的性是成年异性之间以爱情为基础的双方

自愿的行为。建立在交际需要基础上的性功利思想是错误的，

为好运或辟邪破灾而性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２１４　丰富性的知识　加强对嫖娼人员的性健康教育，丰富他
们的性知识。调查显示，嫖娼人员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相当缺

乏［１４］。嫖娼者往往没有认识到嫖娼对自我健康和生命的威胁，

缺乏自我保护、自我防患意识。性健康教育对象应包括卖淫和

嫖娼人员，如提高避孕套使用率，正确认识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

感染和传播。

２２　增强警惕性和自制力
提高警惕，增强自制力是避免违法的关键。在不良环境和

引诱面前，暗示自己冷静、再冷静，谨记防微杜渐。首先，注意

嫖娼违法。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挽回的

伤害和损失。其次，果断拒绝他人劝说和诱导。不要犹豫，牢

牢守护住自己的心理防线；第三，果断离开环境诱惑。诱惑的

环境，包括衣着暴露、声音甜美、容颜姣好的女子，朋友的参与，

幽暗的灯光，节奏轻柔缓慢的轻音乐，淡黄色或橙色的窗帘，酒

后，晚上等因素及其组合。尤其是在酒后乱性之时和朋友一起

留下来很危险，最好找借口离开，否则，会有嫖娼共犯的嫌疑。

２３　培养多种健康的业余爱好
培养健康、高雅的业余兴趣和爱好，可以转移注意力，避免

沉迷于嫖娼性幻想。例如，进行专业培训；参加文娱体育活动，

如定期跳交谊舞，投入健康的男女交往，从群体交往活动中找

到愉悦感；远足旅游，在名山大川中陶冶情操等等。因为嫖娼

者往往年轻、健壮，精力旺盛，业余生活空虚无聊，追求生理和

感官刺激或愉悦，发泄充沛过剩的精力。外界不良的性诱因或

情景容易激发嫖娼动机，产生嫖娼行为。

２４　调节性需要、缓解性紧张
了解一些调节性生理需要、缓解性紧张的技巧。如转移注

意力，把精力投入到积极健康的活动中，不要过度关注异性或

进行性幻想；定期进行手淫活动，以便降低其性驱力；使用性道

具缓解性紧张，如异性身体部位，充气娃娃等；性欲亢奋难以自

控者可以服用抗雄性激素药物或抗雌性药物；进行饮食调节，

少吃含动物或植物性激素的食物；寻找合法的性伴侣或婚姻，

或者找个亲密女友，形成正常的性爱心理感受。

２５　寻求心理帮助
当自己不能自控反复出现嫖娼行为时，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

帮助，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嫖娼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如下面这些

方法，既可以用于自我治疗也可以用于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治疗。

２５１　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是根据人的认知影响其情绪和行
为的假设，通过改变求治者的不良认知观念和方式，从而矫正并

适应不良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用认知疗法可以分析嫖娼的危

害，特别是染上性病、艾滋病的危险性；分析嫖娼对心理、生理，以

及学业、家庭、前程的不良影响；了解嫖娼的违法性。嫖娼者应通

过心理调整努力纠正嫖娼行为或者求助于心理咨询师。

２５２　行为疗法
２５２１　厌恶疗法　厌恶疗法是指使用厌恶性或惩罚性刺激
减少和消除不良行为习惯的行为矫正方法。嫖娼者可以自造

“厌恶”戒除“色瘾”［１９］。让自己对嫖娼行为厌恶的方式很多。

第一，视觉厌恶。自造与卖淫嫖娼有关的视觉厌恶刺激，在厌恶

刺激与嫖娼之间建立条件反射。风尘场所的小姐感情往往不

专一，而且携带性病比例高。可以查阅或下载一些令人恶心的

性病图片，使自己对嫖娼这种轻率的性行为产生恐惧和厌恶。

第二，观念厌恶。主要是修正错误观念，从而“厌恶”过去的行

为。如，以前总认为玩“小姐”是自己能干、潇洒的表现。观念

厌恶就是让自己认识到嫖娼是一种低俗、堕落行为，应追求高

雅、正直的行为方式，让自己为过去的劣迹感到羞愧，继而对嫖

娼产生厌恶。第三，情感厌恶。嫖娼者通过反省自己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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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恋，改变自己以往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入。嫖娼者往往只体

验到 “小姐”的感官感受，而没有看到其内在低俗的品质。这

些风尘女子往往金钱至上，对嫖客没什么“爱情”，性和爱往往

是分离的。总之，嫖娼者通过视觉、观念、情感厌恶多管齐下，

对嫖娼及其相关的嫖娼场所、卖淫女的厌恶就会渐增。

２５２２　系统脱敏疗法　系统脱敏法是通过一系列步骤，按照
刺激强度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渐训练心理承受能力、忍耐

力，增强适应力，最后达到对真实刺激和情景不产生“过敏”反

应，保持身心正常状态的方法。嫖娼成瘾者停止嫖娼时感到焦

虑、难受，运用脱敏疗法可以给自己划界：本周可以允许自己去

两次，下周就绝对不能去；或一个月最多只能去两次等。循序

渐进地执行下去，类似于戒掉烟酒的做法。计划制订后，多进

行积极自我暗示、转移注意力，停止嫖娼性幻想。

２５２３　精神分析疗法　运用精神分析疗法治疗嫖娼行为主
要包括催眠、自由联想等技术。催眠疗法是利用言语暗示或催

眠术使嫖娼者处于类似睡眠的状态（催眠状态），然后进行暗示

或精神分析来克服嫖娼行为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经过多次

催眠，对新的积极认知形成长时记忆，克服不良的嫖娼观念。

在催眠中治疗师给嫖娼者灌输性爱的真谛：在男女情爱基础上

的性爱才是最美好的。与女友互爱、互信，性爱的体验就会达

到较高境界。分析性心理疗法是在自由联想的状态下，心理咨

询师寻找嫖娼者的潜意识根源，使其建立对嫖娼危害的新认

知，促使其产生领悟，从而克服嫖娼的行为。

总之，嫖娼是随着社会文化落后与经济的发展，个体表现出来

的一种追求强烈感官刺激的精神堕落的行为。嫖娼的主体外因素

很多，个人主体因素占主导。防止嫖娼问题个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个体在性行为上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的增强，自制力的提高和健

康业余生活方式的建立，才能净化社会，建设真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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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胡燕琴（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女保健
工作。

·性社会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４２

基于１２８例３年应用资料分析比林斯自然避孕法在社
区妇女保健中的应用
胡燕琴１　张燕２

１宁波市北仑区妇幼保健院妇保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２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对于社区妇女保健３年的应用资料的整理分析，探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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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方法：选择我区自２０１０年开始使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进行避孕，且按时完成３年应用的已婚育龄女
性１２８例，对其应用３年，观察避孕效果，以及采用ＨＡＭＡ进行焦虑情绪的评定，采用ＳＦ－３６进行生活质量
评定。结果：所有研究对象中，共有４２例（３２８１％）停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其中出现３例（２３４％）意外妊
娠者；有２７例（２１０９％）应用至绝经期后停用；有１２例（９３８％）认为本法过于复杂，属于方法学停用，续用
者８９例（６９５３％）。共计使用７８２４个月，其中因意外妊娠及嫌该法复杂者停用１０例，使用时间未超过３６
个月，其余均超过３６个月。与应用半年比较，应用１年研究对象的 ＨＡＭＡ评分总分及各因子分均降低明
显，生活质量指标ＰＦ、ＲＰ、ＲＥ得分均升高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比林斯自然避孕法
避孕效果较佳，可较好的降低妇女的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适宜于基层推广应用。

【关键词】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社区；妇女保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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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林斯法作为一种自然避孕措施，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认可并在全球范围中广泛应用，该方法由伊芙莲·比林
斯和约翰（澳大利亚）所提出的依据女性周期性的生理变化特

点，在对宫颈黏液进行观察的基础上，确定排卵周期，从而达到

指导避孕目的的措施［１，２］。我区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社区
妇女保健中逐步开展比林斯自然避孕法，效果如何未进行详细

统计与分析，随着近年来对于妇女保健的渐趋重视［３］，故而本

研究将采用该措施避孕３年以上的社区妇女的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以期探索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应用效果，从而为更有效

的控制人口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自２０１０年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择我区４个社区中在我
院进行咨询、登记有联系方式的，开始使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

进行避孕，按时完成３年应用的已婚育龄女性１２８例，在其知情
同意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入本研究。

１２　一般资料
所有研究对象开始使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年龄为２２～

４７岁，平均（３５７±２５）岁；月经情况：正常者７８例，异常者５０
例，其中围绝经期者２９例；婚育状况：已婚已育者１１５例，其中
哺乳期者３６例，已婚未育者１３例；学历：初中以下者２６例，高

中以下初中以上者５６例，大专以上者４６例；工作性质：体力工
作者６９例，脑力劳动者５９例；既往避孕措施：使用避孕套者３８
例，口服避孕药者３５例，使用节育环者３０例，杀精剂者１５例；
接受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原因：对既往避孕措施不满意者６８
例，其中曾更换两种以上避孕方法者１６例，因别人介绍认为比
林斯自然避孕法较安全者３０例，为参加本研究者２１例，落实避
孕政策者９例；流产情况：采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前未流产者
３９例，有流产者８９例，其中流产１次者３５例，两次者４２例，３
次以上者１２例；流产原因：因避孕失败者８６例，因优生优育者
３例。
１３　干预方法

对本研究中的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女性生理知识的讲解，在

熟悉生殖特点的基础上，介绍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原理及操作

要点，由我处培训的医务人员对研究者的宫颈黏液的变化情况

的观察方法进行指导，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时期主要为月经

期、早期干燥期、峰日前的黏液期、峰日和峰日后的黏液期以及

晚期干燥期进行相应的避孕措施指导工作，即：在月经期不宜

性交，早期干燥期内可隔日晚上适宜进行性交，而在峰日前的

黏液期至峰日后的黏液期，包括峰日内、不能性交或需要采取

避孕套等相应的避孕措施，在峰日后的第４ｄ至下次月经来潮
前，性交时间不需进行限制［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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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象在研究期间均未采取其他避孕措施，既往使用节

育器者均已进行摘环。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每个研究对象先进行３个周期的试用，而后正式开始本

研究，并对其２个月随访１次，以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的意外妊
娠率、停用及续用情况。

同时，在应用期间对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
ＭＡ）进行焦虑情绪的评定［６］，采用健康测量量表（ＳＦ－３６）进行
生理机能（ＰＦ）、生理职能（ＲＰ）、情感职能（ＲＥ）的评定［７］，每６
个月１次，以观察并分析比林斯自然避孕法应用前后研究对象
的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改变情况。

１５　统计学措施
根据自制调查表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对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设定 α＝００５，以 Ｐ＜
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避孕效果

所有研究对象中，共有４２例（３２８１％）停用比林斯自然避
孕法，其中出现３例（２３４％）意外妊娠者，均为月经周期正常，
经询问未出现不遵守比林斯自然避孕法，故属于方法学失败；

有２７例（２１０９％）应用至绝经期后停用；有１２例（９３８％）因
嫌本法复杂，属于方法学停用。续用者８９例（６９５３％）。

所有研究对象中共计使用７８２４个月，其中因意外妊娠及嫌
该法复杂者停用１０例，使用时间未超过３６个月，其余均超过
３６个月。见表１。

表１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避孕效果

例数
停用

方法学失败 至绝经 方法学停用 总计
续用

研究对象 １２８ ３（２３４） ２７（２１０９） １２（９３８） ４２（３２８１） ８９（６９５３）

使用总月数 ７８２４ ５２（０６６） １９５８（２５０３） ３５１（４４９） ２３６１（３０１８） ５４９２（７０１９）

２２　应用期间研究对象焦虑情绪改变比较
与应用半年比较，应用１年研究对象的 ＨＡＭＡ评分总分及

各因子分均降低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应用期间研究对象ＨＡＭＡ评分比较（ｎ＝１２８，珔ｘ±ｓ）

总分 精神性因子 躯体性因子

应用半年 ２５８±５６ １４２±４７ １２７±３９

应用１年 １４７±６０▲ ７４±５４▲ ８２±４６▲

　　注：与应用１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应用期间研究对象生活质量评价
与应用半年比较，应用１年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指标ＰＦ、ＲＰ、

ＲＥ得分均升高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应用期间研究对象生活质量评价（分，珔ｘ±ｓ）

时间 ＰＦ ＲＰ ＲＥ

应用半年 ５８５±１１６ ５５９±１５６ ５５４±１５１

应用１年 ７１７±１１０▲ ７７１±１２７▲ ７６２±１７２▲

　　注：与应用１年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效果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所有研究对象中，共有４２例（３２８１％）
停用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续用者８９例（６９５３％）。效果虽令人
满意，但不及刘树癉等对于上海浦东新区社区中的应用效

果［８］，究其原因可能由于上海对于该法的应用较早，而后长期

对该法进行推广，故而已形成专业合理、稳定的适用于基层的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教师队伍有关［９］，这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可对于我辖社区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推广，同时，尽

可能外聘专家对我院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专业技能。

本研究中亦发现，研究对象中接受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原

因中有６８例因对既往避孕措施不满意者，有８９例因其他避孕
措施失败而流产者，而接受该法后，虽经统计有４２例停用，但续
用者仍高达８９例，且所有续用和使用至绝经者使用的期限均超
过３６个月。同时，一般资料中亦表明，所选研究对象均为社区
居民，其中高中学历以下者８２例，从事体力工作者６９例，可见，
上述结果再次表明，比林斯自然避孕法可以作为妇女保健中知

情选择的避孕方法之一，在社区等基层单位进行推广实施。

３２　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的应用前景探析
围绝经期妇女的避孕措施选择一直是计划生育中的难题

之一，由于该年龄段的妇女未使用药物避孕者，已不再适宜进

行，而既往使用过药物避孕者，随着年龄及生理变化，也不在适

宜进行药物避孕，同时，月经周期的渐趋紊乱，安全期避孕也较

难实施［１０，１１］，比林斯自然避孕法给其提供了一种选择，但是不

可否认的是，在该法实施时，由于该年龄段的妇女多会出现排

卵延迟甚或是无排卵等情况，导致峰日不明显或缺如，故而仅

适宜进行早期规则进行避孕，不适宜使用峰日规则。本研究中

有２７例（２１０９％）应用至绝经期后停用，可见，比林斯法可作
为围绝经期妇女成功避孕的首选方法之一。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健康与保健的需求，

已由既往的身体健康渐趋转向身心健康，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

变化。对于妇女而言，避孕失败所造成的身心损害尤为明显，

故而本研究中引入信度与效度一致性较佳的焦虑量表与生活

质量量表对于研究对象的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进行评价［１２，１３］，

以期探索该措施对于妇女的身心影响情况。结果显示，与应用

半年比较，应用１年研究对象的ＨＡＭＡ评分总分及各因子分均
降低明显，生活质量指标 ＰＦ、ＲＰ、ＲＥ得分均升高明显，差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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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在应用期间
妇女情绪以及生活因素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１４，１５］，本研究中对

于研究对象不同应用时间的焦虑情绪以及生活质量的比较研

究结果，由于无法将影响其情绪的因素如人际关系、工作压力

等完全排除在外，故而仅可作为参考，说明比林斯自然避孕法

可较好的降低妇女的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提示该法是一

种接受性较好的避孕措施，适宜于基层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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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ｍｅｎ－２０１１ｕｐｄ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１，５７（１２）：１４０４－１４２３．

［１１］　何兆祺，龚晓，阙珍，等．广州市海珠区流动人口产后妇女避孕情
况调查．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２（２３）：７１－７２．

［１２］　唐梅，吴彩霞，陈秋菊，等．焦虑和抑郁情绪对化疗前后乳腺癌患
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４３（２）：１６１－１６４．

［１３］　王琪，李小杉，赵薇，等．ＳＦ－３６量表用于大学生生活质量调查的
信效度评价．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１８－１２０．

［１４］　杨翠．人工流产患者心理状态的护理干预及避孕宣教．中国医学
创新，２０１４，１５（２４）：８９－９２．

［１５］　张幸福，杨晓波，许曙光，等．推进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思考．人口·社会·法制研究，２０１１，２４（１）：２０４－２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文静（１９８６－），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
代文学。

·性文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４３

论铁凝小说中性与性别书写
文静

泸州医学院人事处，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　铁凝的作品大都以性爱和女性身体欲望作为写作的一个基点，并以此来展现女性觉醒的主
动姿态。尽管评论界对她小说中的女性性欲望描写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铁凝的小说都表达出对女

性命运的理性思考，显现出女人身体深处最本真的欲望。著名性学家潘绥铭认为，人类智慧数千年对于自

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这里得到集中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

等。因此，本文将以铁凝小说中的性与性别描写作为研究基点，以此来解读中国女性性欲望的追求和性观

念的变迁，并借此思考如何构建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　铁凝小说；性描写；女性性观念；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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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在水中游”———女性性欲望及其现实境遇

１１　性萌芽———生命本真的伊始
李银河在《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利关系》一书中

这样叙述到：许多女性对于自身的性欲如果不是过于无知，便

是过于穷迫。仅仅谈性便很穷迫，更不要说做了［１］。同时，她

在书中引用法国学者伊丽加瑞的观点，指出“女性性欲的特殊

性还从未被承认过”，［２］以此来说明男权文化对女性享受性快

乐的抑制。在性方面，铁凝觉得女性是可以和男性一样的，她

们可以主动、可以索要、可以享受性高潮带来的快感。因此，铁

凝在自身小说中对女性原欲世界进行单刀直入的描绘，强调女

性之性的自我建构。例如她在《大浴女》中对一个女护士的性

爱观做的直白却又真诚的描写：“她和男人做爱时的无拘无束

也使她气色润泽、身体健康。她爱笑，在他们身上出声地格儿

格儿地笑。她在他们身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卑下的被他们占

了便宜。她从来都觉得她也在占着他们的便宜。”这是多么赤

裸而率真的宣誓，在这里，女性不再是性爱的被动者，她们站在

了欲望的主体地位之上［３］。

铁凝还在《玫瑰门》里这样来写苏眉历经少女初潮时的感

受：“她站不起来，捂着脸抽噎着。在这抽噎之中她忽然觉得自

己变成了一条春日薄冰消融的小溪，小溪正在奔流。她的心紧

缩起来，脸更加潮红。于是身体下面一种不期而至的感觉浸润

了她。她就是小溪，她浸润了她自己。她想起了她和马小思在

一起的那期待，她‘来了’。一定是‘来了’。她无法挪动自己，

她夹紧双腿，她变成了一条鱼。鱼在水中游。”［４］波伏娃曾在

《第二性》中谈到过鱼类的生殖繁衍，它们将精子和卵子排在水

中，完成其体外受精的过程。因此，铁凝笔下的“鱼在水中游”

其实就象征着女性的性欲望的萌发。女性的子宫就好比一个

饱满的水世界，当苏眉经历着代表女性成长的第一次月经时，

她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而此刻体内正奔流着一条小溪，她感

受着、期待着这青春期的躁动。

１２　性游戏———性欲的合理追求
约翰·盖格农［５］在《性社会学》中对青少年间的性游戏作

了阐释。他指出：青少年间的性游戏包括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别

人看，别人给自己看，互相抚摸生殖器，或许还有模仿性交动作

……其实，这是出于对禁忌的好奇心，它们多数与性目的无关，

而游戏才是最重要的。而铁凝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

《棉花垛》里有一节关于小臭子、乔和老有三个人之间性游戏的

叙写。这一男两女都不过十几岁，他们对男女之事都处在蒙昧

状态，但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理。老有对乔的爱慕之情，以及他

们之间的相互抚摸和关于男性生殖器的疑问，其实都是性意识

萌动的一种表现。在这场游戏里，小臭子和老有扮演一对夫

妻，而乔则是老有的偷情对象。乔和老有光着身子躺在床上，

他们模仿着成人之间的对话、乔抚摸着老有的男性象征，而当

小臭子“发现”他们都光着身子，按照游戏设定该破口大骂时，

她却被乔的裸身给吸引了，她觉得光着身子的乔比穿着衣服时

还好看……孩子内心的纯洁和自然在这时显现了出来，我们体

会到了铁凝别有用心的创意：性对于成人来说是复杂的、甚至

是禁忌的，然而，在孩子萌动的意识里却是那样的干净纯粹。

从更深一层来说，乔和小臭子性意识的萌芽其实代表着女性对

健康自然性欲的合理追求，反映出女性生命本体最真实的欲望。

１３　性的“轮回”与“觉醒”———现实的两难境遇
然而，铁凝在看到女性主体欲望觉醒的同时，又清醒地意

识到其残酷的现实境遇。中国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家，传统

的伦理道德一直压制、贬斥着人们正常的性需求。“性”对于中

国女性来说更是一个禁忌，从古至今，若是某个女子有着强烈

的性欲，并不断去追求性欲望的满足，那么她总是被视作“淫

娃、荡妇”一类被世人所排斥、鄙视。于是，在男权主宰的社会

里，女性生命本真的欲望受到了压制。正如孙绍先［６］在《女性

主义文学》中所说的那样：“女子在男权社会已经被压向自己最

后一点领地———性的权力。而男子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以自我

为中心向女性横施禁令。”因此，波伏娃［７］认为：“从原始社会到

今天，性交一直被当做是一种‘服务’———女性向男性提供的

‘服务’，而男性则通过馈赠礼品或保障生育来作为对女性的酬

谢。”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在经历一系列性革命之后，

中国的女性日益成为“有性人”，她们一方面更加积极主动争取

自身的性权利，另一方面则更加善于表达自己的性欲望。但这

些现象却主要出现在城市女性之中，她们开始懂得去享受性快

乐，而“在农村，性活动的首要功能当然是生育。”［８］而铁凝在其

小说中对这一社会学现象也是作了深刻的表达。

在这里，笔者将铁凝与张承志做比较，因为他们在其作品

都中表现出了母性意识，但他们所表现和思考的角度又是那么

的不同，从性别社会学角度出发，即可看出两位作家对女性性

欲的不同认识，由此来探究铁凝独特而深刻的女性创作思维以

及对女性在男权约束和自身局限下的两难处境的思考。

张承志［９］的《黑骏马》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男权意识，他笔下

的母性礼赞其实是为了衬出男人的英雄气概和霸权地位的。

小说中有两处关于“母性”的“礼赞”：一是当索米亚被希拉强奸

而怀上了孩子后，“我”想要去杀死希拉，这时，老额吉出来劝说

“我”，说“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这样吗？知道索米亚能生

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情。”在这里，张承志表现出了这个与

世无争的老额吉的善良与宽厚，以及母性的崇高与伟大，她之

所以劝说“我”不去杀希拉，其实是在保护“我”这个儿子，不希

望“我”做出无谓的牺牲；二是索米亚在“我”即将离开时对

“我”的请求，索米亚希望“我”将来若有孩子就拿给她来养育，

她说：“我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啦，可是，我受不了！我得有个婴

儿抱着！我总觉得，要是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没法活下去

……”［１０］“我”被索米亚的思想震颤了，“我”被她感动了，并答

应了她的请求。这其实就体现出女性自愿、甚至是乐于成为

“他者”的一种姿态，而作为男性作家的张承志则通过“我”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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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成全她们的理想，这无疑将女性受压迫的地位正常化、合

理化。

而《麦秸垛》却从文化层面上来挖掘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独

立生命意识的摧残，它对母性的态度绝不是像张承志那样站在

男人的立场上去礼赞或认同，而是真正站在女性立场上去思考

男权文化下女性命运轮回的悲剧，同时也表现出女性对自身性

欲的压抑和被动性。

大芝娘作为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就像是一个两千年前

的活化石一样，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对中

国女性身心的束缚：结婚生子，守着丈夫和孩子平静而踏实地

过完一生，这便构成了她一生的最高理想和人生价值。然而，

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她梦寐的生活。大芝娘结婚刚三天，丈夫就

骑着骡子参军走了，几年间都没捎个信儿。后来丈夫终于在大

芝娘的期盼中回来了，却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这时，作为一个

没有文化的封建妇女，大芝娘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大芝娘同意

了丈夫离婚的要求，但她却不能让自己白结一次婚，于是，她对

丈夫提出了“要生个孩子”的愿望。而沈小凤作为一个新时代

的知识女性，她的爱情在陆野明的肉欲里变得苍白无力。陆野

明从来就没有爱过沈小凤，但他因为身体的欲望与沈小凤发生

了关系，而沈小凤却没有认清陆野明真实的动机，她把自己和

陆野明之间的肉欲情感看做爱情的升华，但当她最终明白陆野

明一点也没爱过她时，她却发出了同大芝娘一样的恳求：“我想

……得跟你生个孩子。”

铁凝通过大芝娘和沈小凤的“母性”思想，深刻地触动了女

性意识中的欲望本能，她们总想以“为人母”来证实自己“为人

妻”的价值。这也正是铁凝小说所表现出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她能用小说故事去揭示的社会现实，在大芝娘和沈小凤的故事

里，她既展现出一种社会性别文化的延续性，又揭示出一种社

会性别体制的历史性。这正如佟新诠释的那样：作为历史现象

的社会性别体制延续着一整套父权制度的统治逻辑。在父系

社会中，男性形成社会的核心，而女性只是养育孩子的人［１１］。

性学家潘绥铭等人在其专著《性之变———２１世纪中国人的
性生活》中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
剧的变化，如“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女性性革命的开始等等。

其实，这也就印证了铁凝小说中所彰显的性主题：即对女性原

始欲望的呼唤与尊重。同时，也揭示出当下女性性欲表达的两

难境遇，即一方面女性不再被当做生儿育女的工具，也不再是

作为“无性人”而存在，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女性的欲望

主体性正在逐步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性别体制所带来的不

平等依然存在，这种不平等性既是源于男权文化本身的压制

性，也是源于女性自身的不觉醒，即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塑造

下，她们没有意识到拥有自身肉体、性欲、性爱和性事快乐等性

权利的重要性。

"

　“垛里垛外”———女性性观念的书写
李银河曾在《性，婚姻———东方与西方》一书中指出：中国

民众从“谈性色变”到性权利的提出，女性从被验的“处女红”到

性自由，中国女性性观念随着社会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而

铁凝又是如何在其小说中体现女性性观念的呢？这里，请跟随

着“垛”———铁凝小说的独特的意象———来探寻当代中国女性

性观念及其形成原因。

２１　身体之垛———女性性欲的自然性
“垛”在铁凝的小说里是独特的，它本意是指“整齐地堆成

的堆”，但在铁凝的“三垛”里，它却意味着“欲望之垛”、“生命

的堆砌”，即人类本真欲望和生命的生生不息。当“麦秸垛从喧

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麦场上。垛顶被黄泥压匀，显

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硕大的蘑菇；垛檐扇出来，碎麦秸在檐边

耀眼地参差着，仿佛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１２］这儿的“垛”意

味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花朵被女人的手从花碗儿里一朵朵

托出来，托进依在肚子上的棉花包。棉花包越来越鼓，女人们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笑，彼此都看到了大肚子。”［１３］这时，

圆圆的花朵鼓胀出了少女肚子上花包，它又成了生育的象征。

总之，“垛”作为铁凝小说里的一个核心隐喻，它意味着“生存”、

“欲望”和“繁殖”。正如沈小凤和陆野明的野合是在“麦秸垛”

里进行的；而米子、小臭子等人不惜用身体去换取的也是那一

朵朵的棉花，以此来获得生存。贺绍俊［１４］在《作家铁凝》一书

中指出：《棉花垛》的主题与《麦秸垛》是一脉相承的，铁凝始终

围绕着女性的本源性展开。特别是《棉花垛》将思考的重点放

在人的性爱上，这就符合了生命的原则，但人的性爱附着了太

多外在的东西：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却恰恰忽略了性爱的

自然形态，而铁凝在小说中所要呼吁的，正是女性正常的性爱

诉求。

其实，铁凝的这一表达，从社会学角度去诠释，也正好契合

当代女性的一种性观念，即性欲的释放和性自由的追求。竹

西，作为铁凝笔下以肉欲追求来唤醒自我的女性之一，她不仅

能坦然地欣赏自己的躯体之美，同时，她从不隐藏自己对“性”

的渴望，她在与庄坦、大旗、叶北龙三个男人之间的性爱里寻找

着真我。其实，在竹西那里，“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身

体需求了，它更成为她向男权社会反叛、挑战的武器，显示出女

性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对精神独立的追求。竹西是以肉欲的觉

醒来求得女性的性别认同。

李银河曾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当代女性的性观念，其中一

种便认为“性是自然的生理需要”，这也就是竹西一类女性用自

身的身体和欲望的自然释放所展现出来的女性的本源性，即对

性的合理追求。

２２　性别之垛———性征磨灭下的控诉
相对于竹西的积极主动，姑爸在面对自身的女性身份时则

是退缩逃避的。姑爸其实是在用自己女性性征的磨灭来控诉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侮辱与束缚，正是因为那样一个“做女人而

不得的时代”才造成了姑爸的悲剧命运，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

来遮掩自己的女性身份，以求得生存的权力，但以二旗而代表

的男人们终究还是用一根铁棍戳穿了她那隐蔽已久的女性之

门，最终悲惨的死去。其实，这也就说明一点，在男性霸权文化

统治之下，无论女性自身以何种方式来求取自身的觉醒与独立

都困难重重。铁凝还看到了这种困难更来自传统文化束缚下

女性自身的他者意识。“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

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１５］在他者意识的

教导下，女性从未清楚的认识过自身的主体性。因此，在传统

与现实的双重阻碍下，女性正常的性欲望遭到了扼杀，她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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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扭曲。这种观念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也就表现为女性之性的被动性，她们认为性是为男性服务的

……男性化了的姑爸正是铁凝对男权社会霸权主义的控诉，

“姑爸永远的关闭了玫瑰门，她把生命的欲望诉求封锁在大门

以内，是以消灭性征的方式来完成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

求。”［１６］卢宾［１７］曾将男权制下的女性性欲归结为：“为有利于这

样一种制度的顺利和持续进行，女人对于她想和谁睡觉最好不

要有太多自己的主义。从制度的立场看，更可取的女性性欲是

对他人欲望做出反应的那种，而不是主动地渴望和追求。”在男

权社会统治的漫长时期里，姑爸的这一举动也就体现了上述观

点：她们把全部生命寄托在爱情和婚姻上，使其成为她们的重

要生活领域，一旦爱情和婚姻破灭，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此

时，女性之“性”便荡然无存，她们把性建立在感情之上，一旦情

破，性欲之门也就永远的关闭了。

然而，对男权的批判并非是铁凝小说最主要的表达，她的

深刻之处就在于通过女性自身的陋习去敲击女性的灵魂，让其

反思自我，从而实现女性的自省。因此，姑爸的悲惨命运自是

由于制度的不公，但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在制度压抑下，性和

性别观念的一种扭曲。哪怕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国农村恐怕依
旧存在着姑爸一样的女性，这就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现实。

２３　欲望之垛———现实压抑下的畸变
贺绍俊［１８］在《作家铁凝》中这样分析道：小说（《玫瑰门》中

的司猗纹、姑爸和竹西分别代表了穿越玫瑰门的三种不同方

式，其中，司猗纹期待着干净的灵魂从玫瑰门里穿越出来，因

此，她不断呵护着自身的女性性征，但现实却带给了她“不公”，

特别是在“性”这个问题上。

在《玫瑰门》里，庄绍俭之所以厌恶司猗纹，就是因为他听

说这个女人曾经被一个男人沾染过，因此他觉得她脏。而他自

己呢？却是天天逛窑子，还染上了性病并传给了司猗纹。但女

人却从未认为他脏过。于是，在这样不平等的性观念下，司猗

纹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她选择了报复，而报复的手段就是去

“强奸”自己的公公。“性”在司猗纹眼里成了向男权挑战的武

器：“她决心拿自己的肉体对人生来一次亵渎的狂想，那不是爱

也不是恨，那只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小把戏。”［１９］然而，这样扭曲

的性心理却终究不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独立，只能让自己变得

越发的畸形。

这种畸形的性爱观还有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像小黄米和

唐菲这类人，把身体作为交易的本钱，尽管小黄米和唐菲的职

业有所不同，然而她们所使用的工具却都一样的，那就是自己

的身体。小黄米为了生存做着人肉生意，而唐菲也以自己的身

体来换取她想要的一切。笔者认为，唐菲这个角色是有着丰富

的复杂性的。她身上有着叛逆女性的因子，她短暂而悲剧的一

生没有真正地爱过谁或者是被谁爱过，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男

人对自己身体的欲望，她也应着他们的欲望，以此来实现生命

价值。她想以此来反抗，但结局无疑是悲剧的。铁凝通过唐菲

们来揭示出，在男权中心文化下，尽管女性的生命欲望在觉醒，

她们开始主动地、积极地面对性、面对自己的身体，却仍然无法

摆脱自身“身体”的一种物性存在，他们仍然被摆在了交易的市

场，作为女性获得生存和认同的手段。在这里，女性欲望被现

实书写的丑恶而肮脏。直至今日，仍在“不少女性的性观念中，

认为性很‘肮脏’。”［２０］

其实，《玫瑰门》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写作背景的，那时倡导

的是“无性文化”，从根本上说，它还是一种“性的唯生殖目的

论”、“反性的社会秩序”。因此，大芝娘和沈小凤才会把性当做

生育的途径；姑爸把自己当做“铁姑娘”；司猗纹才会企图通过

“性之恶”去追寻“性之美”；而竹西则是通过欲望的释放来实现

对文化、政治压抑的反叛。随着时代发展，在自由与权力的倡

导下，中国女性性观念其实发生的比较大的改变，特别是城市

女性，她们大多都能像竹西一样追求性自由与性快乐，但在农

村，性仍然悄悄地隐藏在“垛里”，见不得光。当然，在“性化”了

的２１世纪，性观念的变迁及其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女性地位的
上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重视其带来的问题，如未成年女

性的堕胎现象等等。这里，笔者并不对此做讨论，只是引出一

种现实的思考。

#

　“开启的玫瑰门”———两性平等关系的构建
３１　女性自我觉醒

铁凝［２１］认为：“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

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

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因此，无论

是对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还是对她们灵与肉的探寻，铁凝最

终所寻求的都是对女性生命境遇的冷峻质询。而作为一个女

性作家，铁凝始终带着一种自省的心态，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

语境中去探索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和地位，揭示出女性最

本真的生命状态。比如对米子、小臭子这类人，她虽批判她们

对自身身体的误用，但同时她又对她们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

情，因为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女性除了自身身体之外而可

以用来保障其生存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因此，要让她们正确认

识自己的身体是不现实的；而像大芝娘这样没有受过教育、思

想一直禁锢在传统伦理观下的妇女，要让她具有现代女性意识

那就更是不太可能，即便像沈小凤这样受过现代教育的女青年

都没能走出那条老路，就更别说封建保守的大芝娘了；而至于

司猗纹，铁凝也并不是完全去批判她的恶、她的丑，而是看到她

在追逐与男人同等权力时的无奈和悲催……

由于传统的性文化、性道德对中国女性束缚太深，“尽管中

国已迎来自由主义的性规范时期，但女性被压抑的状况依然存

在。”［２２］而就铁凝小说对女性身体和性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出，

女性的这种“被压抑”，一是来自外界，另一则是来自女性自身。

例如司猗纹、姑爸心灵上的扭曲、大芝娘和沈小凤对“性和生

育”的混淆等等，都体现出女性在性和性别上仍旧用一种传统

式的甚至是禁欲或是无性式的规范来束缚自己的身心。正如

李银河在《我为什么研究性》中指出：在当代中国，人们还在以

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我们这

里“个人”尚未形成。

但铁凝还是坚持小说是给人希望的，因此，《大浴女》的最

后一章名为“内心深处的花园”，这是铁凝为尹小跳设置自救后

的殿堂，意味着她在直面自我罪恶、自我审判之后的心灵解放，

心灵重新受到阳光照射而开满鲜花。这其实是铁凝对于美好

人格的一种深情呼唤。同时，她也通过尹小跳的自救之路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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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只有直面真实的

自我，尤其要正视自身的缺陷与丑恶，与自我进行抗争，才能最

终解放自己。

３２　构建公平制度
《玫瑰门》的主要情节都是以“文革”为主要背景的，尽管小

说的主旨不在于对“文革”的反思，但在研究其文本时，我们却

无法绕过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对于人心和人性的塑造。“铁凝在

司猗纹身上汇聚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的极为真实的

市民生态景观。”［２３］因此，在“文革”那段“无性”制度的大环境

下，司猗纹所代表的市民阶层几乎处于一种“性的集体无意识”

状态。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性问题才开始被重新提及，而
２１世纪前后，性研究和性话题也正从禁忌走向开放，人们开始
呼吁两性平等关系的构建。但是，尽管社会“性化”程度越来越

高，女性对性享乐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公开，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样一种现实，即社会对女性身体和性行为依旧在实行双重

标准。

佟新在《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中指出：性欲望和对性的控制

是男人的领域和权利，贞操和顺从是属于女性的。这样的性行

为标准允许男性从事更多的性活动，却严格限制女性的性活

动。因此，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凯特·米莉特指出，尽管西方社

会民主已经有所发展，但妇女仍然受到性别模式的系统压迫。

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从文学方面对性政治进行了分析，其

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男性作家心目中的读者似乎永远是男

性，小说中的性描写无不彰显着男性的统治。而笔者在前文中

对铁凝和张承志小说关于“性”和“母性”的对比分析，也正体现

出米莉特的这一理论。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两性平等关系的构建，从制度上保障

男女在身体、性和性别上拥有平等、公平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

要求我们要消除社会对性的双重标准，同时还要从婚姻制度、

家庭制度等方面去思考和探索，从而实现一种全新的、公平公

正的社会性别文化制度的构建。

３３　加强性别教育
李银河在《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利关系》一书中

提到：中国女性中有２６％不知道性高潮时怎么回事，近８０％不
知道阴蒂在哪里。笔者以为，尽管当代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

进行着一场“身体革命”或者是大众媒体所宣扬的一种“裸露哲

学”等等，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性知识并未得到有效的传播，

性别歧视依然充斥在大街小巷，性权利意识和社会性别平等意

识仍未深入人心。因此，正常的性被色情化、越来越多的性侵

幼童案发生、未成年少女堕胎流产比率逐年增加……这一系列

社会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性教育的缺失。

回看铁凝小说文本，盛英［２４］在分析铁凝的《棉花垛》时就

认为：铁凝是较早用文学之笔来探讨“性侵犯”的。她说：“一个

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

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

的占有欲和征服欲，显露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

势。”因此，“女子在男权社会已经被压向自己最后一点领

地———性的权力。而男子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以自我为中心向

女性横施禁令。”中国现实社会仍然是父权体制的社会，男女两

性在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包括结构上的不平等，性别观

念上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由于性别差异（文化的、心理的和社会

的）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如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现象仍然普

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要改变性别的不平等，除了要针对社

会制度、社会文化进行结构上的改造外，还要从改造个人的社

会性别意识、焕发青少年的两性平等理念做起。“只有当他们

具有了清晰的性别平等追求的时候，性别平等才会在未来得到

更好的推进，像性骚扰、性强暴这类的性的社会问题才能够得

到解决。”［２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性教育影响着当代男女的

婚恋观、影响着两性的权利关系、影响着性的自主权。

最后，笔者认为，铁凝小说对于性和性别的独特描写，从性

别社会学角度来探究，即是对性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呼吁，这也

体现出一位作家抛开自身女性身份，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对

女性性欲和性的自主权的理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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