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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妇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感染的病原学分布以及耐药性，为临床治疗阴道炎提供依
据和参考。方法：选取妇科门诊阴道炎患者６７８例，取阴道分泌物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泌物清洁度、是否存在
线索细胞以及假丝酵母菌和滴虫，制作干片后通过革兰染色法判断是否存在革兰阴性双球菌。采用唾液酸

酶法对细菌性阴道炎进行快速检测。对病原菌进行培养，并行药物耐药性检测。结果：６７８例患者中真菌感
染最为常见，共２３７例，占３４９６％，其中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感染为主，检出２１８例，占３２１５；此外还有１９例
患者为光滑假丝酵母菌感染，占２８０％。细菌感染２２４例，占３３０４％，其中以大肠埃希菌最为常见，检出７９
例，占１１６５％，其次分别是无乳链球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检出 ６４例、５６例和 ２５例，分别占
９４４％、８２６％和３６９％。支原体检出１７３例，占２５５２％，其中解脲支原体９６例（１４１６％），人型支原体４９
例（７２３％），两种支原体合并感染２８例（４１３％）。此外分别有 １９例（２８０％）、１４例（２０６％）和 １１例
（１６２％）患者分别感染衣原体、滴虫以及格兰阴性双球菌。白色假丝酵母就和光滑假丝酵母菌普遍对两性
霉素Ｂ的耐药性较低，仅为 ０８４％，而对伊曲康唑和 ５－氟胞嘧啶的耐药性偏高，分别为 １１８１％和
１０１３％。革兰阳性菌对复方新诺明耐药性较高，达到５５％，其次是氯霉素和氨苄西林，分别达到３９２９％和
２３２１％；所有革兰阳性菌均不对替加环素和万古霉素耐药，此外对亚胺培南耐药性较低，仅为５００％。革
兰阴性菌普遍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和头孢唑林耐药性较高，分别达到７８８５％、６３４６％和６１５４％，而对
亚胺培南的耐药性较低，仅为１９２％。支原体感染患者对环丙沙星、罗红霉素、阿奇霉素以及克拉霉素的耐
药率较为接近，分别为５０２９％、４７４０％、４１０４％和４０４６％，而对司帕沙星的耐药率较低，仅为３４７％，其
次是氧氟沙星，耐药率为２１９７％。结论：引起女性阴道分泌物感染的病原学分布较为广泛，其中以真菌和
细菌最为常见，其次是支原体。在临床治疗中应根据不同病原菌感染的特点，为患者选择耐药性较低的药

物进行治疗，以期获得良好效果，缩短治疗时间，而且应夫妻同治，避免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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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是常见的妇科疾病，在已婚女性中多发。随着抗菌
药物在临床不合理应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病原菌产生了耐药

性，增加了治疗的困难［１］。本研究回顾分析了６７８例妇科门诊
阴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期间我院妇科门诊就诊阴道炎患者６７８例，年龄２２～６３岁，平
均（３８４８±３２９）岁。患者因外阴瘙痒、白带增多而就诊 ４２９
例，因孕前或产前检查而就诊１９３例，查体发现阴道炎为求进一
步诊治５６例。
１２　方法

取阴道分泌物拭子，使用０５～１ｍＬ０９％Ｎａｃｌ溶液对涂片
进行洗脱，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泌物清洁度、是否存在线索细胞

以及假丝酵母菌和滴虫，制作干片后通过革兰染色法判断是否

存在革兰阴性双球菌。采用唾液酸酶法对细菌性阴道炎进行

快速检测。采用血琼脂平板、淋球菌分离平板、万古霉素马血

巧克力平板行细菌培养，采用念珠菌显色培养基初步鉴定真

菌，采用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以及衣原体检测试剂盒分

别检测支原体和衣原体。分别采用 Ｋ－Ｂ纸片扩散法、ＡＴＢ－
Ｆｕｎｇｕｓ真菌药敏试验板对细菌和真菌的药物耐药性进行
分析［２］。

"

　结果
２１　病原菌分布

６７８例患者中真菌感染最为常见，共２３７例，占３４９６％，其
中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感染为主，检出２１８例，占３２１５％；此外
还有１９例患者为光滑假丝酵母菌感染，占２８０％。细菌感染
２２４例，占３３０４％，其中以大肠埃希菌最为常见，检出７９例，占
１１６５％，其次分别是无乳链球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
检出６４例、５６例、２５例，分别占９４４％、８２６％、３６９％。支原
体检出１７３例，占２５５２％，其中解脲支原体９６例（１４１６％），
人型支原体 ４９例（７２３％），两种支原体合并感染 ２８例
（４１３％）。此外分别有１９例（２８０％）、１４例（２０６％）和１１例
（１６２％）患者分别感染衣原体、滴虫以及革兰阴性双球菌。
２２　真菌耐药性

白色假丝酵母就和光滑假丝酵母菌普遍对两性霉素 Ｂ的
耐药性较低，仅为０８４％，而对伊曲康唑和５－氟胞嘧啶的耐药
性偏高，分别为１１８１％和１０１３％。见表１。

表１　常见真菌耐药性分析

白色假丝酵母菌（ｎ＝２１８）

菌株数 比例（％）

光滑假丝酵母菌（ｎ＝１９）

菌株数 比例（％）

合计（ｎ＝２３７）

菌株数 比例（％）

两性霉素Ｂ １ ０４６ １ ５２６ ２ ０８４

伏立康唑 １３ ５９６ ２ １０５３ １５ ６３３

氟康唑 １１ ５０５ ２ １０５３ １３ ５４９

５－氟胞嘧啶 ２２ １００９ ２ １０５３ ２４ １０１３

伊曲康唑 ２５ １１４７ ３ １５７９ ２８ １１８１

２３　细菌耐药性
革兰阳性菌对复方新诺明耐药性较高，达到５５％，其次是

氯霉素和氨苄西林，分别达到３９２９％和２３２１％；所有革兰阳
性菌均不对替加环素和万古霉素耐药，此外对亚胺培南耐药性

较低，仅为５００％。革兰阴性菌普遍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
和头孢唑林耐药性较高，分别达到 ７８８５％、６３４６％ 和
６１５４％，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性较低，仅为１９２％。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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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常见细菌耐药性分析

革兰阳性菌

无乳链球菌（ｎ＝６４）

菌株数 比例（％）

粪肠球菌（ｎ＝５６）

菌株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２０）

菌株数 比例（％）

革兰阴性菌

大肠埃希菌（ｎ＝７９）

菌株数 比例（％）

肺炎克雷伯菌（ｎ＝２５）

菌株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０４）

菌株数 比例（％）

青霉素 ０ ０ ８ １４２９ ８ １４２９ － － － － － －

氯霉素 ９ １４０６ １３ ２３２１ ２２ ３９２９ － － － － － －

替加环素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 －

万古霉素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 －

氨苄西林 ０ ０ １３ ２３２１ １３ ２３２１ ５７ ７２１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２ ７８８５

环丙沙星 １３ ２０３１ ８ １４２９ ２１ １７５０ ２１ ２６５８ ９ ３６００ ３０ ２８８５

复方新诺明 １０ １５６３ 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６ ５５００ ４８ ６０７６ １８ ７２００ ６６ ６３４６

亚胺培南 ０ ０ ６ １０７１ ６ ５００ １ １２７ １ ４００ ２ １９２

庆大霉素 － － － － － － ２９ ３６７１ １３ ５２００ ４２ ４０３８

氨曲南 － － － － － － ３５ ４４３０ １４ ５６００ ４９ ４７１２

头孢唑林 － － － － － － ４６ ５８２３ １８ ７２００ ６４ ６１５４

２４　支原体耐药性
支原体感染患者对环丙沙星、罗红霉素、阿奇霉素以及克

拉霉素的耐药率较为接近，分别为５０２９％、４７４０％、４１０４％和

４０４６％，而对司帕沙星的耐药率较低，仅为３４７％，其次是氧
氟沙星，耐药率为２１９７％。见表３。

表３　常见支原体耐药性分析

解脲支原体（ｎ＝９６）

菌株数 比例（％）

人型支原体（ｎ＝４９）

菌株数 比例（％）

两种混合感染（ｎ＝２８）

菌株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７３）

菌株数 比例（％）

阿奇霉素 ３ ３１３ 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９ ６７８６ ７１ ４１０４

环丙沙星 ５６ ５８３３ １２ ２４４９ １９ ６７８６ ８７ ５０２９

克拉霉素 ３ ３１３ 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８ ６４２９ ７０ ４０４６

罗红霉素 １５ １５６３ ４５ ９１８４ ２２ ７８５７ ８２ ４７４０

司帕沙星 １ １０４ ０ ０ ５ １７８６ ６ ３４７

氧氟沙星 １９ １９７９ ８ １６３３ １１ ３９２９ ３８ ２１９７

#

　讨论
阴道炎是常见的妇科疾病，致病原因多样。比如围绝经期

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大多由于年龄增加雌激素分泌不足而导致

阴道自净功能减弱，菌群失调而发生感染；生育期女性则大多

由于卫生习惯较差或被性伴侣传染所致［３］。由于该病大多具

有白带增多、外因瘙痒等不适感，且经过治疗后仍然容易反复

发作，因此会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均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如果不

及时治疗，还有可能继发宫颈炎、子宫内膜炎等，甚至诱发恶性

病变，此外还会导致生育期女性不孕［４，５］。

近年来关于越来越多的报道发现在阴道炎患者中假丝酵

母菌的检出率越来越高［６，７］，在本研究中，白色念珠菌和光滑假

丝酵母菌共检出２３７例，占所有阴道炎患者的３４９６％，是最为
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其中尤其以白色念珠菌较多，检出２１８例，
占３２１５％。真菌感染的患者外阴瘙痒十分明显，白带呈现粘
稠、豆渣样或者凝乳状，妇科检查阴道黏膜红肿，甚至出现溃疡

面［８，９］。在本研究中，真菌普遍对两性霉素 Ｂ耐药性较低，仅为

０８４％，可将该药物作为首选的抗真菌药物；由于普遍对伊曲康
唑和５－氟胞嘧啶的耐药性偏高，分别为１１８１％和１０１３％，此
两种药物应尽量减少使用。在此同时，还应尽量避免广谱抗菌

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的长期应用，以免破坏阴道的正常菌群或

者降低机体免疫力，反而加重真菌感染［１０，１１］。

除真菌外，细菌也是较为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共检出 ２２４
例，占 ３３０４％，其中大肠埃希菌最为常见，检出 ７９例，占
１１６５％，其次分别是无乳链球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
检出６４例、５６例、２５例，分别占９４４％、８２６％、３６９％。患者
白带增加，为灰色或者灰绿色，粘稠可有气泡，有鱼腥味，外阴

有瘙痒和灼热感［１２，１３］。细菌感染者不同的致病菌耐药性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在本研究中无论是革兰阳性菌还是阴性菌

均对亚胺培南表现出了较低的耐药性，分别为 ５００％和
１９２％，可将其作为首选用药；而对复方新诺明和氨苄西林表现
出了较高的耐药性，因此该药物应尽量避免使用。

本研究中支原体检出１７３例，占２５５２％，其中解脲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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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例（１４１６％），人型支原体４９例（７２３％），两种支原体合并
感染２８例（４１３％）。患者大多有尿道刺痛并有不同程度的尿
路刺激征，体检时可见尿道口轻度红肿，分泌物较少［１４］。支原

体感染患者对司帕沙星的耐药率较低，仅为３４７％，是首选治
疗药物。

总之引起女性阴道分泌物感染的病原学分布较为广泛，其

中以真菌和细菌最为常见，其次是支原体。在临床治疗中应根

据患者的不同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导致阴道分泌

物感染的致病菌，并通过药物敏感试验为患者选择耐药性较低

的药物进行治疗，以期获得良好效果，缩短治疗时间，而且应夫

妻同治，避免反复发作［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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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所致的早泄的三组药物治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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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外科，上海 ２０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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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联合应用西地那非＋舍曲林、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舍曲林与单
用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治疗早泄的临床效果。方法：２８０例患者随机分成七组：（单纯
口服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和西地那非＋舍曲林、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
同系物＋舍曲林。记录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患者配偶性生活满意度、每月性交频
率以及治疗期间的药物不良反应。结果：（１）联合用药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舍曲林治疗早泄的效果与西地那非
＋舍曲林、他达拉非＋舍曲林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但不良反应有显著性差异；（２）联合用药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
舍曲林、西地那非＋舍曲林、他达拉非＋舍曲林治疗早泄的效果与单用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
同系物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在治疗早泄方面，联合用药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舍曲林优于西地那非＋舍曲
林、他达拉非＋舍曲林及单用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

【关键词】　早泄；慢性前列腺炎；联合用药；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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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国际医学会（ＩＳＳＭ）从循
证医学的角度上指出早泄必须满足射精潜伏期短、控制射精能

力差、性满足程度低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包括射精总是或者几

乎总是发生在阴茎插入阴道１ｍｉｎ以内；不能全部或几乎全部进
入阴道后延迟射精；消极的个人精神心理因素等一种不良的临

床症状。此外，国际医学会还提出：虽然早泄发病包含心理因

素，但是，慢性前列腺炎却是早泄最重要的器质性病因。伴随

着高发病率的男性功能障碍，治疗早泄的方法也层出不穷，近

年来在临床被广泛使用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治疗
早泄取得了较明显效果的同时，选择性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
抑制剂（西地那非、他达拉非）以及天然药物提取物，也在应用

于各种勃起功能障碍（ＥＤ）后，被研究表明对早泄患者也具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１］。本研究旨在对联合应用西地那非 ＋舍曲
林［２－３］、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舍曲林与单
用西地那非、他达拉非、舍曲林、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治疗早泄

的疗效进行比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５５～６５岁早泄男
性患者２８０例，均存在２～５年慢性前列腺炎病史，患慢性前列
腺炎前均无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疾病，并排除外周血管疾病、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精神疾病等心、肝、肾、神经系统原发性

疾病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近３个月内也未使用影响性功能及
精神的药物，无不良嗜好。主诉在性交时失去控制射精能力，

在插入阴道１～２ｍｉｎ射精，压痛消失，前列腺质地正常，ＥＰＳ－
ＷＢＣ检查５次以上正常［４］。

１２　给药方法
将２８０例患者随机分成 Ａ、Ｂ、Ｃ、Ｄ、Ｅ、Ｆ、Ｈ组，每组４０例，

服药前均由３周清洗期，给药方法见表１。

表１　给药方法

组别 使用药物 给药剂量 使用方法 持续时间

Ａ组 西地那非＋舍曲林 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次，舍曲林５０ｍｇ／次 口服，各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Ｂ组 他达拉非＋舍曲林 他达拉非１０ｍｇ／次，舍曲林５０ｍｇ／次 口服，各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Ｃ组 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舍曲林 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２５ｍｇ／次，舍曲林５０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Ｄ组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Ｅ组 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１０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Ｆ组 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 脱水淫羊藿素２５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Ｈ组 舍曲林 舍曲林５０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每天睡前服用 连续口服６个月

　　注：①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来源朝鲜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ｋｏｒｅａｎｕｍ）和苦参（淄博康华中药公司）各１００ｋｇ，粉碎后用６０％的乙醇固定（固－液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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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再经８０℃回流９０ｍｉｎ，提取３次，过滤，水溶部分依次用石油醚（６０～９０℃），二氯甲烷，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分别回收溶剂。乙酸乙酯部分
经硅胶柱分离，得脱水淫羊藿素化合物０６８ｍｇ／ｋｇ。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与电喷雾质谱联用技术（ＨＰＬＣ－ＥＳＩ）测定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保留时间
（ｔＲ）６８８ｍｉｎ，分子离子峰６８９，源内ＣＤ质谱数据５３６和３７１［５］。②枸橼酸西地那非片（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８，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０８３０１１）；盐酸舍曲林
片（Ｈ２００８００１９，海南万德玛药业，批号２０１１０１０１）；他达拉非（Ｈ２００８０１０９，Ｌｉｌｌｙｄ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Ｉｎｃ礼来公司，批号１０６３００８）。

"

　治疗结果
２１　疗效标准

治疗开始前记录１０次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治疗６个月后记
录１０次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取治疗前后各１０次性生活的平均
值）、ＩＩＥＦ问卷中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ＩＩＥＦ中６、７、８项评
分，０～１５分）、ＩＩＥＦ问卷中的患者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ＩＩＥＦ
中１０、１３、１４项评分，０～１５分）、每月性交频率以及治疗期间的
药物不良反应。

２２　结果评价
２２１　治疗后Ａ、Ｂ、Ｃ、Ｄ、Ｅ、Ｆ、Ｈ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均较治
疗前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前 Ａ组与 Ｄ、Ｈ组、Ｂ组与
Ｅ、Ｈ组、Ｃ组与Ｆ、Ｈ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但治疗后Ａ组与Ｄ、Ｈ组、Ｂ组与 Ｅ、Ｈ组、Ｃ组与 Ｆ、Ｈ
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均有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但治疗后 Ａ、
Ｂ、Ｃ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见表２。
２２２　治疗后ＩＩＥＦ问卷中性交满意度评分在Ａ、Ｂ、Ｃ、Ｄ、Ｅ、Ｆ、Ｈ
组均显著提高，但治疗后Ａ、Ｂ、Ｃ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治疗前Ａ组与Ｄ、Ｈ组、Ｂ组与Ｅ、Ｈ组、Ｃ组与Ｆ、Ｈ组
ＩＩＥＦ问卷中性交满意度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治疗
后Ａ组与Ｄ、Ｈ组、Ｂ组与Ｅ、Ｈ组、Ｃ组与Ｆ、Ｈ组ＩＩＥＦ问卷中性交
满意度评分均有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３　每月性交频率Ａ、Ｂ、Ｃ、Ｄ、Ｅ、Ｆ、Ｈ组在治疗后较治疗前
均有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但Ａ、Ｂ、Ｃ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前Ａ组与Ｄ、Ｈ组、Ｂ组与Ｅ、Ｈ组、Ｃ
组与Ｆ、Ｈ组每月性交频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治
疗后Ａ组与Ｄ、Ｈ组、Ｂ组与Ｅ、Ｈ组、Ｃ组与Ｆ、Ｈ组每月性交频
率均有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４　唯独Ａ、Ｂ、Ｄ、Ｅ、Ｈ组在治疗期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

的不良反应，而Ｃ、Ｆ组未发现。Ａ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７例
（１７５％）：①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头痛、眩晕、昏迷、视力模糊、感
觉异常等）２例（５０％）；②情绪障碍２例（５０％）；③胃肠消化系
统不良反应（消化不良、恶心、腹痛、肝功能异常等）２例（５０％）；
④男性生殖系统不良反应（快感缺失等）１例（２５％）。Ｂ组患者
出现的不良反应 ８例（２００％）：①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２例
（５０％）；②情绪障碍１例（２５％）；③胃肠消化系统不良反应３
例（７５％）；男性生殖系统不良反应２例（５０％）。Ｄ组患者出现
的不良反应６例（１５０％）：①神经系统不良反应２例（５０％）；②
情绪障碍１例（２５％）；③胃肠消化系统不良反应３例（７５％）。
Ｅ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７例（１７５％）：①神经系统不良反应３
例（７５％）；②情绪障碍２例（５０％）；③胃肠消化系统不良反应
１例（２５％）；④男性生殖系统不良反应１例（２５％）。Ｈ组患者
出现的不良反应 ７例（１７５％）：①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１例
（２５％）；②情绪障碍２例（５０％）；③胃肠消化系统不良反应３
例（７５％）；④男性生殖系统不良反应１例（２５％）。Ｃ组与Ａ、Ｂ
组出现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Ｆ组与Ｄ、Ｅ、Ｈ组
出现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所有出现的不良
反应均能耐受，无１例因此而退出治疗。

表２　七组患者治疗前后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患者及其配偶性交满意度评分和每月性交频率比较

组别 ｎ
平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治疗前 治疗后

患者性交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患者配偶性交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每月性交频率

治疗前 治疗后

Ａ ４０ ０６８±０１１ ６４±０１５ ７１±１３７ １２６±１３１ ６８±１１０ １０９±１４６ ０９±０２ ２８±０２

Ｂ ４０ ０６４±０１３ ５９±０１２ ７３±１１５ １１８±１０９ ７１±１２６ １０１±１２９ ０９±０２ ２７±０２

Ｃ ４０ ０６９±０１５ ６１±０１１ ７４±１２２ １２１±１２３ ７０±１０７ １１３±１０４ １０±０２ ２７±０２

Ｄ ４０ ０５９±０１９ ４５±０１４ ７１±１１２ ９８±１２９ ７１±１０８ ９２±１０６ １０±０２ １７±０２

Ｅ ４０ ０６０±０１１ ４９±０１２ ７０±１０８ １０２±１１２ ７０±１２８ ９８±１３３ １０±０２ １７±０２

Ｆ ４０ ０６２±０１２ ４７±０１６ ７２±１０４ １００±１０１ ７０±１２２ ９６±１２７ ０９±０２ １８±０２

Ｈ ４０ ０５９±０１１ ４３±０１８ ７１±１１０ ９９±１１６ ７０±１２４ ９４±１２２ ０９±０２ １７±０２

#

　讨论
目前，治疗早泄的方法主要有行为疗法、局部表皮涂药和抗

抑郁药应用等。行为疗法需要夫妇双方配合，操作较麻烦，大多

数患者难以坚持，成功率较低；局部表皮涂药的主要成分为局部

麻醉药，性交前将此类制剂涂抹龟头上部，通过局部麻醉作用来

延长射精潜伏期。但该类制剂由于下列因素而未能被推广应用：

（１）其疗效缺乏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交叉的临床研究的
充分验证。（２）由于局部用药，常出现药物含量过高，局部麻醉
过强，易导致性快感障碍或勃起功能障碍。（３）由于局部用药，

药物作用时间往往过短，故很难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６］。

因此，通过多中心、随机、双盲、交叉的临床实验以及对大

量的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显示：
（１）Ａ、Ｂ组与 Ｄ、Ｅ、Ｈ组比较，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选择

性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抑制剂可使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ＳＳＲＩ）起到协同改善性功能障碍的作用［７］，比单独使用选择性

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抑制剂或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
ＲＩ）效果明显。

（２）本研究通过对Ａ、Ｂ、Ｃ组多中心、随机、双盲、交叉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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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验对比，也证实了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与五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ＳＳＲＩ）同样也会产生协同改善性功能障碍的作用，而且
相比于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选择性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抑
制剂与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的舍曲林联合用药不良
反应更加小，安全性更高［８］。

（３）笔者观察到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不仅对试验兔阴茎海
绵体、阴蒂海绵体组织内ｃＧＭＰ有浓度依赖增高效应［９－１２］，而且

还在体外实验中发现，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参与人体大脑的多功能调
节，包括性生理方面。同时，又降低了中枢性的交感神经输出，使

人的精囊生理反射性的收缩，诱导末梢神经产生一种类似痛觉缺

失的状态，这就间接缓解了部分早泄患者阴茎的高敏感性，从而

使得勃起持续，射精潜伏期得到延长［１３］，以起到与选择性５型磷
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抑制剂相同的延长勃起持续时间的作用［１４］。

（４）此外，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能有效改善体能状态，提升
睾丸酮的分泌量［１５］，较大剂量的脱水淫羊藿素同系物还能调节

大脑感觉通路，从而起到降低大脑病理性兴奋，缓解性交时紧

张、恐惧、焦虑而导致的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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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安栓治疗６６例精囊炎临床疗效观察
何文桂１　张士更２

１诸暨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２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观察前列安栓治疗精囊炎的临床疗效，探讨综合治疗精囊炎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门诊应用常规治疗加前列安栓治疗的精囊炎患者６６例作为综合治疗组，
同时选取同期应用常规治疗的４８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综合治疗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５５８，Ｐ＝０００１）。治疗后两组
精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均显著降低，且综合治疗组的红细胞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综合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４０，Ｐ＝
００１１）。结论：前列安栓治疗精囊炎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不良反应率低，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前列安栓；精囊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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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囊炎症已成为威胁男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发病率逐年上
升且呈年轻化趋势，主要临床表现为血精、射精痛、阴囊胀痛等不

适，严重影响男性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１，２］。由于精囊炎患者常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疼痛症状，迁延不愈，反复发作，导致复杂的

生理心理活动，易使患者产生焦虑恐惧心理，使患者不知所措，而不

良的情绪可影响疾病的结局。这就要求提高该病的治疗效果，目前

临床常规的治疗方法是口服抗生素抗感染，但疗效均不确切［３，４］。

为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我院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前列安栓治

疗精囊炎，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门诊应用常规治疗
加前列安栓治疗的精囊炎患者６６例作为研究对象，为综合治疗组，
其中年龄２３～５５岁，平均（３６０５±２１５）岁，病程５ｄ～３年，平均
（１６０５±２１５）个月。所有患者均符合男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的诊
断标准［３］，并排除前列腺增生、肿瘤及尿道狭窄患者。同时选取应

用常规治疗方法治疗的４８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组构
成、性别、病情等临床资料间具有很好可比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关的检查，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抗生素

等对症治疗，如果合并患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则进行相应的降

压、降糖治疗。而治疗组在上述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前列安

栓（珠海丽珠集团制药厂生产，生产批号：１１０８１０－１２０５１６），将
前列安栓放置在直肠３～４ｃｍ处，１次／ｄ，３０ｄ为１疗程，治疗期
间禁忌房事，避免食辛辣刺激食品。

１３　效果评价
分别从治疗效果，精液中红细胞数量和不良反应发生率３

方面对效果进行评价。其中治疗效果按照症状改善状况分为

痊愈、有效和无效３个等级。痊愈：症状消失、精囊无触痛、精液
镜检无红细胞；有效：症状改善，精囊触痛减轻，精液中仍有红

细胞；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改善、精液中仍有红细胞。不良反应

包括药疹和胃肠反应等［５］。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定量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两组治疗有效率和不良反应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综合治疗组治愈和有效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而无效所占

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统计分析显示，综合治疗组的有效率

（９２４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２５０％），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１５５８，Ｐ＝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综合治疗组 ６６ ２８（４２４２） ３３（５０００） ５（７５８）

对照组 ４８ １１（２２９２） １９（３９５８） １８（３７５０）

２２　两组精液中红细胞数量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精液中红细胞数量相当，两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精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均显著降低，
且综合治疗组的红细胞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精液中红细胞数量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个／ＨＰ） 治疗后（个／ＨＰ）

综合治疗组 ６６ ２９９１±５１４ ５６３±１４９

对照组 ４８ ３０３５±５２４ １３９５±２０８

ｔ － －０４２ －２２５３

Ｐ － ０６７９ ＜０００１

２３　不良反应比较
综合治疗组共发生不良反应３例，均为胃肠反应。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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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生不良反应１２例，包括２例红斑性药疹，１０例胃肠反应。
综合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两组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４０，Ｐ＝００１１）。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精囊炎的发病率日趋增

加［６，７］，并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患者

起病缓慢，再加上慢性疼痛不适的折磨而导致复杂的生理心理

活动，不仅会给患者带来机体上的痛苦，心理负担严重，危及患

者的生理心理健康，更严重的是影响性生活［８，９］。因此，如何提

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疾病的治愈时间是该

病治疗的主要目的。目前常规治疗是口服抗生素抗感染，然而

效果不尽理想，并容易出现治疗时间长、患者依从性差等缺点，

严重影响了患者疾病的恢复和生活质量［４］。对于精囊炎患者

来说，在该病的治疗中从一定程度上综合治疗意义更大［１０，１１］。

前列安栓的主要成份大黄、黄柏、冰片等，具有泻火、凉血、滋阴、

止血的功效，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有效药物［１２，１３］。由于精囊

与前列腺是邻近器官，均开口后尿道，易相互感染，因此，直肠给

予前列安栓对精囊炎也具有良好的疗效。若在口服抗生素药物

治疗的同时，对患者给予前列安栓综合治疗措施效果更好［１４］。

临床研究表明［１５］，前列安栓具有清热利湿通淋，化瘀散结止痛的

作用。主治湿热瘀血壅阻证所引起的少腹痛、会阴痛、睾丸疼痛、

排尿不利、尿频、尿痛、尿道口滴白、尿道不适等症。可用于精浊、

白浊、劳淋（慢性前列腺炎）等病见以上证候者。

本资料结果显示，综合治疗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综合治疗组的红细胞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对精囊炎患者进行综合治疗干预，能

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疾病的恢复，提高患者

满意度，有益患者的身心康复［６］。前列安栓直肠给药吸收快

速，可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组织缺血缺氧，加快清除炎症产物、致

痛物质的清除，减轻水肿，而起到消炎止痛的效果。总之，药物

配合前列安栓治疗精囊炎的综合治疗方法，对减轻患者临床症

状，缩短治疗时间具有重要作用，为患者尽最大程度的减轻痛

苦，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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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癌诊断中
的应用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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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癌诊断中的临床诊断效果。方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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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我院妇科门诊接受宫颈癌筛查的１４３４患者为研究对象，对采取宫颈液基薄
层细胞学检查（ＴＣＴ）后结果呈阳性的２０２例患者行阴道镜下宫颈活检，对比诊断结果。结果：参与本次宫颈
癌筛查的１４３４患者中，病理检验正常或炎症者１２００例，阴性率为８３７％，检测结果呈阳性者２３４例，阳性率
为１６３％；ＴＣＴ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患者２０２例，阳性检出率为８６３％，其中诊断结果为ＡＳＣ－ＵＳ、ＬＳＩＬ、ＨＳＩＬ
或ＳＣＣ者分别１２５例（６１９％）、５３例（２６２％）、２０例（９９％）和４例（２０％），两组检测方法对比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阴道镜下活检结果与ＴＣＴ检查结果相符率分别为ＳＣＣ２５％（１／４）、ＨＳＩＬ６０％（１２／２０）、ＬＳＩＬ６６％
（３５／５３）；ＡＳＣ－ＵＳ结果中，阴道镜下活检 ＣＩＮⅠ４８例、ＣＩＮⅡ７例、ＣＩＮⅢ３例，共５８例，占例数的４６４％。
结论：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能有效提升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病变（ＣＩＮ）等癌前病变检出率，对宫颈癌早期诊
断意义重大。对于ＴＣＴ检查结果为无明确意义的非典型细胞改变（ＡＳＣ－ＵＳ）患者，应引起临床重视，根据
患者病情行阴道镜检查，以提升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诊断准确率，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关键词】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活检；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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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妇科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１］，具有较高的致

死率，但随着宫颈癌细胞学筛查的普遍应用，其检出率得到显

著提升，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已明显降低［２，３］。

本次研究为深入探讨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活检在宫

颈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选取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我
院妇科门诊接受宫颈癌筛查的１４３４患者为研究对象，对采取
ＴＣＴ后结果呈阳性的２０２例患者行阴道镜下宫颈活检，对比诊
断结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我院妇科门诊接受
宫颈癌筛查的１４３４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为１９～６９岁，平
均（３７２±３１）岁；孕产次０～３次，平均孕产次为（１２±０３）
次，所选患者有宫颈糜烂、接触性出血、不规则阴道出血、绝经

后阴道出血及阴道排液等其中１项或多项临床症状［３，４］。患者

排除妊娠妇女、急性生殖道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及家属在知情同

意下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患者年龄、孕次

等资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ＴＣＴ检查方法　①采样准备：于非生理期取样，患者应
于取样前７ｄ停止阴道给药或涂抹润滑剂使用阴道窥器，于取样
前２４ｈ禁止性生活、盆浴与阴道检查；②标本采集：扩张阴道，暴
露子宫颈，用无菌棉球擦去子宫颈表面过多分泌物和血迹，将

细胞刷尖端插入子宫颈口，顺时针旋转５～６圈，取出去除细胞
刷刷柄后放入细胞保存液中；③标本制作：采集到的宫颈细胞
制成薄层细胞切片，９５％乙醇固定，ＨＥ染色，盖上玻片，在光镜
下阅片；④细胞学阳性诊断：细胞学诊断均采用泊塞斯达系统
（ＴＢＳ）进行分类［５］，即非肿瘤性病变（ＮＩＬＭ），意义不明的不典
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ＵＳ），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不排除高级别鳞
状上皮内病变（ＡＳＣ－Ｈ），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ＬＳＩＬ）和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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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内高密度病变（ＨＳＩＬ）以及鳞状细胞癌（ＳＣＣ），非典型腺细
胞（ＡＧＣ）和腺癌（ＡＣ）。
１２２　阴道镜下活检方法　①采样准备：生理期１周前或１周
后行阴道镜检验，检查前１ｄ禁止同房，并保持阴道清洁；②先用
无菌棉球擦去宫颈表面分泌物，观察鳞 －柱上皮交界及血管，
用５％醋酸溶液涂在宫颈表面１ｍｉｎ后镜下观察出现白色上皮、
镶嵌、点状血管和各种异性血管，然后用２％的碘液涂抹于宫
颈，不着色为碘试验阳性区［６，７］；③阴道镜下发现以上异常
图像。

１３　诊断标准
１３１　细胞学诊断标准　采用国际通用的 ＴＢＳ分级系统，根
据细胞异型性的严重程度依次诊断为正常范围（ＷＮＬ）、意义不
明的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ＵＳ）、低度鳞状上皮内瘤变（ＬＳＩＴ）、
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ＨＳＩＬ）、鳞状细胞癌（ＳＣＣ）。细胞学阳性
诊断包括ＡＳＣＵＳ以上病变。
１３２　组织病理学诊断标准　诊断包括：正常或炎症；宫颈上
皮内瘤变分为轻、中、重三组，轻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Ⅰ）、中度不
典型增生（ＣＩＮⅡ）、重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Ⅲ）和原位癌；浸润
癌。为了统一细胞学和组织学诊断标准，根据ＴＢＳ标准ＬＳＩＴ即
ＣＩＮⅠ，ＨＳＩＬ包括ＣＩＮⅡ和ＣＩＮⅢ。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两组患者诊断前后相关资料进行ＳＰＳＳ１６软件分析，对于

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方差表示，将得到数据通过 ｔ方法进行检
验；对于计数资料则采用ｎ表示，并进行χ２检查，计数结果以［ｎ
（％）］形式表达，实验结果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细胞学诊断结果

本次研究中，宫颈癌筛查的１４３４患者中，病理检验正常或
炎症者１２００例，阴性率为８３７％，检测结果呈阳性者２３４例，阳
性率为１６３％；ＴＣＴ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患者２０２例，阳性检出率
为８６３％，其中诊断结果为 ＡＳＣ－ＵＳ、ＬＳＩＬ、ＨＳＩＬ或 ＳＣＣ者分
别１２５例（６１９％）、５３例（２６２％）、２０例（９９％）和 ４例
（２０％）（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ＴＣＴ检查与阴道镜活检结果对比情况

阴道镜下活检结果与 ＴＣＴ检查结果相符率分别为 ＳＣＣ
２５％（１／４）、ＨＳＩＬ６０％（１２／２０）、ＬＳＩＬ６６％（３５／５３）。计算方法：
通过不同检测方法中阴道镜下活检中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和总
例数Ｎ的比值。ＡＳＣ－ＵＳ结果中，阴道镜下活检 ＣＩＮⅠ４８例、
ＣＩＮⅡ７例、ＣＩＮⅢ３例，共５８例，占例数的４６４％。见表２。

表１　细胞学诊断结果的对比情况

诊断结果 阴性
阳性

ＡＳＣ－ＵＳ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 ＳＣＣ

ＴＣＴ检查结果 １２３２（８５９） １２５（６１９） ５３（２６２） ２０（９９） ４（２０）

病理检查结果 １２００（８３７） １４１（６０３） ６３（２６９） ２４（１０４） ６（１７）

χ２ ２７６９７ １０６０７ ０８９８４ ０３６９３ ０４０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ＴＣＴ检查与阴道镜活检结果对比情况

ＴＣＴ检查结果 ｎ
阴道镜下活检结果

正常／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ＡＳＣ－ＵＳ １２５ ６７（５３６） ４８（３８４） ７（５６） ３（２４） ０（０）

ＬＳＩＬ ５３ ８（１５１） ３５（６６０） ７（１３２） ３（５７） ０（０）

ＨＳＩＬ ２０ ２（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７（３５０） ５（２５０） ２（１００）

ＳＣＣ ４ ０（０） 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总计 ２０２ ７７（３８１） ８７（４３１） ２２（１０９） １２（５９） ４（２０）

#

　讨论
宫颈癌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对女性生命健康安全危害极

大［１０］。相关研究表明，宫颈癌由癌前病变发展为癌症晚期，需要

大约１０年的时间，如何早期诊断该病症，以节约宝贵的治疗时
间，成为宫颈癌治疗与癌前病变防预的关键［１１，１２］。和其它癌症

一样，预防是对宫颈癌最好的治疗方法，这就需要快捷、简便、有

效、经济的筛查方法，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随着经济的发展，政

府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健康更加注重，我国城市对宫颈

癌筛查教育宣传较为普及，城市妇女宫颈癌筛查较普遍，但还未

达到１００％普查水平［１３］。相对城市，农村地区对宫颈癌的健康教

育较为贫乏，普遍农村妇女对宫颈癌认识不够，不够重视，其筛查

者更是甚少，对宫颈癌预防、诊治极其不利，结果令人堪忧［１５］。

目前运用在宫颈癌的筛查方法还有ＨＰＶ检测、阴道镜检查、病理
检查，但都不利于普查，最常用的还是液基薄层细胞学法。

通过本次研究，笔者发现，１４３４例参与筛选的患者中，病理
检验结果显示正常或炎症者１２００例，阴性率为８３７％，检测结果
呈阳性者 ２３４例，阳性率为 １６３％，通过比较宫颈癌的患病
率［１４］，表明液基薄层细胞学法对宫颈癌的筛查效果明显；ＴＣ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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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呈阳性的患者２０２例，阳性检出率为８６３％，表明此检验
方法能有效提升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等癌前病变检出率。

除此之外，阴道镜下活检结果与ＴＣＴ检查结果相符率分别为ＳＣＣ
２５％（１／４）、ＨＳＩＬ６０％（１２／２０）、ＬＳＩＬ６６％（３５／５３），说明 ＴＣＴ联
合阴道镜下活检，可以增加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诊断准确率，提升

诊断的有效性，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治疗时间，降低死亡率［１５］。随

着环境改变，宫颈癌发病率明显升高，对宫颈癌的筛查应达到常

态化，特别是对高危人群，更应进行宣传教育，及时进行筛查。目

前宫颈癌筛查方法和技术越发先进，但在筛查中依然存在不足，

广大同仁和学者应不断探讨，研制出筛查更简便、更经济、准确率

更高的筛查方法。

综上所述，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能有效提升宫颈癌及宫颈

上皮内瘤变等癌前病变检出率，对宫颈癌早期诊断意义重大。

对于ＴＣＴ检查结果为ＡＳＣ－ＵＳ的患者，应引起临床重视，根据
患者病情行阴道镜检查，以提升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诊断准确

率，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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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广泛全子宫及盆腹腔淋巴结切除手术６例泌
尿系损伤临床分析
陶玲　于春霞　李霞　周琦!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外四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我科腹腔镜广泛全子宫及盆腔淋巴结切除手术中泌尿系损伤的发生情况、处理
方式以及预防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５年间我科腹腔镜广泛全子宫 ＋盆腔淋巴结切除手术中发生泌尿
系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疾病类型、盆腔情况、损伤、诊治情况及预后。结果：３８５例妇科腹腔镜手术中，共发
生泌尿系损伤６例，发生率为１５６％，其中膀胱损伤２例，输尿管损伤４例。５例均有盆腔粘连，４例有盆腹
腔手术史，１例合并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２例子宫均有增大（６～１０周）。２例膀胱损伤及２例输尿管损伤
均在术中发现。另２例输尿管损伤于术后发现，其中１例为术后复习录制手术视频时发现；１例为术后第５
天行静脉肾盂造影确诊。２例膀胱损伤术中发现者均行腹腔镜下膀胱修补术。２例术中发现输尿管损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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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中行腹腔镜下输尿管吻合术＋支架置入术及膀胱镜下输尿管支架置入术。２例术后发现者其中１例行
腹腔镜输尿管修补术及支架置入术，１例在膀胱镜下行输尿管支架置入术，预后均较好。结论：妇科腹腔镜
手术泌尿系损伤是妇科腹腔镜手术少见而严重的并发症，如果注意预防损伤常可避免。术前须仔细评估患

者的病情，应严格掌握腹腔镜手术指征，术中应仔细操作，术中术后尽早发现膀胱或输尿管损伤，尽可能采

取及时、有效的方式减少损害。

【关键词】　腹腔镜；广泛全子宫切除术；泌尿系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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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为外科手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有条件的妇
瘤科，腹腔镜手术已是早期宫颈癌根治手术和子宫内膜癌分期

手术的首选［１］。但腹腔镜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也逐渐增多，呈

现上升的趋势［２］。泌尿系损伤是妇科腹腔镜手术的严重并发

症之一，发现不及时或处理不当可导致远期肾脏功能的损害。

妇科腹腔镜治疗尤其在恶性肿瘤手术中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总结分析了我院妇外四科２００８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例因子宫内膜癌及子宫颈癌行腹腔镜广泛全子
宫＋盆腹腔淋巴结清扫术引起的泌尿系损伤的患者临床资料，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２００８年ｌ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期间，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妇外四科因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共行妇科腹腔

镜广泛全子宫切除＋盆腹腔淋巴结手术３８５例。其中子宫颈癌
５例，内膜癌１例。发生泌尿系损伤共６例，膀胱损伤２例，输
尿管损伤４例。

１．２　基本情况及手术情况
６例泌尿系损伤患者３８～５６岁，平均年龄为４７３岁；４例

绝经前妇女，２例绝经后妇女按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２００９年
的临床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宫颈癌６例（其中Ⅱａ期１例（ＦＩ
ＧＯ１９８８年分期）、Ⅱａ１期１例、Ⅱａ２期１例、Ⅰｂ１期２例），子宫
内膜癌Ⅱｂ期１例。６例中有５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盆腔粘连，其
中４例粘连严重：３例既往有盆、腹腔手术史，１例合并重度子宫
内膜异位症。２例因合并子宫肌瘤子宫不同程度增大（６～１０
周）。

１．３　方法
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头低臀

高。用穿刺套管在脐孔部穿刺注入ＣＯ２，建立气腹，所有手术操
作均采用４穿刺孔法，经腹腔途径，光学视管置入腹腔，常规探
查腹腔无异常后，对于子宫内膜癌患者抽取腹腔液查找癌细

胞，行腹主动脉周围淋巴结切除术，再行盆腔淋巴结切除术；对

于宫颈癌患者行盆腔淋巴结切除术，然后按常规方法行腹腔镜

广泛子宫切除术［３］，自阴道取除子宫后缝合阴道残端。所有广

泛全子宫切除手术的患者术后均需留置尿管，且不少２周，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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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引流管，术后引流每日＜５０ｍｌ后，拔除引流管。
"

　结果
２．１　诊断及处理
２．１．１　膀胱损伤诊断及处理　１例宫颈癌Ⅱａ２期患者术前行

一程新辅助化疗，术中因肿瘤浸润粘连紧密，渗血略多，分离膀

胱子宫颈及阴道间隙不慎撕破膀胱底部。术中发现尿袋内充

满气体。另１例既往有２次剖宫产手术史，术中下推膀胱造成
膀胱后壁肌层破裂，盆腔术野中出现血水样液体。均用３／０薇
乔线分两层间断缝合，术后留置导尿管１４天，并充分给予腹腔
引流。

２．１．２　输尿管损伤诊断及处理　２例术中输尿管损伤，其中１
例因合并盆腔重度子宫内膜异位症，粘连明显，输尿管鞘膜剥

离，蠕动欠佳，术中行膀胱镜下左侧输尿管支架置入术。另１例
既往手术史及合并子宫肌瘤，术中膀胱粘连且暴露困难，打开

右侧输尿管隧道时，双极不慎电凝输尿管造成损伤，尿袋出现

血尿，故在术中行腹腔镜下输尿管吻合术及支架置入术。２例
术后发现输尿管损伤，１例于术后复习录制手术视频时发现清
扫分离右侧髂总动脉淋巴结时，超声刀不慎电灼输尿管，因时

间短，面积小，术后第１天立即行膀胱镜下逆行输尿管支架置入
术，置管顺利。另１例因既往有手术史，粘连重，于术后第４天
出现阴道排液，第５天行静脉肾盂造影检查，损伤部位为左输尿
管入盆段瘘，于术后第６天行腹腔镜下左输尿管端端吻合术 ＋
支架置入术。术中见左输尿管入盆段约１／３横断，４例均术后
留置导尿１４天，并予盆腔充分引流。
２．２　随访

全部患者术后随访３～６个月。２例膀胱损伤术中行修补
术于术后１４天拔除尿管后，排尿正常，恢复良好；２例输尿管损
伤１例术中诊断及ｌ例术后诊断均行膀胱镜下逆行输尿管支架
置入术，于术后１４天拔除尿管，双肾Ｂ超无异常，术后３个月取
出支架，随访无异常；另１例术中行腹腔镜下输尿管修补术＋输
尿管支架置入术，术后１４天复查 Ｂ超患侧肾盂轻度积水，术后
２月复查Ｂ超正常，术后３月取出支架，随访正常；另１例术后
行腹腔镜下输尿管端端吻合 ＋支架置入术，术后１４天拔除尿
管，复查Ｂ超提示患侧肾盂轻度积水，术后３月取支架，半年后
随访Ｂ超肾盂积水消失。
#

　讨论
３．１　腹腔镜广泛全子宫手术及盆腹腔淋巴结切除手术泌尿系
损伤的发生情况

　　国内外的文献均报道，妇科手术导致的泌尿系损伤尤其是
输尿管损伤是少见但严重的并发症，腹腔镜并发症发生率与手

术类型、手术复杂程度密切相关［４］，尤其是输尿管和肠道损伤

的发生，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医生也不能完全避免。本资料显

示，我科妇科腹腔镜治疗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中泌尿系损伤的

发生率１．５６％，既高于国外［５］报道其他妇科腹腔镜手术，也略

高于国内报道［６］恶性肿瘤手术泌尿系损伤发生率。文献报

道［７］，肿瘤的分期是在恶性肿瘤根治性全子宫切除术中的膀胱

和输尿管损伤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们分析，在恶性肿瘤腹

腔镜手术中，因肿瘤的局部浸润、血供丰富、解剖层次欠清，较

一般妇科腹腔镜手术难度大，有盆腹腔手术史、盆腔复杂性粘

连的患者手术难度更大，要求术者的手术技巧更高。发生泌尿

系损伤的手术有３例在该手术开展的初期，由于手术者经验欠
缺、手术操作技术不熟练、术中配合欠佳而造成了损伤。因此，

选择腹腔镜恶性肿瘤手术，术前需严格掌握疾病的适应症，对

疾病进行充分评估，做好预防及应急措施，要求手术者需有５０
例以上的腹腔镜手术助手经验才能承担［８］。目前随着手术例

数的增多、经验的总结、手术技能的提高、手术配合的熟练，其

泌尿系损伤并发症的发生也已逐渐降低。

３．２　腹腔镜广泛全子宫及盆腹腔淋巴结切除手术泌尿系损伤
的原因及处理

　　腹腔镜手术造成膀胱损伤多与多次剖腹产手术史、子宫内
膜异位症、腹腔镜器械能量电热损伤有关［９］。慢性炎症或下腹

部手术常会使膀胱－子宫颈间隙解剖结构不清，造成分离下推
膀胱困难，极易误伤膀胱。本研究表明，２例膀胱损伤的病例均
与局部肿瘤浸润及手术史引起的粘连有关。因此，如术中盆腔

粘连较严重，分离子宫时，需从宫颈两侧疏松组织向内逐步离

断腹膜返折后辨认界限，分离膀胱底部，采用双极鼓点式电凝

止血，时间短，避免电热损伤。也可将２００ｍＬ亚甲蓝稀释盐水
充盈膀胱后找到间隙后分离，避免损伤。若术中发现膀胱破

裂，根据裂口部位、大小和以往经验，尽快采取镜下修补或中转

开腹等补救方案。本研究发现在４例输尿管损伤中，２例术中
损伤和１例术后发现输尿管瘘均因盆腔重度子宫内膜异位症及
既往手术史造成盆腔粘连所致。１例术后发现为术后复习手术
视频时发现，１例术后阴道排液行静脉肾盂造影确认为输尿管
瘘。妇科手术中输尿管易损伤与其特殊的解剖位置有关，最常

见于距输尿管膀胱连接部２～３ｃｍ处或输尿管的骨盆段［１０］。国

内专家［１１］分析：腹腔镜宫颈癌手术损伤输尿管其原因主要有：

（１）盆腔转移病灶的压迫、肿瘤浸润或炎症粘连导致造成输尿
管移位、受压改变、解剖层次不清。（２）宫颈癌放疗后，导致局
部组织炎症反应和纤维化。（３）合并子宫颈肌瘤的患者，宫颈
膨大并接近输尿管走形。（４）术中发生大出血等意外时盲目钳
夹或缝扎止血时损伤输尿管。（５）术中过度游离输尿管，损伤
了输尿管的滋养血管、鞘膜或神经，（６）热损伤：腹腔镜手术中
术者电凝时间过长或采用功率过大。（７）输尿管重复畸形。本
研究中４例均为腹腔镜电损伤。因此，对于有严重盆腔粘连的
患者，必须清楚辨认输尿管走行，然后在打开输尿管隧道时，远

离输尿管并保留血供，避免缺血坏死。如术中损伤输尿管鞘

膜，管腔扩张，血运差，颜色暗，蠕动欠佳，可预防性的置入输尿

管支架。另外，在切断输尿管隧道前叶组织时，采用超声刀或

剪刀剪断，可避免电损伤。同时术野不清时，尤其各种原因造

成盆腔粘连及输尿管解剖位置的变异，影响手术视野的暴露，

在处理子宫动脉、骶主韧带及打开输尿管隧道时更应避免盲目

钳夹，不要过度游离输尿管，以免损伤其营养血管。而术中、术

后一旦在通过静脉肾盂造影及膀胱镜检查确诊输尿管损伤，可

以酌情予以处理。处理方法为：（１）膀胱镜下逆行插管，若能成
功，可以待愈合后拔出导管。（２）如果膀胱镜插管困难，需要手
术治疗，可以选择经腹或经腹腔镜［１２］。国外 ＤＥＣＩＣ－ＣＯＣ
等［１３］研究在行输尿管吻合时，处理输尿管损伤的手术方式，腹

腔镜与开腹手术效果相当。但也有 ＣＨＯＬＫＥＲＩ－ＳＩＮＧＨ等［１４］

报道腹腔镜下修补输尿管损伤有可行性且为安全的微创手术。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采取开腹或腹腔镜进行膀胱及输尿管修

补，仍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以采取安全、可行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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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程度损害的手术方式为宜。如果输尿管损伤的位置较

高，需要切开输尿管置入支架管；如果损伤位置近膀胱，需行输

尿管膀胱植入术。（３）介入治疗：若膀胱镜下置管困难且需保
守治疗，可以在超声引导下行患侧肾盂穿刺。但这种治疗方法

对术者要求很高，需要有经验的超声医生配合。本资料中２例
轻度输尿管损伤经插管后愈合，故同一些泌尿外科学者［１５］观点

一致，轻度输尿管损伤可长期插管愈合，无需术中或术后再次

手术修补。立即进行处理损伤是术中发生并及时发现的输尿

管损伤修复的最佳时机，此时损伤组织尚无水肿或粘连，手术

修复简单易行，术后恢复良好，并发症亦少，对手术中未能及时

发现，术后７２ｈ内及时发现并明确诊断的输尿管损伤，应立即处
理。但也有文献报道手术后２～４周内发现的输尿管损伤，也可
采用早期手术治疗。本资料２例术中发现输尿管损伤并立即处
理，预后良好。故根据我们实践经验，输尿管损伤的诊断明确，

尽可能早期进行处理，认为２周内为最佳时段，以免延误造成更
严重的后果。

３．３　腹腔镜广泛全子宫＋盆腹腔淋巴结切除手术泌尿系损伤
的预防

　　腹腔镜恶性肿瘤手术损伤泌尿系的报道屡见不鲜，但如果
术前术中注意预防，常可避免损伤。术前需仔细评估病情，明

确肿瘤分期，应严格掌握腹腔镜手术的指征，充分了解泌尿道

的解剖、生理，以及与妇科疾病和妇科手术的关系，酌情行静脉

肾盂造影和输尿管插管。一般来说，仅１／３的泌尿系统损伤于
术中发现［１６］。本资料中４例约６６．７％ （４／／６）泌尿系损伤于
术中发现，其中２例约３３．３３％（２／６）膀胱损伤均于术中发现。
与术中仔细检查膀胱及输尿管，并发现尿袋充气、血尿，及早发

现有关。术中充分掌握手术的技术要点，仔细分离粘连，操作

谨慎，一旦出现损伤术中及时处理，避免尿瘘的发生。有慢性

盆腔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前壁下段肌瘤、宫颈肌瘤及有

下段剖宫产术史者，应想到下推膀胱困难。手术时应特别注

意。如有必要可在术中亚甲蓝生理盐水充盈膀胱，再分离间

隙，避免损伤。对于输尿管损伤的预防，如因盆腹腔粘连在腹

腔镜下操作困难，应尽早中转开腹，因为开腹术中不仅可触摸

输尿管的走行，甚至可以游离输尿管，从而避免损伤。术中尤

其近输尿管部位需避免过度电凝止血，也可双极电凝后采用

“冷”剪刀的方法。术中当因由于分离粘连致膀胱浆膜层破裂，

剥离输尿管大段鞘膜、血管滋养支损伤，输尿管蠕动欠佳、扩张

时，应立即修补破损的膀胱浆膜面以及放置输尿管支架，从而

能预防尿瘘。根治手术后尿管需留置２周，并在拔除尿管后，监
测膀胱残余尿量，如有尿潴留，则重新留置尿管，直到锻炼膀胱

功能致可自主排尿，且残余尿量低于５０ｍＬ时，才可拔除尿管，
如过早拔除尿管，易发生膀胱阴道瘘［１７，１８］。另外，根据实际经

验，笔者认为，如有条件，对手术过程进行全程录制，术后仔细

复习检查，能尽早发现泌尿系损伤，从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不

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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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麻醉方案对腹腔镜盆腔植物神经保留术直肠癌
患者生殖系统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
朱雅平１　蒋华２　戴莺莺

"

３

１海盐县中医院麻醉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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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盆腔植物神经保留术直肠癌患者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方法：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行腹腔镜盆腔植物神经保留术的直肠癌患者６８例分为两组各３４例，Ａ
组采用全凭静脉麻醉；Ｂ组采用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全麻。对比两组的疼痛视觉评分与排尿功能、性功能指
标。结果：两组患者均有良好的术后镇痛效果。Ａ组术后２ｈ，２４ｈＶＡＳ评分（３９３±０６２，３６３±０３４）高于
Ｂ组（１７２±０６６，１８９±０５３）（Ｐ＜００５）。Ａ组排尿障碍发生率（２６４７％）明显高于 Ｂ组（８８２％）（Ｐ＜
００５）。Ａ组射精障碍（６４７１％）高于 Ｂ组（２９４１％）（Ｐ＜００５）；Ａ组勃起障碍（５８８２％）高于 Ｂ组
（２３５３％）（Ｐ＜００５）。结论：与静脉麻醉比较，采用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麻醉，有利于减少盆腔植物神经保
留术直肠癌患者术后泌尿及生殖功能障碍发生率，从而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关键词】　麻醉；腹腔镜；直肠癌；生殖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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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功能和排尿功能障碍是直肠癌根治术常见并发症。近
年来随着对盆腔植物神经解剖及功能的认识，以及腹腔镜手术

的逐步成熟，腹腔镜保留盆腔植物神经的术式逐渐应用于直肠

癌治疗中，明显降低了生殖系统的功能障碍。目前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是否保留植物神经以及不同范围保留植物神经对患

者生殖系统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麻醉方式是否对生殖系统

并发症存在影响，还较少研究涉及。已有研究表明，麻醉可导

致细胞免疫抑制，从而对患者的康复产生消极影响，不仅增加

了术后感染的机会，还导致肿瘤复发概率增加［１，２］。因此，我们

推测，不同麻醉方式可能对机体器官功能也存在一定影响。本

研究对比了不同麻醉方法下，直肠癌患者盆腔植物神经保留术

后发生生殖系统功能障碍的情况，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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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直肠癌患
者。纳入标准：（１）均经 Ｂ超、ＣＴ、肠镜检查后确诊；（２）均为男
性；（３）年龄≤６０岁；（４）ＩＢＭ＜２４ｋｇ／ｍ２；（５）拟行腹腔镜盆腔植
物神经保留术；（６）自愿参加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１）术前存在排尿障碍；（２）国际指数问卷勃起功能障碍
（ＩＩＥＦ）前两项得分＜４分；（３）术前进行过放化疗或激素治疗。
入组患者共６８例，年龄３５～５６岁；肿瘤下缘距肛缘约４～７ｃｍ；
ＤｕｋｅｓＡ期２２例、Ｂ期２０例、Ｃ１期２６例。入组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肿瘤距肛缘距离（ｃｍ）
Ｄｕｋｅｓ分期

Ａ期 Ｂ期 Ｃ１期
手术时间（ｍｉｎ）

Ａ组 ３４ ４６３３±８４５ ６２３±１１３ １２ ９ １３ １３４２３±２６６４

Ｂ组 ３４ ４７４５±９９３ ６３４±１３３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２８３５±２９５６

ｔ／χ２ ０５７８ ０６５４ ０４６８ ０６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手术方法　两组均行腹腔镜直肠全系膜切除术。

建人工气腹，锐性分离筋膜壁层和脏层间结缔组织，贴近肠壁

离断侧韧带，按骶前筋膜间隙游离直肠，防止伤及盆腔自主神

经的性腺支及膀胱支，保留精囊和前列腺的细小神经分支，避

免损伤泌尿生殖系神经。切断肿瘤下方肠管。在脐上正中或

左下腹距肿瘤５ｃｍ做小切口，在肿瘤近端 １０ｃｍ离断。荷包缝
合纳腹腔。

１２２　麻醉方法　Ａ组采用全凭静脉麻醉。麻醉诱导采
用咪达唑仑 ００５ｍｇ／ｋｇ，依托咪酯 ０２～０３ｍｇ／ｋｇ，阿曲库铵
０５～１ｍｇ／ｋｇ，芬太尼３μｇ／ｋｇ。采用静脉泵入丙泊酚３～５ｍｇ／
（ｋｇ·ｈ），阿曲库铵０３～０５ｍｇ／（ｋｇ·ｈ），瑞芬太尼 ０１～０３
μｇ／（ｋｇ·ｍｉｎ）维持麻醉。

Ｂ组采用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全麻。在Ｔ１１～１２间隙行硬
膜外穿刺，注入 ２％利多卡因和０７５％罗哌卡因共１５ｍＬ，麻醉
平面达Ｔ８。再行静脉全麻，全麻诱导同 Ａ组，全麻维持静脉泵
注丙泊酚３～５ｍｇ／（ｋｇ·ｈ），阿曲库铵 ０３～０５ｍｇ／（ｋｇ·ｈ）。
１３　疗效评价

１３１　疼痛评分　分别在术后２ｈ与术后２４ｈ进行疼痛评
分。采用ＶＡＳ评分法。０～１０分表示无痛～剧痛。
１３２　排尿功能指标［３］　在术前和术后１０ｄ均采用Ｂ超

测定残余尿量。排尿功能按以下分级：Ｉ级为完全正常，ＩＩ、ＩＩＩ、
ＩＶ级为轻度、中度、重度障碍，其中Ⅱ级主要症状为尿频，但残
余尿量少于５０ｍＬ，Ⅲ级残余尿量超过５０ｍＬ，Ⅳ级完全无法控
制排尿，表现为尿失禁或尿潴留。

术前Ａ组排尿功能：Ｉ级３例，ＩＩ级１７例，ＩＩＩ级１２例，ＩＶ级
２例；Ｂ组：Ｉ级２例，ＩＩ级１５例，ＩＩＩ级１４例，ＩＶ级３例。两组术
前排尿功能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３３　性功能指标［４］　包括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勃起

功能指标按以下分级：Ｉ级：未出现勃起障碍；Ⅱ级：仅部分时间
能够勃起；Ⅲ级：完全丧失勃起功能。射精功能按以下分级：Ｉ
级：未出现射精障碍；Ⅱ级：出现逆行射精；Ⅲ级：完全丧失射精
功能。以术后 ５个月以上随访结果为准。

术前，Ａ组勃起功能：Ｉ级２例，ＩＩ级１６例，ＩＩＩ级１６例；Ｂ

组：Ｉ级３例，ＩＩ级１７例，ＩＩＩ级１４例。
Ａ组射精功能：Ｉ级４例，ＩＩ级１２例，ＩＩＩ级１８例；Ｂ组：Ｉ级

５例，ＩＩ级１２例，ＩＩＩ级１７例。
两组术前性功能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 ＶＡＳ评分比较

采用ｔ检验；排尿及生殖功能障碍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

　结果
２１　镇痛效果

两组患者均有良好的术后镇痛效果。Ａ组２ｈ、２４ｈ时 ＶＡＳ
评分（３９３±０６２，３６３±０３４）高于 Ｂ组（１７２±０６６，１８９±
０５３）（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两组Ｖ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Ａ组 ３４ ３９３±０６２ ３６３±０３４

Ｂ组 ３４ １７２±０６６ １８９±０５３

ｔ ４５２５ ４６４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术后排尿功能比较
Ａ组排尿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Ｂ组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术后排尿功能的比较

组别 ｎ Ⅰ Ⅱ Ⅲ Ⅳ 障碍发生率

Ａ组 ３４ ２５ ５ ３ １ ９（２６４７）

Ｂ组 ３４ ３１ ２ １ ０ ３（８８２）

χ２ ５２２６

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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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术后性功能比较
Ａ组射精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 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４；Ａ

组勃起功能障碍明显高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４　两组术后射精功能比较

组别 ｎ Ⅰ Ⅱ Ⅲ 障碍发生率

Ａ组 ３４ １２ １３ ９ ２２（６４７１）

Ｂ组 ３４ ２４ ６ ４ １０（２９４１）

χ２ ５２２５

Ｐ ＜００５

表５　两组术后勃起功能比较

组别 ｎ Ⅰ Ⅱ Ⅲ 障碍发生率

Ａ组 ３４ １４ １２ ８ ２０（５８８２）

Ｂ组 ３４ ２６ ７ １ ８（２３５３）

χ２ ４９７２

Ｐ ＜００５

#

　讨论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是直肠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对改善患者

预后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但在术后并发性功能不全方面仍存

在较大缺陷［５，６］。近年来，盆腔自主神经保留根治术逐渐得到

应用，在不影响根治效果的情况下，有效减少术后泌尿生殖系

统功能障碍［７，８］。但是成功实行盆腔自主神经保留术的患者，

仍存在一定的泌尿生殖障碍发生率。麻醉作为实施手术过程

中的应激因素，可对患者机体造成一定影响。本研究对比了静

脉麻醉与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麻醉两种麻醉方式，观察其对患

者术后泌尿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采用硬膜外阻滞

复合静脉麻醉患者术后排尿功能、勃起功能及射精功能发生障

碍的几率小于采用静脉麻醉的患者。这表明硬膜外阻滞复合

静脉麻醉对肠癌患者手术患者机体器官功能的影响较小，其原

因可能与手术中的应激水平及细胞免疫水平的稳定有关。

外科手术是对患者产生巨大压力的重要应激源，其程度与

创伤大小有关。手术刺激由外周神经系统传入大脑，激活大脑

中的情绪调节中枢，这可导致肾素 －血管紧张素 －酸固酮和皮
质醇分泌增加［９］。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导致血糖升高，造成

胰岛素抵抗；手术应激还会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加剧心、脑

血管疾病。Ｋｏｎｏ等［１０］发现上述应激激素长时间增高可致肾前

性肾功能不全。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关注麻醉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免疫功

能的影响［１１，１２］。研究表明，大多数麻醉药可抑制细胞免疫［１３］。

不同麻醉方式可能对免疫功能具有不同影响。硬膜外复合全

麻可降低麻药对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１４］。与全凭静脉麻醉比

较，硬膜外复合全麻的麻醉方式对细胞免疫功能的抑制更小，

术后恢复更快［１５，１６］。其原因可能为：（１）硬膜外麻醉的镇痛效
果更好。这是因为静脉全麻虽然抑制了中枢系统的痛觉反应，

但无法阻断伤害性刺激向中枢的传导。而硬膜外阻滞能够及

时阻断传入神经冲动，减轻机体应激反应，因而缓解了与应激

相关的症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免疫功能；（２）Ａ组更多使用阿
片类药，因而对免疫功能的抑制更明显。

在直肠癌患者的手术过程中，不同麻醉方式能够对患者体

内的应激激素水平及细胞免疫功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对机

体造成程度不同的危害，这可能是患者术后泌尿及生殖系统并

发症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在临床上

进一步探讨。当然在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麻醉保留盆腔植物

神经直肠癌根治术中，如果要保持较好的治疗效果，还需注意

在手术过程中麻醉操作方法的细致及保留盆腔植物性神经的

完整性，这也是保护术后泌尿生殖功能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与静脉麻醉比较，采用硬膜外阻滞复合静脉麻

醉，有利于减少盆腔植物神经保留术直肠癌患者术后泌尿及生

殖功能障碍发生率，从而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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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三醇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更年期压力
性尿失禁疗效观察

"

胡盛洁１　姚微２　范淑丽２　林峰３
!

１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产前门诊，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７
２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７
３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７

【摘　要】　目的：研究雌三醇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更年期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方法：将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更年期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纳入研究，随机分为给予欧维婷雌三醇
乳膏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的观察组和仅给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的对照组，观察盆底肌

肉张力、尿道功能指标。结果：治疗后２个月及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阴道静息压（３５６７±８２０、３８２５±
９２４）ｃｍＨ２Ｏ、阴道收缩压（３９４４±１１３２、４２３２±９１２）ｃｍＨ２Ｏ、阴道收缩持续时间（５７２±０５４、６５６±
１６３）ｓ、功能性尿道长度（３５３１±６３２、３７６７±８４２）ｍｍ、最大尿道关闭压（３９５８±８４２、３８２２±７１４）
ｃｍＨ２Ｏ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尿失禁量（０６６±０３４、０１８±０１２）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结论：雌三醇乳膏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有助于增强盆底肌肉张力、优化尿道功能，在更年期压力

性尿失禁的治疗中具有积极价值。

【关键词】　压力性尿失禁；围绝经期；生物反馈治疗；雌激素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ｓｔｒｉｏｌｃｒ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ＨＵＳｈｅｎｇｊｉｅ１，ＹＡＯＷｅｉ２，ＦＡＮＳｈｕｌｉ２，ＬＩＮＦｅｎｇ３!．１．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０２７，Ｃｈｉｎａ；２．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０２７，Ｃｈｉｎａ；３．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ｓｔｒｉｏｌｃｒ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Ｍａｒｃｈ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ｇｉｖｅｎｅｓｔｒｉｏｌｃｒ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ｌｙｇｉｖｅｎ
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ｕｒｅｔｈｒ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２ａｎｄ６ｍｏｎｔｈ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ｒ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３５．６７±８．２０，３８．２５±
９２４）ｃｍＨ２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３９．４４±１１．３２，４２．３２±９．１２）ｃｍＨ２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５７２±０５４，６．５６±１．６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３５．３１±６．３２，３７．６７±８．４２）ｍｍ，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３９．５８±８．４２，３８．２２±７．１４）ｃｍＨ２Ｏ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
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０６６±０３４，０１８±０１２）ｇ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ｓｔｒｉｏｌｃｒ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ｈａ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ｉｔｃ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
ｍｕｓｃｌ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ｕｒｅｔｈｒ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是更年期女
性的常见疾病之一，其发生与雌激素水平降低、尿道功能退化

有关。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是临床上处理压力性尿失禁的常

用方式，能够有效改善尿道肌肉的功能。但是对于更年期患者

而言，本身存在卵巢功能的衰退，单独采用电刺激和生物反馈

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１］。基于对围绝经期激素水平的认识，在

疾病发生过程中局部给予雌激素预期可以取得积极的治疗效

果。在下列研究中，我们分析了雌激素欧维婷联合阴道电刺激

与生物反馈治疗更年期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２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２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将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更年期压力
性尿失禁患者纳入研究，纳入标准：（１）明确的更年期诊断，诊
断方法采用的改良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症状评分法，总评分超过６分，总
分越高，症状越重［２］；（２）出现压力性尿失禁的表现，２４ｈ尿垫
试验（＋）；（３）尿液病原菌检查阴性；（４）取得患者知情同意。
共纳入１８０例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入组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９０例。观察组患者年龄４５～５１岁，平均（４８２±
６２）岁；ＳＵＩ轻度６６例，ＳＵＩ中度２４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４５～
５２岁，平均（４７９±５９）岁；ＳＵＩ轻度５７例，ＳＵＩ中度２３例。两
组患者年龄、ＳＵＩ程度等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采用法国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４多功能神经肌肉刺激
治疗仪（频率１～１００Ｈｚ，刺激时间０～４０ｓ，电流上升时间０～５ｓ，
脉冲５０～１００ｕｓ），给予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方法如下：刺激
频率从５０Ｈｚ逐步增强至８０Ｈｚ，强度以肌肉强力收缩但是不疼
痛为宜；按照生物反馈仪上显示的压力波形指导患者进行相应

的肌肉收缩锻炼，若Ⅰ类纤维功能不足则针对性的加强训练Ⅰ
类纤维，若Ⅱ类纤维功能不足则针对性的加强训练Ⅱ类纤维，
每次收缩后休息２ｓ，总康复时长３０ｍｉｎ。
１２２　观察组　给予欧维婷雌三醇乳膏（南京欧加农制药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Ｘ２００１０２４２；生产批号：８８３８５８Ａ；１５ｍｇ雌激
素／１５ｇ／支），通过给药器将药物送至阴道，第１周１次／ｄ，０５ｇ／

次，第２周开始２次／ｄ，０２５ｇ／次，连续用药８周；同时给予电刺
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方法同对照组。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两组患者的盆底肌肉张力　采用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盆底肌
肉康复仪的阴道压力气囊测定治疗后２个月、６个月盆底肌肉
张力情况，推进气体１５ｍＬ后，测定产妇的阴道静息压（ＶＲＰ）、
阴道收缩压（ＶＳＰ）、阴道收缩持续时间。
１３２　尿道功能指标　使用Ｌａｂｏｒｉｅ尿动力学检查仪测定患者
接受训练后２个月、６个月的尿道功能指标，具体包括功能性尿
道长度、最大尿道关闭压。

１４　疗效评价
患者排尿后２０ｍｉｎ内喝下５００～６００ｍＬ温开水，放置好称

重好的尿垫进行尿垫试验，快步走３ｍｉｎ，坐下、起立１０次，上、
下楼梯２ｍｉｎ，咳嗽１１次，原地小跑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后取下尿垫称
重，计算出失禁尿量。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标
准：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盆底肌肉张力

治疗后２个月及６个月时，观察组患者的阴道静息压、阴道
收缩压以及阴道收缩持续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产妇盆底肌肉张力情况比较

治疗前

ＶＲＰ
（ｃｍＨ２Ｏ）

ＶＳＰ
（ｃｍＨ２Ｏ）

收缩持续

时间（ｓ）

治疗后２个月
ＶＲＰ

（ｃｍＨ２Ｏ）
ＶＳＰ

（ｃｍＨ２Ｏ）
收缩持续

时间（ｓ）

治疗后６个月
ＶＲＰ

（ｃｍＨ２Ｏ）
ＶＳＰ

（ｃｍＨ２Ｏ）
收缩持续

时间（ｓ）
观察组 ２５６３±６２０ ２７４４±７３２ ３７２±０５１ ３５６７±８２０３９４４±１１３２ ５７２±０５４ ３８２５±９２４ ４２３２±９１２ ６５６±１６３

对照组 ２６２４±５９８ ２６２２±６８３ ３８１±０５９ ２９２８±５２３ ３０２２±８８３ ４２１±０８９ ３１４５±５８６ ３３５６±６２５ ４６７±１１２

ｔ ０６７２ １１５６ １０９５ ５２３８ ６０３９ ４９８８ ５４８５ ５２９４ ６２３９

Ｐ ０５０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２２　尿道功能指标
治疗后２个月及６个月时，观察组患者的功能性尿道长度、

最大尿道关闭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尿失禁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尿失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２个

月、６个月两组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尿道功能指标比较

功能性尿道长度（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２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最大尿道关闭压（ｃｍＨ２Ｏ）

治疗前 治疗后２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２６５９±７３１ ３５３１±６３２ ３７６７±８４２ ２９３１±６４６ ３９５８±８４２ ３８２２±７１４

对照组 ２７０８±６８１ ３００８±４８１ ３２２１２±５８３ ２８０８±４８９ ３２３６±７９１ ３２２８±６３４

ｔ ０４６５ ４９９８ ４７８２ １４４０ ５３８７ ５０９３

Ｐ ０６４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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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尿失禁量比较

组别 治疗前（ｇ） ２个月后（ｇ） ６个月后（ｇ）

观察组 １１７６±３２５ ０６６±０３４ ０１８±０１２

对照组 １１８１±３１２ ３３４±０２６ １８４±０３５

ｔ １０２１ １２３４５ １１３２５

Ｐ ０８６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

　讨论
更年期又称为围绝经期，指的是卵巢功能开始衰退直至绝经

后１年内的时期。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可出现一系列机体功能的变
化，最主要的表现为卵巢功能衰退，进而导致卵泡对ＦＳＨ敏感性降
低，雌孕激素水平降低［３］，并在此基础上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包括

泌尿生殖道萎缩、骨质疏松、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病变等等［４］。其

中，泌尿生殖道萎缩和肌肉功能的退化，可直接引起压力性尿失禁，

无逼尿肌收缩的情况下由腹压突然增加引起的尿液不自主性漏

出［５］，表现为咳嗽、喷嚏、笑、走路、活动、跳跃等腹压突然增高情况

下出现尿失禁，可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６］。

目前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引起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首要

原因是顺产所造成的盆底功能损伤，第二位原因就是更年期女

性尿道肌肉萎缩和功能退化［７，８］。生物反馈电刺激是近年出现

的被认为是改善女性盆底功能和尿道肌肉功能的革命性治疗

技术，其通过电刺激提高神经肌肉兴奋性，激活部分功能暂停

的神经细胞；生物反馈治疗通过信号仪器直接获取患者肌肉收

缩的实时情况，并将信息反馈给治疗者，进而指导患者进行正

确自主的盆底肌肉训练，以有效的改善尿道肌肉功能［９］。这一

治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顺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并取得积极疗

效［１０］；但是对于更年期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由于同时存在激

素水平的紊乱，该治疗方式的整体疗效并不理想［１１］。

基于对围绝经期女性卵巢功能和激素水平变化的认识，国

外已有学者报道了采用雌激素口服联合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

更年期尿失禁，通过局部给予雌激素以改善尿道肌肉的功能，

取得了积极的临床价值［１２，１３］。多项研究成果显示，ＳＵＩ患者大
都存在尿道括约肌功能状况，通过在阴道壁涂抹雌三醇辅助治

疗，能够增加尿道关闭压［１４］，尤其对于更年期雌激素水平较低

的ＳＵＩ患者而言，雌三醇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效果
更佳。雌三醇具有嗜上皮的特性，涂抹于阴道壁能够发挥其雌

激素局部功效，不会刺激子宫内膜，同时能够促进泌尿生殖道

上皮的生长与成熟，增加尿道功能的长度，缓解ＳＵＩ患者临床症
状，从而有效减少失禁尿量［１５］。

本文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的阴道静息压、阴道收缩压以

及阴道收缩持续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这就说明在加

用雌激素后能够更为有效的增强及巩固尿道括约肌收缩能力。

进一步分析尿道功能指标以直接反应尿失禁的情况可知，观察

组患者的功能性尿道长度、最大尿道关闭压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这就说明应用雌激素治疗后能够增加膀胱容量、加强储尿

能力，明显改善尿失禁的情况，这也可以从治疗前后观察组尿

失禁量以及与对照组尿失禁量的比较中得到佐证。

综合以上讨论和分析，可得出上述研究的结论：雌激素欧维

婷联合阴道电刺激与生物反馈治疗有助于增强盆底肌肉张力、优

化尿道功能，在更年期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中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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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容量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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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不同容量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１２０例我院收
治的足月妊娠、宫颈不成熟且有需要引产的孕妇，将其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采取容量分别为３０ｍＬ、８０ｍＬ、
１５０ｍＬ无菌且装有浓度为０９％的氯化钠溶液的小水囊以促宫颈成熟。观察并比较三组孕妇的临床疗效。
结果：Ｂ、Ｃ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引产后宫颈评分均优于Ａ组（Ｐ＜００５）；三组产妇产后出血量、新生
儿窒息率及体重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Ａ、Ｂ两组产妇的脐带脱垂状况明显优于Ｃ组（Ｐ＜００５）。结论：不
同容量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均有一定效果，而最佳容量为 ８０ｍＬ或 １５０ｍＬ，可作为临床的首选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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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的成熟是进行自然生产的重要生理过程，宫颈成熟不
仅可使宫颈缩短、变软，而且还可增强宫颈张力，从而保证产妇

顺利分娩，因此引产手术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宫颈的成熟度［１］。

现临床当中用以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方法有很多，而其中应

用最为广泛的便是水囊引产［２］。然而对于水囊最佳规格的研

究却稍有欠缺。本案选取了我院所收治的１２０例足月妊娠、宫
颈不成熟且有需要引产的孕妇，将其分为Ａ组、Ｂ组和 Ｃ组，并
采取容量分别为３０ｍＬ、８０ｍＬ、１５０ｍＬ无菌且装有浓度为０９％
的氯化钠溶液的小水囊以促宫颈成熟。观察并比较三组孕妇

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案对象１２０例均为我院于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所
收治的足月妊娠、宫颈不成熟且有需要引产的孕妇，所有孕妇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均低于６分，满足宫颈不成熟条件［３］；经胎心监护显

示无异常，胎儿状况良好；有引产需求。将引产禁忌证及水囊

使用过敏患者排除。将所有孕妇随机分为 Ａ组、Ｂ组和 Ｃ组，
每组４０例。Ａ组患者年龄为年龄２１～３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５
±３２）岁；孕周为３７０～３９２周，其中为第一次生产者２９例，
第二次生产者１１例；１３例孕妇有过１次流产史，７例孕妇有过２
次流产史，１例孕妇有过３次流产史，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为０５～５４
分，平均为（２０±１１）分。Ｂ组患者年龄为年龄２０～３４岁，平
均年龄为（２５２±２５）岁；孕周为３７５～３８９周，其中为第一次
生产者３１例，第二次生产者６例，第三次生产者３例；１７例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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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１次流产史，５例孕妇有过２次流产史，２例孕妇有过１次
流产史；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为０７～５１分，平均为（２５±１７）分。Ｃ
组患者年龄为年龄２３～３３岁，平均年龄为（２４５±１７）岁；孕周
为３７６～３９５周，其中为第一次生产者２４例，第二次生产者１６
例；１４例孕妇有过１次流产史，２例孕妇有过２次流产史，３例
孕妇有过１次流产史；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为０９～４７分，平均为（２４
±１６）分。三组孕妇在年龄、孕周及产次方面均不存在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不具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所有孕妇在放置水囊前均对胎盘的位置进行确定，接着进

行常规消毒，完成这些操作之后就可利用卵圆钳夹起水囊（或

Ｆｏｌｅｙ导管）顺着宫颈管侧壁将水囊（或Ｆｏｌｅｙ导管）慢慢送至宫
颈内口的上方，利用枕头或是其他较柔软的物体垫置在孕妇臀

部以使其臀部抬高。注意 Ａ组患者采取 ３０ｍＬ无菌浓度为
０９％的氯化钠溶液置入 Ｆｏｌｅｙ导管，Ｂ、Ｃ两组分别采取８０ｍＬ、
１５０ｍＬ无菌浓度为０９％的氯化钠溶液置入自制的小水囊当
中，小水囊的自制可将无菌塑胶手套的手指段置入１６号橡皮导
尿管当中以作为小水囊用。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产妇的分娩方式及母婴的结局情况（包括引产

至临产的间隔时间、第一产程的时间、产后的出血量、新生儿的

窒息率和体重，及脐带的脱垂情况等）。同时利用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
标准对引产前后的宫颈成熟度进行评分［４］。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促宫颈成熟有效率可采取胡娅莉等［５］所拟定的促宫颈成

熟疗效判定标准进行评价，若经引产产妇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较引
产前增加幅度高于２分则判为显效；若经引产产妇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
评分较引产前增加幅度处１～２分则判为有效；若经引产产妇宫
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较引产前增加幅度低于１分则判为无效。总有
效＝显效＋有效。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包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用χ２检
验计数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并用 ｔ检验组间比较，若 Ｐ
＜００５则表明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三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情况见表１。由表１可以看出，Ｂ、Ｃ

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显然高于 Ａ组（Ｐ＜００５）；Ａ、Ｂ两
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并不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
具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三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显效

（ｎ）

有效

（ｎ）

无效

（ｎ）

促宫颈成熟

有效率（％）

Ａ组 ４０ １２ １９ ９ ７７５

Ｂ组 ４０ １５ ２２ ３ ９２５

Ｃ组 ４０ １６ ２３ １ ９７５

χ２值 － ６３２６ ６３３２ １０４３１ ９７４５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三组产妇引产前后的宫颈评分见表２。由表可以看出，三
组产妇在引产前其宫颈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经

引产，Ｂ、Ｃ两组产妇其宫颈评分显然高于 Ａ组（Ｐ＜００５）；Ｂ、Ｃ
两组产妇经引产后的宫颈评分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产妇引产前后的宫颈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ｎ） 引产前（分） 引产后（分）

Ａ组 ４０ ３６±１０ ６８±２３

Ｂ组 ４０ ３５±１２ １０８±３９

Ｃ组 ４０ ３４±１３ １１２±４３

ｔ － １７４１ ２２９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三组产妇的分娩方式及产后母婴的结局情况见表３。由
表可以看出，Ｂ、Ｃ两组产妇选择经阴道分娩患者明显多于 Ａ
组（Ｐ＜００５），Ｂ、Ｃ两组产妇引产至临产的间隔时间及第一产
程的时间明显短于Ａ组（Ｐ＜００５）；Ｂ、Ｃ两组在分娩方式、引
产至临产的间隔时间及第一产程的时间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不具统计学意义；三组产妇其产后的出血量、新生
儿的窒息率、体重不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具统计学意
义；Ａ、Ｂ两组产妇的脐带脱垂状况明显优于 Ｃ组（Ｐ＜００５），
而Ａ、Ｂ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具统计学
意义。

表３　３组产妇的分娩方式及产后母婴结局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经阴道分娩

［ｎ（％）］
引产至临产时间间隔

（ｈ）
第一产程时间

（ｈ）
产后出血量

（ｍＬ）
新生儿窒息

［ｎ（％）］
新生儿体重

（ｋｇ）
脐带脱垂

［ｎ（％）］

Ａ组 ４０ ２５（６２５） ２８７±９４ ８６±３５ １３７５±２５８ ３（７５） ３５±０８ １（２５）

Ｂ组 ４０ ３６（９００） ２３３±４８ ６３±２１ １３５８±２２１ １（２５） ３６±０７ １（２５）

Ｃ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 ２３１±４３ ６１±１９ １３４７±２３４ １（２５） ３６±０８ ４（１００）

ｔ － ２３８３ ２２７６ ２４１９ １６３９ １７９２ １７４１ ２４３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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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在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

孕妇会因各种原因而选择在妊娠３９～４１周期间终止妊娠，但是
因妊娠周期未满而导致无法产生自发规律的宫缩而需要实施

引产手术。然而实施引产手术过程当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宫颈

的成熟度，宫颈是否成熟主要取决于宫颈细胞基质成分尤其是

胶原成分量的改变［６］。如何才能将宫颈成熟度进行有效提高

以促进顺利分娩已逐渐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焦点［７］。理想的促

宫颈成熟的方法应类似于宫颈的自然成熟过程，这样才可不对

子宫收缩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子宫造成过度刺激，同时还不会

对子宫的血流量产生影响，从而尽量避免了分娩因出现胎膜破

裂而影响分娩的顺利进行［８］。因此，对于促宫颈成熟方法的选

择在引产手术当中显得尤其重要。

传统的临床促宫颈成熟的方法主要是利用药物，如缩宫

素、米索前列醇、米非司酮等［９］，其中安全性最高的药物当属小

剂量的缩宫素，但是利用缩宫素促宫颈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产妇很难长时间保持

良好的依从性，而且也给产妇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负担，此外，

利用缩宫素促宫颈成熟的方法的临床效果不佳。而利用米索

前列醇及米非司酮又很容易产生许多不良反应，如羊水栓塞、

子宫破裂等［１０］。据相关报道，米索前列醇及米非司酮的应用还

会给胎儿带来很多不良影响［１１－１３］。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经济

水平及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利用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

颈成熟的临床治疗方式越来越广泛。小水囊可给予宫腔机械

刺激，不仅可诱发宫颈反射，而且还能加快子宫胎膜的剥落速

度，有助于促进前列腺素的合成，改善产妇的宫缩情况，与传统

的利用药物促宫颈成熟法，其临床效果更好，且不易产生不良

反应［１４，１５］。据相关研究报道，Ｆｏｌｅｙ尿管水囊应用于足月妊娠
保宫颈成熟不但不会加大感染风险，而且还会降低对子宫的过

度刺激，同时还可应用于瘢痕子宫［１６，１７］。但是目前，国内有关

不同容量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临床疗效的报道比

较少。

本案１２０例我院收治的足月妊娠、宫颈不成熟且有需要引
产的孕妇，将其分为Ａ组、Ｂ组和 Ｃ组，采取容量分别为３０ｍＬ、
８０ｍＬ、１５０ｍＬ无菌且装有浓度为０９％的氯化钠溶液的小水囊
以促宫颈成熟。观察并比较三组孕妇的临床疗效。研究结果

显示，Ｂ、Ｃ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显然高于 Ａ组（Ｐ＜
００５），Ｂ、Ｃ两组孕妇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经引产，Ｂ、Ｃ两组产妇其宫颈评分显然高于 Ａ组（Ｐ＜
００５），Ｂ、Ｃ两组产妇经引产后的宫颈评分无明显差异；Ｂ、Ｃ两
组产妇的分娩方式、引产至临产的间隔时间及第一产程的时间

明显优于Ａ组（Ｐ＜００５），但Ｂ、Ｃ两组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不具统计学意义；三组产妇其产后的出血量、新生儿的窒息率、

体重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具统计学意义；Ａ、Ｂ两组产妇的

脐带脱垂状况明显优于 Ｃ组（Ｐ＜００５），Ａ、Ｂ两组之间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不同容量小水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均有一

定效果，而最佳容量为 ８０ｍＬ或 １５０ｍＬ，其促宫颈成熟有效率
高，且不易产生不良反应，可作为临床对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

的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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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中的
应用评价
汪丽萍１　臧家红２　程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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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分析。方法：随
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我院接收疑为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患者的５００份尿液标本，所有标本
均进行尿细菌定量培养，并应用尿沉渣和干化学检测白细胞（ＷＢＣ）、细菌（ＢＡＣＴ）、白细胞酯酶（ＬＥＵ）、亚硝
酸盐（ＮＩＴ），以尿培养结果为金标准，观察对比检测结果。结果：尿沉渣检测ＷＢＣ、ＢＡＣ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
比，无显著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化学检测ＬＥＵ、ＮＩ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差异性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尿沉渣和干化学联合检测结果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无显著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诊断尿路感染的灵敏度、特异性、总符合率以及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分别为７５８％、９４７％、８７５％、９１２％、８４６％。结论：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与尿定量培养结果对泌
尿生殖系统感染有着高度统一性，对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早期筛选、诊断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尿沉渣；干化学；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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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临床上又称作尿路感染（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ＵＴＩ），是输尿管、肾脏、膀胱以及尿道等泌尿系统各个
部位感染的统称。现阶段，临床尿路感染诊断依据主要通过患

者中段尿细菌定量培养获取，即中段尿细菌定量培养是临床诊

断尿路感染的“金标准”，但存在消耗时间持久、成本高、早期诊

断尿路感染不利等缺点。尿沉渣检测白细胞（ＷＢＣ）、细菌
（ＢＡＣＴ）以及干化学法检测白细胞酯酶（ＬＥＵ）、亚硝酸盐（ＮＩＴ）
同样是临床诊断尿路感染的有意义的指标［１］。本次研究随机

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我院接收疑为泌尿生殖系
统感染患者的５００份尿液标本，通过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初步了解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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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旨在提高对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诊断能力，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４
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接收疑为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患者的５００
份尿液标本，标本来源于５００例患者，其中男性２６４例，女性２３６
例；年龄范围３０～９０岁，平均年龄（５７８±１２５）岁。
１２　方法

检测仪器与试剂：尿沉渣检测仪为ＵＦ－５００ｉ全自动尿液分
析仪、配套试剂以及质控品（选自日本 Ｓｙｓｍｅｘ公司）。尿干化
学分析仪为优利特－５００Ｂ自动尿液化学分析仪、配套试纸（选
自广州高尔宝公司）。细菌鉴定仪为ＴＬ－９６细菌测定仪、配套
试剂（选自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血平板选自郑州安

图，我院自行配置 ｍａｃ，杭州天和微生物。定量接种选取 ｅｐｅｎ
ｄｏｒｆ移液器。

检测方法：采用一次性无菌带盖尿杯收集患者清洁中段尿

液两份，１０ｍＬ／份。根据《全国临床操作规程》开展送检工
作［２］，一份标本应用于定量尿培养基菌种鉴定，革兰阴性病原

菌（Ｇ－）≥１０５ｃｆｕ／ｍＬ，革兰阳性病原菌（Ｇ＋）≥１０４ｃｆｕ／ｍＬ判定
为定量尿培养阳性，并对菌株展开鉴定。一份标本应用于尿沉

渣、干化学检测；尿沉渣检测：ＷＢＣ计数（男性≥２５／μＬ，女性≥
４０／μＬ判定为阳性），ＢＡＣＴ计数≥８００／μＬ判定为阳性；干化学
检测ＬＥＵ＋～＋＋＋＋判定为阳性，ＮＩＴ＋判定为阳性。
１３　观察指标

对５００例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测后，采用回顾性分
析法，根据医院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标志物相关规范准则设计调

查表，将各项观察指标详细记录于调查表中，通过计算机进行

统计学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连续性变量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组间对比应用两独立样本计量资料采用 ｔ值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值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定量尿细菌培养结果

５００份尿标本中，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共３１１份，阳性率为
６２２％，革兰阴性病原菌（Ｇ－）２３３株，占比７４９％；革兰阳性病
原菌（Ｇ＋）４１株，占比１３２％；真菌３７株，占比１１９％。
２２　尿沉渣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

尿沉渣检测ＷＢＣ、ＢＡＣ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无显著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干化学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

干化学检测 ＬＥＵ、ＮＩ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差异性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尿沉渣和干化学联合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

尿沉渣和干化学联合检测结果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无显

著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尿沉渣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ｎ）

尿沉渣检测结果

（ＷＢＣ＋ＢＡＣＴ）

定量培养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１９６ ４４ ２４０

阴性 １１５ １４５ ２６０

合计 ３１１ １８９ ５００

表２　干化学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ｎ）

干化学检测结果

（ＬＥＵ＋ＮＩＴ）

定量培养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６３ ２５ ８８

阴性 ２４８ １６４ ４１２

合计 ３１１ １８９ ５００

表３　尿沉渣和干化学联合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ｎ）

尿沉渣＋干化学
定量培养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１３８ １８ １５６

阴性 １７３ １７１ ３４４

合计 ３１１ １８９ ５００

２５　三种尿液检测方法效能评价
通过Ｙｅｒｕｓｌａｍｙ模式评价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尿沉渣镜检

诊断尿路感染的灵敏度、特异性、总符合率以及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见表４。

表４　三种尿液检测方法效能评价［％］

检测方法 灵敏度 特异性 总符合率
阳性

预测值

阴性

预测值

尿沉渣 ８３１ ７２８ ７６３ ６７２ ８５２

干化学 ２７９ ９１６ ６６１ ７１８ ６３８

尿沉渣＋干化学 ７５８ ９４７ ８７５ ９１２ ８４６

#

　讨论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为各类病原微生物侵袭泌尿道所引发

的感染性疾病。尿液的定量细菌培养是临床诊断泌尿生殖系

统感染的金标准，但存在检测时间持久、费用高、无法迅速知道

临床诊断等缺点。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应用能够同时坚持泌

尿生殖系统感染相应的多个临床指标，检测便捷，费用也比尿

定量培养更低［３］。

尿定量病原菌培养属于判定尿路感染普遍认可的方法，但

受其检验周期长影响，阴性率可达到７００％，还可出现假阴性
情况，从而对临床诊断造成不利。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尿沉渣

检测ＷＢＣ、ＢＡＣ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无显著性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干化学检测 ＬＥＵ、ＮＩＴ与定量培养结果对
比，差异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尿沉渣和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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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结果与定量培养结果对比，无显著性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诊断尿路感染的灵
敏度、特异性、总符合率以及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７５８％、９４７％、８７５％、９１２％、８４６％。ＵＦ－５００ｉ是结合细胞
荧光化学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以及激光流式技术为一体的作

用于高速直线流动情况下单个细胞或生物颗粒开展高速定量

分析、分选的技术，在相对独立、特殊的细菌检测通道、细菌试

剂系统支持下，有效防止细菌产生受相关有形成分干扰，实现

ＵＦ－５００ｉ准确展开细菌检出、定量工作［４］。因此，ＢＡＣＴ计数的
灵敏度、特异性、总符合率以及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在单型

检查中呈现较高情况［５，６］。ＵＦ－５００ｉ检测 ＷＢＣ检测准确性受
尿标本中单核细胞、淋巴细胞、个体较大精子及小圆上皮细胞

等情况出现重要影响，从而造成 ＵＦ－５００ｉ检测 ＷＢＣ、ＢＡＣＴ出
现高灵敏度、低特异性的情况［７－９］。干化学检测的ＬＥＵ仅存在
于粒细胞浆内，无法检测标本中单核细胞、淋巴细胞以及未被

破坏的粒细胞，容易造成假阴性结果，结合本次研究结果认为，

经ＬＥＵ诊断尿路感染比ＮＩＴ更具临床价值［１０～１２］。两种尿液检

测方法结合，得到较高的总符合率、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但敏

感性略低于尿沉渣检测。通过将尿沉渣和干化学均检测为阳

性的标本采用ＳＭ染色镜检发现，均可见细菌，即尿沉渣与干化
学检测为阳性的标本对细菌的检出是十分准确的，研究结果与

相关文献报道相符［１３－１５］。

总而言之，尿沉渣与干化学联合检测与尿定量培养结果对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有着高度统一性，对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早期

筛选、诊断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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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创伤对性功能影响及急诊措施
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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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创伤对性功能影响性，寻找出最佳的方法，以提高临床诊治
水平。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３５例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创伤患者为研究组；另外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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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例健康男性为对照组，观察两组在性功能上的变化情况，且对研究组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观察
治疗后的效果。结果：两组在性激素 Ｅ２、ＰＲＬ、ＦＳＨ、Ｔ水平和性欲频度、性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勃起持续
状态、性生活满意度、国际勃起功能指数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前和治疗后、治疗１个
月后和治疗１年后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上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男性泌尿生殖系急
性创伤可降低性功能，早期规范治疗后可使性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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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种高能量性损伤在临床上越来越常
见，而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创伤作为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之一，

在治疗上有很高的要求，不仅仅对疾病的本身，且对患者术后

在性生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如骨盆骨折合并尿道损伤就是要

高度重视性功能问题。本次研究就通过对男性泌尿生殖系急

性创伤和性功能之间相关性的探讨，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法，以

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３５例男性泌尿生殖
系急性创伤患者为研究组，另外选取３５例健康男性为对照组。
研究组３５例，年龄最小２２岁，最大５４岁，平均（３５７±２３）岁；
病程最短４０ｍｉｎ，最长７ｈ，平均（１５±１１）ｈ；受伤原因：车祸伤
１９例，高处坠落伤１０例，其他伤６例。对照组３５例，年龄最小
２１岁，最大５５岁，平均（３５９±２５）岁。两组患者在年龄上比
较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
创伤诊断标准均为患者有明确外伤史，均经过影像学检查等明

确诊断。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完善相关检查，排除高血压病、糖尿病

等一系列疾病，采用化学荧光法检测患者的性功能指标血清雌

二醇（Ｅ２）、催乳素（ＰＲＬ）、促卵泡素（ＦＳＨ）、睾酮（Ｔ）等指标。
采用ＢＭＳＦＩ评分进行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能、问题评估、总
体满意度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估。每个问题均为０～４分，０分表
示功能最差或是问题最严重。４分表示性功能最佳或无问题。
其中性欲最高８分，勃起功能为１２分，射精功能为８分。问题
评估为１２分，总体满意度为４分。

在治疗上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如尿道损伤则行会阴途径

后尿道端端吻合术，包括远心端尿道游离，球膜部尿道疤痕切

除，必要时进行阴茎海绵体中隔切开，耻骨下端切除，尿道端端

吻合等技巧。对缺损患者则行相应的措施予以皮瓣修复等。

同时，对存在性功能障碍患者运用枸橼酸西地那非（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６）１００ｍｇ口服治疗，每周３次，连
续３个月。
１３　评定标准

参考相关的标准［１，２］进行性功能评定，从能否发生勃起、刺

激对勃起的作用、勃起持续状态、性生活满意度、性欲频度、性

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等４个方面进行，评定在治疗前后在国际
勃起功能指数上的变化情况。性欲频度：长期无性欲者计１分，
每月不足１次计２分，每月１次为３分，每月２～３次为４分，每
周有１次为５分，每周２～３次为６分，每日１次为７分，每日多
于１次为８分。性交频度：长期无性欲者计１分，每月不足１次
性生活计２分，每月１次性生活为３分，每月２～３次性生活为４
分，每周有１次性生活为５分，每周２～３次性生活为６分，每日
１次性生活为７分，每日多于１次性生活为８分。阴茎勃起力
度评分为无勃起为１分，中等度勃起需借助感情交流方可插入
为２分，坚硬者为３分。勃起持续状态中不勃起为０分，勃起持
续５ｍｉｎ为１分，５～１０ｍｉｎ为２分，１０ｍｉｎ以上为３分；而性生活
满意度则按患者对自身性生活的自我评价为标准，为０～１００
分，２０分为１个等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将调查统计的内容作为变
量，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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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性激素水平比较

对两组性激素水平进行比较，两组在性激素Ｅ２、ＰＲＬ、ＦＳＨ、

Ｔ水平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性激素水平比较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５） 观察组（ｎ＝３５） ｔ值 Ｐ值

Ｅ２（ｎｇ／Ｌ） ８７３５±５２３１ ６４２４±４１１４ ８６８４ ＜００５

ＰＲＬ（υｇ／Ｌ） ２１３５±１０６８ ２４５８±１２６８ ３５２１ ＜００５

ＦＳＨ（ＩＵ／Ｌ） ２５３６±１２５８ ２８６７±１１４６ ２９７１ ＜００５

Ｔ（ｎｍｏｌ／Ｌ） ５４６±２４７ ５７３±２７８ ２８４２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性功能比较
对两组性功能进行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在性欲频度、性

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勃起持续状态、性生活满意度、国际勃

起功能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性功能比较

性功能
对照组

（ｎ＝３５）
研究组

（ｎ＝３５）
ｔ Ｐ值

性欲频度（分） ６５７±０２７ ６１２±０２４ ３５２３ ＜００５

性交频度（分） ６７６±０２８ ５７４±０５５ ６３４１ ＜００５

阴茎勃起力度（分） ２７７±０１９ ２５４±０２２ ２８７１ ＜００５

勃起持续状态（分） ４７８±１０１ ３６７±０９５ ６７８３ ＜００５

性生活满意度（分） ８９８６±６４５ ７６４５±４４５ ５２１７ ＜００５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分）１９６４±６２３ ８５６±３５５１０４３７ ＜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上比较
对治疗前后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进行比较，治疗前和治疗

后、治疗１个月后和治疗１年后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上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国际勃起功能指数比较（ｘ±ｓ）

国际勃起

功能指数

治疗前 治疗１个月后 治疗１年后

８５６±３５５ １３２５±４１３ １７８９±５２４

#

　讨论
男性泌尿生殖系急性创伤多是在交通事故伤和塌方中常

见，往往是先入住骨科等科室，近些年有不少临床报道［３，４］称早

期的性功能往往被忽略，多数是经过较长时间治疗后，患者自

身发觉才显示出来，且多数患者由于精神压力等因素往往错过

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目前随着对尿道损伤等生殖系统的研究

不断深入，在恢复患者排尿功能同时恢复患者性功能显得很

重要。

从男性生殖系解剖学上看，男性尿道可分成前尿道和后尿

道，前尿道分为悬垂部尿道和球部尿道，位于会阴部，后尿道分

成膜部尿道和前列腺部尿道，位于盆腔部。而急性创伤后，特

别是合并有骨盆骨折时患者往往会由于骨盆的完整性被破坏，

穿行在其间的尿道就非常容易受到肌肉的剪切和拉伸力而发

生撕裂或断裂［５］。而男性阴茎勃起又是一个交感神经和副交

感神经共同支配的过程，该两部分神经通过盆腔神经丛相互交

汇［６］。从解剖学上看，阴茎海绵体有独特的神经支配，且其支

配的神经和营养阴茎海绵体动脉伴行，通过支配海绵体神经核

和营养在前列腺及其膜部的尿道后外侧汇合后形成神经血管

束，从而控制阴茎勃起。

结果显示急性创伤后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在雌二醇上明显

下降，而在其他的ＰＲＬ、ＦＳＨ、Ｔ上明显升高，且在性功能性欲频
度、性交频度、阴茎勃起力度、勃起持续状态、性生活满意度、国

际勃起功能指数上又有明显差异，这说明了急性创伤会明显影

响患者性功能。报道称，除了器质性的病变外，尿道损伤后海

绵体会启动创伤修复机制也有关系，因为尿道急性创伤后会在

阴茎局部产生大量的红细胞，而由于细胞的损伤，细胞内的生

长因子、细胞因子和肿瘤坏死因子等会从体内释放出来，启动

一系列的级联反应，海绵体会聚集大量的炎症细胞、血小板和

纤维母细胞等［７］。所以，性功能下降和机体自身保护机制也有

关系。

针对以上情况，对于男性尿道急性损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措施：（１）完善相关检查，目前对尿道损伤后性功能方面的评
定辅助检查中主要的有阴茎下超声检测，检测阴茎背动脉、阴

茎背深动脉、背深动脉，血流收缩峰速，舒张末期流速和阻力指

数和背深静脉流速等，以明显是否为血管性、动脉性的障

碍［８－１１］；（２）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目前对于尿道损伤主要的手
术有尿道端端吻合术、皮瓣转移尿道成形术和移植物替代尿道

成形术三种，但每种方法均有手术适应症，故在临床上要有最

佳的手术操作适应症［１２－１４］。（３）心理辅助治疗，对于每个男性
而言，尿道损伤是难以启齿的事，加上急性创伤后很难在短时

间内接受事实，性功能一次失败后往往就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故在临床上要加强对患者的宣教，特别是对伴侣的性知识宣

教。（４）早期规范使用药物控制，枸橼酸西地那非是一种高选
择性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通过抑制一氧化碳产生的环磷脲
苷而得以维持和升高，迫使阴茎海绵体及其动脉平滑肌舒张，

增加流入的阴茎血量，从而促使阴茎勃起［１５］。但该药副作用也

较多，常见的有视觉模糊等［１６］，在临床上也要先明确诊断后再

治疗［１７］。

综上所述，男性生殖系急性创伤后患者的性功能会有下降

的趋势，但要完善相关检查，且要早期进行诊治，避免因延误手

术而错过最佳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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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聚甲酚磺醛栓联合抗宫炎片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我
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诊治的普外科患者７６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者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３８例。对照组单纯采用抗宫炎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聚甲
酚磺醛栓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对比。结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中显效３０例，占总数的
７８９５％，有效７例，占总数的１８４２％，无效１例，占总数的２６３％，总有效率为９７３７％；对照组中显效２４
例，占总数的６３１６％，有效６例，占总数的１５７９％，无效１０例，占总数的２１０５％，总有效率为７８９５％，观
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抗宫炎片用药剂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结论：聚甲酚磺醛栓联合抗宫炎片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应用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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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是原始鳞—柱状交接部的内侧覆盖的
宫颈管单层柱状上皮菲薄，其下间质透出呈红色，由于肉眼观

似糜烂，过去称为宫颈糜烂，实际上并非真性糜烂。单纯的宫

颈柱状上皮异位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无需处理，只有当合

并宫颈炎的症状时，才需治疗［１］。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医疗技

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各种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治疗药物也不断

增多，并各具优势与弊端。本文旨在分析聚甲酚磺醛栓联合抗

宫炎片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临床效果，特收集我院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诊治的７６例妇产科患者进行分组试
验，现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诊治的７６例普
外科患者，所有皆有性生活史，全部经常规、临床病理及阴道 Ｂ
超等检查确诊。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３８
名，观察组年龄２０～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６３±６８３）岁，其中，异
位Ⅰ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总面积１／３）１１例，异位Ⅱ度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为总面积１／３～２／３）１３例，另外１４例
为异位Ⅲ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 ＞总面积２／３）异位；对照
组年龄２１～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４３８±６４９）岁，其中：异位Ⅰ度
１２例，异位Ⅱ度１４例，另外１２例为异位Ⅲ度异位。两组患者
年龄、异位程度等各项基本资料基本相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单纯采用抗宫炎片（湖南三九南开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９８０２２７）治疗，每次剂量为４片，３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加用聚甲酚磺醛栓（华北制药集团制剂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４３４０９９０毫克／粒，批号２０１３０５２２）治疗，具体方法为：
治疗时间选在月经干净后３～５ｄ，采用浓度为０１％的苯扎溴
铵湿棉球檫净宫颈及阴道分泌物，将其擦干，再根据病情程度

敷以聚甲酚磺醛浓缩液浸湿的棉球，将其在异位处紧贴５ｍｉｎ后
取出，然后将醮有聚甲酚磺醛浓缩液的棉棒插入宫颈管，插入

深度１ｃｍ，保持２ｍｉｎ后撤去，每周治疗２次。
１３　效果判定标准

显效：患者上皮再生，异位全部消失；有效：异位度降低１度

及以上；无效：治疗前后患者异位无任何变化，甚至有加重。总

有效率＝治愈率 ＋好转率［２］。同时采用简易健康状况量表

（ＳＦ－３６）［３］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评分范围包括生理功
能、腹痛、心理健康等等，总分为１０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组试验所得数据均录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采用均数±标准差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Ｐ＜００５则表示数
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用药时间和用药剂量对比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中显效３０例，占总数的７８９５％，有
效７例，占总数的１８４２％，无效１例，占总数的２６３％，总有效
率为９７３７％；对照组中显效２４例，占总数的６３１６％，有效６
例，占总数的１５７９％，无效１０例，占总数的２１０５％，总有效率
为７８９５％，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抗宫炎片用药剂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用药时间和用药剂量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用药时间（ｄ） 抗宫炎片用药剂量（片）

对照组 ３８ ２０６±２９ ２５５７±１４６

观察组 ３８ １３５±１５ １４２８±８２

ｔ １２７２ ３９５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包括精力、疼痛、情绪反应、睡眠

状态等指标功能均显著提升（Ｐ＜００５），对照组各项指标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总指数（０９４±０１７），明显优
于治疗前的（０８５±０１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改善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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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观察前后生命系数比较

组别 时间 精力 疼痛 情绪反应 睡眠 总指数

对照组（３８） 治疗前 ８５６±２１８ ５５０±０３３ ７７８±１３１ １０１４±２５４ ０８６±０２

治疗后 ７８６±２１２ ５０５±０３０ ６８５±１０５ ９８５±１９５ ０９０±０２２

研究组（３８） 治疗前 ８６２±２１５ ５５１±０３５ ７６５±１４０ １０１６±２５２ ０８５±０１５

治疗后 １０３±００８△ ０９８±０１５△ ０４１±０１△ ０５８±００３ ０９４±０１７△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主要是指宫颈区域发生的包括宫颈柱

状上皮异位症、损伤、肿瘤及畸形等，在女性中具有较高的发病

率，据有关临床统计资料表明，在已婚、已生育过的女性中６０％
～８０％皆有不同程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５］，其病理生理基础是

宫颈表面的鳞状上皮细胞被柱状上皮细胞所取代，属于中医范

围的“带下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腹痛、腰酸、白带增多，

对患者的正常学习工作以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所引起的慢性炎症刺激容易导致继发

感染，主要原因是阴道微生态失调，如阴道乳酸杆菌数量减少、

ｐＨ值增加等导致条件致病菌进入并大量增殖，从而出现白带
多，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临床体征［６］。聚甲酚磺醛栓是一种带

有很强负电荷的高酸物质（ｐＨ为０６），其选择性作用于带有正
电荷的病变及坏死组织，通过高酸和蛋白凝固作用使病菌、原

虫收敛、萎缩、分解，具有广谱抗菌和杀菌作用，其抗菌谱包括

革兰阳性菌、阴性菌、厌氧菌、念珠菌及病毒。另外，药物进入

阴道后变化的熔体，可以起到促进阴道组织修复，提高防御功

能的作用［７－８］。由于聚甲酚磺醛栓对由多种病原体引起的炎

症，有明显的治疗作用［９］。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医疗条件较落

后的地区，缺乏一些有效的妇科检查技术比如宫颈细胞 ＴＣＴ
（薄层细胞检查）和宫腔镜等，而仅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涂片如白

带检查，不能确认病原体类型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聚甲酚磺

醛栓治疗。临床表明，聚甲酚磺醛栓不但有比较好的抗炎效

果，还能促进阴道内活性乳酸菌的增殖，增强阴道局部免疫机

能，有效控制菌群紊乱，减少疾病复发［１０－１１］。但是单纯使用聚

甲酚磺醛栓不停药后易复发。结合常用的抗宫炎片，并根据具

体症状辅以物理治疗，可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患者痛苦小，

满意率高［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中显效３０例，占总数的７８９５％，
有效７例，占总数的１８４２％，无效１例，占总数的２６３％，总有
效率为９７３７％；对照组中显效２４例，占总数的６３１６％，有效６
例，占总数的１５７９％，无效１０例，占总数的２１０５％，总有效率
为７８９５％，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抗宫炎片用药剂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生活质
量评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通过本次研究发
现，应用聚甲酚磺醛后对于促进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修复以及

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均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与抗宫炎片联用可

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剂量［１３－１６］。由

此表明，聚甲酚磺醛栓联合抗宫炎片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具

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应用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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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３８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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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腹腔镜与开腹术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疗效及手术一般指标。方法：７８例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患者，根据手术方案不同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进行腹腔镜手术，对照

组进行开腹手术。观察两组患者一般手术情况，对手术前后血清免疫球蛋白 ＩｇＭ、ＩｇＧ、ＩｇＡ、Ｃ３、Ｃ４补体以及
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平进行检测。结果：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均未见差异
（Ｐ＞００５），但研究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ｇＭ、ＩｇＡ、Ｃ４水平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ＩｇＧ、Ｃ３在术后１ｄ即有明显下降，研究组在术后３ｄ恢复至术前水平，而对照组仅
有Ｃ３恢复至术前水平。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方面，研究组术后未见明显变化，而对照组在术后１ｄ即见到明显下
降，术后３ｄ开始回升。结论：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对患者机体损伤较小，能够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造成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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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类疾病，研究显
示，本病８０％发生于卵巢，而手术是治愈本病最为有效的办
法［１］。开腹手术是以往较为常用的手术方案，但是，该手术对

患者的创伤较大，且术后恢复较慢。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出现和

发展，目前临床上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开展已

相对成熟［２，３］。为进一步探讨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

除术的临床优势，笔者对腹腔镜、开腹手术进行了临床免疫功能

指标的观察，阐述两种手术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病例 ７８例，均为我院 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月间收住入院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所有患者均签
署治疗知情同意书并上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根据手术方

案的不同进行分组，研究组进行腹腔镜手术（３８例），对照组进
行开腹手术（４０例）。入组标准如下：（１）既往无免疫系统疾病
病史；（２）既往无激素使用史；（３）所有患者均为ＩＩ期～ＩＶ期盆
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组：年龄２８～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４４±



·３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２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６３）岁，其中单侧囊肿３１例，双侧囊肿９例，术前Ｂ超示囊肿平
均大小（６１±３３）ｃｍ；对照组：年龄２７～４９岁，平均年龄（３４７
±６１）岁，其中单侧囊肿２９例，双侧囊肿１１例，术前 Ｂ超示囊
肿平均大小（６０±３２）ｃｍ。对两组患者年龄、囊肿大小、囊肿
位置等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取仰卧位，进行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采用

三孔腹腔镜操作方案，首先建立气腹，压力约为２０ｋＰａ。手术
开始时，先常规分离肠管与盆腔脏器间之间的粘连，以暴露视

野。使用穿刺针刺入囊肿内，缓慢吸收囊液，并用生理盐水进

行冲洗。然后小心对囊壁进行剥离，最后缝合卵巢皮质。对照

组：在下腹正中行直切口，常规分离肌肉与组织。当子宫出现

在视野中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离切除术。术后对手术区域

进行生理盐水冲洗，预防宫腔粘连。子宫肌瘤残腔创面用０号
或１号爱惜康可吸收缝合线，圆针 ８字缝合或间断缝合残腔
止血。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手术一般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住院时

间等。术中出血量估算为引瓶中血量 ＋纱布增重；（２）机体免
疫功能指标：主要包括了血清免疫球蛋白 ＩｇＭ、ＩｇＧ、ＩｇＡ、Ｃ３、Ｃ４
补体以及外周血Ｔ细胞亚群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等指标。所有入组
患者在手术前、术后１ｄ、３ｄ各抽取５ｍＬ肘静脉血液，送检验科
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其中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及补体检测

采用散射比浊法，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检测采用流式细胞仪

测定。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说明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研
究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ＩｇＭ、ＩｇＡ、Ｃ４水平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亦无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ＩｇＧ、Ｃ３
在术后１ｄ即能够见到显著下降，观察组在术后３ｄ即恢复至术
前水平，而对照组仅有Ｃ３恢复至术前水平。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一般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研究组 ３８ ６５３±２４６ ５５６±２１７ ４３±１４

对照组 ４０ ６４１±２４９ ５７３±２２２ ７４±２９

ｔ ０２１ ０３４ ５９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ｇＭ（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ＩｇＧ（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ＩｇＡ（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研究组 ３８ １３７±０２６ １２９±０２２ １３２±０２３ １４２８±３５８１０３１±２７０１３６８±３０４ ２００±０３９ ２０２±０３２ ２０２±０３０

对照组 ４０ １３５±０２６ １２７±０２９ １３０±０２６ １４２３±３６２ ８２３±２２２ １１２２±２０５ ２０２±０３５ １９８±０３６ ２０３±０３２

ｔ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０６ ３７２ ４２１ ０２４ ０５２ ０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续表２

组别 例数
Ｃ３（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Ｃ４（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研究组 ３８ １１９±０５６ ０９０±０３３ １１２±０４８ ０２２±００４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２２±００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８±０６１ ０６５±０４２ ０９３±０４３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２２±００５ ０２１±００４

ｔ ００８ ２９１ １７２ ０９７ ０８８ ０９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研究组术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但术后３ｄ，两组 ＣＤ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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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ＣＤ４（％）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ＣＤ８（％）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研究组 ３８ ５６１４±１２７６５３７７±９２９５７６６±１１６５４１３０±７２８３８７８±６３５４１５７±７０８２７６６±７９２２４８７±６１４ ２５６８±５８８

对照组 ４０ ５６２２±１２９０４４９２±７４３５１５３±９７８４１３１±７３０３２６７±５３４２９３８±６０２２７７２±７９７２０１３±４９７ ２２５７±４０３

ｔ ００３ ４８８ ２５２ ００１ ４６１ ８２１ ００３ ３７６ ２７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无论何种手术，都属于创伤性操作。虽然各组手术

方式各不相同，但一般过程与基本创伤较为相似。有研究认

为，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均能够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改

变［４，５］。本研究对比了腹腔镜与开腹两种手术方式，结果发现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较为接近，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该

结果说明，手术过程中的创伤，是造成术后人体免疫功能发生

差异的重要因素。

当机体Ｂ细胞受到一定的刺激后，其能够生成特异性免疫
球蛋白。该免疫球蛋白表面的分子，可以快速与 Ｂ细胞周围相
应的抗原分子进行结合，阻断了病原体与 Ｂ细胞结合［６－８］。一

般情况下，免疫球蛋白水平在机体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一

旦机体受到创伤，血清免疫球蛋白的浓度则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下降越明显，说明创伤情况越严重［９］。曾有学者观察了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变化，发现仅有血

清ＩｇＭ发生了轻微的降低，而 ＩｇＥ与 ＩｇＡ会出现显著改变。因
此，研究认为腹腔镜对人体免疫功能造成的伤害较小［１０］。补体

属于拥有酶活性的一组球蛋白，是免疫反应中的效应因子。目

前研究认为，其在组织损伤以及炎症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的作

用。其中，Ｃ３在经典与替代两条激活过程中占据了显著地位，
而Ｃ４则能够增强抗体的中和能力，在手术患者中，血清补体可
因大量丢失和消耗而降低［１１，１２］。本研究显示，手术前后，两组

患者ＩｇＭ、ＩｇＡ、Ｃ４水平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组间比
较亦无差异（Ｐ＞００５）。两组ＩｇＧ、Ｃ３在术后１ｄ即能够见到显
著下降，研究组在术后３ｄ即恢复至术前水平，而对照组仅有Ｃ３
恢复至术前水平。充分说明腹腔镜手术造成的创伤较小，对机

体体液免疫的抑制能力弱，这有利于保护人体的免疫功能，减

低术后感染的发生。

Ｔ淋巴细胞在机体内拥有多项生理功能，ＣＤ４、ＣＤ８属于两
类重要的细胞亚群，是成熟 Ｔ细胞不同亚群的重要表面标
志［１３］。Ｔ细胞亚群能反映出宿主免疫调节的能力，其中，ＣＤ４
为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８为抑制性 Ｔ细胞，共同起到稳定机体免
疫功能的作用。有研究显示，ＣＤ３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往往提
示术后感染几率或肿瘤转移率增加［１４，１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

术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术后３ｄ，
两组ＣＤ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腹腔镜对细
胞免疫功能的抑制能显著低于开腹术。

综上所述，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对患者机

体损伤较小，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造成的影响较小，且

术后恢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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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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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检测对子宫内膜癌的
诊断价值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张继丰１　邹伟华２　张菁云３

１德清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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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德清县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检测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价值及预后的相关
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接诊的５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研究，将其作为观察组。
对照组选取５０例正常患者。回顾性分析与比较两组患者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以及阳
性率。结果：术前，观察组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的含量多于对照组，二者相比有统计学差异（ｔ＝９８６６３，Ｐ＜
００００１）；观察组术前的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多于对照组，二者相比有统计学差异（ｔ＝６９３９５，Ｐ＜００００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阳性分别为５６００％与０００％，二者相比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３８８８８９，
Ｐ＜００００１）；观察组的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比例均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术后，观察组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比例、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的比例与对照组相比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检测对子宫内膜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并能对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

【关键词】　超敏Ｃ反应蛋白；糖类抗原１２５；子宫内膜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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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为发生在子宫内膜上的一种上皮性的恶性肿
瘤，来源通常为子宫的内膜腺体，故又可以称为子宫体癌［１，２］。

临床中子宫内膜癌较为常见，可以占到宫体的恶性肿瘤９０％以
上，是目前女性的生殖道三大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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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了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检测对子宫内膜癌
的诊断价值及预后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接诊的５０例子宫内
膜癌患者进行研究，将其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选取５０例正常的
女性志愿者。整个研究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进行，并经过我院

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排除合并有子宫内膜的异位症或者卵巢

的恶性肿瘤以及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的患者，排除术前有急性炎

症的患者。观察组年龄２７～６８岁，平均（５１３４±１０３４）岁；病
程０６～３５年，平均（１３２±０３１）年；对照组年龄２４～６９岁，
平均（５０２５±１２２３）岁，病程０５～３７年，平均（１３６±０３５）
年。两组患者年龄及病程等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血清糖类抗原１２５以及

超敏Ｃ反应蛋白的检测：取所有患者术前进行空腹１２ｈ后的静
脉血５ｍＬ，先进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离心，时间为５ｍｉｎ，然后分离血
清，将其置于 －３０℃进行保存。再采用 ＥＬＩＳＡ进行糖类抗原
１２５的检测以及超敏Ｃ反应蛋白的测定，方法步骤均依照说明
书进行。试剂盒以及仪器产自学发光法测定。仪器和试剂均

由美国罗氏公司生产。二者含量检测于术后１个月时进行再检
测，方法同上。

１３　观察指标
血清的Ｈｓ－ＣＲＰ浓度的正常参考值浓度为０～８ｍｇ／Ｌ，若

＜８ｍｇ／Ｌ则为阴性，若 ＞８ｍｇ／Ｌ则为阳性。ＣＡ１２５的正常的参
考值范围是０～３５Ｕ／Ｌ，若＜３５Ｕ／ｍＬ则为阴性，若 ＞３５Ｕ／ｍＬ则
为阳性。比较两组患者的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
量以及阳性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来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前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 １２５的含量
比较

　　术前，观察组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的含量多于对照组，二者
相比有统计学差异（ｔ＝９８６６３，Ｐ＜００００１）；观察组术前的糖类
抗原１２５的含量多于对照组，二者相比有统计学差异（ｔ＝
６９３９５，Ｐ＜００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阳性率
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超敏Ｃ反应蛋白阳性分别为５６００％与
０００％，二者相比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３８８８８９，Ｐ＜００００１）；观
察组的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阳
性比例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超敏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糖类抗原１２５（ｍｇ／Ｌ）

观察组 ５０ １０２２±２２３ ９８７±３４２

对照组 ５０ ５７４±２３１ ５６３±２６４

ｔ值 ９８６６３ ６９３９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表２　术前两组患者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阳性率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超敏Ｃ反应蛋白

阳性人数

（例）

糖类抗原１２５

阳性人数

（例）

超敏Ｃ反应蛋白

与糖类抗原１２５

阳性人数（例）

观察组 ５０ ２８ ２２ １６

对照组 ５０ ０ ０ ０

χ２值 ３８８８８９ ２８２０５１ １９０４７６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比较

　　术后，观察组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含量、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
量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术后两组患者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超敏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糖类抗原１２５（ｍｇ／Ｌ）

观察组 ５０ ６４３±２３３ ６６３±３５３

对照组 ５０ ５７４±２２２ ５６６±３１２

ｔ值 １５１６０ １４５５９

Ｐ值 ０１３２７ ０１４８６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阳性率
比较

　　术后，观察组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的比例、超敏 Ｃ反应蛋白
与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的比例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术后两组患者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阳性率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超敏Ｃ反应蛋白

阳性人数

（例）

糖类抗原１２５

阳性人数

（例）

超敏Ｃ反应蛋白

与糖类抗原１２５

阳性人数（例）

观察组 ５０ ４ ３ ２

对照组 ５０ ０ ０ ０

χ２值 ４１６６７ ３０９２８ ２０４０８

Ｐ值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７８６ ０１５３１

#

　讨论
子宫内膜癌诊断主要根据相关临床检查以及病理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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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辅助检查，还需根据患者的病史来进行诊断与临床分

期［５，６］。子宫内膜癌以起源于患者的子宫内膜的腺体上皮腺癌

最多见，约占女性的全身恶性肿瘤的比例高达７％，占到女性生
殖道恶性肿瘤的２５％ ～３５％。此病的发病多见于在绝经后或
者更年期的妇女，高发年龄为４５～６０岁，其平均的发病年龄为
５５岁左右，从总的发病率来看，其发病率只位于乳腺癌、肺癌以
及大肠癌之后，居第四位［７，８］。对于子宫内膜癌早期患者的治

疗原则目前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要方法，可以根据手术以及病

理分期和存在的导致复发的高危因素适当选择其他辅助治疗；

对于晚期的患者，则需要采用手术结合放疗以及药物等的综合

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的病变部位以及患者的全身状况（包括年

龄，其余病症等）先选择手术的缩瘤，在术后再进行放疗或者化

疗等的辅助治疗。早期患者的治疗效果较为良好，但晚期患者

的预后较差且容易复发［９］。因此，需要尽早地发现与诊断，这

样就可以有效减少该病给患者带来家庭的负担和社会

负担［１０，１１］。

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被认为主要与患者体内的雌激素含

量有关，体内雌激素的长时期存在，以高涨形式存在，是导致患

者子宫内膜癌的重要和直接原因，雌激素的升高也会导致乳腺

的发育失常，有研究发现与乳腺癌密切关联［１２］。ＣＡｌ２５为１９８３
年Ｂａｓｔ等通过研究从患者的上皮性卵巢癌的抗原检测出的，可
以被ＣＡ１２５的单克隆抗体进行特异的识别。免疫组化的结果
显示，ＣＡｌ２５广泛分布于生殖道和羊膜细胞［１３］。也被认为是目

前国际上最为广泛应用的卵巢上皮样的肿瘤标志物，在多数的

卵巢的浆液性的囊腺癌中高度表达阳性，其阳性率可以高达

８０％～９０％。
ＣＲＰ为重要的炎性的标志物，其含量的升高通常见于有发

热性的疾病或者各种炎症状态以及创伤等情况下［１４］。我院回

顾性分析比较了子宫内膜癌患者与正常人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
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以及阳性率。研究显示在术前，子宫内
膜癌患者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含量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均多
于正常人，并且较正常人有了很明显的升高，说明子宫内膜癌

患者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含量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高于正常
人。子宫内膜癌患者与正常人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阳性分别为
５６００％与０００％，，其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
糖类抗原１２５阳性比例也均高于正常人。

ＣＲＰ在细菌感染时的升高尤为显著，其增幅可以高达几百
倍乃至几千倍，其在炎性的淋巴因子如 ＩＬ－６和 ＩＬ－１以及
ＴＮＦ－α等作用下，ＣＲＰ的合成可以在患者的肝脏中迅速完
成［１５］。我院的研究发现，术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超敏 Ｃ反应
蛋白的含量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与正常人相比大致相同；子
宫内膜癌患者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比例、超敏 Ｃ反应蛋白与糖
类抗原１２５阳性的比例与正常人相比也大致相同。说明经过手
术治疗切除肿瘤后，患者的超敏Ｃ反应蛋白的含量与糖类抗原

１２５的含量出现了下降，逐渐趋向于正常［１６］。可能的机制是肿

瘤切除后患者的激素水平逐渐恢复正常而导致二者的含量与

阳性比率恢复正常。

本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超敏 Ｃ反应蛋白含量与糖
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高于正常人，而在癌变切除后患者的超敏 Ｃ
反应蛋白的含量与糖类抗原１２５的含量出现了下降，逐渐趋向
于正常。

综上所述，超敏Ｃ反应蛋白与糖类抗原１２５检测对子宫内
膜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并能对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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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血管重建在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方面的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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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茎血管重建术在血管性勃起障碍治疗方面的疗效及应用。方法：回顾复习血
管性勃起障碍的治疗，并结合临床２例利用腹壁下动脉行阴茎背深静脉动脉化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的手术
治疗体会和疗效观察进行分析。结果：２例行阴茎背深静脉动脉化的患者术后效果满意，术后随访１年，自
述晨起勃起反应正常，性生活时阴茎勃起正常，能够完成正常性生活，ＩＩＥＦ－５评分分别为 ２０分、２１分。
结论：阴茎血管重建手术是临床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的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　血管性勃起障碍；腹壁下动脉；阴茎血管；显微血管重建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
Ｗｅｉｐｉｎｇ１，ＮＩＵＨｕａ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Ｘｉｅｔｏ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ＸｉｄｉａｎＧｒｏｕ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
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ｏｆ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ｐｅｎｉｓｂａｃｋ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ｏ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ｐｅｎｉｓｂａｃｋｄｅｅｐｖ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１ｙｅａ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ｎｏｒｍａｌｍｏｒｎｉｎｇ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ｄ
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ｉｎｓｅｘｌｉｆ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ｅｘｌｉｆｅａｓｎｏｒｍａｌ，ｗｉｔｈ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２０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２１ｐｏｉｎ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ｅｎｉｌ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Ｐｅｎｉｓ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成年男子的常见
多发病。据统计４０～７０岁男子中有５２％患有不同程度的 ＥＤ。
ＥＤ虽不危及生命，但影响男性身心健康、夫妻感情和家庭
和睦。

由于近几年来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发病

率的明显增长，患者发病的年轻化，造成器质性阴茎勃起障碍

的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因此不能用过去旧的思维和认识来臆断

或认识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我们通过回顾复习血管勃

起障碍的检查和治疗，结合２例外伤后尿道断裂并行多次尿道
会师术患者的临床手术治疗体会，探讨阴茎血管重建术在血管

性勃起障碍治疗方面的临床疗效及应用价值，总结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病历资料一：男，２５岁，２００６年８月因车祸引起骨盆骨折，

膜部尿道断裂，给予耻骨上膀胱造瘘处理。外伤后３个月在当
地三甲医院先后行２次尿道断端吻合术和２次尿道狭窄段内切

开术，患者自述外伤后阴茎不能勃起，无晨勃，口服万艾可等药

物治疗无效果。患者既往无糖尿病、高血压及精神心理等系统

性疾病史，来我院门诊就诊（检查项目及结果见表１）。性激素
检查：雄激素、泌乳素水平均正常；ＩＩＥＦ－５评分：５分；阴茎海绵
体注射（ＩＣＩ）后３０分钟内轻度充血，硬度差，性刺激５分钟无变
化；彩色多普勒超声结合ＩＣＩ测定：收缩末量指数 ＰＳＶ：１３５ｃｍ／
ｓ，舒张末量指数ＥＤＶ：６ｃｍ／ｓ，阻力指数ＲＩ：０５５；阴茎海绵体造
影提示：重度阴茎海绵体静脉瘘，经检查诊断为血管性勃起

障碍。

病例资料二：男，３２岁，２００８年３月因高处坠落伤，造成骑
跨伤，致后尿道断裂，在当地医院行尿道断端吻合术，术后１年
患者行尿道扩张术。术后半年出现勃起不能，不能正常性生

活。患者羞于就诊，因生育问题在其家属的催促下来我院门诊

就诊。患者及其爱人描述受伤前勃起及性生活正常，既往无其

他系统性疾病史。性激素检查：雄激素、泌乳素水平均正常；

ＩＩＥＦ－５评分：７分；ＩＣＩ后３０分钟内轻度充血，硬度差，性刺激５
分钟无变化；彩色多普勒超声结合 ＩＣＩ测定：ＰＳＶ：１５．６ｃｍ／ｓ，
ＥＤＶ：４ｃｍ／ｓ，ＲＩ：０．７４；阴茎海绵体造影提示：轻度阴茎海绵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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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瘘，经检查诊断为血管性勃起障碍。门诊给予 ＰＤＥ５抑制剂
等治疗均无明显效果。

"

　手术方法
本组２例患者考虑为阴茎动、静脉复合型病变，都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海绵体静脉瘘，按照术前计划，欲行阴茎背深静脉动

脉化。（１）术前完善血、尿、粪、肝、肾功、凝血功能、心电图、胸
片、感染五项等常规检查，同时行腹壁下动脉、阴部内动脉 ＣＴ
血管重建，了解血管基础；（２）常规禁食水，清洁灌肠，留置导
尿；（３）患者在硬膜外持续麻醉下，取平仰卧位，常规消毒，铺无
菌巾单，首先取右侧下腹部腹直肌旁切口，长约４ｃｍ，切开皮肤，
电刀依次皮下及浅筋膜，充分显露，暴露腹直肌前鞘，纵行沿腹

直肌旁切开，上下游离腹直肌与后鞘间隙，向对侧拉开显露，见

右侧腹壁下动脉，沿腹直肌后鞘由右外侧向内上方走形，直径

约３ｍｍ，给予充分仔细解剖游离，长约８～１０ｃｍ，侧支给予离断
结扎，足够手术需要长度，离断远端并结扎，近心端右侧腹壁下

动脉断端见正常搏动性射血，血管条件良好，无损伤血管夹夹

闭近端备用。

然后选择阴茎背侧根部纵切口，长约３ｃｍ，切开皮肤，电刀
常规切开皮下及阴茎浅筋膜，充分有力，显露 ＢＵＣＫ筋膜，见背
侧两支背动脉及伴行静脉和神经，两侧背动脉见搏动良好，两

支背动脉之间见两支并行的阴茎背深静脉（一般解剖有一支背

深静脉），直径约５ｍｍ，切开血管鞘，上下游离约２ｃｍ。术前考
虑患者有重度静脉瘘的存在，按照术前计划，欲行阴茎背深静

脉动脉化。遂给予切断并结扎其中一支背深静脉分支；另一支

切断后，结扎近心端，远端用常规肝素水冲洗血管腔后，无损伤

血管夹夹闭远端背深静脉断端。沿耻骨上建立腹壁下动脉隧

道至阴茎背侧根部切口平面，沿隧道牵出右侧腹壁下动脉至阴

茎背深静脉断端，血管长度充足，选择右侧腹壁下动脉与背深

静脉端端吻合，常规肝素水冲洗，显微镜下用６－０无损伤血管
吻合线行端无张力吻合，吻合顺利，撤除血管夹后见背深静脉

搏动良好，吻合口无渗血，无缩窄、痉挛。手术结束，常规缝合

伤口，包扎。手术用时２ｈ，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满意。
#

　结果
术后常规给予抗炎对症治疗的同时，给予肌肉注射罂粟碱

３０ｍｇ，静脉点滴低分子右旋糖酐５００ｍＬ，均每日２次，连续治疗
５天，术后阴茎、包皮无水肿，术后第３天患者自述晨起阴茎有
充血勃起反应，术后第５天在无 ＩＣＩ诱导勃起情况下行阴茎动
脉血流多普勒测定术后７天伤口一期愈合出院。患者术后随访
１年，ＩＩＥＦ－５评分分别为２０分、２１分。自述晨起勃起反应正
常，性生活时阴茎勃起正常，勃起硬度稍差，但能够完成性生

活，射精正常。其中病例二患者已经正常生育一女。

$

　讨论
既往人们多认为ＥＤ主要由心理因素引起，然而越来越多

近代研究资料显示，５０％ 以上的ＥＤ是器质性因素所致。据国
外文献报道，在器质性ＥＤ的病人中，由于阴茎血管功能障碍所
引起的占５０％～６０％。血管性阴茎勃起障碍的发病率占到了
主导地位。

男性勃起功能的机制目前已经研究阐明：阴茎勃起时，动

脉血流灌注增加，海绵体内压力增高，进一步阻断了静脉内血

液的回流，以增加海绵体内压力，从而诱发阴茎勃起［１］。而其

细胞分子学机制研究阴茎勃起过程中，脂溶性的 ＮＯ直接进入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ｃｅｌｌ，ＳＭＣ）内，激活鸟苷酸环
化酶，导致ｃＧＭＰ含量增加，最后通过对平滑肌细胞细胞膜上
Ｋ＋、Ｃａ２＋通道的调节使 ＳＭＣ完全舒张，阴茎动脉血流增加，大
量血流注入海绵窦，牵拉白膜压迫静脉回流以达到坚硬的勃

起［２］。这些也正是阴茎血管重建，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的解剖

学基础和理论支持。

影响男性勃起障碍的病因较为复杂，那么对于血管性勃起

障碍的患者，除各类外伤、手术因素造成的阴茎血管的损伤以

外，目前研究明确的病因有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高血脂、代谢

综合征等损害血管因素的疾病。Ｆｏｎｓｅｃａ等［３］认为血管危险因

素和代谢综合征与ＥＤ有高度的关联。首先诊断前相关病史的
询问和考虑是临床工作者应该重视的环节。其次则需通过科

学、准确、客观的检查方法明确其诊断，显得更为重要。国内许

小林、薛月敏等［４］临床观察研究尿道狭窄部位、手术方式、术后

尿道狭窄复发会降低尿道重建术后患者勃起功能、性生活质

量。后尿道狭窄、采用经会阴途径尿道吻合患者术后 ＥＤ发生
率更大。Ｈａｒｗｏｏｄ［５］认为尿道端吻合术后ＥＤ发生率３％～６９％
不等，其原因与手术操作中对尿道周围血管、神经丛的损伤，从

而增加了术后ＥＤ的发生率有关。因此对于外伤、尿道损伤患
者的尿道重建术选择合理的手术入路、术中精细的操作、术者

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认识等等因素，也是影响患者术后性功能

的主要因素。本组２例患者均为外伤后尿道重建术后出现ＥＤ，
加之术后瘢痕狭窄手术处理，发生血管性勃起障碍的风险明显

增加。

目前对于血管性勃起障碍的检查和诊断方法较多，如通过

多普勒测定阴茎背动脉压力测定的阴茎肱动脉血压指数

（ＰＢＩ）、阴茎海绵体血管活性药物注射（ＩＣＩ）、彩色多普勒血流
显像（ＣＤＦＩ）阴茎血流测定、彩色双功能多普勒超声（ＣＤＤＵ）检
查、阴茎海绵体造影、选择性阴部内动脉造影以及核素显像检

查［６］等多种方法。ＣＤＦＩ作为一种无创伤、简便易行、对血管功
能进行实时成像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成为检测阴茎血液循环的

标准检查手段。它对阴茎血流状况的检查主要包括：（１）阴茎
动脉供血状况由血流速度和血管管径评估决定；（２）阴茎静脉
闭合功能则通过ＥＤＶ和ＲＩ评价。Ｌｕｅ等［７］曾建议海绵体内注

射罂粟碱后平均ＰＳＶ＜２５ｃｍ／ｓ作为诊断动脉供血不足的标准。
目前，许多学者同意将ＰＳＶ＜３０ｃｍ／ｓ作为判断动脉供血不足的
标准。有研究表明，阴茎胀大时 ＰＳＶ与 ＥＤＶ均升高，坚硬时
ＥＤＶ接近０。当患者 ＰＳＶ＞２５ｃｍ／ｓ、ＥＤＶ＞５ｃｍ／ｓ时，海绵体测
压发现静脉泄漏的敏感性为９０％，特异性为５６％；当双侧海绵
体动脉ＰＳＶ存在明显差异（差别大于１０ｃｍ／ｓ）多提示单侧性动
脉疾病。ＲＩ值只取决于血流的阻力，阴茎软缩状态时反映交感
神经的紧张性，而在勃起各时相随海绵体的压力变化而变化。

ＲＩ与勃起反应视觉评分符合度好，均可描述阴茎的硬度和压
力。药物注射后２０ｍｉｎ的ＲＩ是诊断海绵体静脉泄漏的可靠而
非创伤性的方法［８］。海绵体内注射血管活性药物并行彩色双

功能多普勒超声（ｃｏｌｏｒｄｕｐｌｅｘ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ＤＤＵ）检查
是诊断血管性ＥＤ的可信度高、侵袭性小且重复性好的阴茎血
流检查。ＩＣＩ可使海绵体平滑肌最大限度地舒张，从而使 ＣＤＵ
的诊断结果更为准确。

阴茎血管重建术是阴茎血管性勃起障碍的一种有效治疗

方法。ＶｉｒａｇＲ等［９］首次报道阴茎背深静脉动脉化治疗血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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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起障碍。手术方式多通过利用腹壁下动脉完成阴茎背深静

脉动脉化、阴茎海绵体吻合以及阴茎背动脉的吻合等多种手术

方案。本组２例患者均由车祸，尿道损伤，尿道会师后出现勃起
障碍，通过客观检查提示存在阴茎动脉、静脉的混合病变，给予

行阴茎背深静脉的动脉化。主要考虑到对于动脉及静脉混合

病变，通过动脉化手术一方面增加了阴茎海绵体的动脉血流供

应，同时又达到了阻断阴茎静脉的过快回流，从而达到临床预

期较好的效果。回顾和复习临床观察报道阴茎血管重建手术

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总体有效率４０％～８５％［１０－１６］。笔者认为

目前血管性勃起障碍的诊治缺乏相对统一的诊疗规范和标准，

应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１）应重视对血管性勃起障碍的
认识；（２）对于外伤尿道损伤后尿道重建手术，术者应最大限度
考虑对患者性功能的保护，尤其对于青年男性；（３）完善和制定
血管性 ＥＤ规范、统一的检查方法和标准；（４）制定血管性 ＥＤ
相对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指南。（５）完善大样本的临床病例
的观察和总结。

随着血管性勃起障碍检查和诊断手段的提高，显微外科血

管吻合技术的进步，血管性勃起障碍的治疗除了阴茎假体植入

术之外，阴茎血管的重建可称为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阴茎血

管重建手术是治疗血管性勃起障碍的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方

案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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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舍曲林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并配合早泄训练治疗
早泄的临床疗效
方卫１　胡恩宜２

１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泌尿外科，南宁 ５３０３０
２广西中医药大学，南宁 ５３００１２

【摘　要】　目的：观察盐酸舍曲林、复方玄驹胶囊配合早泄训练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５５
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早泄患者给予盐酸舍曲林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治疗，同时进行早泄训练，疗程为１个
月，治疗前后进行ＣＩＰＥ、ＩＥＬＴ和双方性满意度的评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实际治疗了５０例，脱落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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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ＣＩＰＥ评分、ＩＥＬＴ评分、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评分中，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盐酸舍曲林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并配合早泄训练能明显改善早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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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是最为常见的成年男性性功能障碍，可从患者自尊、
夫妻感情等多方面影响男性生活，导致失落、自卑情绪，成为影

响夫妻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１］。目前认为，男方射

精潜伏期过短而不能获得满意的性生活，或女方未达到性高

潮，男方就发生射精，女方不能获得满意的性生活，就可认为是

早泄。欧洲国家健康成年男性早泄的发病率２０％ ～３０％［２］，而

早泄的全球患病率在３０％ ～４０％［３］。，早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４］。２５％ ～４０％的男性在他的一生中的某一
阶段可能会发生早泄［５］。早泄的病因复杂，更多的可能是心理

因素和射精的控制能力问题，笔者采用盐酸舍曲林联合复方玄

驹胶囊口服治疗并结合早泄训练，收到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有的病例均来自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泌尿
外科就诊的患者，共５５例，平均年龄（２２．１５±４．８５）岁，平均婚
龄（１．１７±１．８７）年；所有患者都有固定配偶，有规律性生活。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参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４版（ＤＳＭ－
ＩＶ）［６］中早泄诊断标准。（２）有固定的性伴侣，规律的性生活，
有较好的依从性。

１．３　中医入选标准
参照国家卫生部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中早

泄肾阳虚证：性欲减退，早泄遗精，腰膝酸软，夜尿增多，小便清

长，手足时常冰冷，舌淡、苔薄白，脉沉弱。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年龄＜２０岁或 ＞５５岁；（２）无固定性生活伴侣；（３）

有生殖系统感染；（４）性激素水平异常；（５）有性功能障碍者；
（６）患严重心、肝、肾等系统疾病；（７）配偶不愿配合性生活造成
无规律性生活。

"

　方法
２．１　治疗方法

将５５例早泄患者按就诊先后给予盐酸舍曲林（浙江新东
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口服，５０ｍｇ，性生活前３～４小时；服复方
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３片／次，３次／ｄ；服药期间
进行早泄训练：每次性生活在抽插后有射精感时停止动作并用

右手食指和拇指紧捏阴茎系带至射精欲望消失，又再次抽插，

反复进行，直至达到高潮无法控制为止，并停止有可能导致早

泄发生的治疗。鼓励规律性生活，疗程为１个月。
２．２　评价方法

治疗前后对患者《中国早泄问卷调查表（ＣＩＰＥ）》评分，测量
ＩＥＬＴ（射精潜伏时间），并给予夫妻双方性满意度评分。ＣＩＰＥ－
５总分２５分，１３分以上为轻度早泄，１０～１３分为中度早泄，５～
９分为重度早泄。ＩＥＬＴ是根据 ＣＩＰＥ中第４项进行评分（１０分
制）；患者的性满意度的评分标准是根据ＣＩＰＥ中第６项评分（５
分制）；配偶性满意度根据ＣＩＰＥ中的第７项的评分（５分制）。

治愈：射精潜伏期２分钟以上才射精，双方性生活满意度均
为５分。有效：射精潜伏期时间在１至２分钟，双方性生活满意
度均为４分。无效：用药前后射精潜伏期都没有明显变化。治
愈加有效为总有效，所占比例为总有效率（％）。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
#

　结果
３．１　总有效率

治疗过程中有５例患者脱落，主要原因是：有３例不能坚持
治疗和进行早泄训练，２例出现胃肠道反应停止治疗，最后有５０
例进入疗效评定。结果治愈２３例，有效１６例，总有效例数为３９
例，总有效率为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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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统计学结果
ＣＩＰＥ：ｔ＝－７．９０３，Ｐ＝０．０００；ＩＥＬＴ：ｔ＝－８．６３１，Ｐ＝０．０００；

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ｔ＝－６．２６１，Ｐ＝０．０００；配偶性生活满意
度评分：ｔ＝－７．０９６，Ｐ＝０．０００。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ＣＩＰＥ、ＩＥＬＴ、患者及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情况（珔ｘ±ｓ）

ＣＩＰＥ ＩＥＬＴ
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

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１０．００±１．４６ １．０２±０．３４ ３．０２±０．５０ ２．７９±０．４２

治疗后 １７．１４±３．５７ ４．５６±１．７０ ４．０９±０．７５ ３．８４±０．６３

$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早泄是由于包皮过长导致包皮炎、尿道炎、

或过度手淫，心理、性生活经验等，加之大脑性中枢兴奋性增

高、脊髓的射精中枢兴奋性过高，射精失控能力较差所表现出

的射精过快，不能达到理论上的性满足感。大约有１／３左右的
成年男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早泄。治疗早泄的方法较多，至

今还没有一种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认可的治疗方
法［８］。目前大家公认的早泄治疗的关键点就是降低性神经的

兴奋度（其中阴茎头的感觉神经兴奋性比正常人高［９］）。高选

择性５－ＨＴ（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一类抗抑郁药物，被
发现具有延迟射精的作用，这类药物可选择性地阻断神经元对

突触间隙内５－羟色胺的再摄取，使突触内５－羟色胺浓度增
高，激活受体使射精的潜伏时间延迟。盐酸舍曲林（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
成为当前早泄治疗的重要药物，是高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
剂（ＳＳＲＩｓ），用于治疗早泄能取得较好的疗效［１０］，其作用机理就

是通过这条途径实现的。

中医学认为，早泄的发生与肾、肝、心关系密切。肾主精，

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后天之精还要靠水谷精微的不断的

充实，才能维持精液的不断更新，肾虚则封藏失职，固摄无权，

射精过快，而性欲不能满足，更易使人纵欲，精液更加耗损，所

以早泄的病人一般是性生活次数多但是精液量较少；补肾、调

情志、疏肝是治疗早泄的中医方法；复方玄驹胶囊是中成药制

剂，主要的药物成分包括：大黑蚂蚁、蛇床子、枸杞、淫羊藿等，

主要的功效是温肾、壮阳、益精、祛风湿，用于肾阳虚，症见神疲

乏力，精神不振，腰膝酸软，少腹阴器发凉，精冷滑泄，肢冷尿

频，性欲低下，功能性勃起功能障碍等。而早泄患者大都是肾

虚所致，精关不固，导致精液过早射出，不能达到男女交合的要

求。复方玄驹胶囊温补肾阳，补肾精，肾精足、阳气旺自然能固

精关，精关能适时开合，射精力度达到双方的要求，固能治疗肾

阳虚证之早泄患者。王忠等［１１］通过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复方玄

驹胶囊能够增强受试动物的阴茎勃起功能和交配能力，扑捉率

和交配率都显著增加。大黑蚂蚁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

辅酶及维生素，具有补肾益精作用［１２］，蛇床子有增强性欲、减轻

炎症反应的作用［１３］，枸杞具有补肾益精佐制上药温燥之弊等功

效［１４］。张士更等［１５］研究发现淫羊藿苷复合物治疗早泄的效果

优于利多卡因凝胶，说明该药能强精固脱的作用。

很多早泄患者存在精神焦虑，夫妻性生活仓促，养成快速

射精的习惯，很容易导致早泄发生［１６］。特别是性生活前的手淫

习惯，患者喜欢刺激敏感区易产生射精感，久之便养成快速射

精的习惯。在性生活中，男性的阴茎敏感度越高，射精潜伏期

就越短。包皮系带和包皮口是最重要的高潮启动点［１７］，龟头、

冠状沟、包皮系带处末梢神经最丰富，是性生活的主要感受部

位。早泄的训练方法就是通过反复压迫刺激患者的最敏感点

（性学称为Ｇ点）方法，即系带下方，达到控制射精的神经冲动，
提高射精控制阈值，到达提高射精潜伏时间的效果。

目前单一的治疗方法对早泄效果不佳，很多文献报道均是

通过联合方法进行治疗。本人通过中西医结合方法并结合 Ｇ
点训练控制方法治疗早泄，主要的原理是舍曲林抑制射精中

枢，中药复方玄驹胶囊温肾阳固精，手法控制Ｇ点的训练，能够
有效地提高患者的 ＣＩＰＥ的各项分值及射精潜伏期时间，提高
男女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治疗前后分值对比Ｐ＜００１，有统计
学意义，可以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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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直肠癌患者放疗后性功能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
王丹

"

１　易峰涛２　涂希平１　涂仁标３

１湖北省荣军医院普通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２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放疗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３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科技服务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调查男性直肠癌患者放疗后性功能状况，分析发生性功能变化的可能因素，探讨防治
性功能障碍的对策。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６２例符合条件的直肠癌患者进行调查，并将心理干预前后
患者性功能状况进行了比对，统计学方法采用 χ２检验。结果：直肠癌患者放疗后性欲减退者 ２９人，占
４６８％；勃起功能障碍者２０人，占３２３％，两者合计达到７９１％。经过心理干预后，性欲减退和勃起障碍的
患者均显著减少，分别为１９人（３０６％）和１６人（２５８％），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２５。从客观因素
对性功能影响分析来看，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与性功能无明显相关性，分别Ｐ＞０９和Ｐ＞０５；身体状况对性
功能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从主观因素对性功能影响来看，在性功能改变的患者中，担心妨碍康复占
８５７％（４２例）、担心性生活引起肿瘤复发占８１６％（４０例）、害怕传染给家人占５７１％（２８例）、自觉身体虚
弱无力完成性生活者占６５３％（３２例）。结论：直肠癌患者放疗后有７９１％病人存在性功能改变，而其中部
分病人是对性生活的错误认知（即功能性因素）所致，需要心理干预。

【关键词】　性功能；直肠癌；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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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直肠癌控制率的逐渐提高，患者对治疗后生存质量的
要求也相应提高。但性生活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目

前还未得到临床医生的足够重视。为此笔者调查了广州军区武

汉总医院７２例直肠癌患者放射治疗结束后２年内的性生活情
况，并对影响因素做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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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１）已婚男性，配偶健在或有同居伙伴，年龄６０岁以内，治
疗前已经有１个以上小孩；（２）病理确诊的直肠癌患者；（３）放
疗前无性功能障碍，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标准（ＩＩＥＦ－５）大
于２０分；无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无精神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４）治疗结束后２年内（治疗结束—问卷调查时间段内）没有再
次放疗或化疗；（５）患者完全合作并同意回答问卷中的任何问
题。（６）所有患者均给予盆腔常规照射，６ＭＶ－Ｘ线，照射剂量
大于５ＯＧｙ；睾丸未在照射野内。
１．２　方法

为分析患者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和治疗经费客观状况和患

者自身担心影响康复或复发、将病传染给配偶、自感身体虚弱

等主观因素对患者勃起功能问卷５（ＩＩＥＦ－５）得分的影响，设计
问卷调查方式。来复查并符合病例选择条件者，即成为访谈对

象。由患者或其配偶在安静环境中进行问卷调查。为确保问

卷调查的可靠性，在问卷调查前，做到详细讲解，让患者和家属

知情并自愿保证真实填写，一般３～６个月患者病情复查时再次
填写，如果前后有不符之处被视为不准确、不真实而将资料

舍弃。

１．３　心理干预
针对患者的认知错误，告知患者：（１）放疗后适当的性生

活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反而有益于身心愉悦、家庭和睦，

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患者体质，改善身体状况；（２）肿瘤转移或
复发与性生活无显著相关性；（３）直肠肿瘤不是传染病，不会
传染给配偶。（４）针对具体问题解释和疏导，反馈后进一步
授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简单的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共调查７２例，提供的资料前后不一致５例。符合条件进入

本组研究６７例，年龄２１～６０岁，中位年龄４７岁。性功能状况
与客观因素（卡氏评分、文化程度和能够大致反映经济情况的

医疗身份）分布见表１。主观因素（担心妨碍康复、性生活引起
肿瘤复发、害怕传染给家人、自觉身体虚弱无力完成性生活）与

放射治疗后性功能状况和客观因素对主观因素的影响数据见

表２。心理干预后效果比较归纳到表１和表２之中。根据国际
勃起功能指数评分标准（ＩＩＥＦ－５）评价阴茎勃起功能的３个方
面，即阴道插入、勃起维持、性交完成；加上性生活总体满意度

和患者对阴茎勃起的自信心；５个条目最低为５分，最高为２５
分；小于１２分统计为勃起障碍；大于 １２分小于 ２０分为性欲
减退。

表１　治疗后性功能质量情况

项目 无变化（例） 性欲减退（例） 勃起障碍（例） 合计（例） χ２ Ｐ值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６ １１ ９ ２６ ０３６５８ ＞０９

高中以上 ７ １８ １１ ３６

医疗身份 医保或农合 ７ ２０ １１ ３８ １３６０９ ＞０５

公费或其他 ６ ９ ９ ２４

卡氏评分 ９０分以下 ２ １７ ８ ２７ ６９７５ ＜００５

９０分以上 １１ １２ １２ ３５

合计 １３ ２９ ２０ ６２ ７４２８ ＜００２５

心理干预后 ２７ １９ １６ ６２

表２　性生活改变的主观因素心理干预前后的对比

项目 性功能减退
主观因素

影响康复 导致复发 传染配偶 身体虚弱

心理干预前（例） ４９ ４２（８５７％） ４０（８１６％） ２８（５７１％） ３２（６５３％）

心理干预后（例） ３５ １４（４０％） １１（３１４％） ５（１４３％） １７（４８６％）

χ２ ４１０２５ ５７０６ ７４０３ ０６３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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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进步，患者生存时间延长，对生活质

量的追求有很大提高。生活质量主要包括４个方面，即心理状
态、躯体功能、社会支持和影响、经济状况。然而，这４个方面都
可以反映到性功能上，因此性功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综

合反映生活质量的高低。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性功能障碍

广泛存在肿瘤患者中，但没有引起医疗工作者的注意。Ｌａｎｇｅ
ＭＭ等［１］对直肠癌患者的性功能问卷调查发现 ７６４％和
７９８％的男性患者中存在性功能障碍和勃起障碍。ＳｅｎｄｕｒＭＡ
等［２］报告比率更高，发现有８３６％的直肠癌患者在手术或／和
放疗后出现不同程度性功能障碍。而本组资料提示：直肠癌患

者放疗后性欲减退者２９人，占４６８％；勃起功能障碍者２０人，
占３２３％。两者合计达到７９１％。

性功能改变主要有器质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的因素。资

料提示，放疗对性功能有显著影响［３－８］。对于直肠癌放疗后患

者，从客观上来讲，首先盆腔放疗后，盆腔血管减少和自主神经

改变，导致血清睾丸酮浓度下降；其次睾丸虽然在放射野之外，

是放疗必须保护的器官，但是由于散射线的存在，睾丸多少受

到一定辐射剂量，可以导致睾丸酮分泌减少［９］。由于这两种原

因导致的性欲改变，在肿瘤消退和放疗损伤逐渐回复，盆腔血

管重新形成侧枝循环，血供逐渐回复时，性功能可能会恢复。

除了器质性的因素，我们将某些客观因素对性功能的影响做了

分析，发现：学历状况和能够基本反映经济状况的医疗身份，经

过统计分析，对性功能影响不显著，Ｐ＞０５。只发现反映身体
状况的卡氏评分（将本组资料分为 ９０分以下和 ９０分以上两
组）经统计学计算，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分析对性功能影
响的因素中，有专家认为主观因素占很大比重［１０，１１］。从本组资

料来看，在性功能减退的患者中８５７％的患者认为性生活将影
响患者的康复；８１６％的患者认为性生活将导致肿瘤复发；
５７１％的患者认为性生活会将肿瘤传染给配偶；６５３％的患者
自觉身体虚弱，并受到传统思想“一滴精、十滴血”影响，认为不

宜进行性生活。

由主观因素导致性功能变化的这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我

们心理干预达到改善患者的性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

的［１２，１３］。本组资料来看，经过心理干预后，性欲减退和勃起障

碍的患者均显著减少，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２５。通
过心理干预也明显纠正了一些心理误区，如性生活导致肿瘤复

发、传染给配偶和影响康复等，统计学资料提示 Ｐ＜００５；但是
心理干预对于患者身体虚弱的主观感受影响不显著，统计学上

无显著差异，Ｐ＞０５。另外，有文献报道，性生活质量的好坏与
长期生存率密切相关［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直肠癌患者放疗后有７９１％病人存在性功能改
变，而其中部分病人是对性生活的错误认知（即主观性因素）所

致，可以通过简单的心理干预恢复部分患者的性功能，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ａｎｇｅＭＭ，ＭａｒｉｊｎｅｎＣＡ，ＭａａｓＣＰ，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ｕ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９，４５

（９）：１５７８－１５８８．

［２］　ＳｅｎｄｕｒＭＡ，ＡｋｓｏｙＳ，ＯｚｄｅｍｉｒＮＹ，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ｙｏｕｎｇｍａｌｅ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

Ｂｕｏｎ，２０１４，１９（１）：１１５－１２３．

［３］　ＫｎｏｗｌｅｓＧ，ＨａｉｇｈＲ，ＭｃＬｅａｎＣ，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ｏｎｄｅｆｅｃａｔｏ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ＥｕｒＪＯｎｃｏｌＮｕｒｓ，２０１３，１７（５）：５７０－５７７．

［４］　ＧｏｒｎｉｃｋｉＡ，ＲｉｃｈｔｅｒＰ，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ｉＷ，ｅｔａｌ．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ｌｏｃａｌｅｘ

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ＥｕｒＪ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４，４０（６）：７２３－７３０．

［５］　ＣｏｎｔｉｎＰ，ＫｕｌｕＹ，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ｒｃｈｅｍｏ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ｌｏｎｅｉｎ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ＪＣｏｌｏ

ｒｅｃｔａｌＤｉｓ，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６５－１７５．

［６］　ＢｕｃｈｌｉＣ，ＭａｒｔｌｉｎｇＡ，ＡｒｖｅｒＳ，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１，８（１１）：３２２０

－３２２６．

［７］　ＬａｎｇｅＭＭ，ｖａｎｄｅＶｅｌｄｅＣＪ．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ａｔＲｅｖ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８（１）：５１－５７．

［８］　ＫｎｏｗｌｅｓＧ，ＨａｉｇｈＲ，ＭｃＬｅａｎＣ，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ｏｎｄｅｆｅｃａｔｏ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ＥｕｒＪＯｎｃｏｌＮｕｒｓ，２０１３，１７（５）：５７０－５７７．

［９］　ＮａｇｐａｌＫ１，Ｂｅｎｎｅｔｔ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ｍａｌｅ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Ｕｒ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３，１４（４）：２７９－２８４．

［１０］　ＭｉｌｂｕｒｙＫ，ＣｏｈｅｎＬ，Ｊｅｎｋｉｎｓ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ｙ

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２１（３）：

７９３－８０２．

［１１］　储兆瑞．性功能障碍的心理因素．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６，１５（８）：４３

－４４．

［１２］　邓敏，赵洪福．心理干预在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治疗中

的作用．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５）：５６－５８．

［１３］　ＭｉｌｂｕｒｙＫ，ＣｏｈｅｎＬ，Ｊｅｎｋｉｎｓ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ｙ

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２１（３）：

７９３－８０２．

［１４］　ＢａｌｌＭ，ＮｅｌｓｏｎＣＪ，ＳｈｕｋＥ，ｅｔａｌ．Ｍｅｎ＇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Ｃａｎｃｅｒ

Ｅｄｕｃ，２０１３，２８（３）：４９４－５０２．

［１５］　王雪萍，黄丽萍，刘辉．宫颈癌术后性生活质量研究进展．中华

妇幼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８（５）：６５８－６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２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４９　　　·

【第一作者简介】车与睿（１９７５－），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男科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７

改良前列腺按摩配合药物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疗效
分析
车与睿１　陈斌２　王益鑫２　韩银发２　黄燕平２　王鸿祥２　胡凯２　金炎２

１青海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健康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男科，上海市男科学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评价改良前列腺按摩治疗ⅢＡ型慢性前列腺炎的效果。方法：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对１８８例明确诊断为ⅢＡ型前列腺炎的门诊患者入组，６２例患者给予口服盐酸坦索罗辛缓释片
（１片／晚）、乳酸左氧氟沙星片（２次／天，２００ｍｇ／次），前列消栓（１枚／晚）直肠给药６周。另１２６例予以药物
结合改良法前列腺按摩（２次／周）治疗６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行前列腺按摩液常规检测（ＥＰＳ）与慢性前列
腺炎症状指数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分析治疗前后 ＥＰＳ与 ＣＰＳＩ的变化，并对两组间 ＣＰＳＩ变化进行比较。结
果：两组患者人口学统计及基线资料相似，治疗前后主观症状有显著改善，ＣＰＳ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前列腺按摩配合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ＣＰＳＩ差异大于单纯药物治疗组（Ｐ＜００５）。结论：盐酸坦索罗
辛、乳酸左氧氟沙星及前列消栓三联药物治疗可使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配合改良前列腺按摩
可显著增强口服药物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前列腺炎；前列消；左氧氟沙星；坦索罗辛，前列腺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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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疾病是泌尿男科最常见病症之一，极大地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经济负担。慢性前列腺

炎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ＣＰＰＳ），其中显微镜下前列腺按摩液（ｐｒｏｓ
ｔａｔｉｃｍａｓｓ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ＥＰＳ）常规中白细胞计数增高者称为ⅢＡ型，
主要表现为长期、反复的会阴部、下腹部、腰骶部等部位疼痛或

不适，可伴有不同程度的排尿或性交时不适症状。本研究对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泌尿男科门诊收集到的ⅢＡ型前列腺炎的患者１８８例，采用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片、乳酸左氧氟沙星片、前列消栓直肠给药，

并配合改良前列腺按摩的治疗方案，以探讨该疗法对ⅢＡ型前
列腺炎患者的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共有１８８例明确诊断为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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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男
科门诊接受治疗，年龄 １７～８２岁，平均４０５岁，病程平均（１３４
±２６）个月，具有反复下腹会阴部疼痛不适症状超过３个月，
前列腺按摩后尿液细菌培养结果和前列腺液细菌培养结果均

阴性，前列腺液中白细胞计数 ＞１０／ＨＰ。所有病例均采用 ＮＩＨ
－ＣＰＳＩ量化症状［１］，排除以下情况：（１）不能行前列腺按摩者；
（２）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肾功能异常者；（３）前列腺液中淋球
菌、支原体、衣原体培养阳性或尿液二杯法细菌培养排除前列

腺炎者；（４）精神疾患及神经官能症者；（５）ＮＩＨ－ＣＰＳＩ症状评
分在１０分或１０分以下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８８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６２例单纯接受药物治疗，给予前
列消（又名前列消抗菌剂，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盐酸坦

索罗辛缓释片（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与乳酸左氧氟沙星

片（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的联合治疗，具体用法

为：前列消栓１枚／晚，纳肛；乳酸左氧氟沙星片２００ｍｇ／次，２次／
天，口服；盐酸坦索罗辛片１粒／晚，口服；余１２６例除药物治疗
外，接受每周２次改良前列腺按摩治疗。期间禁用其它 α受体
阻滞剂及抗生素、激素疗法、物理治疗，忌辛辣、刺激性饮食，避

免憋尿、久坐，建议进行适度运动及性生活。６周后门诊随访，
复查 ＥＰＳ，并使用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进行评
价，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变化。△ＣＰＳＩ＝治疗
前ＣＰＳＩ－治疗后 ＣＰＳＩ，ＣＰＳＩＶＣｈ＝（治疗前 ＣＰＳＩ－治疗后
ＣＰＳＩ）×１００％ ／治疗前ＣＰＳＩ。

经改良前列腺按摩方法为：患者取胸膝卧跪位，直立平行

式经直肠前列腺按摩法［２，３］，对于老年或残疾特殊患者，仍采用

侧卧屈膝位。嘱患者排空大小便后，肛周充分按摩解除括约肌

紧张，缓慢进入肛门，用食指指腹点式按压３至５次，以患者有
明显酸胀感为度。嘱患者收缩肛门做“夹手指”动作，肛门收缩

时另只手食、中两指并拢由近端向远端按摩会阴，数次后缓慢

退出食指。按摩结束后至少１５ｍｉｎ后再行排尿，防止尿液返流
入已疏通的腺管。改良法前列腺按摩要点在于：每个步骤进行

前，均向患者说明，解除抵触紧张情绪。操作因人而异，动作轻

柔，耐心，适当按压以疏通腺体堵塞小管，逐渐排出炎性腺液，

忌以取得腺液化验目的而粗暴的重压，挤按，避免造成腺体再

次出血损伤，加重炎性反应。

１３　疗效判断
指标为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治愈：ＣＰＳＩ较治疗前减少 ＞９０％

无症状保持＞４周无复发，ＷＢＣ＜５／ＨＰ；显效：ＣＰＳＩ较治疗前减
少＞１５，ＷＢＣ＜１０／ＨＰ；有效：ＣＰＳＩ减少 ５～１５分，ＷＢＣ减少
２５％～４９％；无效：ＣＰＳＩ分值减少＜５分，ＷＢＣ减少＜２５％。
１４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 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ｔ检验分析治疗前后两组ＣＰＳＩ变化
间的差异。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分析

两组受试者人口学特征及基线情况相似，各指标组间比

较，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治疗效果分析

两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变化显示，两组患者经治疗后效果显著，

实验组ＣＰＳＩ改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两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人口统计学及基线资料比较

分组 例数 年龄（岁） ＥＰＳ－白细胞计数 ＣＰＳＩ评分

实验组 １２６ ４９１７±８２４ ２７１３±１０４５ ２２７±８１２

对照组 ６２ ４６８±７３５ ２５４７±９７６ ２１４±７１４

Ｐ值 ００７ ０２９ ０４３

表２　治疗后两组疗效比较

分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９５（７５４） ２０（２１０５） ９（７１４） ２（１５９） ９８４１

对照组 ３８（６１２９） １１（１７７４） ９（１４５２） ４（６４５） ９３５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ＰＳＩ变化的比较

分组 例数 治疗前ＣＰＳＩ治疗后ＣＰＳＩ ΔＣＰＳＩ ＣＰＳＩＶＣｈ（％）

实验组 １２６ ２２７±８１２ １２９７±１０３ ９５２±７８３ ４６３２±２１３１

对照组 ６２ ２１４±７１４ １５４６±２３７ ５７９±４６８ ２５４３±１９２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不良反应
７名患者用药初期偶感头晕，１例出现光敏性皮炎，余无其

他不良反应。

#

　讨论
前列腺炎在临床上发病率很高，是男性的常见病，由于病

因复杂，症状表现多样，临床治愈困难，容易复发，成为困扰男

科医师以及前列腺炎患者多年的临床难题［４］。慢性前列腺炎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更甚于先天性心力衰竭、慢性心衰、糖

尿病以及克罗恩病患者［５］。目前针对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面

临诸多挑战，首先是病因不明确。免疫功能下降及前列腺体慢

性充血是发病主因，炎性细胞浸润导致腺体周围肌肉保护性痉

挛刺激周围神经，腺管水肿及狭窄，腺液引流不畅，腺泡扩大，

内压增加，病变后期腺体周围结缔组织增生及肌肉痉挛，导致

低级神经中枢产生反射性疼痛；除感染因素外，自身免疫、理化

因素、腺管内返流、后尿道狭窄及神经肌肉等因素［６－８］。目前针

对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采用多种药物结合物理治疗，相对单一

疗法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９］。

盐酸坦索罗辛作为高选择性α１ａ受体阻滞剂，其作用机理
为抑制泌尿生殖系器官平滑肌收缩，降低后尿道阻力及尿液返

流，进而减轻化学性炎症［１０］。最新研究表明普通培养基无法培

养的细菌（如纳米细菌）也可能是发病的原因［１１］。前列腺炎

患者ＥＰＳ中细胞因子ＩＬ－１和 ＴＮＦ－α等含量较正常人高，乳
酸左氧氟沙星作为氟喹诺酮类的经典药物，在前列腺中分布于

不同的ｐＨ值范围，除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外，也具有免疫下调
细胞因子量的作用［１２，１３］。ＣＰ属于中医的“精浊”范畴，湿热蕴
结是本病的主要病机［１４］，前列消栓剂的主要成分芒硝、琥珀、贝

母、黄柏、莪术、土茯苓、醋酸氯已定，具有强效渗透，祛浊去腐，

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兼强效杀菌作用，经直肠黏膜吸收后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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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与前列腺之间的静脉淋巴网转运到达腺体，强效透过腺包

膜，在腺体内保持有效药物浓度，联用以加强口服用药的效果。

有研究表明前列腺按摩可促进前列腺腺液排空并增加局

部的药物浓度，进而缓解炎性症状，联合其他治疗可有效缩短

疗程，疗程推荐为４～６周，每周２～３次［１５，１６］。本研究中把经

改良的前列腺按摩法作为一种针对性的物理治疗方式，根据患

者的病程病情不同给予适当的按摩方式，解除炎性腺液淤积，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及盆底肌痉挛而造成的疼痛及尿液返流，尤

其对无规律性生活的特殊患者群体疗效显著。相比较传统按

摩方法，患者接受按摩的耐受性明显增强，按摩过程中的疼痛

不适感减轻，前列腺液按出率明显提高，按出液中红细胞数量

明显减少，按摩后盆底肌痉挛症状改善明显。有相当部分患者

经首次按摩治疗后，自觉主诉症状改善明显，复诊时主动要求

行按摩疗法，治疗依从性提高。

改良前列腺按摩联合前列消栓直肠给药，盐酸坦索罗辛缓

释片和乳酸左氧氟沙星片口服的治疗方法，从抗菌、抗炎、物理

化学方法疏通腺管等多靶点干预，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治疗作用互补增强，使患者主诉症状明显改善。ＮＩＨ－ＣＰＳＩ
是评估慢性前列腺炎症状的重要指标，本方案采用治疗前后

ＣＰＳＩ评分变化作为评价疗效的主要手段，通过临床治疗患者的
筛选，治疗前后指标的对比，研究显示此方案对于ⅢＡ型前列腺
炎具有显著的疗效。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过程中有些患者 ＥＰＳ
检测会出现白细胞一过性增多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堵塞腺管

疏通后淤积的大量炎性腺液排出导致，而非病情反复或加重，

需仔细向患者说明，以消除患者疑虑，坚定治疗信心。另本研

究中治疗无效的６例患者均为重度前列腺增生，病程在３０年以
上且长期禁欲的高龄男性，６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患者 ＥＰＳ
及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虽未明显改善，但每２周１次的ＰＳＡ动态检
测数值却呈持续降低，本治疗方法对此类患者是否有益，尚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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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增殖性红斑继发鳞状细胞癌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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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患者阴茎红斑、糜烂半年余。皮肤科情况 ：阴茎背侧包皮内板可见一直径约１５～２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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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规则红斑，微隆起，，边界清，触之有浸润感，表面轻度糜烂，初步诊断为浆细胞性包皮龟头炎。给予

雷公藤多甙、艾洛松等治疗未见明显好转，持续两年后复诊皮疹有增大趋势，转至泌尿外科行阴茎部分切除

术，皮损组织病理示 ：增殖性红斑恶变伴浸润。诊断 ：增殖性红斑－鳞状细胞癌。术后伤口愈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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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患者男，５７岁，阴茎红斑、糜烂伴瘙痒半年余。患者于半年

前无明显诱因，在阴茎背侧包皮上发现蚕豆大红色斑块后逐渐

增大并出现糜烂，无明显疼痛，有时痒，曾在外院诊断为“包皮

龟头炎”，用过多种药治疗（具体不详），效果均不明显，皮疹持

续不退且缓慢增大。为进一步诊治，于２０１１年４月来我院皮肤
科就诊。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药物过

敏史，２年前有过一次不洁性交史，糖尿病史５年余，自述目前
血糖控制良好。体格检查：一般情况良好，各系统检查未见异

常，腹股沟淋巴结未及肿大。皮肤科检查：包皮长，阴茎背侧包

皮内板可见一直径约１５～２．０ｃｍ大小不规则红斑，微隆起，，
边界清，触之有浸润感，表面轻度糜烂，有少量渗出，见图１。实
验室检查：血尿常规均正常，梅毒ＲＰＲ／ＴＰＰＡ检测、衣原体抗体
检测、支原体培养及 ＨＩＶ抗体检测结果均阴性。皮肤科行皮损
活检病理示：浆细胞性包皮龟头炎。给予雷公藤多甙口服及百

多邦、艾洛松外用，效果不明显，糜烂面一直未愈合，皮疹稳定

未见明显发展。患者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复诊，皮疹有增大趋势，皮
下增厚，浸润感明显；泌尿外科会诊后行阴茎部分切除术，组织

病理示增殖性红斑恶变伴浸润，见图２，术后伤口愈合良好。

图１　阴茎背侧包皮内板可见一直径约１．５～２．０ｃｍ大小不规则红
斑，微隆起，边界清，触之有浸润感，表面轻度糜烂，有少量渗出

图２　增厚的表皮内可见异型细胞，上皮脚延长，排列紊乱。
核分裂象多见。（ＨＥ染色×４００）

"

　讨论
增殖性红斑（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Ｑｕｅｙｔａｔ）又名红斑病或红斑增

生病 ，属于发生于黏膜上皮的癌前病变或原位癌，但严格意义

上讲应是一种发生于黏膜上皮的癌前病变，有研究报道约１０％
～３０％的增殖性红斑可发展为浸润性鳞癌［１］。本病病因尚不

清楚，有学者认为其发病与ＨＰＶ感染有关［２］，Ｗｉｅｌａｎｄ等［３］对８
例增殖性红斑的病例进行 ＨＰＶ检测，发现有８例 ＨＰＶ－８阳
性，７例ＨＰＶ－１６阳性，４例 ＨＰＶ－３９或 ＨＰＶ－５１阳性。蔓小
红等［４］在对外生殖器部位皮肤肿瘤临床病理和 ＨＰＶ感染的相
关性研究中发现，在６例Ｑｕｅｙｒａｔ增殖性红斑皮损中有２例ＨＰＶ
－１６ＤＮＡ阳性，提示 ＨＰＶ１６与本病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且
有研究显示幼年行包皮环切术者不易患该病，提示本病也和包

皮过长所致的慢性炎症刺激有关［５］。本病患病年龄多在２０～
６０岁之间，平均年龄５１岁。其特点是在龟头或包皮上发生境
界清楚局限性呈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红色斑块，边缘稍隆起，质

地柔软或边缘较硬，多数单发；阴唇、口唇及黏膜与皮肤交界处

亦可受累。病程缓慢，数月到２５年，平均为２年，可多年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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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出现浸润、糜烂或乳头瘤状损害时，在镜下可发现浸润

性鳞癌变化，称为增殖性红斑 －鳞癌［６］。该病的确诊主要取决

于组织病理诊断，应与好发于男性外生殖器的疾病如鲍温病、

浆细胞性龟头炎、扁平苔藓、固定性药疹和龟头银屑病等相鉴

别。本例病例皮损持续约２年时间，后局部病变有浸润增大的
趋势，阴茎部分切除术后组织病理发现癌细胞向真皮深部浸润

生长，故明确诊断为增殖性红斑 －鳞状细胞癌。本病在临床上
与浆细胞性包皮龟头炎不易鉴别，但该病例初诊时诊断为浆细

胞性包皮龟头炎，后者亦常发生于未行包皮环切的老年人，常

位于阴茎头或包皮，表现为红色隆起病变，特别是早期，两病在

组织病理上也容易混淆。也有报道浆细胞性包皮龟头炎可发

展为增殖性红斑［７］，浆细胞龟头炎病理上虽也可见黏膜上皮增

生肥厚，真皮浸润中为浆细胞成分，但无异形细胞，因此提示我

们在活检时应对病变多处取材且深度应足够，以确定病变的浸

润情况和组织病理学恶性程度。增殖性红斑治疗主要采取手

术治疗，包括单纯肿瘤切除、阴茎部分切除、Ｍｃｈｓ显微外科切除
术。对于老年复发或浸润性患者，甚至采用阴茎全切治疗。Ａｒ
ｌｅｔｔｅ［８］认为对于病变表浅者，淋巴结转移比较少见，因此一般
没有必要采用致残手术和局部淋巴结清扫，对于病变表浅者可

以采用局部病变切除配合激光照射治疗，可最大程度上保留一

定的性功能及站立排尿功能［９］。亦有报道予以 ５％ 氟尿嘧啶
液、５％ 咪喹莫特软膏外用及ＣＯ２激光联合浅层 Ｘ光放疗治愈
的病例［１０－１３］，光动力疗法在近年也被应用于增殖性红斑的治

疗，起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且由于其无创的治疗方式提高了

患者的依从性，是目前值得推广的有效治疗方法［１４］，但对于皮

损面积较大以及组织增生肥厚的病例效果不佳，仍建议采用手

术切除治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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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皮损及
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观察
鞠小玲１　杜坤１　程丰２　苏江维１

１鄂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２鄂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程度。
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６０例早期梅毒患者为研究对象，将６０例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苄星青霉素组）３０例和观察组（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组）３０例，然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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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后１个月、３个月时的红细胞免疫、皮损及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进行检测与比较。结果：观察
组治疗后１个月及３个月时的红细胞免疫及外周血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高于对照组，而 ＣＤ８＋均低
于对照组，皮损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低于对照组，而ＣＤ８＋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较大，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好

于单用苄星青霉素。

【关键词】　苄星青霉素；头孢曲松钠；早期梅毒；皮损；血液；免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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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临床中并不少见的一类慢性系统性传染疾病，此类
患者被感染后不仅仅表现出皮肤损害等情况，且本病的传染特

性对患者的不良影响极大，对于其社会功能的受限程度也较

高，故患者的综合生存状态受其影响表现出极为低下的状

态［１］。患者的机体其他指标也随之波动，其中免疫状态的变化

波动是研究较多的方面，众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早期梅毒患者

的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均呈现异常的状态，对其进行改善是治

疗的重要目标，也是评估治疗方法有效程度的重要依据［１］。本

文中我们就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皮损

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研究，以了解两种药物联

合应用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６０例
早期梅毒患者为研究对象，将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苄星
青霉素组）３０例和观察组（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组）３０
例。对照组的３０例患者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１８～５０
岁，平均年龄（３１６±６６）岁；病程１～１２个月，平均病程（３５
±０７）个月；其中一期１３例，二期１７例。观察组的３０例患者
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１８～５１岁，平均年龄（３１８±
６５）岁；病程１～１３个月，平均病程（３６±０６）个月；其中一期
１３例，二期１７例。两组患者的男女构成、年龄、病程与分期构
成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以苄星青霉素进行治疗，每次以
２４０万Ｕ苄星青霉素进行肌内注射治疗，每周注射３次，２周为１
个疗程。观察组则以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进行治疗，首先

以头孢曲松钠１０ｇ进行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治疗２周，间隔２
周后再以苄星青霉素进行治疗，用法及用量与对照组一致。然后

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１个月、３个月时的红细胞免疫、皮
损及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进行检测与比较。
１２２　检测指标与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１个月、３个
月时取患者的肘静脉血及皮损部位标本进行检测，静脉血标本

检测指标为红细胞免疫（ＦＥＥＲ、ＲＢＣ－Ｃ３ｂＲ、ＡＴＥＲ及 ＮＴＥＲ）
及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及
ＣＤ８＋），皮损部位标本检测指标为 Ｔ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８＋），血液检测指标分别以郭峰法和流
式细胞仪检测，皮损检测指标则以免疫组化法进行检测。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涉及的计量资料为年龄、病程、红细胞免疫、皮损

及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其均以ｔ检验处理，计数资料为
男女比例、疾病分期构成，上述两类数据分别以软件 ＳＡＳ５０进
行ｔ检验与χ２检验处理，且均以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ＦＥＥＲ、ＲＢＣ－Ｃ３ｂＲ、ＡＴＥＲ及 ＮＴＥ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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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１个月及３个月时观察组的 检测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较

组别 ＦＥＥＲ ＲＢＣ－Ｃ３ｂＲ ＡＴＥＲ ＮＴＥＲ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３８７４±５４３ １３２３±１４０ ５１６１±４９４ ０７０±００６

治疗后１个月 ４２６８±５６９ １５０１±１５１ ５３５３±５０６ １２５±０１０

治疗后３个月 ４８３２±５８９ １６３２±１６２ ５５６１±５２８ １６６±０１１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３８７６±５４０ １３２５±１３８ ５１６３±４９０ ０６８±００７

治疗后１个月 ４９４３±５９２ １７１０±１６４ ５８９７±５４５ ２２１±０１２

治疗后３个月 ５５４０±６１２ １８９５±１７２ ６０３２±５６８ ２４５±０１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皮损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皮损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８＋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１个月及３个月时观察组

的皮损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低于对照组，而 ＣＤ８＋均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皮损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８＋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２３５±６３５ ３５３５±３４１ ２６３±０１９ ３０４５±３３７

治疗后１个月 ５３６７±５４５ ２９５０±３０３ ２２４±０１７ ３５６９±４４６

治疗后３个月 ４８４６±３６１ ２２５６±２７２ １８２±０１４ ４０３６±４６７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６２３７±６３３ ３５３７±３３６ ２６４±０２０ ３０４８±３３３

治疗后１个月 ４０４５±４１５ ２１４６±２６４ １７２±０１３ ４０８１±４９５

治疗后３个月 ３２３１±３４５ １６４５±２３４ １１８±０１０ ４７５４±５７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ＦＥＥＲ、ＲＢＣ－Ｃ３ｂＲ、ＡＴＥＲ及 ＮＴＥＲ均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１个月及３个月时观察组的
检测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较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８＋（％）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４６６５±５７６ ８１０±０８４ ０５４±００６ ４２５０±５６３

治疗后１个月 ４８５４±６３４ １６８４±２２５ ０９４±００９ ３８６１±４４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５２２７±６８０ ２５６３±２８１ １２８±０１３ ３５７５±３９５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４６６８±５７３ ８１１±０８２ ０５５±００５ ４２５４±５５９

治疗后１个月 ５４９２±７２０ ２７６４±３１５ １３５±０１６ ３２２５±３７０

治疗后３个月 ５８７２±７６３ ３２５０±３５７ １６９±０１８ ２９９１±３３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临床中并不少见的一类性接触性疾病，患者表现出

明显的皮损情况，且较多研究认为，此类患者还存在明显的免

疫异常情况［２，３］，有研究认为，此类患者不仅仅皮损部位的免疫

波动极为异常，且机体整体免疫状态也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

而血液免疫指标即是有效反应机体整体免疫状态的重要方

面［４，５］，其中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红细胞免疫均是具有代

表性的指标，其在此类患者中呈现相对低下的状态，而皮损部位

的Ｔ淋巴细胞亚群则呈现高表达状态，与皮损部位的病毒侵袭
导致的机体免疫应激有关，因此对于此类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

中应重视对皮损和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的改善［６，７］。另外，红细

胞免疫在此类患者中也表现出相对低下的状态，因此红细胞免

疫的改善也是评估治疗效果的重要方面。临床中近年来采用

苄星青霉素治疗本病的疗效较受肯定，但是其效果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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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较大，故联合头孢曲松钠治疗的相关研究较多［８，９］，但是对于

其对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研究极为少见，因此探讨

的空间较大。

本文中我们就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

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研究，并与单用苄

星青霉素进行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苄星青霉

素联合头孢曲松钠的优势更为明显，表现为对患者的红细胞免

疫、皮损及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等免疫指标的改善幅度
更大等方面，说明机体的疾病状态得到有效改善，使疾病相关

的各方面免疫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分析原因，与苄星青霉素联

合头孢曲松钠更为有效且持久的药物浓度有关。另外，较多研

究显示，本病的腰穿等检查对于患者是有创性检查，且也达到

增加了血脑屏障的危险程度，导致患者的神经系统容易受累，

因此找到有效的穿透血脑屏障的干预药物极为必要，而上述两

类药物的联合应用可有效穿透血脑屏障，恰恰有效解决了上述

问题，杀菌效果更为突出，疾病控制也相对更好，与之相关的各

方面免疫指标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１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苄

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

标的影响较大，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好于单用苄星青霉素。

参 考 文 献

［１］　门佩璇，龚向东．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疗效的系统评价与Ｍｅｔａ
分析．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６（１２）：８９２－８９５．

［２］　李华，潘美儿，王景权，等．糖皮质激素预防早期梅毒治疗中吉海
反应的效果观察．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３，２０（２１）：３３１０－３３１１．

［３］　安力．头孢曲松钠治疗４０例早期梅毒患者疗效分析．吉林医学，
２０１３，３４（２７）：５６１５．

［４］　黄熙．苄星青霉素、头孢三嗪和阿奇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疗效研

究．广西医学，２００３，２５（１０）：１８６９－１８７１．
［５］　ＹｏｏｎＹＫ，ＫｉｍＭＪ，ＣｈａｅＹＳ，ｅｔ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ｔｉｃｇｕｍｍａｍｉｍｉｃ

ｋｉｎｇａ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ｐｓ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ｉｍ
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ＪＫｏｒｅａｎ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Ｓｏｃ，
２０１３，５３（３）：１９７－２００．

［６］　关杨，杨帆，莫衍石，等．５４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临床分析及细胞
免疫功能检测．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３，１３（１０）：１２６６－１２６８．

［７］　杨海晶，王飞，董正邦，等．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调节性 Ｔ细
胞／Ｔｈ１７细胞平衡的变化．重庆医学，２０１３，４２（２７）：３２０９
－３２１０．

［８］　Ｓｐｏｒｎｒａｆｔ－ＲａｇａｌｌｅｒＰ，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ＬｕｅｃｋＣ，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ｏｒｉｎｔｒａｖｅ
ｎｏｕｓ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ＥｕｒＪＭｅｄ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６（２）：４７－５１．

［９］　陈宏，周国忠，丁娟，等．卡介菌多糖核酸对二期梅毒 Ｔ淋巴细胞
亚群及血清固定的影响．浙江实用医学，２０１３，１８（３）：２１４－２１６．

［１０］　袁丽萍，张曙萱，杨晓明，等．妊娠梅毒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
群的检测及临床意义．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３）：３２３
－３２４．

［１１］　钟瑞平，蔡莉，赖菊英．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治疗血清固定梅
毒的效果观察．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１３，２０（３４）：９６－９７．

［１２］　陆星显，李锁，曹妍，等．头孢曲松钠治疗血清复发梅毒疗效评
价．中国医刊，２０１３，４８（１１）：４０－４１．

［１３］　安力．头孢曲松钠治疗４０例早期梅毒患者疗效分析．吉林医学，
２０１３，３４（２７）：５６１５．

［１４］　梁思，宋佩华．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的 Ｍｅｔａ分析．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３，２２（４）：５２－５３，６０．

［１５］　赵静媛，方翠艳，柳秀枝，等．头孢曲松钠治疗先天梅毒临床观察
２５例．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１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王英俊（１９７０－），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
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杨怀珠，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ｉｚｈｕ＿ｙａ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０

不同方法治疗肛周巨大尖锐湿疣的疗效分析
王英俊１　许阳杰２　杨怀珠３

!

１玉环县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６００
２玉环县人民医院肛肠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６００
３浙江萧山医院皮肤性病科，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

【摘　要】　目的：研究三种不同方法治疗肛周巨大尖锐湿疣的医学疗效，通过比较分析差异，找到其中
更加高效的治疗方法。方法：选取９０例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肛周巨大尖锐湿疣的患
者，将其随机分成甲、乙、丙三组，每组各３０例。甲组的患者使用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部干扰素注
入；乙组患者使用微波去除疣体之后，局部干扰素注入；丙组患者仅仅只是做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

部不做处理。详细记录三组治疗过程，痊愈时间以及复发情况等问题，对其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结果：在

整体的治疗过程中，乙组患者的出血量小于甲组和丙组，三者具有显著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三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乙组患者的有效率要显著地高于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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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丙组的患者，三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肛周巨大尖锐湿疣，
治疗过程出血量非常少，复发率较低，治疗费用较低，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关键词】　巨大尖锐湿疣；结扎切除；微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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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尖锐湿疣一般多出现在龟头和包皮，而且很多出现在
女性的外阴和肛门［１］。免疫抑制者在肛门比较容易发生。这

种类型的尖锐湿疣在病理学上，一般是在尖锐湿疣和鳞状细胞

癌之间的肿瘤，但是很多致癌因素也能够让疾病发生恶化［２］。

本文选取９０例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肛
周巨大尖锐湿疣的患者，将其随机分成甲、乙、丙三组，每组各

３０例。甲组的患者使用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部干扰素
注入；乙组患者使用微波去除疣体之后，局部干扰素注入；丙组

患者仅仅只是做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部不做处理。详

细记录三组治疗过程、痊愈时间以及复发情况等问题，对其进

行详细的对比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９０例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治疗肛
周巨大尖锐湿疣患者，将其随机分成甲、乙、丙三组，每组各３０
例。甲组有男性患者１６例，女性患者１４例；分布为２３～６９岁，
平均年龄为（４５４±５２）岁；病程为 ４～１８个月，平均病程为
（７３±２１）个月。乙组有男性患者１５例，女性患者１５例；年龄
分布为２５～６７岁，平均年龄为（４５５±５１）岁。病程为３～１６
个月，平均病程为（７５±２４）个月。丙组有男性患者１４例，女
性患者１６例；年龄分布为２５～６７岁，平均年龄为（４５５±５１）
岁；病程为５～１６个月，平均病程为（７６±１７）个月。所有的
患者都经临床检查发现外阴部有颗粒状，多部位成毛刺状、菜

花状、鸡冠状赘生物，为淡红色或灰色，患者多有不洁性生活史

或配偶感染史。符合巨大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在肛门周边环

绕着疣体，同时患者均具有一个疣体，其最大直径都在５ｃｍ以
上。所有患者在治疗之前没有使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和

干扰素过敏史等。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病情等方面上没

有差异性，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以进行比较。
１２　方法

患者在治疗之前，使用５％冰醋酸进行醋酸白试验，其目的
在于表明亚临床皮损程度［３］。

甲组的患者使用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部干扰素注

入。患者采用左侧仰卧位，进行消毒，采用腰麻或者局部麻醉，

在疣体基底部使用７号缝线进行封扎，将结扎线上部预留的疣
体进行排除［４］。一旦患者出现疣体基底过大的情况，将疣体进

行分段封扎后排除，借助高频电离子对一些其他的疣体进行烧

灼。利用ａ－２ｂ干扰素１００万Ｕ，以及２％利多卡因３～４ｍＬ，完
全稀释后几乎注入到疣体基底，隔日１次，一共８次。在手术之
后，可以按照患者的情况，考虑使用止痛药消解患者的疼痛［５］。

乙组患者使用微波去除疣体之后，局部干扰素注入。对患者

进行麻醉的程序基本上和甲组相同，麻醉后用微波治疗仪设置功

率３０Ｗ，时间为３ｓ，使用杆状辐射探头尖端多方面刺到疣体基底
部，同时踩下脚踏开关到疣体基底部呈现为灰白色，在从软变硬

情况下，热辐射凝固就基本上实现，就可以抽出探头［６］。如果没

有达到效果，还能够再次重复进行。在基底部治疗完成后，接着

从疣体表面入手，使用相同的手段，层层向下到疣体直到凝固脱

落，使用平捏的方式将凝固脱落组织逐渐摒除，以便实现能够对

余留的基底部进行反复的凝固。治疗后的外用药同甲组类似［７］。

丙组患者仅仅只是做疣体基底部缝扎手术切除，局部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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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其手术方法和甲组类似，在手术完成之后不进行任何方

式的干扰素处理，使用２％莫匹罗星软膏，严重的患者可以适当
的使用部落芬缓释胶囊。所有的患者在手术完成之后，基本上

间隔１天进行部分的换药１次［８］。

１３　观察方法
在每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称血纱布重量法详细的记录

出血量，间隔１５ｄ观察１次，认真记录下患者创面愈合时间，观
察患者是否有新的疣体出现，记录复发次数。一旦发生复发，

每组都按照安排好的方案进行再次治疗，观察３个月。尖锐湿
疣复发的症状开始为细小的淡红色丘疹，以后逐渐增大，数目

增多，表面隆起，多数质地脆而硬，高低不平的疣状增生，临床

上依其形态分为蕈状、鸡冠状、菜花状、乳头状。

１４　疗效判定
痊愈：经过治疗后，创面皮肤愈合佳，３个月内没有出现新

的疣体；有效：经过治疗后，皮肤愈合佳或瘢痕形成，在３个月观
察期内复发３次以内，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后没有出现疣
体；显效：经过治疗后，皮肤愈合良好或形成瘢痕，在３个月观察
期内复发３～６次，但是经过类似的方法治疗，在观察期满时没
有出现疣体；无效：经过治疗后，皮肤愈合良好或形成瘢痕，在３
个月观察期内复发６次以上，然而经过相同的手段治疗后，在观
察期满时还存在疣体［９］。

１５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结果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
用Ｆ检验，计数结果以［ｎ（％）］形式表达。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中出血量比较

三组患者诊治工作均顺利完成，其中甲组患者的平均出血

量（２４５１３±５２２）ｍＬ；乙组患者的平均出血量（３８２３±４１３）
ｍＬ，丙组患者平均出血量（２４０１２±６２４）ｍＬ。乙组患者的出
血量要低于甲组和丙组患者，二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是甲组和丙组患者之间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三组患者诊治工作均顺利完成，治疗结束后，乙组患者的

有效率显著高于甲组和丙组的患者，三者具有显著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三组患者术中出血量的比较

组别（ｎ） 平均出血量（ｍＬ）

甲组（３０） （２４５１３±５２２）

乙组（３０） （３８２３±４１３）

丙组（３０） （２４０１２±６２４）

表２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甲组（３０） １０（３３３） ５（１６７） ４（１３３） １１（３６７） １９（６３３）

乙组（３０） １５（５０） ５（１６７） ８（２６７） ２（０６） ２８（９３３）

丙组（３０） ４（１３３） ４（１３３） ５（１６７） １７（５６７） １３（４３３）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所引发的，是最常见的性传播

疾病之一，潜伏期非常长，平均为３个月［１０－１２］。这种病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传播，在我国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手术切除和

二氧化碳激光是治疗肛周尖锐湿疣的比较常用方法，但是因为

疣体基底很大，外科手术直接切除创面非常大，通常需要进行

植皮或者是带蒂皮瓣转移。多次反复切除非常容易形成切口

瘢痕挛缩，使得局部狭窄，直接进行手术切除出血量很多，同时

又无法完全有效地清除亚临床病变和局部的病毒［１３－１５］。

通过本文的三组患者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三组患者诊治工作均顺利完成，其中甲组患者的平均出血量

（２４５１３±５２２）ｍＬ；乙组患者的平均出血量（３８２３±４１３）
ｍＬ，丙组患者平均出血量（２４０１２±６２４）ｍＬ。乙组患者的出
血量要低于甲组和丙组患者，二者具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是甲组和丙组患者之间差异不大，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诊治工作均顺利完成，治疗结束后，
乙组患者的有效率要显著地高于甲组和丙组的患者，三者具有

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肛周巨大尖锐湿疣，治疗过程出血量

非常少，复发率较低，治疗费用较低，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综上所述，三种方法治疗具有显著的差异，尖锐湿疣的复

发可能是小的疣体亚临床感染，隐性感染往往被忽视。假如使

用物理性或化学性配合微波联合干扰素进行治疗，治愈率将会

大大提升，治疗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微波联合干扰

素作为一种抗病毒的治疗手段，治疗尖锐湿疣安全有效，在临

床医学上能够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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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松教授运用“温、疏、活”三法治疗常见男科疾病
经验探析
王骥生１　赵冰２　李海松２　王彬２　莫旭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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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男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已有别于先前，李海松教授认为男科病呈现出肾虚为本、肝郁为标、瘀
滞为变的病例特点，在治疗时应该抓住该病理特点，恰当的运用“温、疏、活”等治疗法则。李海松教授在治

疗男科疾病方面造诣颇深，现将其经验分析如下，以期为治疗带来新的方法。

【关键词】　温疏活三法；男科疾病；经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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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对男科常见疾病比如前列腺增生、阳
痿、前列腺痛等病因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肾虚”、“湿热下注”上

面，因此，在治疗上也以辛温燥热之品为主。而如今时代变迁，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与古人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在治疗上还能

一直使用“壮阳”、“清热”之品吗？这值得我们思考。在跟随东

直门医院男科主任李海松教授门诊以来，愈发认识到如今男科

治疗思路需要转变。他提出男科病的病机特点为：肾虚为本，

肝郁为标，瘀滞为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疗男科病要用“温、

疏、活”三法。在临床上运用此三法，效果颇丰，特此探讨以飨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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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而不燥，化气行水治增生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由于前列腺腺体增

生压迫尿道导致排尿困难、尿线变细、排尿时间延长等并伴有

尿频、尿急、尿潴留等下尿路梗阻症状。本病在中医学中属于

“精癃”、“癃闭”的范畴。人的体内津液来源于我们的平时饮食

物，经过体内脏器的代谢，升清降浊，其排泄途径主要通过尿、

汗、呼吸及二便，排尿则是主要的排泄方式。祖国医学认为：肾

主水，主要体现在泌尿、排尿的气化和固摄上面。肾阳的气化

主要是温煦全身脏腑形体官窍，以促进体内气血津液的化生输

布，加速新陈代谢，促进“有形化无形”的气化过程。而《素问·

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

矣。”所以进入膀胱内的津液，经过肾气与膀胱之气共同的温煦

气化，才能达到升清降浊的效果。而肾气为全身各脏腑阴阳的

根本，主司和调节着机体水液代谢的各个环节。而另一方面，

肾气的主要作用是固摄。只有肾气充足才能固摄有司，开阖有

度，才能使排尿正常，以防其“非其时而下。”《素问·宣明五气》

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尿。”也说明肾气的固摄对津液的

排泄的重要意义［１］。

前列腺增生症的西医治疗多用５α还原酶抑制剂如非那雄
胺和α受体阻滞剂及特拉唑嗪等松弛平滑肌的药物，但临床中
因疗程长、效果慢而使多数患者依从性差。中医药对其治疗多

从收敛、补肾壮阳为主，临床效果也欠佳。李海松教授认为：肾

虚气化不利和瘀血内阻是前列腺增生症发病的主要病机，本虚

标实是其病机特点［２，３］。在治疗上也多使用温而不燥、化气行

水，兼以活血。医家谢映庐亦云：“小便之通与不通，全在气化

与不化。”因此治疗前列腺增生症必须温阳化气利水［４］。李海

松教授在治疗前列腺增生中多用温阳化气的中药，以使肾气充

足，保证膀胱开阖有度。药物诸如桂枝、淫羊藿、肉桂、升麻、柴

胡、黄芪等。祖国医学认为此类药物多味辛而性温，辛能散、能

行，温能通，善走脏腑而能温肾助阳。《本经疏证》中云：桂枝有

和营、利水、下气、行瘀、不中之效，其为温阳化气利水之要

药［５］。肉桂具有补火助阳，引火归源，散寒止痛，活血通经之功

效。主要用来治疗肾阳不足导致的畏寒肢冷、腰膝酸软、阳痿

遗精、小便不利或频数、浮肿、尿少诸证。在治疗上运用温而不

燥，化气行水的中药并佐以活血滋阴之品，不仅可以达到促膀

胱以气化，使水源化生不断，鼓动肾气，又能使膀胱开阖有司，

使津液得肾阳的资助而运行通畅，则小便自利。

"

　疏而不峻，清补并用治阳痿
阳痿又称性功能勃起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

阴茎不能达到和（或）维持足够的勃起，难以完成满意的性交６
个月以上。ＥＤ的发病率与年龄有密切关系，５５岁以下的为
７％，６０岁以上为 １８６％ ～７５％［６］。中医学将阳痿称为“筋

痿”、“阴器不用”、“阳不举”等。并将其分为阴茎不能勃起、勃

而无力、勃而不坚、进入阴道内立即疲软等四个状态。从《辨证

录 》中“肝气旺则宗筋伸”可知阴茎的正常勃起和肝有密切关

系。《证治概要》指出“阴茎以筋为体，宗筋亦赖气的血涌，而后

自强劲有力”。肝脏具有藏血、主疏泄的作用。阴茎的勃起是

气血渗注于宗筋脉络，以达到充盈勃起。阴茎血脉的充盈为肝

脉所主，肝气郁结，血流不畅则血液瘀滞停积于内，不能使阴器

充盈，发为阳痿。而肝的疏泄功能，对全身五脏六腑气机升降

出入的平衡协调，具有疏通调节作用［７］。肝主疏泄，只有肝疏

泄正常，气机才能升降有序，才能促进气血正常的灌注与消退，

筋脉才能通畅，这样各脏腑组织之间活动才能正常协调。一方

面，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对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影响较大。若肝气

失于疏泄，则气机不畅会导致气血运行的逆乱，影响血流正常

的灌注，最终发为阳痿。沈金鳌在其《杂病源流犀烛》中记载：

“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阳疾不起”的典

型病例。可见肝郁在阳痿的发病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

中，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人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

态，且随着生活、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偏食辛辣及经常熬夜都

会使肝郁化火，进一步加重阳痿的发生［８］。

历来医家对阳痿病因病机多以肾虚为主，如巢元方在《诸

病源候论》认为：“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治

疗上也以温燥的补肾壮阳药为主。而这种治法与当今患者的

病因病机不完全符合。众所周知，阳痿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压力

大、性自信心不足、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的表现，而肝喜条达，

主疏泄，体阴而用阳，调畅气机，肝气畅达“和气”易至。气血和

调、流注于玉茎肌肤，则“肌气”至矣。气血和调，流注于玉茎筋

脉，则玉茎大而坚，“筋气”至也［９］。此种治法适用肝郁化热的

阳痿患者，其临床表现为：阴茎勃而不坚，时轻时重，情志抑郁，

胸胁胀满，急躁易怒，善太息，不愿与人交流，舌红，脉弦数。方

用丹栀逍遥丸，柴胡疏肝解郁。配以当归、白芍养血柔肝，并增

强疏肝的效果。白术、茯苓健脾益气，以补益“后天之本”，以加

强气血充足。薄荷疏肝达郁，甘草调和诸药。加巴戟天、淫羊

藿温肾助阳。佐以丹皮、栀子清热泻火，以防温阳太过伤阴。

全方疏中有补、补中有清，清而不峻，也体现李海松教授治疗男

科疾病的“微调阴阳”的思路［１０］。

#

　活而不滞，气血兼顾治精浊
慢性前列腺炎是由不同原因所致的一类综合征，以青壮年

男性多发。慢性前列腺炎临床表现主要为两方面，一方面为排

尿症状，以尿频、尿急、尿痛等膀胱刺激征为主。另一方面为疼

痛，常以严重的小腹、会阴部及腰骶部等疼痛为主要症状［１１］。

５０％的男性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要受其困扰，又因其具有病程
缠绵、容易复发等特点，常常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

力，是男科疑难杂病之一。而前列腺炎的西医治疗对疼痛疗效

欠佳，这也是困扰男科同道的主要症状。祖国医学对疼痛的认

识比较早，主要从“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两方面着手诊治。

前列腺炎疾病主要与其特殊的生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前列腺

炎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９０％ ～９５％以上的发病均是由不良的
生活方式所致。如性生活不规律、嗜食辛辣厚味之品、久坐熬

夜、长时间忍精不射、着凉受冷等刺激，各种因素导致脉络瘀

滞，不通则痛。又因前列腺属于奇恒之府的范畴，具有易虚、易

瘀的病理特点。而从西医解剖学来讲，其深居盆腔中央，腺管

多呈直角或斜行进入尿道，这种生理结构既不利于前列腺液排

出，也不利于炎症物质的排出，反而有助于于病原微生物等进

入腺体，导致前列腺液无法正常排泄；而从血管走行看，进入前

列腺体的动脉多较粗大，而静脉相对细小迂曲，易致血瘀［１２］。

这些综合原因加重了前列腺炎的发生，尤其是疼痛的发生。

前人对前列腺炎的治疗多从“肾虚”和“湿热”着手，用药时

大多是大热大寒，所以治疗效果往往不尽人意。李海松教授认

为慢性前列腺炎疼痛病机邪实者多，体虚者少，但血瘀贯穿始

终。治疗时要着眼于“通”。而疏通要从活血化瘀来论治，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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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运行通畅，方可加快炎症物质的代谢。药物常用丹参、王

不留行、水蛭、土鳖虫、蜈蚣这些活血药物以达到祛瘀通络的作

用。从中医来讲这些药物具有活血祛瘀、通络止痛的效果［１３］。

从西医药理认为，活血化瘀药均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为此活血

化瘀药应贯穿于前列腺炎治疗的始终。同时因气为血之帅，气

行则血行，常用的行气药物如川楝子、小茴香、青皮、白芷以行

气止痛。这些药物联合使用可起到活血，止痛，行气，通络之功

效，对缓解前列腺疼痛具有重要意义。中医《内经》中指出“阴

平阳秘，精神乃治”，因而在治疗用药上不能大寒大热，要注重

“微调阴阳”。

$

　小结
男科疾病在新的时代也呈现出与先前不同的病因病机，中

医学的治疗要遵从“因时而异”的规则。无论是前列腺疾病还

是阳痿等其发病原因都与各个时代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随着

生活的多元化、信息化、电子化，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大大的加

快，“以酒为浆”、“加班熬夜”及嗜食辛辣等生活工作方式，使如

今的男科病呈现出“实多虚少”、“肝郁血瘀”为主的病理特点。

因此，在治疗男科病时“温阳化气”、“疏肝清热”、“活血化瘀”

成为治疗的基本大法，而不是像之前对其治疗的“大寒大热”。

作为一个中医人，我们的治疗思路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

展，不能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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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柏湿毒清对解脲支原体感染小鼠 ＩＬ－２的影响
"

聂晶１　李楠２　李元文２△　蒋静１　姜颖娟１　张小静３　吴迪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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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苍柏湿毒清及其拆方对解脲支原体感染ＢＡＬＢ／ｃ小鼠血清ＩＬ－２的影响。方法：
采用苯甲酸雌二醇预处理，将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菌液接种于 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给予苍柏湿毒清低剂量、
高剂量及其拆方预防性、治疗性干预，采用ＥＬＡＳＡ法检测小鼠血清ＩＬ－２水平。结果：苍柏湿毒清低剂量中
药预防组提高血清ＩＬ－２水平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５）；中药预防组、中药治疗组提高血清 ＩＬ－２水平均高
于模型组（Ｐ＜０．０５）。清热解毒组、健脾利湿组提高血清ＩＬ－２值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但与模型组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结论：苍柏湿毒清在预防、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疾病方面均有作用；全方组优于拆方组。
可能是通过清热解毒、健脾利湿药物提高血清ＩＬ－２水平进行免疫调节。

【关键词】　解脲支原体；苍柏湿毒清；拆方；白介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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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属柔膜体纲（Ｍｏｌｌｉｃｕｔｅｓ），具有多形
性、可塑性、可滤过性、易溶解性。柔膜体纲是目前所知能独立

生活、自行繁殖的最小的生物。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
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属支原体的一种，是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
体之一，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前列腺炎、附睾炎、不育症、早

产等病症［１］。苍柏湿毒清治疗解脲支原体性尿道（宫颈）炎（脾

虚湿毒证）临床疗效明确［２］。本实验旨在观察应用苍柏湿毒清

及其拆方对解脲支原体感染小鼠血清白介素２的影响。
!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对象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清洁级，鼠龄７周，体重（１８±２ｇ），购于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０００１。对小鼠进行解脲支原体检测，将检测均
为阴性的小鼠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心动物

实验室。

１２　实验菌株
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ＡＴＣＣ２７８１６），由北京中原合聚公司

代购自ＡＴＣＣ（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复苏并传代配制成１０５

ＣＣＵ／ｍＬ的浓度备用。
１３　试剂

苯甲酸雌二醇（规格１ｍｌ：１ｍｇ，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５２９）购于
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

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粤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１２第
２４００２１２号）购于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

小鼠白介素２（ＩＬ－２）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规格：９６Ｔ）生产于美
国Ｒ＆Ｄ公司。
１４　中药组成及剂量

实验所需中药均购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草药房。

苍柏湿毒清组由炒苍术１０ｇ、黄柏１０ｇ、生薏苡仁３０ｇ、生黄
芪１０ｇ、苦参１０ｇ、土茯苓１５ｇ、茯苓１５ｇ、白扁豆１０ｇ、虎杖１０ｇ、白
头翁１０ｇ、马齿苋１５ｇ、马鞭草 １０ｇ、败酱草 １５ｇ、丹参 １５ｇ、柴胡

１０ｇ、白花蛇舌草１５ｇ组成。
活血利湿组由丹参１５ｇ、败酱草１５ｇ、马鞭草１０ｇ、虎杖１０ｇ

组成。

清热解毒组由黄柏 １０ｇ、土茯苓 １５ｇ、败酱草 １５ｇ、白头翁
１０ｇ、马齿苋１５ｇ、虎杖１０ｇ、马鞭草１０ｇ、苦参１０ｇ、柴胡１０ｇ、白花
蛇舌草１５ｇ组成。

健脾利湿组由苍术１０ｇ、生薏苡仁３０ｇ、生黄芪１０ｇ、白扁豆
１０ｇ、茯苓１５ｇ组成。

以上各组中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制剂室制备成

浓缩药液。Ａ组、Ｄ组、Ｈ组、Ｉ组、Ｊ组、Ｋ组用药量按成人６倍
计算；Ｂ组、Ｅ组用药量按成人１２倍计算。
"

　实验方法
２１　实验一

２１１　动物分组　将７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按随机数字表随
机分为Ａ组（低剂量中药预防组）、Ｂ组（高剂量中药预防组）、Ｃ
组（预防模型组）、Ｄ组（低剂量中药治疗组）、Ｅ组（高剂量中药
治疗组）、Ｆ组（治疗模型组）、Ｇ组（空白组），每组１０只。

Ｇ组只给予清洁级饲料喂养，不参与以下实验过程。
２１２　操作　Ａ组、Ｂ组予中药灌胃，用药７ｄ，２次／ｄ，两

次灌胃间隔６ｈ。Ｃ组予清洁级饲料喂养７ｄ。７ｄ后对 Ａ组、Ｂ
组、Ｃ组建立模型。模型建立采用雌二醇预处理法［３］。

对Ｄ组、Ｅ组、Ｆ组ＢＡＬＢ／ｃ小鼠建立模型，造模完成后予Ｄ
组、Ｅ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中药灌胃 ７ｄ，２次／ｄ，两次灌胃间隔 ６
小时。

２２　实验二
２２１　动物分组　首先为６０只ＢＡＬＢ／ｃ按随机数字表随

机分成６组，即Ｈ组（全方组）、Ｉ组（活血利湿组）、Ｊ组（清热解
毒组）、Ｋ组（健脾利湿组）、Ｌ组（模型组）、Ｍ组（空白组），每组
均１０只。

Ｍ组予清洁级饲料喂养，不进行模型建立及中药干预。
２２２　操作步骤　对 Ｈ组、Ｉ组、Ｊ组、Ｋ组、Ｌ组 ＢＡＬ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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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建立模型，造模成功后予 Ｈ组、Ｉ组、Ｊ组、Ｋ组中药灌胃２
次／ｄ，连续７ｄ。Ｈ组予全方组中药灌胃；Ｉ组予活血利湿组中药
灌胃；Ｊ组予清热解毒组中药灌胃；Ｋ组予健脾利湿组中药
灌胃。

２２３　样品检测［４］　药物干预结束后２ｄ，采用摘眼球取
血法取１ｍｌ血液，离心后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对上清液中血 ＩＬ－２进
行定量检测。

２３　数据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实验结果
３１　一般情况

ＢＡＬＢ／ｃ小鼠注射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后出现不同程度的
竖毛、蜷卧、进食减少；接种解脲支原体后小鼠外阴分泌物多、

红肿，模型组小鼠有明显溃疡。空白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明显较其
它组小鼠活动活跃，毛色光滑，阴道无红肿溃疡。

３２　实验一
实验过程中，Ａ－５、Ａ－６、Ｂ－１０、Ｅ－７，４只小鼠死亡，考虑

灌服中药时由于操作失误而死亡。Ｂ－５、Ｄ－５、Ｅ－１，３只小鼠
死亡，考虑因外阴红肿、严重溃疡、感染致死。Ａ－１０、Ｂ－６、Ｅ－
１０，３只小鼠不明原因死亡。见表１。

表１　实验一各组血清ＩＬ－２水平

组别 数量 血清ＩＬ－２（ｎｇ／Ｌ）

Ａ组 ７ ５４０６１±１５２９

Ｂ组 ７ ５１５９３±１６２４

Ｃ组 １０ ４１２８７±１３４９

Ｄ组 ９ ４５３３６±１８２１

Ｅ组 ７ ４５０５１±２８１５

Ｆ组 １０ ３５３９７±１７７９

Ｇ组 １０ ４４０２２±２１４１

采用ＬＳＤ方法，Ｄ组、Ｅ组、Ｇ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其他各组两两比较，Ｐ值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Ａ组与 Ｂ组比较，Ｐ值为００１８（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Ａ组、Ｂ组分别与 Ｄ组、Ｅ组、Ｃ组、Ｆ组、Ｇ组组间比较，Ｐ
值均＜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Ｄ组、Ｅ组分别与 Ｃ组、Ｆ组组间比较，Ｐ值均 ＜００００１（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３　实验二

实验过程中，Ｌ－９死亡，考虑注射雌二醇操作不当致死。
Ｍ－１、Ｍ－４，２只小鼠不明原因死亡。Ｉ－２、Ｌ－６，２只小鼠死
亡，考虑为ＵＵ严重感染所致。Ｈ－１、Ｈ－７、Ｊ－６、Ｋ－２，４只小
鼠因灌胃操作不当呛咳死亡。见表２。

Ｌ组的血清 ＩＬ－２与 Ｍ组相比明显增高，Ｐ为００１６（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组可明显提高 ＢＡＬＢ／ｃ小鼠血清
ＩＬ－２水平，与Ｌ组相比Ｐ为０００２（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Ｊ组与Ｋ组可提高 ＢＡＬＢ／ｃ小鼠血 ＩＬ－２水平，与 Ｍ组相

比Ｐ分别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７（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与Ｌ组差异不大（Ｐ＞００５）。

表２　实验二各组血清ＩＬ－２水平

组别 数量 血清ＩＬ－２（ｎｇ／Ｌ）

Ｈ组 ８ ３６０６６±４２７７△

Ｉ组 ９ ２５５５４±４５６５

Ｊ组 ９ ３２１４８±４６５６△

Ｋ组 ８ ２８８３１±６５９３△

Ｌ组 ８ ２７８７６±３９８４△

Ｍ组 ８ ２１３６１±４８６５

　　与Ｌ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Ｍ组比较，△Ｐ＜００５

$

　结论
实验一中Ａ组、Ｂ组经苍柏湿毒清干预后再建立动物模型，

可提高血 ＩＬ－２值，与 Ｃ组、Ｇ组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提示苍柏湿毒清可提高小鼠血ＩＬ－２水平，在防 ＵＵ感
染中发挥重要作用。Ｄ组、Ｅ组成功建立 ＵＵ感染的动物模型
后经过苍柏湿毒清干预，与Ｆ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与Ｋ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提示苍柏湿毒清可提高
ＵＵ感染小鼠血 ＩＬ－２的低水平，在抗 ＵＵ感染中发挥重要
作用。

实验二中Ｈ组值明显高于 Ｌ组、Ｍ组，提示苍柏湿毒清可
提高ＢＡＬＢ／ｃ小鼠血ＩＬ－２水平。Ｊ、Ｋ组与Ｍ组有显著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与Ｌ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提示清
热解毒组与健脾利湿组可提高正常小鼠血ＩＬ－２水平。
%

　讨论
支原体感染引起的非淋菌性尿道炎、黏液脓性宫颈炎，多

因房事不洁，感受秽浊之邪导致。男性患者表现为尿道口、尿

道内刺痒不适、刺痛、烧灼感，可伴有尿急、尿痛等症状；尿道口

可有浆液性或黏液脓性分泌物。女性患者表现为白带增多、外

阴及阴道刺激瘙痒；宫颈充血、水肿，宫颈口可见黏液脓性分泌

物［５］。秽浊之邪夹杂湿邪自外阴侵入；足厥阴肝经循股阴，入

毛中，过阴器［６］。导致肝气郁滞，气郁化火。肝火横逆犯脾，导

致脾气亏虚。久病耗气伤血，经络不通，致虚实夹杂。故李元

文教授认为本病核心病机为脾气亏虚，湿热下注。

苍柏湿毒清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气的功效。方中炒苍

术、黄柏共为君药，清热解毒，健脾燥湿。生黄芪、生薏苡仁、白

扁豆等为臣药，加强君药健脾益气，清热利湿之功。苦参、白花

蛇舌草、马鞭草等佐以君药，加强清热解毒之功。久病入络，丹

参为使要，具有活血祛瘀的功效。本方以益气健脾补其本虚，

以清热解毒治其标实，从而达到攻补兼施，补泻并用，标本兼顾。

中药药敏实验表明，黄柏、白芷、地肤子具有明显的体外抑

制Ｕｕ的药物作用［７］。应用颗粒剂研究，苍柏湿毒清中黄柏抑

菌效果最强，其次由高到低依次为白头翁、柴胡、土茯苓［８］。苍

术所含的芹烷二烯酮及苍术烯内酯 Ｉ可抑制毛细管透过性亢
进，且具有抗炎作用［９］。实验表明口服苍术、黄柏，能明显减轻

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１０］。

对苍柏湿毒清治疗支原体性尿道（宫颈）炎进行临床研

究［１１］，苍柏湿毒清颗粒组、苍柏湿毒清颗粒 ＋左氧氟沙星组治
疗后与治疗前比ＩＬ－２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苍柏湿毒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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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激活、调动人体的免疫功能，间接达到抑制、杀灭 Ｕｕ的目
的。ＩＬ－２是机体免疫调节网络中的核心物质，与其他细胞因
子有协同和拮抗作用，共同完成机体免疫机能的平衡调节作

用，可促进Ｔｈ１、Ｔｈ２、ＣＴＬ和ＮＫ细胞等的活化和增殖。血清 ＩＬ
－２，由Ｔｈ１分泌，可诱导Ｔｈ０向Ｔｈ１分化、促进Ｔｈ１的进一步增
殖。Ｔｈ０为未受抗原刺激的初始 ＣＤ４＋Ｔ细胞，可分化为 Ｔｈ１、
Ｔｈ２、Ｔｈ３等辅助Ｔ细胞。增殖的Ｔｈ１可通过直接接触诱导ＣＴＬ
分化，杀伤胞内病原体感染细胞、肿瘤细胞等靶细胞。增殖活

化的ＮＫ细胞通过表面活化性受体和抑制性受体对“自身”与
“非己”进行识别，并直接杀伤感染的靶细胞。可见若能增加ＩＬ
－２，则能扩大免疫效应，在抗感染中发挥作用。
苍柏湿毒清可能是通过提高血清 ＩＬ－２在预防、治疗解脲

支原体感染两方面发挥作用。在苍柏湿毒清拆方研究中发现

清热解毒、健脾利湿两类中药可提高血清中ＩＬ－２水平，可能为
苍柏湿毒清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类疾病的关键。

中药复方制剂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等特点，其作用机理可

能与调控机体免疫网络平衡有关，今后可以考虑结合动物模型

分析更多的免疫因子，以期待探索中药作用于免疫系统的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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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丁劲（１９９０－），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
男科学。

!【通讯作者】张耀圣（１９６５－），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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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扶元颗粒治疗 ＩＩＩ度以下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４５
例临床观察
丁劲１　商建伟１　闫博１　翟宝瑞１　张耀圣１

!　王旭昀２　李铁３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北京潞河医院中医科，北京 １０１１４９
３北京房山良乡第一医院急诊科，北京１０２４０１

【摘　要】　目的：观察益气扶元颗粒治疗ＩＩＩ度以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８８例ＩＩＩ度以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５例和对照组４３例，治疗组给予益气扶元颗
粒（免煎颗粒），２次／ｄ，每次１袋，开水冲服；对照组给予左卡尼汀口服液（瓶），２次／ｄ，每次２瓶，口服；两
组共治疗１２周治疗结束后随访２４周。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精液质量［包括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
率、前向运动精子（ＰＲ）及精子畸形率］，测定治疗前后左侧精索静脉管径的变化，随访观察患者配偶受孕情
况，结果：两组治愈率（治疗组６６７％，对照组６９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显效率
（５５５６％）、有效率（２４４４％）、总有效率（８６６６％）与对照组（分别为４１８６％、２０９０％、７６７４％）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后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率、ＰＲ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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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高，精子畸形率均比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并且治疗后治疗组精子密度、ＰＲ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两组治疗后亚临床型、Ｉ度、ＩＩ度左侧精索静脉管径，治疗组比治疗前缩窄（Ｐ＜００５），对照组（Ｐ＞００５）；治
疗２４周后随访，患者配偶共有６例确诊怀孕，其中治疗组３例，对照组３例。结论：益气扶元颗粒能够提高
三度以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的精液质量，缩窄亚临床型、Ｉ度、ＩＩ度精索静脉管径。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益气扶元颗粒；左卡尼汀口服液；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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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Ｃ）是导致男性不育症常见原因之一，是由
于静脉回流受阻或瓣膜功能障碍，血液反流等因素导致精索蔓

状静脉丛伸长、扩张、迂曲，约为２５％ ～４０％［１］，占各类男子不

育症病因分类的首位［２］。ＶＣ在男性的发病率为１０％ ～１５％，
是男性不育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病多见于成年男性，精索静

脉曲张通常见于左侧占８５％ ～９０％，双侧为１０％，单纯发生于
右侧的少见［３］。我们采用益气扶元治疗亚临床型以及 Ｉ度、ＩＩ
度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诊断标准

１１１　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诊断标准　①经血管彩色
超声检查左侧或双侧精索静脉管径≥０１８ｃｍ，确诊为精索静脉
曲张［４，５］；②育龄夫妇有正常、规律性生活至少１年，未采取任
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原因而未受孕者确诊为不育症［６］。符合

以上两项者即可诊断。

１１２　分级标准　按照临床及超声诊断将精索静脉曲张
分为亚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Ⅰ度、Ⅱ度、
Ⅲ度共４级［７］。亚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临床触诊阴性，而超

声检查精索静脉内有反流，其内径＞０１８ｃｍ且≤０２０ｃｍ；Ｉ度：

站立屏气时（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实验）精索静脉出现曲张，其内径 ＞０２０
ｃｍ且≤０２８ｃｍ，内有血液瘀滞，平卧位平静呼吸时，精索静脉
曲张消失，叠加彩色多谱勒，未探见静脉血流反流信号；ＩＩ度：
站立位时可见精索内静脉曲张，平静呼吸时静脉曲张缓慢消

失，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实验时其内径 ＞０２８ｃｍ且≤０３６ｃｍ，站立位时出
现静脉内血流反流信号，用力屏气时，静脉内血流反流明显；ＩＩＩ
度：平静呼吸时精索内静脉出现曲张，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实验时曲张更为
显著，其内径＞０３６ｃｍ，在平静呼吸时即可出现静脉血流反流
信号，深呼吸或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实验时，反流更为明显。
１１３　中医诊断及辨证标准　参照《中医临床治疗术语

－证候部分》［８］和《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学》［９］制定标准。脾虚
气陷兼夹血瘀证主症：脘腹重坠作胀，食后益甚，阴囊坠胀，久

站、步行后症状可加重，平卧后可缓解或消失，甚者青筋暴露，

盘区成团，状若蚯蚓；次症：睾丸或胀痛、或窜痛、或坠痛，或劳

累则加重，休息后减轻，或少腹胀痛，常伴见气短乏力，倦怠懒

言，头晕目眩，面白无华，食少便溏，舌苔淡白，脉缓弱，或面色

晦暗，舌淡紫，或暗或紫暗，或有瘀斑点等。主症必备，次症具备

１项或１项以上，结合舌象 脉象，即可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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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纳入标准
经血管彩超检查左侧或双侧精索静脉管径 ＞０１８ｃｍ且≤

０３６ｃｍ，确诊为亚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Ⅰ
级、Ⅱ级；配偶生育功能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婚后不育１年以上；
精子活率、前向运动精子（ＰＲ）、正常形态率均低于正常值，同时
伴或不伴密度低于正常者；中医辨证属脾虚气陷证兼夹血瘀证。

１３　排除标准
符合精索静脉曲张诊断同时伴有其他导致不育原因者；生殖

道、附属性腺有炎症结核肿瘤者；内分泌检查性激素异常者；勃起

功能障碍、逆行射精、睾丸萎缩者；合并有遗传性疾病、先天性发

育异常或精神病患者；既往有明显心、肝、肾及神经系统等原发性

疾病或合并症者；治疗前３月内服用改善精子质量的药物或相关
治疗者；严重少弱精者，精子密度＜５×１０６／ｍＬ，ＰＲ＜１０％。
１４　一般资料

８８例患者均为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就诊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治疗组４５例，年龄２２～４７岁，平均（３４０７８±６３３）
岁；病程１２～４５个月，平均（２６８７±１２１８）个月；ＶＣ程度：亚临
床型左侧１９例（双侧２例）；Ｉ度左侧１５例（双侧４例）；ＩＩ度左
侧１１例（双侧４例）；对照组４３例，年龄２１～４５岁，平均（３２１５
±５４６）岁；病程１２～４３个月，平均（２４８９±６１２）个月；ＶＣ程
度：亚临床型左侧 ２０例（双侧 ３例）；Ｉ度左侧 １３例（双侧 ４
例）；ＩＩ度左侧１０例（双侧４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

　方法
２１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益气扶元颗粒（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每袋

１０ｇ，国药准字：Ｚ１１０２０３６１）每日早晚各１次，每次１袋，开水冲服。
对照组给予左卡尼汀口服液（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

有限公司，每瓶 １０ｍＬ，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９０３７２，生产批号：
０９０４０３１）２次／ｄ，每次２瓶，口服。

两组均连续服药１２周，结束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随访。

２２　观察指标和方法
２２１　精索静脉管径　观察治疗前后不同程度精索静脉

血管管径的变化（以左侧为主，因精索静脉曲张９０％发生在左
侧，左侧精索静脉上行垂直角度汇入肾静脉，而右侧斜行流入

下腔静脉［１０］），所有患者精索静脉多普勒彩超均在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彩超室进行检查。

２２２　精液分析　根据《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
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１１］，检查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包括精液

量、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前向运动精子（ＰＲ）及精子畸形率，禁
欲５～７天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检验科取精液，装于
干燥消毒量杯内，置３６８℃水浴箱内待液化后进行检测。采用
清华同方精子、微生物动（静）态图像检测分析系统检测。

２２３　受孕情况　统计疗程结束后随访２４周患者配偶受
孕情况。

２２４　安全性检测　包括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治
疗前后各检查１次，并记录相关不良事件。
２３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０］及《人类精液及精

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６］拟定，治愈：配偶受
孕；显效：治疗１个疗程４周精子密度、活力、形态等检查均正
常，但未受孕；有效：精液参数虽未正常，但有群级间改善，如非

前向运动精子（ＮＰ）级进入 ＰＲ级精子数量比治疗前增加；无
效：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２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ＡＳ８２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间两样本率比较采用χ２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

　结果
３１　两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组显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４５ ３（６６７） ２５（５５５６） １１（２４４４） ６（１３３３） ３９（８６６７）

对照组 ４３ ３（６９７） １８（４１８６） １２（２０９０） １０（２３２５） ３３（７６７４）

表２　两组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比较

组别 时间 例数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 ＰＲ（％） 精子畸形率（％）

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５ ２６９±０９１ ９３６±３４４ ２９８５±７７１ １５６２±３７９ ６４５１±１２９４

治疗后 ３１２±０８８ ２８１８±７５２Δ ５３．７２±１２５５ ４０２６±６１２Δ ４１１３±１１２７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３ ２６０±０９２ ８９９±４２１ ２７７６±８１３ １４３７±４１２ ６３１８±１３６７

治疗后 ３０１±０６９ ２４５２±７８７ ４７５１±１３２１ ３２２０±６８５ ４６１４±１２７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Δ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液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率、正常形态率

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精子密度治疗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精液量、精子活率

及正常形态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左侧精索静脉管径比较

治疗组亚临床型、Ｉ度、ＩＩ度两组治疗后左侧精索静脉管径
均比治疗前缩窄（Ｐ＜００５），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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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见表３。

表３　两组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治疗前后左侧精索静脉管径比较

组别 时间 例数 亚临床型 Ｉ ＩＩ

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５ ０１５±００４ ０２４±００３ ０３２±００４

治疗后 ０１２±００３ ０２０±００２ ０２６±００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３ ０１４±００５ ０２４±００２ ０３２±００３

治疗后 ０１４±００４ ０２５±００３ ０３１±００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对照组；与对照
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４　两组患者受孕情况
患者就诊结束后２４周随访，患者配偶共有６例确诊妊娠，

其中治疗组３例，对照组３例。
３５　安全性评价

治疗期间治疗组出现１例轻度腹泻，１例干呕；对照组１例
腹胀，２例咽痛，后均自行缓解，未给予特殊治疗。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血、尿、便常规以及肝、肾功能检查均未出现明显异常。

$

　讨论
导致ＶＣ发生的因素比较复杂，目前认为精索静脉先天性

无瓣膜或者静脉瓣膜关闭不全引起静脉血反流是造成精索静

脉曲张的主要原因。目前对ＶＣ致男性不育症的机制已进行了
不少研究，但仍未完全阐明，ＶＣ可能通过睾丸微循环、血管活
性物质、氧自由基一氧化氮（ＮＯ）、缺氧、免疫及凋亡等多种途
径共同作用致男性不育。尤其是分子遗传学方面的进展 ，使人

们逐渐认识到基因多态性及基因突变可能是ＶＣ对生殖表型的
影响存在异质性的原因 。左卡尼汀口服液的主要成分是左旋

肉毒碱，研究证实，肉毒碱能够促进β氧化过程，参与精子的运
动和成熟［１１］。肉碱参与精子的能量代谢、降低精浆中的活性氧

物质、稳定精子细胞膜、抗精子凋亡，故临床应用可提高精子活

力和密度等［１２，１３］。

中医学中并无精索静脉曲张的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归

属于中医学“筋瘤”、“筋疝”范畴。现代临床研究认为 ＶＣ发生
的中医病机有肾虚为本、血瘀为标，肝气郁结，先天禀赋不足、

脉络畸形，肝肾亏虚、肝郁气滞留等。中医治疗 ＶＣ不育仍以补
益肾气、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等为主［１４］。前期实验研究发现亚

临床型以及 Ｉ度、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主要表现为脾虚气陷型的
症状，总结后我们提出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为因，肾虚血瘀

为果”新的ＶＣ病机。（１）静脉血回流不良是浊阴不降的表现之
一；浊阴不降是由于清阳不升而下陷引起的。（２）附睾组织缺
氧状态是脾气不升的表现之一；脾主升清，清阳不升，脾虚是根

本。脾不升清，精微不能运化，肾精失于濡养，出现少弱畸精子

症。（３）肾虚血瘀、肝气不疏等是继发病理。益气扶元颗粒由
黄芪、党参、白术、陈皮、升麻、柴胡等组成，具有调补脾胃、补中

益气、升阳举陷之功。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益气扶元颗粒方药

中含有诸多人体所需物质，如黄芪多糖，果糖，氨基酸，维生素Ｂ
及锌，尤其是果糖及锌的正常，更是精子活动必须之物质。其

可增加精子线粒体活性，提高精子 ＡＴＰ含量，改善精子活力及
成活率［１５］；党参、甘草中也含锌、锰等元素。方中的白术、党参

等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柴胡、白术改善脂质代谢提高机体

类固醇样的药理活性；柴胡亦能增强及保持精子的活动力；白

术、陈皮健脾胃；升麻、柴胡协调补益药等［１６］。各药相辅相成，

是治疗ＶＣ不育症有效的药理基础。
本研究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

率、ＰＲ均比治疗前提高（Ｐ＜００５），精子畸形率较治疗前降低
（Ｐ＜００５）；并且治疗后治疗组精子密度、ＰＲ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亚临床型、Ｉ度、ＩＩ度左侧精索静脉管
径均比治疗前缩窄（Ｐ＜００５）；治疗后２４周随访，患者配偶共
有６例确诊怀孕，其中治疗组３例，对照组３例。益气扶元颗粒
能够提高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的精液质量，缩窄亚临床

型、Ｉ度、ＩＩ度精索静脉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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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肝肾同源理论的内涵及外延，阳痿的发病与肝、肾两脏的关系。重点从肝肾同
源的角度探讨了中医对阳痿发病的认识以及现代医学对阳痿发病的认识，把肝肾同治作为阳痿的基本治疗

法则指导临床治疗。旨在将阳痿的肾虚观和肝郁论两主流观点结合，更深入地认识阳痿的发病，提高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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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痿的发病涉及到全身多系统，往往是心理性与器质性因
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

成了阳痿的肾虚观和肝郁论两大主流观点［１］。人是一个有机

整体，人体的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肝肾两脏同属

于下焦，在生理、病理上密切相关。肝肾同源理论是中医的藏

象理论，几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辨证与治疗。从“肝肾同

源”理论出发，将阳痿的肾虚观和肝郁论两主流观点结合，可以

更深入地认识阳痿的发病，并指导临床治疗。

!

　肝肾同源理论的内涵及外延
“肝肾同源”的哲学思想渊源于《易经》，医学基础根源于

《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记载“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

成，成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藏精，主骨生髓，精髓化生肝

血，肾是通过髓生养肝，说明了两脏在生理上的密切相关。《灵

枢·本神》记载“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恐惧不解则伤

精，精伤则骨酸痿厥”，肝藏血功能失调或肝血亏虚，则肾精失

养导致精伤，说明了肝肾两脏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后代医家

肝肾同源进行了充实与深入，明代医家李中梓提出“乙葵同源，

肝肾同治”的理论学说，标志着“肝肾同源”理论体系的形成［２］。

１．１　肝肾母子相生，精血互化
肝肾两脏的关系起源于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水生木，水为

木之母，肝为木，肾为水，肾为肝之母，肝肾母子关系是肝肾两

脏关系的最根本认识［３］。肝肾同居下焦，肝藏血，肾藏精，精血

同源，肝血肾精共同起源于先天之精，皆由水谷之精化生和充

养，《张氏医通》曰：“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

肝而为清血。”肝血为肾精所化生，厥阴必待少阴之精足方能血

充气畅，疏泄条达。同时，肝肾精血互化，肾精滋养肝血，则肝

血充足，以制肝阳；肝血化生充养肾精，肾精充足，肾之阴阳协

调。肝肾两脏生理关系极为密切，病理上也相互影响。病理

上，当一脏亏损时，另一脏也必然导致不足。如肾精亏损，可导

致肝血不足；肝血不足也可引起肾精亏损。二者之阳皆属相

火，同源于命门，所以肝阴、肝阳，肾阴、肾阳之间有相互制约的

关系。如肾阴不足，肝失濡养，水不涵木，可导致肝阳偏亢，见

眩晕、头痛头胀，急躁易怒等症。若肝火太盛，阳气有余，伤及

肾阴，导致肾阴不足，见头晕耳鸣，腰膝疲软，盗汗等症。

１．２　肝肾藏泄互用
肾主封藏，肝主疏泄，朱丹溪《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

论》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推求师意·梦

遗》中进一步提出：“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肾主闭

藏，是指肾具有贮存、封藏精气的生理功能。肾的生理特征是

主蛰守位。肾气封则精气盈满，人体生机旺盛。肾中相火（肾

阳）涵与肾中，潜藏不露，以发挥其温煦、推动等作用。肝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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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是指肝气具有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郁、

亦不亢逆的作用。肝肾藏泄互用关系是指肝主疏泄与肾主藏

精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维持机体正常生理

功能［４］。

１．３　肝肾经络相交通并共同隶属于奇经
肝肾两脏通过经络相互联系，《内经》提出：“肾足少阴之

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阴肾经均循行于

身体内侧，在经脉循行联系密切，交会于三阴交和任脉的关元、

中极穴间接联系。肝肾又和奇经八脉密切相关，肝肾同隶属于

奇经。同时，胞胎为肝肾所主，冲任督三脉均起胞中，所以又有

“八脉隶于肝肾”之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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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痿与肝的关系
《灵枢·经筋》记载：“足厥阴之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

络诸筋”；《灵枢· 经脉》记载：“肝足厥阴之脉，循股阴，入毛

中，过阴器，抵小腹，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其别者，径胫上睾，

结于茎”。故有“肝司阴器”之说。肝主藏血，宗筋的正常勃

起，有赖肝血下注于宗筋。若肝血瘀滞或肝血不足不能下达于

宗筋，则宗筋勃起不能而致痿。肝主疏泄，肝之疏泄功能正常，

气机调畅，男子精液藏泻有度，排泄通畅，气血下达于宗筋，则

勃起自如；疏泄不及，气机郁滞，气血不能下达于宗筋，则宗筋

失充勃起不能。疏泄太过，则扰动精室，男子阳事易兴、早泄、

遗精等。正如《杂病源流犀烛·前阴后阴源流》中记载的：“又

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阴痿不起”。勃起

以宗筋为体，以气血为用，肝血充盈是阴茎勃起的基础，肝气条

达充盛是阴茎勃起的动力，宗筋勃起之阳以宗筋之阴血为基

础。与此同时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全身气机条达，则情志活动

条畅。若肝气郁结、情绪不畅常致性欲降低。所以，肝气的疏

泄功能正常对保持适度的性欲起重要作用 ［６］。因此说阳痿的

发病与肝密切相关。

#

　阳痿与肾的关系
《灵枢·经筋》提出：“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

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与足太阳之筋合。”；《素问·金

匮真言论》提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从经络循

行来看，肾与阴器的关系密切。肾藏精，主生长与生殖，内寄元

阴元阳，命门少火根于肾，“男子者，众阳所归，常居于燥，阳气

游动，强力施泄，则成虚损损伤之病”。命门少火的温养，宗筋

勃起的首要前提；命门火衰，宗筋失于温煦，导致阳痿。与男性

生殖功能密切相关的天癸，是肾精充盈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

是相火发生的根源，而相火是启动人类性欲及宗筋勃起的源动

力，肾精亏虚，天癸不至，出现阳痿。可以说性事的完成是以肾

之功能为基础，以五脏之功能的协调运转为关键，以经络宗筋

为勃起之通道［７］。因此说阳痿的发病与肾密切相关。

$

　从肝肾同源理论认识阳痿的发病
４．１　阳痿发病的中医学认识

古代医家多将阳痿的发病责之于肾，即认为阳痿主要是房

劳伤肾，肾阳亏虚，以温补肾阳为主。近些年，国内学者通过临

床实践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房劳伤已不在阳痿的主要

病因，肝郁气滞、情志不畅，在阳痿的发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不良生活习惯也不可忽视，实证多见，虚症少见，发病脏

腑以肝肾为中心而涉及五脏［８］。肝肾同源，母子相生，精血互

化，藏泄互用，共同维持宗筋正常的生理功能。二者在阳痿的

发病中关系密切，所愿不遂，情志不舒，肝郁气滞，日久及肾，导

致肾气亏虚或肾精耗损；年老体衰或疾病日久，肾精气两亏，导

致肝主疏泄或藏血功能失司。同时，气血是宗筋勃起的物质基

础，无论是肝郁，还是肾虚都会影响到气血运行，导致血瘀的出

现，从而发生宗筋弛缓，酿成阳痿。因此，阳痿的最基本的病机

可以归结为肝郁肾虚血瘀，其中肝郁是主要的病机特点，肾虚

是主要的病机趋势，血瘀是终极病机［９］。

４．２　阳痿发病的现代医学认识
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意识强烈，社会和工

作压力大，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下，精神紧张，情志不畅，出现因

肝郁致痿。“恐伤肾”，我们可以把这些不良精神刺激等同于慢

性惊恐。长时间的慢性惊恐可以导致肾虚，即肝郁导致肾虚。

同时非情志因素，例如夫妻关系不和、性知识的缺乏、年老、慢

病等因素导致阳痿后也多出现情志抑郁不舒而发生因痿致郁。

不论是“因郁致痿”还是“因痿致郁”，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阳痿

的发病复杂化，例如我们临床上常见到的混合性阳痿。现代医

学研究表明，过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精神刺激可导致大脑皮

质、皮质下高级中枢及脊髓低级中枢功能紊乱，失去正常整合、

协调作用，大脑皮质对性兴奋抑制加强，导致男性性激素水平

下降，引起性欲减退及勃起功能障碍，由心性阳痿导致器质性

阳痿。补肾中药通过对性腺轴的调节作用，可以促进男性睾酮

的分泌，从而达到补肾的效果［１０］。而睾酮水平的提高，可以显

著提高人体抗压能力，提高竞争力，增强自信，进而改善不良情

绪的影响。另有研究证明，疏肝解郁药物可以有效改善肝郁症

状，并可提高肝郁患者性激素水平。因而，疏肝法不但可以改

善患者肝郁症状，还可通过提高男性睾酮水平，达到补肾的

作用［１１］。

%

　“肝肾同治”是治疗阳痿的基本法则
肝郁肾虚血瘀为阳痿的基本病机，治疗时以疏肝补肾活血

为主。兼湿热者佐以清热利湿，兼气血亏虚者佐以益气养血，

兼寒凝者佐以温阳散寒。同时又要注重年龄因素，中青年时期

以肝郁血瘀为主，肾虚次之；老年时期以肾虚血瘀为主，而肝郁

次之［１２］。临床治疗时，要谨守病机，辨病与辨证，辨证与辨症相

结，做到知常达变，才能达到好的治疗效果。

５．１　疏肝解郁，补肾活血
常见于中青年患者，病程较短，阳痿伴见情绪抑郁，喜叹

息，胁肋胀闷，口苦咽干，舌红苔白，脉弦。方用逍遥散加味。常

用药物：柴胡、白芍、淫羊藿、熟地黄、水蛭、三七、远志等。柴胡、

白芍相配，一散一敛，使肝气得舒，肝血得补，为解肝郁之主药；

熟地黄补肾填精，滋水涵木；淫羊藿补肾助阳；水蛭、三七活血

化瘀通络；远志强志起痿。全方共奏疏肝解郁，补肾活血之效。

５．２　温肾助阳，疏肝活血
多见于老年患者，病程较长，阳痿伴见性欲淡漠，腰膝酸

痛，倦怠乏力、四末不温，畏寒怕冷，小便清长。舌淡胖，苔白或

水滑，脉沉细。方用右归丸加减。常用药物：肉桂、鹿角胶、熟

地、山萸肉、淫羊藿、巴戟天、柴胡、白蒺藜、三七、地龙等。肉桂、

鹿角胶为君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熟地黄、山萸肉滋阴益肾

补肝，取“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之意；淫羊藿、巴戟天，温补

命门之火；柴胡、白蒺藜疏肝解郁；三七、地龙活血化瘀通络。

全方共奏温肾助阳，疏肝活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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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养阴清热，疏肝活血
阳痿伴见腰膝酸软，失眠多梦，五心烦热，潮热盗汗，五心

烦热，神疲口燥，遗精早泄。舌红少津，脉细数。方用左归丸加

减，常用药物：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子、菟丝子、芍药、当归、郁

金、薄荷、水蛭等。方用熟地之补肾为君，滋水涵木；山茱之补

肝为臣；配以枸杞补精，芍药、当归补血，精血互化；菟丝补肾中

之气；郁金、薄荷疏肝清热；水蛭通络活血。全方共奏养阴清

热，疏肝活血之效。

&

　小结
阳痿的发病是以肝肾两脏为中心，肝肾同源理论揭示肝肾

两生理病理上密切相关。由于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在临床治疗

肝病与肾病必当二者兼顾，即肝血虚，补养肝血亦当填补肾精；

肾精不足，补益肾精亦当滋养肝血。又如肝阳上亢往往是阴不

足而致，故平肝潜阳，亦当滋补肾阴。只有二者兼顾才能使阴

阳平衡，恢复正常生理活动。另外，阳痿的病因繁多，病机复

杂，阴阳气血津液亏损，气滞、血瘀、痰浊、寒凝、湿热等病邪，皆

可致宗筋失于濡养，或精气血不能畅达。临证论治当辨病辨

证，或虚实、或寒热。还应从患者体质、原发疾病、发病时间、年

龄、病程以及治疗经过等众多因素去分析探究，给予综合个体

化治疗，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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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超声检查与血β－ＨＣＧ检测对输卵管妊娠药物治
疗的指导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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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阴道超声检查与血 β－ＨＣＧ检测对输卵管妊娠药物治疗的指导作用展开研究分
析。方法：随机选取我院接收的６０例异位妊娠患者，在行阴道超声检查后给予保守药物治疗，对比治疗前后
超声检查特点及血β－ＨＣＧ水平进行观察。结果：６０例患者经阴道超声检查后，宫腔内未见孕囊，而子宫一
侧或者卵巢可见典型的“输卵管环征”包块，直径均不足４．０ｃｍ。治疗前后超声检查血流分级，各个等级例
数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治疗后血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以及ＲＩ与治疗前之间对比，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血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越低表示治疗效果越好；ＲＩ越小表示血流丰
富，治疗效果越差。结论：阴道超声检查与血β－ＨＣＧ检测可用于药物治疗输卵管妊娠的筛选；超声检查血
流分级越高，血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越高，滋养动脉血流阻力指数越小，预示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需行手术
治疗。

【关键词】　阴道超声；血β－ＨＣＧ；输卵管妊娠；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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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妊娠（ＴＰ）会对患者产生重大的危害，如大出血、剧
烈腹痛等，严重时还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在临床上常采

用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的方法［１］。本次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期间我院接收的６０例异位妊娠患者，通过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初步了解阴道超声检查与血 β－
ＨＣＧ检测对输卵管妊娠药物治疗的指导作用，旨在提高对异位
妊娠患者的治疗能力，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期间接收的６０例异位妊娠患者，均经手术病理或临床诊断确
诊为输卵管妊娠，年龄范围２１～３７岁，平均年龄（２７３±６２）
岁；停经３３～５１ｄ，平均（３９５±１２８）ｄ。纳入标准：（１）超声检
查宫腔内未显示孕囊者；（２）包块直径 ＜４ｃｍ；（３）无肝肾功能
异常等用药禁忌症。

１２　方法
应用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ＰＲ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开展检查工

作，探头型号为 ＩＣ５－９Ｈ，频率控制为 ６５ＭＨｚ。应用贝克曼
Ｄｘｉ８００型测量仪开展血β－ＨＣＧ测定工作，测定试剂由宁波海
尔施公司配套提供。所有研究对象入院后给予血 β－ＨＣＧ、血
常规、肝肾功能以及阴道超声检查确诊，排除用药禁忌，均行药

物治疗。阴道超声检查步骤，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取涂布少许

耦合剂探头轻缓置入患者阴道内，经二维图像对盆腔内部结构

进行观察，开展包括超声检查，观察包括组织范围及内部血流

信号，选取清晰较大的血流信息开展脉冲多普勒取样。药物治

疗方法，给予甲氨蝶呤５０ｍｇ／ｍ２，单次肌肉注射，联合用药非司
酮片２５ｍｇ，２次／ｄ，持续用药４ｄ。用药１周后复查血 β－ＨＣＧ，
直至血β－ＨＣＧ水平降至１００ｍＩＵ／ｍＬ以下，以后每周复查血β
－ＨＣＧ直至正常。

１３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
对６０例患者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测后，采用回顾性分析法，

根据医院输尿管妊娠相关规范准则设计调查表，将各项观察指

标详细记录于调查表中，通过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分析［２］。超声

检查血流分级［３］，０级：包块未显示血流信号；Ｉ级：包块显示星
点状血流信号；ＩＩ级：包块显示１／３～１／２血流信号，内部可见分
支点状；包括ＩＩＩ级：包块呈现彩环状血流信号，内部可见分支短
杆状。输卵管妊娠病灶滋养动脉血流频谱参数：收缩期峰值流

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以及滋养动脉血流阻力指数
（ＲＩ）。疗效判定，治疗后血 β－ＨＣＧ浓度越小，组织血流信号
分级越低，治疗效果越好。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连续性变量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组间对比应用两独立样本计量资料采用 ｔ值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值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超声检查血流分级情况

６０例患者经阴道超声检查后，宫腔内未见孕囊，而子宫一侧
或者卵巢可见典型的“输卵管环征”包块，直径均不足４０ｃｍ。治
疗前后超声检查血流分级，各个等级例数情况，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超声检查血流分级情况

组别 例数 ０级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治疗前 ６０ ３ １２ １７ ２８

治疗后 ６０ ８ ２０ ２２ ７

２２　治疗前后血β－ＨＣＧ及包块血流水平
治疗后血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以及 ＲＩ与治疗前之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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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血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
越低表示治疗效果越好；ＲＩ越小表示血流丰富，治疗效果越差。

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血β－ＨＣＧ及包块血流水平（珔ｘ±ｓ）

组别 例数 血β－ＨＣＧ（ｍＩＵ／ｍｌ） ＰＳＶ ＥＤＶ ＲＩ

治疗前 ６０ ２８５９±８３６ １６３９±２１６ ５８９±１０８ ０３９±００８

治疗后 ６０ ７９６±１６９ １２８６±２０６ ３１９±１１２ ０６１±０１９

ｔ值 １６１５０ ７１１ ６５９ ５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常规妊娠情况下，受精卵着床部位为子宫体腔内，临床上

称为宫内孕。如果孕卵在子宫体腔外部着床进行生长发育则

会出现异位妊娠，即宫外孕。异位妊娠发生的部位存在多种，

分别包括输卵管、卵巢、腹腔、子宫颈、阔韧带，以及残角子宫

等，输卵管则是临床显示最常见的部位。近年来随着超声诊断

技术的提升，经阴道超声对早期输卵管妊娠的特征性“输卵管

环征”包块的高检出率，联合血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
检测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率得到有效提

升，大量患者可直接通过药物治疗恢复［４］。

经阴道超声检查，可有效了解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判断宫

内真假孕囊，观察异常包块结果，显示包块内部血流分布情况，

从而积极作用于判定胚胎生命力，开展早期诊断治疗，保全患

侧输卵管。相关医学研究指出，输卵管妊娠包块内部各个血流

分级患者药物治疗效果存在差异，超声检查血流分级越高，预

示药物治疗效果越差［５，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６０例患者经阴
道超声检查后，宫腔内未见孕囊，而子宫一侧或者卵巢可见典

型的“输卵管环征”包块，直径均不足４０ｃｍ；治疗前后超声检
查血流分级，各个等级例数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结果提示，治疗后血流分级明显较低。治疗后检测
血β－ＨＣＧ是作为诊断输卵管妊娠的主要方法，重要作用于判
断药物治疗效果［７－９］。本次结果显示治疗后血 β－ＨＣＧ、ＰＳＶ、
ＥＤＶ以及ＲＩ与治疗前之间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亦可见用药治疗前高血 β－ＨＣＧ水平是判定治疗
效果的重要因素，血 β－ＨＣＧ、ＰＳＶ、ＥＤＶ越低表示治疗效果越
好；ＲＩ越小表示血流丰富，治疗效果越差。与相关文献报道结
果相符［１０～１２］。输卵管妊娠包块滋养细胞周围血流为受精卵着

床部位，母体动脉血在进入滋养层间隙后阻力减低，形成特征

性的滋养动脉血流信号，治疗成功组包块内部回声逐步提高，

包块缩小，输卵管环内无回声塌陷、变形，渐呈现高回声，血流

信号减弱，直至消失；而治疗失败组治疗后包块内血供不减少

或提升［１３～１５］。

总而言之，阴道超声检查与血 β－ＨＣＧ检测可用于药物治
疗输卵管妊娠的筛选；超声检查血流分级越高，血 β－ＨＣＧ、
ＰＳＶ、ＥＤＶ越高，滋养动脉血流阻力指数越小，预示药物治疗效
果不理想，需行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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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６

顺德区围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调查
"

刘曼丽　张朝红　廖翠英　郖健蓉　许振付　胡妙芳　谢映君　关瑞芬
佛山市顺德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３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对顺德地区的围绝经期年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希望能够对顺德地区的问
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提高生活质量。方法：按１∶１比例随机抽查顺德区大良、容桂、伦教三个镇街４０～６０
岁围绝经期妇女，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调查。结果：佛山市顺德区妇女自然绝经年龄平均

４８７岁，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为７６％，症状前三位是疲乏、失眠、骨关节痛，２１％的人了解激素替代疗法
（ＨＲＴ），５％的人使用过ＨＲＴ。结论：围绝经期综合征严重影响围绝经期妇女身心健康，应引起高度重视并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关键词】　围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围绝经期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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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生
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加大。围绝经期一般发生在妇女４０～６０
岁左右，主要是妇女在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是一个较为特殊

的阶段，由于其身体卵巢功能的衰退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

影响着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的和睦甚至社会安定。围绝经期妇

女主要表现在生育能力和性活动能力的下降、月经周期不规

则、经期持续时间长、经量增多或减少以至停止、性器官进行性

萎缩而逐渐衰老［１］。目前加强围绝经期妇女的健康保健已受

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本文对佛山市顺德区社区４０～６０
岁妇女进行调查，以便对在当地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合理的

围绝经期保健措施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按１∶１比例随机抽查顺德区大良、容桂、伦教三个镇街居住
半年以上４０～６０岁围绝经期妇女进行调查。
１２　方法

本调查已经经顺德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伦理委员

会审查通过。

设计调查表：在本中心妇科领域资深专家指导下制定《顺

德区围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调查表》。调查表

内容包括：年龄、婚姻、职业等一般情况，月经、生育及绝经情

况，围绝经期保健服务需求，出现围绝经期相关症状以及激素

治疗情况等。

调查方式：调查由调查对象填写，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

交流，主要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有无围绝经期症状

及其对生活的影响，对围绝经期不适的态度，以及对自身生活

质量的评价。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将整理好的资料输入Ｆｏｘｐｒｏ，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

理，数据采用百分比、均数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与分析
在调查期间，共发放调查表１５６３份，收到实际有效调查表

１５２５份，有效率９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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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一般情况
（１）年龄分布：调查对象中年龄 ４０～４５岁 １７５人，占

１１５％；４６～５０岁４６２人，占３０３％；５１～５５岁５６４人，占３７％；
５６～６０岁 ３２４人，占 ２１２％；（２）工作状态：上班 ５７９人，占
３８％；自主创业１１７人，占８％；退休８２９人，占５４％。（３）文化
程度：调查对象小学学历２１７人，占１４％；中学学历１０９３人，占

７２％；大专及以上学历２１５人，占１４％；（４）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对象家庭月均收入少于３千元１３８人，占９％；月均收入３千至
５千元７５６人，占５０％；月均收入大于５千元６３１人，占４１％。
（５）调查对象的日常锻炼情况及是否经常参加体育活动：９２７人
有经常参加活动，占 ６１％；５９８人没有参加活动，占 ３９％。见
表１。

表１　一般情况

　　　　　　　　年龄段

项目　　　　　　　

４０～４５岁（ｎ＝１７５）

人数 比例

４６～５０岁（ｎ＝４６２）

人数 比例

５１～５５岁（ｎ＝５６４）

人数 比例

５６～６０岁（ｎ＝３２４）

人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５２５）

人数 比例

工作状态 上班 １５４ ８８０ ３３２ ７１９ ８５ １５１ ８ ２４ ５７９ ３８０

自主创业 １８ １００ ５１ １１０ ２９ ５１ １９ ５９ １１７ ７７

退休 ３ １７ ７９ １７１ ４５０ ８００ ２９７ ９１７ ８２９ ５４２

文化程度 小学 １５ ８６ ４５ ９７ ６８ １２１ ８９ ２８０ ２１７ １４０

中学 １０３ ５８９ ３３４ ７２２ ４５０ ８００ ２０６ ６４０ １０９３ ７２４

大专及以上 ５７ ３２６ ８３ １８０ ４６ ８２ ２９ ９０ ２１５ １４３

家庭

经济状况

月入＜３千元 ９ ５１ ３２ ６９ ５５ ９８ ４２ １３０ １３８ ９０

月入３～５千元 ５４ ３０９ １６３ ３５３ ３１６ ５６０ ２２３ ６９０ ７５６ ５０４

月入＞５千元 １１２ ６１０ ２６７ ５８０ １９３ ３４２ ５９ １８０ ６３１ ４１０

锻炼情况 有 １２０ ６８６ ２０７ ４４８ ３９０ ６９１ ２１０ ６４９ ９２７ ６１４

无 ５５ ３１４ ２５５ ５５２ １７４ ３０９ １１４ ３５２ ５９８ ３９４

２２　月经及生育情况
（１）生育情况：调查对象中有子女的１５０７人，占９９％；无生

育史１８人，占１％。（２）分娩方式：自然分娩１３３５人，占８８％；

剖宫产１９０人，占１２％。（３）月经史方面：６６％调查对象认为月
经量适中，１２％调查对象反映痛经程度较重。见表２。

表２　月经及生育情况

　　　　　　　　年龄段

项目　　　　　　　

４０～４５岁（ｎ＝１７５）

人数 比例

４６～５０岁（ｎ＝４６２）

人数 比例

５１～５５岁（ｎ＝５６４）

人数 比例

５６～６０岁（ｎ＝３２４）

人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５２５）

人数 比例

生育情况 有 １７３ ９９３ ４５７ ９９３ ５５７ ９９３ ３２０ ９９３ １５０７ ９９１

无 ２ １２ ５ １４ ７ ２３ ４ １１ １８ １２

分娩方式 自然分娩 １１５ ６６２ ３７９ ８２４ ５２９ ９４２ ３１２ ９６２ １３３５ ８８１

剖宫产 ６０ ３４１ ８３ １８２ ３５ ６１ １２ ４０ １９０ １２４

痛经史 轻 １４３ ８２０ ４０９ ８９１ ５０７ ９０２ ２８５ ８８１ １３４４ ８８３

重 ３２ １８０ ５３ １１２ ５７ １００ ３９ １２３ １８１ １２０

２３　围绝经期症状及激素替代疗法（ＨＲＴ）使用情况
围绝经期常见症状发生情况：在１５２５例妇女中，有１１５８例

（７６％）至少有一种绝经期症状，各年龄组绝经期症状的发生不
全相同。见表３。

激素替代疗法（ＨＲＴ）使用情况：根据调查显示围绝经期妇
女对ＨＲＴ清楚了解的仅占２１％，ＨＲＴ的使用率为５％，其中有
６３％的妇女希望接受此方面的教育。ＨＲＴ的知晓和使用情况
不容乐观。以上两种情况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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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围绝经期症状及ＨＲＴ使用情况

　　　　　　　　年龄段

项目　　　　　　　

４０～４５岁（ｎ＝１７５）

人数 比例

４６～５０岁（ｎ＝４６２）

人数 比例

５１～５５岁（ｎ＝５６４）

人数 比例

５６～６０岁（ｎ＝３２４）

人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５２５）

人数 比例

绝经情况 ２ １２ ２８８ ６２３ ５３２ ９４３ ３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４６ ７５３

潮热出汗 ５０ ２９２ １５２ ３３２ ２７６ ４９３ １６２ ５０２ ６４０ ４２２

心悸失眠 ４３ ２５３ １９５ ４２３ ２８９ ５１２ １７７ ５５７ ７０４ ４６３

疲乏健忘 ４５ ２６６ ２１１ ４６４ ２９４ ５２５ １８８ ５８０ ７３８ ４８１

骨关节疼痛 ３３ １９１ １７８ ３９１ ２８３ ５０４ １７８ ５５０ ６７２ ４４２

生殖道感染 ２５ １４５ １５４ ３３１ ２１２ ３８７ １７４ ５４８ ５６５ ３７７

ＨＲＴ情况
了解 ５６ ３２３ ９７ ２１０ １０５ １９０ ５５ １７２ ３１３ ２１９

使用过 ０ ０ １４ ３ ３９ ７ ２８ ９ ８１ ５％

２４　不同年龄阶段围绝经期妇女保健服务需求及了解保健知
识途径状况

　　通过调查分析显示：在４６～５５岁之间妇女的保健意识相对
较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保健意识有所下降，但总体效果较

好；同时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形式了解保健知识的大多集中

在４０～４５岁，年龄相对较小；年龄越大，网络了解相对较少，更
多的是通过书刊杂志以及一些社区讲座等。见表４、表５。

表４　不同年龄阶段围绝经期妇女保健服务需求状况

　　　　　　　　年龄段

需求项目　　　　　

４０～４５岁（ｎ＝１７５）

人数 比例

４６～５０岁（ｎ＝４６２）

人数 比例

５１～５５岁（ｎ＝５６４）

人数 比例

５６～６０岁（ｎ＝３２４）

人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５２５）

人数 比例

定期全面体检 ８０ ４６２ ２４６ ５３５ ３２０ ５７３ １２０ ３７３ ７６６ ５０８

缓解潮热失眠等 ７９ ４５２ ２７８ ６０８ ３３９ ６０６ １２８ ４０６ ８２４ ５４６

调整月经 ７８ ４６３ ２４５ ５３４ ３６３ ６４４ １４５ ４５５ ８３１ ５５７

提高性生活质量 ８６ ４９２ ２８９ ６３８ ３５４ ６３２ １５２ ４７５ ８８１ ５７４

围绝经期咨询 ８７ ５０５ ２７４ ５９３ ３７８ ６７５ １４７ ４５４ ８８６ ５８１

心理咨询 ８９ ５１６ ２３１ ５０５ ３５４ ６３８ １９６ ６０５ ８７０ ５７０

表５　了解保健知识途径状况

　　　　　　　　年龄段

知识来源　　　　　

４０～４５岁（ｎ＝１７５）

人数 比例

４６～５０岁（ｎ＝４６２）

人数 比例

５１～５５岁（ｎ＝５６４）

人数 比例

５６～６０岁（ｎ＝３２４）

人数 比例

合计（ｎ＝１５２５）

人数 比例

广告网络 ７５ ４３６ ２３０ ５００ ２５６ ４５４ １４５ ４５６ ７０６ ４６５

广播电视 ６０ ３４８ ２４５ ５３１ ３０５ ５４４ ２０４ ６３３ ８１４ ５３５

书报杂志 ８９ ５１４ ２００ ４３８ ２８９ ５１５ ２５６ ７９５ ８３４ ５５４

医疗讲座 ５４ ３１１ １７４ ３８６ ２３５ ４２６ ２３１ ７１５ ６９４ ４６５

社区宣传栏 ６３ ３６０ １４５ ３１４ ２４５ ４３７ １４７ ４５４ ６００ ３９６

#

　讨论
３１　围绝经期妇女一般情况

在对本社区１５２５例围绝经期妇女调查中发现，自然绝经平
均年龄４８７岁，与广东田丰莲等［２］报道的４８６岁接近。采用
年龄段的结果分析，更加能够清晰的显示在各个年龄段的发病

情况，以及在哪个年龄段存在的问题更多以便做出相应的措

施，本研究显示被调查者中年龄在５１～５５岁居多，占３７％，文
化程度以高中及中专为主体，约占７２％，围绝经期症状发病率
前３位是疲乏健忘、心悸失眠、骨关节痛，分别占 ４８％，４６％，
４４％。结合表１和表３分析，结果与陈丽丽［３］研究一致，发现围

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病水平受妇女的年龄、文化程度、饮食情况、

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年龄≥５０岁的妇女其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

病水平与４６～５０岁及４０～４５岁年龄组的妇女相比差异具有显
著性；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妇女显著高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

妇女发生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水平要高，对于不参加体育活

动的对象要低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妇女［４，５］。

３２　围绝经期症状自我预防和保健
（１）心理方面：围绝经期妇女要学习围绝经期各种生理和心理

变化的有关知识，认识这阶段全过程的经过，使自己接受这一过程

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保持情绪稳定、心理愉快，并在思想上消除

顾虑和恐惧［６，７］。（２）生理方面：为了能够有效预防围绝经期综合
征的发生，要做到早睡早起，做事要劳逸结合，经常参加涉外的体育

锻炼，若条件不方便可以选择饭后散步、慢跑等方式纾解心中的压

力，还可以跳舞、打太极拳等［８］。（３）合理饮食：注意合理的饮食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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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暴饮暴食，并且荤素搭配合理，要多食蔬菜，多食钙、锌、磷、铁

和蛋白质多的食物如：鱼、肉、蛋、奶、豆类补充营养，经常食用粗粮

等［９］。（４）家庭方面：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
成的，因此，围绝经期所出现的一些变化，特别是精神变化所引起的

易激动、烦躁等，应得到社会上人们的理解，尤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丈

夫和子女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慰籍［１０］。

３３　围绝经期妇女的社区干预措施
目前的调查显示，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妇女的保健意识还不

够充分，因此要大力宣扬围绝经期的保健，并安排专门的保健

人员进行耐心讲解，同时社会的卫生服务机构应重视社区围绝

经期妇女的健康问题，经常上门服务以及耐心指导，多给予人

文关怀，来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水平［１１］。设置专门的保健门

诊，医生应与妇女耐心交谈，认真听取患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并

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要讲究健康教育的技巧，同时要积极

开展健康讲座，大力宣传围绝经期的自我保健知识。对于围绝

经期的妇女要做好统一管理，认真记录每项信息，定期督促检

查及复诊等［１２］。应播放健康教育的幻灯片，在社区醒目的地点

提供妇女自我保健的安全手册，提供专门的咨询师以及固定电

话，以及举办家园活动健身运动等［１３］。

３４　以科学为导向，正确应用激素治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女性对其健康和生活质量会更

加关注，国际绝经学会的指南中一直建议继续使用激素治疗

（ＨＲＴ）来缓解绝经症状、改善泌尿生殖道萎缩及预防骨丢失和
骨折，所以 ＨＲＴ将是广大绝经妇女的需求［１４］。而调查中发现

ＨＲＴ临床使用率低，由此可见，调查对象对绝经的相关知识相当
匮乏，ＨＲＴ的宣传教育仍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医护
人员进行学术宣讲，提高使用ＨＲＴ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等
途径对民众进行宣传，提高他们的认知度及自我保健意识［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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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徐春辉１　杨丽２

!

１本溪市妇幼保健所妇女病防治科，辽宁 本溪 １１７０００
２本溪市中心医院 妇科，辽宁 本溪 １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妊娠结局受到妊娠期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情况，以此来提升临床医生对妊娠期生
殖道感染的诊断水平。方法：我院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间进行产前检查的所有妊娠期妇女，经过
检查发现其中８６２例存在生殖道感染现象，将其列为观察组，并将观察组中的患者根据是否存在临床症状以
及有无实施治疗分为四组，分别为组１、组２、组３、组４，另外选择同一时间进行产前检查的８６２例生殖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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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阴性的孕妇作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发症；此外对观察组中的每组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研究

来分析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情况。结果：通过对本文所选的研究者进行分析，观察组的组

１、组２、组３、组４中不良妊娠发生率分别为２６６２％、１５５８％、３９８２％、１６６７％，对照组为１３６９％，组２、组
４中的患者出现不良妊娠的发生率略微比对照组高，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１和组３孕妇
出现不良妊娠的几率明显比对照组高，而且相比较而言，组３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比组１高，两组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为６２８８％，对照组为１９４９％，两组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妊娠期存在生殖道感染的孕妇出现不良妊娠以及新生儿并发症的几率明显高
于未发生感染的孕妇，根据可能引起不良妊娠结局的生殖道感染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为抗菌药物，能够很好

的降低不良妊娠的发生几率。

【关键词】　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妊娠结局；影响因素；临床分析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ＸＵＣｈｕｎｈｕｉ１，ＹＡＮＧＬｉ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ｎｘｉ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ｎｘｉ
１１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ｅｎｘ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ｘｉ１１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ｔｈ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ｌｌ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ａｎｄ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８６２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ｒｅｂ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ｎａｍｅｌｙ，ｇｒｏｕｐ１，ｇｒｏｕｐ２，ｇｒｏｕｐ３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４．Ａｎｏｔｈｅｒ８６２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ｉｔｈ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ｆ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ｇｒｏｕｐ２，ｇｒｏｕｐ３，ｇｒｏｕｐ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２６．６２％，
１５５８％，３９．８２％，１６．６７％ ａｎｄ１３．６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２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４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ｓ１
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ｇｒｏｕｐ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１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２．８８％ ａｎｄ１９．４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ｒｕｇｓ，ａｓａｍａｊｏ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ｌａｒｇ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生殖道感染是引起女性生殖道内环境破坏以及正常菌群
失调的主要原因，患者可出现白带增多、外阴瘙痒、异味以及色

泽异常等感染现象［１］。临床最多见的病原体为细菌，此外还有

衣原体属、支原体属以及病毒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女性生殖道

感染的原因。在女性妊娠期间尤其多见生殖道感染，这与女性

妊娠期免疫功能出现变化以及雌激素水平变化有一定的相关

性［２，３］。我院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间进行产前检查
的所有妊娠期妇女，对生殖道感染影响妊娠结局的情况进行分

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间在我院进行产前检查的
所有妊娠期妇女，其中８６２例存在生殖道感染情况，另外选择同
一时期８６２例生殖道细菌培养阴性的女性作为对照。观察组患
者年龄在２０～３２岁之间，平均为（２９６３±４２５）岁；孕周在１５
～２３周之间，平均为（２０３４±４０２）周。对照组患者年龄在２２

～３１岁之间，平均为（２８６３±３２４）岁；孕周在１６～２４周之间，
平均为（１９２５±２６３）周。所有产妇均为单胎妊娠。观察组患
者根据是否存在临床症状以及有无实施治疗将其分为４组，组
１的２７８例为有临床症状同时实施针对性治疗的患者，组２的
１５４为无临床症状同时实施针对性治疗的患者，组３的２２６例
为有临床症状但并未实施有针对性治疗的患者，组４的２０４例
为无临床症状也未实施有针对性治疗的患者。通过对两组患

者各项基本资料进行比较，未见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ＴＯＲＣＨ检查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反应对研究对象进行
检测，测定其血清中ＩｇＭ抗体。
１２２　支原体属、衣原体属以及细菌检查　采集生殖道分泌物
样本，检测支原体属、衣原体属以及细菌培养，通过镜检分析，

查看滴虫以及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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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系统软件，用ｔ检验对计

量资料进行统计，用 χ２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良妊娠发生几率

组２、组４的患者出现不良妊娠（早期自然流产、中期自然
流产、死胎、早产、先天疾患或者畸形）的几率稍比对照组高，差

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１和组３的不良妊娠发生
率明显比对照组高，同时组３的发生率明显比组１高，两组患者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不良妊娠的发生率比较（％）

组别 调查例数 不良妊娠例数 发生率

组１ ２７８ ７４ ２６６２

组２ １５４ ２４ １５５８

组３ ２２６ ９０ ３９８２

组４ ２０４ ３４ １６６７

对照组 ８６２ １１８ １３６９

２２　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为 ６２８８％，对照组为

１９４９％，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

并发症
感染组（ｎ＝８６２）

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ｎ＝８６２）

例数 发生率

新生儿窒息 １３４ １５５５ ４２ ４８７

新生儿肺炎 ５０ ５８１ ３４ ３９４

低体重儿 ８０ ９２８ ３８ ４４１

死胎 ９８ １１３７ ２２ ２５５

#

　讨论
女性在妊娠期间常见生殖道感染，多为细菌感染，患者在

妊娠期间雌激素水平有所变化，通过刺激生殖道内皮细胞，使

糖原合成增加，导致生殖道上皮细胞的电荷从原来的负电荷转

变为正电荷，降低了原本的负电荷对细菌表面的同性电荷排斥

作用，与正常人相比，更容易受到侵袭［４］。此外，多种激素引起

的机体内环境出现变化，对于原来寄生在生殖道内的正常菌群

产生破坏及抑制效果，例如乳杆菌属等，这些正常的菌群存在

的抵抗作用消失或者减弱。细菌感染可能会引起例如早产、胎

儿窘迫、羊水污染以及异位妊娠等多种不良妊娠结局［５，６］。支

原体属感染主要是引起孕妇自身机体免疫力下降，主要的致病

在于将胎膜细胞破坏，是引起胎膜早破等妊娠并发症的一个原

因。在所有生殖道感染中病毒感染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因大

多数病毒浸入人体时，母体还无法与其对抗，病毒就会随着血

液循环浸入胎儿体内，对胎儿产生影响，严重时甚至导致

死胎［７］。

生殖道感染的检查，针对不同的病原体采取的检查方法也

各不相同，ＴＯＲＣＨ检查主要是对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以及单

纯疱疹病毒等进行检测，是一种有效的检查方法；通过酶联免疫

吸附反应，检测病毒是否存在，收集生殖道分泌物主要是对衣

原体属、支原体属以及细菌等进行检测［８－１０］。本文研究结果指

出，观察组患者出现不良妊娠的几率为 ２５７５％，对照组为
１３６９％，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这就说明产前对生殖
道感染进行检查，能够很好的预示不良妊娠的发生情况。此

外，两组新生儿的并发症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这就为优生优

育以及新生儿的并发症治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临床上

对生殖道感染进行检查的项目还没有完全纳入到产前检查的

范围，但是这项检查的临床意义已经得到认可［１１］。

现今，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应用药物以及采取的治疗方法仍

未得到统一结论，多数医师仍以抗生素为主要治疗药物［１２］。一

些患者担心药物会对胎儿以及自身产生影响，因而拒绝使用药

物治疗。本文作者针对这一现象对是否用药物实施治疗进行

了分析，在所选的研究者中，观察组的组１、组２、组３、组４中不
良妊娠发生率分别为２６６２％、１５５８％、３９８２％、１６６７％，对照
组为１３６９％，组２、组４中的患者出现不良妊娠的发生率略微
比对照组高，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１和组３
孕妇出现不良妊娠的几率明显比对照组高，而且相比较而言，

组３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比组１高，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为６２８８％，对照组
为１９４９％，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通过对
出现感染的患者是否存在临床症状再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

明：有症状的患者出现不良妊娠的发生率为３２５４％，无症状的
患者出现不良妊娠发生率为１６２０％，这就说明有症状患者出
现妊娠不良的发生率较高［１３］。无症状患者是否应用了抗菌药

物治疗对不良妊娠发生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差异并不明显；

然而有症状患者是否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对不良妊娠发生率的

影响较为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对于存在
症状的生殖道感染阳性患者来说，应用抗菌药物的治疗效果显

著，而对于无症状的患者来说效果并不明显［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妊娠期存在生殖道感染的孕妇出现不良妊娠发

生率以及新生儿并发症的几率明显高于未发生感染的孕妇；引

起不良妊娠结局的生殖道感染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为抗菌药物，

能够很好的降低不良妊娠的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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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林建军，陆昱养，郑文颖，等．沿海半岛地区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
染及耐药情况分析．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５）：５２５－５２６．

［１３］　谭玉清，朱坤仪，陈敏，等．生殖道感染对早中期妊娠结局影响的
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３６（１９）：５６４－５６５．

［１４］　赵德珍，应婷儿，洪亚，等．胎膜早破与孕产妇生殖道支原体属及
细菌感染的关系探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６）：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５］　蒋丹萍，杜晓东．妊娠期生殖道感染对初产妇妊娠结局的影响．
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４，４６（９）：５６７－５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２３）

【第一作者简介】周雪梅（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诊治与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８

卵巢早衰性不孕症预后及妊娠结局研究
周雪梅１　辛亚兰２　袁丽萍３　王霞３　吴羽１　廖芸１

１乐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２眉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２０
３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四川 乐山６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卵巢早衰（ＰＯＦ）性不孕症的发病相关因素、预后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以４２例卵巢早衰性不孕症为研究对象（ＰＯＦ组），收集同期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６０例作为对照（对照组），
分析ＰＯＦ发病相关因素、临床预后以及受孕和妊娠结局情况。结果：ＰＯＦ组全部都有停经史，平均孕产次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但是初潮平均年龄两组相当（Ｐ＞００５）。ＰＯＦ组 ＦＳＨ、ＬＨ和 Ｅ激素水平，子宫、双侧
卵巢体积以及窦卵泡计数等与对照组明显不同（Ｐ＜０００１）。ＰＯＦ组患者中腮腺炎病毒／细菌感染史、宫颈
Ｌｅｅｐ刀手术史、放射性及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史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０１），但是附件手术史以及巨大精神创伤史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ＯＦ组治疗１年后月
经周期恢复率及自觉症状改善率均在９５％以上，激素 ＦＳＨ、Ｅ、ＬＨ，子宫体积、卵巢体积、窦卵泡等情况也在
持续改善，但是，卵巢功能相关临床指标达标率较低。两组随访２年，ＰＯＦ组自然妊娠率７４％（３／４２），辅助
生殖率４８％，抱婴率４８％（２／４２），对照组自然妊娠率２５０％（１５／６０），辅助生殖率２８３％，抱婴率３８３％
（２３／６０），两组自然妊娠率、辅助生殖率以及抱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卵巢早衰性不孕症
发病病因复杂，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治疗效果不佳，卵巢功能指标恢复正常率较低，治疗后妊娠率、抱婴率

也较低，要加强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关键词】　卵巢早衰；不孕症；相关因素；妊娠结局；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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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早衰（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ＯＦ）是指月经初潮正
常或青春期延迟，第二性征发育正常的女性在４０岁以前出现的
持续性闭经和性器官萎缩，卵巢功能衰退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潮

热多汗、阴道干涩、性欲下降等雌激素降低的一种综合征［１］，是

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ＰＯＦ的确切病因
仍然不十分清楚，治疗上也有很多困难。据流行病学调查，ＰＯＦ
的发病率约为１％～３％［２］，约有１０％的育龄期女性不孕症是因
为ＰＯＦ导致［３，４］。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孕症患者越来越

多，ＰＯＦ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也有逐年升高且向低龄化发展
的趋势，因ＰＯＦ导致的不孕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均造成诸多
影响［５］。研究卵巢早衰性不孕症的发病相关因素，分析其临床

治疗效果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对该病的预防、临床诊治以

及生育指导有重要意义。本组以４２例卵巢早衰性不孕症为研
究对象，收集同期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６０例作为对照，探讨卵
巢早衰性不孕症的发病相关因素及其预后情况。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０２例病例均为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期间收治的女性
不孕症患者，４２例被确诊为卵巢早衰性不孕症设为 ＰＯＦ组，主
要临床表现为突然停经或月经紊乱；另外６０例为输卵管因素所
致的不孕症，设为对照组。１０２例患者均因不孕而就诊。排除
标准：（１）合并有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生殖系统或其它系统恶性
肿瘤；（２）合并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肝、肾、血液系统
病变；（３）男方精液异常，或输卵管、ＰＯＦ因素以外其他原因导
致的不孕；（４）入组后不能按医嘱进行治疗或治疗后失访；（５）
ＰＯＦ组排除因为手术切除卵巢或放疗后引起卵巢损伤所致的
继发性卵巢功能衰竭患者。

１２　诊断及相关检查
１０２例患者均详细追问相关病史，全面妇检并进行体格检

查，了解患者一般情况。妇科阴道Ｂ超检查测量子宫体积及双

侧卵巢体积并进行基础窦卵泡计数。两组患者均于经周期第３
天早晨抽取空腹肘静脉血５ｍＬ用于 ＦＳＨ、ＬＨ、Ｔ、Ｅ２、ＰＲＬ等激
素的测定，ＰＯＦ组中闭经患者在Ｂ超显示卵巢中无直径≥１０ｍｍ
的卵泡时抽血。ＰＯＦ患者在１个月内有激素类药物使用史者一
个月后再行该项检查，并间隔１个月经周期后复查ｌ次以确诊。

ＰＯＦ组：患者检查结果满足下述条件，即可确诊为 ＰＯＦ：
（１）年龄在４０岁或以下，超过４个月经周期无月经来潮；（２）至
少两次不同日血清 ＦＳＨ＞４０ＩＵ／Ｌ，ＬＨ＞３０ＩＵ／Ｌ，Ｅ２＜２５ｐｇ／ｍＬ；
（３）血清催乳素水平正常，Ｂ超示卵巢缩小，基础窦卵泡减少。
所有确诊的ＰＯＦ病例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甲功五项、免疫全
套、狼疮抗体、卵巢抗体、抗核抗体、抗 Ｓｍ抗体、Ｕｌ－ｎＲＮＰ抗
体、抗Ｊｏ－１抗体、抗ＳＣＬ－７０抗体、抗ｓｓＡ抗体、抗ｓｓＢ抗体、狼
疮抗凝物初筛试验等相关检查。

对照组：诊断符合下述条件：通过输卵管子宫造影或腹腔

镜确诊单侧或双侧输卵管不畅、完全或不完全梗阻、积水；性激

素水平全部正常。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对于存在炎症的患者先给予抗炎治疗，然后视治

疗后输卵管的通畅情况行输卵管通液或腹腔镜下粘连分离术，

并给以生育指导，对于治疗后１年内仍然未妊娠的患者建议进
行辅助生殖。

ＰＯＦ组：对病因明确者先清除病因，治疗原发病或伴随疾
病。应用以激素替代疗法为主的综合治疗。应用雌孕激素序

贯疗法建立人工周期，给予外源性的促性腺素增加雌激素、孕

激素的分泌以及卵泡的正常发育，并给予生育指导。对于治疗

后仍然不孕者，建议进行激素替代治疗周期的卵子赠送和胚胎

移植，若有储备卵巢、卵泡或者胚胎者可采用卵细胞体外成熟

和胚胎移植技术辅助生殖。

１４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病史，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史、附件手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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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Ｌｅｅｐ刀手术史、放射性及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史、腮腺炎病
毒／细菌感染史、巨大精神创伤史，停经史或月经异常情况。统
计两组患者年龄、初潮年龄，ＦＳＨ、ＬＨ、Ｅ激素水平，窦卵泡数以
及子宫、卵巢体积。统计ＰＯＦ组中染色体异常、自身抗体（＋）、
合并其他内分泌异常情况。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进行必要的

监测或随访，记录两组临床指标达标率。ＦＳＨ、ＬＨ、Ｅ激素水平
达标标准为：不同日血清 ＦＳＨ＜４０ＩＵ／Ｌ，ＬＨ＜３０ＩＵ／Ｌ，Ｅ２＞
２５ｐｇ／ｍＬ；月经周期、自觉症状、子宫体积、窦卵泡数以及卵巢体
积达标标准为：恢复到正常水平。两组均随访２年，记录两组自
然妊娠率、辅助生殖妊娠率、抱婴率、不良妊娠率等。ＰＯＦ组分
别于治疗６个月、１年时复查月经周期恢复情况、自觉症状改善
情况以及激素水平恢复情况。

１５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进行统计学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Ｒ×Ｃ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ＰＯＦ的发病情况

结果显示，ＰＯＦ组患者均有明显的停经史，发病平均年龄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初潮平均年龄和对照组没有差异
（Ｐ＞００５），但是对照组孕产次显著高于ＰＯＦ组（Ｐ＜００５）。对
照组ＦＳＨ、ＬＨ、以及Ｅ激素水平全部在正常范围，ＰＯＦ组的激素
水平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０１）。超声下显示ＰＯＦ组子
宫体积、双侧卵巢体积明显小于对照组，窦卵泡计数很少有超过

３个的，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对两组病史的调查显示，
ＰＯＦ组有腮腺炎病毒／细菌感染史、宫颈Ｌｅｅｐ刀手术史、放射性
及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史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构成比均较高，

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附件手术史以及
巨大精神创伤史也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对ＰＯＦ组患者做进一步检查，发现自身抗体阳性
患者构成比很高，达到５００％（２１／４２），合并其他内分泌异常和
染色体异常者较少，构成比分别为１１９％（５／４２）和４８％（２／
４２）。ＰＯＦ组患者与对照组发病相关因素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不孕症发病相关因素对照

指标 ＰＯＦ组（ｎ＝４２） 对照组（ｎ＝６０） ｔ／χ２ Ｐ值

一般情况 发病年龄 ３１６±４３ ２７２±２９ ４８５７ ＜０００１

初潮平均年龄（岁） １３８±１６ １４０±２２ ０５２６ ＞００５

孕产次 １８±０９ ２６±１２ ３８０９ ＜０００１

平均停经时间（月） ６９±３７ ／ ／ ／

激素水平 ＦＳＨ（ＩＵ／Ｌ） ７９９±２１２ ６８±１２ １７３８１ ＜０００１

ＬＨ（ＩＵ／Ｌ） ４６１±１７３ ５１±１２ １２８１５ ＜０００１

Ｅ（ｐｇ／ｍｌ） ２１７±１９３ ５２９±２９９ ６２０３ ＜０００１

子宫卵巢情况 子宫平均体积（ｃｍ３） ２０９±１６５ ４０８±１４２ ６７１４ ＜０００１

卵巢平均体积（ｍＬ） １０±０８ ６９±３０ １０９２５ ＜０００１

平均窦卵泡（个） １３±０９ ６３±２８ １１８３３ ＜０００１

病史（例） 腮腺炎病毒／细菌感染史 ８ ２ ５２３７ ＜０００１

宫颈Ｌｅｅｐ刀手术史 ７ ２ ３９２７ ＜０００１

射线或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史 ７ １ ５７５５ ＜０００１

自身免疫性疾病史 ６ １ ４３３９ ＜０００１

附件手术史 ５ ２ １６５７ ＞００５

巨大精神创伤史 ２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

其它情况（例） 自身抗体（＋） ２１ ／ ／ ／

合并其他内分泌异常 ５ ／ ／ ／

染色体异常 ２ ／ ／ ／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
对照组６０例患者经过抗炎、通水、分离粘连等治疗，试孕６

个月～１年，观察受孕情况。ＰＯＦ组治疗６个月时，超过９２％的
患者月经周期恢复，自觉症状改善或消失，１年后这两项指标达
标者均超过９５％。经过治疗 ＰＯＦ组 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较治疗前
明显下降，Ｅ水平接近正常，１年后这三个激素水平改善明显，

和６个月时的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但是
ＦＳＨ和ＬＨ水平达到正常水平的比例仍然较低，达标率也只有
５２４％和４７６％。Ｂ超检查发现，ＰＯＦ患者子宫体积、双侧卵巢
体积以及窦卵泡计数均明显改善，１年后和６个月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除过子宫平均体积达标比例较高
（６４３％，２７／４２）外，其余两项指标达标率均较低。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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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２例ＰＯＦ患者治疗及预后情况

指标 ６个月 １年 ｔ／χ２ Ｐ
治疗１年后

指标达标人数（％）

症状 月经周期恢复 ３９ 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４０（９５２）

自觉症状改善 ４０ 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４１（９７６）

激素水平 ＦＳＨ（ＩＵ／Ｌ） ６１４±１１３ ４１１±９３ ９９９０ ＜０００１ ２２（５２４）

ＬＨ（ＩＵ／Ｌ） ２９７±９３ １５３±８７ ７９５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４７６）

Ｅ（ｐｇ／ｍＬ） ４４５±１９３ ７１３±１１９ ８１２６ ＜０００１ ４１（９７６）

子宫卵巢情况 子宫平均体积（ｃｍ３） ３３４±１１６ ３８５±１００ ２４３６ ＜００１ ２７（６４３）

卵巢平均体积（ｍＬ） ２９±０９ ４１±０８ ７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１５（３５７）

平均窦卵泡（个） ２３±０７ ３４±０９ ６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１３（３３３）

２３　两组妊娠情况
两组患者从治疗开始，均随访２年，ＰＯＦ组治疗后共有５例

受孕，其中 ２例通过捐卵辅助生殖，３例自然妊娠（７４％，３／
４２），发生不良妊娠 ３例（６００％，３／５），全部为流产，抱婴率
４８％（２／４２）。对照组自然妊娠率２５０％（１５／６０），不良妊娠率
２８１％（９／３２），其中 ７例为宫外孕，２例流产，抱婴率 ３８３％
（２３／６０），其中３例产妇为双胎。两组自然妊娠率、辅助生殖
率、抱婴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妊娠率差异不
大（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随访２年受孕及妊娠结局对照（例）

组别 ｎ
受孕情况

自然妊娠 辅助生殖

妊娠结局

不良妊娠 抱婴数

ＰＯＦ组 ４２ ３ ２ ３ 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５ １７ ９ ２３

χ２ ４２６２ ７５６８ ０８１４ １３２８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１

#

　讨论
３１　ＰＯＦ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文献报道［６］，３０～４０岁是 ＰＯＦ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停经
和月经紊乱是其主要临床表现。本组所有患者均因不孕症而

就诊，平均年龄（３１６±４３）岁，全部都有停经史，平均孕产次
低于输卵管性不育症患者，但是初潮平均年龄两组相当。输卵

管性不孕症患者ＦＳＨ、ＬＨ和 Ｅ激素水平，子宫体积、双侧卵巢
体积以及窦卵泡计数等卵巢子宫情况全部在正常范围，ＰＯＦ组
的激素水平以及卵巢子宫情况与正常水平相差较远。

卵巢早衰的确切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虽有遗传学因

素、免疫学因素、医源性因素（手术、放化疗）、环境及感染因素

（吸烟、病毒感染等）、心理因素、促性腺激素作用障碍、酶缺陷、

原始卵泡储备过少、卵泡闭锁或耗竭过快等多方面的病因研究

结果［７－９］，但是，大多数卵巢早衰病因不明，称为特发性 ＰＯＦ。
本组研究对文献报道的已经明确的 ＰＯＦ发病相关因素通过询
问病史以及进行相关检查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ＰＯＦ组
患者中腮腺炎病毒／细菌感染史、宫颈Ｌｅｅｐ刀手术史、放射性及
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史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构成比显著高于

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组（Ｐ＜０００１），这和文献报道结果基本一

致［１０］，但是附件手术史以及巨大精神创伤史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这可能和本组研究病例数较少有一定关系。进一步检查

发现自身抗体阳性者（主要是卵巢、子宫内膜以及精子抗体）构

成比达到了５００％，但是，有明确的内分泌异常和染色体变异的
比例并不高，这提示，大多数ＰＯＦ仍然病因不明确，为特发性。
３２　ＰＯＦ的治疗及预后

雌孕激素替代治疗对于年轻的ＰＯＦ患者来说非常重要，既
可缓解低雌激素症状及泌尿生殖道萎缩、预防远期并发症，如

骨质疏松、老年性痴呆等，还可以降低结肠癌的发生率［１１］。本

研究中４２例ＰＯＦ经过雌孕激素序贯为主的综合治疗６个周期
后，月经周期恢复率及自觉症状改善率均在９２％以上，客观指
标ＦＳＨ、Ｅ、ＬＨ、子宫体积、卵巢体积、窦卵泡也在持续改善，１年
后上述指标相关值明显优于６个月时（Ｐ＜００１），但是，客观指
标中除过 Ｅ激素和 ＦＳＨ激素水平达标率分别为 ９７６％和
５２４％，其余指标达标率均不足５０％，尤其以双侧卵巢体积和
窦卵泡计数达标率最低。上述结果提示，治疗对改善患者症

状、防止因ＰＯＦ导致的并发症作用较好，但是对卵巢功能的恢
复效果不太理想，对生育的影响可能仍然存在。

３３　ＰＯＦ对受孕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文献报道［１２－１４］，约３３％的ＰＯＦ患者在疾病早期卵巢内存

在卵泡，但对内源性促性腺激素敏感性低，约２５％的 ＰＯＦ患者
在１～５年内可能有卵泡生长，在人工周期治疗期间或之后可能
发生妊娠。Ｋａｌｕ等［１５］报道约５０％的ＰＯＦ患者出现间歇性排卵
现象，其中５％～１０％的患者在确诊后可以自然妊娠。本组４２
例 ＰＯＦ随访 ２年，自然妊娠率 ７４％（３／４２），辅助生殖率
４８％，全部为捐卵；而 ６０例输卵管性不孕症自然妊娠率
２５０％（１５／６０），辅助生殖率２８３％，全部通过试管婴儿或 ＩＶＦ
实现；最后 ＰＯＦ组抱婴 ２例（４８％），而对照组抱婴 ２３例
（３８３％）；两组自然妊娠率、辅助生殖率以及抱婴率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两组妊娠病例中均发生不良妊娠，ＰＯＦ组以流产为主，
而输卵管性不孕症以宫外孕为主，两组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上述结果提示，ＰＯＦ对患者后期的受孕影响比较严重，经过治疗
后妊娠结局仍然和输卵管性不孕症相比要差很多，预后不良。

综上所述，卵巢早衰性不孕症发病病因复杂，可能和多种

因素有关，治疗效果不佳，卵巢功能指标达标率较低，治疗后妊

娠率、抱婴率也较低。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女性，要加强对

该病的早期预防，及早发现和及早治疗以延缓病情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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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孕和成功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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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盆底功能筛查及治疗的临床观察
陈立霞　宋志秀　姜娟　王艳　李海荣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产后盆底功能筛查及治疗的临床观察分析，方法：对１２３０例张
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公务员女职工 ＰＦＤ患
病率为６４１５％，其中尿失禁（ＳＵＩ）为３６０２％，盆腔器官脱垂（ＰＯＰ）为２８１３％。患病率总趋势随年龄增加
而上升。患病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慢性咳嗽、便秘、子宫切除史、阴道分娩、阴道难产、产程
延长、会阴裂伤、长期久坐是 ＳＵＩ和 ＰＯＰ患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另外长期穿高跟鞋是ＳＵＩ的危险因素，体重
指数、饮酒、绝经是 ＰＯＰ的危险因素。结论：年龄、慢性咳嗽、便秘、子宫切除史、阴道分娩、阴道难产、产程延
长、会阴裂伤、长期久坐是患ＰＦＤ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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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主
要表现为子宫脱垂等盆腔器官膨出（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
ＰＯＰ）、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等一系列
盆底损伤与缺陷的疾病。ＰＦＤ严重地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对
ＰＦＤ病因和危险因素、预防以及治疗的研究已成为目前女性盆
底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职女公务员因其工作具有长时间久坐、

盆底静脉淤血这个特点，而她们ＰＦ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与其
工作长时间久坐有无相关性？国内相关报道较少。本课题分

析张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为

临床宣教及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我市开展的一次女职工妇科病专项筛查中，按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参加生

育保险女职工进行妇科病专项筛查工作的通知》精神，组织开

展公务员在职女职工妇科病专项筛查。选择 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在我院妇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的在职女公务
员，签署知情同意后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对具有下尿路道

症状者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和女性盆腔

器官脱垂问卷表，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从２０岁起，每１０岁为一
个年龄段，分为５组。
１２　排除标准

有以下情况者不纳入研究对象：饮酒、精神性疾病、脊髓损

伤及肿瘤、脊髓结核、脑血管意外。

１３　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均理解力正常。本研究的调查员是经过统一培

训的妇产科女医生。本调查采取面对面问卷的形式，由调查员

填写，回答完毕，立即收回。所有调查对象均由妇科主治医师

及以上级别的人员进行妇科检查。按照国际尿控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ＣＳ）对尿失禁的定义及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关于盆腔器官脱垂的
定义作出诊断并填入问卷。

１４　诊断标准
１４１　按照１９９０年ＩＣＳ对尿失禁的定义［４］。

１４２　盆腔器官脱垂的诊断按照２００１年ＮＩＨ关于盆腔器
官脱垂的定义［５］。

１４３　体重指数ＢＭＩ：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
控制指南》［６］诊断标准。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分析，单因素分析采

用χ２检验，Ｔ（理论频数）＜１时，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获得 Ｐ
值，当１≤Ｔ＜５时，采用校正 χ２检验的结论。采用二分类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确定ＰＯＰ、ＳＵＩ的独立危险因素。
"

　结果
２１　调查的基本情况

问卷有效率为９８３７％（１２１０／１２３０），被调查人群的年龄跨
度在２０～７０岁之间，平均 （４８０±１１０）岁。平均每人接受调
查的时间为１０分钟。
２２　ＰＦＤ的基本流行病学特征

张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 ＰＦＤ患病率为６４１５％，其中 ＳＵＩ
为３６０２％，ＰＯＰ为２８１３％。见表１。

表１　张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ＰＦＤ的基本流行病

疾病分类 患病率［％（ｎ）］ 年龄（均数±标准）

ＰＦＤ ６４１５（７８９／１２３０） ４６０±１２０

ＳＵＩ ３６０２（４４３／１２３０） ４４５±１０９

ＰＯＰ ２８１３（３４６／１２３０） ４７８±８５

２３　年龄与张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ＰＦＤ患病的关系
ＰＦＤ在中老年妇女中患病率较高。ＳＵＩ及ＰＯＰ的患病率总

体趋势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但是５０～５９岁略高于６０岁
及以上者，不同年龄段间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年龄张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 ＰＦＤ的患病情况见
表２。
２４　ＳＵＩ、ＰＯＰ可能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将ＳＵＩ１７个相关因素进行 χ２检验，筛选出１３个因素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别是：年龄、慢性咳嗽、体重指数、分娩
方式、长期久坐、高血压、长期穿高跟鞋、绝经、阴道难产、便秘、

会阴裂伤、子宫切除、产程延长，对应因素患者发生 ＳＵＩ的百分
率。见表２。剩下４个因素：糖尿病、吸烟、饮酒、人工流产，经
χ２检验无统计学意义。

将ＰＯＰ１７个相关因素进行 χ２检验，筛选出１２个因素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别是：年龄、慢性咳嗽、体重指数、便
秘、子宫切除、分娩方式、阴道难产、会阴裂伤、长期久坐、产程

延长、饮酒、绝经，对应因素患者发生 ＳＵＩ的百分率。见表 ２。
剩下５个因素：高血压、糖尿病、人工流产，吸烟、长期穿高跟鞋，
经χ２检验无统计学意义。
２５　ＳＵＩ、ＰＯＰ患病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患病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慢性咳嗽、便
秘、子宫切除史、阴道分娩、阴道难产、产程延长、会阴裂伤、长

期久坐是 ＳＵＩ和 ＰＯＰ的患病的共同危险因素，长期穿高跟鞋是
ＳＵＩ的危险因素，体重指数、饮酒、绝经是 ＰＯＰ的危险因素。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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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与ＳＵＩ、ＰＯＰ患病率的关系

一般情况 调查例数
ＳＵＩ

患病例数（％）
Ｐ

ＰＯＰ
患病例数（％）

Ｐ

年龄段（岁）

２０～ ２４２ ２３（９５）

３０～ ２６２ ５６（２１３７）

４０～ ２７２ ９８（３６０３）

５０～ ２５１ １７４（６９３２）

６０～ ２０３ ９２（４５３２）

０００

７（２８９）

３０（１１４５）

７１（２６１）

１３７（５４５８）

１０１（４９７５）

０００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４ ５６３ １５７（２７８９）

≥２４ ６６７ ２８６（４２８８）
００１

１０３（１８２９）

２４３（３６４３）
０００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５１８ ９３（１７９５）

阴道分娩 ７１２ ３５０（４９１６）
０００

６３（１２１６）

１８０（２５２８）
０００

阴道难产
有 ５７４ ２９１（５０７０）

无 ６５６ １５２（２３１７）
００１

１９６（３４１５）

１５０（２２８７）
０００

会阴Ⅲ度裂伤
有 ５８９ ２６６（４５１６）

无 ６４１ １７７（２７６１）
０００

１８９（３２０９）

１５７（２４５）
０００

长期久坐
＜每天８小时 ６２９ ２０２（３２１１）

＞每天８小时 ６０１ ２４１（４０１）
０００

１４１（２２４）

２０５（３４１１）
０００

慢性咳嗽
有 ３６１ ２７２（７５３５）

无 ８６９ １７１（１９６８）
００２

２０５（５６７９）

１４１（１６２３）
００３

高血压
有 ３１３ ２１６（６９０）

无 ９１７ ２２７（２４７５）
０００

９８（３１３１）

２４８（２７０４）
０５４

糖尿病
有 ３６９ １３７（３７１２）

无 ８６１ ３０６（３５５４）
０３１

１１８（３１９８）

２２８（２６４８）
０１５

子宫切除史
有 １８２ １４３（７８５７）

无 １０４８ ３００（２８６３）
００４

９０（４９４５）

２５６（２４４３）
０００

人工流产
＜２次 ５７９ ２１６（３７３１）

≥２次 ６５１ ２２７（３４８７）
０４１

１５５（２６７８）

１９１（２９３４）
０８４

产程延长
有 ３７０ １７７（４７８４）

无 ８６０ ２６６（３０９３）
０００

１６４（４４３２）

１８２（２１１６）
０００

吸烟
有 ２４７ ９５（３８４６）

无 ９８３ ３４８（３５４）
０２４

７５（３０３６）

２７１（２７５７）
０７８

饮酒
有 ２５９ ９７（３７４５）

无 ９７１ ３４６（３５６３）
０６６

１１６（４４７９）

２３０（２３６９）
０００

绝经
有 ３８５ １９３（５０１３）

无 ８４５ ２５０（２９５９）
０００

１５３（３９７４）

１９３（２２８４）
０００

便秘
有 ５６７ ２６５（４６７４）

无 ６６３ １７８（２６８５）
００３

１９４（３４２２）

１５２（２２９３）
００４

长期穿高跟鞋
有 ９６８ ３６８（３８０２）

无 ２６２ ７５（２８６３）
０００

２８１（２９０３）

６５（２４８１）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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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ＳＵＩ、ＰＯＰ患病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ＳＵＩ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ＰＯＰ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０００ １４６３ １１７１－１７８９ ００２２ ３０００ １１７４－７８９０

体重指数 ００７０ ２８８２ １２６５－４５５３ ００４６ ２０８１ １４４３－３５５６

慢性咳嗽 ０００４ １８１１ １２８５－３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１１４２ ０７５８－２０８７

便秘 ００２４ １７０３ １３０８－６８０２ ００２５ １９６４ １６５４－２８９７

子宫切除 ００１４ ３５４２ ３０９７－７６２６ ００４３ １９８３ １３６９－６２４２

阴道分娩 ００３２ ２８０３ １１０５－７４０８ ００４９ ２７６６ ２３３１－３３６０

阴道难产 ００００ ３１２１ ２９５２－６５４７ ０００４ ２８９４ １８７９－７４５２

会阴裂伤 ００３１ １２５２ １０５３－１５７４ ００３８ １０３５ ０９１５－１５２７

产程延长 ００１１ ３５０２ １８９４－７１０１ ００１２ ２３０２ １５７１－５６０４

饮酒 ０２４２ ０６７３ ０３７５－１２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５５６ ０４５７－２４１８

绝经 ０５２３ ０９６２ ０８８１－１１３１ ００４２ １１２４ ０９２９－２７８５

长期久坐 ００１２ ２０４３ １４７８－５５８９ ０００３ ２８７４ １８６０－６４９７

长期穿高跟鞋 ００００ ２５６１ １２３３－６４６１ ０４２３ ０５８２ ０４２４－１７８５

#

　讨论
ＰＦＤ已严重影响各年龄妇女的生活［７］。本研究分析了张

家口市在职女公务员ＰＦＤ的危险因素，为指导ＰＦＤ的宣教及防
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ＰＦＤ的发生是否与女公务员的职业有关，女公务员有长期
久坐的特点。本研究从１７个可能危险因素筛选出了１３个 ＳＵＩ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这１３个危险因素中包括长期久坐和长期
穿高跟鞋；长期久坐、长时间穿高跟鞋的女公务员 ＰＦＤ的患病
率可能会升高，其原因是：长期久做、长时间穿高跟鞋可能改变

骨盆周与水平位置的角度，改变膀胱颈的角度从而影响盆底肌

群功能的协调性［８］。年龄也是 ＳＵＩ的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
增加，ＳＵＩ患者的尿道括约肌厚度和功能明显下降［９］。丁峰［５］

研究显示ＳＵＩ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有所升高，年龄在４０～６０岁
之间，患病率出现一个宽的峰值，而６５～７０岁之间群体患病率
稳固增长。本研究中５０～５９岁组和６０岁及以上组的ＳＵＩ患病
率分别为６９３２％，４５３２％，本研究与丁峰的结果一致。慢性
咳嗽、便秘者易患ＳＵＩ。在腹压增加时，由于参与尿道闭合的盆
底肌肉及器官缺陷，支配的尿道横纹肌等组织收缩不及时或尿

道闭合压不能在腹压增加时有效维持而产生尿失禁［１０，１１］，因此

推测会阴神经损伤是ＳＵＩ发病机制之一，同时会阴裂伤也是尿
失禁的独立因素。阴道分娩、阴道难产、产程延长可能使膀胱

颈的移位增加，使ＳＵＩ发生风险增加。针对这些因素，在健康宣
教时要提高广大妇女的保健意识，减少分娩次数，在分娩的过

程中尽量保护盆底解剖结构及功能的完整性，加强产后康复训

练，尽量减少子宫切除手术，治疗慢性咳嗽，改变长期久坐及长

时间穿高跟鞋的生活方式，减少ＳＵＩ患病率［１２］。

本研究筛选出年龄、慢性咳嗽、体重指数、便秘、子宫切除

史、分娩方式、阴道难产、产程延长、会阴裂伤、长期久坐、饮酒、

绝经是ＰＯＰ的危险因素。ＰＯＰ的患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雌
激素是保持盆底的组织结构张力、胶原含量、血供以及神经再

生所必须的重要物质之一［１３］。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在 ＰＯＰ的发

生中起一定的作用。肥胖者腹压较正常人高，长期高腹压状态

易引起盆底器官脱垂［１４］。阴道分娩是 ＰＯＰ发生的一个重要危
险因素，可能与直接损伤盆腔内筋膜支持结构和阴道壁，以及

直接或间接破坏盆底肌肉、盆底神经完整性有关。针对这些因

素指导广大妇女控制体重，改善生活习惯减少便秘，减少分娩

次数，在分娩的过程中尽量保护盆底解剖结构及功能的完整

性［１５］。加强盆底功能训练，包括盆底康复操、瑜伽、缩肛运动、

盆底生物治疗仪的电刺激，这些方式都能减少ＰＯＰ患病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慢性咳嗽、便秘、子宫切除史、阴道

分娩、阴道难产、产程延长、会阴裂伤、长期久坐是 ＳＵＩ和 ＰＯＰ
患病的共同危险因素。ＰＦＤ在中老年妇女中发病率较高，其中
ＳＵＩ及ＰＯＰ的患病率总体趋势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女公
务员这个群体知识层次较高，接受疾病的健康管理的依从性较

好，针对以上ＰＦＤ的危险因素，可以专门设立盆底功能障碍性
疾病管理门诊，定期开设相关课程，对女公务员进行 ＰＦＤ相关
知识广泛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女公务员的保健意识，预防ＰＦＤ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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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那非对子宫内膜过薄不孕症患者子宫内膜厚度
及受孕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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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西地那非（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Ｔａｂｌｅｔｓ）对子宫内膜较薄患者的受孕率、流产率及子
宫内膜厚度的影响。方法：选择双侧输卵管通畅、卵泡发育及排卵正常，仅因子宫内膜厚度较薄的不孕患

者，口服枸橼酸西地那非５０ｍｇ／ｄ，服用１～４ｄ。用药过程中，用阴道 Ｂ超监测卵泡及子宫内膜厚度，根据子
宫内膜厚度调整服用天数。结果：服用枸橼酸西地那非对促进子宫内膜增厚、提高不孕患者受孕率、降低流

产率效果明显。对卵泡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不影响排卵期血ＬＨ、Ｅ２峰值出现时间及峰值高度。结论：服
用西地那非可改变子宫螺旋动脉血流量，使子宫螺旋动脉扩张，宽度增大，血流量增大，血流阻力减小，内膜

充血、扩张，促使子宫内膜增厚，有利孕卵着床，提高妊娠率、降低流产率。

【关键词】　西地那非；子宫内膜厚度；卵泡大小；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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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厚度与不孕患者受孕率息息相关。子宫内膜厚
度＜８ｍｍ时，受孕率明显下降，且受孕后流产率明显升高，当子
宫内膜厚度 ＜６ｍｍ时，受孕率几乎为零［１－３］。在不孕患者中，

约有２８％～３２％的患者卵泡发育正常（这部分患者经输卵管造
影检查双侧输卵管通畅），仅因子宫内膜厚度 ＜８ｍｍ而致不孕
或妊娠后流产。西地那非是一种扩血管类药物，它不仅能使男

人阴茎勃起，增强性信心［４，５］，而且用于子宫内膜＜８ｍｍ的不孕
患者，有使子宫内膜血管扩张，增加子宫内膜血流量，促进子宫

内膜增厚，提高不孕患者受孕率和降低流产率之功效［６－８］。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５００例经子宫—输卵管造影，且显示双侧输卵管
通畅、卵泡连续监测３个月经周期，发育、排卵均正常，仅因子宫
内膜厚度较薄的不孕患者。其中原发不孕 ２０３例，继发不孕
２９７例，年龄在２２～４２岁之间，平均３１５岁。不孕病程１５～
１３年，平均５５年。所有病例均来自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医
学科。

１．２　方法
采用美国ＧＥ公司彩色多普勒妇科阴道彩超监测子宫内膜

厚度及卵泡大小。当子宫内膜厚度达到 ４ｍｍ、卵泡大小达到
１４ｍｍ小于１６ｍｍ时，开始服用枸橼酸西地那非（辉瑞制药有限
公司），１次／ｄ，５０ｍｇ／次，于每晚睡前服，一般最多连服４ｄ。服
药期间，每天须用阴道彩超监测子宫内膜厚度及卵泡大小，并

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服用的天数。当卵泡大小达到２０ｍｍ或子宫
内膜厚度达到８ｍｍ时，即停止服药。具体用药方案见图１。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及卡方检验，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１　用药方案

"

　结果
２．１　阴道彩超监测子宫内膜厚度，用药前、用药后对比

监测３个周期，以内膜厚度最厚为准。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西地那非对改善子宫内膜厚度作用明

显（Ｐ＜０．０５），虽服用枸橼酸西地那非可促进子宫内膜增厚，但
子宫内膜厚度一般不会超过１２ｍｍ，也不会随用药时间的增长
而增厚［９，１０］。

２．２　监测指数使用彩色超声阴道探头于排卵期（卵泡大小１８
～２０ｍｍ）监测子宫内膜厚度，类型（Ａ型：三线型，Ｂ型：宫腔中
线回声不明显，Ｃ型：均质强回声）及子宫内膜螺旋动脉血流频

谱，在螺旋动脉血流明显处测ＰＩ（搏动指数）、ＲＩ（阻力指数）、Ｓ／
Ｄ（收缩期与舒张期速度比）。排卵后１４ｄ检测血 ＨＣＧ阳性提
示妊娠，２周后经腹部彩超检查宫腔内有原始心管搏动确诊临
床妊娠［１１－１３］。

用药前后在卵泡直径（１８～２０ｍｍ）测得相关参数。见表２。

表１　用药前、后子宫内膜厚度对表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用药前（人） 用药后（人）

０．００～３．９９ ０ ０

４．００～４．９９ ２３ ０

５．００～５．９９ ５４ ０

６．００～６．９９ ２３７ ３６

７．００～７．９９ １８６ ８２

８．００～８．９９ ０ ２１９

９．００～９．９９ ０ ９８

１０．００～１０．９９ ０ ４３

１１．００～１１．９９ ０ ２２

１２．００以上 ０ ０

表２　用药前、后子宫内膜血流、厚度、Ａ型内膜相关参数

子宫内膜血流

ＲＩ Ｐ Ｓ／Ｄ

内膜厚度

（ｍｍ）

内膜

类型

Ａ型％

用药前３周期 ０．５５±０．０１３０．８７±０．００５２．３８±０．０７８６．００±１．２９ １８

用药后３周期 ０．５１±０．０７００．７６±０．１５０２．１６±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２７ ４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用药后 ＲＩ、ＰＩ、Ｓ／Ｄ均明显下降，内膜 Ａ
型明显增加。

２．３　用药后妊娠人数及妊娠率，流产人数及流产率
不孕患者的妊娠率和流产率与子宫内膜厚度密切相关，子

宫内膜增厚达到 ８～１０ｍｍ时妊娠率较高、流产率较低。见
表３。

表３　用药后妊娠人数及妊娠率，流产人数及流产率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妊娠人数

（人）

妊娠率

％
流产人数

（人）

流产率

％

０．００～５．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６．００～６．９９ ８ ２２ ６ ７５

７．００～７．９９ ３８ ４６ １４ ３７

８．００～８．９９ １４２ ６５ ８ １．４

９．００～９．９９ ６８ ６９ ５ ７．４

１０．００～１０．９９ １９ ４４ ３ １５．８

１１．００～１１．９９ ８ ３６ ２ ２５

１２．００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２．４　用药时间与子宫内膜厚度变化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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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用药时间与子宫内膜厚度变化

一般用药时间最多４天，据此图可以得出：服用枸橼酸西地
那非能促进子宫内膜增厚，当子宫内膜厚度增厚到一定程度

时，其促子宫内膜增厚速度减慢，子宫内膜厚度不会随用药时

间延长而出现内膜过厚，正常子宫内膜生长有一定的自限性。

２．５　服用西地那非后的妊娠率、流产率与子宫内膜厚度统计图

图３　妊娠率、流产率与子宫内膜厚度变化统计

由统计图分析得出：妊娠率和流产率均与子宫内膜厚度密

切相关。（１）当子宫内膜厚度 ＜６ｍｍ时，妊娠几乎为零。（２）
６ｍｍ≤子宫内膜厚度 ＜７ｍｍ时，妊娠率有所上升，但不会超过
１０％，而流产率相当高，达到７５％。（３）７ｍｍ≤子宫内膜厚度 ＜
８ｍｍ时，妊娠率达到４６％，而流产率达到３７％，妊娠率与流产
率几乎对等，（４）８ｍｍ≤子宫内膜厚度 ＜１０ｍｍ时，妊娠率达到
最高，流产率达到最低，是妊娠的最佳内膜厚度。（５）子宫内膜
厚度≥１０ｍｍ时，妊娠率又随之下降，流产率随之上升。
#

　讨论
在不孕患者中，只因子宫内膜厚度过薄（＜８ｍｍ）而不孕的

人数在增加，用于使子宫内膜增厚的药物不多，医生往往束手无

策。而西地那非是一种扩血管类药物，它不仅能使男人阴茎勃

起，增强性信心［１４］，而且用于子宫内膜＜８ｍｍ的不孕患者，有使
子宫内膜血管扩张，增加子宫内膜血流量，促进子宫内膜增厚，提

高不孕患者受孕率之功效［１５－１７］。西地那非能促进子宫内膜增

厚，对卵泡生长发育，ＬＨ、Ｅ２峰值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对妊娠
率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但西地那非在促进子宫内膜增厚的
同时还有改善子宫内膜形态即Ａ型内膜明显增加，有利于孕卵
的着床与生长，从而提高不孕患者的妊娠率，降低流产率。

服用枸橼酸西地那非促进子宫内膜增厚，是通过扩张子宫内

膜螺旋动脉，使子宫内膜螺旋动脉增粗，血流增大，从而使子宫内

膜血流增大，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增加，子宫内膜变厚。促进子宫

内膜增厚的同时，未改变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特别是 ＦＳＨ、ＬＨ
的水平以及ＦＳＨ、ＬＨ水平的周期性变化，因而对卵泡生长速度，
大小都无明显影响，也不影响卵子的质量。通过阴道超声检测子

宫内膜在超声形态上无明显改变，内膜三线征明显［１８，１９］。因为

西地那非只扩张了血管，对体内激素水平，激素水平的周期性变

化无影响，所以西地那非对宫颈粘液量、拉丝度，结晶无影响，也

不影响排卵期血ＬＨ、Ｅ２峰值出现时间及ＬＨ、Ｅ２峰值高度。
服用西地那非能有效促进子宫内膜过薄（子宫内膜厚度 ＜

８ｍｍ）的不孕患者子宫内膜有效增厚，对妊娠率提高明显，同时
也降低了子宫内膜过薄的不孕患者的流产率。是一种安全、有

效的子宫内膜增厚药，且用药方便，患者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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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后宫内宫外复合妊娠３例临床分
析及文献复习
李昕１　张蕾１　尚?１　贺占举２　徐阳１　左文莉１　曾诚１　周妍１　薛晴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探讨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术后复合妊娠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方法及妊娠结局。
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自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治
疗后发生宫内宫外复合妊娠３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第１例患者因移植后５周宫外妊娠囊破裂行急诊
开腹双侧输卵管切除术，术后宫内胚胎继续妊娠至１６周，无明显诱因发生流产；第２例患者移植后８周入
院，入院即发现宫内胚胎停育，阴式超声发现宫外妊娠囊，行清宫术＋腹腔镜双侧输卵管切除术治疗；第３例
患者经阴式彩超发现复合妊娠，行腹腔镜下右输卵管切除术，术后宫内妊娠囊继续发育，现至２８周。结论：
复合妊娠缺乏典型临床表现，早期诊断困难，临床医生应高度警惕复合妊娠发生，并及时采取以手术为主的

治疗措施，最大程度保护患者生命、生育能力及宫内胚胎存活。

【关键词】　宫内宫外复合妊娠；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胞浆内单精子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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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妊娠是宫腔内妊娠和异位妊娠同时存在的一种病理
性妊娠。自然妊娠过程中其发生概率为１／７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１］。
最近几十年，由于促排卵药物的应用及助孕技术的发展，其发

生率明显升高，１９８９年美国生殖协会首先得出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ＩＶＦ－ＥＴ）术后复合妊娠的发病率为０．５９％［２］。复合妊

娠现已成为并不罕见的病理性妊娠。由于复合妊娠缺乏典型

临床表现，早期诊断特别困难，可能导致异位妊娠病灶破裂危

及患者生命，并且造成其生育能力受损及宫内胎儿丢失等不良

结局。文章对我院３例接受 ＩＶＦ－ＥＴ治疗后发生复合妊娠的
病例进行分析研究，以提高妇产科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收治 ＩＶＦ－ＥＴ治疗后发
生宫内宫外复合妊娠患者３例。
１．２　方法

查阅这３例ＩＶＦ－ＥＴ术后发生宫内宫外复合妊娠患者的
病历资料，回顾性分析复合妊娠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手

段及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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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生殖中心接受ＩＶＦ－ＥＴ或
ＩＣＳＩ（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治疗后临床妊娠者７４１例，其中发生复
合妊娠的３例，占０．４０％。３例患者年龄２８～３５岁，不孕病史１
～１０年，均为输卵管因素造成不孕，且全部接受超促排卵药物治
疗。胚胎移植后２２～２８天Ｂ超确定临床妊娠。３例复合妊娠患
者异位妊娠灶均位于输卵管，术后病理证实为输卵管妊娠。

２．２　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方式
３例患者入院后均行心电监护，严密观测生命体征。
病例１：患者移植后３周因下腹痛就诊，入院后腹痛自行缓

解且彩超未发现附件区异常，准其出院。出院１２天后再次出现
下腹剧烈疼痛入院，查体：全腹压痛（＋），反跳痛（＋），肌紧张
（＋），移动性浊音（＋），阴道后穹窿穿刺抽出暗红色不凝血约
５ｍＬ。异位妊娠病灶破裂，急诊行全身麻醉下开腹双侧输卵管
切除术。术中见腹腔积血约 １２００ｍＬ，抽吸后予自体回输
７００ｍＬ，右输卵管壶腹部膨大，与卵巢包裹粘连。术后病理结
果：（右侧）输卵管妊娠。

病例２：患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３周阴式Ｂ超提示宫
内早孕可能，移植后６周因阴道出血入院。行阴式Ｂ超检查示子
宫前位饱满，宫腔线分离，宫内为低密度点状回声厚约２０ｃｍ，其
内伴有无回声区约７ｃｍ，双侧卵巢阴性，左侧卵巢旁可见包块，大
小约２．１ｃｍ×１．８ｃｍ，周边为中高回声，内为无回声直径约７ｃｍ，
其内未见明显卵巢囊及胎芽，ＣＤＦ未显示胎心，周边有少许血流。
提示左附件包块———疑宫外孕，宫腔积血；疑胎停育。患者入院

后阴道排出团块状物且出血不止，急诊行清宫术。术后腹痛不缓

解，复查阴式彩超：左附件区可探及４．５ｃｍ×３．８ｃｍ×２．９ｃｍ不均
质回声包块，其内似可见直径１ｃｍ暗区，内似可及卵黄囊，血流散
在，其外侧可见卵巢样组织回声，子宫周围明显可及直径９．７ｃｍ
×６．２ｃｍ液性暗区，提示左附件包块———疑宫外孕，盆腔积液。
血红蛋白变化：１２７ｇ／Ｌ～９９ｇ／Ｌ。胚胎移植后１０周急诊行全身麻
醉下腹腔镜双侧输卵管切除术，术中见盆腔有陈旧血块及新鲜积

血约４００ｍＬ，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增粗膨大直径约５ｃｍ，表面附着
陈旧血迹，可见活动性出血，右输卵管（残留）增粗积水闭锁。术

后病理结果：（宫腔）退变的蜕膜、绒毛及滋养叶细胞。（左）输卵

管管壁广泛出血，其内可见绒毛组织。

病例３：患者主因“ＩＶＦ－ＥＴ术后２８天，右下腹痛１天，加
重７小时”入院。胚胎移植后４周阴式彩超示宫腔内可探及胎
囊样回声，大小 ２４ｍｍ×２０ｍｍ×１５ｍｍ，囊内可探及胎芽，长
４ｍｍ，可探及胎心搏动，可探及卵黄囊，右卵巢旁可见中等回声
包块３６ｍｍ×２２ｍｍ×７２ｍｍ，内有无回声区，似可及卵黄囊。双
侧卵巢增大，可见多个无回声区，盆腔液性暗区，深４８ｍｍ。提
示宫内早孕，单活胎；右附件包块———宫外孕？双侧卵巢增大，

双侧卵巢囊肿；盆腔积液。行腹腔镜右输卵管切除术，术中见

子宫增大如孕７＋周，血运丰富，右卵巢增大，５ｃｍ×５ｃｍ，与右侧
盆壁粘连，右输卵管壶腹部增粗膨隆变蓝，７ｃｍ×３ｃｍ×３ｃｍ，与
右卵巢及右盆壁致密粘连，局部近破裂。病理诊断：（右输卵

管）破碎输卵管壁组织及凝血，其内可见少许绒毛组织，部分伴

退变，符合输卵管异位妊娠。

２．３　妊娠结局
病例１患者术后宫内胚胎发育，至中孕期发生不明原因胎

停育，行清宫治疗；病例２患者就诊时即发生宫内胚胎发育终
止；病例３患者目前仍继续妊娠，现已至２８周，状况良好。

#

　讨论
３．１　背景资料

第一例复合妊娠，Ｄｕｖｅｒｎｅｙ于 １７０８年在尸检中发现并报
道。研究表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后妊娠者发生复合妊娠时宫

内胚胎自然流产率比正常宫内妊娠高１倍，人工流产率是正常
宫内妊娠的１０倍，但是复合妊娠者最终分娩的胎儿和正常宫内
妊娠相比（出生体重、孕周）无明显差异［３］。

复合妊娠的危险因素及发生原因：目前公认引起复合妊娠

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盆腔炎病史、盆腔手术史、相关的子宫畸

形、应用促卵泡激素、辅助妊娠中移植多个胚胎、异位妊娠病史

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据报道７１％发生复合妊娠的妇女有至
少１种高危因素［４］。

３．２　病因
现将复合妊娠可能原因归结如下：

３．２．１　输卵管病变　输卵管病变是ＩＶＦ－ＥＴ后发生异位妊娠
的最主要危险因素。盆腔炎性疾病病史、盆腔手术史、既往异

位妊娠病史及子宫内膜异位症多由于造成输卵管损伤导致输

卵管壁纤毛上皮细胞功能异常，使由官腔进入输卵管的胚胎或

在输卵管受精的胚胎不能及时迁移到官腔内，而导致胚胎在输

卵管内种植发育造成复合妊娠的发生。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３
例病例中患者均由于输卵管因素造成不孕行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术并最终发生复合妊娠。其中２例病例中患者有既往输卵
管手术病史，证实盆腔相关手术史可能影响输卵管功能。

３．２．２　胚胎移植技术　ＩＶＦ－ＥＴ术中胚胎移植的位置太高、注
射压力过大、液体量多、移植管顶端太靠近宫底等因素均可能

引起复合妊娠。我院生殖中心目前移植时将移植液严格控制

在１０～２０μＬ，移植胚胎放置深度控制在距宫底１～２ｃｍ左右。
３．２．３　胚胎移植数目　既往研究表明复合妊娠与单纯的异位
妊娠相比，其发生可能性与胚胎移植数目的关系更密切。移植

４个以上胚胎，患者复合妊娠发生率明显增高［５］。近期多篇文

献也指出胚胎移植数目过多是复合妊娠的危险因素［２，１４］。其原

因可能是胚胎移植数量多，移植液容量大，引起部分胚胎流入

其它部位而着床和发育引起复合妊娠的发生。此外，胚胎移植

数目过多造成多胎妊娠发生率增加，产生大量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受精卵在宫内着床以后，大量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有可能

使卵巢内卵泡发育并排卵，精子也可通过子宫腔包蜕膜与壁蜕

膜之间进入输卵管。一旦受精，由于孕期输卵管蠕动减少、减

弱，易着床于输卵管，造成宫内宫外复合妊娠，但非常罕见［６］。

目前在保证临床妊娠率前提下减少胚胎移植数目的最佳方法

是选择性单囊胚移植［７］。自然生理状态下，早期胚胎在输卵管

中发育，直到接近囊胚期才进人子宫腔，选择性单囊胚宫腔内

移植更接近于生理状态，并且移植胚胎数目大大减少，这样为

降低复合妊娠发生率创造了条件。所以，选择性单囊胚移植很

可能成为降低宫内宫外复合妊娠率的有效方法。

３．２．４　促排卵药物　促排卵药物应用造成较高雌二醇、雌二醇
与孕酮比例改变，可能会影响卵子在输卵管中的运动使得新植

入的胚胎无法正确的植入宫腔从而游离到输卵管，增加输卵管

妊娠的发生。卢伟英等［８］对５８４例 ＩＶＦ—ＥＴ后宫外孕进行分
析，发现发生应用促排卵药物后复合妊娠的危险性明显高于未

使用促排卵药物妊娠者。本组资料３例接受 ＩＶＦ－ＥＴ治疗患
者之前均接受超促排卵药物治疗。

３．３　临床表现
典型的复合妊娠有“四联征”：腹痛，附件包块，腹膜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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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子宫增大。事实上大约有５０％的复合妊娠患者早期并没有
典型的临床症状［９］，并且其临床症状并不特异。

３．４　诊断
由于大多数复合妊娠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并且由于正常

的宫内妊娠的影响，用于早期诊断妊娠的连续定量血ＨＣＧ的检
测不能提高宫内外复合妊娠的准确性，因此复合妊娠的早期诊

断比较困难。

目前阴式超声是术前复合妊娠的最主要诊断手段。资料

表明阴式超声对于复合妊娠的诊断其敏感性可达９２．４％，特异
性可达１００％［１０］。我们的病例２及病例３中，阴式超声均提示
患者的宫外妊娠可能性。复合妊娠典型的超声征象为子宫体

腔外部位出现孕囊、胎芽及胎心搏动，但是这些征象出现概率

较低。复合妊娠的超声图像最常表现为附件包块等间接征象。

虽然阴式超声的应用提高了复合妊娠的诊断率，但超声显影中

异位妊娠包块仍然难与黄体血肿、流产、肿瘤及附件扭转鉴

别［２］。特别是近些年来促排卵技术及促性腺激素的应用导致

异位妊娠包块很难与受到药物刺激的卵巢及取卵后卵巢黄素

化区分，更加限制了超声对于附件区域的评价。因此复合妊娠

的早期诊断总体较困难，约６６．７％～７７．８％的复合妊娠因最终
的异位妊娠破裂才被诊断采取治疗措施，３３．４％的复合妊娠最
终出现了失血性休克［１１，１４］。我们的病例中有６６．６％发生了异
位妊娠破裂后行手术治疗，与以往研究资料结果相近。

３．５　治疗
复合妊娠的治疗应以终止宫外妊娠同时保护宫内胚胎、尽可

能保留患者今后生育功能为目的。目前治疗方法有：保守治疗和

手术治疗（包括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保守治疗即在阴式超

声引导下经阴道行宫外孕囊穿刺，并注入氯化钾等杀胚药物的治

疗方法［１２］。由于保守治疗不能确切抑制滋养细胞继续生长，易

导致持续性宫外孕的发生，治疗后宫内再次妊娠率较腹腔镜低、

并且保守治疗后盆腔炎的发生率是腹腔镜治疗异位妊娠的８
倍［１３］，故目前未将其应用于复合妊娠的常规临床治疗。

研究表明无论是开腹手术还是腹腔镜手术都不会对宫内

活胎产生明显影响，近期我国一相关研究表明复合妊娠经过手

术治疗后继续妊娠率约为８３．３３％［１４］。本研究除病例２入院后
即发生宫内胚胎停止发育，余２例接受手术治疗后均能继续妊
娠，术后妊娠率为１００％。

开腹手术适用于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能够在情况比

较紧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护宫内妊娠囊及患者生命安全，病

例１患者即采取此种手术方式。患者病情稳定的情况现常采取
腹腔镜的治疗。相比于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最大的优点是术

后恢复非常快、伤口感染率低并且可以起到诊断的作用［１５］。另

外，应用腹腔镜治疗复合妊娠能够减少子宫的激惹以及子宫在

空气中的暴露，对子宫的影响小从而避免宫内胚胎自然流产的

发生，故目前腹腔镜治疗相较于开腹手术应用更广泛。随着腹

腔镜手术技术日趋成熟，腔镜手术时间较前明显缩短，其应用

越来越广，现已有文献建议，即使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也可在

积极纠正休克的同时立即行腹腔镜手术处理异位妊娠病灶［１６］。

目前腹腔镜手术多采用全身麻醉，血清中麻醉药浓度较高，理

论上增加对宫内胚胎的致畸作用。腰硬联合麻醉药物用量少、

血清浓度低，能够使腹壁肌肉松弛、盆腔器官暴露基本上可以

满足手术的要求，并且镇痛效果满意，应用越来越多［１６］。

复合妊娠是异位妊娠的一种，其发病因素较多，早期诊断较

困难。近年来由于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后复合妊娠发生率明显增

高，已经成为并不罕见的病理妊娠。妇产科医生应警惕复合妊娠

的发生，尤其对于具有输卵管损伤史及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后的病

人，最好在其妊娠４～６周行阴道超声检查［１７］，即使宫内妊娠已

被确认，仍然不能轻易排除宫外孕的可能，警惕患者发生的相关

临床症状，及时诊断治疗以减少复合妊娠不良结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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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殖中的应用
秦文松　刘英　秦辉灵　雷金凤　段金良!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人卵子玻璃化冷冻的可行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８月至
２０１２年７月在取卵日因男方因素行卵子玻璃化冷冻的６例患者，解冻卵子后行卵胞浆内显微注射，记录卵
子复苏、受精、卵裂及移植后妊娠情况。结果：６例患者共解冻卵子５２枚，复苏卵子３１枚，复苏率５９．６２％。
对３１枚卵子行ＩＣＳＩ，受精２１枚，形成胚胎２０枚。１例患者取消移植，５个移植周期共移植胚胎９枚，临床妊
娠２例，临床妊娠率４０％。结论：卵子的玻璃化冷冻是目前保存女性生育力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卵子；玻璃化冷冻；辅助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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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世界上第一例解冻卵子妊娠分娩的病例早在１９８６年
就已经报道，但是历经十几年，这项技术的应用仍未得到普及。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卵子相对巨大的体积导致抗冻保护剂无法

有效的进入细胞，以及卵子独特的亚细胞结构对低温损伤的高

敏感性，导致卵子在冷冻／解冻时极易受到损伤而凋亡［１］。而

随着玻璃化冷冻技术的出现，卵子冷冻也得到了新的突破［２，３］。

使得卵子冷冻／解冻的妊娠率不断提高并接近新鲜周期［４－６］。

这样，我们便可以通过这项技术，为接受放化疗治疗、卵巢功能

衰退、盆腔疾病及手术前的女性患者保存生育力，延长生育年

龄，也可为卵子捐赠提供便利［７－９］。另外，卵子冷冻还可缓解一

些国家对于胚胎冷冻面临的伦理、法律、道德、宗教等多方面问

题。为此，本生殖中心也对人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进行了初步

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结局。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我生殖中心行ＩＶＦ助孕的
患者６例，平均年龄（２９．６７±４．４１）岁，取卵日男方取精失败，
且拒绝行供精治疗，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卵子玻璃化冷冻。

１．２　卵子冷冻
将准备冷冻的卵冠丘复合体经６０ＩＵ／ｍＬ透明质酸酶（美国

ＳＡＧＥ公司）处理３０～４０ｓ以去除颗粒细胞。选取成熟的卵母细胞
（ＭＩＩ期）进行冷冻。卵子冷冻采用 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Ｋｉｔ（日本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司），冷冻液分为Ｅ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平衡液）和
ＶＳ（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使用前于室温（２５℃）平衡３０ｍｉｎ。首先
将卵子置于预热的ＥＳ表面，室温下放置，卵子会自然下沉，在下沉
过程中卵子会出现先皱缩后再次膨胀的过程，此过程大约８～
１０ｍｉｎ，然后将卵子转至ＶＳ中，在ＶＳ中３个不同的位置反复进行吸
吐，以尽量洗净ＥＳ并使ＶＳ充分进入细胞内，此步骤不能超过６０ｓ。
最后将卵子洗出放于Ｃｒｙｏｔｏｐ（日本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司）载杆上，并尽
量吸干卵子周围残留的液体并迅速投入液氮中。

１．３　患者内膜准备
均采用人工周期进行内膜准备。患者于月经第３天口服戊

酸雌二醇（补佳乐）２ｍｇ／ｄ，定期Ｂ超监测，视内膜情况调整补佳
乐用量。待内膜≥８ｍｍ时开始肌注黄体酮，于肌注黄体酮当日
解冻卵子并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ＩＣＳＩ），第３天优选２
～３个胚胎进行移植，移植后继续黄体支持。
１．４　卵子解冻

卵子解冻采用 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ｗｉｎｇＫｉｔ（日本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
司），解冻液分为ＴＳ（Ｔｈａｗ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解冻液）、ＤＳ（Ｄｉｌｕｔ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稀释液）、ＷＳ－１／ＷＳ－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２）。使用
前，将ＴＳ于３７℃平衡 ３０ｍｉｎ，其他解冻液于室温（２５℃）平衡
３０ｍｉｎ。将装有卵子的Ｃｒｙｏｔｏｐ载杆从液氮中取出，迅速将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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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入ＴＳ中，１ｍｉｎ内将卵子从Ｃｒｙｏｔｏｐ载杆上洗脱。随后将卵子
转移至ＤＳ表面，待卵子自然下沉，此过程为３ｍｉｎ，此时卵子形
态将逐渐恢复，但仍未恢复至冷冻前的形态。再将卵子依次置

于ＷＳ－１和ＷＳ－２中各５ｍｉｎ，卵子形态将完全恢复，然后将卵
子转入培养液中培养。

１．５　受精及胚胎观察
卵子解冻后将有明显第一极体的成熟卵子行ＩＣＳＩ，授精１６

～１８ｈ后观察受精情况；以出现雌雄原核（２ＰＮ）为正常受精标
志。随后将正常受精的卵子转移到卵裂培养基中继续培养，培

养至Ｄ３时进行显微镜观察。细胞数在７～９之间，卵裂球大小
均一或大致均一、碎片≤２０％、胞质饱满、质地均匀或大致均匀

的胚胎定为优质胚胎，优先挑选优质胚胎２～３枚进行移植。
１．６　妊娠结局的确定

胚胎移植后１４天抽血验 β－ＨＣＧ，阳性者继续黄体支持，
１４天后Ｂ超，见宫内孕囊及胎心搏动者确定为临床妊娠。
"

　结果
２．１　卵子解冻及受精情况

解冻６例患者共５２枚卵子，复苏卵子３１枚，卵子复苏率为
５９．６２％。对复苏的３１枚卵子行 ＩＣＳＩ，正常受精２１枚，共形成
胚胎２０枚，其中优质胚胎２枚。除１例无可利用胚胎移植外，
另５个周期共移植胚胎９枚，平均移植胚胎数１．８３±０．４１。剩
下９枚胚胎行囊胚培养，形成１枚囊胚并行冷冻。见表１。

表１　解冻卵子后ＩＣＳＩ的受精、卵裂及妊娠情况

年龄
解冻

卵子数

复苏卵子

［ｎ（％）］
ＩＣＳＩ
卵子数

受精卵子

［ｎ（％）］
胚胎数 优胚数 囊胚数 冷冻数 移植数

临床

妊娠

Ｉ ２６ １０ ６（６０．０） ６ ６（１００．０） ５ ０ ０ ０ ２ 未孕

ＩＩ ２６ ９ ４（４４．４） ４ ２（５０．０） ２ ０ ０ ０ 取消移植 —

ＩＩＩ ２６ ８ ６（７５．０） ６ ４（６６．７） ４ ０ ０ ０ ２ 未孕

ＩＶ ３５ １４ ７（５０．０） ７ ２（２８．６） ２ １ ０ ０ ２ 单胎

Ｖ ３０ ８ ７（８７．５） ７ ６（８５．７） ６ １ １ １ ２ 双胎

ＶＩ ３５ ３ １（３３．３） １ １（１００．０） １ ０ ０ ０ １ 未孕

２．２　胎儿出生情况
共２例临床妊娠，其中１例单胎于３９周分娩１男婴，体重

３．９５ｋｇ，发育正常。另１例双胎还正在妊娠中。
#

　讨论
通过超排卵技术获得的成熟卵母细胞（ＭＩＩ），其中期染色

体会被减速分裂纺锤体排列在赤道板上。由于卵子具有低的

体积－表面比，因此它吸收冷冻保护剂及脱水的效率更低。更
为不同的是，卵子染色体暴露于细胞质中无法受到核膜的保

护，进而极易导致ＤＮＡ及微管的损伤。而且，外界环境的变化
易引起卵子的孤雌激活［１０］。因此卵子冷冻与胚胎冷冻相比更

为困难。有研究显示纺锤体可能会被冷冻及解冻过程中细胞

内部形成的冰晶所破坏，进而导致卵子染色体的异常［１１］。而这

些异常出现的概率也与患者年龄以及冷冻／解冻的技术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１２］。目前，很多研究显示，玻璃化冷冻／解冻的卵子
其复苏率比慢速冷冻／解冻的卵子要高［１３～１５］。更深入的研究

显示，玻璃化冷冻／解冻的卵子其减速分裂纺锤体恢复的速度
比慢速冷冻／解冻的速度要快［１６］。因为，玻璃化冷冻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卵子直接与液氮接触并以极高的速度降温，从而最

大程度的减少冰晶的形成。目前，已有很多证据证明，对于一

些年轻不孕夫妇而言，玻璃化冷冻／解冻后卵子的受精率及妊
娠率与新鲜卵子无显著差异。虽然目前卵子解冻相关数据有

限，但就目前看来，与传统ＩＶＦ／ＩＣＳＩ以及自然受孕相比，其染色
体异常发生率、出生缺陷发生率以及发育缺陷方面也没有显著

差异［１１］。

卵子冷冻储存时间长短：对于卵子冷冻存储时间长短对卵

子复苏率及妊娠结局是否有影响方面的研究甚少。Ｐａｒｍｅｇｉａｎｉ
Ｌ等［１７］曾比较冷冻／解冻间隔时间较短的卵子与间隔４年的卵

子的复苏率、受精率、卵裂率、胚胎质量、种植率以及活产率发

现，各指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ＲｉｅｎｚｉＬ等［１８］曾对多中心进行

纵向队列分析发现，冷冻／解冻卵子的周期，其受精率、卵裂率
以及妊娠率、分娩率与新鲜ＩＶＦ周期相似。他们的研究也显示，
ＭＩＩ期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解冻是相对安全有效的助孕手段。

风险：关于对冷冻卵子纺锤体以及染色体异常的担忧，Ｃｏｂｏ
Ａ等［１９］采用荧光原位杂交的方法对实验组（冷冻／解冻卵子受
精后）形成的胚胎与对照组（新鲜周期）形成的胚胎进行比较发

现其染色体异常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ＮｏｙｅｓＮ等［２０］也统计了

美国超过９００例冷冻／解冻卵子出生婴儿，特别是慢速冷冻／解
冻卵子出生的婴儿进行随访发现，其先天畸形的发生率与全美

出生婴儿相比未见明显增加。ＣｈｉａｎＲＣ等［２１］也对１６５个玻璃
化冷冻／解冻卵子周期出生的２００名婴儿与新鲜周期出生婴儿
的体重及先天畸形率进行比较发现，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其

结果还显示卵子冷冻／解冻后的妊娠以及分娩的子代没有明显
提高产科和围产期风险。

本研究中６例玻璃化冷冻／解冻卵子的数据表明，该技术还
是可以获得较好的受精率和卵裂率的，但是卵子复苏率偏低，

说明在卵子的玻璃化冷冻／解冻过程中、对卵子形态变化的观
察需要更加仔细，对于操作者的经验有更高的要求。复苏后的

优质胚胎率和囊胚形成率较新鲜周期偏低，说明卵子自身虽然

有一套自我修复机制，但是对于超低温这种强刺激所造成的物

理伤害（透明带变硬［２２］、冰晶形成［１０］等）进而导致的生理伤害

（纺锤体解聚、ＤＮＡ损伤［１０］、ＡＴＰ水平下降［２３］等）还是难以避

免的。从妊娠结局来看，虽然例数很少，但是仅有的２例临床妊
娠所移植的胚胎均有优质胚胎，说明卵子在耐受超低温冷冻／
解冻后若能够形成优质的胚胎，便可预测该胚胎的发育潜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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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移植后将有较好的结局。因此，卵子的玻璃化冷冻应

该是目前保存女性生育力较为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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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方刚（１９６８－），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
性社会学研究。

!【通讯作者】董晓莹，Ｅ－ｍａｉｌ：ｉｓｇｓ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性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３３

中学性教育的不足与努力方向
———基于对“全国中学性教育优秀教案评比”的分析
方刚　董晓莹!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全国征集到的１１０个中学性教育教案的分析结果显示出教师在教学技法上的灵活运用，但



·９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２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也曝露出一些不足，比如：更多是性的污名与恐惧教育、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教育、一元化的爱情观教育以及

异性恋霸权教育。未来中学的性教育应该是“性与性别教育”，要具有社会性别及性权利意识，强调对学生

的赋权。在内容上，应该包括六大版块：性健康教育，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教育，恋爱教育，社会性别教育，

亲密关系多样性的教育，性多元与反歧视教育等等。

【关键词】　性教育；社会性别；性权利；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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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征集一些优秀性教育教案，以此推进学校的性教育，
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７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驻华代表处、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全

国中学性教育优秀教案评比”的活动。

这次征集中学性教育教案活动是面向全国中学教师、性教

育工作者的。总共征集到１１０件教案，作者是分别来自黑龙江、
贵州、武汉、成都、新疆、云南、河南、北京等地区的中学教师。

这些投稿的教师，多数是在本地本校进行性教育多年，积

累了丰富性教育经验的教师。他们的教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中国中学性教育的现状。通过对这些投稿教案的分析，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学性教育的困境，从而一起思考

出路。

!

　教案的整体评价
针对１１０件教案，评委们经过评定，有１３位教师的２０余件

教案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性教育指导纲要》

是进行教案评定的依据。但是，多数教案显然差强人意。

１１０件教案普遍的共同优点在教学技法上。教案均强调学
生的参与和互动，通过游戏等形式以学生为主导展开。个别教

案在青春期成长的议题上，教师还使用自我曝露法，与学生分

享自己当年的成长经历。在笔者看来，这些完全符合了《国际

性教育指导纲要》及主流性教育所倡导的学生主导和参与，赋

权给学生的理念［１］。这也说明，我国中学教师的教学经验，应

用在性教育领域，可以使性教育成为活泼、轻松、寓教于乐的

教学。

有部分来稿教案体现出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对社会性别

刻板模式进行了反思。这些教案的作者，几乎全是经过性教育

专业培训的教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性别理念已经

开始在中学的性教育教师中初步形成。但是，相对于所有来稿

教师，这样的教师所占比例非常低，所以大多数教师仍旧认识

不到性教育是一项综合的教育［２］。

更多的教案则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不足。比如，来稿涉及

的教学内容非常狭窄，主要集中在艾滋病与性病预防、青春期生

理发育、“早恋”、避孕、性骚扰和性侵害等议题上。教案普遍缺

少“赋权”意识，大多是将主流社会、教师认为的“正确”、“应该

学习”的性知识提供给青少年，而较少以关注他们的自我成长

为出发点。

"

　教案的不足
通过分析不足，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改进中学性教育。所

以，本文不准备过多分析来稿中的优点，而将重点放在对这１１０
个教案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上。在笔者看来，这些教案的主要

不足体现在如下四点。

２．１　性恐惧的教育
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教案内容中，大多写的是有关艾滋病的

危害及传播途径等，试图告诉学生预防艾滋病感染要通过“洁

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杜绝婚前、婚外性行为”等方式。但是把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文关怀和反歧视等内容完全的忽略

了，这是借艾滋病的主题在进行的非常明显的性的恐惧教育。

一则教案写到：“同学们都知道一旦患上性病后果不堪设

想，一是身体病痛；二是羞于就医；三是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学

业。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性病的概念及危害……”

另一个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教案中写到的非常错误的说法

是：“人一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再也没有可能回到过去，这

是严峻的事实。”而真正事实是，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言，

如果对其保证充足的医疗支持和没有歧视与偏见的社会环境，

他们是完全能够正常生活的。

在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性教育上，除了要普及艾滋病病毒传

播以及预防等基础知识以外，重点应该放在去除其污名化上

面，而不是利用艾滋病来恐吓青少年不要有性行为，应该要让

学生懂得关爱、尊重他人。艾滋病、性病的教学，应该是关爱导

向，而不是预防导向，更不应该是恐吓导向。

与此类似的做法，是利用“避孕”教育进行对婚前性行为的

恐吓教育。这样的教案设计大讲怀孕、堕胎的可怕，偷
$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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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一旦有性行为，就会导致怀孕、堕胎等。这样的性教育，其

实就是臭名昭著的“守贞教育”。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教案提到性的正面价值。这体现出对

性的污名化，也是令人担忧的。

倡导青少年做出安全、负责任的行为选择的性教育才是我

们主张的性教育［３］。

２．２　爱情价值观教育的一元化
以青春期恋爱为主题的教案，明显都只是从其消极的一方

面出发进行的恋爱教育。其教学目标大多定位于如何防止“早

恋”上，并要学会“认识青春期恋爱的危害”。

多数相关的教案向青少年灌输的是“青春期的恋爱难长

久，不是完整的爱情”的价值观。爱情对于青少年来讲其实是

成长的过程，性教育中不是单单从成年人的角度进行价值判

断，应该要体现对青少年的成长规律的尊重，更何况成年人的

爱情同样很难做到“完整”和“长久”。大多数教案中仍然大量

使用“早恋”这个词，进行恐吓性的恋爱教育，大谈早恋的危害，

其目的仍旧在于打压青春期爱情。

很多教案着重强调“真正的爱情”是何等的美好，只是为了

证明“早恋”的危害。在当今“忠贞的爱情”受到很大挑战的社

会环境下，一些有关爱情的教案中大多数仍旧在大讲“真爱”，

然而在内容上对于什么才是真爱的强调却是“永不分离”、“至

死不渝”等等。爱情原本就是有得有失的，失恋也是人生很重

要的经历和成长过程，进行浪漫化的恋爱教育只能让青少年对

爱情抱有过高的幻想和期望，告诉青少年爱情的真实性才是当

今性教育应该做的。

有的教案写到要“为恋爱、择偶、婚姻家庭生活作好准备”，

这种把爱情作为婚姻预备的观点也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人类的

情感本来就是复杂多样的，也不可能每一次恋爱都迈向婚姻。

有关性行为的一些教案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已经被摒弃

的“守贞教育”的模式的。这些教案把“婚前性行为”当作一种

不道德、不健康的行为的内容来讲授。

２．３　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
在一节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教案中，其教学目标是“保持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一致性”，且最后还写道“生理性别与社

会性别一致，最初担这一重任的家长最好在孩童时就要有意识

的进行培养，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可见多数教案仍然缺少本应

具备的社会性别的视角。性教育的目的不是顺从于社会性别

的刻板印象，硬要把青少年从小就培养成主流社会所期望的社

会性别气质，而是要给青少年一个自由的成长环境，尊重其发

展的主体性，这才是目前国际的社会主流的性教育理念。

像“初中女生如何走出自慰和性幻想的阴影”这样的教案

题目本身就是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仿佛女生自慰和性幻想只

能带来阴影，教案仍然向青少年灌输自慰的危害，我们应该讲

的不是如何“战胜性幻想和自慰”，而是应该讲什么是正确、健

康的自慰行为。再如针对女生的青春期性教育中，仍告诉女生

“交友要慎重”，告诫女同学在“男女交往中”“要自尊、自重”，

且“男同学要有自制力”，这种教案本身就渗透着性别刻板印象

和性的双重标准。

在专门针对青春期的女生预防性骚扰或性侵犯的教案中，

会假设所有的男性都是潜在的性骚扰的实施者，这样的观点反

映出了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例如，性骚扰被描述为“男性

的猥亵的语言和行为”，并告诉女生要注意着装来保护自己。

性骚扰的教案，讲的全部都是女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认

为只有女生才可能遭受性骚扰，而且其内容明显是不全面的，

它忽视了男生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的事实，且所有教案都

没有涉及到相同性别间的性骚扰。

２．４　性教育中的异性恋霸权主义
无论是有关恋爱教育还是有关人际交往的教案，几乎全部

都是以异性恋为载体的，完全不提同性间的爱情。在以性别平

等和针对性别刻板印象为主题的教案中也忽略了跨性别的存

在，仅仅涉及两个生理性别的性别气质。

这些教案体现了异性恋霸权主义的特点，说明教师们缺少

对性多元族群的认识和敏感性，教师的这种认识和敏感性会直

接影响着青少年能否从小就建立起对性多元人群的尊重，所以

更加的重要。

#

　中学的性教育应该有的理念与内容
笔者一直强调，我们的性教育不应该是单纯性生理的教育

（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因为它的视野过于狭窄；也不应该仅仅是“性
健康教育”（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因为这种主张基于“让青
少年健康”的目的才进行性教育，它只是为了青少年“保护好自

己”、“不得病”，这显然也是不够的［４］。最好的做法是，我们应

该在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的意义上进行性教育，即强调“性”是一个全面
的、综合的，会影响多种因素的，也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社会建构

对象，是从心理、生理、文化、社会等多角度综合地看待性以及

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这个视角下的性教育，是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为了强调社会性别的重要性，有时也会将其单独列
出，这便是：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即“性与性别教育”。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的：“若

抛开性别，就无从理解什么是性。”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我们的性教育教案的教学目

的和内容应该体现青少年的年龄和文化特征，并应该始终贯彻

并体现该种理念：具备清楚的社会性别意识，致力于社会性别

平等的倡导；应该具有清楚的性权利意识［５］，尊重性多元的存

在；应该具有清楚的赋权意识，力图培养青少年做出对自己和

他人负责任的行为的能力。

在性教育内容上，则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大版块：（１）性健
康教育：如何看待性幻想、自慰、性梦的教育，月经、遗精等基础

知识，怀孕、流产方面的知识，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等等。

（２）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教育：识别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学会
如何应对性骚扰和性侵害，不对他人实施性骚扰与性侵害，遭

受性骚扰或性侵害后的应急处理及心理治疗，等等。（３）社会
性别的教育：性别多元的基本知识，对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质

疑和挑战，挑战不同生理性别的性道德标准，识别并拒绝“约会

强奸”，认识并拒绝性别暴力，等等。（４）性多元与反歧视的教
育：帮助青少年学习如何看待色情品、性工作者、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性少数人群、跨性别等一切性多元的存在，等等。（５）恋
爱教育：怎样处理爱情，怎样处理暗恋、单恋、三角恋等，失恋后

的心理救助，友谊与爱情、如何协调学业与爱情，等等。（６）亲
密关系多样性的教育：鼓励青少年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并接纳

当事人所作出的自主选择的、不侵犯他人权益的亲密关系［６］。

最后想说的是，虽然有种种不足，在长久缺乏完善的支持

体系的基础之上，教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仍旧坚持进行着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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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且令人尊敬的。我们的性教育在艰难中

起步，正是由于有着他们的努力。相信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性教育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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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内江地区高中生性知识现状及其来源，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性教育提供依
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对内江地区１１７６名学生进行性知识现状及其来源问卷调查。结果：高中生
性知识缺乏，多数学生不清楚性器官的名称，１７５０％的男生对遗精有困扰，６０６９％的女生对月经有困扰；
７８９％的男生及２０６８％的女生认为性梦“是道德不好的表现”或“让人难堪”；１１０４％的男生及２５１４％的
女生认为性幻想“是道德不好的表现”或“让人难堪”；４０７４％的男生及７７４２％的女生不清楚“性自慰是人
类的正常性行为之一”。高中生性知识获取途径多样，但质量堪忧，４９０６％的高中生性知识的第一位来源
是“同学或朋友”；３５７４％的男生及１８５５％的女生浏览过色情读物，４０００％的男生及１２１０％的女生观看
过黄色视频材料。结论：内江地区高中生性观念较开放，但性知识缺乏；性知识获取途径多样，但质量堪忧；

切实加强性教育师资建设，力求性教育教师专业化；充分发挥同伴教育的优势，调动学生自学能力；转变家

长观念，发挥家庭性教育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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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环境的巨变，各种良莠不齐的性信息的广泛传
播，使得青少年们的成长环境已经不如长辈们安全。对于学习

压力大又正值青春期心理动荡剧烈的中学生群体而言，如果没

有家庭和学校的帮助和指导，任凭他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去探索

性的奥秘，无形中会走很多弯路，引发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甚至

走上歧路。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任重道远，还存在较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需要构建有效的青少年性教育模式［１］。为了有针对性

地开展高中生青春期性教育，有必要了解高中生性知识现状及

来源。笔者于２０１３年５至６月对内江地区８所中学的高中生
进行了性知识现状及来源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内江地区８所中学（包括内江市区两所，内江一中、六中；
内江市下属三县每个县各两所，隆昌一中、二中，资中一中、二中，威

远中学、威远自强中学）。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每个学校每个

年级各抽取１个班，共２４个高中班级的１４４２名高中学生为研究对
象。共发放问卷１４４２份，收回１３０４份，回收率９０４３％，其中有效问
卷１１７６份，有效率为９０１８％。男生６８０名（高一２３７名，高二２１９
名，高三２２４名），女生４９６名（高一１５９名，高二１７０名，高三１６７

名）；年龄１５～１９岁，平均年龄１６８８岁。
１２　方法

参照国内同类研究［２，３］，结合内江地区中学生实际情况，自

行编制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性解剖、性生理、性卫生

保健知识，性心理及性行为相关知识，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性

知识主要来源，倾诉隐私的对象，对学校性教育内容的建议等

方面。问卷答案设计为数个选项加自述方式，以便能更充分地

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由经过培训的实习教师向学生

说明调查目的和答题方法，并指导问卷填写，对内江地区高中

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数据进行处理，两组率的比较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性解剖、性生理、性卫生保健知识
２１１　性器官专业术语　对“女性怀孕的部位，胎儿经母体娩出
的通道，女性的性交器官，男性的性交器官”的专业术语填写，四题

完全正确者占４８０４％，其中男生为６４２６％，女生为２５８１％，男女
生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９９３７，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性器官专业术语（共四题）

专业术语 例数 全对
有错或未填写

错１题 错２题 错３题 错４题或未填写

男 ６８０ ４３７（６４２６） １４６（２１４７） ５５（８０９） １４（２０４） ２８（４０８）

女 ４９６ １２８（２５８１） １５６（３１４５） １３６（２７４２） ６８（１３７１） ８（１６１）

合计 １１７６ ５６５（４８０４ ３０２（２５６８） １９１（１６２４） ８２（６９７） ３６（３０６）

２１２　对性器官发育情况的认知　选择“不知道是否正常”和
“怀疑有问题”的男生占２７０６％，女生占４９６０％，女生高于男
生（χ２＝６２８０９，Ｐ＜００１）。从学生自述发现，阴茎长度是男生
关注较多的问题，有些男生担心“阴茎长度不够而影响今后的

婚姻生活，怕患阳痿”，有些有性自慰的男生担心性器官疾病、

发育不良及损伤；乳房发育及性器官模样是女生关注较多的问

题，有少数女生对自己的性器官感到厌恶。见表２。

表２　对性器官发育情况的认知

性器官发育情况 男（ｎ＝６８０） 女（ｎ＝４９６） 合计（ｎ＝１１７６）

完全正常 １８８（２７６５） ９６（１９３５） ２８４（２４１５）

比较正常 ３０８（４５２９） １５４（３１０５） ４６２（３９２８）

不知道是否正常 １６６（２４４１） ２２７（４５７７） ３９３（３３４２）

怀疑有问题 １８（２６５） １９（３８３） ３７（３１５）

２１３　有关遗精与月经的性生理知识　调查显示，１１６２％的
男生遗精问题及７０５６％的女生月经问题得到过父母指导，女
生显著高于男生（χ２＝４３００７２，Ｐ＜００１）。１７５０％的男生对遗
精有困扰，自述主要问题有：是否影响健康、不知道怎样处理、

怕父母知道、遗精是怎么引起的，自己为何还从未有过遗精等；

６０６９％的女生对月经有困扰，自述主要问题有：痛经、麻烦、月
经量过多或过少、经期不规律、闭经、心情烦躁、为何要来月经、

月经有什么作用、月经期不能洗澡洗头、月经期饮食禁忌等。

２１４　性卫生保健　５９１２％男生及７７０２％女生知道“需要
每天用温水清洁性器官”，但仅有１７３５％的男生每天清洁性器
官，３２８６％女生每天清洁外阴，３９５６％男生及３３２７％女生除
洗澡外从未专门清洗。可见部分中学生在性卫生保健方面知

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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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心理及性行为相关知识
２２１　性梦与性幻想　９２１１％的男生及７９３２％的女生选择
性梦“是正常现象”，其余选择性梦“是道德不好的表现”或“让

人难堪”。８８９６％的男生及７４８６％的女生选择性幻想“是正
常现象”，其余选择性幻想“是道德不好的表现”或“让人难堪”。

２２２　性自慰　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性自慰相关知识的认识较

为肤浅，合理性自慰方法的知识更是欠缺，３１６２％的男生及
７２３８％的女生完全不知道“怎样合理性自慰”，女生显著高于
男生（χ２ ＝１９０７１６，Ｐ＜００１）。另外，仅 ５９２６％的男生及
２２５８％的女生认为“性自慰是人类的正常性行为之一”的说法
为正确，其余判断为错误或未作答。见表３。

表３　性自慰相关知识

性自慰相关知识
知道

男生（ｎ＝６８０） 女生（ｎ＝４９６）

知道一点

男生（ｎ＝６８０） 女生（ｎ＝４９６）

完全不知道

男生（ｎ＝６８０） 女生（ｎ＝４９６）

什么是性自慰 ４４３（６５１５） １３８（２７８２） ２１０（３０８８） ２５２（５０８１） ２７（３９７） １０６（２１３７）

怎样合理性自慰 １９７（２８９７） ３２（６４５） ２６８（３９４１） １０５（２１１７） ２１５（３１６２） ３５９（７２３８）

２３　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
一些学生在自述中补充：不能选择性别但可选择爱情，每

个人对爱的需求不同，真爱与性别无关，同性之爱才是真爱，只

要有爱没什么不可能，正常心理需要，同性恋与异性恋没什么

区别，都是找一个一起生活的人而已，我就是同性恋，请别“谈

同色变”等。可见当前大部分中学生已经能理性对待同性恋现

象。见表４。
２４　性知识主要来源

调查显示，同学或朋友、影视、文艺书籍、报刊杂志、医药卫

生书籍及教材、网络是高中生性知识主要来源。４０００％的男生
及１２１０％的女生承认自己观看过黄色视频材料，３５７４％的男
生及１８５５％的女生浏览过色情读物，其获取途径有：同学或朋

友、网络、租借、自己购买、父母或亲戚等。见表５。

表４　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

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 男生（ｎ＝６８０）女生（ｎ＝４９６）合计（ｎ＝１１７６）

是少数人的正常行为 ４９０（７２０６） ３９０（７８６３） ８８０（７４８４）

变态 ９５（１３９７） ４９（９８８） １４４（１２２４）

不道德行为 ３２（４７１） ２４（４８４） ５６（４７６）

罪恶行为 ３０（４４１） １２（２４２） ４２（３５７）

未作答 ３３（４８５） ２１（４２３） ５４（４５９）

表５　性知识主要来源（不定项选择）

性知识来源
合计（ｎ＝１１７６）

人数 排序

男（ｎ＝６８０）

人数 排序

女（ｎ＝４９６）

人数 排序

同学或朋友 ５７７（４９０６） １ ３８２（５６１８） １ １９５（３９３１） ４

影视 ５０２（４２６９） ２ ２９８（４３８２） ２ ２０４（４１１３） ３

文艺书籍 ４５５（３８６９） ３ ２２２（３２６５） ４ ２３３（４６９８） ２

报刊杂志 ４４６（３７９３） ４ ２０２（２９７１） ５ ２４４（４９１９） １

医药卫生书籍及教材 ３２８（２７８９） ５ １９８（２９１２） ６ １３０（２６２１） ５

网络 ２５７（２１８５） ６ ２２９（３３６８） ３ ２８（５６５） ８

教师 １５０（１２７６） ７ ８２（１２０６） ８ ６８（１３７１） ７

黄色视频材料 １２８（１０８８） ８ １１２（１６４７） ７ １６（３２３） １０

父母 １１４（９６９） ９ ３４（５００） １０ ８０（１６１３） ６

色情读物 ９４（７９９） １０ ７０（１０２９） ９ ２４（４８４） ９

２５　倾诉隐私的对象
４７６７％的男生及２２９８％的女生“没有倾诉隐私的对象”；

选择倾诉隐私的对象是“同学或朋友”的男生占４３９７％，女生
占５４２３％；选择“父母”的男生占４５６％，女生占１６３３％；选
择“其他”的男生占３８２％，女生占６４５％。
２６　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及内容

“学校是否有必要开展性教育”，８７０８％的学生选择“有必

要”，选择“没有必要”的学生占８１６％，选择“无所谓”的学生
占４７６％。学生自述有：学生比老师知道的还多，教师有开展
性教育的能力吗，即使开设了听的人也不多，含糊不清的教还

不如不教，性教育不应该只是思想品德教育，看学校安排等。

“你想获得的学校性教育知识有哪些？”这一自述题目中，学生

们自述内容涉及性的方方面面，如“中学生异性交往行为指

导”，“怎样解决青春期的烦恼躁动心理”，“如何让恋人之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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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解”，“性自慰的正确方法及频率”，“同性恋性交与繁衍问

题”，“怎样控制性欲望”，“如何避免性越轨”，“怎样树立正确

的婚姻观、性爱观”等，同时还提出建议：“希望性教育内容更全

面更深入一些”，“注意保护隐私”等。

#

　结论
３１　内江地区高中生性观念较开放，但性知识缺乏

调查显示，７２０６％的男生及７８６３％的女生选择“同性恋
现象是少数人的正常行为”，说明当今多数高中生性观念开放，

已经不再“谈性色变”、“谈同色变”，但与性观念开放不对等的

是性知识的缺乏。多数学生不清楚性器官的名称，１７５０％的男
生对遗精有困扰，６０６９％的女生对月经有困扰；７８９％的男生
及２０６８％的女生认为性梦“是道德不好的表现”或“让人难
堪”；１１０４％的男生及２５１４％的女生选择性幻想“是道德不好
的表现”或“让人难堪”；４０７４％的男生及７７４２％的女生不清
楚“性自慰是人类的正常性行为之一”。学校应当创造条件开

展青春期性教育，其中性知识的传播应当作为重点之一［２－５］，只

有掌握了科学的性知识，才能形成正确的性观念，养成良好的

性行为。

３２　内江地区高中生性知识获取途径多样，但质量堪忧
现代社会各种信息来源繁多，调查显示，内江地区高中生

性知识主要来源是同学或朋友、影视、文艺书籍、报刊杂志、医

药卫生书籍及教材、网络等，其中４９０６％的高中生性知识的第
一位来源是“同学或朋友”，这与唐晓君等［５］的调查结果一致。

教师及父母在高中生性知识来源方面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可

见学校性教育及家庭性教育在本地区均严重缺乏。当前社会

上大量存在的影视作品及读物，其中不乏宣传低级趣味甚至是

淫秽作品，但中学生们却可以很容易地买到、租借到或从同学

朋友处共享到。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来源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性

态度［６－９］。对处于性生理发育成熟、性冲动频繁，而性心理成熟

滞后的中学生而言，在良莠不齐的繁多性信息浪潮的冲击之

下，如果事先未接受过系统的性教育，没有受到正面性价值观

的引导，是难辨真伪，难以抵挡其诱惑的。

３３　切实加强性教育师资建设，力求性教育教师专业化
８７０８％的高中生选择“学校有必要开展性教育”，可见学

生对性教育的渴求度高；有些学生认为“学生比老师知道的还

多”，可见他们对学校教师开展性教育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学

生自述性教育内容有“如何让恋人之间增进了解”，“性自慰的

正确方法及频率”，“同性恋交配与繁衍问题”，“如何避免性越

轨”，“怎样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性爱观”等，可见，当前高中生对

性教育的需求，已经从知识的传递，进入到技能的指导和价值

的对话［１０］，他们渴望得到的指导不仅仅是“是什么，不可以做什

么”，更多的是“为什么，该怎么做”。由于目前大部分学校还没

有专职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教师，兼职教师们受原有专业的制

约，往往只能在青春期性问题的某一个角度给予指导，难免让

学生感觉“学生比老师知道的还多”。因此，切实加强性教育教

师队伍建设，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力求性教育教师专业化，

使学校青春期教育能切实满足中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３４　充分发挥同伴教育的优势，调动学生的自学能力
由于性问题的私密性，多数学生不愿或不敢向他人寻求帮

助，调查显示，４７６５％的男生及２２９８％的女生没有倾诉隐私
的对象。还有些学生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甚至是错误的指导，于

是这些问题如同幽灵萦绕在脑海中，让他们不能释怀，严重影响

了学习和生活。因此，建立形式多样的性教育方式，满足学生

多样化、个体化需求尤为重要。调查显示，同学或朋友是高中

生性知识的第一位来源，占４９０６％，４３９７％的男生及５４２３％
女生倾诉隐私的对象是“同学或朋友”。同伴对青少年的性行

为及性态度有重要的影响［１１］，可充分利用“同伴教育”的优势，

对在班上有一定影响力和有兴趣参与性教育的学生进行有目

的的培训，使其先掌握一定的性知识和性技能，然后由他们向

周围的同学或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同伴教育在一些敏感问题

上，如合理性自慰的方式等方面尤其适合，可以避免课堂讲解

的尴尬。中学生已经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性知识本身也并不

高深，但只有通过正规途径获取科学全面的性知识，才是最为

安全有效的。在当前学校性教育缺乏及教学质量低下，多数父

母性知识欠缺、性教育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将合格的性教育书

籍及正规的性教育网站推荐给学生自学，这无疑是对学校性教

育及家庭性教育严重不足的有益补充。

３５　转变家长观念，发挥家庭性教育的优势
调查显示，仅有９６９％的高中生性知识主要来源于父母，

仅有４５６％男生及１６３３％女生“倾诉隐私的对象”是父母，可
见家庭性教育极为缺乏。调查表明，在家庭性教育的实施中，

８４４５％的家长在孩子青春发育前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
育［６］，家长普遍缺少性教育相关知识及技巧以及缺少与孩子沟

通交流［１２－１４］，因此对孩子的性问题要么开不了口，要么传授着

父母自认为正确的错误知识和观念。通过多渠道开展针对家

长的家庭性教育专家讲座、开发家庭性教育视听材料、编制系

统的家庭性教育手册、推荐青春期性教育网站等［１５］，改变家长

对性教育的偏见，使家长们掌握青春期性教育相关知识与性教

育技能，提高他们与孩子沟通性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家庭这

一性教育的前沿阵地的作用，使青少年能得到个性化的指导，

以维护少男少女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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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正式性教育的必要性和改进之处
—基于儿童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视角
桂文玲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　要】　如今，受性自由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约束，性已经引起了各种社会
问题。然而，我国的性教育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实施正式性教育的必要性，其次概括

了儿童青少年性心理发展过程，最后提出我国正式性教育有待改进之处，包括对儿童提早进行性教育、拓展

性教育的内容、注重性教育的连续性以及培养能胜任性教育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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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受到欧美“性自由”、“性解放”
等观念的影响，社会上一度出现过“性自由”、“性解放”的思潮，

加上传统观念的缺失，性已引起各种社会问题。与性有关的价

值观和规范开始转变，性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至少抛弃了一些

极端的禁忌。意外怀孕和性病感染引起人们的担忧，也引起公

共卫生方面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艾滋病的传播蔓延带来了
一个更严重的风险。性侵犯和性暴力引发道德上的义愤。人

们日益感到性教育的必要并呼吁相应的预防措施。此外，媒体

中的色情片段给年轻人对性的理解带来负面影响。这些根本

性的社会变化，需要社会做出新的反应。

!

　正式学校性教育的必要性
性教育给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信息、技能和积极的价值观来

理解性，让他们能够拥有安全的性关系并且为自己和他人的性

健康和幸福负责。性教育使他们能够做出选择来提高生活质

量从而共同构建一个富有同情心、公正的社会。

１．１　人们有权被告知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明确指出了公民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和国家
有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义务。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宣言第八条指出：“人们有
受教育权和获得信息权，即所有的人有权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

并且接受全面的性教育和有用的必要的性知识，从而在私人、

公共和政治领域中行使完整的公民权并获得平等权”［１］。与性

相关知识也是儿童青少年所必须掌握的，学校应当以一种恰当

的方式向孩子讲述性相关的知识，以便让孩子掌握相关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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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健康和成长做好准备。

１．２　非正式性教育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需求
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和其他非正式的资源对学习有关的性

知识很重要，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往

往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非正式资源本身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

特别是当需要复杂的和技术性的知识时（例如有关避孕或性病

传播途径的知识）。此外，进入青春期的年轻人往往更愿意通

过其他渠道来学习而不愿意向他们的父母学习。现代媒体，尤

其是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大量的

信息，尤其是有关系性的，是被扭曲的，不切实际的，经常是令

人感到可耻的，比如一些网络色情［２］。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性

教育理论来抵消和纠正误导性的信息和图像，这就需要正式的

学校性教育。

１．３　促进性健康，构建公平和谐社会的需要
性教育为孩子和年轻人提供有关性的各方面的无偏见的、

科学正确的知识。让儿童青少年获得有关人体、人体的发展和

功能、与性有关的正确的信息，了解避孕的知识，帮助儿童青少

年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感染和艾滋病以及性要挟，掌握必要的生

活技能来处理性和恋爱各个方面遇到的问题，并懂得如何咨询

和获得医疗服务［２］。从而让年轻人基于理解、负有责任的做出

选择，帮助年轻人为生活做好准备，尤其是建立和维持令人满

意的两性关系，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与异性的关系，同时保

护自己免受潜在的风险。让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的关系，减少性虐待和性暴力的发生。性教育的核心动机就

是这样一个信念，即支持引导年轻人以更加负责、安全、满意的

方式对待性。因此性教育有助于培养恭敬开明的态度，有助于

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

"

　儿童青少年性心理的发展过程
性的发展始于胎儿期并贯穿人的一生，孩子甚至在婴儿早

期阶段就有性感觉［２］。性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个阶段

又有其阶段性特征。见表１。

表１　儿童青少年性心理发展［２］

阶段１：０～３岁 婴儿：０～１岁（发现期）
儿童的性发展从出生便开始。

婴儿完全关注于其感官：触、听、看、尝和闻。通过感官，婴儿可以体验到舒服安全感。搂抱和爱抚对婴儿来说很重要。

婴儿忙于发现周围的世界，也经常触摸自己，有时候也会无意触到其生殖器。

刚学步的小孩：２～３岁（好奇／探索自身身体）
刚学步的小孩逐渐意识到自身及其身体，也开始知道他们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与成年人也不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是男孩还是女

孩（发展性别认同）。

刚学步的小孩对自身的身体以及身边人的身体变得很感兴趣。他们经常研究其身体以及性器官，并向其他孩子或成年人展示。

他们开始特意触摸自己的性器官，因为这样让他们感觉很好。

刚学步的小孩仍然非常需要身体接触。他们喜欢坐在他人的腿上并且喜欢被搂抱。他们开始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不能做（社

会规范）。

阶段２：４～６岁 ４～６岁（学习规则，玩，开始发展友谊）
此阶段的儿童开始接触更多的人群（在幼儿园和学校）。他们渐渐知道他们应该如何行为（社会规范）。

他们知道成年人不同意他们裸身暴露在公共场合，触摸自己或其他人，这就使得他们不太可能会裸身行走在公共场合，或者触

摸其生殖器官。

通过游戏来探索自身或他人的身体，比如医生护士扮演游戏，一开始是公开的游戏，后来经常是秘密地做游戏，因为他们知道在

公共场合裸体是不允许的。

“脏话阶段”：他们意识到说某些词语会激起人们的反映，这让他们觉得很兴奋很有趣，所以他们重复这些词语。

此阶段的孩子对生殖很感兴趣并且问无止境的问题，比如“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的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涩并

开始划清界线。他们知道自己的性别而且知道自己将一直是这一性别。关于“男孩做什么”“女孩做什么”，他们开始有清晰的

想法（性别角色）。

他们开始和其他孩子交朋友：与同性或异性，或者有时候只与同性。

此阶段的孩子经常结交友谊并喜欢他人，比如，他们经常说喜欢妈妈、老师或者小白兔。

阶段３：７～９岁 ７～９岁（害羞和初爱）
此阶段的孩子在他人面前裸体可能会感觉不舒服。当成年人在旁边时，他们不再想裸体。他们问有关性的问题越来少，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对此话题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只是意识到性是个很禁忌的话题，不适宜在公共场合谈论。

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家里、学校、电视里等），他们幻想很多，而且幻想与现实经常混合在一起。他们的幻想可能是有关爱的，

有时候是有关与同性相恋爱。

男孩群和女孩群形成。男孩经常认为女孩愚蠢幼稚，女孩认为男孩太粗暴，行为太强硬。

在群体情境中（教室，朋友中），他们发现表现出自己很成熟、强壮、聪明非常重要。孩子努力去超越他人。他们想展示出他们

知道大孩子和成年人世界的事情，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展示他们对性有多少了解并且使用性语言。孩子们互相讲性笑话，而通常

情况下他们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

初爱的感觉也是在此阶段得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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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４：１０～１５岁 １０～１１岁（青春前期）
性荷尔蒙开始活跃，表现在行为和身体发育上，以及知觉和情感上。女孩通常比男孩提前两年到达青春期，明显的身体变化包

括乳房的发育和身体的长高。

大概从１０岁开始，孩子对成年人的性更加感兴趣，他们幻想更多有关性的事情，从书本、电视和网络上听到并看到各种事情，这
些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然而若与之谈论性方面的事，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装正经而随意的。

对爱迈出第一步有可能是发生在此阶段，年轻人开始一起出去玩，并做出一些小心翼翼的进展（牵手，亲脸颊等）。

１２～１５岁（青春期）
大部分男孩也在此阶段进入青春期。他们的睾丸、阴茎进一步发育成熟，开始长腋毛阴毛。他们的声音变得更深沉，脸毛也开

始长。男孩在１３岁（平均）开始第一次射精，标志着性成熟，开始有生育能力。
女孩在此阶段开始长腋毛和阴毛。女孩的第一次月经期出现在１２岁（平均），意味着她们性成熟，可以怀孕。
手淫次数增加，男孩比女孩更频繁。

青少年可能会对自身身体的发育很不确定，他们会怀疑“这正常吗？”“与同龄人相比，发育得是不是太慢了？”青少年不得不习

惯于他们的“新身体”，经常会感到尴尬和不舒服。

他们发展了性自我形象：视自己为可以性交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让自己具有吸引力很重要。由于他们对自身的身体不确定，他

们也会对自身的吸引力感到不确定。

此阶段的年轻人对他人的观点很敏感，会受到同龄人的影响。

男孩和女孩渐渐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他们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他们开始互相调情，并有了第一次感情。有了更多亲吻和爱

抚的体验。

阶段５：１６～１８岁 此阶段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独立，对父母的依赖越来越少。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他们尝试恋爱关系，

获得性体验，如亲吻爱抚。

年轻人的性交往发展过程通常是：亲吻、隔着衣服触摸爱抚、裸体抚摸、性交，口交，有时候肛交。

他们逐渐获得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如协商交流、说明意愿和界线，并开始表现对异性的尊重。

#

　我国正式性教育有待改进之处
目前，在我国，许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性教育仍

然停留在“自己看”的水平上，国家教育部门尚未制定出统一的

性教育大纲，学校缺乏性教育资源、机制和课本，尤其缺少训练

有素的性教育教师［３］。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内容还不够系统和

完善，多数学校将性教育内容零星地渗透在生物、体育、品德等

课程中，性教育内容的范围、深度均不够。我国高校还没有专

门培养性教育师资的院系，性教育师资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缺

乏［４］。我国学校性教育还有待改进，根据目前我国的性教育情

况以及儿童性心理发展规律，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对儿童提早进行性教育
如上所述，性的发展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儿童的性发展从

出生便开始了。一般观点认为，性教育的对象只是进入青春发

育期的青少年，这实际上是对性教育的片面理解。美国“性信

息和性教育”理事会主席玛丽·考尔德博士认为：对于性教育，

可能特别重要而有效的时期是１４岁之前，尤其是５岁之前，这
一时期所接受的有关“性”的教育，无疑地将决定儿童青少年一

生有关“性”的各方面［５］。因此，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从儿童早期

就应该开始，从婴幼儿、童年一直到青少年，围绕着达到对“性

别”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以及青春

期的性适应等教育目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开展不同内

容的性教育［６］。从儿童青少年性心理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婴幼

儿阶段的孩子（０～６岁）经常研究其身体以及性器官，开始特意
触摸自己的性器官，对生殖很感兴趣并且问无止境的问题。所

以婴幼儿阶段的孩子并不是无性的，应根据此阶段儿童性生理

和性心理发展特征，进行适当的性教育。

英国所有中小学自２０１１年起将性教育视为必修课，向５岁
以上学生讲授性知识。美国也规定性教育从５岁开始。当然儿

童早期性教育内容并不是直接有关性的，而是教会儿童认识自

己的身体、识别身体差异、表达需要和愿望、尊重身体的不同并

喜欢自己的身体等最基本的知识。例如，针对５到８岁的儿童，
美国全面性教育指南有关性虐待、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具体内容

包括：每个人的身体都属于自己；人的身体上有一些部位是隐

私的，包括嘴巴、乳头、胸、阴茎、阴囊、阴道和女阴；任何人都不

许碰隐私部位，除非清洗或医治；儿童也不能触摸别人的隐私

部位；不因健康和卫生原因而触摸儿童的隐私部位视为性虐

待；当不想被触摸时，任何人都有权利告诉他人不允许触摸自

己的身体；如果遭受到不想要的或不舒服的触摸，即使被告诉

要保密，都应该及时告诉可信赖的成人；如果陌生人尝试带儿

童走，儿童应该跑并且告诉父母、教师、邻居或其他成年人［７］。

可见，对儿童提早进行性教育并不意味着提早教授给孩子直接

涉及性的问题和知识，而是教会孩子正确的认识自己，学会保

护自己，为以后的性教育打下基础。

３．２　拓展性教育的内容
目前我国性教育的内容单一，深度不够，没有提供需要的

信息和技能，而且大部分跟学生的生活没有太大联系。性教育

教材在内容取舍和文字表述上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对一些

关键问题总停留在“点到为止”的水平上，无法满足学生发展的

实际需要［６］。我国性教育的内容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过于简单，

例如在美国，性教育包括婚姻观、择偶、恋爱、失恋、对配偶与子

女的责任与义务、性别角色、育儿、婚姻危机、离婚等内容，这些

内容已成为中学性教育必修课的重要内容［８］。目前我国的性

教育主要是传授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是远远不够的。性教育应

该包括“信息”，“技能”，“态度”三个方面，即传授学生有关性

的必备知识，教会其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

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培养高尚的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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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部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发布“将性教育引进学
校”（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ｓ），规定学校性
教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身体方面：身体性成熟和性行为，

性生理学和人类生殖学。情感方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性态度和

感觉。社会方面：性规范和性行为及其法律、文化和社会影响。

伦理方面：有关性方面的价值和道德体系［９］。新加坡性教育从

小学五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学。性教育课程内容分为五大

主题。人类发展：青春期开始及其心理和情感影响。人际关

系：健康和有益的人际关系应当具备的技能和价值，包括与异

性的关系。性健康：保持性健康和避免不良性行为后果所需的

信息和态度。性行为：对性的表达及其影响。文化，社会和法

律：社会和文化影响，性认同和性表达的法律地位影响［１０］。可

见，新加坡教育部规定的性教育内容广泛，不仅涉及到性的生

理方面，还包括性的情感、价值、伦理道德方面，拓宽了性教育

的内容。

３．３　注重性教育的连续性
目前我国的性教育主要强调特定年龄阶段的性教育，如青

少年期性教育，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性教育过程。忽视了性的

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儿童出生以后，在婴儿、幼儿、儿童

期都在逐渐发展，直至青春期以后继续成熟的一连串过程［１１］。

另外，目前我国性教育只注重性知识的灌输，没有考虑到性教

育的内容应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性教育应根据人的年龄阶段

不同，设定不同的性教育内容，并做好各个年龄段的衔接。性

的发展同其他心理发展一样都是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应以一种

全面的、整体的方式来进行性教育，这样一来，儿童关于性的问

题就可在合适的年龄段以一种积极的、愉快的方式得到解答，

不仅有助于儿童正确认识自己的性别、性器官及其功能，树立

正确的性别意识，也有助于儿童抵制性侵犯，为儿童以后的性

教育和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美国全面性教育指南将性教育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一：５岁
到８岁，小学低年级；阶段二：青春期前，即９岁到１２岁，小学高
年级；阶段三：青春期早期，１２岁到１５岁，初级中学阶段；阶段
四：青春期，１５岁到１８岁，高中阶段［７］。性教育的内容主要包

括六大关键概念：人类发展、人际关系、个人技能、性行为、性健

康、社会和文化。而每一关键概念又包括六到七大主题，例如

人类发展包括：生殖和性解剖学和生理学、青春期、生殖、身体

形象、性取向以及性别认同六大主题。每一主题都在这四个阶

段予以教授，具体内容不一样，体现性教育的连续和衔接性。

以人类发展主题１为例，见表２。

表２　人类发展之主题１生殖和性解剖学和生理学各阶段内容［７］

阶段１（５～８岁） 每一身体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和功能

人的生殖器官和基因决定其性别

男性有乳头、阴茎、阴囊和睾丸

女性有乳房、乳头、女阴、阴蒂、阴道、子宫和卵巢

一些生殖器官在身体外部，例如阴茎，而一些是在身体内部，例如卵巢和睾丸

男孩和女孩都有触摸起来感到舒服的部位

阶段２（９～１２岁） 在青春期，内部和外部的生殖器官成熟，为成年做准备

男性开始射精意味着开始有生殖能力

女性月经来潮意味着开始有生殖能力

阶段３（１２～１５岁） 性反应系统和生殖系统不同

一些性和生殖器官会产生愉悦感

阶段４（１５～１８岁） 性别分化（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主要由染色体决定，并且发生在胎儿发育早期

一些婴儿雌雄间性，即他们有着不明确的外生殖器，不确定是男性还是女性，或者其染色体与生殖器不匹配

荷尔蒙影响生长与发育以及性和生殖功能

女性绝经意味着没有了生育能力；男性自青春期后将一直有生殖能力

个人可能会想用镜子近观其外生殖器以便注意到一些预示健康问题的变化

　　由此可见，人类发展之主题１生殖和性解剖学和生理学在
各个阶段都有讲授，但是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不同，而每一阶段

教授的内容往往为下一阶段打下基础，知识之间是一种连续与

衔接的关系。例如，只有在早期学习了人体的生殖器官的相关

基础知识，到阶段３和阶段４才能更好地理解性反应系统和生
殖系统、性别分化、婴儿雌雄间性、荷尔蒙等较复杂的知识。而

且每一阶段的性教育内容与该阶段的儿童青少年认知和身心

特征相符，根据该阶段儿童对有关性的问题的困惑，及时告知

其客观的知识和事实，并且注重从小树立正确的性价值观。

３．４　培养能胜任性教育的师资
目前，在我国没有专门的性教育师资，性教育主要由生物、

体育、思想品德等教师零星地提及。性教育实施是否到位关键

因素之一是是否有能胜任性教育的师资。性教育的教师并不一

定要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但最好是专门培训过的。并且，不

同年龄阶段的性教育教师接受的培训是不同的，例如负责幼儿

园的性教育的教师和负责高中性教育的教师所接受的培训内

容是不一样的。此外，负责性教育的教师自身对性的态度以及

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将充当学生的模

范，因此性教育需要有严格的监管机制。

瑞典是性教育成功的典范。然而瑞典也曾因性教育师资

的不足影响其性教育的开展。为此，瑞典做出很多努力，主要

有三点：一是把性教育作为一门跨学科的课程，由相关学科中

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兴趣的教师共同教授性教育课；二是教师

在职培训，在一些大学和学院开办暑期班和夜校，为在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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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培训，帮助其克服讲授性的问题时产生的不安，培养教师

对性的正确态度等；三是研发出版性教育教师手册，让教师有

可供参考的性教育资料。瑞典性教育的成功归功于有一批既

有学术水平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专兼职教师队伍。［１２］在瑞典，

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妇产科医生、儿科

医生、营养专家、助产士、护士、学校教师、国家工作人员等均积

极地投入到性教育的行列，成为校外和校内紧密结合的性教育

工作队伍。拥有能胜任性教育的师资是瑞典性教育成功的保

障之一。

$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对性的看法也日益改变了，性已

不再是羞于谈论的话题。性开放、妇女解放、传统观念的缺失、

传统道德的丧失使得人们改变了对性的理解。各类色情视频

书刊泛滥，年轻人早早进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少女怀孕屡见

不鲜等等诸如此类的不良社会风气已在我国泛滥。最骇人听

闻要属屡次发生的性暴力、性虐待。目前，我国各地频发性侵

犯及性暴力事件，以及多起遭受性侵犯后被杀的案例。性开放

已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必须做出相应

的对策。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青少年性教育有了迅速的发

展，但目前我国性教育仍然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实施正式学校

性教育，教给孩子必要的信息和技能，培养孩子正确的性价值

观和高尚的性道德，为孩子的健康和成长做好准备，这是时代

的变化赋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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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血液透析病人性生活满意度调查及健康指导
探讨
赵秀霖１　楼燕２　徐美镇３　赵桔红３

１诸暨市中心医院血液透析中心，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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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绍兴市人民医院血液透析中心，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透析后病人性生活满意度，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血液透析女性患者性生活满
意度与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依据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ＩＳＦ－Ｗ）自行研究并设计性生活调研问
卷，从我市两家综合性医院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血液净化科收治的女性患者中随机选取１１０例进行
调查。结果：在调查问卷性生活满意度１１个维度中，主动提出性活动项选择从不或偶尔有１０１例占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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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条目选择从未或偶尔的患者超过５０％；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精力、学历、身体耐力、年龄影响透析后女性
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Ｐ＜００５）。结论：透析后患者性满意度较差，需要针对年龄稍大、身体耐力差的患者
进行针对性干预，同时需要开展透析后患者性生活健康指导与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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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析疗法是治疗急、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急性药物或毒物
中毒等疾病的最佳疗法［１，２］。临床中，长期接受透析治疗的患

者由于机体长期处于虚弱状态、精神状态不佳、锌离子水平低

等原因，１／４的女性性功能会出现减退。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
患者长期处于自卑心理和忧虑中，对性生活逐渐失去兴趣，甚

至刻意回避性生活，久而久之造成性欲低和自我评价低下［３］。

当前，提高透析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开展心理治疗日益受到医

学专家及患者的重视。本文对我市两家综合性医院血液净化

中心收治的１１０例女性透析患者进行性生活满意度调查，旨在
真实了解女性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并且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相

应的干预措施，帮助患者改善夫妻关系，建立透析后和谐的性

生活，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诸暨市人民医院和诸暨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
年２月血液净化中心收治的女性患者中随机选取患者１１０例，
平均年龄（４７３±１２６）岁，受教育程度：小学１５例，初中４６例，
中专或高中３９例，大专及以上１０例。家庭月收入：＜２５００元
１０例，２５００～４０００元 ５２例，４０００～６５００元 ４４例，＞６５００元
４例。

纳入标准：已婚并小于６０岁，符合血液透析的适应症（急、
慢性肾功能衰竭，肾移植前的肾功能衰竭或移植后排异反应使

移植肾无功能者，急性药物或毒物中毒等）；无低血压、休克，无

严重感染，无严重心脏病变，无脑出血及贫血，透析后无严重并

发症；愿意参加本调查，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目前和既往无精

神疾病和意识障碍［４］。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自行设计调研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患者

一般资料和信息调查：年龄、教育状况、家庭月收入、职业、疾

病、治疗状况。第二部分为性生活满意度调查表，依据国际女

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ＩＳＦ－Ｗ）［４］，从中选取１１个项目即主动
提出性活动的频率、向丈夫交流性欲望的频度、从事性活动的

频度、想要从事性活动的愿望出现频率、对丈夫提出的性要求

接受的频度、从任何形式的性活动中获得愉悦的频度、性生活

在生活中的地位、自身疾病对性生活水平影响的频度、与配偶

过性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性活动时出现焦虑或抑郁的频度、

与丈夫发生冲突对性生活影响的程度。每个项目设置选项为

１、２、３、４、５则依次赋１～５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性生活满意
度感受越积极。问卷在患者透析开始６个月后，临床医生给其
发放调查问卷，现场填写，无填写不完整、信息不全的患者，问

卷１１０份，回收１１０份，有效问卷１１０分，有效率１００％。
１３　评价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描述及方差分析，当 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透析后女性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调查状况

见表１。

表１　女性患者透析后性生活满意度调查

项目 平均得分

主动提出性活动的频率 ２８１＋１２３

向丈夫交流性欲望的频度 ３２２＋１２１

从事性活动的频度 ３６８±１０９

想要从事性活动的愿望出现频率 ４０１±０２１

对丈夫提出的性要求接受的频度 ３８９±０８９

从任何形式的性活动中获得愉悦的频度 ４２８±００８

性生活在生活中的地位 ３７８±０８９

自身疾病对性生活水平影响的频度 ２２８±１０７

与丈夫发生性关系的满意程度 ４２９±０６５

进行性活动时出现焦虑或抑郁的频度 １０８±００７
与丈夫发生冲突对性生活影响的程度 ２０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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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影响透析后女性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因素
通过对患者一般资料与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得出结论：精力、学历、身体耐力、年龄影响透析后女性患者的

性生活满意度（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影响透析后女性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因素（ｎ＝１１０）

相关因素 分类 例数 分数 Ｆ Ｐ

精力 非常充沛 ３２ ３２４１±６１７ ７９３ ００００

基本充沛 ５０ ２７６４±５２２

不足 ２８ ２５０３±７３６

学历 小学 １５ ２４７７±５１３ ３７７ ０００１

初中 ４６ ２４８９±４０８

中专或高中 ３９ ２８６４±３７５

大专及以上 １０ ３００９±３６４

身体耐力 非常充足 １９ ３０５７±２８８ １１６４ ００００

基本充足 ４１ ２７６３±２１５

不充足 ５０ ２４３４±１９８

年龄 ＜４０岁 ３３ ２４５３±４７１ ８９５ ０００１

４０～５０岁 ５６ ２８４２±３６７

５０～６０岁 ２１ ２５１１±２７９

家庭月收入 ５０００以下 ３２ ２２１５±２２９ ４８９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８ ３８１０±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以上 ２０ ３２１０±２０１

#

　讨论
３１　本研究中透析后女性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极低，其中在调查
问卷性满意度１１个维度中，主动提出性活动项选择从不或偶尔
有１０１例占９１８％，７个条目选择从未或偶尔的患者超过５０％。
研究结果表明，透析后绝大多数女性患者对自己的性生活状态

不满意，主要表现为治疗疾病占据了大部分精力，身体耐力下

降，不敢与丈夫沟通她们的性欲望，想要从事性活动的愿望减

少，因为疾病烦恼、忧郁常拒绝丈夫的性要求，精神负担导致患

者在性活动中难以获得愉悦感，这些都导致她们对性生活的满

意度低下。

３２　表２显示，４０岁以下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下降，可能因为
年纪轻患者透析后担心体型，会出现严重心理失衡引发性功能

障碍［６］。４０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性生活质量会逐渐降低，
这符合正常人生理特点［６］。因为女性５０岁左右绝经后生殖道
萎缩，雌激素分泌减少，性生活大幅度减少、这都会导致女性性

欲和性快感程度的降低［８－１０］。

３３　与乳腺癌切术手术类似，透析患者认为因为肾脏疾病其性
生活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很多女性担心自己无法满足

丈夫的性需求，导致性活动的主动性不足［１５，１６］。这在本研究中

也有体现，敢于主动提出性生活要求的患者仅占８２％，与研究
吻合。

３４　对很多中国女性来说，认为与人探讨性问题不够庄
重，传统思维导致大部分女性患者都不敢向医护人员提出透析

后性方面的疑问。部分患者甚至不知道透析后是否可以过性

生活，以及性生活对原发疾病的治疗有什么影响［１１，１２］。许多患

者听信家中老人或者亲戚、朋友的耳传信息，出现“透析后不能

有性生活”这类错误观念，甚至有些旧观念认为绝经后不应该

有性生活等［１３，１４］。因此，缺乏性知识成为女性透析患者恢复正

常性生活的最大障碍，对此透析科医护人员需要在透析前对患

者进行全面的性知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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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妻”行为参与者的性心理深度叙事研究
程世英１　刘春琼２　许文远３

１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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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换妻行为涉及婚姻与性、爱与性、性权利等问题，对换妻行为的性心理研究可以为性伦理、
婚姻家庭伦理研究提供实然基础。文章采用叙事研究方法对七对夫妻（情人）进行深度访谈，揭示了换妻行

为背后的心理异化机制和换妻者的不同层次分类，再现了他们在性自主、性权利、性与家庭、性与爱的关系

方面的性心理过程。就１４名被访谈者而言，断定这种行为是性自主的表达有武断之嫌。研究发现，换妻行
为背后的去个体化机制、逃避心理和青少年期性教育的缺失都是相对普遍的问题。

【关键词】　“换妻”；叙事研究；性心理；性权利；去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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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公众的广泛争议，它是一种在
法律层面模棱两可的概念，与“聚众淫乱”罪有部分重合，换句

话说这是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行为。同时，随着国人性观念

的变化，换妻也成为一种挑战原有性观念的行为，涉及婚姻与

性的关系、性观念与性道德、爱与性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从现

有文献来看，对换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两个层面：一、对其法律

与道德层面的探讨［１－３］，主要探讨聚众淫乱罪的存废问题；二、

对其个人意义的探讨，主要关注个人的性权利问题，这方面的

探讨和争议主要存在于网络资源中，其中李银河［４］、方刚等［５］

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的观点引发了诸多社会争议和反向，林心

雨［６］、黄嘉丽［７］等学者也作出严谨的学术分析。然而从某种意

义上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对换妻当事人的心理

过程，尤其是道德心理过程的深入理解和说明。本文针对这一

现象采取质性研究，以叙事研究为主，刻画从事换妻行为的夫

妻在换妻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性过程，以期为换妻伦理研究提

供实然基础。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叙事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是一种以呈现事实

并加以学术解释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能够对真实世界的真实

事件进行刻画，并加以解释和分析。研究对象是完整的个体，

而非他身上的单一要素。

１．２　研究对象、地点与研究者
本研究通过某种途径联系到山东某三级市参与换妻行为

的夫妻共７对（包括两对以情人关系进行换妻的被访谈者），为
保证他们能够自由交谈，我们约在当地宾馆的两个小会议室进

行。本研究中的两名研究者为资深心理咨询师，能够熟悉使用

一些技术来达到使来访者放松、自由交谈，且能够熟练使用心

理探测技术来澄清问题，具备叙事研究所需要的高超交流和沟

通能力。有研究者指出，“叙事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实践智慧。

研究者必须用生成思维方式密切关注情境的变化，敏锐地体察

到研究对象的话语隐含的深层含义，以求挖掘出隐藏在研究对

象深层的东西。”［８］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能力恰好适合这种叙事

研究的需求。同时，他们也是以现实角色（即生活中的夫妻身

份）分别对来访夫妻中同性别的一方进行访谈，每对夫妻由两

位研究者共进行８～１２小时的心理访谈。在访谈开始时说明科
学研究之用，无对错之分，并签署保密协议。在访谈过程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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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必要澄清和预定问题之外，均秉持“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咨询

原则，不做道德评价、不提出诱导性问题，何时访谈结束遵循被

访谈者的意愿。

１．３　研究工具与相关概念界定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视角是心理学，受到社会认知

领域理论［９］的影响，我们对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范畴界定如下：

社会认知领域性：社会认知领域性是道德心理学家艾略特

·特里尔（ＥｌｌｉｏｔＴｕｒｉｅ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所倡导
的一种道德心理研究取向，其核心思想是：个体对哪些问题属

于道德问题具有自己的特定认知过程，其特点是规则不变性、

规则一致性和规则普遍性，涉及伤害、权利和公正三个基本的

主题。而个体对哪些问题属于社会常规领域的认知也具有一

定的特点，即个体认为如果某类问题完全由社会权威决定，则

该问题不属于道德领域事件，而属于社会常规事件。同样，如

果某类问题应由自己决定则属于个人领域问题。这样，个体的

认知可以区分为道德领域认知、社会常规领域认知和个人领域

认知，不同认知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尽相同，与之伴随的感受

也有所不同，认为某事件属于道德问题的个体更愿意从事该行

为，能产生积极感受，违反该规定后会产生消极感受。而面对

社会常规问题和个人问题时，个体较少产生道德感受。另外，

除了这三类事件，也存在面对同一事件，个体会同时产生不同

领域思维的现象，此类事件被划分为混合领域事件。

我们的研究假设是，换妻行为是混合领域事件，对其认知

会涉及到以上三种领域认知，而我们这项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

就是刻画三种领域认知如何在现实情况下相互冲突或者妥协

的过程。而基于社会认知领域理论，本研究认为性道德心理界

定为与性有关的涉及权利、公正和伤害主题有关的性心理过程

可以称之为性道德心理。

性自主和性权利：在道德心理学领域中自主和权利认知属

于道德领域认知，李银河教授认为换妻是个体性自主和性权利

的体现，应该加以鼓励，我们将从道德心理层面对该问题作出

研究。如果换妻者以个体权利的道德诉求来从事换妻行为，那

么他会明确认为换妻无害、甚至有益，在换妻之前、之中和之

后，存在性感受的同时也会对换妻行为会产生积极道德感。研

究将对参与者可能具有的权利和自主感进行澄清和探索。

同时，考虑到换妻与家庭、与性心理异常可能存在相关，我

们采用了Ｎｉｌｓｏｎ婚姻质量问卷以及性成瘾筛查问卷（Ｓｅｘｕａｌ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ＳＡＳＴ，国际创伤和上瘾专业委员会编制）来
施测，前者是效度较高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心理测量工具，涉

及婚姻满意度、过度理想化等８个指标，效度可达０７５～０８。
而后者可以刻画受试者在因性瘾问诊人群和正常人群的维度

中所处的位置，即可以探测他的性问题表现更靠近正常人群还

是更靠近性成瘾人群（所测结果以高、中、低划分，高为性瘾人

群，中为介于性瘾人群与正常人群之间，低为正常人群）。除此

之外我们还预设了以下问题：１、“以下涉及到对孩子教育的三
种说法，你更倾向于对孩子说：Ａ性很美好要学会享受；Ｂ性很
强大，学会控制；Ｃ性很肮脏，要远离。”该问题的目的是在自己
孩子身上投射出他们对性的基本看法。２、“据说在其他地区和
其他国家，只要大家同意都可以进行换妻，你认为他们这么做：

Ａ非常错误；Ｂ有些错误；Ｃ说不清；Ｄ有些正确；Ｅ非常正确，你
为什么这么认为？”，预设问题二目的在于探讨换妻行为的合理

性是否具有普适性。

"

　研究内容与结果
鉴于研究样本较小，其数据统计缺少应有的信度，因此本

文研究者更多将数据作为分析其心理问题的工具，而降低其统

计学上的意义。结合录音材料、数据以及两位心理咨询师的共

同意见，我们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２．１　研究中体现了两个矛盾
从对录音资料和文本资料的分析来看，研究中存在两个明

显的矛盾：

第一，自述婚姻幸福的说法与深入访谈结果之间存在矛盾

来访者评价他们的换妻群中的夫妻关系时，都持有如下观

点“这个群里的人夫妻关系都很好”，在与来访者的面谈过程

中，在开始时，７对夫妻中６对他们也这样评价自己的夫妻关系
（剩下的１对中女方认为他们夫妻关系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同
时也表达虽然有问题但是很爱对方）。但随着访谈者的不断澄

清，６对夫妻中除了１对之外，均承认他们夫妻相处的纠结和矛
盾。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通过电脑让他们做了家庭质量问

卷。在问卷结果的分析中，我们找到部分矛盾的原因。结果显

示，被访谈者在“过度理想化”维度上的得分均处于高水平。这

意味着他们用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婚姻，理想化维度高

多存在于新婚夫妻中，尽管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夫妻生活，但他

们相信自己的组合是很合适、很美好的。对于这些结婚多年的

夫妻，在理想化程度高可能恰恰说明他们婚姻之间存在问题，

但是无力应对或者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就采取理想化的方式来

自欺欺人以获得婚姻持续的力量。所以，在换妻 ＱＱ群中普遍
宣扬的口号“换妻有益于夫妻关系的维护”、“群里的人夫妻关

系都很好”等此类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理想化的表达。

第二，自述性自主和性权利的认知与换妻之中和之后的感

受之间存在矛盾

对１４名参与访谈的访谈者而言，他们在语言上都表达“大
家都同意，不害人，不是道德问题是个人权利问题”，除了２位，
其他人都肯定自己在换妻过程中体会到积极感受。那么这种

积极感受是自主感和权利感吗？深入澄清之后，我们发现了某

些矛盾，一般而言道德上的权利感和自主感是个体在自我意识

明显时的感受，即个体在自我与他人界限清晰的时候才可以去

体会自我与他人的区别，进而界定自我的权利和自主，而在换

妻过程中却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大家把衣服都脱了，还顾忌

什么呀”、“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头脑发热，不会去想什么。”这

样一些说法都提醒我们其积极的情绪是源于自我感的丧失。

人在丧失自我的情况下对自我的评价会减弱，同时也降低了消

极自我评价，所以，可以体会到积极感受，在“球场中球迷的骚

乱行为”、冥想，甚至艺术创作中都涉及这种心理机制的存在，

当然前者与道德有关，后两者与道德无涉。可见，他们感受到

的并不是性的自主和权利。另外，在换妻结束后，存在积极感

受的比例大为降低，只有３位存在积极感受。深入澄清发现，个
体会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而已”，“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换了”，这

种感受恰恰是个体在群体意识影响下控制感降低进而带来的

一种无力感，并非自主感。其他３位存在积极感受的被访谈者
分别把这种积极的感受解释为性的满足和放松、成就感以及自

主感。也就是说，在１４位被访谈者中只有１位感受到性自主。
所以，可以这样总结，换妻过程的积极感来自于群体影响，换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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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消极感来自于自己失控之后的无力感，都与道德无关，

把换妻行为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感受等同于性自主感和性权利

意识有失偏颇，故李银河教授此类论述略显武断。从社会认知

领域理论的观看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研究中的大部分换妻

者，在换妻之前多将该行为视为个人问题，与个人权利的道德

界定无关，在换妻之中，体会到因群体影响而导致的自我感的

部分迷失，之后认识到这个个人问题中存在了对自我的伤害，

致使自己的控制感降低产生无力感，于是把换妻看成了涉及伤

害（人的认知平衡机制使他们没能这面这种伤害，而仅仅表现

为无力感这种感受）和个人的混合领域问题。

２．２　研究在其他性心理问题上的发现
第１，对换妻者而言，性和爱能分离吗？
该问题的学术探讨来自于Ｅ．Ｏ．Ｌａｕｍａｎｎ她提出的“性要以

爱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爱情至上主义者给它一种世俗化的

表达“所有不以爱情为基础的性行为都是耍流氓”。研究结果

也显示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可分离。在女方，这种爱与性的不可

分离表达的非常充分，例如，在１对来访者中，妻子在换妻的过
程中一定要与丈夫在同一房间，一定要看到丈夫的反应，而另

一对来访者也制定了“做爱可以，但是不能亲吻和抚摸”的规

定，甚至作为情人关系的那对来访者也表达了“做这种事情也

不容易，想到他（情人）与别人在一起，心里酸酸的，但是很快也

就因为性的刺激而顾不上了”，“这事情（换妻）就像相亲，看到

合适的不容易”等等。但是在男性身上，虽然类似的表达并不

多，但是多数男性也提到与妓女在一起感觉并不好，更愿意跟

自己妻子或者情人发生关系。

第２，对换妻者而言，性和婚姻能分离吗？
我们曾就找情人、嫖娼的问题，在对方默许或者对方不知

情两种情况下询问被试认为此类问题的错误程度（从非常错误

到非常正确的５级评分）及其理由。结果显示，在这两种事情
中，是否默许都是一个重要变量，达到显著水平（ｆ＝４．２５，ｐ＜０．
０１）。即在家庭中，只要对方同意，性和婚姻可以分离。这个结
果为他们参与换妻行为提供了部分解释。但是，深入访谈也发

现，这种性和婚姻的分离也多是基于现实的无奈之选，“现在社

会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丈夫和妻子是否不能满足啊”，

因此并不能简单就此断定这是性权利的觉醒和发展甚至是

解放。

第３，换妻是否违反了夫妻忠诚的义务？
夫妻相互忠诚是夫妻义务，也是性道德的主要内容。换妻

从一般意义上看是对夫妻相互忠诚的违背。但是来访者都表

达了“大家都同意，这不是背叛”的观点，为求证这种观点是否

是事实，我们主要澄清了换妻者有没有产生道德感。访谈发

现，在其中４位女性来访者身上都存在一种羞愧感，但是羞愧感
来自于对父母、子女有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而抬不起头的替代性

羞愧，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并不产生羞愧感。这说明无论对

这４位还是对其他人而言，他们都不认为换妻是对夫妻相互忠
诚义务的违背。

第４，为什么对换妻者来说想象妻子（丈夫）与其他人发生
性关系是最刺激环节？

在访谈中６位男性来访者和３位女性来访者表达，换妻或
者多人性关系过程中最刺激的部分不是与第三方实际发生性

关系，而是想象或者观看自己妻子与别人发生关系。这种激情

甚至可以持续到换妻结束后的一定时间段内，并将之作为夫妻

性生活的激情源。如何分析这种心理体验呢？首先，既然双方

都同意，那么他们已经不再纠结于背叛的问题，能够在性关系

上相互信任，所以，此时他们可以做真正的自我，真正自我的真

正需求不是与第三者发生性行为，而是想象或者观看自己妻子

与别的男人做，这个结果可能与大众的预设大相径庭。我们分

析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打破禁忌会给人带来莫名

的快感，观看配偶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恰恰可以带来这种快感

（因为配偶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是常人的一个大的禁忌）。第二，

在换妻进行中观看或者在事后回想配偶与他人发生关系可以

给自己带来快感，激发出来的是集体化的自我，也就是激发了

“失去自我”的放纵和刺激，从而达到最原始的性放纵体验。然

后在认知上把它视为性关系更加和谐的激情源，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换妻爱好者需要寻求更多的换妻体验、更疯狂和更强烈的

性体验。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一次否定了换妻是个体性权

利和性自主的表达，与其说是性权利的表达，毋宁说这是放弃

自我甚至放纵自我，逃避或者放弃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认知，

进而达到对性权利和性自主的主动放弃。真正的性权利和性

自主应该是双方都能享受和快乐，而不是单纯的刺激甚至迷失。

第５，为什么一些换妻者喜欢以“圈里人”的身份标定自己？
１２位被访问者都使用过“圈里人”这个词汇，“她（妻子）与

圈里人单独发生性关系可以，但与自己不认识的其他非圈里人

发生关系是不能接受的”，“在我们这个圈里，大家都是这么想

的”等等，圈里人是一种身份认同，意味着换妻者群体设定的一

些隐性群体规范，这些规范是“圈里人都是来玩的”，不会发生

真感情。记得南京换妻案的主犯也曾经在媒体上说“这就是

玩，如果玩不起就不要玩，不能让它影响婚姻”。我们可以从中

看到，换妻者用群体规范来约束他人、保护自己，内心并不能承

受性与爱的自然联系而带来的后果，即丈夫或者妻子与第三方

产生了情感进而伤害了婚姻。性与爱的截然分离是违反人性

的，圈里人的说法说明他们在“玩”的说法下借助群体力量来蒙

骗自己，放纵自己。这不是一个成熟、有担当的成人所应有的

行为。按照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观点，这是个体在第二水

平第三阶段的表现（社会和法律定向阶段，此处的社会指的是

他们的小社会），尚未达到伦理取向的第三水平（以公正、关爱

甚至权利的伦理原则来定向），可以断定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

是基于性自主和性权利从事换妻行为。

第６，为什么换妻者采用底线伦理要求来平衡认知不协调？
换妻者在面对换妻行为过程中存在从众（众主要指的是他

们的夫妻群）、好奇、追求刺激等情感反应，同时也有来访者表

达了强烈的羞耻感。但是，这种羞耻感来源于自己的行为不符

合社会标准和一般观点，“普遍的社会观点认为换妻违反了夫

妻忠诚，感觉自己会受到他人和社会的轻视，所以感到耻辱”。

这种耻辱是一种道德感，但在这样一个大众更多以底线伦理作

为行为判断标准的社会下，这种道德感被底线伦理所平衡化，

“参与的大家都同意，又没有害人”，加之目前换妻ＱＱ群成员都
有自己的代号，不用真名示人，所以，耻辱感在不为群外人所知

时被消解了。

２．３　基于道德认知的换妻人群的类别分析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秉持叙事研究的理念，在访谈结束

后，对录音或者笔记的反复阅读下，尝试从性道德认知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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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表现而进行如下分类，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把握换妻人群

的特点，但不同类别人群所占比例有待于大规模调查而得。

第一类可以称之为换妻主义者。

有３位来访者可归为此类。“主义”两字表明这种人的特
点是对换妻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加以充分积极肯定，视之为某种

“信念和价值观”，不容质疑，坚定相信其价值并经常从事此种

行为、或者鼓动别人参加这种行为。这种人经常成为某个换妻

群体的核心人物，在情感上感染参与者、在认知上说服参与者，

喜欢多人同时参与的群交行为。他们把其中因多人性刺激而

导致的性愉悦看成是个体性权利和性自主的表达。对于可能

存在的法律问题，他们认为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合适，认为换妻

是人类性行为的某种正常而良好的表达形式。所以，在访谈过

程中，有被访谈者说“这没什么不好啊，对于家庭有帮助”（意思

是解决了自己的性问题同时维系着家庭的完整）。如果换妻主

义者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也许会在行为上妥协，但是在思想

层面上，他们不一定能充分认识到换妻也许存在的危害，会是

最顽固的人。

为什么会存在换妻主义者呢？从访谈结果看，与此类似的

３位被访谈者均有以下共同点：一，喜欢性、享受性，性欲极为旺
盛；二，认为性极其美好，对性可能带来的恶视而不见。在回答

我们的预设问题，会采用何种方式告诉孩子关于性的问题？都

选择“性很美好，学会享受”作为第一个选择，而其他人均选择

“性很强大，学会控制”作为第一个选择，在区分娈童、乱伦、同

性恋、找情人、换妻、嫖娼、婚前性行为哪些是道德问题时，认为

只有娈童是道德问题，其他都不是。三，家庭意识普遍淡漠，认

为婚姻和性能区分，一般有多年情人，并不依此为耻，反而认为

有助于维持家庭的完整。因此，对性的过分重视和婚姻与性的

分离造成了他们对“换妻”行为的坚定信仰。

从表面看，“换妻主义者”符合我国性权利和性法律学者赵

合俊所提出的“后婚姻时代”人［］，该时代以洛克“个人身体归

自己”的性存在是人的基本存在为指导，认为“公共机关的任务

就是，惩处一切强迫的、侵害的、虐待的性，保护一切合意的

性。”在这种后婚姻时代，婚姻对性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如

上所分析的三个特点与后婚姻时代人特点不谋而合。但是在

访谈过程中，“好东西与人分享的酸酸感觉”说明性存在与自我

范畴的其他存在并不能和谐共存，他们身上性瘾问卷中偏高的

结果也说明性存在有点“失控”。所以，从心理层面上讲，与其

说他们是性权利的斗士，毋宁说他们是体会不到幸福的婚姻生

活进而仅把性作为自我表达的表现，性的私密性又使得这种自

我表达游走于高空钢丝上，带来强烈刺激的同时也带来强烈的

自我存在感。

第二类可以称之为“无知的唯感官论者”。

被访谈中９为来访者可以归属为这一种类。这类人群的特
点是：一，性欲较为旺盛，但能够意识到性可能带来的恶，在对

娈童等涉及性的问题进行判断时，普遍认为娈童、乱伦、找情人

都是道德问题；二，但是没有明确清晰的性道德和家庭道德，所

以也就并没有对换妻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思考，关于换妻多

以底线道德来衡量，“大家都同意，又没有害其他人”。而在具

体的换妻过程中，基于那种“场”，个人失去了个性化或者自我

意识，成为了如同勒旁在《乌合之众》中提出的“一只长着许多

脑袋的怪兽”，他们用群体意识去代替自我意识，“想不了那么

多”，迷失在性的快感和狂乱中。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换妻

行为对人之成为人的“理性存在”而言是存在伤害的。而这种

群体意识的替代表达又从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在认知上的

成长，无条件的接受了换妻的思想意识。

一般而言，他们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本身会与“聚众淫乱”

的法律罪名联系起来，如果知道了，在法律制裁面前会促进他

们重新思考家庭、爱和性的关系，进而会促进其性道德认知方

面的成长。

第三类是被动的妻子和软磨硬泡的丈夫组合

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有 ４名女性均被动参与，当然“被
动”不等于“被迫”。她们对于换妻这种行为并不认可，在性认

知方面，他们认为“性是自己家和老公之间的事情，私密不能公

开”，在性道德方面他们拒绝一切非自愿的、背叛的，甚至是以

金钱交易为目的性行为。而换妻行为也让她们“感觉不好”、

“事后有些恶心”，但是为什么去从事这种行为了呢？访谈发现

她们与自己丈夫在日常生活的相处过程中，总有这样或者那样

的冲突，存在强烈的动机来解决这种婚姻适应不良的问题。同

时，她们的丈夫无论基于何种考虑（抵制妻子的潜在控制、追求

刺激的冲动、缓解压力），都存在主动诱惑妻子的主观意愿，并

采取一定的程序（看 Ａ片、换妻群内浏览、诱导想象第三人加
入、第三人实际加入、换妻）、采用软磨硬泡等方式长期诱惑妻

子最终同意（有时会历经１～２年时间）。此类参与者为了丈夫
的需求而被动同意，在进行性行为的过程中多感受不好。有的

的会坚决拒绝第二次，但有的访谈者也提及换妻的好处，例如

拥有不被世人所许的共同秘密而造成了亲密感、更能在以后的

性行为中大胆开放的放开，加之在其后看到丈夫的满足反应，

也就进行认知调整，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他们承认换妻带来

的刺激和兴奋甚至是对婚姻关系的促进，但是换妻之后在情感

上仍然不接受，感受不好，这种不好的感受我们在访谈中澄清

为“丢人”，“干偷偷摸摸的事情，不能正大光明”，较那些换妻主

义者，他们不能达到Ｊｅｎｋｓ在１９８５年所提出换妻心理过程中的
第五阶段“理性化阶段”。

这类参与者是出于其他考虑来牺牲性道德方面的考虑，带

有自我牺牲的特点。但为什么牺牲的是性道德的考虑而不是

其他考虑？原因多与他们丈夫的意愿有关。他们的丈夫一般

性欲旺盛，而且多采用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追求刺

激、对妻子潜在控制的反抗、弥补妻子很难达到高潮所带来的

挫败感等等。因此，自我牺牲的妻子和软磨硬泡的丈夫就共同

构成了换妻行为者的一个典型组合，当然，在我们研究的小样

本中这种情况比较典型，但是在大样本中的比重还需进一步

调查。

#

　讨论与反思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强烈感受到性问题不能靠回归性动作

自身而谈及其性权利和性自主的问题。一方面，研究中的换妻

者在性行为之外有诸多诉求，用性来释放压力、用性来对妻子

的潜在控制进行反击、用性进行非个体化表达等等。因此他们

的性自主并非是真正的性自主。只有一个性心理方面很健康，

没有附加各种心理问题的人，才可以去谈及性自主和性权利。

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却较少看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性是一

种主体体验，也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即性的感受与与之发生

性关系的人、与发生性关系的情形相关，不仅涉及性行为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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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身，还涉及爱情和亲密、情感表达、人伦和交往［１１，１２］，吉登

斯也曾提出“可塑之性”来表达类似的涵义，可是在换妻的过程

中，却把性回归于性动作本身，同时拒绝自己配偶与其他人发

生任何情感联系，一位被访谈者说“看到她给他夹菜，心理不太

舒服”“我们约定可以交换性伴但是不能接吻”，因为她与他产

生了情感联系，这样一来，主体原先建构的性体验（性行为与爱

情、亲密等的建构体）在这种情景下却要硬生生的割裂，这在某

种意义上“强奸”了人的自主和权利，牺牲人的自主和权利来换

取性的自主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化和背离。

为什么要牺牲人的自主来换取性自主呢？我认为，换妻者

的性教育存在很大问题，导致他们对性的看法和观点不客观、

不科学。目前国际上的性教育普遍存在三个层次，最高的是性

权利和性品格［１３］，其次是性心理健康，再次是性安全，性安全是

基本的教育，但是瑞典、美国等国家都走向了性生理安全教育

之上的性品格教育（在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教育青少年正确认

识性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作用、性的美好有赖于良好的关系、性

方面男女平等等）。而我们的调查结果看，除了１对夫妻，其他
所有的来访者都没有在婚前得到完整的性教育，而这１对夫妻
所得到的也只是给予安全层面上的性教育。性的私密性、不可

公开性导致他们的性学习都是自己摸索的，摸索时并没有找到

正确途径，多依赖于Ａ片，Ａ片中的多人性行为、交换性伴侣等
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同时现在的网络色情群提供了交流平台，

让他们把Ａ片中的行为现实化。这些媒体信息不缺少技巧，也
不缺少刺激，但惟独缺少了性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

认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成年人生活中的地位。Ａ片中的夸
张表现让他们在性观念的白纸上印下痕迹，也就不难接受换妻

网络交流群的“洗脑”了。所以他们在认知上接受了“换妻有

益”的观点，但如上研究显示，他们在情感方面却显现了自己真

正的想法和心思。社会应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提高性教育的

层次性，这样可以帮助个体建立完善、完整、健康的性自我，也

就可以在追求性权利和性自主的过程中不至于要拒绝人的完

整性来获得它了，我国学者方刚提出的“赋权型性教育”［１４］，以

及上官芳芳、李盨提出的“自我实现式性教育”［１５］，都是在这方

面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另外，为什么换妻现象屡禁不止？

在访谈过程中，５对夫妻只有１对夫妻关系良好，其他夫妻
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婚姻关系，另外２对以情人关系参与这
种行为，其所在家庭夫妻关系也是名存实亡。家庭的冲突和矛

盾他们无力解决，也没有通过婚姻咨询等相关途径来获得帮

助，进而采取了逃避、忽视以及合理化等心理防御来面对婚姻

问题，在网络这种虚拟化交流模式下，匿名、群体行为等要素使

得这种行为相对安全，所以采取换妻来解决或者弱化他们的婚

姻问题也就相对顺理成章了。婚姻家庭治疗师黄维仁曾说，良

好的婚姻关系具有治愈作用，具有自我完善的作用。所以，社

会层面上如何加强婚姻关系方面的教育、提供专业的帮助，是

一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总之，换妻及其背后潜在的道德心理表现从某一角度折射

出了一定的社会婚姻和家庭以及性心理问题。在看似夸张的

行为背后，反映我们社会在儿童性教育方面的缺失，个体不能

在成年期之前建立良好的、坚定的性观念，性自我很脆弱，极容

易接受成人片以及网络上不良思想的影响，所以把性作为自我

表达和弥补其他问题的手段。也反映了社会在婚姻家庭教育

和咨询方面的缺失，个体不能通过专业途径获得帮助，于是追求

“偏方”来治愈家庭问题。因此，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

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法律之外的多方面的努力来促进社会的

性精神文明建设，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系统化工程。

另外，不可否认，人类的性意识、性权利都存在逐渐发展的

过程，我们并不否认甚至欢迎这种趋势，但是研究结果提醒我

们在当下，就大多数参与换妻的人群来说，过早用“性权利”来

标定他们的行为还为时尚早。当然，这种心理学的实然与伦理

学应然之间的差距告诉我们性权利和道德意识发展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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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联合心理疏导对心理评估差的复发性流产
患者疗效分析
马刚　陈肖东　刘素芳　乜春城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生殖中心，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同种免疫因素和不明原因的ＲＳＡ患者过程中，专业的心
理疏导治疗对心理评估差的该类患者分娩率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度来我院进行免疫治疗
且已知妊娠结局的５５位情况相近的ＲＳ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就诊初期专业的心理评估后得到符合条
件的心理评估较好的１０例和心理评估差的４５例患者。心理评估较好的行常规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心理评
估差的一组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为常规治疗组，２２例；另一组除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并加以专业的心理疏
导治疗，为联合治疗组，２３例。比较心理评估较好组、常规治疗组、联合治疗组三组分娩率差异。结果：心理
评估较好组分娩１００％ ，常规治疗组分娩率８５％，联合治疗组分娩率９５％。结论：心理因素对 ＲＳＡ患者治
愈影响很大，免疫治疗联合专业心理疏导对提高心理评估差的ＲＳＡ患者疗效显著。

【关键词】　ＲＳＡ；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心理疏导；分娩率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ｏｎ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ｓ　ＭＡ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ＵＳｕｆａｎｇ，ＭＩＥ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０５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ａｔ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ｏ－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５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１１ａｎｄ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１０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４５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ｕｔｉｎｅ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ｕｔｉｎｅ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ｏｏ；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２３ｐｏ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
ｔｅｄ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ｇｒｏｕｐ，
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
ｇｒｏｕｐ，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００％，８５％ ａｎｄ９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ｉｍｍｕ
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ＲＳ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ＳＡ；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ａｔ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广大怀孕的女性朋友经历一场生理
与心理［１］的双重历练，承担来自身体、家庭与社会的各方面压

力，方可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然而，这还只是幸运儿。还有

一部分人正忍受着反复性自然流产带来的无尽痛苦。反复自

然流产（ＲＳＡ），指连续３次及以上的自然流产，是妇产科常见
病之一。其发病原因［２］有免疫因素、药物刺激、胚胎畸形、染色

体异常、内分泌紊乱、病毒感染以及生殖道解剖异常等因素，但

约４０％～６０％不明原因［３］。因此，针对不同原因ＲＳＡ的治疗方
法也应运而生。

!

　
１１　临床资料

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在我院确诊为同种免疫和不明原因复
发性流产的患者中选择５５位基本情况相近的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入选要求：流产次数均在２到３次，年龄（２５±５）岁，门诊查
体夫妻双方均拥有再次生育的能力。在治疗过程中对所有患

者进行相同的孕前科普教育，对再次怀孕的患者采取了除治疗

差异外的相同的护理方式，从而相对的降低了其他因素对流产

的影响。此外，这些在我院生殖中心进行治疗的患者均获知妊

娠结局，在征得患者同意知情的情况下，对所有患者按就诊次

序进行了心理问卷调查。具体流程：在患者就诊确定要行淋巴

细胞主动免疫治疗后，进行心理问卷调查，把问卷得分输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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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软件得到心理测评分。按照心理测评临床标准，ＳＤＳ测评得
分高于５０分的患者认为是心理评估差。心理评估差的患者一
个采取单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疗法，下一个此类患者则采取淋

巴细胞主动免疫联合专业心理疏导治疗，并把治疗后心理评估

评分低于５０分作为心理疏导治疗有效的标准。心理评估较好
的则只采取单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截止到２０１３年底，５５
位符合要求的患者，心理评估差者有４５例，较好者有１０例。其
中２２例在治疗时仍维持原单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疗法，称为常
规治疗组。而其余２３例则在孕前和孕后增加了专业的心理治
疗，称为联合治疗组。

１２　治疗指征
对ＲＳＡ患者进行全面检查排除非免疫因素，包括药物刺

激、胚胎畸形、染色体异常、内分泌紊乱、病毒感染以及生殖道

解剖异常等因素；排除有自身免疫病及相关因素［４］。针对同种

免疫因素和不明原因的患者采取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要求

有丈夫或健康第三者提供的淋巴细胞来源，并保证该来源无传

染性疾病。

１３　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方法
提取淋巴细胞：抽取患者丈夫或健康第三者静脉血１０ｍＬ，

经２％肝素抗凝后 ，１５ｍＬ离心管２支各加入４ｍＬ淋巴细胞分
离液（上海华精），上层加入抗凝后的外周血５ｍＬ。水平离心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吸取淋巴细胞分离液与血浆界面之
间的白膜层 ，沉淀用生理盐水洗涤２次 （如有红细胞采用注射
用水洗涤 １次可去除），每次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最后将
淋巴细胞沉淀与１ｍＬ生理盐水混匀，滴片镜检淋巴细胞 ，剂
量为（１０～２０）×１０６个（小剂量，多疗程）。注射方法［５］：将淋巴

细胞悬液１ｍＬ于患者前臂内侧分３点皮内注射，每点注射０３
～０３５ｍＬ。疗程：每隔 ３～４周 １次 ，３次为 １疗程；孕前治
疗３次后 ，指导性生活 ，尽快受孕［６］，若４个月内仍未受孕再
行重复免疫治疗直到受孕，怀孕后间隔同前 ，直到孕２８周以
上停止治疗。

１４　心理评估及治疗过程
心理评估：患者就诊时到心理咨询室填写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对患者进行焦虑情绪和症状的评分调查问卷，根据问卷
得分输入心理测评软件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７］。心理治疗：由

我院心理医生针对不同患者进行精神背景分析量身定制心理

疏导和治疗方案，并配合淋巴细胞主动免疫贯穿治疗 ＲＳＡ
始末。

１５　黄体支持与胎儿监测
经免疫治疗怀孕后统一给予一定的黄体支持。并定期的

复查监测胎儿发育状况，预约心理咨询的患者按时接收心理咨

询与治疗，直到妊娠结束。

１６　信息采集
患者就诊后确定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后登记夫妻双方手

机号码或电子邮箱便于对妊娠结局的回访追踪以及心理治疗

的预约与督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监测，心理评估较好者

１０例均足月分娩健康婴儿，生育率 １００％（可能与小样本有
关）；心理评估差者中常规治疗组２２例，有４例流产，均不足孕
４月，有１８例足月分娩健康婴儿，生育率８１８％；另外联合治疗
组２３例仅有１例３０周岁的孕妇流产，２例不足月但产下健康
婴儿，２０例足月分娩，生育率９５６％。

１７　统计学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各组生育率的差异，检验水准α＝００５，Ｐ＜００５有统
计学差异。

"

　结果
由于研究中影响患者生育率的因素众多，因此只能粗略的

的评价联合治疗对生育结局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心理评估与

生育的关系做出指导。经信息采集分析得各治疗组 ＲＳＡ治疗
后生育率。见表１。

表１　单一淋巴细胞免疫治疗不同心理评估结果的 ＲＳＡ患者分娩数与
流产数

组别 流产 分娩

心理评估好常规治疗（ｎ＝１０） ０（０） １０（１００）

心理评估差常规治疗（ｎ＝２２） ４（１８２） １８（８１８）

合计（ｎ＝３２） ４（１２５） ２８（８７５）

　　注：α＝００５

表２　ＲＳＡ各治疗组治疗后流产与分娩例数

组别 流产 分娩

心理评估好常规治疗（ｎ＝１０） ０（０） １０（１００）

心理评估差常规治疗（ｎ＝２２） ４（１８２） １８（８１８）

心理评估差联合治疗（ｎ＝２３） １（４３） ２２（９５７）

合计（ｎ＝５５） ５（９９） ５０（９０１）

　　注：α＝００５

运用统计学软件比较各治疗组生育率发现：淋巴细胞主动

免疫治疗不明原因及同种免疫型ＲＳＡ患者治愈率达８７５％，疗
效显著。这与之前的相关报道相符。其中心理评估较好行单

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生育率达１００％（可能与小样本有
关），心理评估差的ＲＳＡ患者行单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
生育率仅８１８％，两者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１）。说明心理因
素导致的身体机能的各种紊乱会影响 ＲＳＡ患者淋巴细胞主动
免疫治疗的效果。而联合治疗心理评估差的 ＲＳＡ患者的生育
率接近心理评估较好行单一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生育率

（Ｐ＞００５）。心理评估差的ＲＳＡ患者采取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
疗联合专业的心理疏导治疗比单纯采取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

疗疗效显著（Ｐ＜００１）。说明专业的心理疏导对适合行淋巴细
胞主动免疫治疗且心理评估差的ＲＳＡ患者非常必要。
#

　讨论
目前多数研究表明，母体免疫系统能否识别并耐受胚胎抗

原是妊娠成功的关键［８］。正常妊娠中母体对胚胎的免疫反应

以Ｔｈ２体液免疫为主，而Ｔｈ１细胞免疫过强极有可能导致流产。
因此正常妊娠是一种特殊的 Ｔｈ２现象，Ｔｈ１受到抑制［９］。据报

道，不明原因和同种免疫因素的ＲＳＡ患者经过淋巴细胞主动免
疫治疗后，促进机体向 Ｔｈ２淋巴细胞转化，利于妊娠成功［１０］。

本研究针对该类ＲＳＡ患者中心理评估差的进行淋巴细胞主动
免疫治疗的同时给予专业的心理疏导治疗，研究心理因素对该

类患者主动免疫治疗后妊娠生育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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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的顽固性势必会给孕妇带来身心的巨大伤

害，为了给广大ＲＳＡ患者解决生育难题，学者及一线的医疗工
作者做了很多工作。ＲＳＡ按照是否免疫因素分为两大类：（１）
非免疫因素包括药物刺激、胚胎畸形、染色体异常、内分泌紊

乱、病毒感染以及生殖道解剖异常等因素；（２）免疫因素 包括自
身免疫因素和同种免疫因素；（３）不明原因。其中针对同种免疫
因素和不明原因的患者我们习惯对其采用丈夫或健康第三者

的淋巴细胞进行主动免疫治疗［１１］，且有着较理想的治愈率，本

研究治愈率为８７５％。这与王文娟［１２］的报道不符，她认为连

续２次原因不明自然流产患者，主动免疫治疗没有必要。作者
猜想患者妇女反复经历妊娠开始的喜悦到自然流产引起的恐

惧、焦虑、抑郁、烦躁等不良情绪会导致一部分心理防线差的患

者产生心理疾患，进而使身体各项机能出现问题［１３］。本研究结

果显示心理因素导致的身体机能的各种紊乱会影响 ＲＳＡ患者
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的效果［１４］而且差异显著，证实了作者的

猜想。心理评估差的ＲＳＡ患者采取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联
合专业的心理疏导治疗比单纯采取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疗

效显著，治愈率９５７％（Ｐ＜００１）。说明专业的心理疏导对适
合行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且心理评估差的 ＲＳＡ患者非常必
要。这将指导我们改善针对此类患者的治疗方案，达到有的放

矢，减少广大患者的身体、精神、经济等各方面的负担，但由于

本研究符合条件的样本量太小以及影响流产的外部因素太多

且不可人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但至少让我们意识

到了心理问题在孕期的重要性，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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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毛芳玲，武美丽，．王文第，等．反复自然流产的心理与免疫及干
预措施．中国优生优育，２０１１，２２（１）：７５．

［１４］　胡素芬．心理干预对习惯性流产的临床影响．临床和实验医学杂
志，２０１０，３０（５）：７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９）

【第一作者简介】张北川（１９４８－），男，主任医师、教授，主要从事艾滋病
性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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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与公共
卫生
张北川１　李洋２　李秀芳１　李现红３　于增照４　刘明华５　史同新１

１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
２山东省青岛疗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３中南大学护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
４青岛市立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１１
５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男同／ＭＳＭ）的异性爱女性伴侣普遍面
临的挑战。西方国家当代的一般女性很少与男同／ＭＳＭ结合成固定伴侣，但这一情况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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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在中国，大量男同／ＭＳＭ与一般女性结合成固定伴侣，他们同时存在男男性行为。中国的许多研究提
示，ＭＳＭ的固定女性伴同样生活在易感染艾滋病及性病的高危环境中，而一般女性的固定伴侣是男同时，会
普遍面对特殊的心理困境。由于社会传统文化等原因，该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相当脆弱，并希望获得医界

帮助。医界需要从女性学和社会性别平等的高度认识相关问题，积极参与解决相关问题的社会进程。

【关键词】　异性爱女性；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性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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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当代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以下分别简称男同、

ＭＳＭ）与女性结婚或处于某种类婚姻的固定伴侣关系时，女性
通常会面对性传播感染防治、心理卫生等医学问题，和女性学

与社会性别研究、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跨界问题。我

国男同／ＭＳＭ人口基数庞大，其心理和行为有国情特点，该群体
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及性病防控是公共卫生问
题，与之相对应的女性群体面对的问题，必然地也构成公共卫

生问题。然而，女性的这类问题在医界一直只通过对男同／
ＭＳＭ的性传播感染科研偶然出现。利益密切相关且非常重要
的当事群体被视作“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被动浮现，有悖于人本理
念，而且有违于社会学界社会建构理论的要求［１］。

２０１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已开始讨论该女性群体的
性传播感染与心理卫生问题，并建议向她们提供保护和帮

助［２，３］，法律实务界也对此种婚姻致 ＨＩＶ感染的女性提供了支
持，并在一般女性与男同的婚姻引发的冲突中维护女性权

益［４，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难以得到帮助，该女性群体较多通

过传媒界“发声”，如媒体对她们的心理问题乃至自杀事件等的

报道［６－８］，由此凸显出医界在有关领域发展的滞后。

"

　不同界别的相关认识
对该女性群体的定位，不同界别尚无统一定论。由于她们

通常是异性爱女性（一般女性），其健康问题与其固定伴侣的性

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后者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状况。

精神病学界习惯于从具体的性向角度定位，强调她们的男性固

定伴侣对同性或同时对两性成员都持续表现出性爱倾向，这种

表达包括情感、思想及性爱行为，难以建立和维持与一般女性

婚恋关系，是同性爱或双性爱者［９］。我国 ＡＩＤＳ防治界张北川
和生命伦理学界邱仁宗深入讨论过同性爱及双性爱（者）的定

义［１０，１１］。其中邱仁宗指出，对同性爱（者）的定义是非常困难

的，因为它包括异常多样的二体关系及个人精神状态和行为模

式。社会学界潘绥铭等则指出，国内外有上百种相关定义，不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定义；并强调不愿意使用“双性恋”概念［１］。

１９８０年旧金山、纽约和芝加哥三地医生率先报告了他们治
疗过的患性病的性活跃男同，这些男同均伴发罕见的肺炎或罕

见的恶性肿瘤，次年美国 ＣＤＣ通报了同类状况，由此宣示了
“ＡＩＤＳ时代”的到来［１２］。医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男双性爱者、

男变性欲者及从事男男性工作的男子也是ＨＩＶ的目标人群，这
使得ＭＳＭ一词应运而生，进而产生了同性性行为者（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ｓｅｘ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女女性行为者（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
ｓｅｘｗｉｔｈｗｏｍｅｎ）等用语［１３］。这类新认识超越了性向概念，建立

了更符合现实需求的观念［１４］。

ＡＩＤＳ的挑战深化了学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并产生了深广
影响，以致社会学界创立了外界定义为“ＡＩＤＳ时代的性社会
学”的系统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１５］。现代性学奠基人金赛

强调，不存在一个判断同性爱者的单一尺度。当代性社会学界

进而认为，对具体个人的性向，存在欲望尺度、行为尺度和自我

认定尺度三种标准，很难判定某个人是否同性爱者。所以，社

会学界在人类性状况调查中并不刻意区分同性爱者和双性爱

者，权威的调查或把这两种情况归入同一人群，或不讨论双性

爱者的情况［１６］。

#

　一般女性与男同
'()(

的婚恋

一般女性与男同／ＭＳＭ的婚内和类婚姻状态时的性行为，
是该女性群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最重要环节，也是导致一般女

性与男同性结合后出现心理卫生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应

了解有关婚恋状况。

在西方高收入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仅少数男同与一般



·１１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２月　第２４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女性有性关系，更少与女性结婚。１９７０年代前期西方一篇报告
指出，英美男同中仅１０％～１７％与女性结婚。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西
方国家的文化和法律变迁，进一步扩大了个人自由空间并促进

了女性的平等意识和人权保障水平，同时显著提升了同性爱者

的人权保障水平，更大程度地消解了一般女性与男同结合成固

定伴侣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情况复杂。Ｃáｃｅｒｅｓ等复习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间多地区中低收入国家大量有关 ＭＳＭ与女性间
性关系的文献，涉及ＭＳＭ与女性的共同生活发生率、上一年与
女性性行为发生率和结婚率。这三种状况的波动范围，非洲为

４１％～８６％，５０％～６９％，８％～１５％；南美为２５％～６４％，８％～
３０％，５％；亚洲为２５％～７３％，１１％ ～９８％，３％ ～４２％；其中东
亚是５０％～７３％，１１％～５２％，７％～２９％（低值７％是北京的报
告）；南亚是 ６９％，２０％ ～９８％，２１％ ～４２％；东南亚是 ２５％ ～
６１％，４０％～７０％，３％～１３％［１７］。

据社会学家刘达临等研究，中国超过９０％的同性爱者已与
异性结婚或认为自己结婚不可避免［１８］。晚近社会学界有论者

总结了国内多项对男同的调查，指出中国未婚男同无论结婚意

愿如何，仍会普遍进入传统婚姻［１９］。２０００年代张北川等指出，
同是１９９０年代的调查，在中国的一组ＭＳＭ中，１／２与女性有过
性行为，１／３与女性结婚；而瑞士的相应数字仅分别是１０％和
３％；中国与西方不同，而与印度等国家相似［２０，２１］。国内近年有

大量有关ＭＳＭ的报告，多项对样本平均年龄较低的 ＭＳＭ的调
查发现，已有１０％～２０％的人结婚；对平均年龄略大或在某些
特定场所交往、或文化层次较低的ＭＳＭ的调查发现，超过５０％
的人已婚［２２－２４］。近期完成但尚未发表的一项对某三线城市大

样本ＭＳＭ的调查则发现，６０％以上 ＭＳＭ有婚史（在婚及离
异）。

$

　相关性传播感染问题
２００２年美国Ｈｉｇｇｉｎｓ［２５］对曾与一般女性结婚的男同的心理

研究指出，已婚男同似比其他 ＭＳＭ更多暴露在无保护的性活
动之中，进而使其妻存在感染 ＨＩＶ的风险，强调期待未来有女
性视角研究，以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２０１０年印度 Ｓｏｌｏ
ｍｏｎ等［２６］对ＭＳＭ的ＡＩＤＳ研究指出，应当对其女性配偶进行研
究，包括研究其心理状况。然而，本文作者未检索到国际间的

以该女性群体为主体的ＡＩＤＳ及性病研究报告。
Ｓｈｅｅｈｙ等［２７］对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有肛交史的ＭＳＭ的

研究显示，他们之中过去２个月内４８１％与女性有性行为；与
女性有性行为者中，高达４５１％与女性伴发生过肛交且７４０％
未采取防护措施，６６％与女性发生过无保护阴道性交；分析提
示其双性性行为与结婚或与女性同居有关。Ｓｏｌｏｍｏｎ等［２６］对亚

洲人口大国印度的研究显示，ＭＳＭ结婚的年龄中位数为３５岁，
已婚ＭＳＭ中９５％自认为性向是双性爱，９８％未向妻子透露其
性向，５３％与妻子性交时从来不使用安全套，几乎没有人与女
性发生过肛交，５１％接受过ＨＩＶ检测，感染率１３４％；该人群中
抽烟、酗酒、吸大麻很常见。

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现首例性传播致 ＨＩＶ感染的本土居民，即
有多个男女性伴的 ＭＳＭ。现今已有多项调查确认 ＭＳＭ中的
ＨＩＶ感染率和性病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男性。蔡于茂等［２８］对

ＭＳＭ中 ＨＩＶ和梅毒的研究甚至发现，超过４０％的 ＭＳＭ梅毒
ＥＬＩＳＡ阳性。史同新等发现，与非在婚ＭＳＭ相比，在婚ＭＳＭ累
计同性性伴数、同性口交性伴数、同性肛交性伴数、近１年内向

男性“买”性次数均明显为高，男女性交及最近１次与女性性交
时安全套使用率、近６个月内“买”性时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为
低，近６个月内在男同活动场所与陌生男性性交、最近１次同性
性交是与不熟悉或陌生男性、曾经向男性“买”性及有过肛交行

为的百分率明显为高。郭燕丽等［２９，３０］亦发现已婚ＭＳＭ比未婚
ＭＳＭ有更多易感染ＨＩＶ的高危行为。
２０１１年郑毓芳等［３１］对一组ＨＩＶ阳性的ＭＳＭ的调查发现，

其中３７７％已婚，个别人的配偶已感染 ＨＩＶ，指出应关注 ＭＳＭ
的配偶感染的可能性。杨蓉蓉等［３２］发现ＨＩＶ阳性的已婚ＭＳＭ
对配偶的阳性告知率低于５０％，已告知者其配偶的阳性率达
２８６％。中国医界与该女性群体的接触可能始于１９９０年代中
期［３３］，但迟至２０１０年代初张北川才通过国际权威学刊等正面
提出该女性群体的ＡＩＤＳ问题［３４，３５］。

在论及男同等非异性爱男子向一般女子性传播 ＨＩＶ及性
病时，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男同等是ＭＳＭ，其二是这种
ＭＳＭ与女性有性（交）行为。此时，该女性群体主要包括三个亚
群，（１）与ＭＳＭ处于婚姻存续期内并有过性行为的女性；（２）曾
与ＭＳＭ结婚且当时曾性交、离异后生活仍受到既往婚姻很大
影响的离异女性；（３）与ＭＳＭ有固定性伴关系的未婚女性。中
国社会科学界和民间对这类女性常通称同妻，各亚群分别称在

婚同妻、前同妻（离异同妻）和准同妻（同女友）。

ＭＳＭ向女性，特别是向固定女性伴传播 ＨＩＶ及性病的可
能，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具体性行为方式，并需将其与相同文化

背景下一般男女固定性伴间的状况比较。中国晚近已有权威

的大样本分层等概率抽样性调查专著出版。据调查，我国 ＜４０
岁的在婚异性爱男女中，每周性交≥２次者约６０％，女性婚外性
行为发生率为９７％；近一年中性交过的一般男女中，性交时男
为女口交者为３８８％，女为男口交者３５２％；曾肛交者８５％；
“完全异性恋”自报性病发生率为２５％，“非异性恋”自报性病
发生率为 ３３６％，后者患性病的可能性是前者的 ２２６倍［１］。

对国内固定性伴是ＭＳＭ的女性调查所获数据在多方面与一般
男女伴侣有明显差异，由此凸显出该女性群体面临着性传播感

染等的严峻挑战（见另文）。不仅如此，《全国艾滋病及性病防

治数据信息年报》提供的数据提示，中国大陆女性性工作者因

为普遍采取防护措施，总体ＨＩＶ感染率甚低。固定性伴是ＭＳＭ
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对ＭＳＭ性伴的同性性活动通常不知情，与
ＭＳＭ发生性行为时大多不采取防护措施，所以感染ＨＩＶ的概率
极可能显著高于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同样是性传播感染的高

危人群，生活在相当脆弱的环境中但长期被忽略；ＨＩＶ及性病由
ＭＳＭ向该女性群体的传播不仅可能发生在婚内，也可能发生在
婚前，或离异后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该女性群体掌握的知识远

不能有效防治性传播感染，仅少数人有检测行为，即便有较多

知识时对检测也多持消极态度；获知固定性伴是 ＭＳＭ后，部分
女性对ＭＳＭ与性传播感染间的关系有一定了解时，会通过减
少与ＭＳＭ间的性行为和增加安全套使用预防疾病，但许多人
的婚外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她们之中部分

人似乎很难离异，将长期生活在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

中。ＡＩＤＳ防治界有必要显著增加对这一女性群体的研究。
%

　相关心理卫生问题
西方学界对配偶与自己性向不一的一般女子的质性研究

已持续多年。此时通常注意到男方性向，如男方限于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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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同性爱者或双性爱者，以及前两者连同变性欲者。Ｂｕｘ
ｔｏｎａ和Ｈａｙｓ等发现，确认丈夫的性向后，女性都经历了非常痛
苦的过程，可能伴有愤怒、悲伤、恐惧及自我贬损，主要感觉是

被欺骗及被愚弄，她们害怕受到社会的反对与歧视，难以从家

庭和友人处获得帮助。Ｈａｙｓ等［３６，３７］认为，这类研究应该扩大样

本量，并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Ｇｏｃｈｒｏｓ［３８］发现，男双性爱者的
配偶经历了思维混乱、内心冲突、感到孤独、被羞辱和失落、缺

乏有关知识和帮助。Ｂｕｘｔｏｎａ［３６］发现得知配偶性向的真相后，
约１／３女性１年内离异，１／３婚姻仅能维持２年，其余女性继续
维持着婚姻。Ｓｍｉｔｈａ等［３９］发现与男同离异的女性比一般男女

的传统婚姻破裂后的女性，有更为愤怒的心理反应。

中国对 ＭＳＭ的数项早期调查发现，其自杀意向发生率高
达４０％，有调查甚至发现其自杀未遂行为发生率高达３３％，发
生自杀念头者连同和／或自杀行为者超过４０％［４０－４２］。随着社

会对同性爱现象包容程度的提升，这一数值逐渐下降，近年的

调查发现ＭＳＭ中强烈自杀念头和自杀未遂行为的发生率已降
至２０％～３０％［４３，４４］；此外有研究发现１／３～２／３的ＭＳＭ有抑郁
症状［４５］。近年潘绥铭等［１］的调查发现，异性爱夫妻中，约９０％
夫妻对其性生活满意，妻被夫殴打发生率６８％。刘达临［１８］报

告已婚同性爱者的配偶受到虐待者高达２３％。对固定性伴是
ＭＳＭ的女性的调查结果提示，该群体与男同伴侣两相比较，前
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更为脆弱，她们渴求医界帮助。

&

　相关工作面临的挑战
国际间对女性和同性爱者人权保障水平差异极大，中低收

入国家的状况显著不一，虽然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已遍及世界，

但各国的具体状况仍受到当地历史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对

国际状况不再赘述。

像很多国家及地区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渊源久远的

性别歧视（男尊女卑）传统。家长制、夫权制和男权制（“未嫁从

父，既嫁从夫”，“夫为妻纲”等）和异性爱主义（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ｉｓｍ）［１２］

塑成的婚恋观，对国人有强大影响。它与把性污名化的风习融

合，使女性在身心健康方面处于劣势，更无法申张平等的性权

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崇尚异性专偶制，并把生育视作

性和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４６］，它迫使男同普遍和一般女性结

婚。而且男同社区部分参与ＡＩＤＳ干预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
由于恐惧性向歧视，坚决反对开展对男同的固定女性伴侣的科

研［４７］，以及已婚男同与其女性固定伴侣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利

益博弈中女性通常处于劣势。这数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有关

研究面临着严峻挑战。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界刘伯红［４８］指

出，非歧视和平等的原则是人权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应该警

惕和防止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构建同性爱者的所谓“平等”权

利。有必要在这一基础认识的水平上开展对该女性群体的

工作。

《妇女与艾滋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观点》指出，ＡＩＤＳ预
防中经常忽略女性，或倡导的预防措施是女性无法乃至根本不能

控制的；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包括，向无知挑战、提供对女性友善

的服务、营造对女性而言更安全的规范、通过政策改革降低女性

的脆弱性等。这些建议也适用于与 ＭＳＭ有固定伴侣关系的女
性。国内对该女性群体的调查有一个极重要提示，即尽管她们之

中仅少数人了解当代科学把同性爱定位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但

特殊婚恋经历和普遍遭遇某种伤害导致了多数人对性科学教育

的认识相当积极，高比例的人意识到对女性和不同性向者的人权

保障并促进法制有关领域进步的意义。本文作者认为，目前中国

医界虽然已有对该女性群体的科研报告，但工作仍处于初步启动

阶段，已有的调查是不成熟的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在相关工

作中，中国医界有义不容辞的参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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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性罪错新趋势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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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女大学生性罪错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性交往对象向校外转移，避孕意识缺失导致
怀孕堕胎事件发生，为解决生活问题不惜公开求包养、卖淫，与导师进行性交易，以及出现性报复犯罪等情

况。文章还以反面教材进行警示教育，建立女大学生性罪错监督与干预体系，重视高校自身名誉严肃校规

校纪，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净化校园风气，从严整治人流市场规范医疗行为，扩展政府职能让计生委、妇联进

高校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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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性罪错是指大学生因不当的性行为以及性事件应
对措施失当造成的性领域的犯错及犯罪行为［１，２］。不少学者的

调查表明：当前大学生的性观念日渐开放，性行为逐年增

多［３－６］。但其中对女大学生性行为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不足，尤

其是对女大学生性罪错的新动向掌握不足。有关大学生犯罪

的文献主要是报道较为极端的犯罪行为，例如失恋、求爱失败

造成的人身伤害案，大学生强奸案等［７－９］。这些性罪错往往是

个别突出现象，并非大学生整体情况。而近年来，随着网络信

息的发展，以及社会上不断出现的一些失德性事件，对大学生

的性道德造成严重冲击［１０－１２］，进而促使大学女生在性罪错方

面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情况如不及时矫正、遏制，既影响

女大学生自身前途发展，也会明显破坏大学生在社会公众心中

良好的形象。本文着重分析当前女大学生出现的主要性罪错

趋势，并提出性教育应对措施。

!

　当前女大学生性罪错趋势扫描
女大学生性罪错既有新的情况，也有在原来基础上加重的

现象。并主要集中体现在性交往对象、堕胎、求包养、性交易、

性报复敲诈等方面。

１．１　性交往对象向校外转移
当前女大学生性交往对象有明显向校外转移的趋势，尤其

一些音乐艺术类的女大学生。部分女大学生不屑于与同校、同

班的男生交往，而把注意力放在社会上年龄稍大，但很有经济

基础的男性身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她们

偏好年龄大点，有丰富人生经验的男性。这些男性更成熟稳

健，往往更懂得如何呵护女孩、哄女孩开心等。女生从这些异

性身上能够找到不一样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往往是青涩的同龄

男生所不能给与的。二是社会上的这些男性往往有工作，有事

业，经济基础厚实。如此，可以带女生享受豪华宾馆、大餐等，

并能给女大学生一定经济补助。

１．２　避孕意识淡薄导致非婚生子、堕胎事件频发
近年来，媒体不时曝光一些青年女学生未婚生子的不良事

件。一些女大学生毫无顾忌的追求性快感，漠视避孕，对自己

保护不足。怀孕后不知所措，任胎儿自然发展，结果就出现了

“厕所生子”、将婴儿弃于下水道等恶性事件发生。

与非婚生子相比，女大学生堕胎的现象则更加普遍［１３－１６］。

据一些医疗机构统计，当前人流手术剧增，女大学生成为人流

的主体，且这些数据为正规大型医院统计。而人流这种技术门

槛较低的手术，一些民营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也能处理。为保护

自己隐私，一些女大学生偏好去这种私营医院做人流，因此女

大学生人流的实际数据要更高些。由于人流技术的进步，无痛

人流风靡，也助长了一些女大学生漠视人流的痛苦与危害。而

多次人流很可能导致终生不孕。

１．３　女大学生求包养及甘当“二奶”“小三”
女大学生求包养的事件频繁出现在网络。一些女生将自

己的照片挂在网上，公然发帖求包养［１７，１８］。尽管个别求包养事

件有网络媒体炒作嫌疑，但也暴露出隐藏在女大学生心中的一

些不良思想苗头。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上一些

“先富起来的人”将黑手伸进校园，瞄向女大学生。这些人通过

金钱、物质的利诱，往往让一些女大学生不能自拔，落入圈套。

一些女大学生喜欢看韩剧等青春剧，这些青春剧往往有个共同

的看点：灰姑娘遇上白马王子，从此改变命运过上幸福、富裕的

生活。在看到社会上一些二奶、小三物质生活优越时，一些女

大学生难免产生了错误的思想。加之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大

学生就业后待遇偏低，且女大学生就业不如男生有优势。因

此，也促使一些女生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希望傍上大款、富

豪，从此彻底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因此，求包养，甘当二奶、

小三的思想在女大学生中不断的传播与蔓延。

１．４　为奢侈生活不惜出卖肉体
女大学生普遍存在攀比心理［１９－２２］。其中最常见的攀比则

是化妆品、品牌服饰、数码产品等。这些攀比项目往往能让心

灵空虚的女大学生获得所谓的尊严和面子。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女大学生普遍爱打扮。但女性化妆品往往昂贵，劣质化妆

品可能导致毁容。其次，女大学生喜欢穿着名牌服饰，包括服

装、装饰品等。既要追求潮流，又要有足够的档次。第三，当前

大学生非常热衷各类数码产品，如名牌手机、数码相机、数码音

乐播放设备、笔记本电脑等。不少女大学生的家庭虽不贫穷，

可以供子女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但这种带有攀比、享乐心理的

奢侈消费往往让家庭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下，女大学生常自谋

生路，不惜以身体为资本，加入到酒吧陪酒、卖淫的行列［２３，２４］。

１．５　与导师进行性交易及性敲诈
一些女研究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不惜牺牲自己身体，从

与导师发生性关系以获取考题，答辩毕业等特殊照顾。其中不

排除部分缺乏师德的导师引诱女生入套，甚至长期包养自己培

养的女研究生。这类现象常常发生在女研究生身上。一些男

性导师长期包养女研究生，导致她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正常

的“男朋友”。这种高等教育界的不正之风往往也发生在一些

知名学府。此外，一些女研究生被导师潜规则后，如没有达到

自己满意效果的，甚至还出现以“偷拍的性爱录像”向导师敲诈

的案例。

１．６　以性为工具进行恶意报复
一些女大学生在被男性玩弄后，道德体系崩溃，不顾女性

的尊严，开始以性为工具向男性施展报复。一是性开放。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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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分手、被抛弃或失恋后，一些女生心里极度空虚，随意与男

性发生性关系，甚至抱着玩弄异性的心理玩弄男性。二是勾引

已有家庭或女友的男性，制造不和。三是一些女大学生在被感

染性病、艾滋病后，怀着恶意报复的心理与尽可能多的男性发

生性关系，以达到传播疾病的目的。

１．７　性行为的主动与变态倾向
当前不少女大学生喜欢从网上下载欧美、日韩的色情片。

当色情片唤醒其性欲时，其性行为往往表现得十分主动。网络

色情文化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非常普遍［２５，２６］。加之青年女性

本身有着性方面的强烈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生理欲望，其性行

为也变得主动。某些的性行为往往有违健康的恋爱观、性观

念，其行为仅以满足自身性需求为主，而并不在乎与异性的感

情。由于欧美、日本的色情片还充斥各种变态的性行为，一些

女大学生也模仿视频上的方式方法，尝试各种近乎变态的性行

为，其性行为往往更大胆大妄为。这些不健康的性行为很可能

给自己身体造成伤害。

"

　女大学生性罪错的防范教育对策
女大学生性罪错的防范教育既主要依靠高校自己重视与

努力，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构建女大学生性罪

错的防范教育对策流程图如下：

２．１　以反面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女大学生在各类性事件中，往往容易受到身心上的双重伤

害。加之社会上不良人员较多，一些女大学生在被骗色的同时

往往也难以得到足够的经济补偿。且性行为随意化后容易导致

性病的传染，堕胎事件的发生。加之女性在遭受性侵犯，或被

异性玩弄抛弃后，原本健康的性价值观、道德观常常崩溃，进而

引发更多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发生。

用足够的反面教材对女大学生进行教育，一是帮助女大学

生识别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危险，学会识别和规避；二是起到

警示、吓阻作用，告诫女大学生不要轻易涉足不良性事件中。

反面教育往往比正面说服更能深入人心。

２．２　建立女大学生性罪错监督与干预体系
只有及时掌握女大学生性犯罪隐患和苗头，高校才能有针

对性的开展工作。一是在学生干部中培训一批监督员，监督员

专门负责对本班级女大学生恋爱、性行为等的日常监督，掌握

第一手情资，及时将不良情况反映给学校相关部门进一步处

理。二是在这些学生监督员中培训性教育、性心理干预技术，

让他们具备对同学实施同伴干预的能力。同学之间的互助干

预往往比老师介入更易被接受。三是从教师层面形成日常监

管、干预队伍。如组间干预小组，抽调精通法律、医学、心理学、

思政教育的教师加入其中。从学校层面开展对部分女大学生

的教育、干预工作。

由于当前社会人们性观念开放，大学生也有着较高的行为

自由自主权，而高校往往没有对大学生性行为的明文规定。因

此，学校的干预应当合理有度，依法进行。

２．３　重视高校自身名誉严肃校规校纪
高校应该先自律，然后才能律学生。首先高校应该加强自

律。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些老师与学生发生非法性行为的不良

事件。高校应对教师、行政队伍加强自律，出台相关文件。对

出现失德性事件的教师、行政人员，一经查明，应予以严肃处

理，必要时移交司法机关。其次，高校不能对大学生性犯罪、犯

错熟视无睹，任由其给学校造成负面社会影响。应对大学生性

犯罪、犯错作出明确规定。如对出现性犯罪的大学生，一经查

明，应依法取消学籍，必要时移交司法机关。对于失足的女大

学生，高校在惩戒的同时也应积极派出专家组对其进行维权帮

助与心理疏导，后期酌情给与再次入学的机会。高校对大学生

恋爱与性行为的疏于管理情有可原，但如漠视大学生性罪错给

学校名誉带来的伤害则不应该。严惩可以带来较好的警示、威

慑效应。但同时，事后应对受到伤害的女大学生开展力所能及

的救助工作。

２．４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净化校园风气
大学周边，往往围聚着餐饮、娱乐、住宿等众多的消费场

所。这些场所往往故意建筑在大学附近，以招徕更多大学生消

费。这些地方往往成为大学生的课余消费消遣常去场所，而社

会上一些不良人士也热衷进出于高校周边的消费场所，如酒

吧、歌舞厅等，其目标则多是女大学生。且高校周边往往满街

可见的私人宾馆、房屋出租等，其消费主体仍是大学生。这无

疑为大学生发生性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吸引不少社会

上不良人士前来。这些人士的目的与动机显而易见，酒后乱

性、迷奸、诱骗等事件不时发生，加重了外出女大学生的危险

性。因此，高校应连同所在地公安、城管等对周边环境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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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一是加强周边小区街道的电子监控，包括一些公共餐饮、

娱乐场所，要求其必须安装监控系统。一旦出现侵害大学生事

件，可以有效得到维权证据。二是高校应与政府规划局等协商

周边地产开发规划。从源头杜绝不良娱乐业的出现。三是积

极发挥校内保安的作用。加强对高校周边环境的巡查，及时发

现隐患，给与受困大学生以及时的救助等。此外，女大学生出

入酒吧等场所往往还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为避免本校同学、老

师发现，她们往往去其他高校周边的酒吧“上班”。因此，高校

应开展校际互助，救助时不必排除他校学生。

２．５　从严整治人流市场规范医疗行为
堕胎在西方一些国家是违法的。部分宗教国家法律虽没

有明确禁止，但人们往往对堕胎有严格的道义限制。我国尽管

实行计划生育，堕胎不违法，但这种未婚先孕出现的堕胎则有

违社会公德。一是严格控制人流实施范围。人流应主要针对

已婚，为实施计划生育而导致的怀孕。这类人流应给与积极处

理，并降低门槛和费用。未婚先孕则要严格限制，并提高门槛

及手术费用。二是严格控制医疗机构的人流行为。实施人流

资质审批，只有考核合格的大型医院才能具有人流手术的资质

和资格。且要求人流手术严格实行登记和上报制度。对于未

取得人流资格的民营医院开展人流手术的，应从医疗行政处

罚、经济罚款等进行多重处罚。三是组建非正常怀孕监督调查

工作组。工作组由医院、计生委、公安等部门组成，对于非正常

怀孕生产需求或堕胎进行监督和调查，应重视审查相关人员是

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一旦出现及时通报公安局处理，计生

委、妇联等可对受害女性实施维权、救助等。

２．６　拓展政府职能让计生委、妇联进高校
高校扩招后，适龄的女青年多数进入高校继续学习。而女

大学生是各类不良性事件中的主要角色，或是其中常见的受害

方。因此，女大学生应成为政府相关部门一个关注和工作的重

点人群。一是计生委应进驻高校。成立一个工作点，主要针对

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咨询，以及计生用品的发放等。二是

妇联进驻高校。主要功能是维护女大学生的切实权益。平时

开展咨询、教育服务，关键时刻发挥救助、维权等作用。三是多

部门组成大学生性教育、救助工作组。其成员应来自计生委、

妇联、校警、律师，以及高校派出的心理、思政相关专业的教师。

多部门可以联合办公。

就如校园警察一样，政府其他相关部门也可以适当的形式

进驻高校。而高校应在人力、物力、办公场所等提供支持，从而

形成强有力的大学生性教育、救助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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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人们对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认识及患者隐私保密权和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等方面综述了阴茎勃起功能障碍诊疗工作中的伦理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提高人们对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

正确认识及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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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正常成年男
性，阴茎不能持续达到并维持足够的勃起以完成正常的性生

活，且持续至少６个月。ＥＤ是一种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疾
病，其发病率较高，发病与多种因素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其

中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４０～７０岁男子中超过５０％患
有不同程度的 ＥＤ［１］。ＥＤ患病人数虽然非常多，但由于社会、
心理、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患者认为是伴随年龄出现

的一种自然现象，寻求医生诊治的ＥＤ患者不到１０％。尽管ＥＤ
不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但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关系、

心理状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许多躯体疾病的早

期预警信号［２，３］。这些特点使得在阴茎勃起功能障碍诊治工作

中存在一些特殊的伦理学问题，现将其综述如下，并提出相应

对策，以期提高人们对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正确认识，提高 ＥＤ
的诊治效果。

!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治疗工作中的伦理问题
１．１　人们对阴茎勃起功能障碍认识不足

ＥＤ患者中约 ８５％需要接受治疗，然而据统计只有不足
１０％的患者主动就诊，且约６０％在就诊时至少已有１年病史。
阴茎的正常勃起功能是在一系列正常的神经、内分泌调节下的

血管性生物活动，其中血管、神经、心理、激素及海绵体等因素

任一环节出现异常均可导致 ＥＤ。根据病因将阴茎勃起功能障
碍分为三大类：心理性 ＥＤ，器质性 ＥＤ及混合性 ＥＤ（器质性病

因和心理因素同时存在），其中器质性ＥＤ又分为：内分泌性，神
经性，血管性（动脉性、静脉性）等 ［４］。汤育新［５］调查了长沙地

区１１６０例ＥＤ患者，其中心因性 ＥＤ患者超过６０％，且２１．５％
左右的心因性ＥＤ患者完全不懂得性知识，说明性教育仍待加
强。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性难以启口，不愿意性

交流，因此如何纠正人们对性的认识偏差，加强性教育和性交

流是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工作中首要考虑的伦理问题。

１．２　阴茎勃起功能调查的伦理问题
为了获得国家或地区阴茎勃起功能流行病学资料，需要持

续地对该地区样本人群进行阴茎勃起功能调查，其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受研究时段和地域的影响，如果采取匿名检测，对人群

而言可获得流行状况的信息，但阴茎勃起功能调查结果不能长

期随访。如果采取记名调查，一方面很多人可能会拒绝调查，

另一方面很多人有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担心阴茎勃起功能状

况公开可能给那些参与调查者及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往往使阴茎勃起功能调查的工作陷入两难的道德境地。

１．３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隐私保密权问题
保护患者的隐私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务工作

者必须遵守的医疗道德规范，早在古希腊时，希波克拉底就在

誓言中提出“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

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在临床工作中，医疗保密是尊重患者的

基本权利、人格和尊严的具体体现。保护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人

群的隐私权就是为其保密。然而，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很多医

疗工作者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医院，很难做

到一人一诊室，一个诊室里许多患者，一个患者需要面对的不

仅仅是疾病给他带来的身体和心里的困扰，更要面对公众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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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他的隐私，使他们遭受歧视与打击，无异于在精神上又一

次打击。

１．４　检查不合理，患者权益受损
ＥＤ诊断主要依靠症状、体征、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由于一些医院医疗技术水平限制，一些勃起功能相关检查（如

夜间阴茎勃起监测、阴茎海绵体注射血管活性药物试验、阴茎

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阴茎海绵体测压及阴茎海绵体造影术、

选择性阴茎动脉造影术、与勃起有关神经系统的检测等［６］）在

一些医院无法开展，而简单的将ＥＤ与前列腺炎等同起来，给患
者的治疗带来很大的困扰。我们临床工作人员如果对此不作

任何解释，不能让患者知情，则患者知情权受损，它违背了医学

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１．５　治疗ＥＤ不合理用药
尽管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现在的治疗

理念已从传统的心理－生理模式，转变为社会 －生理 －心理模
式，血管、神经、心理、激素及海绵体等因素均与阴茎勃起功能

相关，流行病学统计提示肥胖、吸烟、过量饮酒、高血脂、高血

糖、高血压也与本病有着密切的关系［７］。因此，在临床中诊断

时应当有着严格的标准，尽量找出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因和

诱因，对因治疗。然而，在个别医院由于受制于医疗水平或商

业利益驱动，不尊重医学道德原则，不遵守医疗道德要求，在未

经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就让患者服用大

量药物的情况并不乏见。

１．６　不重视夫妻双方同时治疗
ＥＤ治疗目标主要是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使患者的自尊

和自信得到恢复，提高性生活质量，然而由于性生活是夫妻双

方同时参与的事，如果男方有不成功的性生活史，在以后的性

交过程中，期待性焦虑有可能导致再次失败，最终易形成恶性

循环，使病人认为自己患了难以治愈的永久性损害［８，９］。焦虑

与抑郁伴发时，更易导致勃起失败，从而使 ＥＤ患者出现回避、
害怕亲近、失望等不良行为。因此女性的鼓励与支持在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治疗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同时，男方出现了勃起

功能障碍，女方常常也会出现相应的性问题。如男方勃起功能

障碍或早泄，女方易患性高潮障碍。因此，勃起功能障碍的治

疗必须遵循男女双方共同参与的原则。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没有重视这点。

"

　解决方法与对策
２．１　加强性教育

从医学伦理的角度审视，性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

和义务，性与道德、法律、婚姻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类性生

活的功能状况是一种生理现象，在整个性行为过程中其与心理

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０］。不良的心理常使 ＥＤ加重，因此加强
性生理方面的知识的普及，同时加强对性心理、性道德方面的

教育，有利于使患者放下包袱，树立信心。缺乏性教育可能导

致所谓的“性神秘”长期存在，它是性功能障碍的易患因素，而

且是其维持因素［１１］。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性教育在许多国家

仍是备受争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目前

关于性教育观点已发生改变，在小学即开展了性教育课程。由

于缺乏正确性知识导致病人及其伴侣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当

这些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从而促使勃起障碍的发生。我们应该

充分发挥伦理的规约作用和医学知识的引导作用，规范、矫正

并引导其性行为，进而树立正确的性道德意识。

２．２　诚信原则
诚信是医疗道德和医学伦理的核心。医疗工作被认为是

救死扶伤的行业，诚信备受患者认可。正是基于对医务人员的

信任，患者才找医务人员为自己防病治病，才能坦诚地向医务

人员倾吐自己的隐私。诚信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患者

相信医生，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寄托给医生，医生则以治病救

人为自己的职责。如果医务人员对患者不讲诚信，在给患者诊

治疾病的过程中，为了自己或单位的私利，不顾患者所患疾病

的状况与实际承受能力，利用自己的“特权”巧立名目，多做检

查，多用药，这必然会损害患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近期看，

医院与医务人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会破坏

医患关系、损害医疗机构形象。因此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我们应

当进一步规范诊疗过程。

２．３　坚持有利的原则
有利的原则包括“不伤害”和“确有助益”两个方面。医务

人员的首要伦理原则是一切以患者利益为主，想患者之所想急

患者之所急，不让患者的身体与心灵受到伤害。凡是医疗上是

必须的，或是属于医疗适应症范围，所施行的各种检查或治疗

而带来的伤害应符合不伤害原则。反之，如果医疗上对患者是

不必要或是禁忌的，勉强去做会使病人遭受伤害，我们应当尽

量避免。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医德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素

质和医疗技术能力，努力认知疾病的本质，在医疗活动中，始终

怀着“病人第一、一切为病人着想”的思想进行临床诊疗活动。

#

　小结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是一种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疾病，

其发病率较高，在临床工作中伦理原则是我们可利用的重要原

则和方法，在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广大

医务人员要尊重患者，为其营造一个适合的治疗与生活环境，

提高医疗诊断与治疗水平，为广大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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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妇女的“性福生活”研究概述
鲍玉珩　薛翠华　吉姆·奥福德（美）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艺术系，美国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性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即妇
女性问题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研究女性个体在社区和更为广大的社会中的内涵意义和心理，以及女性个

人的性生活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女性性心理学家旨在寻求理解个人－特别是妇女个人，以及她在社区与社
会的生活质量；其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女性个人、社区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与实践，来提高人们的性生活质量等。

【关键词】　女性；中年妇女的性生活；性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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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止到２０１３年，中国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报告声称，中国目前总人口为已超过１３亿；在一
些大城市之中，男女人口不均衡是很严重的，某些地区出现了

剩女现象。此外，根据李银河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中年妇女

的性生活是一个大问题，其中大约 ５０％的中国中年妇女得不
到性满足，即不能获得性福感。本文在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的

基础上，对于中国中年妇女如何获得性福与幸福提出一点浅

见，并简单介绍一些有关观念和实践经验。

!

　中年妇女渴望什么
我有一个好友，同我一样也是一个社会学教授、媒体与传

播学教授。他曾经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在网络上的谈天—

聊天网和ＱＱ网上进行谈话内容调查；其中他特别搞了一个中
年妇女聊天内容调查研究，他本人亲自同１２５位年纪２０～４５岁
的女性聊天；据他说，他发现这些妇女非常解放，有的时候在第

一次聊天时，不到１０分钟就涉及到性问题；有的女性就直接表
示希望一夜情。这些网客沉迷在网络中，也沉迷于虚拟爱情

之中。

他还发现，大城市的中年女性之中，很多人自己公开承认

得不到性欢愉和性满足。下面是一个聊天实例；

甲．男性，一个大学教授。
乙．女性，一个中年白领妇女自称是一家公司经理。
甲．您好，非常高兴结识您，我今年４８岁，离异，无儿女，大

学教授，年薪２８万，还有自己一家公司，希望找一个可心人。

乙．我就是可心人。您能给我一张照片？
甲．Ｏｋ！
乙．很不错，我也给您一张照片。
马上收到一张照片。

接着他们聊了一会。

乙．您身体还行吧？
甲．棒得如牛。
乙．那做的时候，戴套，可以吗？
甲．太好了，戴套更安全，看什么时候好？
乙．这周周末，如何？
也许很多人不信，就请您亲自上聊天网上试一试。根据我

的朋友的调查研究，中国的中年妇女存在严重的性生活缺乏或

障碍的问题，这和我在美国看到的一个研究报告的结果是一致

的。该报告指出：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中，中年女性的性满足为

７５％，在这些国家中，２０～５０岁的中年女性每周做爱的次数大
约为４～５次；而在日本２０～５０岁中年女性满足度为６８％，日本
中年女性每周做爱为４５次；而中国的中年女性的性满足度不
到１２％，每周能够做爱１次就已经不错了。但是，这是否说中
国的中年女性真的不喜欢做爱呢？绝对不是，我认识的一些专

家指出；中国的中年女性很喜欢做爱，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使得

中国的中年女性不知道如何过良好的性生活。

"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解析
从３０岁到 ６０岁之间的几十年是人生的中年期，位于青年

期和老年期之间，这是人生的转折之一。这与人生的另外一个

转折期即青春期很相似，正如青春期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一

样，中年人也不再年轻，但是还没有衰老。

转折期总会给人们带来很多压力，多数中年人或成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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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作和爱情（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ｅ
ｘｉｎｇ）。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年人需要对于自己生活目标、夫妻
关系包括性爱关系以及事业发展目标进行调整。笔者认为这

些调整可能是由于生理事件（如进入更年期或绝经等），但更多

的是纯粹的心理问题。中年男女都面临许多相似机遇和挑战，

他们或她们身体在生理上会发生不少变化；在男性与女性气质

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样对于性爱与性生活 －性行为等也会
有所变化与改变。

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般来讲，这指的是中年妇

女的性欲达到了十分强烈的地步。根据美国生理 －心理学家
李文森博士的观点，美国男性中年转折期为４０～４５岁之间，这
段时间的实践就是广为人知的“中年危机”（ｍｉｄｌｉｆｅｃｒｉｓｅｓ），在
美国 ４０岁这个年龄具有标志性意义。李文森教授认为，男性
在中年转折面临几个重大任务：首先是要重新评估自己年轻时

候的生活，不但要明确自己曾经有过多么大的成功或许失败，

更要明确自己是否找到想要寻求的自我。他要明确意识到现

在的日子是对于年轻时候生活的妥协，也会意识到自己必须从

失望中学会放弃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记住，这个过程是痛

苦的但并非意味着损失，而是意味着解放。

另外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要从过去到将来的转变，即应

该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特别是性爱生活。但这种改变会是
不快和痛苦，因为也许剧烈的改变会导致离婚；但也许会使得

夫妻之间的生活更美好。每个人无论男女都会在这些转变过

程中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与意义的。

这些发育过程中的事件或转变当然并非全都是与性特别

相关的，但是，毫无讳忌地讲，这些改变能够很深刻地影响一个

人的关于自我性意识的认知，他对于自己的男性气质、自己的

性别、自己的亲密关系以及自己承诺的自信。

一般而言，中年期转折期的男性可能会带来特殊的性问

题，特别是对于自己性能力丧失的恐惧与焦虑。下面不妨看一

个实例；

我的一个好朋友电脑工程师最近对我述说了自己的性恐

惧与性焦虑问题。他说：我最近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和痛苦。作

为公司的总工程师，我每天要工作１２个小时，因此回家很晚，也
很累，自己无法做爱—因为自己的家伙不灵了。而老婆是正值

如狼似虎的阶段。她的性欲很强，每天都要缠着我要求来一

次，就做一次；我无法满足她，她就要离婚，并且赌气说要在外

面找个小白脸。现在我已经患上忧郁症，我不愿意回家，也讨

厌女人了，唯一能够给我带来欢愉的就是饮酒—我每天都要喝

酒。我甚至看不清我的未来。

听到他埋怨自己的妻子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性欲狂

时，我唯一的帮助就是向他解释这是错误的看法。

我的朋友，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布斯

博士Ｄｒ．ＤａｖｉｄＢｕｓｓ曾经就美国中年妇女的性生活活动进行一
次调查。他带领三个研究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篇论

文，其中指出：

我们发现，在美国３０岁到４０出头的中年女性比更年轻的
女性的性欲更为强烈，而从２７岁到４５岁年龄段的女性比１８岁
到２６岁的年轻女性在性生活 －性活动中，不仅拥有更多、更强
烈的性幻想，而且拥有更多的性生活活动和性交持续时间更长

一些。尽管在美国人心目中，女大学生似乎是性活动最为频繁

的群体，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中年妇女在性方面才是最为突

出的［１］。

中国著名性学家马晓年教授，在对于中年妇女性反应特点

的论述中指出，中年妇女在性反应上，首先就是内分泌的改变，

同时性激素的改变也会给中年女性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变化，而

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性生活。

（１）中年女性的性周期
①性兴奋期。同年轻的女性一样，中年妇女在接受任何形

式的有效性刺激之后，会出现性兴奋的第一个外部症状即乳头

竖起挺立起来；②平台期。妇女在进入中年之后乃至步入老年
时仍然会出现乳房膨胀反应，如出现乳晕，此时也会有迫切要

求爱抚和性爱的冲动；③性交与高潮期。一个良好的性交会出
现高潮期，此时男女双方都会获得性满足；④性消退期。在性
交达到高潮之后，双方都进入了消退期，此时一些女性会有持

续性反应，出现再次性交的要求，但一会就过去了。

（２）社会影响
除了生理变化的影响之外，社会环境也会对中年妇女的性

观念、性生活与性活动产生影响作用。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较

为开放的社会。从性观念来看，性已经不再是噤若寒蝉的话题

了，人们已经可以公开议论性问题。同时，人们特别是受到过

高等教育的女性也开始注意性生活的质量了。加上社会媒体

的不当宣传，例如各种八卦新闻—大多是名人的情爱新闻等，

使得人们产生错误的观念，例如性感、靓女等使得中年女性变

得更为活跃和浪漫；笔者发现，所谓的毛片即色情录像的女性

观众日益增多，７５％以上的女大学生曾经观看过此类录像或
ＤＶＤ等。

（３）经济影响因素
目前，大多数中年妇女是职业女性，有工作有一定的经济

收入等。经济获得独立，增加了女性的自信特别是中年职业妇

女的自信心。事实证明，在经济困难时，人们的性欲会受到限

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的性欲会增强。由于目前中国已

经进入经济繁荣阶段，中国妇女获得了从未曾有过的经济独

立，甚至有些女性比自己的丈夫挣钱还多。俗话说饱暖思淫

欲，无论男人或女人皆如此也。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已经加

入了富裕阶层，于是在中国某些地区变成了乐园式的消费区

域，比如在京沪广津等都市，出现了地下的性交易即卖淫。不

但有妓女，还有娈童等。

由于社会对于性也变得愈加宽容，于是广告商也就更无忌

惮地利用情色主题和影像做广告，性成为了商业密不可分的伙

伴。目前在中国不仅性作为商品以情色电影、黄色书刊和别的

娱乐形式赚钱，而且整个工业也都借助性的魅力兜售自己的产

品，比如化妆品、服装、汽车以及甚至不沾边的商品的制造商

们，都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以使得使用者变得更加性感和更具有

吸引力等。一旦性被商业化了，商业也就变得性了。其净效应

就是使得居美国主流社会地位的一大批正派的美国中产阶级，

无论男女，人变得更“性化”了，使得她们或他们在性方面变得

更为自由、开放、容易得到和可以接受等。正如美国第二十届

总统卡尔文·柯立芝（ＣａｌｖｉｎＣｏｏｌｉｄｇｅ）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
指出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
国通过商业开发，性也开始成为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我们可以从在中国各地频繁出现的性用品商店就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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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倪；据说仅广东省东莞一地就有各种各样的大小性玩具—

用具制造工厂与作坊大约８００多家。性商业产值已经占东莞地
区每年ＧＤＰ的很大部分。

（４）女权运动的影响
近年来，对于人们性观念和性行为的一些最重大的影响来

自西方的女权运动，以及其性别特征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及

男性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观念变化。

在美国与西方国家，以及在中国工作机会和报酬不平等的

现象已经改变。在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之后，造成了一大

批职业妇女。而这样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

也期望获得性独立或性自由。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目前，

在美国对于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对于非传统性行为的容忍，以

及各方面对于性生活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加上在社会中性爱公

开表达的自由化等诸多方面，都使得美国中年女性变得更“浪”

更淫荡了。

#

　徐娘半老，偏绕风韵
女性在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魅力和美，当步入中

年之后，女性会呈现出一种成熟的风韵美，因此被英国诗人拜

伦称赞为最为成熟的维纳斯—也就是最美的女神之美。我的

朋友美国家庭与婚姻研究专家巴巴拉·戴安娜博士指出，中年

女性的美变现在几个方面：一般来讲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那么什么是风韵哪？笔者认为：风韵指的就是个人的内在气质

从内到外的具体表现。风韵也指的是女性的言谈举止的体现，

中年女性应该比任何阶段都具有独特的美和魅力。

她们不一定都拥有太多的物质财富，但她们的内心却如同

放飞的风筝，自由、奔放，追寻属于自我的自由；她们崇尚优雅

的个性，但并不刻意追求；喜欢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具有独特

的美感。她们工作努力、得心应手，与同事相处和谐—因为她

们有着丰富的经验，懂得和谐的意义。她们生活态度从容而自

信。她们有内涵有主张，可以无视岁月对于自己容貌的侵蚀但

绝不束手被擒，而是知道如何打扮自己。更懂得需要打扮的不

仅是外表，而是更有的内在的魅力，因此她们懂得如何做到女

为悦己者容的道理。

比起年轻的妇女，中年妇女更拥有自己的空间，也会给男

人最大的空间；她们懂得要给自己最大的自由，不依赖男人过

活；与年轻而娇艳的女人不同，她们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

因为可爱才美丽；中年妇女的美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因为经过

时光老人打磨，她们是气质美女，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气

质；举手投足都越来越有特殊的女人味，也就越来越让各个年

龄段的男人着迷。

实际上，早在上千年前，中国古人就懂得半老徐娘偏绕风

韵的道理，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春闺秘史》中就指出：“话

说这班美貌女子，在她幼时固然国色天香，倾倒一世，及至到了

中年时候，还是娇艳可爱，并非庸俗脂粉可比。旁人替她代叹

美人迟暮，真是冤枉；其实她少年时候一切未曾圆满显露的美

处，这时都一一表现尽致，更足动人、荡魂消魄、力量惊人，反非

一些稚齿幼年的女儿所可比及。以颜色婉论，固然年轻姑娘们

如花似玉娇婉非常，但中年妇人，身体长定，皮色益加纯洁，其

白皙细嫩，滑不溜手，远非少女皮肉可比。况且少女身体发育

未全，瘦手细脚，肉儿绷紧，如未熟柿子，也乏味道，只有中年妇

女，刚好成熟，骨肉均匀，松紧适中，股腿等处均比少女肥满，最

宜慰傍”。

无论古今中外的名人都称赞中年女性的风韵与美，笔者也

认为中年妇女唯有保持自己的独立、聪慧、自爱、自尊和自信

等，才能比任何时候都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任何年龄段的

女性都具有女性的魅力，体现出中年女性的另一种风情。

$

　享受性福和幸福
当然中年妇女的心是累的，但是生活是充实的完美的，因

此要懂得如何调整生活、享受生活，怀着几分宁静、几分淡定，

努力享受自己经过努力才争取到的幸福果实。美国《女性健

康》杂志的研究指出，中年女性要想得到更美好的爱情包括性

爱，就必须注意几个关键。

首先要保持适度的性生活。对于美国妇女来说，一周有

３～５次性交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要少于２次。切忌人为的压抑
性欲，而人为的压抑性欲正是中国中年女性的错误认识。要保

持和提高自己的性欲，就要有一个健康而美好的身体，建议中

年女性多参加运动，比如游泳、骑车、骑马、打网球和瑜伽、体操

等健体活动，这样既能够增进全身的健康状况，也能够提高自

己的性功能等［２］。

第二，要讲究饮食营养。中年妇女应该多吃一些有助于美

容和提高性功能的食物，诸如鱼类、蛋类、芝麻、新鲜蔬菜、蜂

蜜、核桃或硬果等，以及含有丰富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

食品。对于妇女来讲豆腐和豆制品都是好东西。

第三，也可以适当进行药物调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服用一些雌性激素，谷维素和多种维生素等，以纠正进入更年

期带来的不适。

第四，改进与调整性生活方式。尝试转换角色，只要自己

有生理需要即性要求，就应该积极向男方发出性信号［３］，主动

和男方亲近或亲昵等。增强性交前的前戏活动［４］，可以尝试一

些自己年轻时不曾经历过的性活动，如热情亲吻，口交等，增加

前戏的欢悦。

第五，改进自己的性交姿势。可以尝试多体位的性交姿

势［５］，美国中年女性普遍喜欢女上位的性交姿势，这样女上男

下，可以使得女性更富有控制感，更加增强自信而可以随心所

欲地享受性爱的欢愉等［６］。

无论如何，亲爱的中年女性朋友们，解放思想，尽情地享受

性福和幸福吧！

（致谢：本文编写时，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的帮助，并允许

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仅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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