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２４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 ３　　　　·

【第一作者简介】洪锴（１９７３－），男，副主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泌尿男
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刘德风，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ｄｅｆｅ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姜辉，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５５＠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

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及 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勃起功能障
碍后性生活质量改善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洪锴

!

１　刘德风２△　姜辉１△　赵连明１　唐文豪１　毛加明２　张洪亮１　杨宇卓１　张哲１

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目的：了解我国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影响性生活质量的
因素，观察经ＰＤＥ５－Ｉ治疗后性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方法：从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中国的４９
个男科或泌尿科诊疗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对 ＥＤ患者性生活质量情况（享受度、满意度及性生活次等）及
ＰＤＥ５－Ｉ治疗的结果的问卷调查。就诊的ＥＤ患者填写调查问卷的治疗前部分，然后根据医生的处方服用
ＰＤＥ５－Ｉ，４周后复诊完成问卷治疗后部分。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本次调
查共发放问卷５５００余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５０７份。ＥＤ患者平均年龄４２岁，６４３％的ＥＤ患者未经过治疗，大
部分ＥＤ患者的病程小于５年（７４５％）。５０％的患者认为获得满意性生活重要的因素是“勃起硬度”，２８％
的患者认为“持勃起时间”最为重要，１５％的患者认为首要因素是“性高潮是否满意”，另有６７％的患者认
为“获得勃起的快慢”是影响性生活满意的最重要的因素。服用 ＰＤＥ５－Ｉ治疗后，患者勃起硬度明显改善，
９５３％的患者可以达到３、４级硬度，３９８％患者恢复正常。同时 ＰＤＥ５－Ｉ治疗可以显著改善 ＥＤ患者性生
活活质量，性生活享受度、满意度和次数明显改善（Ｐ＜０００１）。结论：勃起硬度和维持勃起时间是影响性生
活满意的主要因素。ＰＤＥ５－Ｉ治疗后可以有效的改善 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进而明显改善患者的性生活质
量，提高性生活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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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性生活是指为了满足自己性需要的固定或不固定的性接
触，包括拥抱、接吻、爱抚、性交等。性生活是夫妻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和谐、美满的性生活不

但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而且可以产生兴趣、兴奋等积极

情绪，可消除紧张，同时还有一定的健康意义，如保护男性心

脏、有效减肥、有助睡眠、缓解疼痛等等。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性交时阴茎持
续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获得满足性生活。马萨诸塞

男性增龄研究（ＭＭＡＳ）的数据，大约有５２％的４０～７０岁男性存
在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１］。

ＥＤ作为男性常见性功能障碍疾病的一种，严重的影响了
夫妻间性生活的和谐，同时勃起功能障碍还会进一步加重 ＥＤ。
文献研究发现［３］，ＥＤ会导致男性患者的焦虑，而焦虑越严重，
ＥＤ发生率就越高（χ２＝７２４２３，Ｐ＝０００），ＥＤ与焦虑程度呈正
相关（ｒ＝０６３７，Ｐ＝０００）。所以，ＥＤ不但导致性生活的失败，
影响性生活质量，还影响了男性的自尊心、自信心等，甚至可能

导致家庭的破裂。

目前大多数关于ＥＤ研究集中在疗效等方面，关于ＥＤ患者
自身认为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因素及经过治疗后相关因素改善

情况的报道较少。为了解我国ＥＤ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流行病学
数据和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因素，观察 ＥＤ患者经 ＰＤＥ５－Ｉ治疗
后性生活质量（享受度、满意度及性生活次等）的改善情况，我

们进行了相关多中心临床调查研究。

!

　对象和方法
从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间，我们在中国的４９个男

科或泌尿科诊疗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对ＥＤ患者性生活质量情
况（享受度、满意度及性生活次等）及ＰＤＥ５－Ｉ治疗的结果的问
卷调查。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了解患者的 ＥＤ基本情况
（年龄、ＥＤ程度等），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包括 ＩＩＥＦ评分、性
生活满意度、享受度和每月性生活次数）；第二部分包括治疗效

果和服药后的性生活质量调查。来诊的ＥＤ患者在医生的指导
下填写问卷的治疗前部分，然后根据医生的处方服用一种

ＰＤＥ５－Ｉ（西地那非、他达拉非或伐地那非）４周，一个月后复
诊，填写问卷治疗后部分。问卷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
评分对患者的勃起功能程度进行评定，满分３０分，６～１０分为
重度，１１～１６分为中度，１７～２５分为轻度，正常≥２６分。４周性
生活次数共有５个选项，分别为＜２次、３～４次、５～６次、７～１０
次和≥１１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５００余份，收回有效问卷 ４５０７份。
所有数据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统计分析，进行方差分析及

计数资料的统计描述，使用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３０。
"

　结果
２．１　ＥＤ患者一般流行病学情况

大部分ＥＤ患者年龄较轻，ＥＤ患者平均年龄４２岁，但也有
１０２％大于６０岁的患者来诊；同时，大病程时间较短，ＥＤ患者

的病程小于５年（７４５％），病程为５～１０年和大于１０年以上的
患者分别占２０５％（９２７人）和５０％；而且６４３％的 ＥＤ患者
未经过治疗。见表１。

表１　ＥＤ患者治疗前一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年龄（岁）

　＜３０ ７７１ １７２

　３０～３９ １３６４ ３０４

　４０～４９ １１６４ ２５９

　５０～５９ ７３７ １６４

　≥６０ ４５６ １０２

治疗情况

　用过药物 １６０８ ３５７

　未经治疗 ２８９９ ６４３

病程情况（年）

　＜５ ３３５６ ７４５

　５～１０ ９２７ ２０５

　＞１０ ２２４ ５０

ＥＤ程度

　轻度 １５１９ ３３７

　中度 １９９７ ４４３

　重度 ９９１ ２２０

２．２　获得满意性生活重要的因素
５０％的患者认为获得满意性生活重要的因素是“勃起硬

度”，２８％的患者认为“持勃起时间”最为重要，１５％的患者认为
首要因素是“性高潮是否满意”，另有６７％的患者认为“获得勃
起的快慢”是影响性生活满意的最重要的因素。

２．３　治疗前后患者勃起功能变化
服用ＰＤＥ５－Ｉ后，勃起硬度较前明显改善，治疗后中度、重

度ＥＤ患者减少，轻度（５０６％）、正常（３９８％）的人数增加；经
治疗后１、２级硬度明显减少，同时更多的患者（９５３％）可以达
到３、４级硬度。见表２、表３。

表２　治疗前后患者勃起功能变化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Ｄ程度

正常 ０．０ ３９８

轻度 ３３７ ５０６

中度 ４４３ ７６

重度 ２２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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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治疗前后患者勃起功能变化

治疗前（％） 治疗后（％）

勃起硬度

１、２级 ５７４ ４７

３、４级 ４２６ ９５３

２．４　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情况变化
经治疗后，患者性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性生活享受度、满意

度和次数明显改善（Ｐ＜０００１），更多的患者达到高度享受
（４６７％）和极度享受（３３％），同时非常满意（１３３％）和比较
满意的患者也明显增加（５７６％）。由于勃起硬度的改善，患者
４周内性生活次数也明显增加，一个月５～６次、７～１０次和≥１１
次的患者较前明显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为 ３２２％、１８８％和
４４％。见表４。

表４　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情况变化

治疗前（％） 治疗后（％）

性生活享受度

　完全不享受 ２８４ ２１

　比较不享受 ３９１ ６９

　一般 ２２５ ４０３

　高度享受 １４ ４６７

　极度享受 ０．０ ３３

性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２６９ ２１

　比较不满意 ４６８ ５２

　一般 ２３７ ２１８

　比较满意 ２４ ５７６

　非常满意 ０２ １３３

４周性生活次数（次）

　０ ７８ ０．０

　１～２ ３１２ １０７

　３～４ ３３７ ３３９

　５～６ １８０ ３２２

　７～１０ ７５ １８８

　≥１１ １９ ４４

#

　讨论
ＥＤ是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常见男性性功能障碍。在马萨诸

塞男性增量研究（ＭＭＡＳ）报告数据，在４０～７０岁男性不同程度
ＥＤ的发生率约为５２％。尽管国内近年来随着 ＰＤＥ５ｉ的出现，
ＥＤ治疗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ＥＤ的研究包括流行病学研究逐渐
增加［２］，但比起国外的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还有不足。正是基

于此，这次多中心临床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内近年来比较全

面和可信的ＥＤ流行病学数据。
本次调查发现，国内大部分 ＥＤ患者年龄较轻，ＥＤ患者平

均年龄４２岁，但也有１０２％大于６０岁的患者来诊；同时，大多
数患者病程较短，ＥＤ患者的病程小于５年（７４５％），病程为５
～１０年和大于 １０年以上的患者分别占 ２０５％（９２７人）和
５０％；而且６４３％的ＥＤ患者未经过治疗。这一数据与年龄段
的发病率是不对应的。随着年龄的增加，ＥＤ的患病率逐渐增
加，但这次调查发现在临床中 ＥＤ治疗的主要群体还是处于性
活跃期的中青年男性，这与既往我国１１城市医院门诊 ＥＤ患者
研究相类似，３０～５０岁的ＥＤ患者占６０％以上［４］。而年长的患

者虽然多，但我们推测可能由于社会观念、经济因素等综合因

素使这部分患者只有很少比例到医院就诊。这其实也提出了

对ＥＤ的科普和教育宣传的严峻性，应该通过各种媒介使这部
分年长的ＥＤ患者到医院就诊，而获得更满意的性生活。

虽然年长的患者所占比例低，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还是有

一定数量的年龄较大的ＥＤ患者来就诊，说明中国男性对于ＥＤ
的观念在逐渐产生转变，愿意积极来诊治疗。但既往的研究发

现，ＥＤ在老年男性中发病率更高［５］，而且ＥＤ病程越长，治疗效
果越差［６］，因此建议患者应尽早就诊。

阴茎勃起的生理机制涉及性刺激过程中阴茎海绵体内一

氧化氮（Ｎ０）的释放。ＮＯ激活鸟苷酸环化酶导致环磷酸鸟苷
（ｃＧＭＰ）水平增高，使海绵体内平滑肌松弛，血液充盈。５型磷
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是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特异的ｃＧＭＰ水解酶，能
降解 ｃＧＭＰ，在阴茎海绵体中高度表达［７］。ＰＤＥ５－Ｉ是高度选
择性ＰＤＥ５抑制剂，抑制ｃＧＭＰ的降解和失活，提高阴茎海绵体
平滑肌内ｃＧＭＰ水平，可以起到治疗 ＥＤ的效应［８］。一项关于

ＥＤ病程时间长短与服用ＰＤＥ５－Ｉ关系的研究发现，ＰＤＥ５－Ｉ可
以有效的改善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并且不同病程治疗效果不
同，ＰＤＥ５－Ｉ的有效率在病程小于５年组中最高，为９６１％，其
他两组则为 ９４９％（５～１０年）和 ８９０％（＞１０年）（Ｐ＜
００１）［９］。

此次研究还发现，大部分 ＥＤ患者认为影响性生活满意度
的最主要指标是“勃起硬度”和“维持勃起时间”。其中５０％的
患者认为获得满意性生活重要的因素是“勃起硬度”，２８％的患
者认为“勃起维持时间”最为重要，１５％的患者认为首要因素是
“性高潮是否满意”，另有６７％的患者认为“获得勃起的快慢”
是影响性生活满意的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从这项研究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对于 ＥＤ患
者而言，有效改善其勃起情况就能有效改善他们的性生活质

量。实际研究中也发现（见表２），服用ＰＤＥ５－Ｉ后，勃起硬度较
前明显改善，治疗后中度、重度ＥＤ患者减少，轻度（５０６％）、正
常（３９８％）的人数增加；经治疗后１、２级硬度明显减少，同时
更多的患者（９５３％）可以达到３、４级硬度（见表２、表３），即恢
复到可插入硬度。这与既往关于ＰＤＥ５－Ｉ治疗的有效率相近，
但要略高于平均水平。我们认为，之所以研究的有效率高于通

常的８５％，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到临床就诊的患者年龄相对较
轻，以轻中度ＥＤ为主。通过ＰＤＥ５ｉ治疗后，多数患者达到了可
以插入阴道的硬度，由于勃起硬度的改善，进而ＥＤ患者同房次
数增加，患者４周内性生活次数也明显增加，一个月５～６次、
７～１０次和≥１１次的患者较前明显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为
３２２％、１８８％和４４％。同时性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性生活享
受度、满意度和次数明显改善（Ｐ＜０００１），更多的患者达到高
度享受（４６７％）和极度享受（３３％），同时非常满意（１３３％）



·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２４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和比较满意的患者也明显增加（５７６％）（见表４）。
性生活次数的影响因素很多，陈婷婷［１０］关于中国已婚育龄

妇女性生活频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发现，性质、民族、年

龄、婚龄、是否定期参加妇科检查、怀孕史、流产史、性生活满意

度、性生活中妇女的地位等因素都会影响性生活的频度。除此

之外，文化程度、社会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生活工作压力等因

素也参与其中［１１，１２］。而对于ＥＤ男性而言，ＥＤ疾病状态是使他
们减少性生活的主要的原因，而随着ＥＤ症状的改善，性生活频
率增加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因果关系。

本研究涉及的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且偏重于男

性勃起功能方面，进一步研究除了可增加更多性生活方面外，

还可以涉及更多文化和社会因素，同时研究夫妻双方的满意度

及影响因素研究可能会更加全面。但从本研究数据看，随着ＥＤ
治疗的满意，性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说明ＥＤ是影响性
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治疗 ＥＤ是改善性生活质量的必要
步骤。

总之，勃起硬度和维持勃起时间是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最

主要因素，ＰＤＥ５－Ｉ治疗后可以有效的改善 ＥＤ患者的勃起功
能，进而明显改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性生活满意度，所以

ＰＤＥ５－Ｉ应作为ＥＤ治疗的一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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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对早泄合并勃起功能障
碍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张维维１　方家杰２　张铭３

１温岭市妇幼保健院泌尿外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３解放军第九八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对 ＰＥ合并 ＥＤ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收治的早泄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共８７例。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曲唑酮联合低剂量的西地那非；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曲唑酮。结果：观察

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后ＩＩＥＦ－５的评分有明显上升，其中观察组为（１９５±２３）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１６１±３５）分；而观察组患者的 ＬＥＬＴ时间均明显要高于对照组，分别是（５２±０４）ｍｉｎ和（２９±
０１）ｍｉｎ。观察组患者的ＰＥ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５％，明显要高于对照组的８１４％；而观察组的 ＥＤ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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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９３２％，明显比对照组的７９１％要高。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２７％，对照组为２０９％；两
组患者的血压、血肌酐、血环孢素Ａ等指标对比没有显著性差异。结论：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对 ＰＥ
合并ＥＤ有显著的疗效和较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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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以及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常见的性功能疾病，导致患者出现 ＰＥ或者
ＥＤ的因素有很多，如心理因素、身体条件因素、躯体疾病、药物
毒副作用以及环境因素等［１］。本文主要是探讨 ＰＥ合并 ＥＤ患
者的临床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以及安全性研究。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收治的ＰＥ合并ＥＤ的患者
共８７例，年龄在３４岁到４７岁之间，均为已婚或者是有固定性
伴侣，并且均有性经验。患者在开始治疗的前３个月的性生活
中有７５％出现阴茎在阴道内的射精潜伏时间不超过２ｍｉｎ，或者
进行抽插的行为不超过１５次［２］；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调查问卷的评
分少于或者等于２１分，均被诊断为勃起障碍。患者的外生殖
器、睾丸、前列腺以及附睾等在入组前均没有发现有器质性病

变。患者在开始治疗前１个月内没有服用与治疗 ＥＤ有关的药
物，没有发生泌尿道感染。排除恶性肿瘤患者、精神病史患者、

吸毒或者酒精依赖患者、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以及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患者。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曲唑酮联合低剂量的西地那非，共

４４例；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曲唑酮，共４３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３９３±３８）岁，性功能评分（１３５±２６）分；对照组患者年龄
（３９４±３７）岁，性功能评分（１３６±２５）分。两组患者治疗前
在性功能评分、年龄等方面对比均没有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

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需要服用曲唑酮（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２００９０６０１、２０１００６１３）和小剂量的西地那非（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０９１２０８、２０１００５０５），其中曲唑酮每天口
服５０ｍｇ，西地那非则每天口服２５ｍｇ；对照组患者则单纯口服曲
唑酮，每次口服５０ｍｇ，每天１次。两组患者均在睡前服用。连
续治疗２周后，观察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以及射精潜伏时
间，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后其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治疗过程中发生

的不良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
ＰＥ的治疗效果评价主要是以 ＩＥＬＴ为评价指标［３］，患者在

接受治疗后，采用ＩＥＬＴ评分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其ＩＥＬＴ时间平
均延长超过２ｍｉｎ则认为治疗有效；而ＥＤ治疗效果［４］则主要是

采用ＩＩＥＦ－５的评分为标准，治愈是指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２２分；
显效是指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５分或以上，但未超过 ２２
分；有效是指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２到４分，但未达到２２
分以上；无效是指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不超过１分，没有提高或
者下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临床研究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和处理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的统计学分析软件。其中计数数据采用 ｔ检验，计量
数据采用χ２检验，本文的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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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ＩＥＬＴ时间和ＩＩＥＦ－５评分对比

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后的ＩＩＥＦ－５评分
以及ＩＥＬＴ时间变化。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接受治疗

后ＩＩＥＦ－５的评分有明显上升，其中观察组为（１９５±２３）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１６１±３５）分，两组患者对比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患者的 ＬＥＬＴ时间均明显要高于对照
组，分别是（５２±０４）ｍｉｎ和（２９±０１）ｍｉｎ。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ＩＥＬＴ时间和ＩＩＥＦ－５评分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４４）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４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值

ＩＥＬＴ（ｍｉｎ） ０９±０１ ５２±０４ １０±０２ ２９±０１ ５２１２ ＜００５

ＩＩＥＦ－５ １０９±２１ １９５±２３ １１２±１９ １６１±３５ ６２１２ ＜００５

　　注：Ｔ是组别之间比较

２２　治疗效果
对比两组患者 ＰＥ和 ＥＤ的治疗效果，其中观察组患者的

ＰＥ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５％明显要高于对照组的８１４％，两组患
者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观察组的ＥＤ治疗有效
率为９３２％明显比对照组的７９１％要高，两组对比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安全性考察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比率以及参与治疗前后的

血压、血肌酐、血环孢素 Ａ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其中观察组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２７％，对照组为２０９％。另外，两组
患者的血压、血肌酐、血环孢素Ａ等指标对比没有显著性差异，
均在正常范围。见表３。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ＰＥ和ＥＤ治疗效果对比

疗效
观察组（ｎ＝４４）

例数 比率（％）

对照组（ｎ＝４３）

例数 比率（％）

ＰＥ

有效 ４２ ９５５ ３５ ８１４

无效 ２ ４５ ８ １８６

ＥＤ ００ ００

痊愈 １０ ２２７ ５ １１６

显效 ２６ ５９１ ２１ ４８８

有效 ５ １１４ ８ １８６

无效 ３ ６８ ９ ２０９

表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安全性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４４） 对照组（ｎ＝４３） Ｔ值 Ｐ值

血压 １３１．０±１１／８５±１０ １３２．０±１３／８６±９ ２１２５ ＞００５

血肌酐（μｍｏｌ／Ｌ） ９９９±１０２ １０２４±１１２ ５２１２ ＞００５

血环孢素Ａ（μｇ／Ｌ） １６０２±２９２ １５６０±３１２ ３０２１ ＞００５

不良反应（例） １０ 　９ ２９８２ ＞００５

　　注：Ｔ是组别之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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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男性性功能障碍是男科疾病中的一种常见疾病。ＰＥ发病

的病因复杂，目前对于其发病机制还没有明确。ＥＤ是男科中
的常见疾病，ＥＤ合并 ＰＥ严重影响患者夫妻生活的满意程度，
对男性患者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影响，并且降低患者的生活质

量［５－７］。ＰＥ是指患者将阴茎插入阴道前或者是插入后２ｍｉｎ内
无法自我控制点的射精，ＰＥ的主要评价指标是射精潜伏时
间［８］。ＰＥ主要表现为患者射精时间缩短，对射精这项活动失
去控制能力并且引起患者大的痛苦和烦恼。临床上 ＰＥ常常合
并出现有ＥＤ，由于ＥＤ所导致的焦虑情绪有可能会影响、诱发
甚至加重ＰＥ［９］。引起ＥＤ除了有器质性因素外，还有心理性因
素，从而导致临床上对于 ＥＤ合并 ＰＥ的治疗仍没有特效药物。
但近年来国内外在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中发现，采用抗抑

郁药物能有效治疗ＰＥ。曲唑酮属于抗抑郁药物，其主要的药理
作用包括有抗抑郁、抗焦虑以及镇静作用。其主要的作用机制

是通过抑制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但对多巴胺、

组胺等受体没有作用［１０］。在临床应用后发现，患者的性欲增加

并且可以适当延长患者阴茎勃起的时间，从而被应用治疗

ＰＥ［１１，１２］。另外由于曲唑酮属于抗抑郁药物，服用曲唑酮能够适
当帮助患者缓解其焦虑情绪，在心理层面帮助患者改善 ＰＥ情
况［１３］。西地那非是治疗ＥＤ的主要药物，其治疗机制主要是通
过抑制磷酸二酯酶对鸟苷酸的降解作用，从而能够引起阴茎海

绵体平滑肌的血管得到舒张，从而增加阴茎的血流量，帮助患

者阴茎勃起［１４，１５］。

根据本文的治疗效果显示，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对

ＰＥ合并ＥＤ患者能够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入选患者在接受
治疗后，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的评分均有明显上升，其中观察组为
（１９５±２３）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１６１±３５）分，说明接受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性功能均得到一定的提高，并且观察组患者

的性功能恢复较好；另一方面，患者接受治疗后其射精潜伏期

（ＬＥＬＴ）的时间明显得到提高，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ＬＥＬＴ时间
能够上升到（５２±０４）ｍｉｎ，说明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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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明显改善患者ＰＥ情况。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地那非对于
ＰＥ和ＥＤ的治疗有效率均在９０％以上，说明其治疗效果明显。

在药物治疗的安全性考察方法，患者的不良反应率为

２２７％，并且各个检测指标均没有出现异常。患者的不良反应主
要是暂时性以及程度较轻，主要表现为头晕、面部潮红、困倦。观

察组患者出现２例呼吸道症状１例便秘，患者不良反应持续时间
较短，没有经过药物治疗均自行缓解。说明曲唑酮联合低剂量西

地那非治疗ＰＥ合并ＥＤ的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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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精囊磁共振表现及对性功能的评价价值。方法：选择６０例性功能异常患者为观
察组，根据症状不同分为两组，Ａ组：３０例，性欲淡漠为主；Ｂ组，３０例，勃起功能障碍为主。另选择健康志愿
者３０例为对照组。均接受磁共振检查，应用ＩＩＥＦ－５、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性功能。观察精囊腺磁共振 ＭＲ表
现，比较各组精囊腺宽度及ＡＤＣ值、ＩＩＥＦ－５、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的差异。分析精囊腺宽度与 ＩＩＥＦ－５、ＩＩＥＦ－
１１、１２评分的相关性。结果：（１）Ａ组及Ｂ组精囊宽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Ａ组患者 ＩＩＥＦ－
１１、１２评分显著低于Ｂ组及对照组患者，Ｂ组患者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及Ｂ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Ｂ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低于 Ａ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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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观察组患者精囊腺宽度与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存在极显著正相关（ｒ＝０８１，
Ｐ＜００１），与ＩＩＥＦ－５间存在显著相关性（ｒ＝０６９，Ｐ＜００５）。结论：精囊宽度与性功能间存在相关性，应用
磁共振检查可以对精囊腺功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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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ＩＩＥＦ－１１，１２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３．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ＩＩＥＦ－１１，１２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０８１，Ｐ＜００１），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ｒ＝
０６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ＲＩｃ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ｇ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精囊是男性生殖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内生殖器。作
为生殖腺体，其分泌物为精子提供必要的生存介质，提供能力

及生物活性物质。正常男性精囊饱满，内充满腺体分泌物［１］。

研究认为，精囊腺与男性正常性功能及生殖功能密切相关，它

参与阴茎勃起、射精反射等过程，但精囊腺功能异常，会导致男

性性功能障碍及生殖功能异常［２，３］。在设备不断更新和技术快

速进步的基础上，磁共振功能成像迅速发展，已经广泛的应用

于人体各系统疾病的诊断中。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对照研究，

分析精囊磁共振表现及对性功能的评价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有性功能障碍病例均来自于我院男科及泌尿外科，时间

范围为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共６０例，均为男性，年龄
２３～４９岁，平均（３９３±４５）岁，均为已婚。根据症状不同分为
两组：Ａ组，３０例，性欲淡漠为主；Ｂ组，３０例，勃起功能障碍为
主。另选择健康志愿者３０例为对照组，年龄２１～４８岁，平均
（３８５±５３）岁。三组患者在年龄分布、体重等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已婚，有固定的性伴侣；年龄２０～５０岁；符合性
功能障碍相关诊断标准，参照ＷＨＯ国际疾病分类第１０版（ＩＣＤ
－１０）：存在性欲降低、阳痿、早泄、射精功能异常等症状的一项
或几项；性激素检查正常或异常；阴茎海绵体试验、夜间勃起试

验阳性或阴性［４］；性激素检查无异常。垂体ＭＲ检查无异常；近

７ｄ内未排精；符合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恶性肿瘤；急性炎性病变；先天畸形；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手术史；血液系统疾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精神

系统疾患；幽闭恐惧症。

１２　磁共振检查
磁共振设备选择美国ＧＥＳｉｇｎａＨＤＸ１５Ｔ超导磁共振成像

系统，充盈膀胱。受检者取仰卧位、头先进，成像线圈选择８通
道体线圈，定位中心为耻骨联合上２ｃｍ，扫描范围自腹股沟下至
梨状肌水平。扫描方位包括横断位及冠状位，扫描序列包括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Ｔ２ＷＩ脂肪抑制序列及 ＤＷＩ序列。ＤＷＩ序列 ｂ值
选择８００ｓ／ｍｍ２，重复时间（ＴＲ）３５００ｍｓ，回波时间（ＴＥ）６５３
ｍｓ，矩阵（ｍａｔｒｉｘ）１２８×１２８，视野（ＦＯＶ）２４×２４ｃｍ２，激励次数
（ＮＥＸ）４次，层厚４ｍｍ，间距０ｍｍ。

将磁共振数据传输至 ＡＤＷ４４后处理工作站，应用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ｔｏｏｌ处理ＤＷＩ图像，测量精囊腺 ＡＤＣ值，感兴趣区选择精
囊腺最宽大水平，感兴趣区测量３５像素三次，取其均值。于横
断位Ｔ２ＷＩ序列测量精囊宽度，测量３次，取其均值。
１３　性功能评价

采用１９９８年ＲａｙｍｏｎｄＲｏｓｅｎ简化制定的勃起功能国际指
数问卷表（ＩＩＥＦ－５）［５］对各研究对象勃起功能进行评价，应用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对研究对象性欲指标进行评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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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精囊腺磁共振ＭＲ表现，比较各组精囊腺宽度及 ＡＤＣ

值、ＩＩＥＦ－５、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的差异。分析精囊腺宽度与ＩＩＥＦ
－５、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的相关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包，各数据以（珋ｘ±ｓ）的形式表
示，多组间比较采用χ２分析，两两组间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以 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精囊宽度及ＡＤＣ值的比较

正常精囊腺呈等 Ｔ１、长 Ｔ２信号，形态饱满，饱满完整。三

组间ＡＤＣ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及 Ｂ组
精囊宽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Ａ组及Ｂ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Ａ、
Ｂ、Ｃ。

表１　各组精囊宽度及ＡＤＣ值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ＡＤＣ值（ｓ／ｍｍ２） 宽度（ｃｍ）

Ａ组 ３０ １６３±０１７ １２１±０１２★

Ｂ组 ３０ １６２±０１５ １１９±０１１★

对照组 ３０ １６６±０２１ １８９±０２２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图Ａ、Ｂ、Ｃ　精囊腺磁共振Ｔ２ＷＩ脂肪抑制序列
图Ａ，患者，４７岁，性欲淡漠，磁共振显示精囊腺宽度缩小，欠饱满；图Ｂ，患者，４８岁，勃起功能障碍，磁共振显示精囊萎缩，宽度
明显变小；图Ｃ，对照组，男４５岁，精囊形态及信号未见异常

２２　各组ＩＩＥＦ评分的比较
Ａ组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显著低于 Ｂ组及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及Ｂ组ＩＩＥＦ－５评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低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ＩＩＥＦ评分的比较（分）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 ＩＩＥＦ－５

Ａ组 ３０ ３５７±１２３★ １５２３±２３２★

Ｂ组 ３０ ７２１±１２１★＃ １２１２±２１２★＃

对照组 ３０ ９１１±１６５ ２１３４±４５３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精囊宽度与ＩＩＥＦ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患者精囊腺宽度与ＩＩＥＦ－１１、１２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ｒ＝０８１，Ｐ＜００１），与 ＩＩＥＦ－５间存在显著相关性（ｒ＝
０６９，Ｐ＜００５）。
#

　讨论
精囊腺是男性生殖系统重要的附属性腺，其功能异常会导

致男性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等。精囊腺位于膀胱后方，前列

腺上方，为一对盘曲的囊状结构，平均长４～５ｃｍ，宽２ｃｍ［７］。精

囊的分泌物呈碱性，构成精浆的２／３以上，对精子在女性生殖道
内存活和运动十分重要［８］。其分泌物果糖、前列腺素、凝固蛋

白均参与到精子营养、受精过程中。

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很多，包括神经内分泌因素、生殖

器器质性病变因素、炎性因素及心理因素等［９，１０］。本研究选取

血清性激素水平正常，无生殖器器质性病变的性功能障碍者为

研究对象，对患者精囊腺进行磁共振成像。影像学检查可以准

确的显示精囊腺的形态及信号特征，其中磁共振成像软组织分

辨率最高，可以通过多方位及多序列成像，是目前显示精囊腺

最佳的影像学检查方法［１１，１２］。正常精囊腺形态饱满，边缘清

晰，于Ｔ１ＷＩ呈均匀低信号，Ｔ２ＷＩ呈明显高信号，并显示多囊样
结构，与邻近组织分界清晰，膀胱精囊角存在。当精囊腺存在

病变时，其形态或信号会发生变化。本研究中，对照组精囊腺

均饱满，呈明显长Ｔ１、长 Ｔ２信号，脂肪抑制序列 Ｔ２信号更高，
形态饱满，其宽度约（１８９±０２２）ｃｍ。而性功能障碍患者精囊
宽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患者精囊腺存在分泌功能不良。

有研究显示，性激素水平无异常的性功能障碍患者多存在精囊

分泌功能不良，其性功能与精囊的饱满度存在密切关系。动物

实验显示，摘除精囊的大鼠性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各性功能

相关指标均显著减退［１３］。本研究还显示 Ａ组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
分显著低于 Ｂ组及对照组，Ｂ组 ＩＩＥＦ－１１、１２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组及 Ｂ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Ｂ组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低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且观察组患者精囊腺宽度与ＩＩＥＦ－１１、１２存在极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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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与ＩＩＥＦ－５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两组患者客观评价
指标与健康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且磁共振测量精囊腺宽度与

患者性功能评分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提示精囊腺饱满度与患者

性功能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除了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内分泌调

节外，精囊腺的存在及饱满程度与性功能存在密切关系，精囊

的饱满度是性功能局部调节的重要因素［１４］。精囊分泌功能旺

盛者精囊腺饱满度高，其内压力刺激精囊腺壁内神经，通过神

经内分泌因素可以刺激发动性欲。当精囊腺分泌功能低下时，

精囊内液体量减少，精囊腺内压力降低，对囊壁刺激程度低，导

致性欲程度减弱或丧失［１５］。这也可以解释性激素水平及生殖

器形态正常者存在性功能障碍的原因。

综上所述，精囊腺饱满度与性功能存在密切关系，应用磁

共振检查可以对精囊腺功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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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性功能症状评分诊断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
临床研究
田义华　李令勋
德阳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德阳 ６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性功能症状评分诊断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选择
的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我市接受调查的１２４５例中老年男性，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１２４５例男
性的一般资料、男性雄激素缺乏问卷表（ＡＤＡＭ）以及老年男性症状表（ＡＭＳ）进行调查，同时测定调查者黄
体生成素（ＬＨ）、游离睾酮（ｆＴ）、睾酮（ＴＴ）以及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的水平。结果：１２４５例男性调查
问卷共获得１１９６例有效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有效率９６１％，从年龄分布来看调查者的年龄多分布在５０～６９
岁的年龄段；各个年龄段的ＡＤＡＭ筛查ＬＯＨ阳性率与ＡＭＳ筛查ＬＯＨ阳性率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两组进
行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ＡＤＡＭ筛查ＬＯＨ平均阳性率与ＡＭＳ筛查ＬＯＨ平均阳性率相比有显著
性的差异，两组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ＳＨＢＧ、ＴＴ在ＡＤＡＭ与ＡＭＳ筛查阳性与阴性组之间的水
平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ｆＴ、ＬＨ在 ＡＤＡＭ与 ＡＭＳ筛查阳性与阴性组之间的水平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结论：综上所述，采用ＡＭＳ与ＡＤＡＭ症状评分结合ｆＴ以及 ＬＨ水平能够准确的对迟发性性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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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症进行诊断，值得对其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男性性功能症状评分；诊断；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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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剧以及人们生活压力
的逐渐增大，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ｈｙｐｏｇｏ
ｎａｄｉｓｍ，ＬＯＨ）的发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１，２］。男性患者随

着年龄的增长，睾酮的分泌会随之减少，睾酮的减少会导致男

性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性功能下降以及骨质疏松、睡眠

障碍和抑郁易怒等一系列的临床症状，从而导致男性迟发性

性腺功能减退症［３，４］。对男性的性功能症状进行评分是诊断

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常用手段［５］，ＡＭＳ量表和ＡＤＡＭ问
卷表是报道最多、应用最多的症状测量表。本研究选择的对

象为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我市接受调查的１２４５例中老
年男性，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１２４５例男性的一般资料、男
性雄激素缺乏问卷表以及老年男性症状表进行调查，同时测

定调查者黄体生成素、游离睾酮、睾酮以及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的水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２０１１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３月我市
五所医院进行体检的体检者，根据体检编号随机抽取，对其

进行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 １２４５例中老年男性，年龄 ４１～
７９岁，平均年龄（５８６±７８４）岁。所有中老年男性均自愿
接受问卷调查以及血液学的检测。排除标准：有心血管疾

病、高血压、糖尿病、甲亢、前列腺肿瘤以及抑郁、焦虑等精

神疾病病史的男性。将１２４５例接受调查的男性按照年龄进
行分组，分为４０～４９岁，５０～５９岁，６０～６９岁，７０～８０岁 ４
个年龄段。

１２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１２４５例

男性的一般资料、男性雄激素缺乏问卷表以及老年男性症状

表。所有问卷调查均在经过培训的调查医师指导下完成，并且

由调查医师进行数据的总结处理。采用化学光测定法测定调查

者血清中的主要性激素水平，主要测定调查者黄体生成素、游

离睾酮、睾酮以及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水平。

１３　标准
一般资料主要包括：接受调查者的身高、体重、年龄、血压、

胆固醇水平等一般信息；男性雄激素缺乏问卷表（ＡＤＡＭ）：共有
１０个问题，对每个问题进行“是”与“否”的回答，当第１个问题
或者第７个问题回答“是”或者其中有３个问题回答“是”的问
卷即可判为阳性；老年男性症状表（ＡＭＳ）：该部分共有１８个问
题，当该问卷结果的得分大于２７分时即可判断该问卷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的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计数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计量的比较采用 ｔ值检验，当 Ｐ＜００５表示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

"

　结果
２１　１１９６例有效调查问卷的一般临床资料

１２４５例男性调查问卷共获得１１９６例有效调查问卷，调查
问卷有效率９６１％，从该表中我们可以得到１１９６例男性的年
龄、体重、身高、血压、总胆固醇等一般资料的信息，从年龄分布

来看调查者的年龄多分布在５０～６９岁的年龄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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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１９６例有效调查问卷的一般临床资料

变量 Ｎ＝１１９６ 比例（％）

年龄（岁） ５８６±７８４

４０～４９ １１４ ９６

５０～５９ ３７８ ３１６

６０～６９ ４８６ ４０６

７０～８０ ２１８ １８２

体重（ｋｇ） ６５９±２０３５

身高（ｃｍ） １６８９±７６５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３８４±３０２５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８３５±１２４７

ＰＳＡ（μｇ／Ｌ） １７２±０２３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４７８±０３２

２２　不同年龄段的男性ＡＤＡＭ及 ＡＭＳ量表筛查ＬＯＨ阳性率
的比较

　　各个年龄段的患者，ＡＤＡＭ筛查ＬＯＨ阳性率均明显高于ＡＭＳ

筛查ＬＯＨ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段的男性ＡＤＡＭ及 ＡＭＳ量表筛查ＬＯＨ阳性率的比较

分组
ＡＤＡＭ

例数 比例

ＡＭＳ

例数 比例
χ２ Ｐ

４０～４９ ２５ ２１９ １２ １０５

５０～５９ ２０４ ５４０ ６８ １８０

６０～６９ ４１３ ８５０ １３８ ２８４

７０～８０ １９９ ９１３ １４３ ６５９

总数 ８４１ ３６１

平均阳性率（％） ７０３ ３０２ －１５８６ ＜００５

２３　血清中不同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ＳＨＢＧ、ＴＴ在ＡＤＡＭ与ＡＭＳ筛查阳性与阴性组之间的水平

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ｆＴ、ＬＨ在 ＡＤＡＭ与 ＡＭＳ筛
查阳性与阴性组之间的水平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血清中不同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指标
ＡＤＡＭ

阳性 阴性
Ｐ

ＡＭＳ

阳性 阴性
Ｐ

ｆＴ（ｎｍｏｌ／Ｌ） ０４５±０１２ ０４８±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４６±０１５ ０４９±０１４ ＜００５

ＳＨＢＧ（ｎｍｏｌ／Ｌ） ４６５±２１３０ ４５２±１９６０ ＞００５ ４６９±１８６０ ４４６±１８９０ ＞００５

ＴＴ（μｇ／Ｌ） ４３±１３２ ４４±２０１ ＞００５ ４３±１３６ ４４±１９８ ＞００５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５６±０６７ ５１±０５８ ＜００５ ５７±０８１ ５１±０７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以及人们生活压

力的不断增大，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出现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的症

状，它的主要症状为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降低、勃起功能的障碍以及

抑郁、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出现［６，７］。ＬＯＨ的发病机制主要与睾
丸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睾丸的体积会减少，与睾

酮合成有关的酶的活性会出现显著性下降，从而导致睾丸分泌睾酮

的量显著性下降［８，９］。睾酮水平的降低，会对患者的器官以及系统

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目前对于ＬＯＨ的诊断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１０］，一般

采用症状评分与血清中性激素水平测定结合的方法。目前国

内外常用的症状评分主要有欧洲老年男性研究 －性功能问卷
（ＥＭＡＳ－ＳＦＱ）、马萨诸塞州老年男性调查问卷（ＭＭＡＳ）、老年
男子症状问卷（ＡＭＳ）以及中老年男子雄激素缺乏问卷（ＡＤ
ＡＭ），其中最为常用的是 ＡＤＡＭ以及 ＡＭＳ，主要是因为它们的
问卷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以及特异性，并且较容易操作，因此ＡＤ
ＡＭ与ＡＭＳ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症状评分表。其中美国
倾向于ＡＤＡＭ问卷表［１１］，认为其特异性与敏感性分别为３０％、
９７％，而ＡＭＳ的特异性与敏感性分别为３９％、８３％。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的１２４５例中老年男性，通过问卷调查
的形式对１２４５例男性的一般资料、男性雄激素缺乏问卷表以及
老年男性症状表进行调查，同时测定调查者黄体生成素、游离

睾酮、睾酮以及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水平，其中有效调查问卷

１１９６例。结果显示：从年龄分布来看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年龄多
分布在５０～６９岁的年龄段；不同年龄段的男性 ＡＤＡＭ及 ＡＭＳ
量表筛查ＬＯＨ阳性率的比较结果来看，ＡＤＡＭ筛查 ＬＯＨ阳性
率为７０３％，ＡＭＳ筛查ＬＯＨ阳性率为３０２％，两组进行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我国国内有利用 Ｂｏｓｐｈｏｒｕｓ筛查表筛
查我国中老年男性的 ＬＯＨ阳性率的报道，得到的 ＬＯＨ阳性率
为３０％～４０％左右［１２，１３］，与 ＡＭＳ筛查 ＬＯＨ阳性率的结果相
近。从各年龄段的 ＬＯＨ阳性率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ＡＤＡＭ
与 ＡＭＳ量表筛查 ＬＯＨ阳性率都呈现增高的趋势，主要与男性
体内睾酮等性激素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有

直接的关系［１４］。从血清中激素的检测结果来看，ｆＴ以及 ＬＨ在
ＬＯＨ筛查阳性与阴性中的水平中有显著性差异，说明 ｆＴ以及
ＬＨ与ＬＯＨ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５，１６］。

综上所述，采用 ＡＭＳ与 ＡＤＡＭ症状评分结合 ｆＴ以及 ＬＨ
水平能够准确的对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进行诊断，值得对其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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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万大勇１　冯亮２

"　万明发３

１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内科，杭州 ３１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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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男性帕金森病（ＰＤ）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治疗的帕金森病男性患者１２４例，统计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及年龄分布；采用卡方检
验分析患者年龄、教育程度、病程、认知功能、抑郁状况、Ｈｏｅｎｈｎ－Ｙａｈｒ分期、运动障碍严重程度、左旋多巴等
效剂量等因素对性功能障碍是否存在影响；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影响因素。结果：１２４例 ＰＤ患者
中，５３例（４２７４％）发生性功能障碍；３８～４９岁发生率最高（４８２８％）；

#

２检验显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得分是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

２＝１７７４２；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ＨＡＭＤ得分
是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７０２３，Ｐ＜００５）；其他因素均与性功能障碍无明显相关。结论：ＰＤ患
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较高；ＰＤ患者抑郁程度和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呈正相关。

【关键词】　帕金森病；性功能障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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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是慢性神经系统病变，
除震颤、强直，行动迟缓等常见运动症状，还伴随认知损害、情

绪障碍等非运动症状。随着研究的深入，帕金森病已不再仅被

当作一种运动障碍疾病，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帕金森病的非运动

症状对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的影响［１，２］。性功能障碍是帕金森

病 患者的常见症状［３］。男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为４１４３％与６０％［４，５］。性功能障碍影响帕金森病患者的性生

活质量，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可能对治疗造成一定影响。但

是，从目前关于帕金森病的研究来看，极少涉及性功能障碍问

题，其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临床实践

中，帕金森病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也很少得到医生的重视与有效

干预。本研究探讨了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及影

响因素，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治疗的帕金森病
男性患者１２４例。纳入标准：（１）符合 ＵＫ脑库的 帕金森病 诊
断标准［６］；（２）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表得分 ＞２４分；（３）使用
左旋多巴或多巴胺受体激动剂；（４）视听力正常；（５）有固定的
异性性伴侣；（６）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１）合并高血压、糖
尿病等可能影响性功能的疾病；（２）存在前列腺疾病者；（３）存
在泌尿系统感染；（４）性器官或性腺异常；（５）有影响性功能的
外伤、手术史；（６）有精神疾病史；（７）服用可能影响性功能
药物。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性功能障碍诊断［７］　按《ＷＨＯ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①无法参与本人希望的性生活；②性功能障碍反复出现，但
有时却没有发生；③性功能障碍持续时间＞６个月；④排除其他
影响性功能的生理疾病、药物作用等。符合１项者即可确诊。
１２２　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由同一名专业医生收集所有
患者临床资料。包括：①年龄、教育程度、病程等一般资料。②
统一帕金森病评分量表第三部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ＵＰＤＲＳ用
于评价帕金森病患者运动障碍，共４２项；ＵＰＤＲＳ为第１８～３１
项。③Ｈｏｅｎｈｎ－Ｙａｈｒ分期 （Ｈ＆Ｙ）评分。Ｈ＆Ｙ评分可分为１、
１５、２、２５、３、４、５级；分级越高病情越重。④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 （ＨＡＭＤ）评分。量表共２４条目；＞３５分为严重抑郁，２１～３５
分为轻中度抑郁，８～２０分可能有抑郁，＜８为无抑郁。⑤左旋
多巴等效剂量（ＬＥ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用卡方检验分析患

者年龄、教育程度、病程、ＭＭＳＥ评分、ＵＰＤＲＳＩＩＩ评分、Ｈ＆Ｙ评
分、ＨＡＭＤ评分、ＬＥＤ对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是否有影响；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独立影响因素。
"

　结果
２１　男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本研究入组帕金森病患者共１２４例，其中发生性功能障碍
５３例，发生率４２７４％。全组患者年龄３３～７８岁，３８～４９岁发
生率最高（４８２８％）。各年龄段性功能障碍比例见表１。

表１　男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年龄段
调查例数

（ｎ）
性功能障碍

例数（ｎ）
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

３８～４９岁 ５８ ２８ ４８２８

５０～５９岁 ２５ １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６９岁 ２８ ９ ３２１４

７０～７８岁 １３ ６ ４６１５

总计 １２４ ５３ ４２７４

２２　男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因素分析
χ２检验显示，ＨＡＭＤ得分是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χ２＝

１７７４２；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男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因素

相关因素 调查例数 性功能障碍 χ２ Ｐ值

年龄（岁） １３５４ ＞００５

　３８～４９ ５８ ２８（４８２８）

　５０～５９ ２５ １０（４０００）

　６０～６９ ２８ ９（３２１４）

　７０～７８ １３ ６（４６１５）

教育程度 １６２６ ＞００５

　小学及以下 ５８ ２１（３６２１）

　中学 ５３ ２５（４７１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３ ７（５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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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因素 调查例数 性功能障碍 χ２ Ｐ值

病程 １３４４ ＞００５

　１～５ ３６ １６（４４４４）

　６～１０ ５１ ２１（４１１８）

　１１～１５ ２５ ９（３６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２ ７（５８３３）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 １４６７ ＞００５

　１０～２０ ４５ １６（３５５６）

　２１～４０ ５９ ２８（４７４６）

　４１～６０ ２０ ９（４５００）

Ｈ＆Ｙ分期 １０６５ ＞００５

　１～２ ３２ １１（３４３８）

　２５～３ ４４ １９（４３１８）

　＞４ ４８ ２３（４７９２）

ＬＥＤ（ｍｇ／ｄ） １９３４ ＞００５

　５０～５００ ７３ ２８（３８３６）

　５０１～１４００ ５１ ２５（４９０２）

ＨＡＭＤ评分 １７７４２ ＜００５

　＜８ ２３ ３（１３０４）

　８～２０ ３６ １１（３０５６）

　２１～３５ ５６ ３２（５７１４）

　＞３５ ９ ７（７７７８）

２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显示，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与ＨＡＭＤ评分

相关（ＯＲ＝７０２３，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卡方值 ＯＲ值 Ｐ值

ＨＡＭＤ １６３３４ ７０２３ ＜００５

ＬＥＤ剂量 ２５２２ ０８６３ ＞００５

教育程度 １３２３ ０８２７ ＞００５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 １１２４ ０６５２ ＞００５

年龄 １０４５ ０６３６ ＞００５

Ｈ＆Ｙ分期 ０６３７ ０４５２ ＞００５

病程 ０６３４ ０４３６ ＞００５

#

　讨论
本次研究参照ＷＨＯＩＣＤ－１０性功能障碍诊断标准，对男性

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入组的１２４例
患者中，４２７４％存在性功能障碍，与国内外报道基本一致，说明
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是帕金森病各种核心症

状之外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的非运动症状，应引起研究者

的重视，在临床实践中应给予适当干预。

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密切

相关。性兴奋过程依赖于躯体神经系统的调节。下丘脑内侧

视前区是调控性行为的中枢组织，它接受性刺激信号后，引起

副交感神经兴奋，导致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及动脉松弛，使阴茎

出现勃起反应。帕金森病患者主要病理改变是中枢组织及交

感神经节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大量缺失，从而影响多巴胺能神经

的正常功能，造成多巴胺分泌不足，同时伴有路易小体的形成，

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传导功能。已有研究表明，多巴胺是控制

性唤起、性交反射的中枢系统的重要神经递质，在性活动过程

中起着重要调节作用［８，９］。脑干多巴胺能刺激的减少，可影响

催产素神经元的活性，进而影响阴茎勃起的功能。帕金森病患

者由于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病变与多巴胺代调的失调，破坏了躯

体神经系统调节性行为的正常神经传导，导致性交障碍。

同时，个体性行为不仅有其生物学基础，还与文化、认知、

情感、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帕金森病患者性

功能障碍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探讨了年龄、教

育程度、病程、ＵＰＤＲＳⅢ评分、Ｈ＆Ｙ分期、ＬＥＤ剂量等因素对男
性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影响，结果显示，ＨＡＭＤ得分是
帕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而其他因素与性功能障

碍无关。

抑郁症状是帕金森病常见的非运动症状，在帕金森病患者

中发生率较高。德国一项针对１４４９名帕金森病患者的调查发
现，抑郁的发生率为２３８％［１０］；国内有关研究显示，帕金森病

患者抑郁患病率为４６２％ ～５３８％［１１，１２］。抑郁症状可出现在

帕金森病早期，甚至先于运动障碍出现，并伴随整个病程。以

往研究认为抑郁是帕金森病的伴发症状［１３］。帕金森病患者发

生抑郁症状，是由于运动障碍导致的心因性反应，是由于躯体

病变影响患者的正常社会功能而引发的。但是，最新研究揭示

了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症状的生理基础［１４］。研究者指出，帕金森

病患者的严重程度与运动症状并不一致，而与神经内分泌和心

血管系统功能紊乱有关。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程度与性功能

障碍密切相关［１５］。抑郁障碍可影响帕金森病患者的下丘脑 －
垂体－肾上腺轴的正常调节功能，导致机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释放因子等激素水平变化，以及影响内啡肽和儿茶酚胺的分泌

量，进一步造成神经系统功能的紊乱，引起性功能障碍。同时，

性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帕金森病患者的心理负担，诱发抑郁情

绪，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性功能障碍是帕金森病患者常见的非运动症

状；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程度和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呈正相关。帕

金森病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相当复杂，因此临床治疗应

重视个体差异，采用个体化多方面的综合治疗，并进行适当的

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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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晚期前列腺癌临
床疗效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马海锋１　张大海１　郭冬１　余凯远２

"

１东阳市人民医院放疗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１００
２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晚期老年前列腺癌疗效以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选择我院治疗的晚期老年前列腺癌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内分泌治
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使用三维适形放疗治疗，观察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６０００％，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３０００％，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５４５；Ｐ＜００５）。观察组治
疗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０２７±００８），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１０３４±１０５），下降幅度同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５６６０、８７０５３；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身体功能（１８７±０６４）、情绪功能
（１９６±０５３）、角色功能（１６８±０４８）、社会功能（１４１±０４２）、总体生活质量评分（５５２±１２０），上述指
标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６４７３、９９９２０、７３５９６、５８４９６、５６８０４；Ｐ＜００５）。
结论：采用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晚期老年前列腺癌疗效可靠，能够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三维适形放疗；内分泌；老年；前列腺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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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属于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以及生存环境、饮食构成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内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尤以老年患者居多，

一般就诊时已是晚期，不适合开展手术治疗［１，２］。针对晚期前

列腺癌患者临床上多数采取内分泌治疗和放射治疗的方案，三

维适形放射治疗的方法是近年来逐渐发展的新型放射技术，通

过提高局部的放射线剂量同时可以更好的保护周围的组织，因

此已经成为了治疗局部晚期前列腺癌的重要方法［３，４］。我院采

取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前列腺癌取得了满意的

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治疗的老年前列
腺癌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所有
患者临床症状可见进行性排尿困难、夜尿增加、尿频、尿急等体

征，部分患者出现骨痛，均经ＣＴ或者ＭＲＩ确诊并属于局部晚期
的前列腺癌患者，有病理支持临床诊断，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后实行。观察组年龄６４
～８９岁，平均年龄（７５６３±３２３）岁，其中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
９例，骨转移患者 １８例；对照组年龄 ６１～８８岁，平均年龄
（７６１１±３１９）岁，其中盆腔淋巴结转移患者７例，骨转移患者
１９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疾病情况等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给予患者内分泌联合放射治疗，患者采取药物去

势，药物使用诺雷德，在放疗前行内分泌治疗３～１０个月，在放
疗后继续应用雄激素全阻断疗法，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降到

０２ｎｇ／ｍＬ以下同时稳定３个月后可停止治疗。放射治疗采取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患者仰卧位，体膜固定好体位，并在定位架

下载体膜上标记位点，减少摆放的误差。患者采用 ＣＴ下定位
扫描，使用模拟定位机采用增强扫描，扫描的层厚在０５ｃｍ，将
ＣＴ的图像资料传入三维治疗体系进行图像的重建，并精确的勾
画大体靶区，包括了前列腺、精囊和闭孔肌的淋巴结，将临床靶

区定义为大体靶区的前后、侧位方向朝向外放０５ｃｍ，上下方向
外放１ｃｍ，计划靶区则是在临床靶区的周围向外放１ｃｍ，同时以
计划靶区的几何中心作为射野的中心，设计４～６个非共面照射
野，以９５％等剂量曲线囊括靶区，使用西门子直线加速器和电
动多叶光栅进行操作，６ＭＶ－Ｘ线每次２０Ｇｙ，５次／周，肿瘤的
放射总剂量在６６～７２Ｇｙ，平均剂量为７０Ｇｙ。

对照组：仅给予患者单纯的内分泌治疗，治疗方案同观

察组。

１３　观察指标
肿瘤治疗效果分为：（１）完全缓解：经治疗后患者病灶完全

消失，且至少维持在４周以上；（２）部分缓解：经治疗后肿瘤缩
小超过５０％，维持４周以上，同时未出现新病灶；（３）稳定：经治
疗后肿瘤缩小低于５０％，或者增大低于２５％，且无新病灶出现；
（４）进展：经治疗后肿瘤增大超过２５％，或者出现新的病灶。以
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计算总有效率［５］。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变化。采用

生活质量治疗评分量表评定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
据对比采取χ２校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差异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０ １１（３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６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５（１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３） ３０００

　　注：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χ２＝５４５４５，★Ｐ＝００１９５＜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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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

治疗前 治疗后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３０ ３１２３±１１１４ ０２７±００８★▲ １９８７±２４８ １０３４±１０５★▲

对照组 ３０ ２９９６±１０８７ ０９６±０５７★ １９９１±２５３ １３５７±１７４★

　　注：两组患者治疗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上述

指标降低幅度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ｔ＝６５６６０、８７０５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变化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身体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总体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 ３０ １８７±０６４★ １９６±０５３★ １６８±０４８★ １４１±０４２★ ５５２±１２０★

对照组 ３０ １４１±０２６ ０９２±０２１ ０９４±０２７ ０９３±０１６ ４０３±０７９

　　注：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和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比较，ｔ＝３６４７３、９９９２０、７３５９６、５８４９６、５６８０４，★Ｐ＝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讨论
前列腺癌属于老年男性中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本病发病率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有近

８０％左右的前列腺癌患者就诊时已属于中晚期，肿瘤已经侵袭
到了前列腺的包膜以外，多数伴有局部或者远处的淋巴结以及

组织器官转移，因此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６－９］。内分泌治疗

是前列腺癌治疗的重要手段，目前已经被推荐为晚期前列腺癌

的一线治疗方法，由于绝大多数的前列腺癌细胞发生与生长依

赖于体内的激素水平，尤其是睾酮的含量，因此降低患者体内

的雄激素水平并抑制雄激素的作用能够让肿瘤细胞发生凋亡

和退缩，常用的手段有手术去势和药物等方法，但是随着临床

治疗的深入发现单纯的内分泌治疗常无法达到期待的治疗效

果，部分患者在停药后出现病情的反复［１０－１２］。大量的国外研

究显示通过间歇内分泌治疗能够推迟雄激素依赖性的前列腺

癌细胞朝向非依赖性细胞转变，可以明显延长带瘤生存激素的

依赖时间，而且有效地降低了药物的毒副反应，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１３－１５］。

目前随着对恶性肿瘤治疗方法的研究发现内分泌治疗仅

作为前列腺癌的姑息治疗方案，因此针对前列腺癌的特点开展

了各种放射治疗方案。三维适形放疗是目前临床上新的治疗

方法，通过使用螺旋ＣＴ增强扫描精确的将肿瘤位置定位，可以
减少正常组织受到放射线的损害［１６］。我院采用的３Ｄ计划体系
通过将计划靶区的体积由前列腺与精囊边缘外放０７ｃｍ，和常
规放射治疗相比少了０５～０８ｃｍ，而且三维适形放疗的放射线
可以在三维方向形成高剂量的分布，同病变的形状相似，尽可

能的让前列腺与精囊的局部受到更高的剂量照射，让直肠前壁

与膀胱区域减少被照射的体积，因此三维适形治疗方法可以让

计划靶区获得更高的治疗剂量，同时能够保护正常组织，降低

膀胱、直肠等并发症发生［１１，１２］。大量的临床实验研究发现，采

用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的方法具有增效的作用，内分

泌治疗可以缩小肿瘤，同时能够减少放疗时肿瘤的负荷，两者

的结合都可以让肿瘤细胞凋亡。而且在放疗前使用内分泌治

疗可以让部分的肿瘤细胞死亡，使得原来的乏氧细胞转为供氧

丰富细胞，缩小了乏氧细胞的比例［１７］。此外研究发现，放射治

疗可以加快肿瘤细胞的再增殖，而内分泌治疗则可以消除这种

现象，形成了互补，而且内分泌治疗能够消除隐匿的转移病灶，

因此两者结合可以提高治疗效果［１８］。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治疗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降

低幅度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采用生活质量治疗评分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采用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前列腺

癌疗效可靠，能够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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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紫杉醇联合雌二醇治疗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
癌的疗效观察
王军　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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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多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氮芥对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临床效果及不良
反应。方法：３８例晚期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全部经去势手术后，联用多西紫杉醇与磷酸雌二醇氮
芥进行综合化疗，以２８ｄ为１个疗程，经３个疗程治疗后，比较治疗前后患者的排尿症状、疼痛反应、血清
ＰＳＡ、前列腺体积、ＭＦＲ等临床指标，以及化疗后出现的毒副反应。结果：治疗后２５例患者排尿症状明显好
转，３例尿等待、４例夜尿次数以及６例尿末淋漓不尽感未明显好转，３２例患者疼痛反应明显好转，治疗后排
尿症状及疼痛反应均明显好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患者术后血清ＰＳＡ、前列腺体积以及ＭＦＲ等临床指标明
显好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３８例患者经化疗３疗程后出现最常见的毒副反应如恶心、呕吐和中性粒细胞减
少等，其中２０例患者需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升高粒细胞，其余毒副反应如血小板减少、心肝肾等脏
器损害均在能耐受范围。结论：多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氮芥治疗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临床效果显

著，毒副反应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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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已成为全世界成年男性仅次于肺癌的恶性肿瘤。
在国内因人口老龄化及环境因素已呈现出逐年增高趋势［１］。大

多数前列腺癌在刚治疗时是雄激素依赖性的，但常在１年至２年
半以后转变成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２］，病情逐渐恶化，预后

差，平均生存期为１年至１年半［３］。目前以多西紫杉醇为基础药

物的主要的化疗方案之一［４］。本文联用多西紫杉醇与磷酸雌二

醇氮芥治疗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效果显著，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３８例，年龄５８～７５岁，中位年龄６４
岁。其中腺癌２７例，鳞癌１１例。全部患者经全身骨扫描均证
实有多发性骨转移灶，其中伴有不同程度的骨转移灶疼痛３６
例，按照疼痛数字分级法（ＮＲＳ）：０级２例，１级１０例，Ⅱ级１８
例，Ⅲ级８例。全身其他器官转移有：肝转移２０例，肺转移３１
例，颅内转移１２例。抽血检测血清 ＰＡＳ发现：ＰＳＡ≥１００ｎｇ／ｍＬ
患者２８例，１０≤ＰＳＡ≤１００ｎｇ／ｍＬ患者７例，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患
者３例。所有治疗患者均行去势手术，其中２例患者经前列腺
癌切除术加去势手术，所有患者去势后均应用过抗雄激素治

疗，５例患者曾行前列腺肿瘤放射治疗。
１２　治疗方法

多西紫杉醇７５ｍｇ／ｍ２加生理盐水２５０ｍＬ静滴，第１ｄ用静
滴多西紫杉醇前半小时先予非那根２５ｍｇ肌注，静推４００ｍｇ甲
氰咪胍，给药前１２ｈ、半小时以及用药次日均予以地塞米松针静
推，以防止出现体液潴留以及过敏反应，静滴期间带心电监护

仪监护患者呼吸、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等以发现并处理可能出

现的副反应。磷酸雌二醇氮芥，５６０ｍｇ／ｄ，第１～５ｄ口服用，每
２１ｄ为１个疗程，治疗３个疗程后进行综合评价。
１３　观察指标

对疗程后的患者用 ＩＰＳＳ评分标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评价患者排尿症状，按照
轻度（０～７分），中度（８～１９分），重度（２０～３５分）标准进行评
价。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０表示无痛觉，１０表示剧烈疼痛，中间部分表示不同程度
的疼痛。前列腺体积采用 Ｂ超判断其大小。清晨抽静脉血检
测ＰＳＡ水平，采用尿流率仪记录最大尿流率（Ｍａｘｉｍ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ＭＦＲ）。化疗后出现的药物毒性反应按照 ＷＨＯ抗癌
药物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标准进行分度［５］。

１４　疗效观察
按照血清ＰＳＡ的水平进行疗效评价。完全缓解：治疗后血

清ＰＳＡ＜４０ｎｇ／ｍＬ，达到正常范围；部分缓解：治疗后血清 ＰＳＡ
水平降低到治疗前５０％以下；稳定：治疗后血清 ＰＳＡ水平降低
未达到治疗前５０％，且升高未超过治疗前２５％；进展：治疗后血
清ＰＳＡ水平升高超过治疗前２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引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
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排尿症状、疼痛反应情况

３８例患者在经去势手术后再用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
氮芥化疗３个疗程后，有３例患者尿等待感觉改善不明显，４例
患者夜尿次数较前无明显改善，６例患者尿末淋漓不尽感。统
计发现治疗后排尿症状明显好转，与治疗前比较具有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对患者行ＶＡＳ法评价疼痛反应，发现有６例患
者经治疗后其疼痛反应无明显改善，统计发现，患者治疗后疼

痛反应明显好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排尿症状、疼痛反应评分比较

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排尿症状 ２４６７±６３５ １１３５±４６３ １０４５ ０００

疼痛反应 ７９２±２１４ ３４２±１８３ ９８５ ０００

２２　治疗前后血清ＰＳＡ、前列腺体积、ＭＦＲ等临床指标
３８例患者在经去势手术后再用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

氮芥化疗３个疗程后，检测血清 ＰＳＡ水平发现完全缓解２３例
（６０５３％），部分缓解 ９例（２３６８％），处于稳定状态 ４例
（１０５３％），处于进展期２例（５２６％），治疗后总体有效３１例
（８４２１％）。统计发现，在治疗后血清 ＰＳＡ水平明显低于患者
治疗前（Ｐ＜００５）。前列腺体积经治疗后明显小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最大尿流率（ＭＦＲ）治疗后改善，且治疗后最大尿流率
显著好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ＰＳＡ、前列腺体积、ＭＦＲ等临床指标比较

临床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ＰＳＡ（ｎｇ／ｍＬ） ５１３２±６４２ １８７２±９４２ １７６３ ０００

前列腺体积（ｍＬ） ４８５４±４２３ ３１２４±３２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０

ＭＦＲ（ｍＬ／ｓ） ４３４±１４７ １１２３±２３１ １５５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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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毒副反应
患者经治疗３个疗程后，出现恶心、呕吐，中性粒细胞减少、

血小板减少、心肝肾等毒副反应，但心肝肾未出现明显危及生

命的受损，最常见的毒副反应为恶心、呕吐和中性粒细胞减少，

其中２０例患者需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升高粒细胞。
见表３。

表３　多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氮芥治疗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
出现的毒副反应

ＷＨＯ急性或亚急性毒性分级

毒副反应 ０ Ⅰ Ⅱ Ⅲ Ⅳ

恶心、呕吐 ０ １６ １４ ６ ２

中性粒细胞减少 ２ １６ １４ ５ １

血小板减少 １８ １０ ６ ３ １

肝功能损害 ２２ １０ ４ ２ ０

肾功能损害 ２５ ６ ４ ３ ０

心功能损害 ２７ ５ ３ ３ ０

#

　讨论
前列腺癌已成为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６０岁至７９岁

之间的男性其检出率为六分之一［６］，其高发病率导致社会负担

加重。前列腺癌为一种雄激素依赖性疾病，雄激素是其关键的

生长因子，应用雄激素剥夺治疗后能有效延缓病程的进展，但

不容乐观的是大部分前列腺癌经过激素治疗后转变为非雄激

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给临床治疗增加了困难。

青春期前行去势手术的人不患前列腺癌［７，８］，表明通过早

期的去势治疗剥夺男性体内雄激素引起前列腺萎缩来防止前

列腺癌。但另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前列腺癌为多病灶疾病，有

对雄激素敏感性不同的前列腺细胞群组成［９］。其病程转变过

程说明通过雄激素剥夺治疗，雄激素敏感细胞被杀死，而雄激

素非依赖细胞占据主要地位进行增殖，导致前列腺癌在初期雄

激素治疗敏感而在治疗后１年至２年半对雄激素不敏感，导致
病程迅速进展，患者死亡。

多西紫杉醇（多西他赛）为半合成的紫杉醇类药物，能通过

结合细胞中的微管的蛋白而促进其聚合，阻止微管聚合而阻止

有丝分裂过程，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

研究表明以多西紫杉醇为基础的化疗方案能较米托蒽醌显著

延长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从而被广泛用

来作为该型前列腺癌的基础化疗用药［１０，１１］。

磷酸雌二醇氮芥进入人体后被代谢分解为雌二醇氮芥与

雌酮氮芥，雌二醇氮芥是一种微管抑制剂，可抑制微管聚合和

解聚而产生细胞毒性作用，从而影响其有丝分裂过程，调节其

ＤＮＡ的复制以及基于表达过程而产生生物学效应［１２］。研究表

明单独使用磷酸雌二醇氮芥对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有中

度的抗癌活性［１３］

本研究通过联合引用多西紫杉醇与磷酸雌二醇氮芥，治疗

去势后的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能明显缓解排尿症状以

及减轻患者的疼痛反应。通过检测患者血清 ＰＳＡ、前列腺体积
以及ＭＦＲ等临床指标，发现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ＰＳＡＳ水平，

减小前列腺体积以及提高 ＭＦＲ水平，其高 ＰＳＡ缓解率与 Ｑｉ
等［１４］的研究相似。

本研究发现常见的毒副反应有中性粒细胞减少以及恶心

呕吐等，与Ｋｕｒａｍｏｔｏ等［１５］报道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相似，出现的

其他毒副反应如血小板减少、心肝肾等脏器损害均在能耐受范

围，多西紫杉醇联合磷酸雌二醇氮芥对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

癌的有良好的临床效果以及能耐受的临床不良反应，可以作为

临床治疗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一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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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韩利江（１９７９－），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肛肠外科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８

男性中低位直肠癌术后性功能的随访调查分析
韩利江１　宋新江１　王海英２

１绍兴第二医院（浙医一院绍兴分院）肛肠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２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院）肛肠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通过对绍兴地区男性中低位直肠癌多中心手术患者进行术后随访，探讨手术对男性
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该地区内参与研究的５所综合性医院就诊并对临床诊
断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的２１３例无性功能障碍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调查分析。结果：术后勃起功能和射精功
能比较，１８～４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正常（Ⅰ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５４５％和４８５％，出现勃起
功能障碍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４５５％和５１５％；４１～６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
精功能正常（Ⅰ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５７１％和５２４％，出现勃起障碍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
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４２９％和４７６％；６１～７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正常（Ⅰ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
者数的５５１％和５５１％，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４４９％和
５７１％。结论：对绍兴地区男性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的随访调查研究发现，手术后患者发生性功
能障碍的几率较高约４８％左右，与患者年龄等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　直肠癌；性功能；多中心；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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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是胃肠道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逐年增
加，其中男性患者偏多［１，２］。到目前为止，治疗直肠癌的最主要

方法仍然是外科手术，但直肠癌根治手术的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之一是性功能障碍，严重威胁到广大男性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活质量。经直肠癌根治手术后导致性功能障碍这一并发症的

原因很多，手术时患者年龄和术式被认为是影响术后性功能的

两个重要因素［３－５］。为了能减少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不仅

要进一步提升全面治疗与护理的质量，还要对其相关影响因素

进行大量研究。本文对绍兴地区共５所综合性医院中就诊的男
性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手术后性功能情况进行随访调查研究。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自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绍兴地区共５所综合性医
院参与了此项研究，本次研究的患者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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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５所医院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且术前无性功能障碍的２１３例
患者。所有患者年龄在１８～７０岁之间，肿瘤分期为Ａ、Ｂ、Ｃ期。
按年龄将所有患者分为１８～４０岁组，４１～６０岁组，６１～７０岁
组；其中１８～４０岁组患者１０１例，４１～６０岁组患者６３例，６１～
７０岁组患者４９例。
!


"

　调查方法
术后通过发随访信、问卷调查或电话随访的形式，记录所

有直肠癌患者在手术前后的性欲、性高潮、阴茎勃起、射精等变

化的情况，并把所有数据录入资料库。男性性功能的评价主要

有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这两个指标［６］。勃起功能又分为３级：
Ⅰ级：勃起功能正常，即能够完全勃起，与手术前无差别；Ⅱ级：
勃起功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能部分勃起，与术前相比勃起

硬度下降；Ⅲ级：勃起功能基本丧失，完全不勃起。射精功能也
主要分为３级：Ⅰ级：射精功能正常，有射精，射精量正常或减
少；Ⅱ级：射精功能障碍，出现逆行射精；Ⅲ级：完全不射精。术

后出现勃起功能Ⅱ～Ⅲ级、射精功能Ⅱ ～Ⅲ级或两者均存在的
症状者则表示存在性功能障碍。

根据术后随访资料，统计比较各中心各年龄段患者手术方

式、肿瘤位置以及肿瘤分期等因素，并对各组直肠癌术后性功

能障碍的发生率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组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手术资料比较

由表１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组的患者手术方式、肿瘤位置、
肿瘤分期等因素比较，Ｐ＞００５，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表１　所有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１８～４０岁组（ｎ＝１０１）

例数（ｎ） 百分率（％）

４１～６０岁组（ｎ＝６３）

例数（ｎ） 百分率（％）

６１～７０岁组（ｎ＝４９）

例数（ｎ） 百分率（％）

手术方式 ＡＲ ８３ ８２２ ５０ ８７３ ３８ ７７６

ＡＰＲ １８ １７８ １３ ２０６ １１ ２２４

肿瘤与肛门距离 ＜５ ２１ ２０８ １０ １５９ ９ １８４

５～１０ ６２ ６１４ ４１ ６５１ ２５ ５１０

＞１０ １８ １７８ １２ １９０ １５ ３０６

肿瘤分期 Ａ ２６ ２５７ １１ １７５ ８ １６３

Ｂ ５４ ５３５ ３４ ５４０ ２６ ５３１

Ｃ ２１ ２０８ １８ ２８６ １５ ３０６

　　注：ＡＲ表示前切除术，ＡＰＲ表示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２２　术后各组患者勃起功能比较
结果显示，１８～４０岁组５５例患者勃起功能正常（Ⅰ级），占

总患者数的５４５％，４６例出现勃起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占
总患者数的４５５％；４１～６０岁组３６例患者勃起功能正常（Ⅰ
级），占总患者数的５７１％，２７例出现勃起障碍（Ⅱ、Ⅲ级）的患

者，占总患者数的４２９％；６１～７０岁组２７例患者勃起功能正常
（Ⅰ级），占总患者数的５５１％，２２例出现勃起障碍（Ⅱ、Ⅲ级）
的患者，占总患者数的４４９％，三组患者的术后勃起功能比较，
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年龄对患者术后勃
起功能影响差异不具有显著性。见表２。

表２　术后各组患者勃起功能比较

勃起功能
１８～４０岁组（ｎ＝１０１）

例数（ｎ） 百分率（％）

４１～６０岁组（ｎ＝６３）

例数（ｎ） 百分率（％）

６１～７０岁组（ｎ＝４９）

例数（ｎ） 百分率（％）

Ⅰ级 ５５ ５４５ ３６ ５７１ ２７ ５５１

Ⅱ级 ３３ ３２７ ２１ ３３３ １８ ３６７

Ⅲ级 １３ １２９ ６ ９５ ４ ８２

勃起功能障碍 ４６ ４５５ ２７ ４２９ ２２ ４４９

２３　术后各组患者射精功能比较
结果显示，１８～４０岁组４９例患者射精功能正常（Ⅰ级），占

总患者数的 ４８５％，５２例出现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
者，占总患者数的５１５％；４１～６０岁组３３例患者射精功能正常

（Ⅰ级），占总患者数的５２４％，３０例出现射精功能障碍（Ⅱ、Ⅲ
级）的患者，占总患者数的４７６％；６１～７０岁组２１例患者射精
功能正常（Ⅰ级），占总患者数的５５１％，２８例出现射精功能障
碍（Ⅱ、Ⅲ级）的患者，占总患者数的５７１％，三组患者的术后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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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能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年龄对 患者术后射精功能影响差异不具有显著性。见表３。

表３　术后各组患者射精功能比较

射精功能
１８～４０岁组（ｎ＝１０１）

例数（ｎ） 百分率（％）

４１～６０岁组（ｎ＝６３）

例数（ｎ） 百分率（％）

６１～７０岁组（ｎ＝４９）

例数（ｎ） 百分率（％）

Ⅰ级 ４９ ４８５ ３３ ５２４ ２１ ４２９

Ⅱ级 ３８ ３７６ １８ ２８６ １９ ３８８

Ⅲ级 １４ １３９ １２ １９０ ９ １８３

射精功能障碍 ５２ ５１５ ３０ ４７６ ２８ ５７１

#

　讨论
直肠癌是指从齿状线至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之间的癌，是

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７－９］。直肠癌位置低，能被直肠

指诊及乙状结肠镜诊断出来。但由于其位置在盆腔深处，手术

不能彻底清除，导致术后复发率较高。且中低位直肠癌与肛管

括约肌接近，手术时很难保留肛门及其功能，是目前手术上较

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手术方法上争议最多的一种疾病。我国直

肠癌发病年龄多集中在４５岁左右［１０，１１］，而目前青年人发病率

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的发展，直肠癌手术的生存率大大提高，直肠癌患者的术后生

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１２，１３］。尽管大量的临床资料表明腹

腔镜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成功率很高，但因直肠解剖位置的特殊

性，使用腹腔镜治疗直肠癌尚需采取谨慎态度。本次术后随访

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患者的术后性功能变化没有明显差异，但

由于直肠癌发病位置具有特殊性，尽管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

但仍旧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尤其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

响，是目前临床上的严重挑战，国内外已有临床研究证实了男

性直肠癌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约１５％～１００％［１４，１５］。术后性

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是术中损伤腹下神经和盆神经丛所致。

本文对绍兴地区男性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对性功能的影响

进行了多中心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患者术后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都有一定几率

会发生障碍，且不具有年龄差异性。１８～４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
精功能正常（Ⅰ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５４５％和４８５％，
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分别占总
患者数的４５５％和５１５％；４１～６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正
常（Ⅰ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５７１％和５２４％，出现勃起
障碍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
４２９％和４７６％；６１～７０岁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正常（Ⅰ级）
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５５１％和５５１％，出现勃起功能障碍
和射精功能障碍（Ⅱ、Ⅲ级）的患者分别占总患者数的４４９％和
５７１％，揭示了很高的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手术方式、发生
部位以及肿瘤侵犯程度与性功能障碍均没有明确关系。且三

组患者的术后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年龄对患者术后勃起功能影响差异不具
有显著性。

综上所述，对绍兴地区男性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性功能

的随访调查研究发现，手术后患者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几率较高

约４８％左右，与患者年龄等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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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功能锻炼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陈晓园　方彩君　胡凤玲　郭惠莲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９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盆底肌功能锻炼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产后
盆底肌功能障碍患者８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１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健康宣教等常规治
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盆底肌功能锻炼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产后盆底肌功能障碍治疗效果、

治疗前、后盆底肌力及患者性生活质量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产后盆底肌功能障碍治疗效果及盆底肌力

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
组，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盆底肌功能锻炼有效促进产后盆底功能恢
复，改善患者产后性功能障碍，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性功能障碍 ；盆底肌功能锻炼；产后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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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性功能障碍是由于生产过程中产道过度扩张，盆底肌
承受牵拉力过大，从而导致肌纤维张力减弱，患者常常表现为

阴道松弛、尿失禁甚至子宫脱垂等，进而影响妇女产后性生

活［１，２］。相关资料报道约５０％左右的孕妇产后发生不同程度的
盆底肌受损，从而导致性功能障碍。产后性功能障碍不但增加

患者自卑心理，还会严重影响夫妻生活质量［３］。目前，国外一

些康复中心主张采用盆底肌功能锻炼来治疗盆底肌受损情况，

逐渐恢复盆底肌肉张力，增加阴道弹性［４］。为了进一步探究盆

底肌功能锻炼对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现对本院８２例患
者进行观察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依据美国泌尿系统疾病基金会指定的妇女产后性功能障

碍的定义与诊断标准［４］，选取自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在
我院分娩并且确诊为产后盆底肌受损而导致妇女性功能障碍

的患者８２例。患者选取标准：（１）产后出现性交痛等性功能障
碍表现；（２）盆底功能检查发现肌张力减弱，肌纤维正常形态改
变；（３）排除心理因素、卵巢手术及泌尿系统感染等可引发性功
能障碍因素；（４）所选患者无盆底肌功能锻炼禁忌症。所选取
患者的年龄范围在２１～３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４２±１８）岁。
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１例。经统计两组患
者之间年龄、职业、产次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性功能障碍知识宣教讲解和心理辅导等

一般治疗方法，观察组患者在一般治疗基础上实施盆底功能锻

炼。主要内容为：通过专业医师指导患者有效进行肛门收紧和

放松锻炼，体位选取以平卧位为主，双腿屈曲向两侧分开，吸气

时收紧肛门，呼气时放松，收紧时注意臀部、腹部、腿部肌肉处

于放松状态［５，６］；根据患者体质和领悟能力不同，合理安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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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收缩的强速和速率，每次肌收缩与放松所用时间 ８～ １０ｓ，每次训练１０ｍｉｎ，每天２次，疗程１个月［７］。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分组
年龄（岁）

２１～２９ ３０～３５

产次（次）

１ ２ ≥３

职业

商人 工人 教师 其他

对照组（ｎ＝４１） ３０ １１ ２７ １１ ３ １０ １４ ８ ９

观察组（ｎ＝４１） ３２ ９ ２９ ８ ４ １２ １６ ７ ６

１３　研究指标
根据盆底肌康复检测仪结果（０～Ⅴ级，级数越高表示患者

盆底肌收缩能力越好），将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分为：（１）显
效：盆底肌力检测大于等于Ⅳ级，患者性生活良好；（２）有效：盆
底肌力检测Ⅱ ～Ⅲ级，患者性交痛等产后性功能障碍明显缓
解；（３）无效：盆底肌力检测 ＜Ⅱ级，患者性功能障碍表现没有
变化或有加重趋势。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评价患者性生活质量，

主要内容包括性生活频率、持续时间及性生活协调程度三个方

面共２０条目，每条目设有１、２、５分，得分 ＞７０分，性生活质量
优；得分４０～７０分为性生活质量一般，得分小于４０分表示性生
活质量差。

１４　统计方法
数据处理运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χ２检验，计量数据（珋ｘ±ｓ）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

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比较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１） １３ １９ ９ ７８０

观察组（ｎ＝４１） ２４ １５ ２ ９５１

χ２ － － － ５１４４７

Ｐ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力恢复情况优于

治疗前观察组及治疗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比较

分组
治疗前

０ Ⅰ Ⅱ Ⅲ Ⅳ Ⅴ

治疗后

０ Ⅰ Ⅱ Ⅲ Ⅳ Ⅴ

对照组（ｎ＝４１） １６ １２ ８ ５ ０ ０ １２ ７ ５ ４ ８ ５

观察组（ｎ＝４１） １８ １１ ８ ４ ０ ０ ６ ２ ３ ２ １７ １１

χ２ ０１４７ ７２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产后性生活质量对比
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产后性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两组性生活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对比

分组
治疗前

优 一般 差
优良率（％）

治疗后

优 一般 差
优良率（％）

对照组（ｎ＝４１） １０ ８ ２３ ４３９ １２ １１ １８ ５６１

观察组（ｎ＝４１） ９ ７ ２５ ３９０ ２２ １６ ３ ９２７

χ２ － － － ０５２７ － － － １４４０３

Ｐ － － － ＞００５ － － － ＜００１

#

　讨论
妊娠期随着胎儿的成长，子宫增大，盆底肌肉及韧带长期

处于牵拉状态，导致盆底肌的肌纤维变形，肌纤维牵张力逐渐

减弱；此外，分娩过程中生产力及产程亦可对盆底肌弹力造成不

同程度损伤，出现一系列盆底功能障碍［８，９］。产后盆底功能障

碍主要表现有压力性尿失禁、性功能障碍等，其中，压力性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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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随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法国医生提出的盆底肌肉训练兴起，经
有效盆底肌康复训练，治疗效果显著［１０］。而产后性功能障碍，

由于人们了解较少，女性患者自我护理意识较低，容易被人们

忽略［１１，１２］。近年来，随着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增加，人

们对产后性功能障碍问题越来越重视。产后性功能障碍者，主

要以女性性欲、性高潮唤起障碍及性交痛表现为主，产后性功

能障碍不仅增加女性身体负担，性生活不和谐也会增加女性自

卑心理，不利于夫妻生活，严重降低患者性生活质量［１３］。因此，

产后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性功能障碍治疗措施十分重要。

目前，国内外对于产后性功能障碍研究相对较少，产后性功能

障碍的治疗方法尚未成熟［１４，１５］。为进一步探讨盆底肌功能锻

炼对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效果，本次研究选取８２例产后性功
能障碍患者，进行盆底肌功能锻炼观察研究。

本次研究采用盆底肌功能锻炼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有效率达

９５１％，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７８０％。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盆底肌力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力较治疗后对照组明

显改善。通过以上结果我们得出结论，盆底肌肉训练可诱导盆底

肌肉进行自主收缩与舒张，促进盆底肌肉血液循环，增加盆底肌

收缩能力，可缓解产后盆底肌肌纤维变形产生的盆底肌松弛，促

进产后损伤的盆底肌有效恢复，对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治疗作用明

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产后性生活质量较对照组显

著升高。总结本次研究可知，盆底肌功能锻炼有助于患者产后受

损的盆底肌张力恢复，对产后性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盆底肌功能锻炼为产后损伤的盆底肌提供有效

的复健方法，应用于产后性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明显，提高患者

产后性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 考 文 献

［１］　黄宝良，胡冰，张晓瑜，等．盆底肌功能锻炼对产后女性性功能障
碍恢复的影响．中国医疗前沿，２０１１，６（３）：８６－８７．

［２］　覃媛，黄丽梅，陈淑瑜，等．盆底肌功能锻炼对产后女性性功能障
碍恢复的影响．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２０）：９８－９９．

［３］　罗新，李瑞满．盆底肌康复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疗效观
察．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４（６）：５２２－５２６．

［４］　王谨，张力，陈茵茵，等．盆底肌肉电刺激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
碍的疗效观察．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３２）：５３８５－５３８６．

［５］　田聚群．孕期、分娩期盆底肌肉损伤与产后性问题．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２２（２）：１９－２４．

［６］　张春华，殷观梅，韩耀伟，等．产后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诊
疗进展．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３，２５（３）：８４－８６．

［７］　杨晓，刘玉玲．盆底肌肉训练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效果分析．
国际妇产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４０（２）：１６４－１６６．

［８］　田聚群．孕期、分娩期盆底肌肉损伤与产后性问题．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３，２２（２）：１９－２４．

［９］　冯小丽，李先锋，吴瑾．凯格尔训练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
效果观察．海南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６）：７４－７６．

［１０］　陈翠辉，许雪梅，黄丽．Ｋｅｇｅｌ运动和全程性健康教育对产后性问
题的影响．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７４－７５．

［１１］　敖梅红，张倩平，黄敏，等．盆底肌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训
练后性功能评定观察．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２，２１（８）：６３４－６３６．

［１２］　权会丽，孟丽婵，郑翠霞，等．孕期夫妻体操配合盆底功能锻炼对产后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河北医药，２０１２，３４（７）：１０３７－１０３８．

［１３］　周玉萍，高霞，岳艳，等．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联合盆底肌肉锻炼
治疗性功能障碍 ３０例临床分析．蚌埠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７
（１２）：１４６３－１４６５．

［１４］　ＨｉｌｄｅＧ１，Ｓｔｒ－ＪｅｎｓｅｎＪ，ＳｉａｆａｒｉｋａｓＦ，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２
（６）：１２３１－１２３８．

［１５］　ＢＫ．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Ｊ
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３０（４）：４３７－４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Ｙ２０１２２５３５２）。
【第一作者简介】陈巧军（１９８３－），男，技师，主要从事放射科临床工作。
"【通讯作者】朱大荣，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ｑｉａｏｊｕｎ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０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子宫肿瘤诊断上的成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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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核磁共振技术在子宫肌瘤成像的分析。方法：对２６例子宫肌瘤患者行 ＭＲ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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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ＳＥ序列，横断面Ｔ１、Ｔ２加权及矢状面、冠状面Ｔ２加权成像，并对图像进行分析。结果：子宫肌瘤患者
检出４２个病灶，分别为圆形、类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分叶状，子宫呈现均有不同程度增大，宫腔变形。Ｔ１ＷＩ
上大多数病灶呈中低信号，Ｔ２ＷＩ上瘤体信号低或混杂信号。结论：ＭＲＩ对子宫肌瘤在观察大小、形态、位置
与子宫腔的关系和肌瘤在定性方面上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核磁共振；子宫肌瘤；成像

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ｔｕｍｏｒ　ＣＨＥＮＱｉａｏｊｕｎ１，
ＺＨＵＤａｒｏｎｇ２△，ＹＡＮＧＪｉｎ３．１．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ｕｍ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Ｎｏ．１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ＲｕｎＲｕｎＳｈａｗ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ＭＲＩ，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Ｔ１，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ｎｄ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ｃｏｒｏｎａｌ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４２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ｒｏｕｎｄ，ｏｖａｌ，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ｏｂ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ｌｅ
ｓｉｏｎｓｏｎＴ１ＷＩｓｈｏｗｅｄｌｏｗｓｉｇｎａｌ．Ｔ２ＷＩ’ｓｓｉｇｎａｌｏｎｔｕｍｏｒｓｈｏｗｅｄｌｏｗｏｒｍｉｘ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ＲＩ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ｉｎｓｉｚｅ，ｓｈａ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ｆｉｂｒｏｉ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Ｍ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Ｉｍａｇｉｎ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肌瘤又称子宫平滑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较为常见的
良性肿瘤，多数常无症状，随着症状的加重，腹部逐渐肿块或压

迫症状，本病好发于女性３５～５０岁，病因至今尚未知；近年来该
病发病率上升且逐渐呈年轻化趋势。由于该病症状隐匿，所以

早期诊断及治疗是降低该病发病率的主要手段之一［１］。目前

医学上公认的诊断方式有超声检测、断层扫描（ＣＴ）、核磁共振
（ＭＲＩ）等，由于ＭＲＩ在人体组织中具有分辨率高、多方位成像、
大视野等特点，提高了子宫肌瘤定位、定性的准确率，降低了漏

诊率［２］，目前正逐渐取代Ｂ超、ＣＴ，成为临床上对子宫肌瘤的主
要的诊断方法。本研究通过对来我院影像科诊治的２８名 子宫
肌瘤患者进行调查，旨在了解 ＭＲＩ对子宫肌瘤的临床应用价
值，为ＭＲＩ在临床上的广泛推广提供依据。
!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间我院收治的子宫肌
瘤患者２６例，病例均经过手术病理方式确诊，年龄在３３～５７岁
之间，其平均年龄为（４０２±１８）岁，主要临床表现为下腹部坠
胀、腹部包块、月经血量增多、月经不调、腰部酸痛、贫血、习惯

性流产、不孕等。患有先天性疾病、感染、创伤或手术、心功能

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排除在外。

１２　研究方法
使用美国ＧＥ公司生产的 Ｖｅｔｒａ０５Ｔ型低场０３Ｔ永磁型

磁共振扫描仪器进行扫描，告知患者取仰卧位，检查前要求膀

胱适当充盈，明确官腔内无节育器。采用体部线圈，行自旋回

波（ＳＥ）序列，分别进行横断面ＴｌＷＩ、Ｔ２ＷＩ、短恢复时间反转恢
复法（ＳＴＩＲ）定位，矢状面Ｔ２ＷＩ或冠状面Ｔ２ＷＩ；选择层厚５ｍｍ、
７ｍｍ，层距间隔１ｍｍ，矩阵２５６×３６０、２５６×２５６，平均采集次数
为２～４次。２２例均采用多序列ＭＲＩ进行平扫。
１３　诊断方法

普通未变性肌瘤主要表现为 ＴＩＷＩ呈现均匀状态，低信

号，富于细胞性肌瘤主要表现为 ＴＩＷＩ呈现均匀等信号状态；
肌瘤囊性变主要表现为肌瘤信号不均匀，能够看到局灶性，边

界较为清楚；载液样肌瘤主要表现为肌瘤呈现不均等状态，而

且信号较低；红色变肌瘤主要表现为 ＴＩＷＩ呈现高信号，而且
脂肪抑制成像后的信号没有降低；肌瘤恶变主要表现为肌瘤内

能够看到大片出血和坏死区域，肌瘤的形态不规则，而且边界

不清楚［３］。

"

　结果
２．１　子宫肌瘤形态及数目

本次调查的２６例患者中，其中子宫变形者２０例，未改变者６
例；变形的子宫中，宫腔受压变窄者８例，子宫内膜扭曲变形５
例，合并盆腔积液１７例，合并卵巢囊肿３例，见表１。经过 ＭＲＩ
检查，子宫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２１例多发肌瘤，５例单发
肌瘤；肌瘤截面直径在０５ｃｍ～１３０ｃｍ之间，平均直径（７４５±
０５５）ｃｍ。共检出４２个病灶，其形态不一，分别为圆形、类圆形、
椭圆形、不规则分叶状，其中圆形２１例，类圆形１０例，卵圆形６
例，不规则分叶状５例；浆膜下肌瘤１７个，肌壁间肌瘤２１个，黏
膜下肌瘤４个；子宫肌瘤好发位置不同，其中２９个病灶好发于子
宫体部，７个好发于子宫颈部，６个好发于子宫轮廓外，见表２。

表１　子宫形态分布

子宫形态 数量 （％）

子宫形状

变形 ２０ ７６９２

未变形 ６ ２３０８

子宫肌瘤改变程度

多发肌瘤 ２１ ８０７７

单发肌瘤 ５ １９２３

合计 ２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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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病灶形态特征

病灶形态特征 数量 （％）

病灶形状

圆形 ２１ ８０７７

类圆形 １０ ３８４６

椭圆形 ６ ２３０８

不规则分叶形 ５ １９２３

子宫肌瘤性质

浆膜下肌瘤 １７ ６５３８

肌壁间肌瘤 ２１ ８０７７

黏膜下肌瘤 ４ １５３８

病灶好发位置 ０００

子宫体部 ２９ １１１５４

子宫颈部 ７ ２６９２

子宫轮廓外 ６ ２３０８

２．２　子宫肌瘤的ＭＲＩ征象
子宫肌瘤的 ＭＲＩ表现为 Ｔ１ＷＩ及 Ｔ２ＷＩ呈等或低信号改

变，部分肌瘤Ｔ２ＷＩ可见少许散在稍高信号，本组４２个病灶中
Ｔ１ＷＩ呈现低信号的３０个，稍高信号的６个，呈等低混杂信号的
６个；Ｔ２ＷＩ呈现低信号的２６个，稍高信号的７个，混杂信号的９
个。３０个病灶中Ｔ１ＷＩ与肌层信号相仿，边界不清；１２个病灶
的Ｔ１ＷＩ与边界清晰，Ｔ２ＷＩ上有３６个病灶边界清晰，６个病灶
边界不清。

肿瘤周边部可看到Ｔ１ＷＩ低信号，Ｔ２ＷＩ高信号环形影，称
之为假包膜，本次调查中，在 Ｔ２ＷＩ上，２９个肌瘤周边可见环状
高信号带或等信号带，１３个肌瘤周边未见任何异常信号带。
#

　讨论
临床上子宫肌瘤的好发人群以育龄期妇女较为常见，女性

在怀孕期间，体内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相关研究认为子宫肌

瘤的发生与女性激素水平变化有关。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压

力的加大，外加环境的影响，妇女子宫颈癌的人群发病率逐渐

增加。子宫肌瘤结构为致密的束状梭形平滑肌细胞和数量不

等的纤维结缔组织，本身没有薄膜，但容易与子宫肌层相互受

压而形成一层包膜，临床上称之为假包膜［４－６］，致使在临床诊断

时不容易被检出。而核磁共振与Ｂ超和ＣＴ相比具有多方位成
像、软组织分辨率高等特点，能清晰的显示子宫的三层带状结

构［７，８］。核磁共振不仅能很好的显示子宫肌瘤的实际大小、形

态、位置，还能与其他子宫疾病（如子宫腺肌症、实质性附件肿

块、局限性宫肌收缩等疾病）区别开来［９－１１］，且受呼吸运动影

响小，在对子宫肌瘤的诊断上具有其临床诊断优势。

在ＭＲＩ成像上，诊断子宫肌瘤的信号标志是子宫肌瘤表现
的特征性主要为 Ｔ２ＷＩ、呈低信号、而 Ｔ１ＷＩ呈等信号［１１－１３］，子

宫肌瘤多呈球形或结节样低回声信号，而假包膜结构容易形成

强回声区，这在临床上是进行诊断的标志。另外临床常见的一

种误区是子宫肌膜上会出现低回声信号，这是因为肌瘤周围肌

纤维束和结缔组织束构成所致。同时核磁共振因为其在诊断

子宫肌瘤上具有特征性表象，声像图能较清晰地显示出肌瘤的

边界［８］，最有利于对子宫小肌瘤的早期诊断。子宫肌瘤的诊断

依据主要取决于声像图，该声像图是由于肌瘤团块中肌组织与

纤维结缔组织的比例不同而形成，比例不同，回声分布的声像

图不同。较小的肌瘤内部回声图像图较均匀，其主要原因是肌

瘤团块中平滑肌细胞数量较少，排列松散，结缔组织间质中出

现水肿所致［１４，１５］。浆膜下肌瘤的核磁共振声像图表现为子宫

肌层实质中如出现回声高于肌层组织的圆形增强结节或团块，

周边界限显示清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平滑肌细胞较多，纤维

结缔组织较少所致。较大的肌瘤中央由于缺乏血液供给，使肌

瘤发生各种继发性变性，如当发生玻璃变性时声像图显示回声

明显减低，囊性变时声像图显示为无回声区，钙化变性时声像

图显示为增强光团或光斑、后方伴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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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显像特征对比研究
李芳１

!

　黄德益１　余力２　柴泽英３
"

１玉环县第一人民医院超声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６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台州医院超声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３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台州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选择３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期３０例子宫内膜息肉患者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在治疗
前接受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病灶内部回声、与周围组织关系及血流

情况，比较并分析观察指标与疾病之间的联系。结果：观察组患者二维超声可见子宫内膜增厚，内可见不均

匀回声团块，内膜与肌层分界不清，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子宫内膜病灶周边及内部常可见丰富血流信号。对

照组患者二维超声下子宫内膜一般无明显增厚，内常可见高回声团块，内膜与肌层分界常清晰，彩色多普勒

超声示子宫内膜病灶周边及内部血流信号一般不丰富。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内部团块回声、内膜与肌

层分界、子宫内膜病灶血流信号等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病
灶血流阻力指数ＲＩ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能有效的鉴别子宫内膜
癌与子宫内膜息肉，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

【关键词】　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息肉；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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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
宫颈癌，镜下可分为腺癌、腺角化癌、鳞腺癌、透明细胞癌等［１］。

子宫内膜息肉是子宫内膜良性病变，可引起阴道不规则流血，

甚至不孕［２］。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临床表现相近但治

疗方法与预后相差甚远，因此早期诊断与治疗事关重要［３］。经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是临床常用的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辅助

检查手段，本研究探讨了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子宫内膜癌

与子宫内膜息肉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子宫内
膜癌患者３０例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在我院就诊的子宫内膜息肉
患者共３０例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因月经过多、经期延长或阴
道不规则出血前来就诊，均通过手术、宫腔镜或子宫内膜诊刮

病理确诊。观察组患者均为女性，年龄３５～６８岁，平均（４７４±
７５）岁；病程时间１月～２年，平均（８１±１９）月。对照组患者
均为女性，年龄３１～６７岁，平均（４７１±６８）岁；病程时间２月
～２年，平均（８４±２１）月。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时间比较均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讨论通过，两组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查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选择美国ＧＥ公司生产的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超声

诊断仪，随机附带 ＴＤＩ应用软件及光盘储存功能，超声探头选
择５～９ＭＨｚ阴超探头，超声检查模式选择经阴道子宫附件模

式。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接受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嘱

患者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暴露外阴，将套有避孕套的阴超

探头探入阴道内。采用二维超声模式观察患者子宫内膜厚度、

宫腔内有无异常团块回声、与周围组织的关系。采用彩色多普

勒超声模式观察子宫内膜病灶的周边及内部血流情况。嘱患

者减慢呼吸，使用ＰＷ模式记录子宫病灶血流频谱，测量血流阻
力指数ＲＩ，测量数据取连续三个心动周期平均值，记录每位患
者的测量数据，检测完毕。

１３　子宫内膜病灶血供分级标准［４］

０级：肿块周边及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Ｉ级：病灶周边及
内部可见稀疏点状或短棒状血流信号；ＩＩ级：病灶周边及内部可
见较密集点状或条状血流信号；ＩＩＩ级：病灶周边及内部可见网
状或树枝状彩色血流。认定血流信号丰富＝ＩＩ级＋ＩＩＩ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二维超声表现比较

观察组患者二维超声可见子宫内膜增厚，内可见不均匀回

声团块，内膜与肌层分界不清。对照组患者二维超声下子宫内

膜一般无明显增厚，内常可见高回声团块，内膜与肌层分界常

清晰。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内部团块回声、内膜与肌层分

界等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ｔ＝２４３，χ２＝８５３、５４１，Ｐ＜００５
或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二维超声表现比较

组别 ｎ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病灶内部回声

均匀 不均匀

内膜与肌层分界

清晰 不清晰

观察组 ３０ １５７６±３８６ 　　６ ２４ 　１１ １９

对照组 ３０ ９１７±２９７ １７ １３ ２０ １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病灶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灶周边及内部常可见丰富血流信号，

以ＩＩ、ＩＩＩ级血流为主。对照组患者病灶周边及内部血流信号一般
不丰富，以０、Ｉ级为主。观察组患者病灶周边及内部血流信号丰富
例数明显多于对照组（χ２＝８１５，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灶彩色多普勒超声周边及内部血流情况表
现比较

组别 ｎ ０级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血流丰富例数

观察组 ３０ ０ ８ １２ １０ ２２（７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４ １５ ８ ３ １１（３６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 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灶血流动力学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灶血流阻力指数 ＲＩ为（０４１±

０１０）明显低于对照组（０６０±０１４）（ｔ＝２５１，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病变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对患者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影响较大，严重者甚至威胁患者生命［５］。子宫内膜病变良恶性病

灶的治疗方法与预后相差甚远，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是改善患者

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关键。子宫内膜诊刮病理检查是诊断

子宫内膜病变的金标准［６，７］，但因其是有创操作，患者往往拒绝

诊刮检查。近年来，随者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逐年增多，且越来越

趋向年轻化，找寻更加安全有效的辅助检查方法早期鉴别子宫内

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成为妇产科研究的热点［８，９］。

近年来，随着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的发展与彩色多普勒设

备的更新换代，彩色多普勒超声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妇科疾病的

诊断，其具有无放射性、经济性、实时性、可重复性、无创伤性等

优点，受到临床医师及患者的喜爱［１０，１１］。邬晓明等［１２］研究认

为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子宫内膜病变的良恶性鉴别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谢阳桂等［１３］研究发现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

声不但能准确的诊断子宫内膜癌还能对其进行分期。但国内

外对于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的鉴别价值关注较少，缺乏

与之相关的报道。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

内部团块回声、内膜与肌层分界、子宫内膜病灶血流信号等比

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病灶血流阻力指数



·３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２４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ＲＩ明显低于对照组。由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二维超声显示子
宫内膜癌患者的内膜厚度较厚，病灶回声不均匀，与周围组织

分界不清，这一超声表现与恶性肿瘤的浸润性生长方式有关，

肿瘤可不同程度的侵犯子宫内膜、肌层及浆膜等。通过二维超

声表现的差异可以初步的鉴别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但

对于早期的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患者仅仅通过二维超

声表现往往很难进行有效的鉴别，因此结合彩色多普勒超声及

血流动力学情况对于两者的鉴别诊断尤为关键。子宫内膜癌

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见丰富的血流信号，其血流呈现低阻高

速，这与恶性肿瘤快速生长造成新生血管增多、增粗密切相关。

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能有效提高早期子宫内膜癌的诊

断准确率，本次研究发现当子宫内膜病变血管呈高速低阻状

态，特别是ＲＩ指数＜０４时，子宫内膜病变为恶性的可能性大，
这与ＳａｗｉｃｋｉＶ等［１４］研究相近。但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存在一定假阴性的可能，这可能与病灶过小相关，因此对

于＜５ｍｍ的病灶应该结合其他辅助检查方法以提高诊断的准
确性。由此可见结合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表现可以有效的

鉴别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１５，１６］。

总之，采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能有效的鉴别子宫内膜

癌与子宫内膜息肉，为临床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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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闭经后萎缩性尿道炎患者血清促卵泡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垂体泌
乳素（ＰＲＬ）等性激素检验的临床方法及规律，为女性闭经后萎缩性尿道炎身心保健提供了理论支持。方法：
选取４０例闭经患者作为观察组，并选同期健康体检月经正常女性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对象选取时间为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采用放射免疫法分别对两组对象进行血清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Ｅ２、Ｐ、Ｔ水平检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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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研究。结果：观察组对象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ＲＬ检验结果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Ｅ２检测水平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Ｔ检测水平两组无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性激素水平检测可以有效反映女性闭
经后萎缩性尿道炎的身体状况，有助于预防相关疾病，可作为临床诊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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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绝经后，由于卵巢激素分泌功能的衰退，性激素分泌
不足，容易出现多种相关疾病，影响女性人群健康，其中就包含

闭经后萎缩性尿道炎［１］。本文通过免疫放射分析法，对性激素

与女性闭经临床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以期为女性闭经

后萎缩性尿道炎临床诊治、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预防提供支持，

提高女性生活质量。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均为我院妇科门诊和健康体检人员，对象选

取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之间。从妇科门诊女性
闭经患者中，选取了４０例患者，自愿参加本次研究，作为观察
组。观察组年龄２５～４５岁，平均（３０４±２５）岁；绝经时间最短
３个月，最长８年，平均（３３±１３）年；其中原发性闭经患者４
例，继发性闭经患者３６例；所有患者就诊时出现心悸、烦躁、潮
热等症状，均经我院临床及病理诊断确诊为闭经患者。从同期

健康体检正常的女性人员中选取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０～
４５岁，平均（２８３±３）岁；对照组对象月经正常，心肝肾重要器
官检查正常，无激素应用及内分泌相关疾病。

１２　方法
对两组所有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询问和记录，包括身

高、体重、血压、病史和体检结果等。两组统一在早上空腹进行静

脉血抽取，对照组对象需保证在月经后第２ｄ进行抽血，所有血样
均血清分离并冷冻处理，在７ｄ内检测完成［２］。采用罗氏ｅ４１１检
测仪对两组患者进行血清性激素水平检测，检测两次取平均值作

为最后结果；检测由同一组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进行，严格按照

操作标准进行操作，减少检测误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检测所得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ｔ进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对比结果显示，ＦＳＨ、ＬＨ、ＰＲＬ检测水平，观察组较对照组高，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Ｅ２、Ｐ、Ｔ检测水平，观察组Ｅ２较对照组低，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但Ｐ、Ｔ两组无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对象ＦＳＨ、ＬＨ、ＰＲＬ检测水平对比

组别 ｎ ＦＳＨ（ｍｕ／ｍＬ） ＬＨ（ｍ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４０
４０

１１７７±１３５４
６５５±２４３
１２３６２２
＜００５

１２２１±１００２
４５６±３４５
１４４３２３
＜００５

３９１５±３２３４
１４５４±５４３
１４５６４３
＜００５

表２　两组对象Ｅ２、Ｐ、Ｔ检测水平对比

组别 ｎ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ｎ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４０
４０

４１３２±１５４３
５１４５±８９０
１９２１０８
＜００５

０５４±０２１
０５３±０３２
０７８５５
Ｐ＞００５

０３４±０１３
０３１±０１１
０７４５６
Ｐ＞００５

#

　讨论
正常情况下，女性月经是由下丘脑经垂体控制卵巢进行性

激素分泌，再由性激素作用于卵巢子宫内膜，使其产生脱落、排

出等反应。其中，卵巢出现病变或者功能衰退，导致性激素分

泌不足或对性激素的敏感性降低，是导致女性出现闭经的主要

原因［３，４］。此外，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和下生殖道各个环节

的异常，均有可能成为导致闭经临床病理原因［５，６］。当前，对女

性性激素的检测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中采取了免疫放射测试盒

的方法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较为准确，值得推荐。检测时间

的选择方面，由于性激素分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不同的采血

时间选择时间影响到检测的结果。女性闭经后月经周期失调，

难以区分明显周期，因此本文选择在患者入院就诊时即进行采

血，通过双管检测取平均值的方法提高其准确性。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女性闭经后萎缩性尿道炎血清性激素

的变化情况如下：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ＲＬ检测水平较健康女性出现
增高；血清Ｅ２检测水平较健康女性出现降低；血清Ｐ、Ｔ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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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健康女性差异不大。在临床诊断中，若患者出现 ＦＳＨ、
ＬＨ增高和Ｅ２降低，而ＰＲＬ水平正常，则可推断为卵巢性闭经，
病理原因多为卵巢功能衰退，本文中有１６例确诊为卵巢性闭
经［７，８］；若ＦＳＨ、ＬＨ出现降低，则表明为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
病理原因为下丘脑或垂体异常，出现垂体瘤或者性腺激素瘤，

本文中有１０例确诊为下丘脑或垂体性闭经。此外，有出现溢乳
症状的泌乳血症患者８例；Ｐ检测出现波动的子宫性闭经患者６
例。对于女性闭经后萎缩性尿道炎的治疗，当前多采用ＨＲＴ性
激素替代疗法进行治疗，通过对性激素进行体外补偿，有效缓

解由于患者体内性激素分泌或者作用不足所导致的各类临床

症状。对围绝经期、老年妇女，可起到预防绝经后骨质疏松、心

血管等常见疾病的作用，提高女性健康和生活质量［９－１０］。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女性闭经患者进行血清性激素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Ｅ２、Ｐ、Ｔ）的检测，可以为了解女性闭经原因提
供科学依据，指导临床医师进行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有突出实用价值［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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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妇女生殖激素水平与情绪障碍的相关性
李全华１　吴玲萍２　杨佩文３

"　杜晓东４

１嘉善县妇幼保健所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１００
２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学院附属妇儿医院）妇保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３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学院附属妇儿医院）儿保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４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围绝经期妇女生殖激素水平与情绪障碍的相关性。方法：通过对２０１２年４月至
２０１４年２月在我所就诊的９５例围绝经期患者，依据汉密尔顿抑郁和焦虑表对患者的情绪进行评定，根据评
定结果将患者分为对照组、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组，观察比较四组患者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激素
（ＬＨ）、孕酮（Ｐ）、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睾酮（Ｔ）差异。结果：焦虑组患者的雌二醇水平较抑郁组患者明显升
高，抑郁组患者雌二醇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焦虑组、抑郁组及焦虑抑郁
组患者的孕酮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抑郁组患者的睾酮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焦虑与抑郁评分同睾酮呈现正相关性（Ｐ＜００５），同孕酮呈现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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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Ｐ＜００５）。结论：围绝经期妇女的生殖激素水平同情绪障碍密切相关，临床应给予足够重视。
【关键词】　围绝经期妇女；生殖激素水平；情绪障碍；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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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综合征指妇女在绝经前后出现性激素波动引发
的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同时伴有情绪障碍［１，２］。雌激素降低会

导致围绝经期妇女器官及组织出现退行性病变，引发情绪变

化。围绝经期综合征为临床常见的疾病，临床症状主要包括潮

热汗出、尿急尿失禁、失眠、心悸等，患者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

精神和心理压力，导致内分泌和代谢失衡，严重影响患者的正

常生活［３－６］。本文通过对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在我所就
诊的９５例围绝经期患者随机分组，讨论围绝经期妇女生殖激素
水平与情绪障碍的相关性，现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采用随机数字表随机抽取在我
所就诊的９５例围绝经期女性，根据汉密尔顿抑郁和焦虑表对患
者的情绪进行评定，依据评定结果将患者分为对照组、焦虑组、

抑郁组和焦虑抑郁组。根据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

参与调查的９５例患者进行评估［７］，其中对照组患者抑郁自评

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得分均 ＜５０分；焦虑组患者
ＳＡＳ得分≥５０分，ＳＤＳ得分 ＜５０分；抑郁组患者 ＳＤＳ得分≥５０
分，ＳＡＳ得分＜５０分；焦虑抑郁组患者ＳＤＳ得分≥５０分，ＳＡＳ得
分≥５０分。其中对照组患者３６例，年龄为４５～５７岁，平均年
龄为（５１６２±２８３）岁，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患者１４
例，中学学历患者１６例，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６例；焦虑组患者
２６例，年龄为４３～５８岁，平均年龄为（５０９６±３１６）岁，按照文
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患者１０例，中学学历患者１３例，大专
及以上学历患者３例；抑郁组患者２２例，年龄为４２～５７岁，平
均年龄为（５１１３±２５７）岁，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患

者８例，中学学历患者１２例，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２例；焦虑抑
郁组患者１１例，年龄为４４～６０岁，平均年龄为（５１９７±２８５）
岁，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患者４例，中学学历患者６
例，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１例。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符合围绝经期分期标准，患者均排除精神障碍等精

神系统疾病，子宫、卵巢疾病，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四组患者

的以上条件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因此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所有调查患者均空腹采血，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５ｍｉｎ，
离心后将样本放置于－７０℃冰箱待测，应用放射免疫法测定生
殖激素水平。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四组患者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孕

酮（Ｐ）、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睾酮（Ｔ）差异。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资料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与计量资料
分别利用χ２检验与ｔ检验表示，Ｐ＜００５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对比

四组患者的促黄体生成激素和促卵泡生成素水平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焦虑组患者的雌二醇水平较抑郁组患者明
显升高，抑郁组患者雌二醇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明显降低，差异

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焦虑抑郁组患者的雌二醇水平与对照
组患者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焦虑组、抑郁组及焦虑抑郁组
患者的孕酮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抑郁组患者的睾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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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Ｐ＜００５），抑郁组和焦虑抑郁组患者的睾酮水平较对 照组患者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四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对比

组别 例数 雌二醇ｐｍｏｌ／Ｌ 促黄体生成激素ｍＩＵ／ｍＬ 孕酮ｎｍｏｌ／Ｌ 促卵泡生成素ｍＩＵ／ｍＬ 睾酮ｎｍｏｌ／Ｌ

焦虑组 ２６ ５２１３±１５９２ ２５９１±１４６５ １２１±０５２ ２３７３±１４３４ ０３１±０１１

抑郁组 ２２ ２６４９±１１８２ １８２６±１３４１ ０９６±０３６ １７２１±１１８９ ０４７±０２３

焦虑抑郁组 １１ ３６７５±１２５３ ２２８３±１４７６ １０１±０４９ ２７４３±１５５２ ０３５±０１９

对照组 ３６ ３４５４±１０６１ １７５２±１０６５ ２２４±１３５ ２４０７±１７４５ ０２５±００８

Ｆ ３５４６ ２７９３ ５３２７ ７６８３ ５５８２

Ｐ ００３４ ０９６２ ００２９ ０３７９ ００４２

２２　焦虑、抑郁情绪同生殖分泌激素的相关性
焦虑与抑郁评分同睾酮呈现正相关性（Ｐ＜００５），同孕酮

呈现负相关性（Ｐ＜００５），焦虑与抑郁评分同雌二醇、促黄体生
成激素、促卵泡生成素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焦虑、抑郁情绪同生殖分泌激素的相关性

例数
雌二醇

ｒ Ｐ

促黄体生成激素

ｒ Ｐ

孕酮

ｒ Ｐ

促卵泡生成素

ｒ Ｐ

睾酮

ｒ Ｐ

焦虑评分 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３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２５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５６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５

抑郁评分 ９５ －００６２ ０６５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６４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５

#

　讨论
围绝经期情绪障碍是由于雌性激素下降导致的情绪障碍，

临床表现为焦虑、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无助等。围绝经期为情

绪障碍的高发期，同时围绝经期也是妇女生殖激素波动的重要

时期。围绝经期情绪障碍不仅为单一疾病，而是一个复杂的生

理过程，为心理和身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围经绝期妇

女的正常生活［８，９］。针对围绝经期的情绪障碍同生殖激素的关

系，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案，以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研究显

示［１０－１２］，生殖激素水平和同情绪障碍关系密切，主要同以下几

方面相关：（１）围绝经期妇女的孕酮下降同抑郁、焦虑相关，孕
酮是导致围绝经期妇女情绪障碍的基础；（２）围绝经期女性雌
激素变化，生殖激素较高时易引发焦虑情绪，生殖激素较低时

易引发抑郁症，生殖激素高低变化时易出现抑郁焦虑共存。文

献报道［１３］，孕激素可能导致出现抑郁、易怒、疲劳等不良情绪。

本研究显示，焦虑组患者的雌二醇水平较抑郁组患者明显

升高，抑郁组患者雌二醇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明显降低，差异具

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焦虑组、抑郁组及焦虑抑郁组患者的孕酮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抑郁
组患者的睾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焦虑与抑郁评分同睾酮呈现正相关性（Ｐ＜００５），同孕
酮呈现负相关性（Ｐ＜００５）。

围绝经期妇女生殖激素水平同情绪障碍相关，临床在治疗情

绪障碍时应给予针对性治疗，目前临床治疗包括［１４，１５］：（１）５－羟色
胺等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２）针对激素的变
化进行治疗，但激素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具有明显副作用。针对围绝

经期综合征应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给予患者心理及精神药物治

疗改善围绝经期妇女的情绪障碍，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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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地区妇科门诊女性就诊者梅毒患病率及危险因
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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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绍兴医院（绍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绍兴地区妇科门诊女性就诊者梅毒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
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妇科门诊的８０５名１５岁以上的女性就诊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进行梅毒检
测，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分析其感染危险因素。结果：８０５名女性就诊者中，年龄构成主要集中在２０
～４９岁，以汉族人口居多，人员以本省居多，学历层次集中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就梅毒感染的发生率来说，
２０～４９岁就诊者的感染率为６１６％，明显高于２０岁以下及５０岁以上就诊者的发生率；未婚／离异就诊者梅
毒感染的发生率为９２６％，明显高于在婚状态就诊者的发生率；初中及初中以下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发生率
为７２％，明显高于高中及高中以上就诊者的发生率；性病知识知晓率不合格就诊者的梅毒感染发生率为
８４２％，明显高于性病知识知晓率较高的就诊者的发生率；注射毒品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发生率为１１０６％，
明显高于未注射毒品的就诊者的发生率；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就诊者的梅毒感染发生率为７８９％，
明显高于没有非婚性行为的就诊者的发生率。结论：年龄介于２０～４９岁、未婚／离异、受教育程度较低、性病
知识知晓率低、注射毒品以及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都是梅毒感染的主要促进因素。

【关键词】　妇科门诊；梅毒；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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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的性传播疾 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也可通过胎盘传给下一代而发生先天

性梅毒［１］。苍白螺旋体经皮肤或黏膜的轻微损伤处进入人体后，

一方面在皮肤和黏膜下增殖，另一方面沿淋巴管到达附近的淋巴

结［２］。感染初期，人体的免疫系统尚未发生反应，故出现第一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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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期；以后因螺旋体在局部增殖而发生一期梅毒；由于局部免疫

反应，一期梅毒可自愈。感染早期，人体缺乏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吞噬细胞不能充分地将螺旋体吞噬，补体和溶菌酶等体液因子也

不能将其杀灭，因此淋巴结中的螺旋体经淋巴管进入血循环，形

成螺旋体血症，向全身播散，侵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引起二期梅

毒。梅毒的感染性免疫力既不充分，也不可靠，细胞免疫和体液

免疫均存在缺陷，所以梅毒呈渐进性病程，全身性病变进一步发

展，皮肤、黏膜、骨关节、心血管、脑脊髓及内脏等病损加重而出现

三期梅毒，严重地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缩短寿命，部分可导致死亡，

是当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３－５］。同时梅毒感染者

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而ＨＩＶ感染又可促进梅毒
的病程进展。妇科门诊就诊者是性病梅毒流行和传播的高危人

群之一，同时也极有可能会将性病传播到一般人群［６］。为了解

绍兴地区女性妇科门诊就诊者梅毒相关知识、感染状况、高危行

为情况，分析影响该人群梅毒感染的因素，为控制梅毒的感染制

定合理的防治策略，通过对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妇科门诊
的８０５名１５岁以上的女性就诊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采集
血样进行梅毒检测，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分析其感染危险
因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妇科门诊初次就诊的
８０５名１５岁以上的女性就诊者进行调查，性医学咨询者及皮肤

性病科中的皮肤病就诊者排除在外。

１２　方法
对就诊者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

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所在地、性病知识知晓率、性

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性病史及毒品使用情况等。调查结束

后，采集５ｍＬ静脉血进行梅毒抗体的检测［７］。梅毒初筛试验采

用ＴＲＵＳＴ试剂盒检测，确认试验采用明胶凝集试验［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描述性分

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因变量为感染梅毒，自变量为
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所在地、性病知识知晓

率、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性病史及毒品使用情况。如果

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采用 ｔ检验，如果计量资料不符
合正态性分布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则采用 χ２检验［９］。重

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梅毒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以梅毒感染情况作为因变量，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

育程度、户籍所在地、性病知识知晓率、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

况、性病史及毒品使用情况等其他调查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单

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梅毒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调查人数（ｎ） 感染人数（ｎ） 感染率（％） χ２值 Ｐ

年龄

２０～４９岁 ６４９ ４０ ６１６

２０岁以下／５０岁以上 １５６ ５ ３２１
６０２９ ＜００５

民族

汉族 ７０６ ４２ ５９５

其它 ９９ ３ ３０３
５１２７ ＜００５

婚姻状况

在婚 ５８９ ２５ ４２４

未婚／离异 ２１６ ２０ ９２６
６７９３ ＜００５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３８９ ２８ ７２０

高中及高中以上 ４１６ １７ ４０９
５２１６ ＜００５

户籍所在地

本省 ４０８ ２３ ５６４

外省 ３９７ ２２ ５５４
０２８ ＞００５

性病知识知晓率

合格 ５０８ ２０ ３９４

不合格 ２９７ ２５ ８４２
７８２６ ＜００１

是否注射毒品

是 ２１７ ２４ １１０６

否 ５８８ ２１ ３５７
１６８４ ＜００１

最近３个月是否有过非婚性行为

是 ３４２ ２７ ７８９

否 ４６３ １８ ３８９
８１２７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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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８０５名女性就诊者中，年龄构成主要
集中在２０～４９岁，以汉族人民居多，人员以本省居多，学历层
次集中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就梅毒感染的发生率来说，２０～
４９岁就诊者的感染率为６１６％，明显高于２０岁以下及５０岁以
上就诊者的发生率；此外，离异丧偶、低学历、低性病知识知晓

率、注射毒品以及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都会使梅毒感染
率增加，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２２　梅毒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中Ｐ＜００５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梅毒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年龄（２０～４９岁） １２６１ ０１８６ ４５３６ ００２３ １５３２ ２４９４～４１４１

未婚／离异 ０１６４ ０４３９ ９６４０ ００１２ ３５４２ １３７２～３４６５

受教育程度较低 －０１６８ ０３２５ １１８３４ ０００２ ６８０３ １３５２～４２６３

低性病知识知晓率 ０６０５ ０１０３ １５５２４ ００００ ７５３４ １６２１～５３２４

注射毒品 ０８７３ ０６４２ １４２３８ ０００６ ６２８９ １２３５～４０４２

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 －０５３８ ０５６８ １０７４９ ００１０ ３６４３ ２５６３～４１５５

　　梅毒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介于２０～
４９岁、未婚／离异、受教育程度较低、性病知识知晓率低、注射毒
品以及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都是梅毒感染的主要促进
因素。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其病程漫长、临床症状复杂，可侵

犯感染者皮肤甚至全身各组织器官，因此临床表现形式纷繁多

样，病情时隐时现使得临床治疗难以判断［１０］。女性梅毒患者如

果怀孕还可通过胎盘将梅毒病原菌传给胎儿，从而导致流产、

死胎及先天性梅毒［１１］，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临

床资料显示，梅毒在妇科门诊中发病率较高，且使患者易于受

到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１２，１３］。由于我国性思想比较保守，

人们对性病非常避讳，身体出现了不适不愿到医院就诊，从而

延误了病情。加之我国性病方面的预防政策不完善，对性病的

重视度不够，人力物力投入均有限，使得人们在治疗过程中更

倾向于找一些不正规的诊所而导致病情的延误［１４，１５］。以上这

些因素，导致我国梅毒感染者数量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本文对就诊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

育程度、户籍所在地、性病知识知晓率、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

况、性病史及毒品使用情况等其他因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８０５
名女性就诊者中，年龄构成主要集中在２０～４９岁，以汉族人口
居多，人员以本省居多，学历层次集中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就

梅毒感染的发生率来说，２０～４９岁就诊者的感染率为６１６％，
明显高于２０岁以下及５０岁以上就诊者的发生率；未婚／离异就
诊者梅毒感染的发生率为９２６％，明显高于在婚状态就诊者的
发生率；初中及初中以下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发生率为７２％，明
显高于高中及高中以上就诊者的发生率；性病知识知晓率不合

格就诊者的梅毒感染发生率为８４２％，明显高于性病知识知晓
率较高的就诊者的发生率；注射毒品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发生率

为１１０６％，明显高于未注射毒品的就诊者的发生率；最近３个
月有过非婚性行为就诊者的梅毒感染发生率为７８９％，明显高
于没有非婚性行为的就诊者的发生率。以上结果表明，年龄介

于２０～４９岁、未婚／离异、受教育程度较低、性病知识知晓率低、
注射毒品以及最近３个月有过非婚性行为都是梅毒感染的主要

促进因素。

针对以上调查中显示的女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

为了减少梅毒感染的情况发生，我们提出要鼓励广大适婚青年

结婚［１６］，政府要加强性健康教育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性病知

识的知晓率，在健康教育中要宣传安全套使用的意义以及正确

使用方法，提高性行为的安全套使用率，人们要洁身自好、改变

不健康的性行为，提倡保持单一性伴侣，并慎重选择性伴，避免

无保护性行为等，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流行的重要措施。

对于已经感染梅毒的患者，政府要给予帮助，促使他们接受规

范治疗，定期随访梅毒病例，减少梅毒感染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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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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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疗效与性伴关系的相关性
研究
林瑞莲　黄文蓉　彭明健"

龙岩市第二医院妇产科，福建 龙岩 ３６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初步探讨女方发现感染人乳头瘤病毒，其性伴 ＨＰＶ感染对女性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门诊体检发现人乳头瘤病毒的女性患者，对其性伴进行人乳头瘤病毒检测；而后将性伴无ＨＰＶ感染的
女性患者分为Ａ组（６８例），配偶有ＨＰＶ感染女性患者分为Ｂ组（６８例）、Ｃ组（６８例），三组进行相同治疗，
但Ａ、Ｃ组患者禁止性生活或采取避孕套性生活，Ｂ组正常、非避孕套性生活。结果：女方体检发现人乳头瘤
病毒感染的３５８例患者，其性伴ＨＰＶ感染为２９６例；Ａ组和Ｃ组疗效明显优于Ｂ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
异；Ａ组与Ｃ组疗效相似（Ｐ＞００５），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患者，其性伴 ＨＰＶ感
染率高，且女性的治疗疗效与性伴感染与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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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一种与肿瘤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病毒，约４０种可以感染人生殖器，被称为
“生殖器”型，主要引起生殖器部位的良、恶性病变［１］。因此对

于ＨＰＶ感染的彻底治疗非常必要。为了探讨男性ＨＰＶ感染情
况及男性感染ＨＰＶ对于女性治疗的影响，特进行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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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到本院妇科门诊行 ＨＰＶ－
ＤＮＡ－ＰＣ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女性，同时要求此女性与性伴
互为唯一性伴，男女均在年龄１６～６６岁，且性伴双方能配合
完成研究，男女体检及其他实验室检查未发现尖锐湿疣及其

他性病，男女未有生殖器肿瘤。对男性行精液ＨＰＶ－ＤＮＡ－
ＰＣＲ检测。
１２　标本采集

女性患者用阴道窥器暴露宫颈口，用无菌棉拭子在宫颈

管内鳞柱状上皮交界处稍用力转动２周采样，慢慢取出棉拭
子，将其放入取样管中，拧紧盖子，做好标记，标本立即送检。

男性则手淫取精，先用无菌棉拭子在尿道口稍用力转动２周
采样，然后沾取一定的精液，将其放入取样管中，拧紧盖子，做

好标记。

１３　检查方法
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深圳

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ＰＣＲ仪为美国 ＡＢＩ公司提供的
ＡＢＩ７０００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分子杂交仪为 ＦＩＮＥＰＣＲＣｏｍｂｉ
－Ｈ１２及ＹＮ２００９基因芯片阅读仪。检测２３种亚型，将下列
ｈｐｖ感染亚型分为高危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
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７３、８３亚型；低危型：６、１１、４２、４３、８１、８２
亚型。

１４　治疗方法
将６８例配偶或性伴无ＨＰＶ感染患者分为 Ａ组，予使用阴

道干扰素栓进行阴道给药３个月（经期不使用），并嘱禁止性生
活或采取避孕套性生活；同时将配偶有 ＨＰＶ感染患者，随机选
取１３６例，分为 Ｂ组６８例，Ｃ组６８例，Ｂ组予使用阴道干扰素
栓进行阴道给药３个月（经期不使用），并嘱正常、非避孕套性
生活；Ｃ组６８例予使用阴道干扰素栓进行阴道给药３个月（经
期不使用），并嘱禁止性生活或采取避孕套性生活。三组在一

般资料、性生活情况等各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Ｐ＜００５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分析
２１　女性３５８例ＨＰＶ阳性患者，感染类型分布及高危型分布
为：含６种亚型患者２例（１例含有２种高危亚型，１例含有４种
高危亚型）；含５种亚型患者１３例（１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４例
含有２种高危亚型，７例含有３种高危亚型，１例含有４种高危
亚型）；含４种亚型患者２９例（６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１４例含
有２种高危亚型，６例含有３种高危亚型，３种含有４种高危亚
型）；含３种亚型患者４７例（３１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１３例含有
２种高危亚型，３例含有３种高危亚型）；含２种亚型患者９３例
（７２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２１例含有２种高危亚型）；含１种亚
型患者１７４例（１２２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见表１。

表１　女性ＨＰＶ阳性患者，感染类型分布及高危型分布情况

ＨＰＶ感染种类
（女）

例数

（总３５８）

ＨＰＶ感染所含高危亚型种类的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 １ １ ０ ０ ０

５ １３ １ ４ ７ １ ０

４ ２９ ６ １４ ６ ３ ０

３ ４７ ３１ １３ ３ ０ ０

２ ９３ ７２ ２１ ０ ０ ０

１ １７４ １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２　女性３５８例ＨＰＶ阳性患者性伴有检出２９６例ＨＰＶ阳性的
患者，感染类型分布及高危型分布为：含５种亚型患者１２例（２
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７例含有２种高危亚型，３例含有３种高
危亚型）；含４种亚型患者２１例（１１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６例
含有２种高危亚型，４例含有３种高危亚型）；含３种亚型患者
５２例（３１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１８例含有２种高危亚型）；含２
种亚型患者８９例（６３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５例含有２种高危
亚型）；含１种亚型患者１２２例（１２２例含有１种高危亚型）。见
表２。其中与女性伴侣有相同亚型 ＨＰＶ（包括所有高、低危亚
型）情况。见表３。

表２　男性ＨＰＶ阳性患者，感染类型分布及高危型分布情况

ＨＰＶ感染种类
（男）

例数

（总２９６）

ＨＰＶ感染所含高危亚型种类的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１２ ２ ７ ３ ０ ０

４ ２１ １１ ６ ４ ０ ０

３ ５２ ３４ １８ ０ ０ ０

２ ８９ ６３ ５ ０ ０ ０

１ １２２ ９９ ０ ０ ０ ０

表３　男性与女性伴侣相同亚型ＨＰＶ类型分布及高危型分布情况

ＨＰＶ感染种类
（男）

例数

（总２９６）

与女性伴侣有相同亚型ＨＰＶ的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１２ ４ ３ ７ ０ ０

４ ２１ ４ １１ １４ １ ０

３ ５２ １３ ４１ ８ ０ ０

２ ８９ ４ ４３ ２７ ０ ０

１ １２２ ３４ ８８ ０ ０ ０

２３　３５８例女性ＨＰＶ感染患者，ＨＰＶ阳性总的数量为６９４例
（以１个患者感染１种ＨＰＶ亚型为１，１个患者感染２种ＨＰＶ亚
型为２），其中高危亚型４０６例，低危亚型２９２例；男性２９６例患
者，ＨＰＶ总的阳性数量为６００例，高危亚型３３１例，在总量与高
危亚型分布上与女性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其中与女性相同 ＨＰＶ为４２１例，见表５；表明男性 ＨＰＶ感染与
女性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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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男女ＨＰＶ总的阳性数量及高危数量、低危数量情况

ＨＰＶ感染人数 总的ＨＰＶ感染数量 高危数量 低危数量

女 ３５８ ６９４ ４０６ ２９２

男 ２９６ ６００▲ ３３１▲ ２６９

　　注：▲表示男性ＨＰＶ感染数量与女性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男女ＨＰＶ总的阳性数量及相同数量、不相同数量情况

总的ＨＰＶ
阳性数量

与女性有相同

ＨＰＶ数量
与女性有不相同

感染数量

女 ６９４

男 ６００ ４２１ １７９

２４　Ａ组治疗前有总ＨＰＶ数量１２４例；Ｂ组有ＨＰＶ总数量１３２
例，其中与性伴有相同为亚型的数量为９０例；Ｃ组有 ＨＰＶ总数
量１３０例，其中与性伴有相同为亚型的数量为９２例，三组间在
总数量间没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６。治疗期间，Ａ组脱落２例，Ｂ
组脱落２例，Ｃ组脱落３例。剔除脱落病例，三组在总数量之间
仍没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后，剔除脱落的研究对象，Ａ组 ＨＰＶ
仍感染为２１例；Ｂ组仍感染为９７例，与男性相同为７３例；Ｃ组
人感染为１９例，与男性相同为１１例。治疗后Ａ组与Ｃ组治疗
疗效对比（Ｐ＞００５）没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后Ｂ组与Ａ组、Ｃ组
治疗疗效对比（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７。

表６　三组治疗前阳性总数量及Ｂ组、Ｃ组与性伴相同亚型数量

组别 研究前例数 治疗前总阳性数 与性伴相同亚型数量

Ａ ６８ １２４

Ｂ ６８ １３２ ９０

Ｃ ６８ １３０ ９２

表７　三组治疗后阳性总数量及治疗后 Ｂ组、Ｃ组与性伴相同亚型仍阳
性数量

组别
有效

例数

治疗前

总数

与性伴相同

亚型数量

治疗后仍

阳性总数

与性伴相同

亚型数量

Ａ ６６ １２１ ２１

Ｂ ６６ １２９★ ８８ ９７▲ ７３

Ｃ ６５ １２５★◆ ８９◆ １９★□ １１□

　　注：▲ 表示与 Ａ组对比（Ｐ＜００５）；★ 表示与 Ａ组对比（Ｐ＞

００５）；□表示与Ｂ组对比（Ｐ＜００５）；◆表示与Ｂ组对比（Ｐ＞００５）

#

　讨论
ＨＰＶ感染在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被提出，１９９５年 ＷＨＯ发布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
是导致宫颈癌发生的必要因素［２］。在 ＨＰＶ感染人群中部分女
性认为ＨＰＶ阳性结果传递了耻辱、不洁、放荡等负面信息［３，４］。

为了女性生理、心理健康，减少宫颈癌的出现，对于女性ＨＰＶ感
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强调女性的早期诊断、治疗。在临床上

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的女性患者ＨＰＶ感染后难治性大，或者在

多种ＨＰＶ亚型感染后仅能清除部分亚型，或者转阴后一段时间
又可检出，这不仅加重了女性心理负担，且浪费了大量医疗资

源，大大增加了其患宫颈癌的几率。大量研究表明ＨＰＶ还是一
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能在夫妻之间传染，目前尚无彻底预防

ＨＰＶ传播的有效方法，避孕套在阻断 ＨＰＶ传播中的作用一直
存在争议［５，６］。ＨＰＶ的感染还与男性生殖器恶性肿瘤的发生密
切相关，如鲍温样丘疹病、鲍温病、Ｑｕｅｙｒａｔ增殖性红斑阴茎癌、
肛门癌等［７－１０］，但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对于男性 ＨＰＶ的治疗
重点多为治疗尖锐湿疣，对于非尖锐湿疣男性的ＨＰＶ感染研究
非常少，对男性ＨＰＶ感染对女性的影响的相关性研究基本处于
空白阶段。通过本研究表明，在女伴 ＨＰＶ的感染时男性 ＨＰＶ
感染率也很高，反映ＨＰＶ可在性伴间相互传播。如果单一的治
疗女性，而男方未接受治疗，女方的治疗效果则欠佳，表明男性

在于女性ＨＰＶ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研究表明避孕套
可能可以阻断ＨＰＶ的传播，在传播途径被阻断后，女性的治疗
效果可明显提高，因此女性治疗ＨＰＶ时应当强调男性也应当治
疗。因此男性ＨＰＶ感染与女性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
研究。但由于实验室的条件限制及采样特点影响我们无法检

测与生殖所有相关的亚型，也许随着研究水平的发展，能更好

的揭示ＨＰＶ感染在男女性伴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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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临床分析
及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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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发病率及支原体耐药性的研究。方法：本
研究选择的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接受治疗的１２８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将其作为观察组，另外
选取同期接受体检的８０例无尖锐湿疣的患者，将其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对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感染的情况、合并解脲支原体的阳性检出率以及解脲支原体对常用抗生素
的耐药性进行研究。结果：从尖锐湿疣患者的合并感染的临床分析中可以看出，尖锐湿疣合并支原体的感

染的阳性率较高，阳性率为１９５％，从尖锐湿疣患者的合并感染的年龄分布来看，２０～４５岁患者占了阳性病
例的大部分，该年龄段是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感染的多发年龄；观察组检出解脲支原体发病率为１９５％，对照
组检出解脲支原体的发病率为８８％，两组患者的解脲支原体发病率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解
脲支原体对环丙沙星以及氧氟沙星的耐药性较高，分别为８１２５％与６８７５％。对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
霉素的耐用性在２０％左右，分别为１８７５％、２１８８％、１８７５％，对强力霉素的耐药性最低，耐药率为６２５％。
结论：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往往合并解脲支原体的感染，因此在治疗尖锐湿疣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解脲支原体

的检测，从解脲支原体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来看，在临床上应根据致病菌的耐药情况灵活掌握，合理选择

抗生素，尽量减少耐药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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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种由人类乳头
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导致的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１］，尖锐湿疣

又称性病疣、生殖器疣，它的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调查发

现，尖锐湿疣在国内外的发病率较高，在我国的发病率有逐年

上升的趋势，已经位居所有性病发病率的第二位［２］，由于女性

的生殖系统容易受到感染，因此女性尖锐湿疣的发病率较高。

有研究报道，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往往伴随着解脲支原体（ＵＵ）
的感染，解脲支原体是引发妇科急性或者慢性炎症、不孕、流产

等疾病的主要病原体［３］。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６月至
２０１２年５月接受治疗的１２８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以及选取同
期接受体检的８０例无尖锐湿疣的患者，对上述尖锐湿疣的解脲
支原体感染的检出率，以及药敏试验进行调查研究，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接受治疗
的１２８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将其作为观察组，年龄２４～６４岁，
平均年龄（３３４±５６８）岁，平均病程（２４±０１５）个月；另外选
取同期接受体检的８０例无尖锐湿疣的妇科疾病患者，将其作为
对照组，年龄２５～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５４±５３８）岁。两组患者
的年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将无菌的拭子插入宫颈管之中深度约为２ｃｍ左右，然后将
无菌拭子在宫颈管中捻转数圈之后，取出宫颈的内分泌物进行

解脲支原体的检测：具体操作为取出宫颈内的分泌物做 ＵＵ培
养，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之后在高倍油镜下进行观察，主要观

察白细胞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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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１２８例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感染的临床分析

从尖锐湿疣患者的合并感染的临床分析中可以看出，尖锐

湿疣合并支原体的感染的阳性率较高，阳性率为 １９５％。见
表１。

表１　１２８例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感染的临床分析

致病菌 阳性例数 阳性率（％）

支原体 ２５ １９５

念珠菌 ２２ １７２

衣原体 １７ １３３

梅毒 ８ ６３

淋病 ６ ４７

滴虫 １６ １２５

衣原体＋支原体 １４ １０９

２２　两组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发病率的比较
观察组检出解脲支原体的例数为２５例，发病率为１９５％，

对照组检出解脲支原体的例数为７例，发病率为８８％，两组患
者的解脲支原体发病率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６５８，

Ｐ＜００５）。
２３　解脲支原体对各种抗生素耐药性的比较

解脲支原体对环丙沙星以及氧氟沙星的耐药性较高，分别

为８１２５％与６８７５％。对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的耐
用性在２０％左右，分别为１８７５％、２１８８％、１８７５％，对强力霉
素的耐药性最低，耐药率为６２５％。见表２。

表２　解脲支原体对各种抗生素耐药性的比较

抗菌药物

解脲支原体

检出解脲支原体株数

（观察组＋对照组）Ｎ
耐药株数 耐药率

阿奇霉素 ３２ ６ １８７５

克拉霉素 ３２ ７ ２１８８

环丙沙星 ３２ ２６ ８１２５

氧氟沙星 ３２ ２２ ６８７５

罗红霉素 ３２ ７ １８７５

强力霉素 ３２ ２ ６２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肿瘤病毒所引发的一种传播性疾

病［４］，性接触的传染是尖锐湿疣传染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随着

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开放以及抗生素滥用现象的逐渐严重，尖

锐湿疣的发病率在我国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尖锐湿疣严

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同时尖锐湿疣发病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该病存在着混合感染的现象，例如尖锐湿疣

与支原体、衣原体、淋病、梅毒等的混合感染。其中尖锐湿疣合

并解脲支原体感染就是一种常见的混合感染疾病［５，６］，人们在

对尖锐湿疣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往往以单一的性病作为治疗的

目的［７，８］，而会忽视混合感染的情况，这样不仅会造成了对尖锐

湿疣患者治愈率的下降，并且复发率也较高［９，１０］。对于尖锐湿

疣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治疗一般采用抗生素静脉滴注治疗，

单抗生素长期应用具有一定的抗药性，因此对于尖锐湿疣合并

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临床分析以及抗药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接受治疗的１２８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以及同期接受体检的８０例无尖锐湿疣的患者，对两组患者的宫
颈的内分泌物进行解脲支原体的检测，并且对解脲支原体菌株

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进行了研究。从两组患者的解脲支原

体的检测结果来看，尖锐湿疣患者检出解脲支原体的阳性率为

１９５％，正常患者检出解脲支原体的阳性率为８８％，尖锐湿疣
患者检出解脲支原体的阳性率显著性的高于正常患者的检出

阳性率，两组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提示在尖锐湿
疣患者中解脲支原体的阳性表达率较高，因此在对尖锐湿疣患

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解脲支原体的检测，及时对这

种混合感染进行治疗［１１，１２］。实验共检出３６株解脲支原体病原
菌，从解脲支原体对各种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看，解脲支原体

对环丙沙星以及氧氟沙星的耐药性较高，分别为 ８１２５％、
６８７５％。对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的耐用性在２０％左
右，分别为１８７５％、２１８８％、１８７５％，对强力霉素的耐药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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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耐药率为６２５％。从解脲支原体致病菌的耐药性来看，在
临床应用抗生素治疗该疾病的过程中应该首选对其耐药率低

的强力霉素，对于环丙沙星以及氧氟沙星应尽量减少使用、防

止产生更强的耐药性，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一般不能单独使

用一种抗生素［１３，１４］，因为这样容易产生耐药，应该选择几种抗

生素的联合应用，降低对抗生素的耐药［１５］。

综上所述，通过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感染的情况、合并

解脲支原体的阳性检出率以及解脲支原体对常用抗生素的耐

药性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女性尖锐湿疣患者往往合并解脲

支原体的感染，因此在治疗尖锐湿疣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解脲支

原体的检测。从解脲支原体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来看，在临

床上应根据致病菌的耐药情况灵活掌握，合理选择抗生素，尽

量减少耐药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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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妙散加味联合西药治疗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患者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观察
舒国斌１　王松挺１　斯子翔１　乔建军２

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二妙散加味联合西药治疗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观察，
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方法：将本组９３例尖锐湿疣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ｎ＝４６）和
观察组（ｎ＝４７）。对照组给予疣必治局部用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二妙散加味治疗，两组疗程
均为１个月。结果：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９５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３９１％），且差异统计具有显著性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伤口感染率（８５１％）和伤口愈合时间（６１７±２３４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
后伤口感染率（５４３５％）和伤口愈合时间（１５６０±３４９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随访
３个月复发率（４２６％）显著低于对照组（２６０９％），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未发生
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二妙散加味联合西药治疗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且复发率低、未

发生明显不良反应，临床上应用安全可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二妙散加味；西药；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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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又称为生殖器疣、性病疣、尖圭湿疣，该病占性传
播疾病第二位，并且该病疗程长、复发率高，好发于外生殖器皮

损周围［１，２］。该病常需进行多次反复治疗，故而使患者心理负

担加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西医治疗

尖锐湿疣主要以全身抗病毒与局部治疗（微波、冷冻及激光等）

为主，但其复发率较高。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中西医结合治

疗尖锐湿疣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疗效，且临床应用安全可

靠［３，４］。本文研究主要针对我院９３例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患
者应用加味二妙散联合西药治疗，探讨其临床疗效。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在我院接受诊治的尖
锐湿疣患者９３例，所有尖锐湿疣患者均经 ＨＰＶ金标准免疫法
检查与５％醋酸白试验确诊。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
组（ｎ＝４６）和观察组（ｎ＝４７）。对照组 ４６例中，男性患者 ２５
例，女性患者２１例；年龄１８～５３岁，平均（３１０７±７８５）岁；病
程１～８个月，平均（３１２±１７４）个月；平均皮损（４９７±１５６）
个；平均皮损直径（３５２±２０３）ｍｍ；其中单发 １０例，多发 ３６
例。观察组４７例中，男性患者２４例，女性患者２３例；年龄２０～
５６岁，平均（３１８３±８０６）岁；病程 １～７个月，平均（３０６±
１８２）个月；平均皮损（５１１±１７８）个；平均皮损直径（３４７±
１９４）ｍｍ；其中单发９例，多发３８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根据《临床皮肤病学》［５］标准。病变部位为

肛周与生殖器，表现为乳头状、菜花状及鸡冠状突起，大小不

等，形态不一。

中医诊断标准：中医辨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

业标准—中医辨证诊断疗效标准》［６］符合湿热下注型。临床症

状表现主要为皮疹数量较多，或疣体较大，表面湿润，或见糜烂

渗液，常伴有咽干、口苦、口渴、烦躁易怒、小便黄赤、大便干结，

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

１３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诊断标准者；（２）年龄１８～６０岁之间

者；（３）近２周内局部未使用过免疫调节剂、抗病毒药物及其他
外用药物；（４）近１个月内未接受过系统治疗；（５）与患者及其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者；（６）均已经医院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
通过。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诊断标准及纳入标准者；（２）合并有
严重心、肝、肾等功能异常者；（３）对本组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
（４）有精神疾病者；（５）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疣必治（生产厂家：广州善邻药业，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００４９９）局部用药治疗。取合适体位，先给予患者
红霉素软膏涂搽正常皮肤后，将疣必治采用棉签涂于疣体上，１
次／ｄ，针对大多数量或大面积疣分采用２～３次治疗，连续治疗
１个月。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结合二妙散加味治疗，组成

包括苍术１５ｇ、黄柏１５ｇ、龙胆草１５ｇ、泽泻１５ｇ、车前子１５ｇ、栀子
１０ｇ、柴胡１０ｇ、鸦胆子２５ｇ、板蓝根２５ｇ、生甘草６ｇ。若脓性分泌
物较多者，加紫花地丁２０ｇ、蒲公英２０ｇ、金银花２５ｇ。水煎服，取
汁３００～３５０ｍＬ，每日１剂，分早晚２次温服，连续治疗１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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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中相关标准。

（１）治愈：肉眼观察无增生性病变，皮肤黏膜恢复正常，醋酸白
实验阴性，疣体完全消失，并且于６个月内无复发；（２）显效：肉
眼观察皮肤黏膜基本恢复正常，醋酸白实验阴性，疣体消退

８０％以上，并且于３个月内无复发；（３）有效：皮肤黏膜明显恢
复，疣体消退５０％～７９％，并且于３个月内无复发。（４）无效：
临床症状、体征与治疗前比较，无变化。总有效率 ＝治愈率 ＋
显效率＋有效率。
１６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１个月后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及无效
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伤口感染情况及伤口平均愈合时间；

随访并复诊３个月（每个月复诊１次）观察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１７　统计学处理

本组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处理
分析，针对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采用χ２和ｔ检验，计数资料
以［ｎ（％）］表示，Ｐ＜００５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４７例患者治愈２４例，显效１２例，有效９例，
无效２例；对照组治疗后４６例患者治愈１３例，显效１３例，有效
９例，无效１２例。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统计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７ ２４（５１０６）１２（２５５３）９（１９１５） ２（４２６） ９５７４

对照组 ４６ １３（２８２６）１１（２３９１）１０（２１７４）１２（２６０９） ７３９１

χ２ － － － － － ８６６５

Ｐ － －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感染及愈合时间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伤口感染和伤口平均愈合时间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感染及愈合时间比较

分组 例数 感染 伤口平均愈合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７ ４（８５１） ６１７±２３４

对照组 ４６ ２５（５４３５） １５６０±３４９

χ２ － ２２７６１ １５３３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４７例患者随访并复诊３个月复发患者３例，复发率

为６３８％；对照组４６例患者随访并复诊３个月复发患者１５例，
复发率为３２６１％。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随访并复诊３个月复发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４７ ２（４２６） ４５（９５７４） ４２６

对照组 ４６ １２（２６０９） ３４（７３９１） ２６０９

χ２ － － － ９４７２

Ｐ － － －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是由于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所致。现代医

学认为，尖锐湿疣感染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当人体感染病

毒后，可潜在基角朊细胞，并且会在表皮细胞层复制，进而侵入

细胞核，从而致使细胞迅速分裂，且随着病毒颗粒的繁殖与传

播，形成一种特征性的乳头瘤病变［８－１０］。尖锐湿疣与机体免疫

功能下降也有一定的关联，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障碍［１１－１３］。

目前，西医治疗方法主要为局部理化及外用药物，包括５％氟尿
嘧啶软膏、二氧化碳激光、液氮冷冻、２５％足叶草脂等；同时结合
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功能治疗手段，虽可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

但其容易复发，术中产生有毒气体，且术后易出现伤口感

染等［１４］。

中医学理论认为尖锐湿疣多因湿热下注，同时由于腠理不

密，气血失和，复感外邪，从而使湿热邪毒郁于肌肤而出现皮

疹。该病发生与性生活传染相关［１５］。该病治疗一般采用外治

法治疗，结合辨证治疗。本文研究主要采用加味二妙散治疗湿

热下注型尖锐湿疣患者，尤以清热利湿解毒为主。方中黄柏可

清热利湿；苍术具有燥湿功效；龙胆草性味苦寒，具有清下焦湿

热，泻肝胆湿火；栀子苦寒泻火，清肝胆湿热；鸦胆子可清热解

毒、燥湿敛疮；车前子、泽泻可清利湿热，引火由小便出；柴胡舒

畅肝胆；板蓝根、生甘草清热解毒，同时甘草还可调和诸药。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黄柏、大青叶、板蓝根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

柴胡、龙胆草可抗病原微生物，泽泻、生甘草可调节机体免疫功

能，鸦胆子对疣细胞具有毒性作用，可致使细胞坏死脱落。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加味二妙散联合西药治疗后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仅给予西药治疗，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故说明加

味二妙散联合西药治疗具有明显的临床疗效；加味二妙散联合

西药治疗后伤口感染和伤口平均愈合时间均明显少于和低于

仅给予西药治疗，故说明采用加味二妙散联合西药可降低因西

药引起的伤口感染，且还能明显降低伤口愈合时间；加味二妙

散联合西药治疗后随访３个月，其复发率明显低于仅给予西药
治疗，故说明加味二妙散联合西药治疗复发率较低；且无明显

的不良反应发生。此外，为预防尖锐湿疣的发生还可做到：（１）
避免接触感染；（２）坚决杜绝不洁性行为；（３）配偶患病后禁止
性生活，同时还应讲究个人卫生。

综上所述，加味二妙散联合西药治疗湿热下注型尖锐湿疣

患者疗效显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及复发率较低，故临床上研

究应用具有重要价值，安全可靠，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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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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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以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０１４年２月间我院收治的１２６例尿道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抛硬币法将其随机分为激光组５４例与
联合组７２例。激光组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疗法；联合组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疗法，对比两组患者治
愈率与复发率，分析临床治疗效果。结果：参与本次研究的 １２６例患者均获得较高的治愈率，激光组为
９６３０％（５２例），联合组为９５８３％（６９例），组间对比不明显，不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受治疗后，激
光组复发２０例，复发率为３７０４％，明显高于联合组的８３３％，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尿道尖锐湿疣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方案，治疗效果显著，不仅能保证治愈率、还能有效降低复发
率，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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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尖锐湿疣（简称 Ｃ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多发于生殖器、肛门、外阴等部位，严重时可能导致生殖器癌症

病变［１］，具有复发几率大、不易根治等特点。当前治疗尿道尖

锐湿疣的方法主要为物理疗法与药物疗法两种，但临床疗效不

一，故笔者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１２６例尿道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７２例行ＣＯ２激
光联合病毒灵疗法，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于我院尿道尖锐湿
疣的１２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抛硬币法将其随机分为激光组
５４例与联合组７２例。参与研究的１２６例患者均通过分泌物聚
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检查及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检查，测得
ＨＰＶ呈阳性，符合尿道尖锐湿疣诊断标准。其中女性４９例，男
性７７例；年龄１９～６２岁，平均（４０６±７４）岁；尿道尖锐湿疣病
程０７～３月，平均（１８±０４）月。随机分组后，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对比上无显著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比性
充分。

１２　治疗方法
激光组患者采用 ＣＯ２激光疗法：５％冰醋酸浸润医用纱布

于患处湿敷５～１０ｍｉｎ后行局部常规消毒，并基于湿疣个数、大
小使用利多卡因局麻（≤５ｍＬ），ＣＯ２激光切除湿疣或碳化湿疣
患处２ｍｍ内的皮肤、黏膜组织（深度≤２ｍｍ），３０ｄ一个疗程。
联合组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疗法：上述基础上口服病
毒灵（广东华南集团有限公司，批号１４０６０９），０２克／次，３次／
ｄ，一个疗程３０ｄ。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不使用其他物理或药物
疗法，观察３个月，治疗结束后第４，８，１２周评估疗效，对比其治
愈率与复发率，分析临床治疗效果［２］。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治愈：治疗后自觉症状与局部病灶消失或基本消失［２］，无

复发；复发：治疗后自觉症状与局部病灶基本消失，排除再感

染，患处仍出现新湿疣。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取ＳＰＳＳ１３０分析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ｎ

（％）表示，行 χ２检验，视 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无显著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比性充分。

见表１。

表１　一般信息对比

组别（ｎ） 男性：女性 年龄（岁） 病程（ｙ）

激光组（５４） ２２：３２ ４１５±７８ １８±０６

联合组（７２） ２７：４５ ３９９±７９ １９±０４

χ２／Ｔ ０１３６４ １１３１１ －０８４２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质量效果对比
本次研究的 １２６例患者均获得较高的治愈率，激光组为

９６３０％（５２例），联合组为９５８３％（６９例），组间对比不明显，
不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受治疗后，激光组复发２０例，复
发率为３７０４％，明显高于联合组的８３３％，组间对比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愈率及复发率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湿疣未除尽
湿疣除尽

复发 未复发

激光组 ５４ ２（３７０） ２０（３７０４） ３２（５９２６）

联合组 ７２ ３（４１７） ６（８３３） ６３（８７５０）

χ２ － ００１７４ １５５２３８ １３２６６７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尿道尖锐湿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传染性性疾病，男性患者

多于女性，发病部位多集中在生殖器官、外阴及肛门处，部分患

者在患病初期无瘙痒、疼痛等自觉症状，较易耽误最佳治疗时

机［３，４］。女性患尿道尖锐湿疣者常出现白带增多、色变、异味等

症状，同房后可能引起出血或疼痛不适感；男性患此病症者则

易出现排尿不畅、射精带血、溢尿或血尿等症状。据相关研究

表明［５，６］，长期接触感染人群、多性伴侣、母婴遗传等均为传播

尿道尖锐湿疣的关键渠道。

ＣＯ２激光切除是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常见物理疗法之一，
其具有治愈率高、方便快捷等优势，但存在易感染、易复发的弊

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７，８］，该疗法不易根除病灶的原因如下：

（１）医护人员难以准确界定病灶切除范围及深度，不易彻底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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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病变组织，残留的亚临床感染及隐性感染病灶可能导致湿疣

复发［９，１０］；（２）利用ＣＯ２激光切除较大的尿道尖锐湿疣，易引起
出血，影响治疗效果；（３）治疗途中生成的气化物易引起感染。

病毒灵能有效抑制病毒繁殖、扩散，多用于流感、水痘、疱

疹等病症的临床治疗，偶尔有患者服用后可能出现厌食、低血

糖、发汗等不适症状，从国外文献看来，病毒灵的副作用很小，

没有检索到严重的不良反应，通过饭后服用和多喝水可以减轻

不良反应。通过本次研究笔者发现，ＣＯ２激光切除联合病毒灵
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疗效明显优于仅采用ＣＯ２激光切除疗法的临
床效果，联合疗法治愈率为９５８３％，复发率为８３３％远低于激
光组的３７０４％，表明物理疗法联合药物疗法对提升尿道尖锐
湿疣预后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示，对尿道尖锐湿疣患者采用ＣＯ２激光联合病毒灵
方案，治疗效果显著，能有效提升治愈率、降低复发率，安全可

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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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９

光动力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口、肛门尖锐湿疣的疗
效观察
陈祥恩１　王进２

１台州市立医院皮肤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２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摘　要】　目的：观察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口、肛门尖
锐湿疣（Ｃ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６９例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各２３例，Ａ组采用单纯 ＡＬＡ－ＰＤＴ治
疗，Ｂ组采用单纯 ＣＯ２激光治疗，Ｃ组采用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观察痊愈率、术后复发及不良反
应。结果：Ａ组在治疗１～４次后，１３例复发，１０例痊愈；Ｂ组１次治疗后１００％清除，术后８例复发，１５例痊
愈；Ｃ组经３例复发，痊愈２０例。三组患者痊愈率组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Ｂ与 Ｃ组比较差异显著，Ａ与 Ｃ
组比较差异不显著。三组患者术后１个月时ＡＣ复发率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术后２、３个月及１年时，Ｃ组
复发率低于其他两组，且与其他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三组均有疼痛、水肿或破溃不良反应，但组间比较

无显著差异，Ａ组与Ｃ组均无瘢痕形成及色素改变，Ｂ组６例浅表瘢痕，３例色素沉着，明显高于 Ａ组与 Ｃ
组。结论：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口、肛门ＣＡ，效果显著，复发率低，不良反应轻微，较单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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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安全有效。

【关键词】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ＣＯ２激光治疗；复发；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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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种皮肤黏膜良性
病变，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其病原体为人

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好发于生殖器、会阴及肛门等部位。尖
锐湿疣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激光、冷冻及免疫调节等，但无论

是单一疗法还是综合疗法，均存在疗效不理想或副作用大的缺

点［１］。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是一种治疗尖
锐湿疣的新型疗法，不仅明显提高了疗效，还降低了复发率及

不良反应，目前在临床上多个领域得以广泛应用［２］。我科在３
年期间对６９例患者分别采用单纯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单纯 ＣＯ２
激光治疗及 ＡＬＡ－ＰＤＴ＋ＣＯ２激光治疗，以对三种方法的疗效
及安全性进行全面比较，为临床尖锐湿疣的治疗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在我院性病门诊就诊的尖
锐湿疣患者共６９例，其中男３２例，女性３６例；年龄２５～４５岁，
平均年龄（３４８±６８）岁；病程２～２８周，平均（１６７±８９）周。
入选标准：（１）就诊前４周内未接受任何治疗，无光动力试验药
物及ＣＯ２激光治疗禁忌症

［３］；（２）皮损数量 １～５个，直径 ＜
１０ｍｍ；（３）均有典型临床表现，疣体均位于尿道口及肛门，经醋
酸白试验和（或）组织病检确诊［４］。排除标准：（１）严重瘢痕体
质者；（２）合并肿瘤、糖尿病、肾移植等免疫功能严重降低或缺
陷者，及近期接受免疫调节治疗者；（３）尖锐湿疣引起的继发感
染者；（４）合并其他疾病如支原体、衣原体及淋球菌感染对本次
试验有影响者；（５）妊娠期或哺乳期。将６８例患者按入院顺序
随机分为三组各２３例，分别采用单纯ＡＬＡ－ＰＤＴ治疗（Ａ组）、

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Ｂ组）及光动力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Ｃ组），
三组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病程、皮损大小及数量均无显著差

异，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基线资料 Ａ组（ｎ＝２３）Ｂ组（ｎ＝２３）Ｃ组（ｎ＝２３） Ｐ

年龄 ３５６±８９ ３６０±７４ ３６１±６９ ＞００５

病程 １６５±７９ １６９±８０ １６４±６９ ＞００５

皮损数量 ３５±２０ ３４±２２ ３３±１９ ＞００５

皮损直径 ５６１±２９２ ５５６±２７８ ５７０±２５６ ＞００５

疣体部位

　尿道口 ５（２１７４） ６（２６０９） ６（２６０９） ＞００５

　肛门 ８（３４７８） ８（３４７８） ７（３０４３）

　尿道口与肛门 １０（４３４８） ９（３９１３） １０（４３４８）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将５－氨基酮戊霜（生产商：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商品名：艾拉）配制成浓度为２０％的溶液待用，
先将患处进行清洁，并将毛发剃净，嘱患者先排尿，将配制好的

５－氨基酮戊霜加入基质霜敷于皮损及其周围２ｃｍ以内的皮肤
及黏膜，封包３ｈ后去除包封物，采用光动力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生产商：桂林市兴达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型号：

ＸＤ６３５ＡＢ０），设定输出波长为６３５ｎｍ，输出功率为３００ｎＷ，光斑
面积２ｃｍ［５］，将疣体分为一个或数个光斑，并逐一照射，距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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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１０～１５ｃｍ，照射时间２０ｍｉｎ，能量密度为１００Ｊ／ｃｍ２／光斑，共
治疗３次或至皮损消失，治疗间隔时间为１周。Ｂ组：常规消毒
皮损并局麻，采用 ＬＪＬ２５ＣＣＯ２激光治疗仪（生产商：上海激光
研究所，输出功率０～３０Ｗ）对所有皮损逐个进行气化，疣体较
大者分批治疗，治疗后局部外搽金霉素软膏。Ｃ组：先进行光动
力治疗，再对可见皮损进行 ＣＯ２激光治疗，治疗方法分别同 Ａ
组与Ｂ组，治疗２周后再行 ＡＬＤ－ＰＤＴ治疗，对新发皮损进行
ＣＯ２激光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疗效判定：术后定期复查，前３个月每个月复查１次，判断
疗效，评定标准［６］：痊愈：疣体完全消失，无新发皮损；复发：经

治疗痊愈后，无ＨＰＶ再接触史，原发皮损及其周围２ｃｍ内出现
新的疣体。随访１年，对术后１、２、３个月及随访１年时复发率
进行比较。

不良反应：治疗期间严密监测疼痛、瘢痕等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两两间比较采用 ＬＳＤ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结果

三组患者在本次试验期间，无脱失病列，均完成随访，Ａ组
在治疗１～４次后，６０％疣体完全脱落，术后８例复发，即痊愈１５
例；Ｂ组１次治疗后１００％清除，术后１３例复发，即痊愈１０例；Ｃ
组经１次联合治疗后１００％清除，２周后发生新发皮损，行 ＣＯ２
激光治疗，１００％临床清除，术后３例复发。三组患者痊愈率组
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三组患者术后１个月时复发率 Ａ、Ｃ组
间比较无显著差异，术后２、３个月及１年时，Ｃ组复发率低于其
他两组，且与其他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痊愈及术后１、２、３个月及１年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累积复发率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２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１年

Ａ组 ２３ １５（６５２２） ４（１７３９） ６（２６０９） ８（３４７８） ８（３４７８）

Ｂ组 ２３ １０（４３４８） ７（３０４３） １０（４３４８） １２（５２１７） １３（５６５２）

Ｃ组 ２３ ２０（８６９６） ２（８６９） ３（１３０４） ３（１３０４） ３（１３０４）

ＡＣχ２ －－ １２９８９ ３３３７ ５４１１ １２９８９ １２９８９

ＢＣχ２ ４１６７１ １５０１９ ２２８５２ ３４８４０ ４１６７１

ＡＢχ２ ９５２５ ４６７３ ６６６５ ６１５３ ９５２５

　　注：除Ａ、Ｃ组术后１个月复发率对比Ｐ＞００５外，其余各组均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Ａ、Ｃ组患者在外搽ＡＬＡ时，部分患者有可耐受轻微刺痛，

在照射后３～５ｍｉｎ后有轻微灼痛，在将输出功能适当降低后，疼
痛消失或减轻，未影响治疗，个别患者出现水肿或破溃，经外搽

红霉素软膏后，未发生创面感染，均愈合，无瘢痕形成及色素改

变。Ｂ组治疗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烧灼感，创面愈合后留有瘢痕。
Ｂ组与Ａ、Ｃ组比较，浅表瘢痕、色素沉着发生率有明显差异，其
他不良反应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 水肿或破溃 浅表瘢痕 色素沉着 色素减退

Ａ组 ２３ ６（２６０９）３（１３０４） ０ ０ ０

Ｂ组 ２３ ８（３４７８）１（４３５） ６（２６０９） ３（１３０４） ０

Ｃ组 ２３ １０（４３４８）２（８６９） ０ ０ ０

ＡＣχ２ － ６６６５ ０９７７ － － －

ＢＣχ２ － １５８９ １５４５ ３０００４ １３９５０ －

ＡＢχ２ － １７８３ ４７５６ ３０００４ １３９５０ －

Ｐ －－ ０４７６ ０５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３ －

　　注：三组两两对比Ｐ＜００５，其余各组对比Ｐ值均＞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其传统治疗方法有许

多，但仅能清除肉眼所见的疣体，对亚临床感染及潜伏感染、皮

损周围感染均难以奏效，导致后期复发率较高［７］。近年来发展

的免疫调节剂及外用细胞毒性药物治疗，常因疗程长、效果不

好或局部不良反应高而终止治疗。尖锐湿疣是一种局部增生

性疾病，皮损中ＭＣＭ－２蛋白增高及患者免疫功能缺陷或降低

也是导致复发的重要原因［８］。反复治疗不仅易形成瘢痕，也明

显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因此，降低复发也是尖锐湿疣治疗的主

要目的。

ＣＯ２激光治疗可快速清除肉眼所见疣体，准确性高，创伤

小，术后创面愈合快，是目前治疗尖锐湿疣最常用的方法，研究

显示，ＣＯ２激光治疗一次对疣体的清除率可高达１００％，痊愈率

为３７５０％，但复发率较高，高达６２５％［９］。本研究中，Ｂ组患

者治疗痊愈率为４３４８％，随访１年时复发率为５６５２％，与文

献报道一致［１０］。

ＡＬＡ－ＰＤＴ自１９９６年由国外学者首次应用，自此以后，广

泛用于尖锐湿疣的治疗。疣体局部外用ＡＬＡ后，可被疣体组织

及周围ＨＰＶ感染的细胞吸收，吸收特定波长光能后被激活，产

生光动力反应，即产生氧自由基，继而引起脂类及蛋白质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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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细胞毒性反应，其对疣体及肿瘤均有治疗作用，除以上

述作用机制外，其作用机制还体现为：（１）直接杀伤病变组织细

胞；（２）诱导免疫反应；（３）使肿瘤或疣体微血管封闭，导致肿瘤

组织及疣体缺血缺氧坏死。研究表明，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尖锐湿

疣时，对疣体及亚临床感染均有显著的防治效果，尤其对尿道

口尖锐湿疣更显现出传统治疗无法比拟的优势，安全有效，可

有效避免尿道狭窄发生。文献报道，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尿道口尖

锐湿疣，治愈率为９６３％，国外也有相关报道显示，应用ＡＬＡ－

ＰＤＴ治疗１～４次，清除率均在９０％以上［１１］。此外，文献显示，

采用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后随访１年，复发率为７６９％，复发率明

显低于传统治疗［１２］。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时不良反应少且轻微，多

表现为局部轻度灼伤或刺痛感，仅少数尿道口尖锐湿疣患者可

表现局部轻度水肿或红斑。在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时，荧光检测发

现表皮中可见砖红色荧光，而真皮为淡绿色自发性荧光，提示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时不影响真皮，且正常组织不吸收或较少吸收

ＡＬＡ，因此，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时对真皮及正常皮肤组织无毒性反

应，损伤较少，这可能是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时不产生瘢痕的理论

依据。而传统的治疗方法可引起局部出血、溃疡、瘢痕等［１３］。

虽然ＡＬＡ－ＰＤＴ有诸多优点，但也存在其不足之处，如对于体

积较大或疣体较多者，ＡＬＡ－ＰＤＴ往往需要治疗多次，疗程长，

费用高。

ＣＯ２激光治疗与ＡＬＡ－ＰＤＴ两种方法均有各自不足，将两

者联合应用可发挥协同作用，不仅有利于疣体的一次性清除，

也利于潜伏感染及亚临床感染的有效治疗，降低复发率［１４］。杨

高等［１５］对入选的１２０例患者分别采用本研究中３种方法治疗，

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术后复发及痊愈率均高于 ＡＬＡ－ＰＤＴ组

及ＣＯ２激光治疗组（Ｐ＜０００１）。本研究中，Ａ组痊愈１５例，Ｂ

组痊愈１０例，Ｃ组痊愈 ２０例，Ｂ与 Ｃ组比较差异显著（Ｆ＝

０４３７８，Ｐ＝０００２），Ａ组与Ｃ组比较差异不显著（Ｆ＝０２１７４，Ｐ

＝０１０８）。术后２、３个月及１年时，Ｃ组复发率低于其他两组，

且与Ｂ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２２，０００５，００２２）。

综上所述，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口、肛门尖锐

湿疣痊愈率高，复发率低，且无瘢痕形成及皮肤色素改变，与单

纯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或 ＣＯ２激光治疗相比，安全有效，但本研也

有局限性，由于本研究中样本例数偏少，对于不同部位尖锐湿

疣的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对于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 ＣＯ２激

光治疗与单纯ＡＬＡ－ＰＤＴ相比，未显现出明显的治疗优势，也

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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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在尖锐湿疣检测诊断中的应用
研究
何云飞　刘丽华　杨万军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四川 攀枝花 ６１７０６７

【摘　要】　目的：对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在尖锐湿疣检测诊断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分析。方法：随机选
取我院收治的２００例尖锐湿疣患者及高危人群，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所选患者进行ＨＰＶ－ＤＮＡ分
型检测，总结分布特征。结果：尖锐湿疣患者 ６１例，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单型感染中，６／１１型为
９００％，１６／１８型为３３％，６／１１型、１６／１８型混合感染为３３％。有尖锐湿疣病史患者３３例，ＨＰＶ－ＤＮＡ检
出率为３６４％；配偶或性伴侣为尖锐湿疣患者２５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８０％；非尖锐湿疣患者３５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００％；不洁性行为史自检患者４６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６１％。结论：尖锐湿疣
患者及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中ＨＰＶ以６／１１型最为多见，尖锐湿疣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均
较高，且女性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高于男性，临床应加强对此类高危人群的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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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临床又称生殖器疣、
病毒疣、性病疣，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好发于１８～５０岁中
年人群体，是通过人类乳头瘤病毒引发的增生性疾病，主要传

染途径为性接触传播。尖锐湿疣作为皮肤科临床上多见的疾

病，现阶段针对尖锐湿疣的临床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且均能够

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但是普遍存在容易复发的确定［１，２］。近

些年，尖锐湿疣已逐渐成为临床性病防治关注热点，研究发现

合并感染其他性病对造成复发存在重要影响。本次研究随机

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我院收治的２００例尖锐湿
疣患者及高危人群，通过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初步了

解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在尖锐湿疣检测诊断中的应用，旨在提
高对尖锐湿疣患者的诊断能力，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期间收治的２００例尖锐湿疣患者及高危人群，尖锐湿疣患者行
细胞学检查可见阴道或宫颈疣组织涂片中存在空泡化细胞与

角化不良细胞同时存在，临床上表现为生殖器或肛周附近出现

丘疹和菜花状、鸡冠状或乳头状的肉质赘生物。高危人群与尖

锐湿疣确诊患者行细胞学检查结果基本一致，但尚未表现出典

型临床症状。行荧光定量 ＰＣＲ（ＦＱ－ＰＣＲ）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
测，男性 ８７例，女性 １１３例；年龄范围 １９～７１岁，平均年龄
（３２５±４９）岁。其中尖锐湿疣患者可见疣体者６１例（男性３０
例，女性３１例）；高危人群未见疣体，但可疑ＨＰＶ感染者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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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１３９例（男性５９例，女性８０例），分别有：（１）有尖锐湿疣
病史３３例（男性１３例，女性２０例）；（２）配偶或性伴侣为尖锐
湿疣患者２５例（男性１０例，女性１５例）；（３）非尖锐湿疣患者
（淋病、宫颈炎等性病患者）３５例（男性１３例，女性２２例）；（４）
不洁性行为史自检患者４６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２３例）。
１２　方法

标本收集：部分尖锐湿疣患者暴露疣体，进行常规消毒，应

用眼科无菌小镊子摘取约为０５ｍｍ３疣体组织；其他患者收集
分泌物，男性患者于尿道应用无菌藻酸钙棉拭子轻缓伸入２～
３ｃｍ，旋转３６０°，停留２ｓ取出；女性患者于宫颈糜烂面或者相应
炎性反应部位应用无菌棉拭子反复摩擦后取出，置入０５ｍＬ培
养液中送检。

检测方法：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ＦＱ－ＰＣＲ）对所选
患者进行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ＦＱ－ＰＣＲ扩增仪选取瑞士罗
氏公司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ＩＩ型，ＨＰＶ－ＤＮＡ试剂盒选自广州中山
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每份标本均检测６／１１、１６／１８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２００例研究人员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测后，采用回顾性分
析法，根据医院尖锐湿疣相关规范准则设计调查表，将各项观

察指标详细记录于调查表中，通过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分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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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组尖锐湿疣患者及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２００例患者经 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后，对不同类型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进行观察。尖锐湿疣患者６１例，ＨＰＶ
－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单型感染中，６／１１型为９００％，１６／１８型
为３３％，６／１１型、１６／１８型混合感染为３３％。有尖锐湿疣病
史患者３３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３６４％；配偶或性伴侣为尖
锐湿疣患者２５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８０％；非尖锐湿疣患
者３５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００％；不洁性行为史自检患者
４６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６１％。见表１。

表１　该组尖锐湿疣患者及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组别 性别 例数
ＨＰＶ－ＤＮＡ各型阳性例数

６／１１ １６／１８ ６／１１＋１６／１８

阳性率

（％）

尖锐湿疣

患者

男性 ３０ ２７ １ １ ９６７

女性 ３１ ２７ ２ １ ９６８

有尖锐湿疣

病史

男性 １３ ２ １ １ ３０８

女性 ２０ ５ １ ２ ４００

配偶或

性伴侣

男性 １０ １ １ ０ ２００

女性 １５ ３ ２ ０ ３３３

非尖锐湿疣

患者

男性 １３ ２ ０ ０ １５４

女性 ２２ ４ １ ０ ２２７

不洁性行为史

自检患者

男性 ２３ ３ １ ０ １７４

女性 ２３ ５ ２ １ ３４８

２２　２００例患者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２００例患者经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后，对其ＨＰＶ－ＤＮＡ分

型检测结果进行观察。２００例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
４８５％，单型感染中以６／１１型为主，阳性率为３９５％，其次为
１６／１８型，６０％，６／１１型、１６／１８型混合感染３０％。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例患者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性别 例数
ＨＰＶ－ＤＮＡ各型阳性例数

６／１１ １６／１８ ６／１１＋１６／１８

阳性率

（％）

男性 ８７ ３５ ４ ２ ４７１

女性 １１３ ４４ ８ ４ ５２０

合计 ２００ ７９ １２ ６ ４８５

２３　１３９例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２００例患者经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后，对１３９例高危人群

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进行观察。１３９例高危人群 ＨＰＶ－
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７３％，男性患者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０３％，
女性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３２５％，女性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
阳性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５１，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１３９例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结果

性别 例数
ＨＰＶ－ＤＮＡ各型阳性例数

６／１１ １６／１８ ６／１１＋１６／１８

阳性率

（％）

男性 ５９ ８ ３ １ ２０３

女性 ８０ １７ ６ ３ ３２５

合计 １３９ ２５ ９ ４ ２７３

#

　讨论
尖锐湿疣的病原体为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ＨＰＶ是一种

ＤＮＡ病毒，病毒颗粒直径约为５０～５５ｎｍ。ＨＰＶ核心是 ＤＮＡ双
链，ＨＰＶ基因组由核心 ＤＮＡ双链构成，包括７９００个核苷酸、碱
基。相关医学研究指出，ＨＰＶ与临床疾病宫颈癌、阴茎癌引发
存在重要关联性，是现阶段 ＳＴＤ研究热点之一［４，５］。最新医学

研究表明ＨＰＶ存在１００多类亚型，认为尖锐湿疣与其中３０多
种ＨＰＶ亚型存在一定关联。按照诱发生殖器恶性肿瘤机会的
不同，ＨＰＶ可分成高、中、低各型。其中高危型分别有 １６、１８、
３１、３９等，其中１６和１８型最多见；中危型分别有２６、５３等；低危
性分别有６、１１、４２、５４等，其中６和１１型最多见［６－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尖锐湿疣患者６１例，ＨＰＶ－ＤＮＡ分型
检测结果单型感染中，６／１１型为９００％，１６／１８型为３３％，６／
１１型、１６／１８型混合感染为３３％。有尖锐湿疣病史患者３３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３６４％；配偶或性伴侣为尖锐湿疣患者２５
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８０％；非尖锐湿疣患者３５例，ＨＰＶ
－ＤＮＡ检出率为２００％；不洁性行为史自检患者４６例，ＨＰＶ－
ＤＮＡ检出率为 ２６１％。２００例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
４８５％，单型感染中以６／１１型为主，阳性率为３９５％，其次为
１６／１８型，６０％，６／１１型、１６／１８型混合感染３０％。１３９例高危
人群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７３％，男性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
率为２０３％，女性患者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３２５％，女性患者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５５１，Ｐ＜００５）。认为临床治疗尖锐湿疣患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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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法是对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进行改善，并对患者机体表

面病毒进行清除等［９，１０］。由于尖锐湿疣受潜伏感染或亚临床感

染影响，往往会出现复发情况，其中其他感染性病分泌物经常

溢出、污染的部位是尖锐湿疣最易出现复发的部位［１１］。临床观

察显示，大量稀薄、脓性分泌物溢出者以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

居多，受分泌物反复刺激作用，患者皮肤黏膜会出现毁损情况，

从而对机体皮肤屏障功能造成不良影响，负面提升了人体乳头

瘤病毒接种于皮肤黏膜的可能，还发现婚前性行为是感染尖锐

湿疣等性病的首要途径之一［１２，１３］。

总而言之，尖锐湿疣患者及高危人群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
中ＨＰＶ以６／１１型最为多见，尖锐湿疣高危人群 ＨＰＶ－ＤＮＡ阳
性率均较高［１４，１５］，且女性ＨＰＶ－ＤＮＡ阳性率高于男性，临床应
加强对此类高危人群的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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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尖锐湿疣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特点
分析
苏学飞１　黄建国２　陈广新１　朱秋玲１

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广州 ５１０８００
２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皮肤科，广州 ５１０８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尖锐湿疣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特点分析。方法：选择８６例男性
尖锐湿疣患者为观察组，８６例健康男性为对照组，根据患者主诉记录临床特征，采用醋酸白试验和 ＵＵ培养
基检测判定复发情况。结果：８６例ＣＡ患者中，共４１例患者检出解脲支原体感染，占４７７％。８６例对照组
中，共９例检出解脲支原体感染，占１０５％；二者检出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单纯ＣＡ组患者复
发７例，复发率为１５６％；ＣＡ合并 ＵＵ组患者复发１６例，复发率为３９０％，二者复发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
异，合并ＵＵ感染更易复发；４１例ＵＵ阳性患者中，２１例患者出现尿道口黏膜明显充血发红，占５１２％；２４例
患者镜检出现多形核白细胞，占５８５％；５例患者主诉提及尿急、尿频、尿道不适，尿道分泌物等尿道炎症状，
占１２２％。结论：尖锐湿疣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是导致尖锐湿疣复发的重要因素，需尽早进行常规检查和
化验，并进行规范化治疗。

【关键词】　尖锐湿疣；解脲支原体感染；性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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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男科常见疾病，多合
并其它性传播疾病［１］，其中以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
ｕｍ，ＵＵ）感染最为常见［２，３］。此病容易复发，被称为性病防治的

难题。临床医生诊治ＣＡ时，多关注特征性皮肤损害［４］，易忽视

共存的ＵＵ感染，从而贻误治疗［５，６］。本文旨在探讨男性尖锐湿

疣患者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研究，现将研究

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在我院性病门诊
就诊的尖锐湿疣患者 ８６例，均为男性，年龄 ２０～６２岁，平均
（３１５±６３）岁；２０～３０岁２６例，３０～４０岁４０例，４０岁以上２０
例；已婚４１例，未婚４５例；病程１４ｄ～１５个月，平均（３４±２７）
个月。选择同期在我院行体检证实健康的８６例男性作为对照
组，年龄１９～６７岁，平均（３２１±５９）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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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可视性疣体个数 ＜１０，单个疣体面积≤

１０ｍｍ２；（２）知情同意自愿入组者。排除标准：（１）过敏体质者；
（２）疣体糜烂出血者；（３）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原发性疾病者。
１３　方法

根据患者主诉记录患者疣体状况，记录内容包括大小、数

目、生长时间、部位、形状等信息。询问患者是否出现尿急、尿

痛、尿道灼热及阴部不适等慢性前列腺炎或尿道炎症状。检查

尿道口，查看外关是否明显水肿，同时挤压尿道口，观察是否有

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等体征。

将浓度为 ５％的醋酸液以棉签涂抹在可疑受损皮肤上，
１ｍｉｎ后观察结果。醋酸白试验阳性结果：尖锐湿疣的疣体色泽
发白。

棉签深入患者尿道，旋转数圈，静止３０ｓ后取出。棉签在
ＵＵ培养基中洗涤挤干，之后放置于 ３７℃恒温孵育箱中培养
４８ｈ。ＵＵ培养阳性结果：培养基颜色明显变红，且清亮状。
１４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ＵＵ检出率比较

８６例ＣＡ患者中，共４１例患者检出 ＵＵ，占４７７％。８６例
对照组中９例检出ＵＵ，占１０５％，二者检出率比较具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ＣＡ组与对照组的ＵＵ检出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ＵＵ检出例数 ＵＵ检出率（％）

ＣＡ组 ８６ ４１ ４７７

对照组 ８６ ９ １０５

χ２ － － ２８８７３

Ｐ值 － － ＜００５

２２　合并ＵＵ感染的ＣＡ患者复发率
单纯ＣＡ组患者复发７例，复发率为１５６％；ＣＡ合并 ＵＵ

组患者复发１６例，复发率为３９０％；由此可见，单纯 ＣＡ组与
ＣＡ合并ＵＵ组比较，复发率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合并 ＵＵ感
染更易复发。见表２。

表２　合并ＵＵ感染的ＣＡ组患者复发率（％）

组别 例数 复发例数 复发率（％）

单纯ＣＡ组 ４５ ７ １５６

ＣＡ合并ＵＵ组 ４１ １６ ３９０

χ２ － － ６０３１

Ｐ值 － － ＜００５

２３　ＵＵ阳性患者其它症状发生率
４１例ＵＵ阳性患者中，２１例患者出现尿道口黏膜明显充血

发红，占５１２％；２４例患者镜检出现多形核白细胞，占５８５％；５

例患者主诉提及尿急、尿频、尿道不适，尿道分泌物等尿道炎症

状，占１２２％。
#

　讨论
近年来，尖锐湿疣发病率迅猛增加，是目前发病率第二高

的性传播疾病，仅次于非淋菌性尿道炎［１０］。尖锐湿疣患者具有

一目了然的特征性皮损，因此临床医生体检时易于发现，但是，

由衣原体和支原体所致的尿道炎则症状轻微，不易发现而被忽

视［７，８］。尖锐湿疣由人乳头瘤状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感染所致，久治不愈可转变为浸润癌或原位癌［９］。因此，

尖锐湿疣患者尽早规范化治疗十分重要。ＨＰＶ多在温暖潮湿
的部位繁殖，首先侵入皮肤黏膜棘细胞内，进入胞核内，进而引

起棘细胞增生。ＨＰＶ主要通过性接触感染，也有间接接触感染
的，但是不论何种感染宿主都是人体。

在该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均发挥作

用，但主要为细胞免疫，一旦细胞免疫功能发生异常，则大大增

加了ＨＰＶ感染率，同时复发几率也会随之增加。尖锐湿疣患者
常合并其它性传播疾病感染，其中最为常见是解脲支原体感

染。ＵＵ感染隐匿性强，大多症状轻微，极易被忽视，导致治疗
不及时，从而与尖锐湿疣相互交织难愈，进一步减弱患者免疫

力［１１］。患者局部黏膜免疫力降低，使得 ＨＰＶ更易侵入而产生
新疣体［１２］，新旧疣体交替恶性循环，ＵＵ患者的局部炎性反应，
进一步扩散，与ＨＰＶ感染相互作用，增加复发率。解脲支原体
主要由性传播致病，是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病原体之一，若

上行感染，则导致前列腺炎和慢性附睾炎，ＵＵ多寄生于男性阴
茎、尿道等处［１３，１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８６例尖锐湿疣患者中，共４１例（４７７％）
患者检出ＵＵ。８６例对照组中，共９例（１０５％）检出 ＵＵ，二者
检出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单纯尖锐湿疣组患者
复发７例，复发率为１５６％。尖锐湿疣合并ＵＵ组患者复发１６
例，复发率为３９０％，二者复发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合并
ＵＵ感染更易复发［１５］。４１例ＵＵ阳性患者中，２１例（５１２％）患
者出现尿道口黏膜明显充血发红，２４例（５８５％）患者镜检出现
多形核白细胞，５例（１２２％）患者主诉提及尿急、尿频、尿道不
适，尿道分泌物等尿道炎症状。

综上所述，尖锐湿疣合并解脲支原体感染是导致尖锐湿疣

复发的重要因素，需尽早进行常规检查和化验，并进行规范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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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和白介素 －６的水平检测在尖
锐湿疣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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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析血清ＴＮＦ－α和白介素－６（ＩＬ－６）的水平检测在尖锐湿疣疾病诊断中发挥的作
用。方法：选择我院于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共收治的４７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观察组，另外
从我院随机抽取４７名健康体检人作为研究对照组。测定两组患者血清中的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水平并进行
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血清中ＴＮＦ－α水平（２６５２±７０８）ｇ／ｍＬ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８８３±８８６）ｇ／ｍＬ，对
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血清中ＩＬ－６水平（３４１７±８０４）ｇ／ｍＬ明显低于对照
组（４８９２±６６８）ｇ／ｍＬ，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尖锐湿疣患者血清中的 ＴＮＦ－α
和ＩＬ－６水平是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可以直接反映出患者此时细胞免疫功能的高
下，为尖锐湿疣疾病的临床确诊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还可以明确疾病的严重程度，应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　ＴＮＦ－α；ＩＬ－６；巨噬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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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４８９２±６６８）ｇ／ｍ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Ｎ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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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ａｎｄＩＬ－６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ｉｓａ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ｍ
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ｎｅｓｓｗｅｔｗ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ＮＦ－α；ＩＬ－６；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种常见的性传
播疾病，主要是由于人体的肛门、会阴或者生殖器感染人乳头

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所导致［１］。因此尖锐湿疣

的发生、发展以及消退都会引起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发生一定程

度的改变，而直接参与机体细胞免疫过程的白细胞介素６（ＩＬ－
６）和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等指标［２］也会由于参与患者

的病理生理过程而发生变化。本文将我院收治的４７例尖锐湿
疣患者与健康人作血清中的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水平进行对比，
探析其在尖锐湿疣患者诊断过程中的作用，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所收治的尖锐湿疣
患者中随机抽取４７例作为研究观察组，所选患者均符合卫生部
卫生防疫司制订的诊断标准［３］。其中男３０例，女１７例；年龄
２６～６２岁，平均（４２４±３１）岁；病程２个月到１４个月之间，平
均病程为（７３±１１）个月。另外从我院随机抽取４７名健康体
检人作为研究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的

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可以进行此次研究。
１２　测定方法

测定两组患者的细胞因子，两组患者均抽取２ｍＬ静脉血，
进行离心，之后取血清，放置在零下２０℃环境下待检。使用双
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清中的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这两项指
标，操作方法参照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上海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说明书。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对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指标的含量

进行测定，通过与正常人群血液中以上指标含量的对比来探析

尖锐湿疣患者血液中以上指标的变化情况，以此为该病的诊断

提供指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和处理研究所得数据，计量

资料采取（珋ｘ±ｓ）形式表示，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比较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ＴＮＦ－α变化

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ＴＮＦ－α水平（２６５２±７０８）ｇ／ｍＬ明
显低于对照组（３８８３±８８６）ｇ／ｍＬ，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ＴＮＦ－α水平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ＴＮＦ－α（ｇ／ｍＬ）

观察组 ４７ ２６５２±７０８

对照组 ４７ ３８８３±８８６

ｔ － １０３１４

Ｐ － ＜００５

２２　ＩＬ－６变化
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ＩＬ－６水平（３４１７±８０４）ｇ／ｍＬ，明显

低于对照组（４８９２±６６８）ｇ／ｍＬ，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ＩＬ－６水平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Ｌ－６（ｇ／ｍＬ）

观察组 ４７ ３４１７±８０４

对照组 ４７ ４８９２±６６８

ｔ － ９２７１

Ｐ － ＜００５

#

　讨论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都是机体中广泛存在并且参与到一系列

的病理生理过程中的重要细胞因子，主要由上皮细胞、单核细

胞以及淋巴细胞产生，二者与机体的免疫状态之间均有着密切

关系。其中血清中的ＴＮＦ－α可以激活体内的ＮＫ细胞核Ｔ细
胞，让中性粒细胞以及单核巨噬细胞不断活化和趋近，进而增

强宿主细胞的防御能力［４，５］。并且适量的 ＴＮＦ－α还可以抑制
甚至杀死出现病毒感染的细胞，发挥抗病毒作用。而血清中的

ＩＬ－６则可以对调节 Ｂ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作用进行调节，促
进Ｔ淋巴细胞发生增生活化，以此发挥抗病毒作用［６－８］。正是

因为以上原因，因此存在尖锐湿疣疾病患者血清中的 ＴＮＦ－α
和ＩＬ－６就会在机体的抗病毒过程中被消耗，含量水平自然就
会明显减少［９，１０］。王岚等人的相关研究证实，将尖锐湿疣患者

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培养之后，其上清液分泌的 ＴＮＦ－Ａ和 ＩＬ
－６物质以及体组织血清中的ＩＬ－６和 ＩＬ－８含量都明显比正
常人低，提示尖锐湿疣患者的淋巴细胞功能缺陷可能就会全身

和皮损局部单核细胞功能的下降所导致。

在本次研究中，尖锐湿疣患者血清中的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
水平也明显低于健康人，与相关研究的结果保持一致［１１］，再次

证实对于尖锐湿疣患者来说，细胞免疫功能的减弱就是最主要

的原因，而血清中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水平的下降也成为该病患
者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水平还可以直接反
映出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高下，以此确定疾病的严重程

度［１２，１３］。因此在临床尖锐湿疣患者的诊断过程中，可以直接通

过对患者实际情况的详细了解以及血清中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水
平的测定予以确诊，为疑似患者的确诊提供有力依据的同时，

患者的确诊过程也得以加快，准确率更高［１４，１５］。

综上，尖锐湿疣患者血清中的ＴＮＦ－α和ＩＬ－６水平是患者
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一个显著特征［１６］，并且可以直接反映出患

者此时细胞免疫功能的高下，为尖锐湿疣疾病的临床确诊提供了

重要依据，同时还可以明确疾病的严重程度，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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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３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单纯疱疹病毒抗体在生殖器
疱疹筛查中的应用
徐雪峰１　皮治兵２

１江山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１００
２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抗体对生殖器疱疹筛查的意义。
方法：选取５０例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我院治疗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将其作为试验组，使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进行ＨＳＶ抗体检测，另外选择５０例健康体检人员血清作为对照组。结果：在５０例疑似生殖
器疱疹患者ＨＳＶ－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为１４％，３２％，ＨＳＶ－ⅡＩｇＭ检出率为２０％，ＨＳＶ－ⅡＩｇＧ
的检出率为３４％；在对照组中ＨＳＶ－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为０８％，１４％，ＨＳＶ－ⅡＩｇＭ检出率为
１０％，ＨＳＶ－ⅡＩｇＧ的检出率为２４％，两组患者ＨＳＶ抗体检测阳性率有显著的不同，二者明显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检出率高，酶联免疫检测 ＨＳＶ抗原的
方法可直接检测出泌尿生殖道及皮损中ＨＳＶ病原体，在生殖器疱疹筛查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　生殖器疱疹；单纯疱疹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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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主要是由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很常
见的性传播疾病，是生殖器溃疡最常见的根源之一，临床表现

丰富多样，对于这类疾病的诊断大部分主要依赖于病史和临床

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情况［１］。在全世界范

围内，生殖器疱疹是生殖器溃疡的主要病根［２］。在发达国家，

尽管有一半新病例都是 ＨＳＶ－１感染，但是大多数生殖器疱疹
还是由ＨＳＶ－２感染引起的［３］。在疱疹病毒中，ＨＳＶ－１和
ＨＳＶ－２都是双链ＤＮＡ病毒。两者染色体结构类似，可以借助
血清学进行鉴别，ＨＳＶ感染可以增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机
会。本文选取５０例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我院治疗疑
似生殖器疱疹患者，将其作为试验组，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进行ＨＳＶ抗体检测，另外选择５０例健康体检人员血清作为对
照组。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５０例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我院治疗疑似生
殖器疱疹患者，将其作为试验组，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

ＨＳＶ抗体检测，另外选择５０例健康体检人员血清作为对照组。
其中试验组有男性患者２２例，女性患者２８例，患者年龄分布为
３５～７２岁，平均年龄为（４９６±８２）岁，经过医学检查后发现：
患者具有非婚性接触史；患者生殖器外部具有水疱，脓疱等等

病损；泌尿生殖器有红、痛痒以及宫颈糜烂等等。只要满足上

述任何一条症状都可以采集血清；其中对照组有男性患者２６
例，女性患者２４例，患者年龄分布为 ３７～６９岁，平均年龄为
（５０１±７７）岁，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的基本
情况比较见表１。
１２　方法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ＩｇＧ和 ＩｇＭ抗体检测试剂使用美国
美德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操作流程和方法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４］。

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的比较

组别（ｎ） 男性患者例数 女性患者例数 平均年龄

试验组（５０） ２２ ２８ ４９６±８２

对照组（５０） ２６ ２４ ５０１±７７

ｔ值 ６２５８ ７３５９ ８３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值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清ＨＳＶ抗体检测比较

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患者的检测都顺利完成，其中在５０例
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ＨＳＶ－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为
１４％，３２％，，ＨＳＶ－ⅡＩｇＭ检出率为２０％，ＨＳＶ－ⅡＩｇＧ的检出
率为３４％；在对照组中ＨＳＶ－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
为６０％，１４％，ＨＳＶ－ⅡＩｇＭ检出率为１０％，ＨＳＶ－ⅡＩｇＧ的检
出率为２４％，两组患者ＨＳＶ抗体检测阳性率有显著的不同，二
者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ＨＳＶ抗体检测比较

组别（ｎ） ＨＳＶ－ＩＩｇＭ ＨＳＶ－ＩＩｇＧＨＳＶ－ⅡＩｇＭ ＨＳＶ－ⅡＩｇＧ

试验组（５０） ７（１４０） １６（３２） １０（２０） １７（３４）

对照组（５０） ３（６０） ７（１４） ５（１０） １２（２４）

χ２值 ２４１３ ３０４７ ２３０５ ６２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当前，生殖器疤疹已经逐渐成为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大

多数典型的病例可以通过临床症状及病史诊断，但是伴随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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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部非典型溃疡性皮损逐渐增多，以及泌尿生殖道内的症状很

难被观察，非常容易造成临床医师误诊，让 ＨＳＶ感染发病率增
加。近年来，生殖器疱疹患者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表现尤为明显，患病人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生殖器疱疹

主要是因为ＨＳＶ感染导致的一种常见性传播疾病，ＨＳＶ－Ⅰ和
ＨＳＶ－Ⅱ２个血清型都可以导致生殖器慢性炎症，同时具有反
复发作和致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孕妇和围产儿都会引起

严重的后果，可能引起女性不孕、流产、甚至是新生儿的死

亡［５］。隐性患者和亚临床无症状生殖器疱疹患者，是传染源的

主要途径，由于没有进行及时的发现，此类感染者没有采取对

应的预防措施，是引起生殖器疱疹流行的关键因素，所以实验

室诊断对于病程监控、指导治疗方案以及预测疾病进程等方面

具有非常关键的价值［６－８］。目前其主要的检测方法有抗原抗体

检测、病毒培养以及其他方面的检测方法，主要的还是以病毒

培养为主要方式。但是在具体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因为其检测

周期长，而且操作繁杂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并不突出［９］。

生殖器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是不可治愈的复发性、终生性疾病，

具体表现为生殖器疱疹，以及无症状性病毒排出。生殖器疱疹

是生殖器溃疡的主要原因，已经成为目前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１０］。因为临床诊断的不敏感和非特异性，经常需要

通过病毒学以及血清学进行检查确诊［１１，１２］。而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检测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抗体在生殖器疱疹中的诊断，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研究疑似患者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具体

情况［１３］。

从上文的两组患者的试验对比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通过两

组患者的血清ＨＳＶ抗体检测比较发现，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患
者的检测都顺利完成，其中在５０例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ＨＳＶ－
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为１４％，３２％，ＨＳＶ－ⅡＩｇＭ检
出率为２０％，ＨＳＶ－ⅡＩｇＧ的检出率为３４％；在对照组中ＨＳＶ－
ＩＩｇＭ，ＨＳＶ－ＩＩｇＧ的检出率依次为０８％，１４％，ＨＳＶ－ⅡＩｇＭ
检出率为１０％，ＨＳＶ－ⅡＩｇＧ的检出率为２４％，两组患者 ＨＳＶ
抗体检测阳性率有显著的不同，二者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疑似生殖器疱疹患
者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检出率高，酶联免疫检测 ＨＳｖ抗原的方法
可直接检测出泌尿生殖道及皮损中ＨＳＶ病原体，进而为生殖器
疮疹诊断提供准确的实验依据其敏感性、特异性高、快捷，值得

在临床推广应用［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血清ＨＳＶ抗体不但在典型症状者提高，而且能
检出无症状的感染者，另外其检测方法非常迅速、方便以及其

他方面等优点，可以为临床ＨＳＶ感染的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提
供关键依据，特别是临床症状不是非常明显的患者和复发患

者，让患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降低传染性。本实验所采用的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ＨＳＶ抗原的方法，结果准确可靠，而且

操作简便，基本上不需要特殊设备，能够成为临床常规检测手

段，可以充分的考虑在生殖器疱疹的筛查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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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３０）：３００４－３００６．

［９］　邵晓丹，钟羽西，田秀红，等．上海闵行区性病门诊病人生殖器疱
疹患病率和２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率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６７－６８．

［１０］　夏利，刘升学，孟坚，等．亚临床型生殖器疱疹脱排病毒及药物感
染干预的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８）：４９－５２，５５．

［１１］　廖金英．２３０例性病门诊患者单纯疱疹病毒检测结果分析．医学
临床研究，２００６，２３（７）：１０８８－１０８９．

［１２］　彭志文．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单纯疱疹病毒的临床应用价值．检
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０７，４（１２）：１１７６－１１７７．

［１３］　张学忠，秦应艺．泛昔洛韦与阿昔洛韦辅治带状疱疹的疗效观
察．临床合理用药，２０１０，３（２３）：５５－５６．

［１４］　杨勇，孙伟，吴保华．１２０２例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ＨＳＶ基因检测
结果分析．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３，７（１８）：２５７－２５８．

［１５］　黄烟贵，曹明．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对精液质量和细胞免疫功能
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４９－５１．

［１６］　ＰｏｏｒａｎＡ，ＢｏｏｔｈＨ，ＭｉｌｌｅｒＲＦ，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ｉｎｇｌｅｏｒｄｕ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ｌａｔｅｎｔ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ａ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ＭＣＰｕｌｍＭｅｄ，２０１０（１０）：７．

［１７］　ＨａｎｇＮＴＬ，ＬｉｅｎＴＬ，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ｓｓａｙｆｏｒ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１（６）：ｅ２３８０６．

［１８］　ＴａｎＫＣ，ＬａｉＣＣ，ＬｉｎＳＨ，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ｐｏｔａｓｓａ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ｙ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ｕｓ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ｎｄｐｙｏｍｙｏｓｉｔｉｓ．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１（４４）：３９７－４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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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惠月红（１９７０－），女 ，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
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４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母婴阻断综合干预措施探讨
惠月红１　朱巧君２

１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２
２温岭市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摘　要】　目的：对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母婴阻断综合干预措施展开研究分析。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收治的１００例艾滋病感染孕产妇，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对照组给予
常规母婴阻断干预方法，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综合干预方法，对两组干预后阳性孕产妇及所产婴儿

的母婴阻断情况进行观察对比。结果：研究组所生婴儿３７例（７４０％），婴儿失访１例（２７％），婴儿存活３６
例（９７３％），婴儿ＨＩＶ阳性１例（２７％）；对照组分别为４３例（８６０％），９例（２０９％），３４例（７９１％），４例
（９３％）；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 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７２０％，终止
妊娠率２６０％；对照组分别为３００％，１４０％；研究组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终止妊娠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孕期服药率５８０％，产时服药率８６０％，婴儿服药率
９６０％；对照组分别为１８０％，５４０％，５８０％；研究组孕期服药率、产时服药率及婴儿服药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早期诊断、发现ＨＩＶ阳性病例，开展针对性综合干预措施，
是降低ＨＩＶ母婴传播的重要手段，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　艾滋病感染；母婴阻断；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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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母婴传播是指艾滋病感染女性在妊娠期间 将自身ＨＩＶ病毒传染给胎儿或者婴儿，使得胎儿或婴儿感染的
过程。受妊娠期女性艾滋病感染率不断升高影响，儿童艾滋病

发病率也显著提升，母婴传播已成为年龄１５岁以下少儿艾滋病
感染的最主要途径［１］。ＨＩＶ主要存在于感染者和病人的血液、
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中。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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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性行为；（２）静脉注射吸毒；（３）母婴传播；（４）血液及血制
品（包括人工受精、皮肤移植和器官移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国务院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

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也会导致

梅毒发病数逐年上升，特别是艾滋病经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已

经达到８７１％。本次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
期间收治的１００例艾滋病感染孕产妇，通过对其临床资料进行
综合分析，初步了解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母婴阻断综合干预措

施，旨在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母婴阻断综合干预措施提供有利

依据，现内容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
收治的１００例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有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均经
过产前检测发现艾滋病抗体阳性［２］，并由患者本人或家属在同

意书上签字，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５０
例。研究组中，年龄范围２２～３６岁，平均年龄（２５３±３８）岁；
孕期３６～３７周４例，３７～４０周３９例，４０～４２周７例；艾滋病感
染期３７例，艾滋病无症状期 １３例；传播途径：性传播感染 ２６
例，静脉吸毒１８例，输血感染４例，其他２例。对照组中，年龄
范围２１～３７岁，平均年龄（２５１±４１）岁；孕期３６～３７周３例，
３７～４０周３８例，４０～４２周９例；艾滋病感染期３６例，艾滋病无
症状期１４例；传播途径：性传播感染２４例，静脉吸毒１９例，输
血感染５例，其他２例。两组患者年龄、孕周、病情等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母婴阻断干预方法，跟踪患者意愿开展随

访工作；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综合干预方法，对孕产妇

施行早期发现和婴儿抗体检测结果的确认，针对目标人群，进

行及时有效的跟进随访，随访专职人员进行咨询、婚育指导工

作，早发现、早管理，向患者提供产前检测服务、产时产后卧床

旁边沟通服务，积极向患者提供热情的关怀和专业的母婴保健

指导，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并开展良好的孕产妇孕期、产时及

产后情况跟踪随访，明确产后婴儿喂养情况，给予免费奶粉支

持人工喂养，同时积极进行产妇和婴儿情况的持续跟进，确保

全面完整持续获取信息。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１００例研究对象经不同干预措施后，采用回顾性分析

法，根据医院艾滋病感染相关规范准则设计调查表，将各项观

察指标详细记录于调查表中，通过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分析［３］。

对两组产妇及其所产婴儿随访干预结果进行观察对比，判定干

预效果。观察内容包括，终止妊娠的孕产妇例数以及服药阻断

率；艾滋病感染产妇所产婴儿随访工作情况：婴儿失访情况、婴

儿存活情况及婴儿 ＨＩＶ阳性率。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
＝（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例数／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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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母婴阻断一般情况对比

研究组所生婴儿３７例（７４０％），婴儿失访１例（２７％），婴
儿存活３６例（９７３％），婴儿ＨＩＶ阳性１例（２７％）；对照组分别
为４３例（８６０％），９例（２０９％），３４例（７９１％），４例（９３％）；
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母婴阻断一般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所生婴儿 婴儿失访 婴儿存活 婴儿ＨＩＶ阳性

研究组 ５０ ３７（７４０） １（２７） ３６（９７３） １（２７）

对照组 ５０ ４３（８６０） ９（２０９） ３４（７９１） ４（９３）

χ２值 ９８３２ ８６４２ ６３５３ ７３８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孕产情况对比
研究组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 ７２０％，终止妊娠率

２６０％；对照组分别为３００％，１４０％；研究组ＨＩＶ阳性产妇中
孕期发现率、终止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产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 终止妊娠率

研究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 １３（２６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５（３００） ７（１４０）

χ２值 ７９３６ ８６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母婴阻断随访干预情况对比
研究组孕期服药率５８０％，产时服药率８６０％，婴儿服药

率９６０％；对照组分别为１８０％，５４０％，５８０％；研究组孕期
服药率、产时服药率及婴儿服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母婴阻断随访干预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孕期服药率 产时服药率 婴儿服药率

研究组 ５０ ２９（５８０） ４３（８６０） ４８（９６０）

对照组 ５０ ９（１８０） ２７（５４０） ２９（５８０）

χ２值 ６９６３ ５１６４ ７７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艾滋病属于受ＨＩＶ病毒感染所致的性传播疾病，造成持续

性免疫失常、多器官机会性感染积恶性肿瘤，性接触传播、血液传

播及母婴传播等为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４～６］。其中不安全性行

为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达８７１％。这是由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精液
或阴道分泌物中有大量的病毒，在性活动（包括阴道性交、肛交和

口交）时，由于性交部位的摩擦，很容易造成生殖器黏膜的细微破

损，这时，病毒就会趁虚而入，进入未感染者的血液中。特别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直肠的肠壁较阴道壁更容易破损，所以肛门性交

的危险性比阴道性交的危险性更大。早期诊断、及时有效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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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断和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重要手段。相关医学研究数据

指出，在未干预前提下，艾滋病母婴传播率可达１５％～４８％。但
经综合干预后，母婴传播率能够＜２％［７～９］。由此可见，预防和阻

断艾滋病母婴传播问题亟待解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所生婴儿３７例（７４０％），婴儿
失访１例（２７％），婴儿存活３６例（９７３％），婴儿 ＨＩＶ阳性１
例（２７％）；对照组分别为４３例（８６０％），９例（２０９％），３４例
（７９１％），４例（９３％）；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ＨＩＶ阳性产妇中孕期发现率、终止妊娠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孕期
服药率、产时服药率及婴儿服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合研究结果认为，应开展针对
性综合干预措施，在专业化管理的引导下，通过婚检平台对目

标人群进行筛查，选取经专业化培训的婚检专业人员有效开展

健康宣教与咨询服务工作，将工作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专职管

理部门，管理部门有效跟进，清晰明确各个目标人物的孕产情

况，给予其专业的医疗服务及人性化的心理护理，构建良好的

护患关系，提升患者遵医行为，有效提升随访率。本次研究结

果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相符［１０～１３］。本次研究对照组未给予综

合干预措施，仅根据患者意愿决定随访与否，受人口流动、艾滋

病健康知识欠缺及随访重视程度不足等因素影响，医务人员难

以展开有效的后期随访，使得孕产妇、婴儿随访率下降［１０］。应

随着患者遵医行为的提高，结合多种针对的随访措施，追访失

访者，维持在访率，确保母婴阻断随访工作的顺利开展［１４，１５］。

总而言之，早期诊断、发现ＨＩＶ阳性病例，开展针对性综合
干预措施，是降低 ＨＩＶ母婴传播的重要手段，具有临床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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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柏湿毒清及其拆方对解脲支原体感染小鼠 ＩＬ－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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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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阴道黏膜 ＩＬ－１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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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用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经阴道建立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小鼠支原体感染模型。予苍柏湿毒清组、活血利湿
组、清热解毒组、健脾利湿组中药灌胃７ｄ。采用ＥＬＡＳＡ法检测小鼠阴道黏膜ＩＬ－１２水平。结果：模型组ＩＬ
－１２值高于空白组（Ｐ＜００５）；苍柏湿毒清组、健脾利湿组ＩＬ－１２值低于模型组（Ｐ＜００５），与空白组差异
不大（Ｐ＞００５）。结论：感染解脲支原体后，小鼠阴道黏膜 ＩＬ－１２水平升高，导致局部红肿、糜烂，炎症明
显。苍柏湿毒清及健脾利湿类药物可将阴道黏膜ＩＬ－１２水平恢复至正常，减轻小鼠阴道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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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是介于细菌和
病毒之间能独立生长的最小原核生物，为共生微生物，寄居于

泌尿生殖道［１］。解脲支原体可分为 ２个生物群 １４个血清
型［２，３］。生物一群包括：血清１、３、６、１４型；生物二群包括：血清
２、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型［４］。解脲支原体是引起非淋菌性

尿道炎或宫颈炎的常见病原微生物。对支原体研究发现生物

一群中的１、３型及生物２群中的４、８型可能和生殖道炎症关系
密切［５］。临床中对固有阴道炎症状、体征患者采用ＰＣＲ方法测
定ＵＵ阳性率为７０６％，固有阴道炎与 ＵＵ感染密切相关［６］。

本研究采用实验方法，探讨苍柏湿毒清及其拆方对血清４型解
脲支原体感染的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ＩＬ－１２的影响。
!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对象

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清洁级，７周龄，购于北京维通利华实
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

心动物实验室。

１２　主要试剂、仪器
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苯甲酸雌

二醇（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珠

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小鼠 ＩＬ－１２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美国 Ｒ＆Ｄ
公司）；酶标仪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Ｔｈｅｒｍｏ）；切片机 ＲＭ２０１６（德
国徕卡）；中草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草药房）。

１３　中药组成及剂量
苍柏湿毒清组药物由炒苍术１０ｇ、黄柏１０ｇ、土茯苓１５ｇ、虎

杖１０ｇ、白头翁１０ｇ、马齿苋１５ｇ、生薏苡仁３０ｇ、生黄芪１０ｇ、苦参
１０ｇ、茯苓１５ｇ、白扁豆１０ｇ、马鞭草１０ｇ、白花蛇舌草１５ｇ、败酱草
１５ｇ、丹参１５ｇ、柴胡１０ｇ组成，每剂２１０ｇ；活血利湿组药物由丹

参１５ｇ、败酱草１５ｇ、虎杖１０ｇ、马鞭草１０ｇ组成，每剂５０ｇ；清热解
毒组药物由黄柏１０ｇ、土茯苓１５ｇ、白头翁１０ｇ、马齿苋１５ｇ、白花
蛇舌草１５ｇ、败酱草１５ｇ、虎杖 １０ｇ、马鞭草 １０ｇ、苦参 １０ｇ、柴胡
１０ｇ组成，每剂１２０ｇ；健脾利湿组由苍术１０ｇ、生薏苡仁３０ｇ、生
黄芪１０ｇ、茯苓１５ｇ、白扁豆１０ｇ组成，每剂７５ｇ。

中草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制剂室制备成浓缩２ｇ／
ｍＬ浓度药液。
"

　实验方法
２．１　动物分组

按随机数字表将６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成六组，即苍柏
湿毒清组、活血利湿组、清热解毒组、健脾利湿组、模型组、空白

组，每组１０只。
２．２　操作步骤
２．２．１　菌液复苏与传代　将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冻干菌株用
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 １ｍＬ溶解稀释，用移液器吸取其中
０２ｍＬ培养基放于１８ｍＬ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中，然后倍比
稀释１０次，置于３７℃恒温培养箱中培养４８ｈ。对培养基进行
ＰＨ值检测，选取 ＰＨ为６５±０５的培养基，然后传代，传至第
三代时配制成１０５ＣＣＵ／ｍＬ的浓度备用。
２．２．２　动物造模［７］　每周在苍柏湿毒清组、活血利湿组、清热
解毒组、健脾利湿组、模型组小鼠的皮下注射１次苯甲酸雌二醇
注射液０２ｍＬ，连续４周。第２次皮下注射雌二醇后，用无菌输
液软管向以上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注入预备的标准株菌液２０μＬ，
每天１次，连续３ｄ。第４次注射完雌二醇后，取小鼠阴道分泌
物检测解脲支原体，放入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在３７℃条件
下培养。若培养基颜色变红即表明支原体检测阳性，造模即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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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中药灌胃　小鼠平均体重为２０ｇ，用药量为成人剂量的
６倍。按成人平均体重为 ６０ｋｇ计算，苍柏湿毒清组每天剂量
０１０５ｍＬ；活血利湿组每天剂量００２５ｍＬ；清热解毒组每天剂量
００５２５ｍＬ；健脾利湿组每天剂量 ００３７５ｍＬ；中药灌胃，每天 ２
次，间隔６ｈ，连续７ｄ。
２．３　样品检测［８］

药物干预结束后２ｄ，采用空气静脉栓塞处死ＢＡＬＢ／ｃ小鼠，
立即用解剖刀和剪解剖会阴部，摘取阴道黏膜组织。加入

５００μＬＰＢＳ溶液，匀浆。将组织匀浆液离心，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对上
清液进行ＩＬ－１２的定量检测。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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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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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振、进食减少。接种解脲支原体后小鼠外阴分泌

物多、红肿；模型组小鼠外阴有明显溃疡、糜烂，伴黄色脓液；治

疗后苍柏湿毒清组及健脾利湿组ＢＡＬＢ／ｃ小鼠外阴分泌物较之
前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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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过程中，模型组－９１只小鼠死亡，考虑注射雌二醇操
作不当致死。空白组 －１、空白组 －４，２只小鼠不明原因死亡。
活血利湿组－２、模型组 －６，２只小鼠死亡，考虑为解脲支原体
严重感染所致。苍柏湿毒清－１、苍柏湿毒清－７、清热解毒组－
６、健脾利湿组－２，４只小鼠因灌胃操作不当呛咳死亡。
３．２　阴道黏膜ＩＬ－１２值

对各组数据进行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正态性检验，苍柏湿毒清
组、活血利湿组、清热解毒组、健脾利湿组、模型组、空白组的

Ｐ值分别是 ０７６０、０８９２、０６５０、０７７６、０２１６、０８１４（Ｐ＞
００５），均服从正态分布。

各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Ｌｅｖｅｎｅ统计量为１１９４，Ｐ值
０３２７，认为六组方差齐性；对多组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Ｆ值为３９５２，Ｐ值为０００５，六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组
织ＩＬ－１２不全相等，可以进行组间比较。

六组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组织 ＩＬ－１２由高到低依次是
模型组、清热解毒组、活血利湿组、健脾利湿组、苍柏湿毒清组、

空白组。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ＩＬ－１２均值

组别 数量 均值±标准差（ｎｇ／Ｌ）

苍柏湿毒清组 ８ ７７１９±３９４４

活血利湿组 ９ １０１２８±３６０２△

清热解毒组 ９ １１０３４±２９８８△

健脾利组 ８ ８７５７±２９５７

模型组 ８ １２４７１±２５４７△

空白组 ８ ６６６２±２１８９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

采用ＬＳＤ检测法，模型组分别与健脾利湿组、苍柏湿毒清

组、空白组进行组间两两比较，Ｐ值分别为００１８、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清热解毒组分别与苍柏湿毒清组、空白组进行组间两两比较，

Ｐ值为００３３、０００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空白组与活血利湿组
进行组间比较，Ｐ值为００２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苍柏湿毒
清组、健脾利湿组、空白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活血利湿组、清热解毒组、模型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实验表明ＵＵ感染后ＢＡＬＢ／ｃ小鼠阴道黏膜组织的ＩＬ－１２
呈高水平。苍柏湿毒清组、健脾利湿组可降低阴道黏膜组织 ＩＬ
－１２的高水平，使之趋于正常水平。
实验结论：苍柏湿毒清及健脾利湿类药物可降低解脲支原

体感染小鼠阴道黏膜组织ＩＬ－１２的高水平，可能是通过调节ＩＬ
－１２水平，以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炎症渗出，保持阴道黏膜屏
障完整，从而在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

　讨论
ＩＬ－１２，属白细胞介素中的一种，是目前已知对细胞免疫活

性诱导和调节作用最强的多功能细胞因子。ＩＬ－１２由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抗原呈递细胞产生，其中尤以树

突状细胞为主。ＩＬ－１２对多种免疫细胞有调控作用，如可刺激
自然杀伤细胞生长，产生干扰素－γ［９］；增强细胞毒性淋巴细胞
的细胞毒活性；促进 Ｔｈ０向 Ｔｈｌ分化进而激活细胞毒 Ｔ细胞
（ｃＴＬ），促发Ｔｈｌ类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Ｔｈ２类细胞因子产生，
促发以细胞免疫反应为主、体液免疫为辅的免疫反应类型，以

适应机体对肿瘤、病毒及胞内寄生菌的攻击［１０］。

慢性肝病患者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复制水平与 ＩＬ－１２表
达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对慢性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

进行血清ＩＬ－１２检测，结果表明慢性乙型肝炎、肝炎肝硬化组
血清ＩＬ－１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慢性乙型肝炎、
肝硬化患者ＨＢＶ－ＤＮＡ高复制组（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５·ｍＬ－１）
血清ＩＬ－１２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ＨＢＶ－ＤＮＡ阴性组（ＨＢＶ－
ＤＮＡ＜１０３·ｍＬ－１）（Ｐ＜００５）［１１］。吴亚斌等［１２］进行了相似研

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水平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慢性乙型肝炎重度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水平较轻中度患者
显著增高（Ｐ＜００１）。ＨＢＶ复制程度越活跃，慢性肝病患者 ＩＬ
－１２表达水平越高。同ＨＢＶ感染相似，感染苍白螺旋体后，患
者血清ＩＬ－１２亦呈动态变化。对早期患者血清ＩＬ－１２水平进
行检测，一期梅毒患者ＩＬ－１２水平与治疗有效的患者及正常组
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二期梅毒患者及早期潜伏梅毒
患者血清ＩＬ－１２水平低于正常组、一期梅毒患者及治疗有效患
者（Ｐ＜００５）。一期梅毒时ＩＬ－１２水平未降低，可刺激 Ｔｈ１细
胞增殖，维持细胞免疫；当进入二期梅毒时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水
平降低，可导致Ｔｈ１细胞减少，细胞免疫抑制，不能清除苍白螺
旋体，使疾病慢性发展［１３］。苍白螺旋体越活跃，梅毒患者血清

ＩＬ－１２水平越高。
ＨＢＶ病毒的活跃与病毒内的ＤＮＡ复制有关。ＨＢＶ由双层

衣壳和核心组成，核心部分含有环状双股ＤＮＡ和具有逆转录酶
活性的ＤＮＡ聚合酶［１４］。ＨＢＶ进入肝细胞内，脱去衣壳，核心内
的ＤＮＡ进入肝细胞核。在ＤＮＡ多聚酶的作用下，ＤＮＡ进行复
制、转录、翻译，核心包裹衣壳后完成病毒体的复制。苍白螺旋

体是原核生物，遗传物质是ＤＮＡ。苍白螺旋体属螺旋体科密螺
旋体属，其基本结构和生物学性状与细菌相似，有细胞壁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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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１５］；生活周期分为颗粒期、球形期、螺旋体期。苍白螺旋体的

发育周期与梅毒的周期、慢性病程、发病程度有关，即苍白螺旋

体内ＤＮＡ复制越活跃，梅毒发展越迅速，病情越不稳定。ＵＵ是
介于细胞与病毒之间的原核微生物，同ＨＢＶ及苍白螺旋体相同
遗传物质为ＤＮＡ。ＵＵ的繁殖速度与ＤＮＡ活跃程度密切相关，
ＵＵ繁殖速度越快，ＤＮＡ复制程度越活跃。ＵＵ内大量 ＤＮＡ复
制可刺激细胞免疫，刺激Ｔｈ１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增多，增殖的
Ｔｈ１可导致ＩＬ－１２水平升高。本实验中模型组小鼠阴道分泌
物明显比其他组小鼠阴道分泌物多，且伴有局部黏膜出现溃

疡、糜烂，为ＵＵ大量繁殖的结果。感染 ＵＵ后小鼠细胞免疫增
强，增殖的 Ｔｈ１细胞可大量产生干扰素 －γ、ＩＬ－１２等细胞因
子，导致炎症明显，使得外阴糜烂、渗出。苍柏湿毒清及健脾利

湿类药物通过调节免疫，抑制 ＵＵ内 ＤＮＡ的复制，导致 ＩＬ－１２
水平恢复正常，局部黏膜炎症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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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补结合补肾生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疗效观察
宣志华　轩立华"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清补结合补肾生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１４０例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７０例）口服清补结合补肾生精方，对照组（７０例）肾阳虚者口服右归胶囊，肾阴
虚者口服左归丸。疗程３个月，１年后随访。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的精子浓度、精子总活动力、前向运动精子
比率等相关指标的变化并判断疗效。结果：治疗组７０例，治愈８例，显效２１例，有效２９例，无效１２例，总有
效率８２９％；对照组７０例，治愈３例，显效１４例，有效３３例，无效２０例，总有效率７１４％，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结论：运用清补结合补肾生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清补结合；补肾生精；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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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是指夫妻同居未采取避孕措施１年以上，由于
男方原因导致女方未怀孕者。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对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辅助生殖技术日臻成

熟，但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曰

庆教授应用补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取得了明显的临床疗效，但

在临床应用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患者的疗效不是十分的满意，为

此我们探索在李曰庆教授补肾生精法基础上采用清补结合来

治疗男性不育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现介绍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男科
就诊的不育患者１４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７０例。其中，治疗组患者年龄２３～４１岁，平
均（２７２１±３６３）岁，病程 １～２５（１８±０２５）年，精子浓度
（４７２９±１８０１）×１０６／ｍＬ，精子总活动力（６２３０±２４０９）％，
前向运动精子（１０９０±７３２）％。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３～４４岁，
平均（２９２６±４２０）岁，病程１１～２４年，平均（１６±０２８）年，
精子浓度（５１６１±１８００）×１０６／ｍＬ，精子总活动力（５５３９±
２５５３）％，前向运动精子（８６２±８１７０）％。两组的年龄、病
程、精子密度、精子总活力以及前向运动精子比率等均没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夫妻同居性生活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１年
以上，妻子未怀孕，女方的生殖功能检查正常［１］。

中医辨证参照《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症候部分）》（国家技

术监督局发布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６７５１２－１９９７）制定。肾阳虚证：
主症为腰膝酸软，性欲减退，畏寒肢冷。次症为精神萎靡，夜尿

频多，下肢浮肿，动则气促，发槁齿摇，舌质淡苔白，脉沉迟，尺

无力。具备主症２项、次症２项以上，即可诊断肾阳虚证。肾阴
虚：主症为腰膝酸软，五心烦热。次症为眩晕耳鸣，或耳聋，口

燥咽干，潮热盗汗，或骨蒸发热，形体消瘦，失眠健忘，齿松发

脱，遗精，早泄，舌质红，少津、少苔或无苔，脉细数。具备主症２
项、次症２项以上，即可诊断肾阴虚证。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西医诊断标准，检查精液 ２次，精子浓度 ＜１５×

１０６／ｍＬ，或前向运动精子（ＰＲ）＜３２％，或精子总活动力（ＰＲ＋
ＮＰ）＜４０％［１］。（２）符合中医肾阳虚或肾阴虚辨证标准。（３）
在治疗前１个月未服用改善精子数量或活力的药物。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无精子症或精子浓度＜５×１０６／ｍＬ；（２）生殖系统感染；
（３）隐睾、睾丸发育不良和严重精索静脉曲张；（４）生殖激素检
查异常；（５）正在服用抗癫痫、抗肿瘤等影响生精及精子活力的
药物者；（６）染色体异常者；（７）其他，如患有慢性或严重疾病患
者，近期发热者，不能坚持治疗或拒绝复查者等。

１５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李曰庆教授补肾生精验方，药物组成：生地

１０ｇ、熟地１０ｇ、山萸肉１２ｇ、肉苁蓉１０ｇ、菟丝子１２ｇ、枸杞子１５ｇ、
覆盆子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仙灵脾１５ｇ、仙茅１０ｇ、鹿角
胶１０ｇ、黄柏１２ｇ。加减：偏阳虚加巴戟天１０ｇ、韭菜子１０ｇ、肉桂
１０ｇ。偏阴虚，加天冬１０ｇ、麦冬１０ｇ、龟板１０ｇ，每日１剂，水煎分
２次服。

对照组肾阳虚者口服右归胶囊（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

每次４粒，每日３次，肾阴虚者口服左归丸（上海雷允上药业有
限公司），每次９ｇ，每日２次。

服药期间禁用其他治疗该病的药物和方法，戒烟酒，性生活规

律、适度。疗程３个月，１年后随访。以配偶妊娠为治疗终点。
１４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断标准

观察指标：配偶受孕情况、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前向运

动精子率等。

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２］拟定。

治愈：配偶受孕；显效：虽未受孕，但治疗后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ｍＬ
或前向运动精子（ＰＲ）≥３２％，或精子总活动力（ＰＲ＋ＮＰ）≥４０％；
有效：精子浓度或精子总活力等虽不正常，但有群级间改善，如非快

速前向运动精子进入到快速前向运动精子，原地不动精子进入到非

快速前向运动精子 ；无效：治疗后精液指标无改善。

１５　统计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两组精液指标比较

疗程结束后，对１４０例患者的精液参数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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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相关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浓度 精子总活力 前向运动精子

治疗组 ７０ 治疗前 ４７２９±１８０１ ６２３０±２４０９ １０９０±７３２

治疗后 ６１２７±１６２８▲※ ７５８９±１９１４▲※ ２０７２±１３３１▲※

对照组 ７０ 治疗前 ５１６１±１８００ ５５３９±２５５３ ８６２±８１７

治疗后 ５３６１±１４７７ ６３３９±２２０１ １６０７±１０７５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７０例，治愈８例，显效２１例，有效 ２９例，无效 １２

例，总有效率８２９％；对照组７０例，治愈３例，显效１４例，有效
３３例，无效２０例，总有效率７１４％。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

　讨论
中医很早就对不育有所认识，“不育”之词最早见于《周易》

称之“妇孕不育”，至《内经》开始，不育症称为“无子”。对于不

育病因病机的认识，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以肾为中心的生

育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

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七

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绝，精少，八八，则齿发去，天癸尽

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诸病源侯论·

虚劳精少侯》也指出“肾主骨髓而藏于精，虚劳肾气虚弱，故精

液少也”。之后，历代医家虽各有不同认识，如唐代《千金要方

·求子论》中进一步指出“五劳七伤，虚赢百病”则皆不能有子，

但为历代多数医家所推崇的仍使以肾虚为主，以补肾为要。

从临床实践来看，单纯的补肾治疗并没有在临床上取得突

出的疗效，反而引起临床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单纯的补肾，

只能是壮火食气，耗伤津液，或滋腻阻滞，拥塞精道，导致临床

疗效不高，因此我们提出在传统补肾的同时要结合清补治疗不

育，才能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清补”之法主要是在温阳不宜

过于辛温，用肉苁蓉、鹿角霜（胶）、仙灵脾、菟丝子等温补之品，

不宜长期应用鹿茸、附子等大热之药，以免阳未充而阴又伤，使

精液稠厚不化。养阴不宜过于滋腻，用熟地、生地、山药、山萸

肉、枸杞子、覆盆子等药，滋肾阴，养肝血。方中用生地、熟地黄

滋阴补肾，填精生髓，山茱萸滋养肝肾，并能涩精，三味药相配，

共同发挥补益肝、肾的作用，效力全面，且以补肝肾为主，补其

不足，可治本虚。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是唐代的经

典名方五子衍宗丸，本方五药皆用“种子”，取“以子补子”之义，

有填精补肾、繁衍宗嗣的作用，故名五子衍宗丸，被王肯堂誉为

“繁衍宗嗣种子第一方也。”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五子衍宗丸有

保护睾丸生精功能，调节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功能，抗衰老、
抗氧自由基、增强免疫等多种功能。其中菟丝子对精子的运动

能力和膜功能有促进作用，提高精子质量，对过氧化损伤造成

的精子膜、顶体结构和精子线粒体功能损伤具有明显的干预作

用［３］。其提取物还可增加血清睾酮的含量，增加睾丸重量，并

可减轻睾丸组织的退行性变化［４］。仙灵脾、仙茅为二仙汤主

药，补肾温阳，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仙灵脾、仙茅其有明显的性

激素样作用，仙茅的乙醇提取物具有传统的补肾壮阳作用，主

要表现在促进精元细胞、成熟卵泡增多，增强大鼠的性行为延

缓生殖系统老化的作用［５］。而对于房事不洁，感受湿热，或嗜

食肥甘，导致脾虚湿热内生，积聚下焦者，选用二妙丸，苍术、黄

柏清热利湿。

通过本临床实践证实，在补肾生精的同时，采用清补结合

能达到调补阴阳，充分调动机体自身的调节机制，使阴阳平衡，

以达阴阳互根、互用之效能，精气充盛而有子，比单纯应用补肾

阳和单纯补肾阴治疗临床疗效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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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慢性前列腺炎，尤其是前列腺疼痛是男科疾病常见病之一，也是男科疑难杂病之一。在治疗
上虽然中西医方面具有多途径、多手段，但是临床效果难以达到患者的满意。李海松教授在治疗前列腺疼

痛方面造诣颇深，现将其经验介绍如下，以期为治疗带来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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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由不同原因所致的一类综合征，是青壮年
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前列腺炎常以较严重的会阴部、

腰骶部等处疼痛为主要症状。而５０％的男性在其一生的某个
阶段都会受到前列腺炎的困扰，因其具有病程缠绵、容易复发

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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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海松教授从医三十余年，学验俱丰，尤其擅长

于男科疾病的中西医诊疗，特别是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疼痛方

面有独到的见解。笔者有幸侍诊于侧，受益匪浅，现将李海松

教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疼痛的经验总结如下。

!

　注重病机，瘀血阻络是其关键
目前，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生活方式的不规律，临床所见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呈明显增多趋势，对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疼痛

之病因病机复杂多样，李海松教授认为慢性前列腺疼痛病位常

与心、肝、肾有关，但病理因素主要与湿热、血瘀相互作用密不

可分，所以不论从病因方面，还是从西医解剖及治疗反映等方

面，其病机关键是前列腺部位的瘀阻所致。前列腺疼痛的主要

临床表现为会阴部、小腹部、腰骶部等部位疼痛为主，且前列腺

触诊可见局部硬结、肿大。祖国医学认为这种疼痛主要是由瘀

所致，符合“淤滞则肿”、“淤滞则凝”、“不通则痛”等理论［２］。

同时对疼痛的认识还有“不荣则痛”的机制。而“不荣则痛”主

要因外邪侵袭或因脏腑功能不足，导致机体内气血阴阳不足以

使脏腑筋脉失于濡养而导致相应部位的疼痛［３，４］。从病因来

看，前列腺炎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除少数为细菌感染所致以

外，其中９０％～９５％以上的发病均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所致。
如常见的夫妻性生活不规律、嗜食辛辣厚味之品、久坐熬夜、长

时间忍精不泄、寒冷刺激等，各种因素导致脉络瘀滞，不通则

痛。且前列腺属于奇恒之府，具有易虚、易瘀的特点［５－７］。从解

剖学来看，前列腺位置特殊，深居盆腔中央位置，且腺管呈直角

或斜行进入尿道，这种生理结构不利于前列腺液排出，也不利

于炎症物质的排出，却有利于病原微生物、尿液进入腺体，滋

生，进而导致前列腺液正常排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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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故李

老师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之疼痛时，活血化瘀贯穿始终，并取

得满意的临床疗效。如临床常用丹参、王不留行、水蛭、土元、

蜈蚣这些活血药物以达到祛瘀通络的作用，同时加以行气药物

如川楝子、青皮、白芷以行气止痛，因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

诸药合用可起到活血、止痛、行气、通络之功效。

"

　辨证论治基础上注重化瘀通络的考虑
慢性前列腺炎之疼痛，其病机特点，李老师认为邪实者多，

体虚者少，血瘀贯穿疾病的始终，同时也受“久病入络”的影响。

王琦教授认为瘀血、湿热、寒凝是前列腺络病的主要病因，而络

脉不通不畅是其基本病机［９］。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辨证论治

和整体观念是中医的精髓，在治疗前列腺疼痛的时候既要看到

前列腺局部瘀血的病理状态，注重活血化瘀的同时，又要根据

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加以辨证论治。前列腺位居下焦，易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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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侵袭，出现疼痛的同时可伴有小便频急，茎中热痛，刺痒不

适，口干尿黄等。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生活的不规律，日久可

致肝失疏泄，气机郁滞，气滞可加重血瘀，可出现小腹、会阴、阴

囊部胀痛、尿频等。上述实邪日久，耗伤精气，可致脾肾气虚，

进而表现为小腹、会阴、腰骶部坠胀疼痛，同时患者整体感觉神

疲乏力，纳少不运，气少言微，下肢酸重等。另患有此病的患

者，大部分心理负担较重，需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与患者多

沟通，进行适当的心理治疗，增强治疗信心，减轻心理负担，这

正是中医“整体观念”的体现。在辨证论治中注意加强应用通

络药物，将有助于祛除诱因、改善慢性充血、促进引流及炎症纤

维化的吸收和调整病人整体功能［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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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注重微调阴阳
慢性前列腺炎属精室病证，精室居下焦，其生理功能主要

是生精、藏精、施精、种子，为肾主生殖效应器官之一。精室之

精，贵在藏泄有度。故阴阳的失衡为其病机之一，中医《内经》

中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明阴阳平衡人体才能健康。

李老师认为此病久伤及肾，阴阳失衡，失于温养濡润而导致相

应部位的疼痛，久病入络，血脉瘀滞，故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

需微调阴阳，温阳滋阴不宜过度，患者久病体虚，瘀血阻络，过

用温阳之品，可进一步耗伤正气，正如《内经》云：“壮火食气”；

滋阴之力过度，脾胃滋腻明显，从而加重络脉瘀阻，二者可加重

病情，故需微调阴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对于前列腺炎的治

疗黄氏等［１１］提出其应该建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药性与药理相结合、治疗和预防相结合、个体化的综合治

疗方案，也与李海松教授的“微调阴阳”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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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李老师认为在现代医学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是中青年男性

常见疾病，病因不清，症状复杂，千人千面，身心症状明显［１２］。

虽然方法很多，但多是经验性的治疗，同时面临着挑战，与循证

医学的要求相距甚远，治疗结果并不令广大患者满意，目前也

没有统一、规范的治疗方案。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同时，结合现

代医学的观点辨病，利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检查方法进行检查，

将西医实验室检查，临床症状体征和中医证候相结合，明确诊

断，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针对不同的病理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用药治疗。比如活血化瘀类的中药具有抗炎及促进局部

微循环的作用，对缓解疼痛有一定的疗效，所以在治疗前列腺

疼痛时要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将中医西医相结合治疗［１３］。

综上所述，在慢性前列腺炎疼痛的治疗上李老师认为活血化

瘀贯穿疾病的始终，在应用丹参、王不留行、水蛭、蜈蚣以化瘀通

络的基础上，根据伴随症状的不同，又分别给予清利湿热，行气疏

肝、补肾益精的治疗法则，即紧紧抓住了瘀血这一病理基础，又体

现了中医学“同病异治”的思想，故取得较好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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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病例
患者陈某，男，４４岁，江苏南通人。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主因

会阴、小腹部坠胀疼痛２年，伴尿频、尿等待、排尿困难就诊于我
科。询问病史患者在当地医院查前列腺液及 Ｂ超示：４３ｃｍ×
３０ｃｍ×２８ｃｍ，示慢性前列腺炎。２年来在当地及南京、上海等
多家医院诊治服用各种中药、西药均无好转。刻下；肛门坠胀

疼痛、憋尿后加重，矢气后好转，尿频２０ｍｉｎ１次、尿等待、排尿
困难，纳可寐差，夜尿４～５次，大便正常。个体自营，压力不大，
不嗜烟酒，不熬夜，不久坐。舌暗红苔黄，脉弦涩。否认糖尿

病、高血压等，否认外伤史。专科查体示：外生殖器发育正常，

睾丸、附睾、输精管、精索未见明显异常，阴毛呈男性分布，血尿

常规及肝功能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西医诊断：慢性前列腺

炎；中医诊断：精浊，气滞血瘀。治则：活血化瘀，疏肝解郁。方

药：丹参２０ｇ、炒王不留行２０ｇ、白芍３０ｇ、炙甘草１０ｇ、醋延胡索
１５ｇ、炒川楝子１０ｇ、醋青皮１０ｇ、北柴胡１０ｇ、黄芪３０ｇ、白果１２ｇ、
木香１０ｇ、五味子１５ｇ、乌药１０ｇ、茯苓１０ｇ、槟榔１０ｇ、升麻６ｇ、合
欢皮１５ｇ、烫水蛭６ｇ。取１４剂，水煎早晚服。并嘱其男科八项
注意事项：不饮酒、不食辣、不久坐、不着凉、不憋精、不憋尿、不

忍渴、不压抑。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二诊尿频好转、坠胀减轻 、尿较前畅、会
阴不适疼痛减轻、夜尿２～３次，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予前
方酌加补肾安神之品：巴戟天１５ｇ、山萸肉１５ｇ、远志１０ｇ、防风
６ｇ、首乌藤３０ｇ。李老师认为患者目前病情改善明显，心情明显
比初诊开朗阳光，为巩固疗效仍要在后期用药注重活血通络。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电话随访诸症消失，病告痊愈。
按：该患者为中年男性，前列腺炎疼痛表现明显，且舌象、脉

象均属于气滞血瘀的类型。方中丹参、王不留、白芍、延胡索、川

楝子等药活血化瘀、行气通络止痛，配以水蛭等血肉有情之品破

血逐瘀、专入下焦；黄芪、青皮、木香、合欢皮等助气行血，以达到

活血化瘀之效；白果、五味子、乌药、茯苓、槟榔温中有补，利而不

峻以改善排尿等症状。所以在前列腺炎疼痛明显的患者中治疗

要首重病机，注重化瘀通络的运用，同时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

要强调治病要“微调阴阳”的用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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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１４（７）：１２９－１３２．
［８］　商建伟，张耀圣，王旭昀，等．除湿通淋颗粒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

列腺炎临床观察．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４）：３９２－３９４．
［９］　李玉岭，李海松．疏肝解郁法为主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底

疼痛综合征．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１７（４）：２９－３０．
［１０］　王彬，莫旭威，李海松，等．通前络汤治疗６０例慢性前列腺炎随

机对照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５８－６１．
［１１］　张端军，陈胜辉，姚文亮，等．慢性前列腺炎中医外治研究概况．

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１８７３－１８７６．
［１２］　李海松．中医男科疾病研究述评．中医杂志，２００５，４６（１１）：８０９

－８１１．
［１３］　尹国良，刘旭生．黄春林治疗前列腺炎经验．中医杂志，２００１

（１）：１９－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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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柏地黄丸与大补阴丸联合治疗中枢性性早熟患儿
的临床效果分析
胡敏　潘未未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学院附属妇儿医院）儿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知柏地黄丸联合大补阴丸治疗中枢性性早熟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于２０１１
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间收治的１７２例中枢性性早熟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８６
例）与对照组（８６例），前者给予知柏地黄丸和大补阴丸进行联合治疗，后者给予醋酸亮丙瑞林和曲普瑞林
进行常规治疗，统计检测数据，评价不同治疗方法对于中枢性性早熟患儿的临床效果。结果：采用知柏地黄

丸和大补阴丸进行联合治疗的８６例观察组患者中，显效的有５８例，占比６７４４％，有效的有１２例，占比
１３９５％，无效的有６例，占比６９７％，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３％；采用醋酸亮丙瑞林和曲普瑞林进行常规治疗的
８６例对照组患者中，显效的有３７例，占比 ４３０２％，有效的有 ２０例，占比 ２３２５％，无效的有 ２９例，占比
３３７２％，总有效率为６６２８％；两组患者的身高和类胰岛素一号增长因子均值也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知柏地黄丸联合大补阴丸治疗中枢性性早熟能显著抑制患者心激素异常分泌，延长发育时间，减小性

早熟对患者身高的影响，值得推广借鉴。

【关键词】　知柏地黄丸；大补阴丸；中枢性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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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临床将男童９岁、女童８岁前第二性征发育的内分泌
疾病称为性早熟，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是食物添加

剂和激素的滥用，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成为儿

科的常见疾病［１，２］。儿童性早熟多由下丘脑异常分泌促性腺激

素引发，因此也被称为中枢性性早熟（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ＣＰＰ）。目前临床多应用醋酸亮丙瑞林和曲普瑞林等缓释型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ＲＨ）治
疗，但单纯的西医疗法不仅价格昂贵，经济适用性差，而且疗效

有待确切［３］。因此，如何利用中医疗法治疗中枢性性早熟逐渐

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本文研究了应用知柏地黄丸和大补阴

丸联合治疗儿童中枢性性早熟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

　一般资料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观察将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间收治的
１７２例中枢性性早熟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其中男性患者８０例，
女性患者９２例，年龄分布为２～９岁，平均年龄（７９３±３７３）
岁，病程０１～６０年，平均病程（３２３±０７９）年。男童临床表
现为声音变粗、肌肉发达、阴毛出现，阴茎和睾丸发育；女童表

现为月经初潮，阴毛出现和子宫卵巢增大。经促性腺激素和血

清性激素水平测量，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验以及骨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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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确诊为中枢性性早熟。按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７２例患者均分为
两组，各８６例，组间成员病理资料无显著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期间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性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ｎ）平均年龄（年） 男 女 病程（年）

观察组 ８６ ８０７±０９３ ４０ ４６ （３１７±０９３）

对照组 ８６ ７９０±０８０ ４０ ４６ （３３８±０８４）

Ｐ值 － ０１８２ ０３２５ ０４２６ ０３８４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４］：（１）男童９岁前、女童８岁前出现第二性征；

（２）促性腺激素基础值、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测量值和血清激
素水平达到青春期水平；（３）男童睾丸容积≥４ｍＬ，女童卵巢容
积＞ｌｍＬ；（４）骨龄超过自然年龄１年以上。

排除标准［５，６］：（１）罹患传染性疾病、肝肾代谢综合征和血
液疾病的；（２）患者由于其他疾病接受过长期激素治疗的；（３）
患者及其家属观察有抵触情绪的。

１３　研究方法
本次观察使用的主要药剂有：四川省尚善堂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的知柏地黄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３９９４）；陕西华西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大补阴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３４５８）；杭州中肽生
化有限公司生产的醋酸亮丙瑞林（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０２８３）；深圳
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醋酸曲普瑞林（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０７１７）。
观察组患者给予知柏地黄丸和大补阴丸治疗，知柏地黄丸

口服，１次８丸，１日３次；大补阴丸口服，１次６ｇ，１日 ２～３次。
对照组给予醋酸亮丙瑞林和醋酸曲普瑞林治疗，促使剂量控制

在９０μｇ／ｋｇ左右，根据病情上下浮动，但不得低于８０μｇ／ｋｇ，不
得高于１００μｇ／ｋｇ；之后每４周治疗一次，剂量控制在７０μｇ／ｋｇ。
１４　评价标准

观察期结束后，血清促黄体生成素（ＬＨ）＜５０ＩＵ／Ｌ，女童在
Ｂ超下见卵巢容积＜１ｍＬ，男童睾丸容积＜４ｍＬ，为显效；激素水

平和第二性征未达标但有所好转的，为有效；否则为无效；显效

和有效总人数占总人数比为有效率。此外，观察人员还统计了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长激素介质（ｓｏｍａｔｏｍｅｄｉｎｓ，ＳＭ）类胰岛
素１号增长因子（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ＩＧＦ－１）的平
均值［７，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观察期结束后，将观察统计数据录入数据库进行对比分

析。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学整理和分析，进行卡方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统计

观察期结束后，观察人员统计了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情

况，从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接受知柏地黄丸和大补阴丸治疗的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多位于显效和有效类别，显著优于对照

组患者，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统计
数据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统计

类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８６ ５８（６７４４） １２（１３９５） ６（６９７） ９３０３

对照组 ８６ ３７（４３０２） ２０（２３２５） ２９（３３７２） ６６２８

χ２ － ９２４５ ９１５２ ８９３３ ９２５７

Ｐ值 －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注：经对比，两组治疗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身高与增长因子值统计
观察期结束后，观察人员还统计了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部分身高数据、增长因子均值（流式细胞仪碘化丙啶染色法）、

黄体生成素（尿 ＬＨ酶联免疫法）和雌二醇（气相色谱法）。结
果显示，采用中药制剂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中枢性性早熟激素

抑制情况较好，其身高实际值、标准差积分、增速以及预测身高

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统计情况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身高与增长因子统计

类别 例数
身高

（ｃｍ）
身高标准差积分

（ＨｔＳＤＳ）
身高增速

（ｃｍ／年）
预测终身高差

（ｃｍ）
类胰岛素一号

增长因子均值（μｇ／Ｌ）
黄体生成素

（ｍＩＵＬ）
雌二醇

（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８６ １２１８±０９ ０７９±０１３ ５５±１８ ０８±１７ １２２４７（８３６２－２１４５１） ２５９±０２３ １６０８±４９２

观察组 ８６ １２４６±１１ １４７±０２１ ７３±２４ ２２±０６ ２５２４６（９５７４－３２４１９） １６７±０１４ １３７１±３１４

χ２ － ９１５４ ９３８２ ９４５６ ８９３６ ８１５２ ８９３６ ９０２３

Ｐ值 －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注：两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儿童性早熟是当前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传统临床常采

用醋酸亮丙瑞林和曲普瑞林等缓释型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进

行针对性治疗。但是西医激素疗法价格昂贵，经济适用性差，

不仅治疗效果存在不确切因素，激素本身对于患儿也会产生副

作用［９，１０］。因此，中医疗法逐渐被引入到儿童中枢性性早熟的

治疗中来。

我国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体肾脏是调解生殖功能的主要

器官，当患儿肾脏存在阳虚或阴虚症状时，对生殖功能的调解

就会出现衰退或亢进的情况。知柏地黄丸有泽泻、山药、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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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皮、山茱萸、黄柏、熟地黄和知母等中药材制成，属纯中药

制剂，能够滋阴清热，对于口干咽燥、耳鸣遗精、潮热盗汗等肾

脏阳虚症状具有显著疗效［１１］。大补阴丸则由猪脊髓、龟甲、黄

柏、知母和熟地黄等制成，为深棕黑色的水蜜丸，味苦、微甜带

涩，归入足少阴药类，能够潜阳补精，制火培本，清热去火，对于

肾脏阴虚具有很好的效果［１２］。

从本次观察的统计数据来看，采用知柏地黄丸与大补阴丸联

合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多为显效与有效，患者的身高、身

高标准积分差、身高增速、预测终身高差以及类胰岛素一号增长因

子均值与对照组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此外，观察中还有以下用药要点值得关注［１３－１５］：（１）具有虚寒性病
症的患儿不宜使用本制剂；（２）应在饭前空腹服用；（３）治疗初始周
期为１周，治疗后无效的应采用其他方法治疗；（４）患儿家属应严格
监督患儿依照医嘱用药，避免不良事件发生。

总之，采用知柏地黄丸联合大补阴丸联合治疗中枢性性早

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根治患者的肾脏阳虚和阴虚情况，抑制早

熟症状，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产周期，减少性早熟对于患

儿最终成年期身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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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例不同年龄段正常男性孕前精液质量分析
牟联俊　唐永梅　韦继红　李楠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１

【摘　要】　目的：了解目前柳州地区孕前不同年龄阶段正常男性精液质量现状。方法：针对２０１２年５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我院孕前保健专科做正常孕前体检的２６２对准父母中自愿做孕前体检的男性，采用精
液自动分析仪分析精液的密度、活力等。用巴氏染色分析精子正常形态。结果：本地区受检２６２名男性中，
精液量平均２５ｍＬ，ＰＨ平均值为７４，精子平均密度５０５×１０６／ｍＬ，精子平均活率３８１％，精子平均活力
３０５％，精子平均正常精子形态１３１％。根据年龄分段显示，精子密度和活力、活率无统计学差异，正常精
子形态组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在孕前保健中男性精液质量检查非常必要，特别是超过４０岁的准夫妇，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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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要加强孕前保健，男性的孕前保健也非常关键。

【关键词】　孕前；不同年龄；男性 ；精液质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２６２ｐｒｏ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Ｌｉｕｚｈｏｕａｒｅａ　ＭＯＵＬｉａｎｊｕｎ，
Ｔ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ＷＥＩＪｉｈｏｎｇ，ＬＩＮ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ｕｚｈ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
ｕｚｈｏｕ５４５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２６２ｐｒｏ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Ｌｉｕ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６２ｐｒｏ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ｔｈａ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２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ｐｅｒ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
Ｐ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２５ｍｌ，７４５０５×１０６／ｍｌ，３８１％，３０５％ ａｎｄ１３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ｄｉｓ
ｐｌａｙ，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ｒａｔｅ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
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ａｒｅｉｎ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ｃｅｓｓａ
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ｏｖｅｒ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ａｒｅ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ｏｍｅｎ，ｂｕｔａｌｓｏ
ｆｏｒｍａ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Ｍａｌ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研究表明，男性精液质量呈逐渐下降趋势［１，２］，但不同国家

和不同地区的结果都不相同。特别针对准备要小孩的“准爸

爸”们，常规检查精液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阻断出生缺陷、促

进优生优育的一个重要措施。迄今为止，柳州地区尚无大样本

的“准爸爸”精液常规检查数据。为了解目前柳州地区孕前正

常男性精液质量现状，为孕前保健中把男性精液检查作为常规

提供依据，本文对孕前正常男性精液质量进行了调查分析，现

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我院孕前保健专科做正常孕
前体检的２６２对准父母，婚后采取避孕措施，现准备要小孩。男
方自己要求精液检查，平均年龄３１９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用手淫法将全部精液直接排于洁净、干燥的
容器内并于２ｈ内送检，天冷注意保温。不能装于乳胶避孕套，
因为其内部有滑石粉可影响精子活力。采集前必须禁欲３～
７ｄ，在专用取精室手淫采集全份精液与一次性取精杯中，置
３７℃恒温液化３０ｍｉｎ待检。
１２２　检测方法　①一般性状检查：精液总量：刻度吸管测量。
气味、颜色及透明度：嗅味和观察颜色、透明度。液化时间：观

察其粘稠度并从排精时开始计时精液液化时间。粘稠度：玻棒

拉丝法测量。ｐＨ值：ｐＨ试纸测定。②显微镜检查：精子计数和
精子活率测定用 ＳＣＡ西班牙精子质量分析系统分析。精子活
率＜２０％的精液用伊红染色测定精子活率：精液用伊红染色
后，死精子头部为红色，活精子不着色，计算不着色精子占总精

子数的百分率。精子活力测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
的方法，将精子活动力分为４级，ａ级：精子活动良好，呈快速直
线前向运动；ｂ级：精子能活动，但方向不明确，呈迟钝的直线或
非直线前向运动；Ｃ级：精子活动不良，原地打转，前向运动能力
差；ｄ级：精子不活动。精子形态检查：油镜下观察精子的形态。
精子形态用改良巴氏染液染色，按严格精子形态学标准，形态

正常精子百分率≥５％。其他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未成
熟生殖细胞等。精液直接涂片用高倍镜观察红细胞；未成熟生

殖细胞、白细胞常需经瑞一姬染色后油镜下观察。

１２３　参考标准　按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
室手册》规定的标准［３］。精液一般性状：一次排精总量为 ＞
１５ｍＬ，有特殊腥味，液化后呈乳白色。精液排出体外的液化时
间为１０～３０ｍｉｎ。液化后用玻棒可拉起２～３ｃｍ的粘液丝、ｐＨ
值为７２～７８。排精后１ｈ内精子活率应占５８％以上，精子总
活力＞４０％，前向运动（ａ＋ｂ）级３２％。精子计数：一次排精的
精子总数为３９×１０６／一次排精，精子密度大于１５×１０６／ｍＬ。其
它细胞：红细胞极少，白细胞和上皮细胞一般 ＜５个／ＨＰＦ。精
子形态用改良巴氏染液染色，按严格精子形态学标准，形态正

常精子百分率≥５％。其它细胞：当生殖系统发生炎症时，白细
胞增多。因精子生成的数目变化范围较大，一般间隔１～２周进
行复查，连续检查２～３次才能确定。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本地区受检 ２６２名男性中，精液完全正常只有 ５０例，占

１９１％，而无精８例，占３１％。ＰＨ平均值为７４，ＰＨ＜７４有
１８例，占６９％。精液量平均２５ｍＬ，范围０３～９８ｍＬ，其中精
液量 ＜１５ｍＬ有 ５０例，占 １９１％；精子平均密度 ５０５×１０６／
ｍＬ，范围８８～１８２×１０６／ｍＬ，其中密度＜１５×１０６／ｍＬ有１４例，
占５３％。精子平均活率３８１％，范围２５～９７１％，其中活率
＜５８％有２１８例，占８６８％。精子平均活力３０５％，范围０４％
～７２５％，其中活力＜４０％有１８８例，占７４０％。精子平均正常
精子形态１３１％，范围１％～４０％，其中精子正常形态＜５％有３２
例，占１２６％。根据年龄分段显示，精子密度＞１５×１０６／ｍＬ在年
龄＞４０组明显增加，但例数较少，不做分析，有待例数增加后进
一步分析，具体见表１。精子活率、活力无统计学差异，具体见表
２和表３。正常精子形态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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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阶段精子密度分布情况

年龄 例数
精子密度（×１０６）

无精 ＜１５ ＞１５

＜３０ １１４ ６（５３） ８（７０） １００（８７７）

３１～３５ ９２ ０ ２（２２） ９０（９７８）

３６～４０ ４６ ２（４３） ４（８７） ４０（８７０）

＞４１ １０ ０ ０ １０（１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不同年龄阶段精子活率分布情况

年龄 例数
精子活率（％）

＜２０ ２０～５８ ＞５８

＜３０ １０８ １６（１４８） ７６（７０４） １６（１４８）

３１～３５ ９２ ２０（２１７） ６４（６９６） ８（８７）

３６～４０ ４４ ８（１８２） ２６（５９１） １０（２２７）

＞４１ １０ ２（２００） ６（６００） ２（２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不同年龄阶段精子活力分布情况

年龄 例数
精子活力（Ａ＋Ｂ）（％）

＜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

＜３０ １０８ ２６（２４１） ５２（４８１） ３０（２７８）

３１－３５ ９２ ３０（３２６） ４４（４７８） １８（１９６）

３６－４０ ４４ １６（３６４） １４（３１８） １４（３１８）

＞４０ １０ ４（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４（４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不同年龄阶段精子精子正常形态分布情况

年龄 例数
精子形态（％）

＜５ ５

＜３０ １０８ ８（７４） １００（９２６）

３１－３５ ９２ １０（１０９） ８２（８９１）

３６－４０ ４４ ８（１８２） ３６（８１８）

＞４１ １０ ６（６００） ４（４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专家指出男性的孕前保健也是很重要的，男性的孕前保健

由一系列干预措施组成，目的是通过预防和管理，找出并矫正

一些影响男性健康或者妊娠结局的生物医学、行为学和社会学

方面的危险因素，并实施干预措施。它和女性孕前保健一样，

包括初次妊娠之前或者两次妊娠之间的保健服务。虽然孕前

保健服务主要针对女性，但也应当包括男性、夫妇双方的家庭

和整个社会。（１）用药情况：呋喃妥因、苯妥英可导致染色体退
行性变以及精神分裂症的几率增大。（２）社会史：潜在的不良

的职业暴露导致流产和出生缺陷。（３）行为风险：主要包括滥
用毒品、抽烟、酗酒等。毒品和烟草已被证实和精子数量降低、

精子异常形态、死亡率增加和受精能力降低有关；喝酒对精子

质量的影响存有异议，一些研究认为，适度喝酒可以保护氧化

作用。另外的一些研究显示酒精也可能会损害精子ＤＮＡ。（４）
营养状况：肥胖对生育存在不利影响。和正常人相比，超重或

肥胖者存在睾丸激素水平低、精子质量差、生育能力下降等现

象。（５）精神状态：男性人群一生中患抑郁的几率在１４％ ～
１１％。最近的证据表明，父亲的抑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成长
期中的孩子，并且和孩子的冷漠及行为异常有相互关联，即使

在孩子成长的某个时期已经矫正，也仍然会存在这种影响。通

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并结合临床病史，可了解男性有无先

天性疾病、有无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以便于及早干预。此

外，应对不同年龄段的男性选择性进行血脂、血糖以及肿瘤指

标检测。男性孕前保健能确保生育是按计划需要的，能增加男

性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对妊娠的贡献，能在生物学、行为学

和结果方面为改善和保证女性生殖健康提供基础，能提高男性

在生育以及担当父权责任方面的能力并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提

高男性健康水平。

强制婚检取消后，准新人婚检的主动性下降，造成一系列

疾病和传染病的传播。为了加强疾病的预防，提高人口素质，

减少出生缺陷，满足人们的生殖健康要求，促进优生优育，尽可

能避免妊娠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孕前保健已成为我国生殖健康

的重要项目之一，为准爸妈提供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评估的

保健服务［４］，也是对婚前检查流失的一种有效补充［５］。

本研究显示本地区受检２６２名男性中，精液完全正常只有
５０例，占１９１％，低于全国多中心调查结果 ４２３％的平均水
平［６］，说明孕前体检的必要性，为后代的优生优育奠定坚实基

础。也有可能是地域差异或者检验误差，有待进一步研究证

实。而无精男性就有８例，占３１％，孕前男性精液检查可以早
发现早治疗，医生对受检孕前夫妇早期医学干预，减少不良因

素对生育的影响。精液平均量２５ｍＬ，其中精液量 ＜１５ｍＬ有
５０例，占１９１％；精子平均密度５０５×１０６／ｍＬ，其中密度 ＜１５
×１０６／ｍＬ有１４例，占５３％。进一步说明孕前体检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根据年龄分段显示，精子的活力组无统计学差异，不

过本次研究组标本量较小，但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有待进一

步研究。男性年龄与精子质量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存在不同看

法［７－９］，有专家认为年龄对精子形态没有影响［１０，１１］，有专家认

为年龄与精子形态有负相关性［１２］，也有专家从内分泌的角度进

行研究认为年龄不太影响内分泌及睾丸生精细胞功能［１３］，还有

研究表明３６岁以上男性的精子 ＤＮＡ碎片增高［１４］。正常精子

形态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随年龄增大正常精子形态 ＜
５％趋势明显增加，而正常精子形态≥５％组随年龄增大逐渐减
少。所以对高龄夫妇，不但女性要加强孕前保健，男性的孕前

保健也非常关键和重要。

孕前保健是婚前检查的延续［１５］，是提高人口素质、阻断出

生缺陷的首道屏障。通过孕前检查，受检者精液质量异常率非

常高，说明在“准父母”中，有一部分人群存在对生育及受孕有

影响的疾病。针对异常的情况，医生应早期对受检孕前夫妇进

行医学干预和治疗，以减少不良因素对生育及后代的影响。随

着孕前健康教育宣传力度的加大，人们自我保健认识水平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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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提高，孕前保健会越来越受“准父母”的欢迎和重视，从而提

高孕前医学检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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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的 ＧｎＲＨ－ａ在诱导排卵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丁佳佳　赵恩锋△　田爽　窦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８５３

【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彩超监测小剂量 ＧｎＲＨ方案诱导排卵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
析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中因不孕症于我院生殖医学中心分别接受１／２和１／３小剂量 ＧｎＲＨ诱导排卵的７４例
患者，通过经阴道彩超了解个体对ＧｎＲＨ－ａ敏感性的差异，评价和探索不同低ＧｎＲＨ－ａ的剂量对不孕症患
者诱导排卵的临床疗效。结果：１／３剂量组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种植率显著高于１／２剂量组
（Ｐ＜００５）。两组间ＧｎＲＨ总剂量、平均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临床妊娠率无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１／３
剂量ＧｎＲＨ短效促排卵方案较１／２剂量组更加安全、简便、有效，经阴道彩超可以方便准确的监测小剂量
ＧｎＲＨ－ａ诱导排卵的疗效。

【关键词】　ＧｎＲＨ－ａ；经阴道超声；诱导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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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孕患者越来越多，检查手段也更加多种多样，其
中经阴道超声检查是最常用的一种不孕症检查手段［１］。它操

作方便、安全、简单、有效，在卵泡发育和有无正常排卵的监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阴道超声可准确观察卵泡发育和

估算排卵日期［２］，这一点对于体外受精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是一种与天然 ＧｎＲＨ相似作用的人工合成
的十肽类化合物，通过促进垂体细胞释放黄体生成素（ＬＨ）和卵
泡生成素（ＦＳＨ）对垂体性腺轴进行调节，在针对不孕症体外受
精患者中广泛应用［３－５］。然而目前对于ＧｎＲＨ－ａ使用的时间、
效价和剂量尚存在争议。目前 ＧｎＲＨ－ａ对于垂体降调节方案
主要包括长效、短效两种，其中短效方案根据剂量不同又分为

标准剂量、１／２剂量和１／３剂量方案，后两者目前的研究证据尚
且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使用经阴道超声检测１／２剂量和１／３
标准剂量ＧｎＲＨ促排卵的作用。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我院生殖中心进行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的不孕症女性患者７４例，平均年龄
（３５±３）岁，平均不孕年限（４５±３）年。７４例患者均已完成胚
胎移植周期１５００个。根据使用ＧｎＲＨ剂量的不同将其分为１／
２剂量组和１／３剂量组两组（以目前研究证据尚少且存在争议
的１／２剂量方案和１／３剂量方案确定用量），１／２剂量组３８例
患者，平均年龄（３６±４）岁，平均不孕年限（４４±３）年，平均身
高（１５６５±１２６）ｃｍ，平均体重（４４８５±９５）ｋｇ，完成胚胎移植
周期７８６个。１／３剂量组３６例患者，平均年龄（３５±４）岁，平均
不孕年限（４６±２８）年，平均身高（１５３８±１３５）ｃｍ，平均体重
（４２３５±１０５）ｋｇ，完成胚胎移植周期７１４个。两组患者的平均
年龄、平均身高、平均体重以及平均不孕年限等基本情况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ＧｎＲＨ－ａ促排卵方案有长方案和短方案两种，本研究均采

用小剂量超短效制剂方案，将患者分为两组，１／２剂量组和１／３
剂量组，两组病人均于月经周期第２ｄ，即卵泡早期应用ＧｎＲＨ－
ａ（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３７５ｍｇ，ＢｅａｕｆｏｕｒＩｐ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１／２剂量组使用１
／２支（１８７５ｍｇ），１／３剂量组使用１／３支（１２５ｍｇ），给药方
法为单次肌肉注射。ＦＳＨ在月经期第３ｄ根据患者卵巢的储备
能力注射，帮助诱导卵泡发育，剂量１５０～４５０ＩＵ。通过定期经
阴道超声及血清性激素水平检测判断卵泡发育情况，主卵泡达

１８ｍｍ考虑行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Ｕ）促卵子成熟。同天在超声引导下取
卵、受精、培养并与受精第３ｄ进行胚胎移植。移植后采用 ｈＣＧ
（２０００Ｕ，１次／３ｄ，４次）或肌内注射黄体酮（４０ｍｇ／ｄ）支持黄体
功能。于胚胎移植第４～５周，使用经阴道超声在胚胎移植后
检测胚胎有无产生胎心搏动，如胎心搏动阳性，则诊断为临床妊

娠。注射ｈＣＧ日起如血清雌二醇 ＜３６５０ｐｍｏｌ／Ｌ，或者获卵数
＜４个，则考虑诊断超排卵反应不良。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对象均为正态分
布，使用均数±标准差或百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采用ｔ检验及
χ２检验进行组间比较，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７４例接受低剂量 ＧｎＲＨ－ａ诱导排卵的患者中，随机分配

了１／２剂量组和１／３剂量组两种促排卵方案，１／２剂量组使用
Ｇｎ剂量平均（２３２０±５００）ＩＵ，１／３剂量组使用 Ｇｎ剂量平均
（２２４５±３５０）ＩＵ，两组间无差异（ｔ＝３３；Ｐ＞００５）；１／２剂量组
平均获卵数（１５±９）个，１／３剂量组平均获卵数（１４±８）个，两
组间无差异（ｔ＝３０；Ｐ＞００５）；各组间的 Ｇｎ剂量，受精率、卵
裂率和不良反应率（包括超排卵反应不良及流产率）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优质胚胎率、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１／３剂量
组大于１／２剂量组（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１、图２。

表１　ＧｎＲＨ１／２剂量组和１／３剂量组诱导排卵的疗效比较

项目 １／２剂量组（ｎ＝３８） １／３剂量组（ｎ＝３６） χ２值 Ｐ值

受精情况 ２７（７１０５） ２８（７７７８） ０１５７ ＞００５

卵裂情况 ３０（７８９５） ２７（７１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５

优质胚胎情况 １８（４７３７） ２７（７１０５） ４８２０ ＜００５

胚胎种植情况 ４（１０５３） １５（４１６７） ７８３３ ＜００５

临床妊娠情况 １３（３４２１） ２６（７２２２） ９２４５ ＜００５

不良反应情况 ４（１０５３） ４（１１１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５

　　注：不良反应率包括超排卵反应不良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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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剂量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
用药后第１４ｄ可见发育成熟的优势卵泡

图２　月经第１４ｄ继续给药后４８～７２ｈ监测排卵，
超声检查可见卵泡完全消失

#

　讨论
目前ＧｎＲＨ－ａ对不孕不育女性进行降调节的方案主要包括

长效、短效两种，长效方案虽然妊娠率稳定，但存在治疗周期长、

ＧｎＲＨ－ａ抑制时间长、Ｇｎ用量大，治疗费用高等不足之处，还可
能因多卵泡同时发育可能导致超排卵反应不良、胚胎种植率偏低

和冷冻胚胎移植妊娠率低等问题。短效ＧｎＲＨ－ａ方案具有对机
体内分泌环境影响小、胚胎移植妊娠率较高等优点，对垂体的激

发效应有利于卵泡的发育，尤其能够增加反应不良患者的获卵

数，但存在卵泡早期ＬＨ水平升高，影响卵子、胚胎质量和流产
率偏高等问题。个体对ＧｎＲＨ－ａ敏感性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
导致卵巢对诱导排卵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不同，应用Ｇｎ的剂量与
时间不同，导致体外受精效果的差异［６－１０］。因此，临床在保证体

外受精效果的前提下，如何降低ＧｎＲＨ应用剂量，保护未发育的
卵子，改善卵母细胞的质量等是目前研究热点。

卵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理系统，包括类固醇激素、促性

腺激素、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等。其中，细胞因子可以调控卵

巢功能、性激素的分泌、子宫黄体功能、胚胎发育和种植等。因

此，了解ＧｎＲＨ促排卵是如何影响卵巢功能及内环境是十分重
要的。近年来Ｄｏｒ等［１１］证实，ＧｎＲＨ－ａ可以再垂体内分泌抑制
内膜细胞生长，也可直接作用于内膜细胞本身。影响 ＧｎＲＨ－
ａ疗效的原因可能包括不同剂型的效价差别、个体敏感性的差
异等，进而导致了患者卵巢对诱导排卵的反应性、Ｇｎ使用剂量
与时间，和黄体功能等不同。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等［１２］研究发现，使用

１／２剂量给药的超短方案，其日血清 ＬＨ水平、成熟卵母细胞
数、受精率、卵裂率和累计妊娠率，均明显高于应用标准剂量的

患者，而应用Ｇｎ的剂量显著减少，这提示，减少 ＧｎＲＨ－ａ剂
量能够降低对垂体－卵巢轴的抑制程度，有利于取卵后颗粒细
胞黄素化和黄体功能的恢复。这一结果与李洁、Ｅｎｇｍａｎｎ
等［１３－１５］的研究一致，进一步支持了 ＧｎＲＨ－ａ对垂体 －卵巢轴
作用存在药物剂量依赖性的假说。

综上所述，１／３剂量和１／２剂量的 ＧｎＲＨ－ａ降调节，合
并Ｇｎ诱导排卵，是一种安全、简便、有效和经济的可控制性超
排卵方案，应用１／３剂量的ＧｎＲＨ－ａ，更有利于卵母细胞、胚
胎的发育和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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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孕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芮燕文１　郑彤彤２　戴婵娟１　朱文娇３

１三门县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１００
２台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３三门县中医院检验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不孕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１１８例
不孕症患者（月经正常组３８例，月经异常组８０例）与７８例健康对照组个体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并将病因
明确的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对照组比较。结果：月经正常不孕症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Ｔ、Ｅ２和Ｐ水平均略有增高，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Ｐ水平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Ｅ２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月经
正常不孕症患者相比，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Ｐ水平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Ｅ２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将病因
明确的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对照组血清性激素比较，发现催乳素血症患者和垂体微腺瘤患者在ＦＳＨ、ＬＨ、
ＰＲＬ和Ｐ水平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Ｅ２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子宫卵巢功能异常患者在ＬＨ、Ｔ和Ｐ水平
上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黄体功能异常患者在ＬＨ和Ｐ水平上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结论：月经异常不孕
症患者的发病因素主要与内分泌紊乱有关，而月经正常的不孕症患者不完全是内分泌紊乱引起，其他病因也

可能参与其中。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可以为女性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的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不孕症；性激素；月经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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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ｎ
ｓｅｒｕｍｏｆ１１８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３８ｅｕ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８０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７８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ｗ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ｅｕ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Ｔ，Ｅ２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ＦＳＨ，ＬＨ，ＰＲＬ
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２（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５）ｉｎｈｙｐｅｒ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ｅｍｉａａｎｄ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ｍｉｃｒｏａｄｅｎｏ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２（Ｐ＜００５）．Ｆｏ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ＬＨ，ＰＲＬ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５）．Ｆｏｒｃｏｒｐｕｓｌｕｔｅｕｍ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ＬＨ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ｂｕｔｅｕ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ａｙｂｅｎｏｔｔｏｔａｌｌｙ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ａｕｓｅｓｍａｙｂ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ｓｅｒｕｍｍａｙｓｅｒｖｅ
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不孕不育症近年来发病趋势日益上升，全球发病率为９％， 其中女性不孕症患者占全部不孕不育症患者中的３８％［１，２］。女

性不孕症是指育龄期妇女在男性生殖功能正常且未避孕的情

况下，婚后或者末次妊娠后，夫妻同居两年以上仍无法生殖的

现象［３，４］。女性不孕症是育龄妇女中一种较普遍的疾病，发病

率约占育龄期妇女的１０％～１５％，并且近几年来发病率呈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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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５］。患者被剥夺了生育能力，不仅对患者心理造成很

大的压力，而且对婚姻的和谐程度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６］。研

究表明，引起女性不孕症的因素很多，包括生殖器官病变、环境

因素、免疫功能缺陷因素、感染因素、基因遗传和内分泌因素

等，其中内分泌因素是导致女性不孕症的主要原因，并且所占

比率不断升高［７，８］。

鉴于内分泌因素在女性不孕症中的影响，近年来对于内分

泌和女性不孕症的研究也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内分泌紊

乱而导致的体内性激素水平的改变是引起女性患者不孕的原

因之一［９］。因此，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可以对女性不孕症的诊

断提供参考依据。然而国内对于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女性不孕

症的关系的相关报道甚少。因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２
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来我院就诊的女性不孕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
平的变化，旨在探讨血清性激素水平的检测在女性不孕症患者

诊断中的参考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临床资料

随机数表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期间因不孕来
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女性不孕症患者１１８例，其中月经正常者
３８例，月经异常者８０例，并且以同时期检查的健康育龄女性７８
例（已育）作为对照。在８０例月经异常的女性不孕症患者中，
病因为催乳素血症的２５例、垂体微腺瘤的８例、子宫卵巢功能
异常的１９例、黄体功能异常的２６例，另外２例病因不明确。同
期选取７８例生育功能正常的女性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月
经全部正常，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２９７±３２）岁，平均体重为
（５６５±５７）ｋｇ；月经正常女性不孕症组患者平均年龄为（２８６
±３５）岁，平均体重为（５４９±４４）ｋｇ；月经异常女性不孕症组
患者平均年龄为（２８８±２５）岁，平均体重为（５７６±４７）ｋｇ。
对照组、月经正常不孕症患者组、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组三组

患者在年龄和体重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基本临床资料

指标
对照组

（７８例）

不孕组（１１８例）

月经正常组（３８例）月经异常组（８０例）

年龄（岁） ２９７±３２ ２８６±３５ ２８８±２５

体重（Ｋｇ） ５６５±５７ ５４９±４４ ５７６±４７

１２　检测方法
检测对照组和女性不孕组（包括月经正常组和月经异常组）血

清性激素水平变化情况。所有患者及健康对照组个体于月经后第

４～１０ｄ内，选取上午时间进行空腹抽取静脉血５ｍＬ。运用化学发

光法检测抽取血样中尿促卵泡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催
乳素（ＰＲＬ）、睾酮（Ｔ）、雌二醇（Ｅ２）及孕酮（Ｐ）的含量。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计量资料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对照组与不孕组各项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月经正常不孕症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相

比，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Ｔ、Ｅ２和Ｐ水平均略有增加，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对照组相比，血清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 Ｐ水平均显著增加（ｔ＝２３６５、３８２１、９９３１、
０２９８；Ｐ＝００４５、００１６、００３２、００２１），而 Ｅ２水平显著降低（ｔ
＝３２４１５，Ｐ＝００１３）。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月经正常不孕
症患者相比，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 Ｐ水平均显著升高（ｔ＝１９９５、
２９６５、８９８１、０１５３；Ｐ＝００２３、００２５、００１３、００１７），而 Ｅ２水
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８９８１，Ｐ＝００２９）。见
表２。

表２　对照组与不孕症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指标
对照组

（７８例）

不孕组（１１８例）

月经正常组（３８例）月经异常组（８０例）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１３１４±４７８ １３８９±３９８ １７８７±６７１ ＃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２３９±５０６ １４１０±７０９ ２００３±５０４ ＃

ＰＲＬ（ｐｇ／ｍｌ） １５９２±３１２ １７９１±３９９ ３５８７±１５５３ ＃

Ｔ（ｎｇ／ｍｌ） ０８９±０２６ ０９１±０１６ ０９３±０３１

Ｅ２（ｎｇ／ｍｌ） １４３８１±５６８１ １４７７８±６５１７ ４９８１±２００１ ＃

Ｐ（ｐｇ／ｍｌ） １６７±１０１ １９４±１５１ ２２５±１１５ ＃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月经正常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明确病因的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变化
将明确病因的月经异常患者各项激素水平与对照组血清

各项激素水平进行对比，发现催乳素血症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血清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 Ｐ水平显著升高（ｔ＝３３５４、１９７３、
３１５３３、０３７６；Ｐ＝００３７、００２４、０００８、００３２），而Ｅ２水平显著
降低（ｔ＝３３７１４，Ｐ＝００１４）。垂体微腺瘤患者与对照相比，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 Ｐ水平显著升高（ｔ＝５６１６、２７５２、３７８９３、
００４６；Ｐ＝００１３、００３３、００１３、００４４），而 Ｅ２水平显著降低（ｔ
＝３５６７１，Ｐ＝０００５）。子宫卵巢功能异常患者与对照组比，
ＬＨ、Ｔ和Ｐ水平上显著升高（ｔ＝４３５６、０６４２、００３６；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００２４）。黄体功能异常患者与对照组相比，ＬＨ和Ｐ水平
显著升高（ｔ＝３８２２、０３１５；Ｐ＝００３２、００４６）。

表３　明确病因的月经异常组性激素水平变化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ｐ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Ｅ２（ｎｇ／ｍＬ） Ｐ（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７８ １３１４±４７８ １２３９±５０６ １５９２±３１２ ０８９±０２６ １４３８１±５６８１ １６７±１０１

催乳素血症 ２５ １９８７±６７９ １６１４±７１２ ７８４４±１３３４ ０８６±０２１ ７７８９±１９９９ ２３２±１８３

垂体微腺瘤 ８ ２２８３±８１３ １７８１±６６７ ９００１±１２３３ ０８８±０３１ ６９８１±１２８９ ２４１±１１９

子宫卵巢功能异常 １９ １２３８±３７９ ２１１７±１８７ １５７８±２９１ ２０８±０３８ １３７２５±６０８１ ２３８±１０９

黄体功能异常 ２６ １１９９±３３２ １９８７±４２９ １５６７±２８８ ０８８±０３３ １４１４５±３３４７ ２２２±１１４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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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社会压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患者的比率逐

渐增加，该病不仅会影响个人生殖健康，而且会影响家庭和睦，

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因此已经引起临床的广泛关注［１］。能引

起女性患者不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内分泌因素是引起该病的

主要原因之一，占有将近５０％的比率［１０，１１］。因此了解女性不孕

症患者血清激素水平变化对于不孕症的诊断及治疗具有着重

要的参考意义。本文通过对本院不孕症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对比不同类型不孕症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拟为不孕症

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ＨＰＯＡ），是通过神经调节和激素
反馈来控制女性生育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促进卵泡成熟和排

卵、调节卵巢功能、控制女性发育［１２－１４］。下丘脑通过分泌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对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Ｔ、Ｅ２和 Ｐ水平进行调节，各
性激素通过相互作用来调节女性生殖系统功能。ＨＰＯＡ轴上任
何一个因素受到干扰，都能够导致内分泌异常，导致性激素分

泌紊乱。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月经正常不孕症患

者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Ｔ、Ｅ２和 Ｐ水平均略有增高，但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说明月经正常不孕症患者的发病原因不完全
是由于内分泌紊乱引起，其他发病因素可能参与不孕症的发

生。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总体情况下，血清 ＦＳＨ、ＬＨ、ＰＲＬ和 Ｐ
水平升高，而Ｅ２降低，这表明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与内分泌紊
乱有关，考虑为以下原因所致［１５］：（１）患者内分泌紊乱往往意
味着相应性激素分泌器官受损，无法发挥正常促进生育的功

能，导致患者不孕不育；（２）患者性激素水平出现变化，会反作
用于体内促性腺激素的大量释放，从而引起机体内分泌紊乱，

进一步加重机体内分泌功能障碍。不同原因导致的月经异常

不孕症患者，其体内性激素水平也存在差异，在各原因导致的

不孕症患者中，催乳素血症和黄体功能异常所致不孕症最为常

见，催乳素血症能够影响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分泌，

从而引起不孕症患者体内性激素分泌紊乱，表现为 ＦＳＨ、ＬＨ、
ＰＲＬ和Ｐ水平显著升高，Ｅ２显著降低，而 Ｔ无明显变化。ＦＳＨ
和ＬＨ水平的升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卵巢的储备能力，ＰＲＬ
浓度的升高可以抑制卵泡的成熟，并且能够抑制卵子的排出，

Ｅ２水平的降低可以引起月经减少甚至闭经现象的发生。黄体
功能异常的不孕症患者主要表现为 ＬＨ和 Ｐ水平的显著升高，
ＬＨ能够促进黄体的生成，而黄体功能异常患者主要为黄体功
能发育不良或退化，引起ＬＨ反馈性分泌增加，导致ＨＰＯＡ轴紊
乱，Ｐ分泌升高，从而导致卵泡闭锁并且影响正常排卵而使患者
不孕，这与Ｓａｔｋｕｎａｓｉｖａｍ等［１６］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月经正常的不孕症患者各项激素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而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较

对照组血清性激素水平有明显差异。因此，针对女性不孕症患

者的具体情况，将血清性激素作为一个诊断参考依据，是具有

临床意义的。然而由于本研究是回顾性研究且研究样本较小，

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相信随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开展以及样

本量的加大，血清性激素的变化对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诊断的

参考价值将会被大家认可，为女性月经异常不孕症患者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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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联合垂体后叶素治疗宫角妊娠的临床效果及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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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联合垂体后叶素治疗宫角妊娠的临床效果，并观察患者预后状况，为临床
提供依据。方法：选择本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收治的７１例宫角妊娠患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３０例应用腹腔镜治疗，观察组４１例应用腹腔镜时将垂体后叶素６Ｕ注入宫角处。观察指
标主要为两组术中收缩压变化、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及治疗疗效、血β－ｈＣＧ恢
复时间等结果。结果：观察组用药后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和３０ｍｉｎ之后收缩压变化为（５２８±０２７）ｍｍＨｇ、（４２６
±０３３）ｍｍＨｇ和（３１７±０２２）ｍｍＨｇ，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术中出血量（３０６４±３４８）ｍＬ，低
于对照组（５８７６±４１１）ｍＬ（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１０６±４２７）ｍｉｎ、
（９２１±１９４）ｈ和（３０８±０４４）ｄ，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成功率为９７５６％（４０／４１），高于对
照组的７６６７％（２３／３０），失败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血β－ｈＣＧ恢复时间
为（３５２±０２９）周，低于对照组（５０８±０３７）周（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联合垂体后叶素治疗宫角妊娠临
床效果较好，能够减少出血量，显著缩短患者治疗时间，预后良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腹腔镜；垂体后叶素；宫角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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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ｙ．Ｍａｉ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ｅｘｈａｕｓｔ
ｔｉｍ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ａｎｄ３０ｍｉ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５．２８±０．２７ｍｍ
Ｈｇ，４．２６±０．３３ｍｍＨｇａｎｄ３．１７±０．２２ｍｍＨｇ，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０．６４±３．４８ｍ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５８．７６±４．１１ｍ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４１．０６
±４．２７ｍｉｎ，９．２１±１．９４ｈａｎｄ３．０８±０．４４ｄ，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５６％ （４０／４１），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
７６６７％ （２３／３０）．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ＴｈｅｂｌｏｏｄβＨＣ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５２±０．２９ｗｅｅｋ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０８±０．３７ｗｅｅｋ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ｉｔｕｉｔｒｉ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ｎｕ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ｓｈｏｒｔ
ｅ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ｒｉｎ；Ｃｏｒｎｕ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角妊娠（ｃｏｒｎｕ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简称宫角妊娠，是指受精 卵着床于输卵管口近宫腔侧的子宫角部，其胚胎向宫腔内发育

的一类特殊类型异位妊娠，临床上较为罕见，只占异位妊娠的

２％～４％。由于宫角部是子宫血管与卵巢动静脉及输卵管血管
吻合处，血运丰富，孕卵种植在此异常位置，随着孕周增长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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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层变薄，肌层破裂导致大量出血而危及生命。随着腹腔镜技

术和药物治疗的广泛应用，为保守治疗宫角妊娠创造了条件，

已成为宫角妊娠治疗的首选方案。垂体后叶素含缩宫素和抗

利尿激素，具有收缩子宫肌肉、止血及抗利尿和升压作用［１－３］。

本研究旨在探讨腹腔镜联合垂体后叶素治疗宫角妊娠的治疗

效果，并观察患者预后状况，为临床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收治的７１例宫角妊

娠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经 Ｂ超或病理确诊，均为未破裂型。
年龄２５～４２岁，平均年龄（３５１７±５６２）岁，宫角包块１８ｍｍ×
２３ｍｍ～２３ｍｍ×４７ｍｍ。随机将患者分为应用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３０例应用腹腔镜治疗，观察组４１例，腹腔镜联合垂体后
叶素治疗。排除病例为高血压、糖尿病及出血性疾病等。两组

患者在年龄、孕周、宫角包块、孕次、产次及血压等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结果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孕周（周） 宫角包块（ｃｍ２） 孕次 产次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对照组 ３０ ３０１２±３４５ ８０４±２１９ ２９０±１３５ ２６８±１６１ １６０±０７１ １１８５９±６２８ ７６５８±４８８

观察组 ４１ ２９８６±４０７ ７９２±２３４ ３１８±１２７ ２７１±１５２ １５８±０７４ １１９３６±７０３ ７７１２±５６２

１２　方法和指标
所有患者均在心电监护下行腹腔镜术治疗（德国 ＳｔｒｙＫｅｒ

腹腔镜系统）。对照组患者取仰卧位，全麻下经脐入１０ｍｍＴｒｏ
ｃａｒ，行ＣＯ２人工气腹，脐轮下缘切口穿刺，将直径１ｃｍ腹腔镜置
入，在左右下腹麦氏点及耻骨联合上置手术器械操作孔，将直

径０５ｃｍ、１ｃｍ套管针放入，探查卵巢、子宫、盆腔腹膜各器官和
腹膜表面。包块侧子宫角向外凸出，表面呈紫蓝色，切开宫角

部清除妊娠病灶，钝性剥离角部妊娠组织物，用单极沿包膜下

方切除病灶，将其完整冲出后以双极电凝止血。观察组在剥离

妊娠组织物时，给予垂体后叶素６Ｕ注入近病灶宫角处［４－６］。

治疗效果评估标准：成功为治疗３ｄ后 Ｂ超显示病灶包块
不增大，盆腔积液未增加，血 ＨＣＧ＜３１ＩＵ／Ｌ或隔日随访尿
ＨＣＧ连续３次阴性；失败为Ｂ超提示盆腔内包块增大，盆腔积
液增加，血、尿ＨＣＧ不下降或持续上升。

术中出血量评估：采用称重法计算，术后称重手术后纱布

重量，与手术前纱布之差估算为出血量。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数据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术中收缩压变化结果比较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用药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和３０ｍｉｎ之
后收缩压变化为（５２８±０２７）ｍｍＨｇ、（４２６±０３３）ｍｍＨｇ和
（３１７±０２２）ｍｍＨ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收缩压变化结果比较（ｍｍＨｇ）

组别 ｎ １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对照组 ３０ ２３２±０４６ ２３７±０３２ ２４０±０２１

观察组 ４１ ５２８±０２７△ ４２６±０３３△ ３１７±０２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基本情况结果比较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出血量（３０６４±３４８）ｍＬ，

低于对照组（５８７６±４１１）ｍＬ，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手
术时间、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１０６±４２７）ｍｉｎ，
（９２１±１９４）ｈ，（３０８±０４４）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
性（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基本情况结果比较

组别 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排气时间

（ｈ）
术后住院

时间（ｄ）

对照组 ３０ ５８７６±４１１ ５５６４±５２８ １４２７±２８３ ４１２±０５８

观察组 ４１ ３０６４±３４８△４１０６±４２７△ ９２１±１９４△３０８±０４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结果及预后比较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成功率为９７５６％（４０／４１），

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６７％（２３／３０），失败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血 β－ｈＣＧ恢复时间为（３５２
±０２９）周，低于对照组（５０８±０３７）周，差异具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结果比较

组别 ｎ
成功

例数

失败

例数

血β－ｈＣＧ恢复
时间（周）

对照组 ３０ ２３（７６６７） ７（２３２３） ５０８±０３７

观察组 ４１ ４０（９７５６）△ １（２４４）△ ３５２±０２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

　讨论
宫角妊娠是孕卵种植在子宫与输卵管口交界处子宫角部

的宫腔内，是高危异位妊娠的一种，近年来子宫角妊娠的发生

率呈上升趋势。由于宫角部位血管丰富，易在妊娠过程中子宫

角部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直接威胁到孕妇的生命安全。宫角

妊娠的治疗有药物流产、介入治疗和手术等多种方法，但宫角

妊娠刮宫难度大、风险大，容易漏吸，传统治疗多采用剖腹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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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患侧的宫角和输卵管。随着临床内镜技术和超声水平的

提高，应用腹腔镜治疗宫角妊娠显示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垂体

后叶素是从垂体后叶提取的肽类物质，主要含有缩宫素和血管

加压素，对平滑肌有强烈的收缩作用［７－９］。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用药后收缩压变化为（５２８±
０２７）ｍｍＨ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主
要由于加压素起升压及抗利尿的作用，对血管及子宫肌层具有

收缩作用，而且能够直接收缩小动脉及毛细血管，特别对内脏

血管明显血管收缩作用，有利于破裂的血管止血。本次结果也

证实腹腔镜输卵管切开术中应用垂体后叶素可以明显减少出

血量，在垂体后叶素作用下血管收缩加强止血作用［１０，１１］，可以

减少电凝止血的次数，有利于减少患者创伤，缩短手术时间，提

高手术的成功率，与王兴红等［８］研究结果相吻合。术中应用垂

体后叶素后，子宫收缩使妊娠宫角凸起明显，可以明显使界限

清晰，在腹腔镜操作过程中便于查找套扎部位，减少了手术操

作时间，对减少出血也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可避免妊娠物残留，

也可避免因宫角血运丰富致大出血，患者手术创伤减轻，有利

于患者的康复［１２，１３］，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手术时间、排气时间和

术后住院时间均降低，提示能够有效的提高手术效果。对患者

预后观察可以看到，观察组患者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血β
－ｈＣＧ恢复时间明显减少，可尽早恢复生育功能，有利于患者
的再次妊娠。本次研究需进一步对患者性生活时间、再次妊娠

等进行观察研究。由于垂体后叶素可增加血压，对于有高血压

及其他心脏疾病的患者慎用［１４，１５］。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腹腔镜联合垂体后叶素治疗宫角妊娠

临床效果较好，能够减少出血量，显著缩短患者治疗时间，预后

良好，对于再次生育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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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地屈孕酮部分替代肌肉注射黄体酮进行黄体支持对 ＩＶＦ治疗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中心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接受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
的患者，比较以肌肉注射４０ｍｇ黄体酮联合口服地屈孕酮２０ｍｇ进行 ＩＶＦ治疗中黄体支持患者１２８例和以
６０ｍｇ黄体酮进行ＩＶＦ治疗中黄体支持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结果：地屈孕酮组患者临床妊娠率为
４７３％、活产率为４０７％。与同年前期和前年同期两组单纯使用黄体酮患者没有差异，仅选择ＧｎＲＨａ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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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案降调患者以及接受ＩＣＳＩ治疗患者进行比较，地屈孕酮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也与另两组没有差
异。结论：地屈孕酮可以替代部分肌肉注射黄体酮用于ＩＶＦ治疗中患者黄体支持，不影响患者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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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体支持是指外源性药物支持胚胎的种植过程，是公认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
－ＥＴ）治疗中的有利于妊娠结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１］。用于黄体

支持的药物多种多样，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最佳用药方案，不同

药物黄体支持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也没有定论。我科自２０１１
年７月将黄体支持方案由肌肉注射６０ｍｇ黄体酮改为肌肉注射
４０ｍｇ黄体酮联合口服地屈孕酮２０ｍｇ。本文就此两种黄体支持
方案对ＩＶＦ妊娠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２０１０年７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３１日在我中心进行
ＩＶＦ治疗的患者中，对进行降调后行超促排卵、新鲜周期移植胚
胎的全部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按不同黄体支持方案及治疗时间分为三组，见

表１。其中Ａ组为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１２月接受治疗的患者，采用
的黄体支持方案为地屈孕酮 １０ｍｇ每日 ２次口服，加黄体酮
４０ｍｇ每日肌肉注射１次。Ｂ组和 Ｃ组治疗时间不同，分别为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６月和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１２月，即Ａ组的同年前期
和前年同期。两组采用的黄体支持方案均为黄体酮６０ｍｇ每日
肌肉注射１次。

对各组全部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控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Ｈ）天数、促性腺激素（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ｉｎ，Ｇｎ）用量等一般情况，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进行比较分
析。在各组中选择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的患者，和受
精方式采用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的患者分别比较上述指标。

表１　分组方案

分组 治疗时间 例数 黄体支持方案

Ａ组 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１２８ 地屈孕酮１０ｍｇ，Ｂｉｄ，口服；黄体酮４０ｍｇ，Ｑｄ，肌肉注射

Ｂ组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 ９２ 黄体酮６０ｍｇ，Ｑｄ，肌肉注射

Ｃ组 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６７ 黄体酮６０ｍｇ，Ｑｄ，肌肉注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包进行ｔ检验，χ２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当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三组患者共２８７例，年龄、不孕年限、ＣＯＨ天数、使用Ｇｎ总

量等基本情况见表２。不孕年限组间进行非参数检验比较，其
余指标进行ｔ检验比较差异。加用地屈孕酮组全部患者年龄较
同年前期患者偏大，其余指标各组间没有差异。

分别在三组患者中仅选取采用 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患
者，和仅选取受精方式为ＩＣＳＩ的患者按上述方法比较其基本情
况，结果见表３、表４。仅在接受 ＩＣＳＩ的患者中，加用地屈孕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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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不孕年限明显比前年同期组短（平均秩和２０３２ｖｓ２８４４）。 其余指标各组间均没有差异。

表２　各组患者一般情况

例数 年龄（年） 不孕年限ａ（年） ＣＯＨ天数（天） Ｇｎ总量（ＩＵ）

Ａ组 ９１ ３２６５±４９６１ ３（１，１６） １０８４±１９９１ ２５５９０７５±９０８９７

Ｂ组 ９２ ３１１６±４６５６ｂ ３（１，１５） １１１１±１６２０ ２５３３７２５±１０３１２２

Ｃ组 ６７ ３２３３±４６５３ ４（１，１３） １０７９±１９８１ ２３４４０５０±１０２３５４

　　注：ａ以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ｂ与Ａ组存在差异Ｐ＝００３８

表３　各组中采用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患者一般情况

例数 年龄（年） 不孕年限ａ（年） ＣＯＨ天数（天） Ｇｎ总量（ＩＵ）

Ａ组 ４４ ３０１４±４２７３ ３（１，１３） １０８９±１６０３ ２０６５８７５±６００９７

Ｂ组 ５６ ２９２９±３７６０ ３（１，８） １０８６±１６８９ ２０３９７００±６７０７３

Ｃ组 ３４ ３０３８±３４５５ ３（１，１１） １０２９±１５０８ １８４３０５０±５７１７６

　　注：ａ以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

表４　各组中采用ＩＣＳＩ受精患者一般情况

例数 年龄（年） 不孕年限ａ（年） ＣＯＨ天数（天） Ｇｎ总量（ＩＵ）

Ａ组 ２８ ３０６４±５３１４ ３（１，１２） １０４６±１８５６ ２２３３９５０±７７２２７

Ｂ组 ３３ ３０１５±４９６３ ４（１，１５） １０９１±１５４８ ２３９３１７５±９３７１９

Ｃ组 １８ ３０５６±４５０１ ４（１，１３）ｂ １０５０±２１７６ ２０１６６７５±９２９２７

　　注：ａ以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ｂ与Ａ组存在差异Ｐ＝００４２

２２　临床妊娠率比较
用地屈孕酮的Ａ组患者和同年前期的 Ｂ组患者临床妊娠

率比较结果见表５。两组中全部患者、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
患者以及接受ＩＣＳＩ治疗患者的临床妊娠率没有差异。

用地屈孕酮的Ａ组患者和前年同期的 Ｃ组患者临床妊娠
率比较结果见表５。两组中全部患者、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
患者以及接受ＩＣＳＩ治疗患者的临床妊娠率没有差异。

表５　三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比较

Ａ组 Ｂ组 Ｃ组 Ｐａ Ｐｂ

所有患者 ４７３％（４３／９１） ５７６％（５３／９２） ５６７％（３８／６７） ０１６１ ０２４０

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 ５００％（２２／４４） ５３５％（３０／５６） ５８８％（２０／３４） ０７２３ ０４３８

ＩＣＳＩ治疗 ６０７％（１７／２８） ５４５％（１８／３３） ６１１％（１１／１８） ０６２７ ０９７９

　　注：ａＡ组Ｂ组比较；ｂＡ组Ｃ组比较

２３　活产率比较
用地屈孕酮的Ａ组患者和同年前期的 Ｂ组患者活产率比

较结果见表６。两组中全部患者、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降调患者
以及接受ＩＣＳＩ治疗患者的活产率没有差异。

用地屈孕酮的Ａ组患者和前年同期的 Ｃ组患者活产率比
较结果见表６。两组中全部患者、标准长方案降调患者以及接
受ＩＣＳＩ治疗患者的活产率没有差异。

表６　三组患者活产率比较

Ａ组 Ｂ组 Ｃ组 Ｐａ Ｐｂ

所有患者 ４０７％（３７／９１） ４７８％（４４／９２） ４７８％（３２／６７） ０３２９ ０３７４

ＧｎＲＨａ短效长方案 ４５５％（２０／４４） ５００％（２８／５６） ５２９％（１８／３４） ０６５２ ０５１２

ＩＣＳＩ治疗 ５７１％（１６／２８） ４８５％（１６／３３） ５００％（９／１８） ０５００ ０６３５

　　注：ａＡ组Ｂ组比较；ｂＡ组Ｃ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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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需要充分的黄体支持

生理情况下，排卵后卵泡壁的颗粒细胞和卵泡膜细胞共同

形成黄体，在黄体生成素（ＬＨ）的作用下，两种细胞黄素化并分
泌孕激素。孕激素促进子宫内膜充分转化，为胚胎着床提供条

件并维持妊娠，直到胎盘形成并开始分泌孕激素后，妊娠的维

持才不再依靠黄体。早在１９７２年Ｃｓａｐｏ的实验就证实，在胎盘
形成前切除黄体会导致流产［２］。已经公认黄体功能充分是妊

娠的发生和继续的重要条件［３］。

自辅助生育技术开始早期，研究者就已经明确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
疗过程中存在黄体功能不足［４］。取卵时大量颗粒细胞被抽吸，

雌激素和孕激素产生不足；降调节抑制了垂体ＬＨ的生成，黄体
形成不充分；超促排卵过程中，形成多个黄体，产生大剂量雌孕

激素，抑制ＬＨ分泌，这些因素是目前公认的造成ＩＶＦ／ＩＣＳＩ患者
黄体功能不足主要因素［５］。因此，在进行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中充分
的黄体支持是重要步骤。

３２　肌肉注射黄体酮进行黄体支持存在不良反应
黄体支持的核心是提高患者体内孕激素水平，可以用于黄

体支持的药物包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孕激素、Ｇｎ
ＲＨａ，其中常规的黄体支持方案是直接外源补充孕激素［５，６］。可

以用于黄体支持的孕激素种类繁多，包括肌肉注射、口服给药

和阴道上药等不同给药途径的多种药物，目前尚无公认的黄体

支持的最佳给药途径和剂量［５］。

肌肉注射天然黄体酮１９８５年首次应用于 ＩＶＦ治疗周期中
黄体支持［７］，是我国目前普遍使用的黄体支持药物，其临床效

果得到了公认［５］。但黄体酮针剂为肌肉注射给药，疼痛是无法

避免的副作用，同时针剂患者无法自行用药，需到医院由护士

执行，不便于患者正常工作生活。该制剂为油性液体，ＩＶＦ／ＩＣＳＩ
患者进行黄体支持期间，需要反复多次注射，临床上常观察到

患者在用药期间或停药后出现局部药物吸收不良，蓄积而发生

皮肤红肿、结节以及瘙痒、疼痛等症状，甚至发生炎性反应，形

成脓肿，文献中亦多有报道［６－１１］。也有黄体酮可以引起人工性

脂膜炎等局部严重不良反应的报道［１２］。２００４年 Ｂｏｕｋａｅｒｔ报道
了应用肌注天然黄体酮后发生急性嗜酸细胞性肺炎的病例，提

示这一常用药物有在健康年轻人中引发严重疾病的风险［１３］。

这些不良反应促使越来越多的医生尝试使用其他类型的孕激

素制剂替代肌肉注射黄体酮。Ｖａｉｓｂｕｃｈ等［１４］２０１２年进行的全
球性ＩＶＦ中心黄体支持治疗状况调查，发现单纯使用肌肉注射
黄体酮进行黄体支持的比例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３％下降到５％，充分
显示出这一趋势。

３３　口服地屈孕酮可以用于ＩＶＦ／ＩＣＳＩ患者黄体支持
本研究Ａ组所使用的地屈孕酮为口服黄体酮的一种，它是

天然孕激素（黄体酮）经紫外线照射后产生的逆转异构体，与内

源性孕激素具有相似的分子结构，仅在碳原子６～７之间多了一
个双键，９位碳原子上的氢原子和１０位碳原子上的甲基和天然
孕激素呈反向［１５，１６］。这种结构变化使得地屈孕酮与孕激素受

体的结合力超过天然孕酮，且不予雌激素、雄激素受体结合，即

口服后不产生雌激素、雄激素活性［１５，１６］。口服地屈孕酮后０５
～２５ｈ即可达峰，生物效价是口服微粒化黄体酮的 １０～２０
倍［１６］。回顾性分析已经证实孕期使用地屈孕酮未出现相关的

胎儿先天异常［１７］。因此已经公认地屈孕酮是一种起效快、副作

用小的高效孕激素。

在临床应用中，由于地屈孕酮口服后按常规方法不能检测

出其血药浓度，患者在检测血清中孕酮含量时无法看到地屈孕

酮的效应，仅看到自身偏低的孕酮水平，常引起患者的恐慌，这

一现象容易影响地屈孕酮的使用。文献报道，肌肉注射黄体酮

引起的不良反应与用药剂量有关，用药剂量越大，不良反应发

生率越高［９］。

由于地屈孕酮和肌肉注射黄体酮的上述特点，本研究中以

２０ｍｇ地屈孕酮替代了２０ｍｇ肌注黄体酮，即由每日肌注 ６０ｍｇ
黄体酮改为每日肌注４０ｍｇ黄体酮加口服２０ｍｇ地屈孕酮，进行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中的黄体支持希望能够在保证有效黄体支持的
同时降低不良反应。由于同一时段不同患者采用不同的黄体

支持方案在临床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本研究采取了同一时

段采用一种黄体支持方案，以同年前期和前年同期两个时段的

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的方式，从而尽可能减少非同期对照

对结果的影响。研究中以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为指标比较患者

妊娠结局，结果显示尽管地屈孕酮组年龄较一组黄体酮组患者

年龄大，三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均没有差异。去除女方

卵巢功能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仅选取各组中选取短效长方案进

行降调节患者比较，研究组妊娠结局和对照组没有差异。去除

女方病因影响对妊娠结局的影响，选取各组中采用 ＩＣＳＩ进行受
精的患者比较，研究组妊娠结局和另两组也没有差异。提示此

种方法和经典的每日肌注６０ｍｇ黄体酮比较，不影响 ＩＶＦ／ＩＣＳＩ
患者妊娠结局，特别是不影响最终评价指标活产率。因此，本

方案可以作为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的过程中黄体支持方案。
２０１０年黄卡立［１８］的研究比较了 ＩＶＦ治疗中每日地屈孕酮

３０ｍｇ口服和每日４０ｍｇ黄体酮肌肉注射进行黄体支持的妊娠结
局，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没有差异。２０１１年Ｌｉｎｄｅｎ等［５］

进行的关于黄体支持方案的系统回顾也显示，口服孕激素方案

和肌肉注射黄体酮方案患者妊娠结局没有差异，在口服孕激素

中，合成孕激素地屈孕酮组妊娠结局优于微粒化黄体酮。这些

研究都与本研究类似，同样支持地屈孕酮可以替代黄体酮进行

黄体支持。

本研究选择口服地屈孕酮结合少量肌肉注射黄体酮即不

影响妊娠结局，同时减少了黄体酮的副作用，且不会增加患者

的心理负担，不失为黄体支持治疗的一种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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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对比
研究
王卉　梁培琴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广州 ５１０６１０

【摘　要】　目的：对比研究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１２０例孕妇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娩，其中对照组采用阴道分娩的方式进行分娩，试验组采用剖宫产的
方式进分娩。对比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分娩方式后对性功能的影响。结果：两种分娩方式在对于患者的产

后３个月均有一定的影响，试验组采用剖宫产在产后３个月以内性交痛明显低于对照组采用阴道分娩的方
式的性交痛的２６６７％，Ｐ＜００５；对两组孕妇进行产后恢复性生活时间进行比较，发现对照组与试验组在对
于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中，差异较为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孕妇产后性功能的恢复与剖宫产
和阴道分娩这两组不同的分娩方式在产后３个月有显著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患者由于产后性功能
恢复程度的差异来怪罪于分娩方式的不同，使剖宫产率升高的这一现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值得我

们在临床进行一定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剖宫产；阴道分娩；产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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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生活质
量有了一定的要求，因此在对于产妇进行分娩时，大部分女性

为了使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程度较快，或是希望产后性功能

不受影响，在选择分娩方式时，要求医生进行剖腹产，这些只

是产妇自己的想法。对于分娩方式的不同是否影响了产妇产

后性功能的减退尚需进一步研究［１，２］。本次研究针对产妇分

娩的方式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娩，其中对照组采用阴

道分娩的方式，试验组采用剖宫产的方式，针对两种不同的方

式对产后性功能的影响进行一定的对比分析，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科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
１２０例产妇（排除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进行分组。对照组
产妇６０例，年龄２１～３９岁，平均（２４１±２６）岁；初产妇４５例，
经产妇１５。试验组产妇６０例，产妇年龄２１～４０岁，平均（２５１
±３２）岁；初产妇４８例，经产妇１２例。组间一般资料及两组产
妇生产前的性生活情况比较无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研究方法：针对患者产后性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并填写调查

表：（１）一般资料：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分娩方式。（２）产妇产
后恢复性生活的时间。调查方式为电话或是术后门诊复查等

进行调查。

分娩方式：对照组采用阴道分娩的方式进行分娩，试验组

采用剖宫产的方式进行分娩。

１３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产妇采用不同的分娩方式后对产后性交痛以及

产后恢复性时间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ｎ（％）］形式表
示，数据对比采取χ２校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产后恢复性生活时间比较

针对两组孕妇进行产后恢复性生活时间进行比较，发现对

照组与试验组在对于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中，差异较为明显，
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孕妇产后恢复性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 产后６个月恢复性生活

试验组 ６０ ４５（７５００） ４７（７８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３３（５５００） ５５（９１６７）

χ２ — ５２７４７ ４１８３０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１　两组患者产后性交痛的比较
针对两组孕妇进行产后恢复性生活时间进行比较，发现对

照组与试验组在对于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中，差异较为明显，
其中试验组采用剖宫产在产后３个月以内性交痛明显低于对照
组采用阴道分娩的方式的性交痛的２６６７％，具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孕妇产后性交痛比较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性交痛 产后６个月性交痛

试验组 ６０ ３３（５５００） １５（２５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４９（８１６７） ２５（４１６７）

χ２ — ９８５８８ ３７５００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随着

人口的增加，产妇也越来越多，在进行分娩方式的比例中，发现

剖宫产率也在不断上升，其中产妇怕影响产后性功能这一原因

而选择剖宫产这一现状也不断增加，但是产妇分娩方式对于产

后女性性功能的影响是否确切，不能清楚的进行判断［３，４］。因

此，在本次实验中，对于产妇采用剖宫产以及阴道分娩方式对

女性产后性功能进行一定的研究与探讨，其中对照组采用阴道

分娩的方式进行，试验组采用剖宫产的方式进行。首先，产妇

不管选择哪种手术方式对女性产后的性功能都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临床理论基础中，当产妇采用阴道分娩时，胎儿从产妇的

阴道进行娩出，对于产妇的盆地组织可造成一定的损失，而产

妇采用剖宫产进行分娩时，胎儿不经过产妇的阴道进行娩出，

对于产妇的盆地组织没有一定的损失，且产妇的盆地肌肉无明

显变化［５，６］。两组患者在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娩时，对于产

妇的阴道均无严重损伤，而阴道的完整性对于产后的性功能有

一定的直接关系，因此，在对于产妇进行分娩时，临床医者要意

识到保护产妇的完整性对于产后性功能恢复的重要性，并不是

对于选择哪种分娩方式对于产后性功能的影响程度较小［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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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中，针对产妇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流产程度和

初产妇和经产妇等一系列指标进行一定的问卷调查，根据两组

患者采用的分娩方式的不同进行一定的数据分析，发现对照组

与试验组在对于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中差异较为明显，其中
试验组采用剖宫产在产后３个月以内性交痛明显低于对照组采
用阴道分娩的方式的性交痛的２６６７％，对两组孕妇进行产后
恢复性生活时间进行比较，发现对照组与试验组在对于产后３
个月恢复性生活中，差异较为明显，具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综上所述，产后性功能的状况与分娩方式的不同有一定的联

系，因此需要临床工作者对于这一影响能够有所重视。此外，产

妇由于孩子的降临，把重心以及精力都放在了孩子中，忽略了对

自己本身机体的恢复能力［１０，１１］，因此，当产妇性功能出现一定的

衰减时，不能够及时进行诊断与治疗，从而导致患者的性功能恢

复能力较差［１２］。在本次研究调查中，发现剖宫产及阴道分娩的

患者对于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主要在产后３个月以后较为明
显，产后６个月以后差距逐渐减少。影响产后性功能的直接影响
因素为阴道的完整性、产妇长期的情绪以及照顾家庭的心理压

力，因此，在产妇为了保护产后性功能状况而选择剖宫产这一分

娩方式是不确切的，在临床上要给予纠正［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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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在临床早产预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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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和探讨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对临床早产的预测价值。方法：对２６５例妊娠
２０～３４周的孕妇进行阴道分泌物ｆＦＮ检测及宫颈长度Ｂ超测量，结合孕妇的妊娠结局对其预测早产的价值
进行分析。结果：宫颈长度（≤３ｃｍ）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３７周内分娩预测的敏感性分别为５６２５％、
５６５２％、６０８７％、５４６９％，特异性分别为 ６４４３％、６６１２％、６６５３％、５４６９％，ＰＰＶ分别为 ９０９％、
１３６８％、１４７４％、３６８４％，ＮＰＶ分别为９５８８％、９４１２％、９４７１％、８２９４％；ｆＦＮ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３７
周内分娩预测的敏感性分别为 ７７７８％、７５００％、６４００％、５２５４％，特异性分别为 ６９２３％、７０１２％、
６９１７％、７１３６％，ＰＰＶ分别为１５５６％、２０００％、１７７８％、３４４４％，ＮＰＶ分别为９７７１％、９６５７％、９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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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００％。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对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３７周内分娩预测的敏感性分别为５４８４％、
５２１７％、４７８３％、３３３３％，特异性分别为 ８９３２％、８７６０％、８７１９％、８６３８％，ＰＰＶ分别为 ４０４８％、
２８５７％、２６１９％、２３８１％，ＮＰＶ分别为９３７２％、９５０７％、９４６２％、９１０３％。结论：对孕妇早产的预测，ｆＦＮ
相比宫颈长度测量具有更高的特异度及ＰＰＶ，二者联合检测可进一步提高检测的特异度及ＰＰＶ，对预测早产
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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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ｐｒｅｔｅｒｍｌａｂｏｕｒ，ＰＴＬ）是指妊娠满２８周不满３７周的分
娩，发生率约为５％～１５％［１］，早产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及近远期

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早期预测及筛查早产、识别高

危人群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是降低早产发生率、改善

不良妊娠结局的关键，同时可有效减少对低危孕妇过度临床干

预。国外大量研究证实，胎儿纤维连接蛋白（ｆＦＮ）阳性可预测
早产，宫颈长度Ｂ超测量是预测早产另一指标，二者操作简单
易行［２］。我院将ｆＦＮ与宫颈长度检测联合用于早产的预测，以
探讨二者对早产的联合预测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１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孕妇 ２６５
例，年龄２０～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０５２±８５８）岁；入选标准［３］：

（１）孕２０－３４周；（２）未发生胎膜早破及阴道流血；（３）宫口扩
张＜３ｃｍ；（４）单胎妊娠，初产妇；（５）２４ｈ内无性生活或阴道检
查史；（６）临床资料及孕期保健资料齐全。排除标准：（１）合并
早产高危因素者：高血压、心脏病、前置胎盘及长期站立等；（２）
合并肝肾功能不全、肿瘤或病毒性肝炎等疾病者；（３）无孕期保
健；（４）有生殖道感染或性传播疾病；（５）子宫发育畸形。
１２　方法

ｆＦＮ定性检测：孕妇取膀胱截石位，外阴常规消毒，扩开阴
道暴露宫颈，将专用无菌拭子置于阴道后穹隆处停留１５ｓ，采集

宫颈分泌物，取出拭子，插入缓冲液内，混合１５ｓ，将美国ＡＤＥＺＡ
公司生产的ｆＦＮ快速测试条下端插入缓冲液中。１０ｍｉｎ后，观
察ｆＦＮ测试条反应线与质控线颜色变化，阳性：反应线与质控线
均变红色，提示样本ｆＦＮ浓度 ＞５０ｎｇ／ｍＬ；阴性：质控线变红色；
无效：质控线未变色。

宫颈长度超声测量：取膀胱截石位，采用ＡＬＯＫＡ５５００彩色
多普勒超声仪，探头置入阴道内转动至子宫颈矢状切面，清楚

显示宫颈管，宫颈内口及外口，测量宫颈内口至外口的距离，取

三次测量的平均值。结果判断：阳性：宫颈长度≤３ｃｍ；阴性：宫
颈长度＞３ｃｍ。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 ｆＦＮ与宫颈长度预测早产的统计
学指标进行计算，统计学指标包括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

（ＰＰＶ）、阴性预测值（ＮＰＶ）。
"

　结果
２１　宫颈长度、ｆＦＮ检测结果及孕妇早产情况

２６５例孕妇中，宫颈长度≤３ｃｍ者９５例（３５８５％），早产者
７１例（７４７４），＞３ｃｍ者 １７０例（６４１５％），早产者 ５５例
（３２３５％）。ｆＦＮ阳性者 ９０例 （３３９６％），早产者 ７９例
（８７７８％），ｆＦＮ阴性者 １７５例 （６６０４％），早产者 ４７例
（２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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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宫颈长度、ｆＦＮ检测对早产的预测价值
宫颈长度及ｆＦＮ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３７周内分娩预测

的敏感性、特异性、ＰＰＶ及ＮＰＶ结果见表１。

表１　宫颈长度与ｆＦＮ对早产的预测价值

检测方法 例数
分娩时间

≤７ｄ ≤１４ｄ ≤３４周 ≤３７周

宫颈长度

阳性 ９５ ９（９４７） １３（１３６８） １４（１４７４） ３５（３６８４）

阴性 １７０ ７（４１２） １０（５８８） ９（５２９） ２９（１７０６）

敏感性（％） ５６２５ ５６５２ ６０８７ ５４６９

特异性（％） ６４４３ ６６１２ ６６５３ ７０１５

ＰＰＶ（％） ９０９ １３６８ １４７４ ３６８４

ＮＰＶ（％） ９５８８ ９４１２ ９４７１ ８２９４

ｆＦＮ

阳性 ９０ １４（１５５６） １８（２０００） １６（１７７８） ３１（３４４４）

阴性 １７５ ４（２２９） ６（３４３） ９（５１４） ２８（１６００）

敏感性（％） ７７７８ ７５００ ６４００ ５２５４

特异性（％） ６９２３ ７０１２ ６９１７ ７１３６

ＰＰＶ（％） １５５６ ２０００ １７７８ ３４４４

ＮＰＶ（％） ９７７１ ９６５７ ９４８６ ８４００

２３　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对早产的预测价值
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３７周内

分娩预测的敏感性、特异性、ＰＰＶ及ＮＰＶ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对早产的预测价值

ｆＦＮ与宫颈长度 例数 ≤７ｄ ≤１４ｄ ≤３４周 ≤３７周

均为阳性 ４２ ９（２１４３） １２（２８５７） １１（２６１９） １０（２３８１）

至少一项阴性 ２２３ ８（３５９） １１（４９３） １２（５３８） ２０（８９７）

敏感性（％） ５４８４ ５２１７ ４７８３ ３３３３

特异性（％） ８９３２ ８７６０ ８７１９ ８６３８

ＰＰＶ（％） ４０４８ ２８５７ ２６１９ ２３８１

ＮＰＶ（％） ９３７２ ９５０７ ９４６２ ９１０３

#

　讨论
早产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及先天性残疾的首要原因，近年来

早产发生率逐年增加。对出现早产症状的孕妇通过临床干预，

可显著降低早产儿病率及死亡率，因此，如何有效准确尽早识

别早产高危人群显得尤为重要。早产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病因及机制复杂，目前认为［４－６］，早产的危险因素包括下生殖道

及泌尿系感染、胎盘因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子宫畸形、吸

烟（≥１０支／ｄ）、年龄（＜１７岁或 ＞３５岁）等。但仅通过上述危
险因素的存在与否及传统的宫缩监测等方法并不能真正有效

识别及预防早产，往往存在过度治疗或不及时、恰当的治疗。

宫颈管的长度是胎儿在宫内生长发育至足月的重要保证，

正常孕妇妊娠期间宫颈长度均维持在３０ｃｍ以上［７］。早产发

生前２～３周时，宫颈扩张且缩短。国外学者报道［８］，宫颈指

数、宫颈长度、漏斗长度及漏头宽度等宫颈超声指标与早产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且以宫颈长度关系最为密切。目前，美国

放射学会建议将宫颈长度超声检测作为中期妊娠的一项常规

检查。经阴道Ｂ超测量宫颈长度，操作简单，适用于多数患者，

但宫颈长度超声检查结果易受主观影响，特异性较低，单独应用

意义不大［９］，常需要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目前，临床上

将其多用于早产的筛选。

ｆＦＮ是一种由多种细胞合成分泌的糖蛋白，是一种重要的
细胞外基质，孕妇阴道分泌物ｆＦＮ主要由蜕膜分泌，其作用在于
连接和黏附胎膜与蜕膜，提高宿主对细菌、病毒等的吞噬作

用［１０］。孕周＜２０周时，胎膜与蜕膜未紧密连接，可于阴道后穹
隆分泌物中检测到 ｆＦＮ，在孕２２～２４周时，一般检测方法无法
检出，在孕２４周后，宫颈分泌物中 ｆＦＮ含量极低，也无法检出。
在分娩前，无论是足月或早产，子宫收缩或机械性创伤使绒毛

膜与子宫壁分离，ｆＦＮ可通过宫颈漏至阴道，或者胎膜早破时，
ｆＦＮ可随羊水进入阴道，此时，则可检出少量ｆＦＮ［１１］。若在妊娠
期下生殖道内检测ｆＦＮ阳性，则提示子宫蜕膜与绒毛膜或胎膜
发生分离、分娩即将启动或已经发生胎膜破裂。若孕３９周时，
阴道分泌物未检出 ｆＦＮ，可提示发生过期妊娠［１２］。由此可见，

ｆＦＮ是一种提示分娩的标记物，对于无症状高危早产及先兆早
产均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而且这种预测与孕周无关。国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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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３］最早将 ｆＦＮ检测应用于早产预测，研究发现，ｆＦＮ阳性对
早产的阳性预测值为８３％，阴性预测值为８１％，此后，国外很多
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提示ｆＦＮ阳性预示着有早产的风险，
对早产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尤其是具有较高的阴性预测值，

可高达９７％ ～１００％［１４］，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目前已将 ｆＦＮ检
测作为产前诊断的常规检查。值得注意的是，阴道内血液及残

留精液中均含有 ｆＦＮ，在检测时，一定要严格筛选孕妇，避免假
阳性，提高阳性预测值。

本研究中，宫颈长度对检测后７ｄ、１４ｄ、３４周及３７周内分娩
预测的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均较低，而以宫颈长度更明显，这

也是宫颈长度Ｂ超测量在预测早产的临床应用受到明显限制
的重要原因，结果显示二者均具有较高的阴性预测值，且二者

阴性预测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说明 ｆＦＮ阴性或宫颈长度 ＞
３ｃｍ时，短期内分娩的可能性较小［１５］。二者联合检测时，特异

性及阳性预测值均有明显提高，ＮＰＶ与单独预测方法近似，由
此可见，ｆＦＮ与宫颈长度联合检测预测早产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临床上可将其用于排除假性早产，对二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

孕妇可仅行医学观察；对二者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者，尽早进行

临床干预，同时应对胎儿宫内情况进行评估，３４周内分娩的早
产儿预后较差，因此，对于孕周 ＜３４周的孕妇，应格外重视，必
要时可转诊至新生儿ＩＣＵ病房；对于一项检测阳性者可在临床
密切观察下重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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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针囊

!

注射引产效果研究
邱飞君１　劳佩薇２　 王芬萍１　付燕华１

１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１
２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１

【摘　要】　目的：研究和分析孕１４周至１６周服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与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

的效果。方法：选取７０例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引产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患者，将其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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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各３５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患者。试验组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患者采用米非司酮米索前
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对照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患者使用单独的利凡诺针囊内注射引
产方法。将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产妇患者引产后的成功率、产后出血量以及胎盘胎膜残
留量等进行分析与对比。结果：试验组的孕妇患者中有３５例患者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对照组
的孕妇患者中有３０例患者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８６％；其中对照组的产后出血量以及胎盘胎膜残留量
显著高于试验组的患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试验组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产妇患者的引产成功率以及产后
出血量和胎盘胎膜残留量和对照组有显著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孕１４周至１６周孕妇患
者服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中期妊娠引产成功率，

值得在临床医学上大力推广。

【关键词】　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利凡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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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上，中期妊娠引产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利凡诺羊
膜腔内注射引产。但是利凡诺羊膜腔内注射引产有非常大的

风险性，其可以直接引起子宫收缩达引产目的，但子宫对药物

的敏感性随妊娠月份增加而增加，月份越小，敏感性越低，引产

的成功率就越低，较易出现引产失败，给患者带来非常大的痛

苦［１］。所以很多患者渴望使用一种能减轻痛苦并且经济实惠

的引产方法［２］。本文选取７０例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
我院进行引产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
与试验组，每组各３５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患者。试验组的孕１４
周到１６周患者采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对照组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患者使用单独的利
凡诺针囊内注射引产方法。将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孕１４周到
１６周的产妇患者引产后的成功率、产后出血量以及胎盘胎膜残
留量等进行分析与对比。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７０例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进行引产的
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各
３５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患者。其中对照组孕产妇患者年龄分布
为１８～２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３２±１９）岁，其中初产妇２５例，经

产妇１０例。剖宫产方式都是子宫下段横切口，而且同此次的引
产相隔时间最短为１年，最长为８年；试验组孕产妇患者年龄分
布为２０～２７岁，平均年龄为（２２８±２７）岁，其中初产妇２３例，
经产妇１２例。剖宫产方式都是子宫下段横切口，而且同此次的
引产相隔时间最短为１年，最长为７年；经过医学常规检查发现
所有的患者Ｂ超、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血常规都没有出
现异常情况。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以及病情

等方面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试验组中３５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产妇患者采用米非司酮
米索前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对患者进行

引产。第 １ｄ患者口服米非司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６３３，生产单位：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ｍｇ，第２ｄ使
用利凡诺尔（生产单位：青海制药厂）针囊内注射１００ｍｇ，第３ｄ
清晨空腹口服米索前列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６８，生
产单位：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ｍｇ，主要以口服为主。

对照组中３５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产妇患者使用利凡诺尔
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对患者进行引产，单独使用利凡诺尔羊膜

腔内注射进行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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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疗效判断
完全流产：胎儿及附属物全部排出；不完全流产：胎儿全

部排出，胎盘部分排出或未排出；失败：宫腔注射利凡诺尔４８ｈ
后，宫内胎儿以及组织没有完全排出，同时对比两组患者宫腔

注药至宫缩发动时间至分娩时间，软产道损伤以及引产成功率

及胎物残留情况［４］。

１４　出血量测定
出血量主要依据：失血量 ＝估计失血值（主要依据患者的

休克指数而进行有效的评估确定）＋继续失血量值（主要采取
容积测量的方法而进行确定）。

１５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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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参数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
用ｔ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引产情况比较

对照组与试验组引产工作都顺利完成，在７０例孕１４周到
１６周的孕妇患者中，每组各３５例，其中试验组的孕妇患者中有
３５例患者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对照组的孕妇患者
中有３０例患者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８６％。试验组和对
照组在引产成功率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用药后引产成功比较

组别（ｎ） 注入利凡诺尔至宫缩时间／ｈ 用药至分娩时间／ｈ 总产程／ｈ 引产成功率／％

试验组（３５） １４６±４８ １０２±６２ ４３±１２ ３３（９４３）

对照组（３５） ２９１±１７４ ４７４±１２８ １８８±７５ ２７（６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１　引产后产后出血，胎物残留以及软产道损伤比较
对照组与试验组引产工作都顺利完成，在７０例孕１４周到

１６周的孕妇患者中，每组各３５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在产后出
血，胎物残留以及软产道损害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胎物残留以及软产道损伤比较

组别（ｎ） 平均出血量／ｍＬ 胎物残留／％ 软产道损伤／％

试验组（３５） １００ ６（１７１） ３（０８）

对照组（３５） １５０ １５（４３．０） ５（１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利凡诺尔是一种消毒剂，可以刺激子宫肌肉收缩，让子宫

紧张度递增，引发机械性收缩［５］。但是使用利凡诺尔引产非常

容易引产失败，对于引产失败的处理方法上，二次注药给病人

造成的损失较大，延长住院时间较长，所以病人的心理多不愿

意接受，至于进行钳刮术病人也不易接受，痛苦较大，１３～１６周
孕妇利凡引产失败率起码高达２５％ ～３０％［６］。在中期妊娠引

产中，因为宫颈成熟度较差，宫颈扩张缓慢，潜伏期较长而且持

续宫缩作用于未成熟的宫颈，让患者的产程延长，引发患者宫

颈水肿以及裂伤等情况［７］。所以在目前的患者引产，临床上逐

渐开始使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

引产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孕产妇患者的引产成功率，

减轻患者痛苦［８］。

通过上文的两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对照

组与试验组引产工作都顺利完成，在７０例孕１４周到１６周的孕
妇患者中，每组各３５例其中试验组的孕妇患者中有３５例患者
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对照组的孕妇患者中有３０
例患者引产成功，引产成功率达到８６％。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引
产成功率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通过
比对两组患者的引产后产后出血、胎物残留以及软产道损伤发

现，对照组与试验组引产工作都顺利完成，在７０例孕１４周到
１６周的孕妇患者中，每组各３５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在产后出
血，胎物残留以及软产道损害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因此，我们清楚的研究分析出，孕１４周至１６
周孕妇患者服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配伍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中期妊娠引产成功率，而且胎

儿和组织物排出完整，引产出血量较少，可以作为中期妊娠引

产的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医学上大力推广［９－１２］。

孕１４周至１６周孕妇患者服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片配伍
利凡诺尔针囊

#

注射引产方法，可以能够促使宫颈成熟，让引

产成功率得到提升，另外还缩短了孕产妇的产程，显著的降低

了引产量和引产后大量出血的情况［１３，１４］。在实际的用药过程

中，按照孕周的大小、宫缩的强度调整用药剂量，专人监测患者

的产程，而且在重复给患者用药时，特别注意检查宫缩情况，减

少给药剂量［１５］。一旦出现宫缩过强或者不协调宫缩即抑制宫

缩，应该进行及时处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概率。所以在临床工作中一般用药适当的话，米非司酮、米索

前列醇配伍利凡诺用于孕１４周至１６周孕妇患者妊娠引产还是
比较有效安全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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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和探讨Ｂ超监测人工流产术结合口服米非司酮对人工流产并发症的预防作用。
方法：选择本院自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接诊的１４６例接受人工流产的患者中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
１４６例预约手术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每组各７３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术前晚８时空腹口服
米非司酮１５０ｍｇ（６片），第２日晨８时在芬太尼联合丙泊酚静脉麻醉并在并用Ｂ超监测下实施无痛人工流
产术。对照组直接?用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实施无痛人工流产术。统计两组手术时间、术时出血量以及术

中、术后并发症并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和失血量分别为（４７±２０）ｍｉｎ和（１０８±１５５）ｍＬ，对照
组为（５６±２６）ｍｉｎ和（１２１±２１８）ｍＬ，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术前口服米非司酮结合Ｂ超实时监测人工流产术，
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出血量，并降低组织物残留、漏吸、月经减少等现象，可有效的预防人流并发症的发

生，适用于临床无痛流产手术，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Ｂ超；米非司酮；人工流产；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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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生活质量保障的中坚
力量。新兴的无痛人流术，对于减少疼痛效果非常明显，已经

为大部分避孕失败的人群广泛接受，作为最新的补救措施。但

是，无痛人流术后出现的一系列并发症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担

心和关注。受术者突然出现心动过缓、子宫出血、心律失常、血

压下降、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等一系列症状，严重者甚至发生昏

厥和抽搐、子宫穿孔、漏吸，胚胎组织未能吸出，以至妊娠继续

发展［１，２］。因此，如何预防和减少无痛人流术后并发症成为了

当前研究的热门课题，无痛人流术水平亟待进一步的提升和完

善。本文通过将本院自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共１４６例进
行人工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和探究通过 Ｂ超监测结合
口服米非司酮进行人工流产预防并发症的临床作用，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本院妇产科收治１４６例需要
接受无痛人流术的自愿终止妊娠患者。患者身体健康，年龄

１８～２９岁，平均年龄（２４２±３６）岁，有子宫手术史者２１例，
人流史３２例，药物流产史１０例。纳入标准：（１）无阴道分娩、
引产史，自愿终止妊娠；（２）平素月经周期规律，周期为２８～
３５ｄ，且月经自发；（３）年龄１８～４０岁之间；（４）彩超提示宫内
妊娠且妊囊在２０～５０ｃｍ之间。排除标准：（１）排除合并严
重心、肺、肾功能及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２）排除有米非司酮
禁忌症，有肾上腺皮质疾患者；（３）排除有麻醉药物过敏史者；
（４）排除子宫肌瘤和子宫畸形者。通过调查患者的孕次，妊娠
３次患者２例，妊娠 ２次患者７例，其他患者均妊娠 １次，且全
部患者均无分娩史。根据随机数字法将１４６例患者随机平均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７３例。观察组：年龄 ２２～３１
岁，平均（２６５±４７）岁，体重 ４３～５８ｋｇ，平均（４８５±７９）
ｋｇ；对照组：年龄２３～３０岁，平均（２７２±４３）岁，体重 ４３～
５６ｋｇ，平均（４９０±７５）ｋｇ。两组患者在年龄、身体素质、手术
禁忌证、药物禁忌证等方面比较（见表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本次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
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无痛人流术。在进行无痛人流手术

之前首先要确保患者的膀胱已经完全清空，对患者需要手术的

部位进行清理和消毒，同时检测患者的一般生命特征，包括心

电监测仪监测等。用宫颈扩张器扩张宫颈后，行负压吸引术，

同时，要密切注意患者的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的数值。

观察组：术前口服米非司酮（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６４８），每天３次，每次５０ｍｇ，连用４ｄ，术前 ２４
ｈ开始服用。Ｂ超监测膀胱充盈度，使用灭菌生理盐水充盈膀
胱至可以显示子宫底部。在手术开始操作时，将 Ｂ超探头置于
耻骨联合上方进行引导操作。

１３　观察指标
术中统计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称重法测量），

术后观察患者组织残留物、漏吸现象、月经减少等并发症的发

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本组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比较

两组患者经过手术后，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手术平均时

间 （４７±２０）ｍｉｎ，对照组患者手术平均时间 （５６±２６）ｍｉｎ，
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手术中患者出血量
情况，观察组平均出血（９３２±２０４）ｍＬ，对照组平均出血
（１１０４±３２６）ｍＬ，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比较

组别 ｎ 手术平均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７３ ４７±２０ ９３２±２０４

对照组 ７３ ５６±２６ １１０４±３２６

ｔ值 １８６２ ２１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无痛人流手术中，观察组患者中出现组织物残留情况 ２

例，漏吸 ０例；对照组患者中出现组织物残留情况 ３例，漏吸 １
例。手术后观察组患者中出现月经减少 １例；对照组患者中出
现月经减少 ６例，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４１％ 和１５１％，两组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提示Ｂ超监测联合口服米非司酮联人流术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组织物残留、漏吸以及月经减少等并发症发

生风险，有效的起到预防作用。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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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组织残留物 漏吸 月经减少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７３ ２ ０ １ ４１

对照组 ７３ ３ １ ６ １５１

χ２值 ４１３８

Ｐ值 ００４２

#

　讨论
无痛人流手术作为一种人为终止患者怀孕的治疗手段，因

其具有出血天数少、手术时间短、患者感觉不到疼痛以及流产

较彻底的手术优点，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或者是已婚

但暂未考虑生育的女性人为终止妊娠的优先选择。但是，随着

无痛人流术的增加，伴随产生的并发症也随之上升［３－５］。如术

中扩张子宫颈和刮吸子宫内膜时可使病人感到极度疼痛和不

适，强烈性刺激可引起反射性心率、血压变化［６，７］。尽管多数症

状于病人休息后可自行缓解，但对原有心肺疾患病人也可能造

成严重后果。因此，如何采用适当方法使孕妇在安静、平稳、无

痛的状态下平安完成手术并能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使无

痛人流的方法也日臻完善，成为值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问题。

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孕酮拮抗剂，米非司酮主要作用于蜕

膜上的孕激素受体，由于米非司酮的竞争能力显著高于孕酮，

从而引起孕酮不能与蜕膜上的孕激素受体结合进而导致滋养

细胞逐渐坏死，使得绒毛膜板与蜕膜分离开来，利于人流手术

中彻底剥离胎盘和胎膜，阻碍妊娠的继续［８，９］。此外，临床研究

还显示：口服米非司酮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对于药物

的不良反应［１０，１１］，但是在手术进行时则更多的依靠医生的临

床经验。如若在手术室引进 Ｂ超进行监测可以对宫腔形态以
及孕囊着床部位等情况清晰的反映出来，从而避免手术中组织

物残留或者漏吸。而且，采用 Ｂ超监测可以防止反复吸刮子宫
壁引起的子宫壁损伤，防止患者生育能力的降低，提高手术整

体成功率［１２］。

本次研究对口服米非司酮联合 Ｂ超监测对无痛人流术后
并发症的预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７３例入选的人流患者
采取口服米非司酮联合 Ｂ超监测的方式进行预防，而另外７３
例则仅接受常规人流术。我们通过对患者口服米非司酮联合Ｂ
超监测人流术进行术后并发症发现，口服米非司酮联合 Ｂ超监
测人流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组织物残留、漏吸以及

月经减少等并发症发生的概率，其并发症发生的例数明显少于

对照组。且我们发现，口服米非司酮联合Ｂ超监测的患者其手
术时间和术中失血量也明显更少，原因可能为术前口服大量米

非司酮改变了子宫内膜组织中孕激素受体和雌激素受体的平

衡，使孕酮失去生理活性，子宫内膜的脱膜化无法维持，导致组

织胚胎无法发育，与子宫内膜完全分离［１３，１４］，在吸刮时易被彻

底吸除；同时米非司酮提高了内源性前列腺素的水平和子宫肌

层对外源性前列腺素的敏感性，促使子宫收缩，减少了术中、术

后出血，两种作用相互协调最终导致术中失血量更少，清除更

快，手术时间明显缩短。

综上所述，口服米非司酮联合Ｂ超监测人流术能够有效的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帮助患者减轻痛苦，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了

临床无痛人流水平，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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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诸葛听，李斌，黄紫蓉，等．米非司酮治疗人工流产术后残留的临

床观察．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９２（１）：１８－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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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心理干预的应用
李月娥１　周金芳２　邓云山１△　伍耀凡１　梁林２

１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男科，广西 贵港 ５３７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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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策略及应用方法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影
响，以期为该类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提供帮助。方法：选择１０８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ｎ＝５４
例）和对照组（ｎ＝５４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心理干预，研究组在传统的方法干预的基础上，以聚
焦解决模式为依据，制订心理策略，进行心理护理。采用健康状况问卷（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３６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ＳＦ－３６）及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
和治疗后６个月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症状进行调查。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ＳＦ－３６量表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提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干预６个月后研究组患者ＳＦ－３６量表得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Ｐ均 ＜００１）。治疗前两组患
者ＨＡＤ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ＨＡＤ得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
００１）。结论：采用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健康教育能为慢性前列腺炎提供有效心理干预，改善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的症状，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心理干预；聚焦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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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男科常见的疾病，
具有病因复杂、病情迁延、治疗困难并且容易复发的特点，大多

数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伴有抑郁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是目前男科学领域困惑的疾病之一，也是临床护理关注的

重点。相关研究认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普遍存在心理障碍并

且与慢性前列腺炎症状相互影响，缺乏适当的心理干预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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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会加重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和心理障碍程度，因此，对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进行合理的心理干预具有深远的意义［１］。聚焦解

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心理护理模式，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

很好地效果［２－４］，实施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达到提高慢性前列

腺炎患者的积极健康行为，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促

进了疾病的愈合［５］，回顾性分析我们采取聚焦解决模式对慢性

前列腺炎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取得良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病例为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两家不同等级医院的
男科门诊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

性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５］，选取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１０８例。
入选标准：（１）年龄１８～５５岁，并且病程≥３个月；（２）愿意参与
调查研究，配合度良好，无理解能力障碍，依从性好，能完成调

查内容；（３）为单一病种。排除标准：（１）合并急性疾病患者；
（２）合并严重躯体疾病患者；（３）不能坚持配合或拒绝复查者；
（４）患者精神状况严重异常、依从性差、参与研究困难者。脱落
标准：患者自行退出、研究人员责令退出（依从性差、发生其他

严重疾病患者）。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电脑随机编号分成两

组，研究组５４例，年龄２３～５４岁，平均年龄（３００±２１）岁，病
史２～８年，平均（３０±０９）年；对照组５４例，年龄２４～５３岁，
平均年龄（３１０±２３）岁，病史３～９年，平均（３１±０８）年。
两组病史、年龄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本研究通过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在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下进行。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干预方法　对所有参与研究的医务人员均统一实施相
关知识的系统培训，不但具有扎实的临床医学特别是男科和生

殖健康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具有深厚的医学心理和人文知识，

研究前均统一进行模拟练习合格后，通过统一评估，能胜任本

研究的相关工作。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在患者知

情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所有患者均采取保守治疗（有效抗生素

抗感染、ａ－受体阻滞剂、前列舒通胶囊等），对照组患者予以传
统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主要包括引导患者认识疾病的性

质，使患者认识到慢性前列腺炎的有些症状是患者自己过度焦

虑造成的，具有一过性的特征，通过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建立

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从而使患者正确地

安排工作、生活和学习，转移患者的注意力［１］。研究组在传统

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聚焦解决模式针对不同

的患者通过５个阶段制定心理干预流程并予以实施，主要包
括［６］：①评估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与患者达成健康心理的共
识：通过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对患者的信息进行科学的评估，

指出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达

到引导患者个体的积极行为，纠正负性心理确立健康心理的目

的，并量化成可行的措施。②充分利用患者的自身资源，制定
可行性目标，争取家属共同参与：深入了解患者及家属所关注

的心理问题，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

确立可行性的健康目标，探讨有效的心理疏导方法，既要有很

好的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患者配合度，并且争取家属的积极配

合。③实施有效心理干预，促进患者确立健康心理：心理因素
直接影响着慢性前列腺炎的转归并互为因果关系，对慢性前列

腺炎患者针对性地实施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能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对疾病的康复具有促进作用［５］。对患者的不同心

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使患者熟练掌握自

我调节、自我减压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来解决存在的心理问题。④通过干预使患者重新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纠正负性心理，激发患

者积极建立健康心理，增强其实现自己设定目标的信心。⑤促
进患者对实施心理干预后效果的科学评估，充分肯定患者努力

的成果，确立新的目标，争取更大的进步，真正达到治愈疾病的

目的。

１．２．２　效果评估　①评价工具及观察指标：对符合人选标准的
研究对象采用健康状况问卷（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３６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Ｆ－３６）［７］及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８］进行评定。ＳＦ－３６是研
究和应用都很成熟的生活质量量表之一，从躯体生理功能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Ｆ）、生理职能（ｒｏ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Ｐ）、躯体疼
痛（ｂｏｄｉｌｙｐａｉｎ，ＢＰ）、躯体总体健康（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ＧＨ）、躯体活
力（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ＶＴ）、社会功能（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Ｆ）、情感职能
（ｒｏｌ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ＲＥ）、精神健康（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Ｈ）等８个方面
客观地反映了被调查者的生活质量［９，１０］。②评价方法：由经过
专业培训后的专业人员对所有患者均分别在首次治疗当天及

治疗结束６个月，利用 ＳＦ－３６和 ＨＡＤ，采用相同的标准，对观
察指标进行评估。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２１６份，所有研究对
象在研究过程中均能按要求随访，无不良反应、无脱落，共回收

有效问卷调查表２１６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经调查人员核实评分后，所有数据录入电脑，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的形式表示，
并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生活质量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研究对象ＳＦ－３６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均有提高，与
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研究组研究
对象 ＳＦ－３６量表得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均 Ｐ＜００１）。见
表１。
２．２　两组研究对象ＨＡＤ评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研究对象ＨＡＤ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研究对象 ＨＡＤ得分均有降低，研究组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Ｐ均＜００１）。见表２。



·１０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２４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前后生活质量的比较

项目
对照组 （ｎ＝５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研究组（ｎ＝５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ＰＦ ５９２±８３ ６９３±９６ ５４３ ＜００１ ５７３±９５ ８８４±１１２ １０７０ ＜００１

ＲＰ ４２３±６３ ５８０±７２ ５０２ ＜００１ ４４６±１０２ ７６５±１２３ ９２０ ＜００１

ＢＰ ４３２±５２ ５７５±８３ ４５１ ＜００１ ４５７±６７ ７７６±１０２ ９１０ ＜００１

ＧＨ ３６７±７８ ５５８±９２ ５６１ ＜００１ ３８６５±７３ ７８８±１１６ １１２０ ＜００１

ＶＴ ４５３±８３ ５３５±８７ ５２１ ＜００１ ４２７６±７９ ８０３±１０２ １０３０ ＜００１

ＳＦ ５０２±６５ ６２３±８５ ４９２ ＜００１ ４８６±７２ ８１５±１１３ ９５０ ＜００１

ＲＥ ２３５±５６ ３５７±１０５ ６８ ＜００１ ２５７±６２ ６５８±１２３ １１６０ ＜００１

ＭＨ ２７３±６９ ３５８±９６ ５３ ＜００１ ２８８±７２ ６８３±１２２ １０２０ ＜００１

　　研究组治疗后各项观察指标比较差异显著（Ｐ均＜００１）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后ＨＡＤ评分的比较

组别
ＨＡＤ（ａ）

治疗前 治疗６个月后 ｔ Ｐ

ＨＡＤ（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对照组 １２５±３２ ９８±２８ １９４ ＞００５ １１２±４０ １０２±３５ ０７８ ＞００５

研究组 １２７±２８ ６３±２５ ５７ ＜００１ １０３±３０ ４０±２１ ３９５ ＜００１

ｔ ０２５ ３０９ ０２０ ２６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常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直接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５］，甚至是对患者的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社会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９］。流行病学研究表

明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与心理疾病、婚姻及性生活、职业、饮食

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均密切相关，是一种身心性疾病［１１，１２］，前期

研究发现健康教育与心理行为干预可使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受

益［５］，本研究也发现经聚焦解决模式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均有

提高，与治疗前比较各观察指标均显著提高（Ｐ＜均００１），ＨＡＤ
得分均有降低，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００５）。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大多数都是应用

传统的方法，是在心理疏通、认知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慢性前列

腺炎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与行为指导，促进患者纠正负性心

理，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或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从而增强患

者治疗依从性［１］。在临床实践中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治疗

要严格把握治疗标准，在对躯体症状治疗的同时，更应注重相

关精神症状的治疗［１３］，使患者对慢性前列腺炎能有较正确的认

识和评价，感知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１４］。

但传统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是以医务工作者教育为主，既没

有患者的主动参与，也没有因人施教，无法充分发挥患者的主

观能动性，患者不能正确评价自我状态，无法激发个人潜能，不

能消除消极心态，在治疗中患者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参与自我

管理过程，缺乏更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在临床工作中，不仅要为患者生理上的疾病提供帮助，更

需要为减轻患者心理上的痛苦提供合适的心理干预。聚焦解

决模式是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干预效率高于传统

模式的临床干预模式，其核心就是医护工作者与患者共同构建

解决方案来达到治疗的预期目标［１５］，重点是患者如何利用自身

资源解决和防止健康问题的再次出现，或如何使情况变得更

好［１６－１８］。其核心就是通过心理干预解决困扰患者的问题，减

轻患者的焦虑等心理状态，促进患者正确对待疾病和疾病所带

来的影响，促进患者以正性的思维思考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充分尊重患者，予以人文的关怀，鼓励患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源在已有成功的经验基础

上，确定下一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既可以减轻了患者因病痛

或者挫折引起的负性心理，又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聚

焦正向的重心在患者曾有的成功经验上，并适当把成功经验放

大，让患者真正体会在治疗中自己才是真正决定疾病转归的重

要因素，小成功的积累和叠加会更大地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并

取得更大的成功，充分肯定患者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其

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提高治疗依从性更好的配合治疗。让患者

感觉到自己既是疾病治疗的施行者也是疾病治疗的接受者，医

护人员怀着“欣赏”的心态善待患者，充分肯定患者前期成功的

同时，并提出下个阶段建设性的治疗方案，促进患者完全康复。

因此聚焦解决模式把解决问题的关注点集中在患者，是和谐医

患关系的充分体现，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促进患者纠正负性心

理，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的挖掘患者的潜

能［１８］，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患者幸

福感［１９］。

慢性前列腺炎是一种身心疾病，心理因素和慢性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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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状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１９］。慢性前列腺炎

有２０％以上患者存在焦虑症状和（或）抑郁症状，不但与慢性前
列腺炎正向相关，并且还往往被慢性前列腺炎主要症状所掩

盖，容易被临床所忽视，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增加了慢性前列腺

炎治疗的难度。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大多数都经过多次多种的

治疗，效果都不佳，心理上的恐惧（甚至绝望）会夸大疼痛不适

对患者的威胁，是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

预测因素［２０，２１］。研究认为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治疗应考虑

到疾病对患者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影响，必要时可使用

合理的措施改善患者情感和精神状态［９］。传统的模式注重向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灌输理论和预防知识，既忽视了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也制约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治疗的效果。聚

焦解决模式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患者正性心理的

确立，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还可促进医患、护患关系和谐，重

视患者的心理支持，满足其被尊重、爱的需要，让其有归属感，

以增加其心理安全感［２２］，既加强了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而

且能不断倾听患者的心理变化和诉求，及时予以干预，帮助其

建立正确的目标并付之行动，进一步满足了患者多方面的健康

需求，促进医患、护患关系的和谐，增强治疗的依从性，并激发

患者的行动、参与和承诺［３，２３］，改变了传统的以疾病为基础的简

单模式，实施了生理－心理－社会综合模式，身心同治，家庭与
社会共同参与，有效的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身心疾病，达

到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最终治愈疾病的目的。

综上所述，慢性前列腺炎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慢性

前列腺炎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降低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并且慢性前列腺炎病因及发病机制错综复

杂，不同的病因、不同的临床表现、不同的疾病进程，传统的分

类很难涵盖慢性前列腺炎的全部内容，给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难

度，新的ＵＰＯＩＮＴ表型分类系统为慢性前列腺炎个性化治疗提
供了进一步的指导［２４］。聚焦解决模式在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

应用，以患者为中心，积极赋予人文关怀，使得治疗与护理过程

更容易被患者接受，更容易激发患者主动参与及自我管理；减

轻了临床的工作量，增强治疗的依从性，提高了患者对高品质

生活质量的追求，促进其对健康生命的渴望［２５］，能最大程度的

促进患者的正性心理，既对患者的康复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慢

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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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抑郁症与性激素水平关系的研究
吴萍１

!

　楼云霞１　陈小鸣２

１义乌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围绝经期抑郁症同性激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择我院就诊的围绝经期
女性采取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抑郁状态进行评定，分为有抑郁症组和无抑郁症组，每组患者５０例，选择同期
正常育龄女性５０例作为对照组，检测性激素水平情况。结果：围绝经期抑郁症组Ｅ２（４４２９±１５４７）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１８９１±１０８６）ＩＵ／Ｌ，ＬＨ（１４５９±５６８）ＩＵ／Ｌ，上述指标同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２１１９２９、５６１３４、６３０７７；Ｐ＜００５）；同正常育龄期女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０７０４、５７６７４、
６５８３２；Ｐ＜００５）。围绝经期抑郁症组 ＰＲＬ（２９０３１±３４６３）ｐｇ／ｍＬ，Ｐ（３６１±２０７）ｍＩＵ／ｍＬ，Ｔ（０３５±
０３１）ｎｇ／ｍＬ，上述指标同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２５８３、００９５５、０１６３９；Ｐ＞
００５）；同正常育龄期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３２６、０１９２３、０３１７４；Ｐ＞００５）。结论：围绝经期抑
郁症状发生同患者血清中雌激素减少以及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激素升高相关，通过早期检测性激素水平

有助于及时了解并调整患者内分泌缺失状态，能够早期诊断围绝经期抑郁症并评估抑郁程度，对提高围绝

经期女性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围绝经期；抑郁症；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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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围绝经期抑郁症指的是初次发病在围绝经期主要以焦躁
不安、情绪低落以及精力缺乏为体征的女性疾病，在临床上属

于情感性的精神障碍，同围绝经期综合征具有密切的关系，目前

已经成为严重降低女性生活质量、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疾

病［１，２］。大量的实验研究显示性激素浓度变化对于女性的精神

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女性生命中的几个特殊生理时

期如产后、经期前以及围绝经期患者体内的性激素浓度变化迅

速，因此女性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人群，提示了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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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的发病同女性性激素异常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３，４］。我院

对比分析了围绝经期抑郁症女性与围绝经期无抑郁症和正常

育龄女性之间的性激素浓度情况，为围绝经期女性身心保健提

供理论与依据，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我院就诊的１００例围绝
经期女性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对女性进行检测，根据是否伴有抑

郁分为围绝经期抑郁症组和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每组各５０
例，其中抑郁症组年龄４７～５４岁，平均年龄（５００１±１１４）岁；
无抑郁症组年龄４８～５４岁，平均年龄（４９８９±１０８）岁。同时
选取正常育龄期女性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５～３９岁，平均年
龄（３１６２±２５２）岁。入选的女性均排除内分泌疾病、乳腺癌、
子宫卵巢肿瘤和精神疾病病史，所有患者均否认卵巢早衰且１
月内未服用影响更年期症状药物。

１２　研究方法
三组女性在月经期抽取静脉血液采用 ＢｉｏｆｕｇｅｆｒｅｓｃｏＤ－

３７５２０离心机进行离心１０ｍｉｎ，放在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电气公司生产

－８０℃冰箱备用，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所有抽取样本的雌二醇
（Ｅ２）、卵泡生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ＰＲＬ）、垂体
催乳素（Ｐ）以及孕酮（Ｔ）的浓度水平进行测定，试剂盒为北京
华大中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检测仪器为Ｅｌｙｃｓｙｓ２０１０全自
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双管检测区平均值。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ｌ５０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
据对比采取χ２校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差异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女性血清雌二醇、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激素水平

　　围绝经期抑郁症组血清雌二醇水平最低，卵泡生成素和黄
体生成激素最高，与无抑郁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２１１９２９、５６１３４、６３０７７；Ｐ＜００５）；与正常育龄组比较，经统计
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０７０４、５７６７４、６５８３２；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女性血清雌二醇、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激素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围绝经期抑郁症组 ５０ ４４２９±１５４７ａｂ １８９１±１０８６ａｂ １４５９±５６８ａｂ

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 ５０ １３４５８±２５８５ａ ９１１±５８７ ８７７±３２１

正常育龄期组 ５０ １８８４５±３５９１ ８９１±５６９ ８５７±３０９

　　注：同正常育龄期组比较，ａＰ＜００５；同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睾酮、垂体催乳素以及孕酮的浓度水平
三组间睾酮、垂体催乳素以及孕酮的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围绝经期抑郁症组同无抑郁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ｔ＝０２５８３、００９５５、０１６３９；Ｐ＞００５）；与正常育龄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３２６、０１９２３、０３１７４；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睾酮、垂体催乳素以及孕酮的浓度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ＰＲＬ（ｐｇ／ｍＬ） Ｐ（ｍＩＵ／ｍＬ） Ｔ（ｎｇ／ｍＬ）

围绝经期抑郁症组 ５０ ２９０３１±３４６３ ３６１±２０７ ０３５±０３１

围绝经期无抑郁症组 ５０ ２９２１１±３５０５ ３６５±２１２ ０３６±０３０

正常育龄期组 ５０ ２９４０３±３５２１ ３６９±２０９ ０３７±０３２

#

　讨论
研究发现女性在进入到围绝经期后最为主要的生理改变

就是卵巢的功能发生衰退，表现为下丘脑 －腺垂体功能的退
化，而雌激素与孕激素的分泌浓度降低［５－８］。伴随着年龄的增

长女性卵泡的数量随之减少，因而雌激素分泌水平降低，会反

馈性的减弱下丘脑－腺垂体轴负反馈效果，可以引发促性腺激
素的分泌增多，导致女性在生理、心理上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严

重的影响女性植物神经功能，临床上表现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的体征［９，１０］。因此围绝经期抑郁症就是由于性激素异常改变诱

导的以精神障碍如哭泣、易怒、焦虑、烦躁等为临床体征的内分

泌失调性疾病，属于首次发生在围绝经期的情感障碍类疾病，

它降低了女性生活质量。有报道显示，４０～６０岁的女性中发生
抑郁症的比例可接近三分之一，而且发病率呈现逐年提升的

趋势［１１］。

目前随着国内女性社会压力的升高，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提

升，国内抑郁症发病率高达１０％，女性患病更多，尤以经前期、
产褥期与围绝经期女性最为常见。雌激素受体主要存在人体

的脑部多部位，常见的有视觉前区、大脑皮质、丘脑等部位，可

以影响新生儿大脑发育和成人神经发育及递质的功能，此外雌

激素可以影响人类心理活动，包括了认知、心理、性欲以及攻击

行为，主要的作用受到分布在脑内的 α与 β雌激素受体的调
节。研究发现雌激素主要包含了雌二醇、雌三醇与雌酚等激

素，主要是由卵巢分泌的雌激素，而孕酮属于天然分泌的孕激

素，具有负反馈的调节作用，自身即可以抑制分泌作用，同时也

可以抑制雌激素的分泌，雌激素与孕激素均属于小分子脂溶性

的甾体激素可以透过血脑屏障，已经被证实中枢神经系统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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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１２，１３］。研究发现雌激素对于色胺类的

神经递质具有代谢和调节效果，能够增加５－羟色胺合成，降低
了体内单胺氧化酶与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活性，减少了对

５－羟色胺分解，加快了对５－羟色胺的前体物质色氨酸渗入脑
内，因此可以促进中枢神经的转移［１４］。主要是通过５－羟色胺
系统来影响患者情绪，５－羟色胺浓度水平在抑郁症患者中要
低于正常人。孕酮则是被认为造成女性负性情绪的原因之一，

目前已证实运通可以提高单胺氧化酶浓度降低５－羟色胺浓
度，而且其属于γ－氨基丁酸受体的激动剂，具有镇静催眠与抗
焦虑的效果［１５－１７］。而我院在研究中还观察了黄体生成素与卵

泡刺激素变化，两者均出现明显升高，说明女性进入围绝经期

后卵泡分泌雌激素下降，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与释放激素的

功能发生亢进，增加了上述两种激素分泌，考虑可能是绝经后

患者出现负面情绪的发展重要因素。本研究显示，围绝经期抑

郁症女性雌二醇浓度显著低于围绝经期无抑郁症女性和正常

育龄期女性，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激素则显著高于围绝经期

无抑郁症女性和正常育龄期女性，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三组在睾酮、垂体催乳素和孕酮浓度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围绝经期抑郁症状发生同患者血清中雌激素减

少以及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激素升高相关，通过早期检测性

激素水平有助于及时了解并调整患者内分泌缺失状态，能够早

期诊断围绝经期抑郁症并评估抑郁程度，对提高围绝经期女性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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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同性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依然是较为敏感的话题，同性恋

及同性恋空间的话题一直较少受到中国地理学者关注。随着

社会开放度和包容度的提高及身份认同的强化、同性恋权益意

识的觉醒，同性恋对于社会资源和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利益诉

求使得同性恋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显化和密切。国内针对同

性恋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解释同性恋的成

因及社会关系，而针对同性恋与空间的关系则十分有限。为了

弥补地理学者对于同性恋空间研究的空缺，笔者通过民族志的

定性研究方法：深入访谈、参观观察和历史文献分析等方法，主

要对北京、西安和延安等地３５位同性恋者进行访谈调查，发现
中国同性恋空间呈现一条较为清晰的变迁演化脉络，同性恋空

间整体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

　理论研究
２１　“酷儿地理学”内涵解读

当今人文社会学科正在经历的“空间化”的思潮中，亨利·

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列斐伏尔认为

空间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提出空间关系是由社

会关系所影响和产生的，强调空间的流动性，并且提出著名的

“空间三元论”：空间的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表征的空
间（Ｓｐａｃ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空间实践（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２］。
列斐伏尔反对资本主义日益强化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主张

“空间的异质性”，即反对空间商品属性下空间的同质化，主张

构建空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２］。米歇尔·福柯则强调同性恋、

空间和权力，认为公共空间在理论上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和通行场所，并不具有排他性，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价值观的

影响下，权力则通过文化霸权的强势群体对空间进行垄断，形

成对文化弱势群体的空间排斥［３］。酷儿理论是于１９８０年代初
形成的性别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后现代主义性，酷儿理论不

断挑战和质疑传统性别的两分模式，反对异性恋正统性和霸权

性，强调性倾向的流动性（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地理学家受到酷儿理论的影响后，不断扩展同性恋与空间

关系的内涵，突破传统地理学对于性别和性行为等在空间上映

射的关注，开始转向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与空间政治的研究来颠

覆和重构异性恋正统和霸权下的城市空间本质，并且认为对异

性恋霸权下空间的再概念化和再领域化（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十分必要的。ＤａｖｉｄＢｅｌｌ、ＪｏｎＢｉｎｎｉｅ和Ｇｉｌｌ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作为酷儿
地理学的理论探索的奠基者，主要着眼空间和权力对同性恋进

行研究。Ｂｅｌｌ和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认为，酷儿身体在特定空间的存在是
异性恋定义下的空间［４］；同时Ｂｏｎｎｉｅ认为同性恋空间是对异性
恋空间的“入侵”，空间的本质并非具有异性恋的特征，而是在

异性恋正统下构建的［５］。同性恋空间概念重构对于性别与空

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下的同性恋空间不断挑

战着传统理论对于同性恋空间的定义，同性恋空间具有的植入

性、异质性的特征亦逐渐转向激进的具有政治权利特征的空间

转变［６］。

２２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下的“酷儿”与空间
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经

济水平的提高，物质空间的重要性不断弱化，场所的重要性逐

渐强化［７］。“酷儿理论”对异性恋正统性（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和
异性恋霸权（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对于空间的分类进行了近
乎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空间在酷儿意识发展和觉醒中占据

着举足轻重的位置［８］。ＤａｖｉｄＢｅｌｌ与 ＪｏｎＢｏｎｎｉｅ面对新形势下
同性恋空间的不断演化，探索同性恋空间的新内涵，认为后现

代语境下，“新同性恋正统性”重构的重要决定影响因素是企业

行为及管制与同性恋权益的促进，亦是作为性公民（Ｓｅｘｕａｌ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ｈｉｐ）推动空间权利的重要手段［９］。

大量研究证实，全世界范围内同性恋生活与城市息息相

关，同性恋空间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不断变迁。Ｌｏｕｉｓ
Ｗｉｒｔｈ认为城市性是城市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城市性（Ｕｒｂａｎ
ｉｓｍ）主要包括３个因素，即规模、密度和异质性［１０］。农村强调

核心家庭结构具有较强的异性恋正统性，即重视典型家庭性别

角色［１１］，笔者认为相比农村而言，城市的匿名性、多机会和异质

性对同性恋表达个体身份与规避异性恋霸权等具有较大吸引

力，成为同性恋迁移的理想胜地。城市的匿名性在同性恋社会

交往过程中可以保护同性恋者的隐私，极大程度地规避了社会

污名化；城市的多机会主要体现在同性恋大量地聚集于城市，

极大地增加了同性恋间社交的几率和满足同性恋情感及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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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诉求；城市的异质性为亚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基础，促

使同性恋亚文化的构建和完善。城市极大程度地加速了同性

恋聚集区的形成和同性恋社会网络的建立，并且在同性恋空间

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最早关于性别和空间的研究主要针对北美城市，Ｌｏｙｄ
等［１２］学者首次提出了“同性恋景观”的概念。Ｃａｓｔｅｌｌｓ则通过对
旧金山同性恋空间的研究，较为明确地划定了旧金山同性恋居

住区、商业区等，并且进行详尽的绘制，是同性恋空间最早的研

究之一，同时认为同性恋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更大程度地解放

同性恋空间领域，激励同性恋政治权利和文化的构建［１３］。Ｍａｒ
ｔｉｎＬｅｖｉｎｅ［１４］针对西方主要城市，提出了“同性恋聚集区”（Ｇａｙ
Ｇｈｅｔｔｏ）的模型来研究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理特征，认为“同性
恋聚集区”具备四个要素：场所集中、文化区域、社会隔离和居

住集中。区别于传统“空间”的概念，“同性恋空间”并没有较为

明晰的边界和领域基础，本研究基于酷儿地理学的理论视角，

通过分析同性恋、空间和权力间的关系来研究中国同性恋空间

的发展历程（图 １），同时比较国外“同性恋聚集区”的典型案
例，对我国近年对于构建“同志社区”设想进行反思。

图１　同性恋、空间和权利作用关系结构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国外同性恋空间发展历程
３１　美国“石墙革命”到“卡斯特罗同性恋聚集区”

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之间，美国司法制度对同性恋存在较为
严重的歧视，其中包括夜间对同性恋酒吧的“突击严打”甚至吊

销营业资格，同性恋间牵手、接吻或者在酒吧出现会成为被警

方逮捕的理由。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８日，纽约西下城格林威治村发
生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即著名的“石墙革命”，被认为是美国

历史上首例自发反抗政府歧视同性恋的历史事件，是美国以及

世界范围内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图２）。随后英国、
法国、新西兰等地成立了同性恋解放战线，使同性恋逐渐展现

在公共空间中。２００３年，美国内务部宣布并将石墙酒吧列为
“国家历史纪念址”，成为纽约著名的同性恋城市景观，也是全

世界同性恋重要的纪念性空间。

图２　美国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上）／克里斯多夫公园内由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ｇａｌ
设计的同性恋雕塑（下）

图片来源：摘自网络 ｈｔｔｐ：／／ｎ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ｎｙｃ／ｐｈｏｔｏ／ｐｉｃｔｕｒｅｌａｒｇｅ／
４５６５０／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ｉｎｎ＿ａｎｔｉ＿ｇａｙ＿ｒｉｏｔｓ

“石墙革命”之后，同性恋群体为了表达自身的作为“酷儿”

的生活方式，开始建立同性恋社区，大量同性恋开始向纽约、洛

杉矶及旧金山等地迁移。其中在旧金山市卡斯特罗地区是美

国较早的同性恋社区之一，具有两个主要特征：（１）卡斯特罗同
性恋聚集区不断向邻近区域扩张。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公共服

务设施不断完善，其中包括酒吧、健身俱乐部、商店和社区活动

室（图３）；（２）同性恋家庭开始融入柏奈尔岗和波特雷洛冈工
薪阶层社区生活，其中主要以女同性恋为主。同时，同性恋家

庭依托相对经济的住房优势和开放多元文化的社区环境中较

好地融入了社区生活［１３］。

不仅如此，大量研究揭示同性恋在美国城市绅士化（Ｇｅｎｔｒ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城市更新和保护过
程中，同性恋作为代理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旧金山“维

多利亚联盟项目”中，９０％的住宅通过同性恋个体或者同性恋
伴侣而得到保护和改造，同性恋通过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自我判

断及对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认同促使同性恋更愿意居住在城

市通勤区，因此土地价格稳定增长，并且降低按揭贷款门槛［１３］。

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即将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的建筑进行拆迁改造，同性恋在旧金山等城市更新和社区

邻里环境变迁中发挥了较为主导的作用，是城市更新和发展的

“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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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旧金山市同性恋居住区分布图（左）／１９６４—１９８０年旧金山市累计同性恋场所（右）（如同性恋酒吧、沙龙俱
乐部等）

资料来源：根据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１３］整理

３２　欧洲同性恋空间发展特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欧洲形成了以公厕、旅馆和公园等为主

的同性恋空间，６０年代左右出现了以同性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同性恋红灯区、酒吧及浴室等，与此同时，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

空间仍存在一定差异。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和Ｗｈｉｔｅ于１９８８年绘制巴黎
女同性恋聚集区（图４），发现女同性恋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收入
因素和规避潜在威胁（主要来源于男性暴力、歧视女性者和恐

同性恋者），在选择空间集聚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住房价格相对

经济便宜和居住条件安全性较高的区域。相比之下男同性恋

具有较高的社会可见度，英国布莱顿市开始迎合具有高消费能

力的年轻同性恋市场，逐渐形成了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商店

等中高等收入男同性恋的消费空间（图４），同时布莱顿市同性
恋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差异因素决定的阶层分化，即注重“男性

特质（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和“身体健美”的男同性恋开始从对高消费
生活方式有着较低支付能力的同性恋中分离和区别出来［３］。

图４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期间巴黎女同性恋设施分布（左）／１９９０ｓ布莱顿市男同性恋商业中心和社交场所分布（右）

图片来源：根据Ｋｎｏｘ，ＰＰｉｎｃｈ，Ｓ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３］整理

　　在全球化的浪潮和“世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的影响
下，多元文化逐渐资本化，同性恋空间作为一种特色“城市景

观”和“符号经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出

现“酷儿化”及同性恋空间的“商业化”，形成以同性恋文化为主

题、同性恋为主要目标市场、吸引异性恋的消费性空间。随着

荷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国家后，其首都

阿姆斯特丹因其开放和自由的城市氛围被誉为“同性恋之都”，

成为欧洲较大的同性恋旅游目的地［１５］。其中旅游业中约１２％
的就业岗位来源于同性恋旅游市场，由于较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官方亦不断推进同性恋旅游业的发展［４］。随着社会包容度

的不断增加和同性恋公共空间的不断透明化，全世界范围内均

出现了以同性恋分布密集的城市作为世界范围的旅游目的地，

并且将同性恋空间资本化和作为生产空间推向市场。

$

　中国同性恋空间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
４１　中国古代同性恋空间发展历程：从“龙阳断袖”到“象姑
馆”

４１１　权贵化时期
据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杂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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娈童始于黄帝”［１６］。目前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对于同性恋的

描述始于《商书·伊训》，提出世有“三风十愆”，即“敢有恒舞于

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

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１７］，其中“比

顽童”则是对同性恋的描述。至春秋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龙

阳君”让同性恋有了“龙阳”的称谓，此后史书中关于同性恋的

记载也不乏于耳，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汉哀帝与其男宠董贤的

“断袖之交”成为一段同性恋的佳话。同性恋便不断地在中国

各类的历史典籍和文学创作中出现，通过大量史籍的记载，有

关早期同性恋的描述大多数集中在皇宫贵族的宫殿或府邸，同

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个人癖好更多的与权贵空间具有较

为紧密的联系。

４１２　风雅化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学的影响，儒教的正统性受

到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仪教条的约束力不断弱化，这一

时期人们崇尚自然，唯美主义大行其道，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

人们追求精神的富足和人性的释放，男色的审美也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１８］，“看杀卫”便是其中最为典型例子：“卫从豫

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１９］。下都即西晋旧都建

康，都城市民为一睹卫之貌而将都城街道围堵，其中不乏男

性爱慕者，成为中国历史上崇尚男色而改变城市景观著名的案

例。同时沈约也在其《塘上行》中对娈童的美貌大加赞美：“既

美修?女，复悦繁华童。夙昔玉霜满，旦暮翠条空”［２０］。其中

“繁华童”便是取材于同性恋典故，沈约在诗中用山水、花草的

自然景观来烘托男色之美。在崇尚自然和审美的历史背景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同性恋与自然景观的密切关系具有较强的

人本主义意味，将中国古代历史中同性恋主要依附的权贵空间

转入精神世界和自然空间相结合抽象空间，“尚男风”成为文人

墨客的一种“风雅之趣”。

４１３　世俗化时期
早在唐朝便出现了男妓一职出入于风月作坊，他们不仅为

女性提供性服务并且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到极度封建并且注

重礼法的宋朝，政府贴出“禁男淫文”的公告通过法律手段来管

制同性恋行为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思想，虽然

政府和社会文化都对同性恋呈现出负向态度，但是宋朝男风之

好亦未衰止，并似有更甚之势。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道：

“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

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２１］。即新门外地区也成

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所谓的“同性恋聚集区”。至

明朝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四海升平的社会环境不断滋生

了“浮华世风”，同时在哲学家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影响下，社

会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逐渐突破了传统儒家的正统性，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追求肉体享乐，男娼也由此更加

繁盛，“象姑馆”也应运而生，并且相继在江浙一带出现，逐渐形

成了具有空间集聚和经济效应的男娼妓业集聚区，成为我国最

早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粉红经济区”。直至清朝期间，男风并

未衰减，京城八大胡同便聚集了许多同性恋性交易场所，其中

不乏相公堂子为市民提供男性性服务，其繁盛之势，在明清小

说《金瓶梅》和《姑妄言》等中可窥一斑。

４２　城镇化与同性恋迁移
大量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从农村向城市迁徙是同性恋的重

要特征，也是同性恋的重要体验［２２－２４］。城镇化对于同性恋空间

的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城市快速建设加速了同性恋空间

的重构和变迁，使同性恋空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城市更新推动了同性恋空间的分化，即由于同性恋

群体内部的收入差异、教育程度和地域差异所形成的空间的分

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人口流动性不

断增强，客观上为同性恋的迁移提供现实外部条件。笔者针对

同性恋迁移的目的进行了调查，其中受访者０１和０２较为典型：
受访者０１：“在小地方和别人出柜是不可能了，但在北京的

话，我就会随意一些，没那么拘束。来北京我就不用伪装自己

了，可以释放自己，当然是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有！在小县城，我

没有太广的交际圈，所以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北京比较熟

悉，而且我好多朋友都在那里，而且大城市毕竟物质生活丰富

一些，并且也是“大隐隐于市”，给我很多的空间，交到“朋友”的

机会更多一些。”（ＰｕｒｐｌｅＲａｉｎ，２０１３）
受访者０２：“我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还没和父母出

柜，我觉得还是离家远一点比较好。而且北京发展机会多，工

资待遇好，有没有北京户口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在北京能

过得更自在一些。”（小杨；２０１３）
根据笔者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之间对于不同地区同性恋的访谈

和研究发现，同性恋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１）城市生活方式的
追求：同性恋在迁移的过程中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主要包括

更好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发展的要求，同时成熟的城市资源配置

和高消费水平是吸引同性恋迁移的重要因素；（２）传统社会压
力的规避：家乡传统的束缚和保守社会环境是同性恋背负压力

的主要来源，城市的匿名性和包容性为同性恋规避“社会污名

化”提供空间基础；（３）更多的交友机会：同性恋在城市中高密
度的聚集客观为同性恋交友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和几率，同时多

元和异质性的城市环境为同性恋提供了更多的性自由，满足同

性恋的社交的需求。

４３　建国后中国同性恋空间发展特征
４３１　传统性公共空间：圈内人的“点儿”

改革开放以前，笔者在研究及访谈的过程中与我国早期的

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研究的李银河、富晓星等学者结论一致，

即同性恋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公园、广场、公厕和浴

室等［２５－２７］，通过“圈内人”的口耳相传形成同性恋群体中的“点

儿”。“点儿”内存在同性恋独特的交流方式，亦是同性恋亚文

化的特征之一，即同性恋通过“眼神”（Ｇａｚｅ）识别同类［２７，１４］。

早期中国同性恋的“点儿”具有较强性和欲望意味，主要有４个
空间特征：（１）人口高密度汇集的商业繁华地段［２７］：具有较高

人口聚集的城市商业中心，人口聚集度和异质性较高，为同性

恋交往提供了一定的物质空间基础；（２）较高的交通可达性：便
利的交通条件为同性恋的交往提供积极条件，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同性恋寻求交往和“性”的几率，是促成“点儿”形成的重要条

件；（３）无排他和低成本的公共品性：大多数的同性恋活动场所
具有较低的使用门槛（如公厕、公园和浴室等免费或者收费低

廉），是无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空间；（４）空间的半私密半
公开性：传统同性恋空间具有较强的半私密和半公开性质，公

厕和浴室等特殊建筑功能能够达到在私密性空间内性器官的

裸露，同时通过同性恋之间的“注视”和“眼神”进行性邀请，并

且借助周边环境的良好绿化景观和构筑物遮蔽完成“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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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２５：“来这儿（东单公园）的人很多，这也算是个圈内
的“圣地”，有时候坐一会看到不错就直接上去和对方聊天，要

么就在厕所里，稍微盯着看看，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然后就去

周围人少树多的地儿玩玩就完事了。”（ａ叔；２０１４）
同性恋在公共场所的性行为对同性恋聚集区的形成具有

推动作用，一方面，公共场所性行为是性压抑和同性恋边缘化

的应激反应，形成性解放和对于异性恋霸权性行为模式的反

抗［２８］；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性表达亦能够构

建和强化同性恋的集体认同［２９］。

４３２　商业性公共空间：粉红经济逐渐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消费主义的影

响，大众的欲望逐渐被唤醒，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消费需

求。根据ＬＧＢＴ资本公司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消费调查，
ＬＧＢＴ（Ｌｅｓｂｉａｎ，Ｇａｙ，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群体占全球消费市
场的５％～１０％，中国大陆具有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仅次
于欧洲（８７００亿美元）和美国市场（７５００亿美元），具有较大的
市场潜力［３０］。ＪｏｓｅｐｈＨａｒｒｙ通过城镇化和同性恋酒吧数量的实
证分析，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同性恋的流动性和同性

恋酒吧的客源丰富性，形成了以酒吧、会所为主的商业空间聚

集形式［３１］。１９９０年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新的同
性恋活动场所，其中包括酒吧、桑拿和会所为主的商业性公共

空间［３２，３３］。最为突出的是同性恋酒吧，在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和

社会网络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４，３３，３４］，一方面，

同性恋酒吧扮演着信息交换、内部文化构建和教育的重要空间

载体；另一方面，同性恋酒吧在同性恋权力斗争和争取公共空

间权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３５］。除此之外，“新兴的粉红

经济”的空间类型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如同性恋咖啡店、同志

餐厅等吸引大量同性恋的关注和消费。

受访者１１：“比起老家，在北京的话Ｇａｙ会有更多的娱乐方
式，我会经常去Ｇａｙ吧里喝喝酒聊聊天，在那儿（Ｇａｙ吧）也能交
到一些朋友。（经常多久去一次？／每月相关开销是多少？）我
经常一个月去三四次，一个月下来少说三四百，有时候一千多，

其中主要是花在喝酒和开房上。”（涛涛；２０１４）
受访者３５：“虽然我们的咖啡店并非标榜自己是“同志咖啡

店”，但确实主要的顾客群是同志，这里经常会放映“同志电影”

或者讲座来让更多的同志来沟通交流，来的大多数朋友也是都

市白领或者大学生，素质都蛮高的。所以我也蛮希望咖啡店不

是间普通的咖啡店，而是成为同志间学习交流的空间和平台。”

（北京东城区某同志咖啡店老板；２０１４）
综上所述，商业性公共空间的出现和崛起逐步丰富了同性

恋的城市生活，并且具备两个主要特征：（１）存在一定的经济门
槛。同性恋使用这类空间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服务的主要

人群是工薪阶层和高校学生，具有较强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

和享乐主义特征；（２）具有商业和社会效益多功能空间。商业
性公共空间的出现弥补了同性恋传统性公共空间较为单一的

功能即满足欲望和性的需求，通过消费获得娱乐和消遣来拓展

了同性恋的生活内容，并且构建群体内部社会网络。同时商业

性公共空间与同性恋身份认同开始紧密相关，成为了教育和促

进同性恋权益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空间。

４３３　政治权力性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权利的觉醒
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废除了流氓罪，被认为是

我国“同性恋非罪化”的重要标志。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日中华精神
病科学会颁布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ＣＣＭＤ－３）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
性恋的非病理化。不仅如此，２０１２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
之际，社会学家李银河积极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均为同性恋

政治意识觉醒和社会可见度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也较强地体

现在近年来同性恋对于社会公共空间的使用的利益诉求及其

“维权”过程当中。

６月是众多西方国家的“同性恋骄傲月”，用于纪念“石墙
革命”这一同性恋维权的标志事件。２００９年６月由海内外共同
组织的“上海同志骄傲周”成为内地首个同性恋狂欢节，旨在倡

导平等、关注健康，并且通过影展、“脱口秀”、讨论会和募捐等

活动形式提升中国同性恋的社会可见度，超过１０００名在沪同性
恋参与系列活动［３６］。主办方一方面强调通过“骄傲周”推动

ＬＧＢＴ群体的社会透明度，推动同性恋权利的争取，架起沟通官
方、公众和同性恋群体的桥梁；另一方面，主办方也重点强调活

动组织形式主要以内部交流为主，并且在私人场所完成，不组

织类似于欧美的“上街”活动。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为“国际不再恐同日”，由各地同性恋团
体组织的“长沙同志反歧视游行”约有１００多人参加，从南湖大
市场出发向长沙火车站行进，成为２０１３年长沙市独特的“城市
景观”［３７］，但由于未向公安部门备案，组织者被拘留１２天，同时
组织者称曾于２０１２年成功组织一次规模较小的同性恋反歧视
游行，并且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同性恋游行活动。同性恋集体的

“出柜”（Ｃｏｍｅ－ｏｕｔ）和亮相对于同性恋社群具有重要的意义，
即通过隐秘的私人空间向公开的社会空间转变，更多的出现于

社会公共空间视野中能够更好的推动同性恋自身政治权利

进步［３５］。

“上海同志骄傲周”中主办方“不上街”的承诺和“长沙同志

反歧视游行”组织者的被拘留等各地同性恋活动遭到的挫折，

一方面反映了同性恋从群体内部化向群体公开显化的转化，即

同性恋从被动的容忍和接受转向主动积极的反抗和维权；另一

方面，各地城市管制部门对于同性恋活动采取了不同管制方式

反映了不同地区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容忍度存在的地域差异，同

时也说明中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如同性恋者对于公共空间使

用的限制及中国对于同性恋公共空间使用权利的定义的空缺。

北京“新前门大街”同性恋婚礼策划和组织多少体现了同性恋

的“精英主义”情怀，“上海同志骄傲周”则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资本主义舶来品”的意味，而广州人民公园同性恋与警察

对峙维权则更多的体现了我国“草根主义”对于公共空间的异

性恋正统秩序的反抗和对同性恋权益的争取［３８］，都为中国同性

恋的空间政治权力的意识觉醒和同性恋自身权益的维护发挥

着“标杆性”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同性恋空间研究的新挑战及新趋势
５１　同性恋网络虚拟社区形成

网络的普及让同性恋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１）网络社区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社交过程中发
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网络的匿名性和去身体性（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
ｍｅｎｔ）使同性恋可以脱离来源于传统物质空间框架下的社会交
往模式压力和社会污名，以真实的信息和透明化的身份来模拟

现实空间进行网络空间情景进行社会交往（如中国同志交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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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Ｂｌｕｅｄ和Ｚａｎｋ通过定位和信息发布的方式进行交友或约
会）；（２）网络社区在促进同性恋意识觉醒和推动同性恋权益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推手作用，网络社区不断增强同性恋的可见

度，促使同性恋社群原本内部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向外部化的社

会主流价值观融合，在探讨同性恋重要议题和时事时，逐渐形

成了“意见领袖”和同性恋草根族群结合的网络组织方式在推

动同性恋运动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淡蓝网”和“阳光

地带”会不定期策划和组织同志运动或交流活动）。因此，网络

社区在同性恋社群中扮演着沟通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桥梁

作用。

５２　同性恋内部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同性恋社群

内部的阶层分化，主要由同性恋对于社会资本和物质空间资源

的可达性差异造成，形成同性恋群体内部阶层分化的主要有三

方面：（１）有限的区域迁移能力。同性恋群体中，能够支付高房
价和居住迁移的成本是同性恋群体内部形成社会分层的首要

条件。（２）同性恋工作类型的差异。同性恋群体内部有着较强
的消费欲和能力，对于工作闲暇时间的规划也是群体内部区分

工作特质的差异是群体内部形成自我交流语言的一个重要基

础。（３）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表达的消耗［３９］。同性恋聚集区的

形成是一种特定的亚文化产物，必须通过有形“符号”的构建和

活动来强化群体内部的社会认同，因此，消费主义是其中较为

明显的社区文化特征［４０］。同性恋群体内部阶层的形成也在空

间上形成一定的反应，“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消费能力逐渐形成

了以“同性恋精英”为主的空间聚集。笔者通过对不同收入和

教育程度的同性恋者进行访谈和调查，发现同性恋在中国当代

语境下逐渐形成了以同性恋精英、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同

性恋内部社会结构分化，使同性恋空间的研究更为困难和复

杂，也对地理学者研究同性恋及其空间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要求。

５３　多学科融合和新技术引入的必然性
纵观国外酷儿地理学研究进展与经验，未来中国同性恋空

间研究的应注重两个方面：（１）完善酷儿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搭
建。相比较国外酷儿地理学发展，我国酷儿地理学还处于探索

阶段，地理学者应当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从多视角和多领域

的方面，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

论，充分发挥地理学学科特征，继续完善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

酷儿地理学理论体系。（２）加强新技术和新研究方法的引入。
中国在未来酷儿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地理学者不断加强对于

ＧＩＳ和ＲＳ等技术的运用，加强学术研究过程中对于新技术的运
用来指导研究。同时，不断加强地理学者对于 ＧＩＳ针对酷儿地
理学特色平台和插件的开发，充分利用技术的优势来应对研究

过程中对于复杂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酷儿地理学”内涵的解读，本文从空间政治的角

度，通过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同性恋空间的

演化和变迁。中国对同性恋从非刑事化到非病理化到逐步人

性化的过程，笔者发现中国的同性恋空间随其社会权力提升的

背景下，呈现出一条较为明晰的历史变迁历程———改革开放

前，同性恋主要聚集于传统性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公园、公厕、

广场和浴室等；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商业性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同性

恋重要的生活空间；２１世纪初以来，中国同性恋空间开始转向
政治权利性空间，同性恋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使

用的权力和诉求。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影响下，许多大城

市如广州和成都同性恋积极分子开始提出了构建“同志实体社

区”的计划和设想，同性恋社区的构建一方面可以促进同性恋

社群内部的文化构建和意识觉醒；另一方面，同性恋社区可能

会造成群体脱离社会主流生活，加剧了异性恋霸权对于公共空

间的控制和垄断。比较欧美同性恋聚集区的经验，笔者认为中

国在构建“同志社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自身社会文化特征，避

免中国同性恋社区的成为“乌托邦式社区”，因此在未来研究

中，地理学者需要纳入社会经济的维度，从同性恋行为活动、居

住模式、同性恋社区内部组织等方面深入研究中国同性恋空间

的实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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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刘明华（１９７８－），女，主管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公共卫
生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张北川，主任医师、教授，Ｅ－ｍａｉｌ：ｐｙｔｘ＠２６３．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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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人口数
值估测
刘明华１　于增照２　张北川３△　史同新３　李秀芳３　李洋４　王燕飞５　朱明泉６

１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２青岛市市立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１１
３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
４山东省青岛疗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５解放军第４０４医院，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０
６青岛市海慈医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４

【摘　要】　目的：在新的社会人口学和医学背景下，估测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
人口数量，为当今中国的相关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主要根据《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口基数
和潘绥铭２０１０年对中国成年人口的多层等概率性学抽样调查给出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结果：估测我国男
同性爱者（包括男双性爱者）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２１００万，性活跃期男男性行为者约９２２．４万；我国女同
性爱者总人口可达１２００万左右，性活跃期女女性行为者约５８５．９万；配偶是男同性爱的女性人口数约为
１３６０万，配偶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有近１０００万。结论：我国有数量庞大的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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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的女性群体，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亟需医界等学界高度关注，在未来的１０几年内，我国“可见的”
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群体数量会有所增加，而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及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数值将不

断下降。

【关键词】　同性爱；同性性行为；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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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使学界对国人性状况的
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艾滋病（ＡＩＤＳ）流行模式的变化，有力推
动了对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ｓｅｘ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认识和关注，并扩展至其他关联群体［１］。虽然国内

曾有对我国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人
口数值的估测［２］，但所提供数据已不能满足医界需求，而且医

界对ＭＳＭ的科研已扩展到心理健康领域［３－６］。与此同步，国内

总人口数值不断增多，并有社会学界对国人的新调查报告问

世。在新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性向少数群体及关联人群

的人口数值。

!

　某些重要概念
１．１　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

不同学界对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的定义，长期存在重大争

议。精神病学及临床心理学强调，同性爱者是在可与异性接触

的“正常”环境中，在思想、情感乃至行为方面对同性持续表现

出性爱倾向的人，即便他们能与异性发生所谓“正常”性行为，

也难以与异性较好建立和维系性伴侣关系；双性爱者的不同只

在于他们对同性和异性都能持续表现出性爱倾向［７］。总体上

看，这是从心理角度定义，它主要用于相关的医界，包括常用于

ＭＳＭ／ＡＩＤＳ科研。
现实的丰富复杂性历来难以用简单定义囊括。一些实例

凸显出精神病学界定义的明显局限性。国际间许多权威学者质

疑医界定义。同性爱一词１８８０年代首先进入医界（司法精神病
学界），但现代性学奠基人金赛指出，把同性爱者认定为特殊

的、可以区分的人毫无意义［８］，金赛并采用“绝对同性性行为

者”等描述方法［９］。当代性社会学家指出，从人的欲望、行为和

自我认定三种尺度定义同性爱者并调查其人口数值，所得结果

差异甚大。双性爱者更难认定，因此社会学家在大样本性调查

中，常把自认性向为同性爱和双性爱的人归入同一类性向少数

人群，给出的同性爱者人口数值也包含双性爱者，或根本不提

及双性爱者。美国社会学界的权威调查发现，男性中自青春期

开始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者高达９％，其中４０％男性的这
一行为发生在１８岁前，１８岁后有过同性性行为者为５％，自认
男同（及双性爱）者仅２．８％；女性中这三个数值对应的数据分
别是略过４％、４％和１．４％。这项调查并发现，美国前１２位最
大城市市区，自认为男同性爱（及双性爱）的人占成年男性人口

的略过９％（在那些城市郊区，它降至略过３％），第１３—１００位
大中城市，这个数值是略过４％（在那些城市郊区，它降至略过
１％），在其它城市及乡村，对应的数值是１％以上。调查发现男
同倾向于从自己出生的小城市和乡村迁徙到大城市。与男同

不一样，女同的这种迁徙倾向不那么显著［１０］。不赞同医界定义

的性学家黑伯乐进一步指出，人类中有同性性接触的人所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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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在过去、现代和将来的数值都极小，是一个“恒量”［８］。

中国进行过大样本性社会学调查的刘达临和潘绥铭在调

查报告中都不刻意区分同性爱者和双性爱者，只报告同性爱者

数据，并把性欲冲动在一段时间内也指向异性但总体上更偏好

同性的人归入同性爱者中［８］。

本文所指的同性爱者通常包括双性爱者，专指其中的男性

或女性时简称男同或女同。

１２　男男性行为者
这个命名的使用与 ＡＩＤＳ流行有关，它备受关注起因于

ＡＩＤＳ首先在美国男同中发现［８］。作为行为学定义，它同步衍生

出同性性行为者、女女性行为者这类定义。国际间一些学者认

为作为术语，同性性行为者这一命名比同性爱者更有助于了解

人类性状况的真相。同性性行为者可作广义、狭义之分。广义

上讲，男男间只要有过一次达到性张力释放的行为即均列入

ＭＳＭ，无论其技巧如何，或它发生于幼儿间［９］。社会学调查常

涉及这一数据，此时所获数值通常达１０％左右或更高。医界所
指则不同，它是从狭义认识同性性行为者，定义通常限于和性

传播感染明确相关的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跨性别者等，所得

数值明显低于社会学调查。已注意到某些原因可以使同性爱

者没有同性性行为，以及大量青少年因好奇心及偶然发生无医

学意义的同性性行为（如男男间的偶然手交）。对这类同性性

行为者的数值，本项估测不列入讨论。

１３　女女性行为者（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ｗｏｍｅｎ，ＷＳＷ）
这一词汇主要由医界采用，通常泛指已有同性性行为的女

同及有变性倾向但尚未手术变性的女性［１１］。金赛将女女性行

为定义为“对其他女性所产生的性反应，以及女性对其他女性

所进行的明显接触”，并认为“同性性接触固然有爱的情感和心

理在其中，但更根本的标志是同性双方发生具体实际的性行

为”［１２］。

由于一度普遍认为女女性行为过程中体液交换极少，ＡＩＤＳ
感染的风险极微，所以对 ＷＳＷ的科研远少于 ＭＳＭ。但随着对
此领域研究深入，发现女女间同样可以存在不安全性行为，感

染性病的风险也较高。研究表明，女性间最常见的性行为方式

是手－外阴接触（手交）、口－外阴接触（口交）。这类行为可以
使口腔或阴道黏膜（特别是有伤口时）暴露于阴道分泌物或经

血，进而可能导致病原体传播。

美国一项对 ５０个州 ６９３５名自认同为女同的调查发现，
７７３％有一个或以上男性伴，７０５％有阴道性交，１７２％有肛
交，１７２％感染过性病，近１年内５７％报告有男性伴［１３］。国外

对ＷＳＷ中性病感染的多因素分析显示，阴道 －阴茎性交、累计
性伴数多或男性伴数多、使用性器具是 ＷＳＷ感染的危险因素。
我国的调查显示，一线城市ＷＳＷ中性病患病率甚高，如对北京
１５０名 ＷＳＷ的调查发现，性病总患病率高达３４６７％，易患性
病依次为淋病、细菌性阴道病、真菌性阴道炎；但三线城市ＷＳＷ
中性病感染率明显为低［１４，１５］。

１４　同性性行为者中的其它亚群
同性性行为者中除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外，还有两个亚

群，即跨性别者（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和向同性“卖性”的性工作者。跨

性别者概念由易性症者（变性欲者，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ｓ）定义衍化生成，
其定义同样富有争议。真正的易性症者，特征是持续地把自己

认定为异性并强烈希望变性，其愿望通常经变性手术等达成。

跨性别者包含多种自认为性别与生物学性别（生理性别，出生

时根据生殖器被认定的性别）表现不一致的人，如印度的“海吉

拉斯”女性。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的反义词是ｃｉｓｇｅｎｄｅｒ，后者译作原性别
（者）或本性别（者），意指个体生物学性别与其行为或其角色

“完全匹配”。

我国许多对 ＭＳＭ／ＡＩＤＳ的调查发现，相当高比例的 ＭＳＭ
有过向同性的“卖性”行为。然而真正以向同性提供有偿性服

务为“职业”谋生的性工作者，人数相当有限，主要聚集在一、二

线城市及少数开放且人口多的三线城市。

１５　固定伴侣是男同的异性爱女性
它包括三个亚群：（１）现配偶是男同的异性爱女性（一般女

性）；（２）与男同有恋爱关系但无法定婚姻关系的一般女性；（３）
虽与男同离异但仍有某种伴侣关系的一般女性。这类女性与

并非ＭＳＭ的男同的伴侣关系中，主要遭遇的是自己及对方的
心理健康问题。当女性与男同有性交行为且后者是ＭＳＭ时，女
性则处于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由于欧美发达国

家政治、文化背景等不同，性别和性向不同的生活伴侣很

少［１６，１７］。但中国等许多国家的男同普遍结婚，这种女性是人口

基数庞大的群体。国内男同／ＭＳＭ把ＡＩＤＳ传播给其妻，甚至后
者离异再婚并已怀孕后才确认感染的事件已有学界和媒体报

告［１８］。我国男同社区部分人士反对对该女性群体进行科

研［１９］，然而对这种存有相当争议的现象和人群，学界应加强

研究。

合法的婚姻并不能有效制约男同的高危性行为。在婚男

同可能普遍较少重视对其配偶的健康保护，婚姻似乎未能使他

们在同性性交中更多虑及保护自身和配偶的安全。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等［２０］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和男性或与“海吉拉斯”女性都有过

性接触的ＭＳＭ性伴更多，更倾向于成为女性性工作者的商业
性伴并和女性肛交及口交，这使得与 ＭＳＭ有性关系的大量女
性生活在易感染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Ｓｈｅｅｈｙ等［２１］对尼

日利亚５５７例有肛交史的ＭＳＭ的研究显示，过去２个月４８１％
与女性有性行为；有女性伴的ＭＳＭ中５６％有偶遇女性伴，６９％
有多个女性伴；后者中高达４５１％与女性肛交过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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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ＳＭ的双性性行为与已婚或与女性同居有关。许娟等［２２］发现

在婚ＭＳＭ无保护肛交与无保护阴道交比例均高于未婚 ＭＳＭ，
更偏好去浴池、桑拿寻找男性伴；他们接受过 ＡＩＤＳ检测咨询及
宣传的比例也低于未婚者。史同新等［２３］发现在婚ＭＳＭ与男性
及女性性交时使用过安全套的比例均显著低于未婚ＭＳＭ。

纵观多篇中外文献，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的原因无外乎传

统道德理念和宗教信仰的制约（即把家庭和妻子当成社会舆论

的“挡箭牌”）、对家庭温暖和孩子的渴望［２４］、对性身份的认同

缺乏认识和混乱。张北川等［２５］２０１２年一项对１４０余例固定性
伴（曾）是ＭＳＭ的女性的调查发现，其中１／３出现过典型性病
症状，不足１／３做过ＡＩＤＳ检测，２人阳性；已婚者长期遭受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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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冷淡为主的精神暴力者约占７０％，被固定 ＭＳＭ性伴不止
一次殴打者超过２０％；有抑郁症状者超过９０％，曾有强烈自杀
念头者高达４０％，有自杀未遂史者近１０％。
"

　中国男同与男男性行为者人口数值估测
２１　男同人口数值　

０～１４岁年龄组人口通常性向未确定，不计入。本项估测
只计算１５～６４岁男性人口中的男同人数。根据《２０１３年中国
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以每５岁作为一年龄分层）提供
的２０１２年全国人口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
０８３１‰）［２６］，１５～６４岁年龄组男性总人口为５１１８６０万（人）。
潘绥铭等２０１０年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
指标进行的多层等概率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潘绥铭调查）发现，

我国２５％～５０％男性自认为男同［２７］。估测中国该年龄段的

男同数值为 ５１１８６０万 ×（２５％ ～５０％），即 １２７９７万 ～
２５５９３万，中间值１９１９５万。结合考虑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龄
男性人口多达６０９８８万，男同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２１００万。

需要注意的是男同／ＭＳＭ的数值在地理上并不是均匀分
布，它受到当地（城市）人口规模、开放程度等的明显影响。我

国一、二线城市及相对开放、人口较多的三线城市的多项报告

显示，参与调查的男同／ＭＳＭ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来自较小城市
及乡村，从而也反映出男同有向更大和更成熟社区的大城市流

动的倾向。

２２　性活跃期男男性行为者数值
中国近年每年新报告的 ＡＩＤＳ感染中，男男性传播所占百

分率不断上升，２０１２年达１９１％［２８］。确定处于性活跃期 ＭＳＭ
人口基数，可用于估测 ＡＩＤＳ防控工作应覆盖的该高危行为人
群数值及它所影响的一般人群的人口规模。

潘绥铭调查发现，中国男性首次性交平均年龄２２５岁，性
活跃期平均年龄上限（近一年内无性交行为发生的年龄上限，

“性退休年龄”）为５２４岁。估测性活跃期 ＭＳＭ的数值，亦需
确定中国ＭＳＭ的性活跃年龄。很多调查表明，与一般男性相
比，男同倾向于性意识觉醒年龄较早，首次性交年龄较小。经

查阅《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９年第１期至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和《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１期至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共发表与
ＭＳＭ有关的专业文献（含文题涉及男男性行为、男男性接触等
的各种文献）２０３篇，３２篇文献给出了４４组关于ＭＳＭ样本量和
首次性交年龄的数据，这４４组数据样本量共计９８万例（其中
一篇样本数量约是８万，是收集和分析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０年公开发
表的相关文献后做的分析），其中２９篇论文给出平均年龄和标
准差。综合分析２９篇论文的３７组数据，得出ＭＳＭ的首次性交
平均年龄为２０２岁；另外４篇论文有７组数据只给出 ＭＳＭ首
次性交年龄的中位数，分别是２０岁（４组）、１９岁（２组）和１８
岁。本项估测据此将 ＭＳＭ的性活跃平均起始年龄定为２０岁，
并估测ＭＳＭ的性活跃期平均年龄为２０～５２４岁。《年鉴》中
相对应的２０～５２４岁年龄组男性人口数为３６８９６０万（５０～５４
岁组人口取其一半的数值）。潘绥铭调查表明，在男性人口中，

有与同性性交史的男性人口比例为２１％ ～２９％。由此推算
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ＭＳＭ为３６８９６０万×（２１％～２９％），

即７７４８万～１０７００万，中间值９２２４万。
#

　中国女同与女女性行为者人口数值估测
３１　女同人口数值

中国１５～６４岁女性人口数为４９１５３５万。潘绥铭调查显
示，女性中自认为是女同者为２０％ ～２４％。由此估测中国女
同数值为 ４９１５３５万 ×（２０％ ～２４％），即约 ９８３万 ～１１８０
万，中间值约１０８１万。结合考虑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龄女性人
口多达６６２１２万，女同总人口极可能达１２００万左右。
３２　女女性行为者人口数值

潘绥铭调查发现，中国女性首次性交平均起始年龄为２２７
岁，性活跃期年龄上限平均为５０３岁；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
女性比例为１６％～１８％。国内仅４篇文献报告了ＷＳＷ的首
次性交年龄。其中２篇样本量共计１４９例，计算得出首次性交
年龄平均为２００岁；另外２篇只给出首次性交年龄的中位数，
分别为１５０例，中位数１９岁和６０例，中位数２０岁。本项估测
将ＷＳＷ的性活跃平均起始年龄定为２０岁，估测 ＷＳＷ的性活
跃期平均年龄为２０～５０岁。《年鉴》中相对应的２０～５０岁年龄
组女性人口数为３４４６５２万。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
ＷＳＷ为３４４６５．２万×（１．６％～１．８％），即５５１．４万～６２０．４万，
中间值５８５．９万。
$

　其它同性性行为者人口数值
台湾官方公布，该地区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完成变

性手术并进行性别变更登记者总共４６７人，目前尚有跨性别者
１０００余人［２９］，其数值不足台湾总人口２３３６万的０１‰。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大陆至２０１２年末总人口为１３５４０４万。以
台湾的有关百分率推算大陆男女跨性别者（含已行变性手术

者）人数仅１０余万人。这个数值即便倍增，也不足男女同性爱
者数值的１％，因此不单独计算和加入。

性工作者的数值随经济形势、就业状况等变化而波动。同

性性行为者占成年总人口的百分率相当低，换而言之，由于性

工作者的“客源”有限，所以向及兼向同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

“职业化”性工作者的人口数值，对同性性行为者的总人口数值

的影响很小，不单独计算。

%

　中国固定伴侣是男同
'

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人口数值估测

５１　 配偶是男同的女性人口数值
因为不确定因素较多，故难以估测我国与男同／ＭＳＭ有过

性意义上的暂时的男女交往以及发生过性交却未进入婚姻的

一般女性的人口数值。本研究只估测与男同结婚的一般女性

的数值。

《年鉴》给出我国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人口数为４０２８７１万。
社会学家刘达临等［８］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９０％的男同已与女
性结婚或认为不可避免会结婚。结合潘绥铭调查数据推算，已

婚和将会结婚的男同人口比例为（２５％ ～５０％）×９０％。估
测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中，有 ４０２８７１万 ×（２５％ ～５０％）×
９０％的人是男同，即属于初婚的在婚男同 ９０６５万 ～１８１３０
万，中间值约１３６０万。

以上数据表明，有同等数值的女性与初婚男同结合成婚姻

关系。另外由于部分男同不止一次结婚，所以配偶（曾）是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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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女性的总数值极可能达到或超过１４００万。
５２　配偶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人口数值

根据《年鉴》、潘绥铭调查和刘达临等研究提供的数据，推

算在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中，约有４０２８７１万 ×（２１％ ～２９％）
×９０％的人是ＭＳＭ，即８４６０万～１１６８３万，中间值９０６５万。
考虑到许多未婚男女彼此性交过但最终并未结合成婚姻关系，

所以至少有近１０００万一般女性因固定性伴是 ＭＳＭ，存在易罹
患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

　某些长期预测
未来１５年内即２０３０年前，这一时段男同和女同的数值将

随进入青少年阶段的人口数量增多而有缓慢的滞胀式持续增

长。中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１５年后，由于阶梯性小幅
增多的人口开始进入青少年期，男同和女同人口数值短期内会

对应发生较明显的阶梯式增多，之后在新的水平上再度进入缓

慢滞胀阶段。然而，随文化及政治对同性爱的禁制较快弱化，

“可见的”同性爱者会不断明显增多。

随国人首次性行为年龄普遍提前和社会对同性性关系的

禁制较迅速弱化的影响，同性性行为者人口可能会较明显地持

续性增多，直至达到或略超过同龄男同、女同人口数值。这个

过程可能在１０～２０年内完成。
与此同步，由于性科学教育的普及和有关性向知识水平的

提升，固定伴侣是男同／ＭＳＭ的女性数值会不断下降。此外，由
于一些变量能够产生的影响难以估测（如截至２０１３年末中国
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３３８４万，似乎提示文化将对男性独身现象
的态度愈加宽容），这样的因素对男同的性活动有何影响，目前

尚难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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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犯罪是一种人类犯罪形式，其所涉及的是人类性行为的犯罪。一般实施性犯罪的人被称
为性犯罪人。有些性犯罪涉及暴力，即性暴力犯罪。由于文化差异，不同国家或民族对于性犯罪的定罪与惩

处有所不同。本文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关于性犯罪的定罪与法律惩处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以供同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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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在我们的文化里虽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纯属于个人的
行为，但却受到各种各样的法律所限制。这些法律使得在一个

国家完全合理的性行为在另外一个国度里却被认为是非法的，

乃至重罪。跨越国界就可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道德世界。

在美国，每天有数以百万的美国人进行非法的性行为，但是

因为非法性行为犯罪而遭到逮捕的人很少———这也许令人吃惊，

但是，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有明确规定，与１８岁以下的人
发生性行为如强奸幼女、口交和肛交（鸡奸）等，以及已婚者和非

法定性伴侣之间的性行为（通奸），还有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或

性接触等都属于犯罪。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法律律条告诉我

们，在性行为上，什么是他们能够做的以及怎么去做，在哪里做，

和什么样的人去做等。本文将以美国为例，讨论一下有关性与法

律的问题，讨论一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法律存在，哪些行为会受

到法律的影响，这些法律如何被强制执行，它们会怎样发生变化，

以及性法律的前景如何等。笔者希望通过这个讨论，提高人们的

法律意识，为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而努力。

!

　性法律的制定
１．１　为什么会有性法律？

我们会问为什么要有法律来控制人的性行为？这实际上

是个很现代的问题，因为这些法律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历史中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性法律存在已久，是十分古老

的，准确地说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从那时起，受基督教风俗

影响到的国家就试图规范道德，这种企图已经成为了惯例。今

天我们可能将性看成是私人的事情，仅仅关心其所牵涉的人，

然而历史上性被看作是一个影响社会的极大的事物，并且因此

成为了合适的法律主题。在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社会都通过

风俗和法律来控制人的性行为。

在今天，一些性法律仍然是合理和必需的。美国性社会学和

性法律研究专家帕克尔认为，起码包含在法律中的以下的内容是

非常合理的：“反对用暴力和以相似的强迫行为去获得性满足”、

“保护未成年人免遭性利用”和“阻止侵犯或可能侵犯无辜旁观

者的行为”等。很显然，人们应当远离性攻击和性暴力，并且儿童

不应该受到性利用；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应该协调一致。

尽管如此，性法律曾经因为其他的目的而被制定，而这些

目的还可能引起带来不少争论。在西方历史上，曾经通过法律

来避免例如通奸和遗弃配偶等行为来保护家庭的完整性，以将

家庭作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单位。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性法律

为了确保儿童有一个有支持作用的家庭，禁止通奸行为，因为

这种性行为有可能产生私生子。然而，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引起

这些法律的修改，我们认为，隐藏在背后的原则或潜规则是可

以接受和理解的。

当然，有些性法律的背后也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对于社

会道德的保护。这样就使得某些性法律涉及到有关非生殖性

的性行为；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和西方一些国家，就有法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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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性恋、兽交和避孕与堕胎等。但是，由于时间的变化，关于

什么是“非自然”、“非道德”或者“有罪”的宗教信念已经被表

述在法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国家有义务去支持宗教成为一

个文明社会的支柱，用法律来使得人们生活得更好。英国的例

子很有教育意义，因为美国的法律基本上是源于英国法律。在

英国，教会与国家在历史上实现了一致，并且以法律来保护教

会的利益。而在美国，宪法分离了教会和国家，这就是为了避

免一个宗教组织把自身的信仰强加给他人。在近几十年中，美

国目睹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这就使得人们认识到了用宗

教信仰来规范法律的困难［１］。

此外，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男性至上主义深深植根于

西方文化之中，目前认为它是性法律的根源之一已经是有争议

的。美国著名的性学家帕克尔博士指出控制性行为的历史也

可以称之为双重标准的历史，他说婚姻法和控制性表达的法律

从不同的角度看，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女人一直被视为男人的

财产———丈夫的或者是父亲的。在历史上结婚成了一种商业

交易，一种维持社会结构的方式。男人对圣洁的坚持只不过是

为了规范社会关系，巩固王朝世袭统治，确保财产延续和使男

人的统治不朽［２］。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内出现的妇女解放
运动与性法律改革运动彼此相互关联和相互推动的。美国在

政治上的道德主义传统、维多利亚时期的拘谨以及后来象安东

尼·康斯托克———一位保守的政治家，美国纽约道德维持组织

的领导者，提出了很多有关的性法律，为美国提供了一大批性

法律条款，这些法律条款反映了美国人当时对于性行为的态

度。然而，在当今美国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美国的性犯罪与

性法律成为了一对矛盾体。据一位权威人士说：“美国比其他

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性犯罪，并且也会比这些国家更加严厉地

惩罚性犯罪。”我们不妨看一下下面这个数据：在美国，强奸犯

一般平均判处１８年监禁，强奸幼女则判处１６年监禁，而乱伦则
为１０年监禁，盗窃只有５～６年监禁等。所以性犯罪的惩罚是
较为严厉的［３］。

１．２　性法律有几种？
想要编制一个与性行为有关的法律目录是较困难的。想

一想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大量的司法权，没有人能知道或确定说

出有多少性法律条款；如果要参考一下美国联邦法律、军事法

律、州法律、市法规和县法规等等，就会很清楚地知道美国的性

法律条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下面笔者概括总结一下美国的

性法律的情况。

１．２．１　使用暴力犯罪
首先就是对于强奸以及与儿童发生性关系的性犯罪问题。

在美国的法典中，强奸被定义为：“犯罪人与一位不是妻子的女

性或者法律不承认可以和犯罪人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且没有

得到该女性的合法同意发生性行为。射精并不是判罪的必需

条件，并且无论是多么轻微的插入，都足以构成犯罪。”［４］

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州里，强奸被定义为：“未经过同意的

口交、肛交、阴道插入、以暴力或身体伤害威胁达到这些行为；

或在受害人不具备表达同意能力的情况下发生这些行为。”［５］

最近，至少有２２个州修改了它们的性法律，使得丈夫强奸
妻子的行为能够得到审判。１９９３年，美国人约翰· 波比特被指
控强奸了自己的妻子，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反抗而切断了波比特

的阴茎，而被指控故意伤害罪；结果两人都被判为无罪释放。

目前，有些州改变了它们的法律表述，以“性攻击”来替代强奸

一词。这就允许了因为强奸男人而起诉女人等。

１．２．２　虐待儿童和对于儿童的性骚扰罪
试图保护儿童和年轻人免遭受性利用的法律是很复杂的，

因为对于自愿、强迫、未成年等问题与界定是很困难的。美国

很多州都有律法反对强奸幼女或者反对与未成年性交的法律。

在美国这些法律认定一个“未成年人”的界定（一般不超过１７
岁或１８岁）各州规定有所不同；但与一个低于某特定年龄的女
性发生性行为都是非法的，因为她不能作出真正的同意。在美

国未成年人的界定的年龄各个州是不一样的，范围从１４岁到
１８岁，在大多数州里是１５岁或１６岁。在一些州里，还会考虑
到男性和女性年龄的差异，这样一个１６岁的女孩与１８岁的男
友发生性关系和与３０多岁的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就罪行的量刑
是不同的。

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有大量的法律条款禁止对儿童性

虐待，包括对儿童的性骚扰、对儿童的肉体虐待或者从精神上

摧残儿童等情况。这些常见的法律条款包括一般成年人与儿

童之间的性接触，同性的或异性的性行为等，例如露阴癖，向儿

童展示色情资料，使得儿童目睹性行为，带儿童去色情酒吧或

者妓院等。这些法律条款的目的就是保护儿童，因此被认为是

合理的法律条款。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看看美国在这方面是

如何执法的：第一个例子，是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

强奸幼女案。１９７７年波兰斯基在朋友杰克·尼克尔森的家中，
与一个年仅１３岁的女孩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根据受害者申
诉当时波兰斯基用酒和药物导致她神志不清，而对其进行了强

奸。波兰斯基因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被美国法院起诉，并

且判处重刑。而他在入狱之前逃离了美国，直到如今，波兰斯

基仍然被列入美国全球通缉重犯之一。第二个例子，是 ２００８
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市，一个美国黑人被起诉，其

罪名是多次在儿童面前进行性交行为。受害者是他的一个寄

居在他家中的侄女，犯罪人夫妇曾经多次在这个女孩面前进行

性交等。德州法院以“使儿童目睹性行为”对他进行了起诉，经

过几次法院审判，他被以“性骚扰”和“使儿童目睹性行为”的罪

过，判处２年入狱和１５万美元的罚款。
此外，在美国许多州里面，都在其刑法中反对乱伦。在相

关的法典里面，法律禁止儿童与有血亲关系的父母、长辈或者

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生性行为，一些州法律也禁止与继父母和养

父母发生性行为。

１．２．３　彼此同意的性犯罪行为
截止到２００８年，美国有大约２０多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

法律反对私通、通奸，或非法同居等这些所谓彼此同意的性犯

罪。在美国的一些州里面，私通被定义为“与一个已经与他人

结婚的人发生性行为。这种性行为是非法犯罪的。这样如果

丈夫发生婚外情而破坏家庭合法婚姻，妻子有权对不忠的丈夫

进行诉讼。

除了上述的法律条款之外，美国２９州已经有法律禁止鸡
奸，认为这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罪行“或者”变态的性交”。在美

国乔治亚州，鸡奸即“涉及一个人的嘴或肛门和另外一个人的

性器官的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违反的人会判以重罪，入狱

会高达１０～２０年。而在一些州则没有如此规定的法律，甚至认



·１２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２４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为肛交是合法的，是人类性行为方式的一种。

现在美国一些州里面，同性恋还是被认为非自然的性行

为。１９９５年，美国许多州已经立法禁止这种性取向的歧视，在
美国加州甚至允许同性恋婚姻等。

１．２．４　反对所谓高尚品味的性犯罪
所谓的高尚品味的性行为包括露阴癖、窥阴癖、混乱的性

行为如群交或三人或多人的性游戏等。一般美国人认为它们

是公害，是“淫荡行径”，因此这些性行为被视为犯罪。但是有

一些州的法律界认为它们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犯罪等。这

种法律执行的模糊性和不平衡性，已经引起美国法律界和学术

界的争议。

１．２．５　反对堕胎的法律
对于堕胎，美国法律也是含糊不清的。在美国一些州堕胎

一直被禁止或被严格限制。但是，近年来，堕胎在美国一些州

已经被认为是允许的（尊重个人的选择）。

１．２．６　商业化的性犯罪
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律认为利用性来赚钱是非法

的、犯罪的。至少在某种特定环境之中，销售带有那些预示性

满足的性产品诸如色情录像带、ＤＶＤ、性读物、性图片等，都是
非法犯罪的。

卖淫被定义为为了金钱或其他报酬如毒品而进行的性交

换。在美国除了内华达州之外，卖淫都是非法的。可是在绝大

多数的州里，卖淫只是轻罪，只会判罚款。但是，与卖淫相关的

一些行为如拉皮条、教唆卖淫、引诱未成年人进行卖淫或嫖娼

等也是犯罪的。

对于所谓的淫秽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法律条款也是含糊

不清的，比如一些色情杂志如《花花公子》或《阁楼》等都可以在

公众场合上公开销售，黄色录像带或ＤＶＤ也可以随便买卖。我
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一下淫秽品的问题。

"

　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性法律条款的问题
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性法律条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

使得在具体实施性法律时产生不少困难。法律条款数量之多

以及其严格性与执行法律的“松懈”度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也引起了法律界与学术界的批评，并被要求对性

法律进行具体的改革。学者指出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实施法

律条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虽然对一些性犯

罪行为在法律上定罪较严格，但是在具体执行时却不是很严

格；一般在嫌疑犯被拘留期间，美国法院允许其为自己寻找律

师。有时，在定罪时，法官还会考虑到嫌疑人的事业、名誉、以

及人际关系、乃至家庭等原因，会给于适当的减刑乃至无罪释

放等。第二，由于美国各地区、各州的性法律的执行水平的参

差不齐，使得性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地区

对于一些性犯罪惩罚较重，有的州则惩罚较轻。也有的地区或

州县的警察和起诉人员专横跋扈、滥用职权等，也使得性法律

在实施上出现不少问题。比如关于卖淫的拘捕和定罪上，就出

现了不少丑闻———即警察或起诉人员滥用职权———乃至非法

犯罪的丑闻，如２０１２年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一些地区警察在执
行任务中，竟然和妓女们发生性行为，然后不付钱而非法释放

了她们。此外，还有一些诱捕行径，例如警察和皮条客勾结，引

诱别人犯罪等。第三，在滥用职权中，美国法律界的种族歧视

是很严重的。比如在妓女中，白人女性妓女的比例较高，例如

一份报告指出，在加州的妓女中，白人女性大约占５８％左右；可
是在２０１２年，因为卖淫被拘禁的妓女中５０％ ～８０％ 是外籍女
性；最终，大多数被判入狱的妓女中大多是有色女性———４５％为
黑人女性，３５％为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女性，其他为亚籍女性，近
年来来自亚洲的被捕入狱的妓女越来越多。

#

　性法律改革的趋势
美国和西方国家近年来一直推行性法律的改革运动，但是

由于这个改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很难说出那些具体的性

法律改革措施。但毫无疑义，性法律改革是在进行的，而且已

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些具体的性法律改革

的成就。

在全面回顾美国性法律的实施实践之后，美国联邦的法律

协会的标准刑事法典决定将一些以前非法的性行为合法化了。

在这个部分，对于性犯罪，美国法律有理由规范的仅有强奸、在

暴力的强迫下的性行为、教唆和诱奸未成年人、性攻击以及有

伤风化的性暴露等被列为性犯罪。卖淫依然不合法，但是在内

华达州内卖淫是合法的。对于美国各州合法化意味着在道德

上是中立的。在此次性法律的改革中，讨论了一些具有意义性

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３．１　隐私权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个人隐私受美国宪法保护。在美国

个人隐私包括所有与个人关联的东西———如个人的犯罪记录、

信用和银行记录、学校记录、医疗信息、政府档案，以及个人的

通讯记录等等。

在性犯罪的定罪时，个人隐私属于被保护之列的。１９７３
年，美国德州的一名叫杰恩·罗德的妇女认为该州禁止堕胎的

法律否定了她应有的权利———即决定是否生育的选择权，由此

引发了全美的讨论。法院认同“隐私权包括自主堕胎的决定

权”，但法院也指出，这个权利并非是绝对的。这个案例以及接

下来的诉讼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部分州的关于禁止堕胎的法律

无效。于是，现在美国政府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理由，限制中、晚

期妊娠的堕胎行为，但是孕妇在妊娠初期三个月内可以自由决

定是否堕胎。

此外，在某些州里，同性恋的性爱活动也被视为个人隐私

而被认为是合法的。最近，美国法律界又对于个人的隐私问题

展开了讨论，主要是在网络上是否允许暴露个人的性隐私和个

人的性生活被监听的问题。

３．２　人人平等权利的保障
美国宪法规定法律有保护人人平等的权利。在美国宪法

中的第五和第十四条中，都明确表明美国人有享受人人平等的

权利。这样，如果法律或美国政府的行动对于某些群体造成不

利时，这些群体可以寻求法律的公平对待。

这样，在美国和西方一些社会中，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同性

恋群体就利用人人平等权利，要求同性恋合法化或／和同性婚
姻合法化。这使得美国一些州例如加州等修订法律允许同性

恋者自由结合。美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这是美国性法律改革的

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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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法律的实施
虽然性可以让人们形成并维持深厚的情谊和亲密关系，但

是它也可能存在阴暗的一面。对于某些人而言，性与强迫、侵

犯以及伤害等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都属于性犯罪行为，

因此，任何国家都对于这些性犯罪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惩处。下

面，我们分析这些性犯罪行为以及它们所面对的法律惩处等。

４．１　性骚扰
性骚扰（ｓｅｘｕａｌ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可以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异常行

为：（１）滥用权力以达到性目的；（２）制造出一种不友善的环境。
就滥用权力而言，性骚扰包括使用不受欢迎的性试探，索求性

利益，或者其他包含性涵义的口头或身体行为等，并以此作为

施教或雇佣的条件，不顺从就可能引起报复乃至伤害等。按照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只有当一方有某种权力时，并且利用这些

权力强迫另外一方时，才构成性骚扰。

而在不友善的环境中，只有某个人以有性涵义的行为举止

妨碍了他人或她人在学校或工作的正常活动与工作时，才构成

性骚扰犯罪。美国政府在１９６４年的公民权力保护法案（ｔｈｅｃｉｖ
ｉｌｒｉｇｈｔ）率先将工作场所的各种歧视定为非法，其中就包括性
骚扰。

性骚扰是性和权力的结合体，而权力往往是主要因素，男

男女女在工作场所和学校由于性因素而引起注意，自身的价值

便遭到了贬低，特别是对于女性，性骚扰可能成为一个让她们

裹足难行的障碍，而且会使得她们感到脆弱无助。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行为，尽管不属于违法，但也被认为属

于性骚扰，包括讲不想听的脏笑话（ｄｉｒｔｙＪｏｋｅｓ）或狎昵暗示等，
以及当女性从面前走过时一个或一群男性向她发出的不受欢

迎的口哨、嘲讽和猥亵的话语，这些行为可能发生于男女、男

男、女女之间。在一些国家中，这样的行为被列为“轻度强奸”

（ｌｉｔｔｌｅｒａｐｅｓｏｒｌｉｇｈｔｒａｐｅｓ）而会直接判刑。
４．１．１　学校内性骚扰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很普遍，性骚扰不一定

开始于成年期，因为它可能早在儿童期中就开始了。幼儿园、

中小学里的性骚扰，除了会发生老师对于儿童或青少年的性骚

扰之外，也会发生儿童或青少年同学之间的性骚扰等。在美国

和其它西方国家内，对于这样的性犯罪是给予严惩的，一般会

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２０１１年，美国佛州的
一家私人幼儿园发生类似的案件，罪犯—一个教会的长老被判

处了无期徒刑，并处于罚款 ５０万美元。
４．１．２　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根据美国 ２０００年雇佣法联盟（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Ｌａｗ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对１０００多名美国在职劳工所作的调查，有高达２５％的劳动女
性在工作中遭到过性骚扰，而男性劳工的同比数字仅７％左右。

性骚扰可能会给予受害者带来各种各样的严重后果，包括

抑郁，焦虑，羞耻感，受辱感和愤怒乃至自杀意图等。目前在美

国各州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防治工作内的性骚扰，以及对于性

骚扰犯罪的法律条款，相比之下，目前中国对于性骚扰的法律

似乎要松一些。因此，笔者建议应该对于性骚扰给予更为明确

的定义，而且对于性骚扰犯罪予以更为严厉的惩处。

４．２　强奸
在美国，强奸（Ｒａｐｅ）被列为严重的性侵犯（ｓｅｘｕａｌａｇ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指的是违背他人意愿，通过暴力、争辩、精神压力、酒类或
药物等，或者利用职权来强行对于某人或某方进行性行为。强

奸者是一个实施暴力或权利的人，强迫受害人在违背自己的意

愿与强奸者发生身体接触。在美国无论施暴者的阴茎是否进

入被害者的阴道中，都会被认为是实施强奸。在美国强奸一般

有以下几种类型：

４．２．１　约会强奸 （ｄａｔｅｒａｐｅ）
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强奸类型，指的是在约会中，违背受

害者意愿，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等方式胁迫约会对象发生性

交。在美国，大多数强奸案件都是约会强奸的。约会强奸中经

常使用酒类或迷幻药品等，一项研究表明有７０％以上的女性受
害者是在饮酒或嗑药之后被施暴强奸的。

４．２．２　团伙强奸（ｇｒｏｕｐｒａｐｅ）
指的是一群人集体实施强奸罪行的行为。在美国校园中，

一些关系紧密的团体比如兄弟会、大学生男生联盟、运动队、街

头帮派或流氓团伙等，会发生集体性侵犯女性的事件。团伙强

奸一般会发生在大学中的配对活动中即 Ｐａｒｔｙ之中。笔者所在
的美国北卡州大学在１９９８年夏天曾经发生一起团伙强奸案，一
群美式足球即橄榄球队员在获得州赛冠军的庆祝派对时，发生

了１０个男生集体强暴了一名黑人女性的行为。第二天该女子
醒了后报警，后来警方逮捕了全部参加犯罪的男生，而该校橄

榄球队也一蹶不振。

４．２．３　权力强奸（ｐｏｗｅｒｒａｐｅ）
指的是利用权力实施一种控制与支配的行为。典型的情

况是强奸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于女方实施性控制或性支配即

性交。

４．２．４　施虐强奸
是所有强奸类型中最为残暴、无理和凶恶的罪行。施虐强

奸者通过故意折磨受害者而得到强烈快感，而且以她的受折

磨、疼痛、悲伤、无助以及受苦为乐等，这是一种灭绝人性的罪

行。一般在美国，对于施虐强奸犯罪都在法律判刑上予以严惩。

４．３　通奸
虽然目前在很多国家对于通奸没有法律的定罪，但是从社

会发展历史来讲，通奸在某个历史时期是一种罪行。美国在

１９１０年就有通奸罪，而目前在一些宗教社区中，通奸也是一种
严重的犯罪。

人们一般倾向于把性道德看作是一系列说教。确实，一些

道德准则已经被滥用去压抑性行为，但是它们也有助于保持性

公平、性诚实和性坚定等原则。

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和伦理（ｅｔｈｉｃｓ）分别是从拉丁文 ｍｏｒａｓ（习
惯）和希腊文ｅｔｈｏｓ（习俗）中得来的。它们都代表了判断个人
行为和性格的对与错、善与恶的社会标准。道德就是我们人类

本质和经验的一个方面，这种本质和经验以个人品行、社会和

文化的形式，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而控制我们的自然冲动，

指导并调节我们的行为和关系等［６］。

婚姻之爱的关系一定要被明确阐明，这是正确理解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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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处。婚姻性爱与爱首先是完全充满人性的理性与心灵

的复合物、它首先是自由意志的行为、这种自由意志的动力不

仅可以确保这种爱能够忍受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且可以

使得这种爱不断增长；这种爱就可以使得夫妻双方心心相印，

共同完成人类的义务［７］。．
这就是爱的一切———丈夫和妻子在这种非常特殊的个人

关系的形式中共享一切，没有不合理的例外或者只考虑他们自

己的利益。任何真正爱自己伴侣的人不仅因其所获得而爱，而

是为了伴侣自己的缘故而爱，并且愿意通过一个人的天赋而充

实另外一个人。

其次，已婚爱情是忠诚的，并且是绝对排他的，直至死亡。

这就是当初结婚时丈夫和妻子在自由立誓的婚姻中宣誓把自

己献给对方的承诺。虽然有时这种忠诚会遇到困难，但是一个

正直、理性和真正的男人，就要绝对对于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忠

诚，至死不渝［８］。

从西方基督教教义———这是美国立国的道德与政治基础，

婚外情———特别是和其他已婚的女人通奸是极其不道德的，是

违背神的意志和法律原则的。以个人隐私的名义，或者以自由

为借口，维护这种腐败堕落的行为都是非常荒谬的。无论如

何，从道德和法律方面来考虑，通奸都被认为是和我们的社会

和法律结构是不相容的。

（致谢：本文写作时承蒙各界同侪好友专家学者帮助，特别

允许我们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谨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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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实用的性学方向—《洁娜》学术成果述评
查建中　李颂霖
武汉可立女性学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性健康研究的有效路径，促进女性学的发展。方法：以受到国际性学界广泛
认同的《洁娜》学术成果为例，进行回顾性的归纳与总结。结果：《洁娜》学术研究直接切入国际上的难点、热

点问题，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得到国际同行认同要素是实用性 （包括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可操作

性）以及创新性 （包括理论创新、学科融合、适宜技术及产品）。结论：女性学研究应该坚持实用的性学方

向，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应该树立自信，具有定力，不断坚守。

【关键词】　实用性学；创新；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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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娜》是为研究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ＳＤ）而设立的专门项
目，包括了基础研究及适宜产品两大部分。《进入性（性交）疼

痛控制研究》是《洁娜》的学术成果之一，其论文于２０１１年８月
入选第三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学术大会，并应邀作了大会演

讲。同时，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选，授予了该篇论文学术论文

一等奖。同年 ９月，《中国性科学》杂志全文发表了该篇论
文［１］。２０１３年９月《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一文经翻
译，又一次入选由世界性健康协会（ＷＡＳ）主办的第２１届世界
性健康大会。ＷＡＳ在学术管理方面，拥有一个由２３个国家３５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第２１届世界性健康大会科学委员
会，由ＷＡＳ的科学委员会主席玛丽安娜·多尔蒂博士（澳大利
亚）亲自任主席，成员由来自２１个国家的３２人组成。此外，为
了对全球的来稿进行筛选，大会组织了４７人的文摘委员会。本
届大会全球共入选文摘４９９篇。其中以海报发表的２９９篇，大
会演讲的２００篇，参会人数约１２００余人。《进入性（性交）疼痛
控制研究》经几轮筛选，成为“妇女性问题”专题中的７篇文摘
之一，并且应邀作了大会演讲。

《洁娜》在大会的演讲引起与会专家的广泛和热烈的关注。

美国全国性教育、性咨询师和性治疗师协会（ＡＡＳＥＣＴ）前任主
席、美国科学院临床性学家，世界领先的性顾问训练学院（Ｓｅｘ
ＣｏａｃｈＵ）创始人帕蒂．布里顿博士通过其助手罗伯特博士在大
会期间，积极主动索取了《洁娜》的学术资料，自行记录了作者

相关影像，对其课题及产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大会结束从巴

西返美后，马上发来邮件联络：“我们很愿意与你讨论任何潜在

的合作，包括共同培训”。经过不断的邮件沟通，以及多次在

Ｓｋｙｐｅ上的会议交流，己经完成了技术的全面了解和临床试用，
进入了 “期待创造一个支持你和我们共同发展”的阶段。

世界性健康协会（ＷＡＳ）中东性健康委员会主席、ＷＡＳ国际
科学委员会成员萨拉博士在来函中表示：“很高兴了解到你的

研究项目，期待未来的合作”。印度全国性学协会（ＡＳＥＣＴ）主
席纳瓦尔博士已正式邀请成行印度介绍《进入性（性交）疼痛控

制研究》成果。

此外，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科学导航集团（简称 Ｆ１０００）于
２００２年成立，Ｆ１０００的优势是已与全球４４个顶级的生物学和医
学学会合作，包括：世界性健康协会 ＷＡＳ；国际行为神经学会
ＩＢＮＳ、欧洲肾脏协会ＥＲＡ、英国神经内分泌学会ＢＳＮ、美国生态
学会ＥＳＡ等等，这些学会都会将每届世界大会中的优秀文章向
Ｆ１０００推荐，这也成为了Ｆ１０００文章的重要来源。经第２１届世
界性健康大会科学委员会推荐，《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

在大会上演讲的ＰＰＴ己被Ｆ１０００收录［２］。同时，Ｆ１００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主编凯伦罗莱特博士希望这篇文章有一个母语水平的译文：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提交”。

２０１４年５月，《洁娜》这一学术论文得到了《英国医学杂
志》（ＢＭＪ）的关注，按要求，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文章需
要做同行评议，在应邀为《洁娜》做同行评议的专家中，世界性

健康协会（ＷＡＳ）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玛丽安娜·多尔蒂博士
说：“祝贺你的手稿交给了《英国医学杂志》，做得好！这一研究

是非常受欢迎和值得肯定的，你可以推荐我作为一个评论家 ”；

美国顶尖性学家、ＡＡＳＥＣＴ前任主席，帕蒂·布里顿博士说：“感
谢您的信息，我们很荣幸能认识你和你的工作，祝福！”；世界

华人性学家协会（ＷＡＣＳ）创始人、名誉会长、监事 ，国际性科学
赫希菲尔德勋章获得者阮芳赋博士说：“谢谢推荐我做评论，最

好的祝福！”，《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究竟是一个什么成

果？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殊荣和青睐呢？

!

　挑战与创新
２００３年初，《英国医学杂志》曾通过登载《澳大利亚财经评

论》驻华盛顿记者莫伊尼汉（ＲａｙＭｏｙｎｉｈａｎ）撰文，主导参与了
一场关于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ＳＤ）的讨论［３］，它应该触动了众多

的女人，以及男人甚至家庭。正方的观点是：“重新定义 ＦＳＤ的
科学家和医生中，不少人与制药公司关系密切”，“ＦＳＤ是制造
出来的疾病”。而反方的意见（由大量读者来信构成）是：“很多

医生认为性问题都是心理因素引起，但确有是由生理因素造

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医生和记者，众多 ＦＳＤ女性才会长期
被漠视”。“在这场讨论中，各方人士争执不下，但很多人有这

样一个共识：科学界对ＦＳＤ的了解太少”。“很少有关于性交困
难的控制性研究”［４］。尽管如此，由于《英国医学杂志》的影响

力和这种开放讨论风格，加上莫伊尼汉的论点，实际上对女性

学（包括基础、药学、临床等）己构成了全盘否定的影响。事实

上，在此后长达８年的时间里，全球性学界并没有针对此论点进
行过有科学研究水准的回应与发声 。

２０１１年《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否定了“ＦＳＤ是制
造出来的疾病”这一论点，《洁娜》这一学术研究首次系统地进

行了发声。

《英国医学杂志》有着悠久的历史，自１８４０年创刊以来一
直没有中断的出版了１７４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广泛读者
群的综合医学杂志之一。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ＮＥＪＭ）、《美
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柳叶刀》（Ｌａｎｃｅｔ），一起号称世界四
大权威综合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为１７．２１５（科
学，２０１２年ＩＳＩＷｅｂ上）。

《洁娜》是怎样回应这一论点，参与这一讨论的呢？

"

　责任与担当
研究难以做爱时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为了那些

对性失望、困惑甚至受煎熬的女性，以及长期被误解却还在为

之努力探索的科学家和医生们。

《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针对莫伊尼汉的论点，利用

近２０年来的临床经验以及相关的药学、药理学、药效学研究，借
鉴世界上有关性与神经与大脑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医学

伦理学、循证医学、流行病学的理念、方法，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对ＦＳＤ直观基本的认识：从大量的临床及性健康咨询累积
的丰富资料中，列举了不同年龄段可追溯的案例，从中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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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患者的心理与生理反应，包括细微的感受，以及一些就医

的境况。由于没有足够的了解与重视，故至今还少有专门的医

院与科室对此诊疗，通常自发在皮肤与妇科就诊，常常会获无

病的结果（未见异常）。困惑、压抑，惧怕、忍受，委屈、无助，是

对ＦＳＤ患者心态的真实描述。这些基本认识，反映了学界现
状，患者的境遇。

从学科规划的角度思考：无病的疼痛为何给人带来如此痛

苦？是心理问题？还是生理问题？既然无病，性医学关注汁

么，治疗什么？为什么疾病医学会认为无病，它们与性医学的

差异是什么？

从治疗学的角度考虑：首次使用了“进入性（性交）疼痛”概

念；首次对该症状特征作了“耐受性功能缺位（失常）”的定义；

首次明确了该症状的获得途径，以及人群分布。

在病因讨论中，首次明确了性生活中的“不良唤起或不良

插入”是造成进入性交疼痛的主要原因。

在病理讨论中，首次归纳由生物性反应和社会学反应两个

方面促成：（１）生物性反应：考虑了痛感的神经传导，阴部神经
最密集的分布，对疼痛的高敏感；性爱的特定方式，高拉伸性也

能使小症状出现难以承受的大反应；此外，神经递质参与影响

人们的性爱和性反应；由于这些因素，阴道环口的细小症状都

可能引起性交不适、困难甚或不能。（２）社会学反应：首次提出
了“关联症状”概念。由婚姻与性的“排它性”、“唯一性”、“不

可替代性”。婚内性义务等，疼痛引起性交困难或不能，会给他

人带来难受；影响他人“愉悦”，性交疼痛不再是个体症状；包括

学界的认知问题，更加使患者处于极度委屈、压抑的状态。进

入性疼痛经社会学的放大叠加后，往往会产生超出痛感本身的

痛苦。如何改变现状，推动医学的变革发展？

引入“医学伦理学”的思考：首次指出了学界不同认知源于

性医学与疾病医学在 “病”的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研究发现

疾病医学以是否影响 “生存”（包括影响程度）作为病的标准；

性医学则是以 “生存质量”作为标准。

首次呼吁设立 “性假”：呼吁以医学的名义制止伤害，作为

方法，使用性假条，暂停不性，是对患者感受的理解、认同，体

恤、关爱。同时也给关联者予以知情权，实践表明是有效治疗

的必要步骤。

关于进入性疼痛治疗由于相关检验难有阳性发现。

引入循证医学思考：用“慎重、准确和明智的”逻辑推理获

得临床证据，性交疼痛实际造成的是一处黏膜的细微损伤，两

个功能的失常 （由刺痛引起的神经超敏反应；由负情绪引起的

内分泌系统抑制）。由此，理清了治疗需要解决的问题。首次

使用了性重启的概念，包括治疗思路，疗效标准。

为什么性重启从消除疼痛开始呢？借鉴世界上有关性与

神经与大脑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前扣带回皮质是

疼痛与愉悦共同的通道”，由于大多数人群不可同时拥有这两

种感受，首次提出了“置换”概念，明确了置换痛感至愉悦是恢

复正常性反应的基础。并从大量临床实践中归纳了重启步骤。

进入性疼痛是常见、多发、全球性的症状，如何防治呢？

引入流行病学思考：借鉴流行病学的方法，开展流行症状

学研究，包括症状的地区分布、时间分布、人群分布，对进入性

疼痛的预防与控制将是以个体表现为基础，侧重群体表现的系

统工程。

研究表明：传统医学（疾病医学）与性医学在“病”的判定上

存在差异，两者分别以“生存”与“生存质量”为标准；进入性疼

痛不能愉悦并不影响生存，因而不为传统医学正视，这是大量

患者无处求医的根源；按传统医学模式对进入性疼痛治疗，难

以进行实验室检验，并少有阳性发现，因而治疗也难有针对性。

利用循证医学理念、方法，容易达到预期目的。进入性疼痛的

病理确实存在生理因素，如由较强的痛感可引起神经超敏反

应、由神经递质产生负情绪可导致内分泌系统抑制以及阴道黏

膜的高拉伸性需要在高敏感的状态下修复等等。

因此，ＦＳＤ并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疾病，ＦＳＤ确实存在。有必
要加强相应的临床治疗学研究。

#

　坚守与使命
《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是一篇富有担当与使命感

的文章，这种敢于参与极具争议、极具敏感议题讨论的底气，来

自历时１５年的《洁娜》产品研发（包括近千余例的临床）、７年
来的系统理论探讨（包括近５０００人的调查分析）以及与近１０
种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合，来不断地创新和２０余年的坚守。
２０１４年７月，《英国医学杂志》副主编克里斯蒂娜博士与

《进入性（性交）疼痛控制研究》一文的作者进行了交流：“《英

国医学杂志》看重的是一篇文章能使一般读者增加多少、有多

大的实用价值。”在她的建议下，这篇万余字的研究类文章，又

已修改成为了一篇仅２０００字的分析类文章（要求尽量不要有
专业术语，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看懂）。

作为本文结尾，借用《洁娜》项目负责人查建中所长与阮芳

赋教授的一段邮件交流：“谢谢查所长你对于我提出的‘实用性

学’与‘性学的实用化’的高度评价：‘是这次年会最精辟的、里

程碑意义的论述。性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既是理想又是出

路’。是的，从全球来说，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也还不为多数

‘圈内人’所意识到。其实，不解决这个问题，性学只会是无足

轻重的‘多余的学科’，最终会被淘汰以至消亡。解决‘实用性

学’的建立与‘性学的实用化’的实现，是性学得以继续存在与

发展的必要条件。贵所在这方面做了多种开创性的工作，可喜

可贺”。

性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既是理想又是出路，《洁娜》将

会带着这种信念与使命，坚持创新实用的性学方向，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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