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２４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 ３　　　　·

【第一作者简介】谢秋娴（１９７８－），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
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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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与腹腔镜次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卵巢功能及其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选取１００例宫肌瘤患者并分为两组进行手术，对观察组５０例进行次全子宫切除术，对对照组５０
例进行全子宫切除术，手术后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卵巢功能和性功能的情况。结果：对照组中雌二醇

（Ｅ２）和促卵泡激素（ＦＳＨ）的水平均低于观察组，两组患者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
性功能方面也要强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两组患者会受到不同
手术方式的影响，次全子宫切除术对卵巢功能和性功能的影响远小于全子宫切除术，所以临床上应选择次

全子宫切除术给患者进行手术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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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里面一种最常见的良性肿瘤［１，２］。

患有该病的患者会有阴道出血、腹部处和肿物还有压迫症等一

系列的症状，对于这些患者，应该尽快选择手术方式进行有效

的治疗，以避免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生活影响［３，４］。在临床上，治

疗子宫肌瘤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手术治疗，而我们研究的是次

全子宫切除术和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卵巢功能及其性功能的

影响，为了找到更好的手术治疗方法，为此我们将临床上的资

料总结做了如下报告。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间，因要做次全子宫切除术和全
子宫切除术而入住我院的１００例患有子宫肌瘤的患者。年龄在

２６～５５岁。将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其
中，对照组５０例，平均年龄为（３６５±２５）岁；单发肌瘤３０例，
多发肌瘤２０例。观察组５０例，平均年龄为（３７８±３０）岁；单
发肌瘤３０例，多发肌瘤２０例。两组患者自愿进行手术，观察组
和对照组分别进行次全子宫切除术和全子宫切除术。比较两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等方面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手术后分析并比较两组患者雌二醇（Ｅ２）和促卵泡激素

（ＦＳＨ）的含量，并且用酶联接免疫吸附剂测定法（ＥＬＩＳＡ）来测
定手术前和手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的雌二醇（Ｅ２）和促卵泡激
素（ＦＳＨ）的含量。同时对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用 Ｏｌｓｏｎ婚姻
质量调查问卷来进行评估，比较得出两组患者的性功能方面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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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卵巢功能情况，雌二醇（Ｅ２）和促

卵泡激素（ＦＳＨ）的水平，以及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功能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后卵巢功能情况比较

对照组中雌二醇（Ｅ２）和促卵泡激素（ＦＳＨ）均明显低于观
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Ｅ２（ｍ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ＦＳＨ（Ｕ／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５０ ７１７１±５９３６１０６±５３３ ６５２±０４４１９２３±１１５

对照组 ５０ ７１５３±６０１５２４２±５１１ ６４６±０５１１２７５±０９３

ｔ ０３０２ １６５４８ １２６０ ６１９６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性功能情况比较
对照组中性生活评分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功能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生活评分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５０ ３４１２±６０８ ４８１４±９０９

对照组 ５０ ３５０８±５１０ ４１０７±７１２

ｔ １７１１ ８６５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很多现代的女性都可能会患有子宫肌瘤疾病，它的发病率

有可能和女性长期受子宫肌瘤素刺激还与体内的雌激素含量

过高有关。子宫肌瘤虽然是一种良性的肿瘤，不过这并不代表

绝对的安全，这会很大程度上威胁女性的健康，这种病可能会

让女性产生不孕、流产，月经过多和继发贫血等不良的症状。

如果肌瘤增大速度非常快，会导致排泄不便和挤压膀胱、直肠

等，最为严重的是有一部分可能升级为恶性肿瘤，严重威胁患

者的生命，所以，我们应重视临床上的手术治疗。由表１可知，
在术后６个月对照组 Ｅ２、ＦＳＨ的值明显低于观察组，这就说明
次全子宫切除术能更好的保护卵巢功能，降低患者极其家属对

手术后的焦虑情绪，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临床医学上

通过观察和分析子宫肌瘤导致的症状和危害性来判定是否要

进行手术，子宫肌瘤患者保留卵巢的年龄一般都是在５０岁以
下，是以妇科分泌学的发展来确定的［７，８］。而这个研究中对观

察组进行的次全子宫切除术获得了比对照组更好的临床实践，

次全子宫切除术有创伤面积小，恢复时间较快，手术后痛苦减

轻，住院的时间短等优点［９，１０］。次全子宫切除术切除了子宫体

但保留了子宫颈，这就使子宫颈的分泌功能得以保留，它的分

泌物在性生活中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减少了患者和家属在术

后的担心，这样使得患者性功能受到影响减少，从而使患者家

庭生活和谐。女性绝经后还会有分泌的功能，卵巢的保留能使

新陈代谢变得容易许多；子宫是人体内分泌器官之一，也是重

要的生殖器官，所以不应该被切除。根据表２可知，在术后６个
月，对照组的性功能明显低于观察组，这就说明次全子宫切除

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较小，在全子宫切除术和次全子宫切除

术的比较中，次全子宫切除术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

据某研究，有人做过次全子宫切除术和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术

后的性功能、膀胱功能等方面的观察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做

过次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各个方面都比全切除子宫患者好很

多［１１－１３］。根据另一研究，有人做过从内分泌、心理因素等方面

对次全子宫切除和全子宫切除术后的患者比较和分析他们的

性生活情况，结果显示：做过次全子宫切除术后的患者性生活

明显更为优越［１４，１５］。而这个研究中对照组中雌二醇（Ｅ２）和促
卵泡激素（ＦＳＨ）的水平均低于观察组，且性功能的评分也低于
观察组，这和上面的报告相符。

综上所述，不同的手术方法对子宫肌瘤患者的影响也会不

同，次全子宫切除术比全子宫切除术有更好的效果和优点，且

对卵巢功能影响较小，对性功能影响也较小，临床上应尽量保

留患者卵巢，选择次全子宫全切除术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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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ｍａｙｍｉｍｉｃ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ｐｌｅｘｕｓｉｎｊｕｒｙ．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３，２０（６）：８９１－８９３．２０１３，２７（７）：４８８－４８９．

［１０］　ＫｏｙａｍａＳ，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Ｍ，ＡｎａｋａＹ，ｅｔ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ａ
ｐｏｓｔ－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
ａ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ｕｍｏｒ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６）：９１２－９１６．

［１１］　廖东林，樊志勇，黄汝宁．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子宫肌瘤及子宫
腺肌瘤的临床报告．微创医学，２０１２，７（３）：２５６－２５８．

［１２］　高芳，施德丽，张丽娟．深度认识子宫肌瘤的诊治．中医临床研
究，２０１２，２７（４）：１０９－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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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杨娟．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内分泌功能及性功能的影响．中
国妇院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３１）：４８２４－４８２５．

［１４］　刘桂玲．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后对女性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吉林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２２（１９）：５５８－５６０．

［１５］　崔满华，许天敏，孙大伟，等．子宫肌瘤手术治疗适应证及手术范
围选择．中国实用妇科及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７）：４８８－４９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３１）

【第一作者简介】鲍苏青（１９６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
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盆腔炎对女性性激素的影响及其与不孕症的关系
鲍苏青　蒋郡瑛　楼青娟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盆腔炎对女性性激素水平的影响，研究盆腔炎与不孕不育的关系。方法：７６例女
性不孕症合并盆腔炎患者设为观察组１，５０例单纯女性不孕症设为观察组２，并以同期有生育史健康女性６２
例为对照组，比较三组性激素水平及炎性因子差异。结果：三组性激素水平 ＦＳＨ、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１与观察组２及对照组比较，观察组１ＬＨ、ＰＲＬ、Ｅ２、Ｐ出现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２与对照组比较性激素６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炎性因子比较，观察组１ＴＮＦ、ＩＬ－２
均出现升高，与观察组２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２与对照组ＴＮＦ、ＩＬ－２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炎性因子ＴＮＦ、ＩＬ－２与ＬＨ、ＰＲＬ、Ｅ２、Ｐ均呈正相关，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盆腔炎与不孕症关系密切。

【关键词】　盆腔炎；不孕症；性激素；炎性因子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ＡＯ
Ｓｕ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ｕｎｙｉｎｇ，ＬＯＵＱｉｎｇｊｕ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
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６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５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ｆｅ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ａｎｄ６２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ｉｒ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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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ＬＨ，ＰＲＬ，Ｅ２，Ｐ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ｗａｓｏｆ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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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炎（ｐｌｅ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ＩＤ）系女性盆腔生殖
器、结缔组织以及腹膜发生的炎症，好发于性活跃期女性，为临

床妇科常见的生殖系炎性疾病。研究报道，我国慢性盆腔炎的

发病率将近４１％ ～９３％［１］，半数盆腔炎患者临床症状隐匿，

不典型，且病情反复迁延难愈。不孕症系指未采取避孕措施，

排除男方因素，同居２年以上仍然未能受孕病症。不孕症为生
殖医学的研究热点，近年研究发现盆腔炎为不孕症发生的重要

原因，将近２１％盆腔炎患者可继发不孕症［２］。本研究着重于盆

腔炎对患者性激素水平的影响情况，旨在从内分泌失调的角度

探讨盆腔炎与不孕不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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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选择我院生殖门诊就诊女性不
孕症患者１３６例为研究对象，其中７６例合并盆腔炎设为观察组
１，年龄２３～３３岁，平均（２６１±３６）岁；５０例单纯不孕症患者
设为观察组２，年龄２４～３１岁，平均（２６３±３２）岁；并以同期
有生育史健康女性６２例为对照组，年龄２４～３２岁，平均（２６７
±３４）岁，三组年龄构成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所有研究对象均遵循自愿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诊断标准
盆腔炎的诊断及治疗参考《２０１０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盆腔

炎治疗指南》［３］，女性不孕症的诊断：男女双方有生育意愿，正

常育龄女性婚后未避孕，同居２年以上未能怀孕，男方生殖功能
正常。

１３　纳入、排除标准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１）夫妇双方染色体正常；（２）丈夫

精液质量正常；（３）夫妇双方同居１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
施，有正常的性生活而未怀孕者。排除生殖道发育异常、内分

泌功能异常、并发严重器质病变不适合怀孕者、男方生殖功能

障碍者。注意排除：（１）先天性器质性不孕患者；（２）因子宫发
育不良、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引发的不孕症；（３）严重心、
肝、肾及造血系内科疾患患者；（４）甲状腺功能异常患者；（５）资
料不全患者。所有研究对象３月内无抗生素及激素等药物使
用史。

１４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采血时间选择卵泡期（月经来潮后３～５ｄ），

保证受试者取血前日良好睡眠，于清晨８：００～１０：００时间段空
腹取血５ｍＬ，立即送检，离心分离血清，性激素６项包括催乳素

（ＰＲＬ）、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
（Ｅ２）、孕酮（Ｐ）及睾酮（Ｔ），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电化学发
光仪为罗氏ＣＯＢＡＳ６０００，使用厂家配套试剂；炎性因子包括肿
瘤坏死因子（ＴＮＦ）、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均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ＴＮＦ试剂采用北京邦定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产品，ＩＬ－２采用深圳晶美生物有限公司产品。
１５　正常范围

性激素６项卵泡期正常参考范围：ＰＲＬ（３３４～２６７０）ｎｇ／
ｍＬ；ＦＳＨ（３８５～８７８）ｍＩＵ／ｍＬ；ＬＨ（２１２～１０８９）ｍＩＵ／ｍＬ；Ｅ２
（２４～１１４）ｐｇ／ｍＬ；Ｐ（０３１～１５２）ｎｇ／ｍＬ；Ｔ（０１０～０７５）ｎｇ／
ｍＬ；炎性因子正常参考范围：ＴＮＦ（５～１００）ｎｇ／Ｌ，ＩＬ－２（１５～
５１５）ｎｇ／Ｌ。
１６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组间均值
比较采用χ２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法分析比较，相关性
分析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以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性激素水平比较

三组性激素水平经方差分析比较，ＦＳＨ、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Ｅ２、ＬＨ、ＰＲＬ及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ＳＮＫ两两比较，观察组１与观察组２及对照组比较，观察组１
ＬＨ、ＰＲＬ、Ｅ２、Ｐ出现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２与对照组比较性激素６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
组炎性因子ＴＮＦ、ＩＬ－２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ＳＮＫ两两比较，观察组１ＴＮＦ、ＩＬ－２均出现升高，与观察
组２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２与对照
组ＴＮＦ、ＩＬ－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性激素水平比较

检测项目
不孕症

观察组１（７６例） 观察组２（５０例）
对照组（６２例） Ｆ Ｐ

性激素水平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７２６± １５６ ６７２±１２３ ７１２±１１８ ２４４ ００８９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１３８± ４２１＃ ９０８±３５６△ ８２１±３１６ １４３１ ００００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３９４８± ９８８＃ １６８６±４９９△ １８１５±５２３ １９７２６ ００００

Ｅ２（ｐｇ／ｍＬ） ８７１０±１７５３＃ ５８９６±２１９１△ ６５７５±１９５３ ３７３３ ００００

Ｔ（ｎｇ／ｍＬ） ０５２± ０２１ ０５８±０３１ ０６２±０２７ ２６０ ００７７

Ｐ（ｎｇ／ｍＬ） １８３± ０３６＃ １１１±０５４ １２８±０６５ ３４４４ ００００

炎性因子 ＴＮＦ（ｎｇ／Ｌ） １２９８±３６２＃ ７９５±１５６△ ８３６±２３５ ６７４４ ００００

ＩＬ－２（ｎｇ／Ｌ） ６８４７±１６３５＃ ２６５７±６４５△ ２３６８±５９７ ２１１０４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观察组２比较＃Ｐ＜００５，其他Ｐ＞００５；观察组２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炎性因子与性激素水平相关性
分析

　　７６例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炎性因子 ＴＮＦ、ＩＬ－２与性激

素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Ｅ２、Ｔ、Ｐ血清水平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
ＴＮＦ、ＩＬ－２与ＬＨ、ＰＲＬ、Ｅ２、Ｐ均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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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炎性因子与性激素水平相关性分析

ＦＳＨ

ｒ Ｐ

ＬＨ

ｒ Ｐ

ＰＲＬ

ｒ Ｐ

Ｅ２

ｒ Ｐ

Ｔ

ｒ Ｐ

Ｐ

ｒ Ｐ

ＴＮＦ 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６２ ００３６ ０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５ ０２３ ０６９ ０００８

ＩＬ－２ ０３８ ０１９ ０５８ ００４２ ０６５ ００２９ ０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６５ ００１２

#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女性不孕症

发病率不断攀升，资料显示：女性不孕症在我国的发病率将近

６％～１５％。不孕症一直为生殖医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女性不孕
症的致病因素较为复杂，器质性因素、免疫因素、感染以及内分

泌失调均为常见因素，其中内分泌失调所占比重较大约占

４８４％［４］。各致病因素可交互影响，如盆腔炎可导致输卵管堵

塞，引起生殖系器质性病变；免疫性因素可导致生殖系的炎性

反应等［５］，有研究显示：盆腔炎可导致的性激素水平变化，与不

孕症关系密切［６－８］，下丘脑 －垂体前叶 －卵巢轴为性激素分泌
的调节中枢，垂体前叶分泌 ＬＨ及 ＦＳＨ，ＬＨ刺激排卵并促进黄
体生成，ＦＳＨ协同ＬＨ促进雌激素的分泌，ＰＲＬ为垂体前叶泌乳
滋养细胞分泌，生理功能主要为促进乳腺发育及泌乳，维持黄

体ＬＨ受体数量，卵泡期 Ｅ２血清水平反映卵巢功能指标，水平
低下预示卵巢功能低下，而高水平Ｅ２血清水平（＞８０ｐｇ／ｍＬ）则
往往预示生育能力的降低，卵泡排卵障碍卵巢呈低反应性［９］。

盆腔炎引起的不孕症多为炎症引起盆腔粘连、输卵管结构

变化以及排卵障碍，继发性不孕症随盆腔炎病症持续时间延长

而升高［１０］。在我们的研究中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性激素

Ｅ２、ＬＨ、ＰＲＬ及Ｐ均出现升高与单纯不孕症及正常对照组比较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炎性因子 ＴＮＦ、ＩＬ－２也处于高水平状态，
盆腔炎患者巨噬细胞处于活跃状态，ＴＮＦ及 ＩＬ－２等炎性因子
分泌增多，研究发现ＴＮＦ及 ＩＬ－２具有抗妊娠作用［１１，１２］，本组

资料合并盆腔炎不孕症患者相关性分析 ＴＮＦ及 ＩＬ－２与 Ｅ２、
ＬＨ、ＰＲＬ及Ｐ成正相关。Ｅ２、ＬＨ及Ｐ升高对排卵过程具有抑制
作用，这也是目前一些药物避孕机理：利用雌激素对下丘脑反

馈作用达到避孕效果［１３］。本组数据中观察组２性激素水平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考虑合并盆腔炎不孕症Ｅ２、ＬＨ、
ＰＲＬ及Ｐ的升高与盆腔炎有关，一般 ＰＲＬ＞３５ｎｇ／ｍＬ为高 ＰＲＬ
血症，研究文献报道：高ＰＲＬ提示性腺功能不良，高水平ＰＲＬ为
影响卵泡成熟及排卵障碍的重要因素［１４，１５］。不孕症影响因素

繁杂，机体性激素水平表现各异，各项性激素之间也可通过调

节中枢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任何环节均可影响性激素的异常

分泌，性激素水平的失衡往往导致不孕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盆腔炎与不孕症关系密切，对于盆腔炎临床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进行局部及全身的综合治疗，防止病情的迁

延引起不孕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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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瑞昔布钠用于宫颈癌根治术后镇痛效果的临床
研究
陈斌１　魏云海１　束龙文２

１湖州市中心医院麻醉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２湖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帕瑞昔布钠对宫颈癌根治术患者术后镇痛的影响。方法：８０例行宫颈癌根治术
患者，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０例。观察组在麻醉诱导后静脉注射帕瑞昔布钠。对照组输注生
理盐水。结果：术后６ｈ、１２ｈ，观察组咳嗽、安静痛ＶＡＳ评分低于对照组咳嗽、安静痛 ＶＡＳ评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毕、术后１２ｈ、２４ｈ，观察组的ＩＬ－６、ＴＮＦ－α浓度低于对照组 ＩＬ－６、ＴＮＦ－α浓度，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２ｈ、２４ｈ，观察组 ＩＬ－８浓度低于对照组 ＩＬ－８浓度，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舒芬太尼用量少于对照组舒芬太尼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
后２４ｈ，观察组恶心、嗜睡、呕吐人数少于对照组，下床人数多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结论：帕瑞昔布钠能够减少行宫颈癌根治术患者舒芬太尼的用量，提高镇痛效果，降低炎性因子水平，减少

患者不良反应，利于患者术后康复。

【关键词】　帕瑞昔布钠；宫颈癌根治术；术后镇痛；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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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ｓａｌｉｎｅ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ｓｏｄｉｕｍａｆｔｅ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６ｈａｎｄ１２ｈ，ｔｈｅｃｏｕｇｈａｎｄｑｕｉｅｔＶＡＳ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２ｈａｎｄ２４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１２ｈａｎｄ２４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Ｌ－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ｍｏｒｐｈｉｎｅ
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ｉｔ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１）．２４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ｌｅｔｈａｒｇｙ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ｇｏｔｏｕｔｏｆ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Ｓｏｄｉｕｍ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ｍｏｒｐｈｉｎ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
ｅｌ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ｄｕｃ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ｌｐｔｈｅ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Ｓｏｄｉｕ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ＴＮＦ－α；ＩＬ
－６；ＩＬ－８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近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临床
在治疗宫颈癌时通常会选用宫颈癌根治术［１］。有研究报道［２］，

术后镇痛对于患者的康复、避免或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帕瑞昔布钠用于宫

颈癌根治术患者术后镇痛，结果取得较佳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在我院行宫颈癌根治术的
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８～６９岁。入选标准：（１）患者意
识保持清醒状态；（２）经影像学和病理学确诊；（３）符合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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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修订的子宫颈癌的诊断标准［３］。

（４）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能障
碍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 ４０例，年龄（４６６±１０５）岁，分型：小细胞癌
１０００％（４／４０），鳞癌６５００％（２６／４０），腺癌和腺鳞癌２５００％
（１０／４０）；分期：ⅠＡ期５００％（２／４０），ⅠＢ期７０００％（２８／４０），
ⅡＡ期２０００％（８／４０），ⅡＢ期５００％（２／４０）。对照组４０例，
年龄（４５８±９７）岁，分型：小细胞癌 ７５０％（３／４０），鳞癌
７０００％（２８／４０），腺癌腺和鳞癌２２５０％（９／４０）；分期：ⅠＡ期
７５０％（３／４０），ⅠＢ期 ６５００％（２６／４０），ⅡＡ期 ２２５０％（９／
４０），ⅡＢ期５００％（２／４０）。两组患者的年龄、疾病类型及分期
等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术前３０ｍｉｎ对患者肌注０５ｍｇ阿托品，患者进入手术室后
对其行各项常规检查。所有患者均行静吸复合麻醉，麻醉诱导

选用咪达唑仑００６ｍｇ／ｋｇ、丙泊酚２ｍｇ／ｋｇ、芬太尼４μｇ／ｋｇ、维库
溴铵０１ｍｇ／ｋｇ。手术结束后两组患者均行舒芬太尼 ＰＣＩＡ镇
痛，单次给药剂量、背景剂量及负荷剂量分别为１ｍｇ、０５ｍｇ／ｈ、

１ｍｇ，锁定时间１０ｍｉｎ，每４ｈ最大限量２０ｍｇ。观察组在麻醉诱
导后静脉注射４０ｍｇ帕瑞昔布钠，同时在术后每隔１２ｈ注射１次
帕瑞昔布钠。对照组在手术完毕后给予生理盐水３０ｍＬ在 １ｈ
内输注完毕。术毕给予患者３ｍｇ格拉司琼，将患者送至麻醉恢
复室，待患者各项指征稳定后拔出气管导管。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各时点的咳嗽、安静痛ＶＡＳ评分（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

剧烈疼痛）［４］，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记录两组药物用量及不良反
应；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血浆白细胞
介素（ＩＬ）－６、白细胞介素－８浓度。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
结果采用ｔ或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咳嗽、安静痛ＶＡＳ、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

术后６ｈ、１２ｈ，观察组咳嗽、安静痛ＶＡＳ评分低于对照组咳嗽、
安静痛 ＶＡＳ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咳嗽、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安静痛ＶＡＳ评分

指标 组别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３６ｈ ４８ｈ
咳嗽ＶＡＳ评分 对照组（ｎ＝４０） ４８±１１ ４６±１１ ４１±１２ ３７±０９ ３３±０９

观察组（ｎ＝４０） ４１±１２ ４０±１０ ３８±１１ ３６±０９ ３２±０７
ｔ ２７２０ ２５５３ １１６６ ０４９７ ０５５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 对照组（ｎ＝４０） ２６±０８ ２７±０８ ２３±０６ ２１±０６ ２０±０５
观察组（ｎ＝４０） ２４±０６ ２６±０９ ２４±０６ １８±０８ １８±０５

ｔ １２６５ ０５２５ ０７４５ １８９７ １７８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安静痛ＶＡＳ评分 对照组（ｎ＝４０） ３６±０６ ３７±０８ ３３±０６ ２９±０４ ２７±０３
观察组（ｎ＝４０） ３１±０６ ３２±０７ ３０±０８ ２８±０３ ２６±０５

ｔ ３７２７ ２９７５ ２１８９７ １２６５ １０８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炎性因子水平
术毕、术后１２ｈ、２４ｈ，观察组的 ＩＬ－６、ＴＮＦ－α浓度低于对

照组ＩＬ－６、ＴＮＦ－α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１２ｈ、２４ｈ，观察组 ＩＬ－８浓度低于对照组 ＩＬ－８浓度，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指标 组别 麻醉前 术毕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ＩＬ－６（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４０） ３７１±１３６ ４９４±１７８ ５３６±１５５ ５５０±１６８

观察组（ｎ＝４０） ３５１±１２４ ４０３±１４２ ４２２±１５０ ４４１±１５３
ｔ ０６８７ ２５２８ ３３４３ ３０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ＩＬ－８（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４０） １５７±３３ ２２４±４８ ２６６±５５ ２７３±５８
观察组（ｎ＝４０） １６３±３８ １９１±４２ ２１２±４３ ２２１±４９

ｔ ０７５４ ３２７２ ４８９２ ４３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对照组（ｎ＝４０） １４４±０３３ １９１±０３８ ２１４±０４１ １９４±０４２
观察组（ｎ＝４０） １３３±０３０ １５５±０３４ １６３±０４０ １５１±０３６

ｔ １５６０ ４４６５ ５６３１ ４９１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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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药物用量及不良反应
对照组术后２４ｈ舒芬太尼用量为（１７６±９０）ｍｇ，观察组

为（１０５±７５）ｍｇ。观察组舒芬太尼用量少于对照组舒芬太尼
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ｔ＝３８３３）。术后２４ｈ，观
察组恶心、嗜睡、呕吐人数少于对照组，下床人数多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２４ｈ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恶心 嗜睡 呕吐 总不良反应 下床活动

对照组 ４０ ５（１２５０）６（１５００）４（１０００）１５（３７５０）１２（３０００）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００） ０ １（２５０） ３（７５０）３０（７５００）

χ２ — ０６２６ ４５０５ ０８５３ １０３２３ １６２４１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

　讨论
宫颈癌是妇科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５］，宫颈癌筛查是早

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宫颈癌的重要措施［６］，该病也是目前所有癌

症病变中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宫颈癌根治术是临床上常用

的治疗宫颈癌的方法［７］，但是该手术方法治疗时需将淋巴管、

软组织等大量切断，术后易形成盆腔淋巴囊肿。同时由于操作

难度高、切除范围广且创伤恢复较慢，因而对脏器及其功能易

造成损伤，术后极易发生并发症，对患者的康复带来严重影

响［８］。宫颈根治术还会造成创伤后炎性反应，从而释放ＩＬ－６、
ＴＮＦ－α、ＩＬ－８等炎性因子。然而炎性因子对中枢或外周神经
系统具有很强的致痛作用，因此释放炎性因子会引起患者术后

疼痛，同时炎性因子还能够刺激环氧合酶 －２（ＣＯＸ－２）的大量
释放［９］。相关研究表明［１０］，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联合阿片类药物

静脉自控镇痛，不仅能够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量，而且可以减

少阿片类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但是传统非甾体类抗炎药物

抑制了前列素Ｅ２、前列环素的合成，然而前列环素和前列素 Ｅ２
能够有效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肾脏和胃肠道黏膜，因此传统非

甾体类抗炎药物在围术期镇痛中的应用具有颇多限制。

帕瑞昔布钠是一种ＣＯＸ－２特异性抑制剂［１１］，可用于手术

后疼痛的短期治疗［１２］。在本研究中观察组给予帕瑞昔布钠，结

果观察组术后６ｈ、１２ｈ咳嗽、安静痛ＶＡＳ评分低于对照组咳嗽、
安静痛 ＶＡＳ评分，差异显著。帕瑞昔布钠是一种环氧合酶
（ＣＯＸ－２）特异性抑制剂，能够对ＣＯＸ活性产生抑制作用，从而
起到镇痛、抗炎的作用［１３］。帕瑞昔布钠是伐地昔布的无活性前

体，本身具有ＣＯＸ－２高度选择性和可注射性，因而在围术期镇
痛中凸显出较大的优势［１４］。结果还显示，观察组舒芬太尼用量

明显少于对照组舒芬太尼用量，差异显著。这表明帕瑞昔布钠

联合阿片类药物ＰＣＡ术后注射，能够有效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
量。本次研究表明，帕瑞昔布钠在术前应用的镇痛效果明显优

于术后应用。行舒芬太尼 ＰＣＡ镇痛时应用帕瑞昔布钠能够对
中枢痛觉超敏起到抑制作用，从而能够节省舒芬太尼的用量。

ＴＮＦ－α是一种多肽物质，通常在炎症早期产生，同时还会诱发
ＩＬ－６、ＩＬ－８等炎性因子释放，从而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１５］。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帕瑞昔布钠在术后能够有效降低 ＩＬ－
６、ＴＮＦ－α、ＩＬ－８浓度，从而起到抗炎作用。同时，应用帕瑞昔
布钠还可以显著减少阿片类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有利于患者

术后下床活动。

综上所述，帕瑞昔布钠能够减少行宫颈癌根治术患者舒芬

太尼的用量，提高镇痛效果，降低炎性因子水平，减少患者不良

反应，利于患者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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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雌孕激素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的效果展开研究分析。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我院接收的１００例药物流产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对照组给予
常规抗感染、止血剂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雌孕激素联合治疗，对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进行观察

对比。结果：研究组出血情况，不足月经量３０例（６００％），同等月经量１８例（３６０％），超过月经量２例
（４０％）；对照组出血情况分别为１６例（３２０），２２例（４４０），１２例（２４０）；研究组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显著
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完全流产５０例（１０００％）；对照组完全流产３５例
（７００％），不完全流产１５例（３００％）；研究组完全流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１００％，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４００％，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数
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雌孕激素联合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降
低阴道出血量，提升完全流产发生率，减少贫血、阴道炎及盆腔炎症等并发症发生，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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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人工流产是妊娠早期（２４周内）通过人工方法将已经发育
但仍未成熟的胚胎、胎盘从子宫内取出，实现终止妊娠目的的

流产方式。现阶段，避孕失败后采取人工流产，临床上已经得

到广泛推广，常用的人工流产方法包括负压吸宫术和药物流产

手术。凭借疼痛轻、便捷、经济等优点，药物流产手术被更多育

龄女性所接受，不过其存在术后出血时间相对长，不完全流产

率相对高等不足。有研究指出，雌孕激素可有效对机体子宫内

膜进行修复，缩短药物流产后子宫出血时间，提升完全流产发

生率［１］。本次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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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接收的１００例药物流产患者，通过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初步了解雌孕激素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的效果，旨

在提高对药物流产患者的治疗能力，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采用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接收的１００例药物流产患者，所有患者
在接受治疗前，均得到 Ｂ超检测确诊为宫内早孕，并由患者本
人或家属在同意书上签字，采用随机单盲法分成研究组和对照

组各５０例。观察组中年龄在２４～３６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７９
±５６）岁，其中１８例患者为初次怀孕，其余３２例患者中３例患
者有不良妊娠史、９例有流产史、１１例有剖宫产史，２３例有停经
史，停经时间为（３７９±５６）ｄ；对照组中年龄在２２～３５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２８９±４６）岁，其中１７例患者为初次怀孕，其余
３３例患者中４例患者有不良妊娠史、８例有流产史、１３例有剖
宫产史，２６例有停经史，停经时间为（３８９±６６）ｄ。药物流产
诊断标准参考《实用妇产科学》中诊断标准，排除有严重心、肝

等重要器官和血液病变者，临床治疗期间不遵医行为者［２］。两

组患者年龄、停经时长等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００例患者于清晨空腹给予米非司酮（生产厂家：浙江仙琚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１７０）２５ｍｇ，口
服，１２ｈ后给予相同剂量，连续用药３ｄ，第４ｄ给予米索前列醇
０６ｍｇ，口服，用药结束后对患者胚囊排出情况进行观察。对照
组给予常规抗感染、止血剂治疗，不给予其他任何雌孕激素药

物。研究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给予雌孕激素联合治疗，用药

时间为患者机体胚囊排出后第２ｄ，给予乙烯雌酚，口服，１ｍｇ／ｄ，
连续用药１０ｄ，用药后５ｄ另外给予安宫黄体酮，口服，６ｍｇ／ｄ。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１００例研究对象经不同用药治疗后，采用回顾性分析
法，根据医院药物流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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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内容分别有：阴道出血量（不足月经量、同等月经量、超过月经

量）、流产情况［３］（完全流产：机体胚囊全部排出，宫内无妊娠物

残留，无需刮宫；不完全流产：机体胚囊自然排出但大量出血，

需要进行刮宫术）、并发症发生率（贫血、阴道炎、盆腔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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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ｎ（％）］形式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出血情况对比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经不同用药治疗后，研究组出血情况，不足
月经量３０例（６００％），同等月经量１８例（３６０％），超过月经
量２例（４０％）；对照组出血情况分别为，１６例（３２０％），２２例
（４４０％），１２例（２４０％）；研究组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显著低
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完全流产情况对比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经不同用药治疗后，研究组完全流产５０例

（１０００％）；对照组完全流产３５例（７００％），不完全流产１５例
（３００％）；研究组完全流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经不同用药治疗后均出现单一并发症患
者，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１００％，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４００％，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１００例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贫血 阴道炎 盆腔炎症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５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５（１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２４０） ５（１００） ３（６０） ２０（４００）

χ２ ８１７

Ｐ ＜００５

#

　讨论
避孕失败后临床通常以人工流产作为补救措施，人工流产

可用于由于母体患有相关严重疾病或妊娠合并症，不适应继续

妊娠者及避孕失败者，现阶段临床人工流产方法主要为人流和

药流［４，５］。药流被认为是一类疼痛轻微、非侵入性操作及简便

的方法，在我国临床已推广应用十多年。米非司酮为现阶段临

床普遍应用的安全、有效的药物流产用药，其具有使用方便、流

产者术后痛苦少及无显著不良反应等优点，能够有效防止负压

吸引术对患者机体子宫内膜基底层形成的机械损伤［６］。但米

非司酮应用于孕酮受体的过程中，会造成雌激素受体下降，水

平上升较慢，子宫内膜修复放缓，从而对子宫收缩造成负面影

响，延长了引导流血的时间，增加了阴道的出血量，同时使患者

宫内妊娠组织物无法有效排除体外，导致妊娠组织物滞留而出

现不完全流产的情况，这在许多研究中都提到过［７，８］。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雌孕激素联合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

血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阴道出血量，提高完全流产的发

生率，减少流产后贫血、阴道炎及盆腔炎症等并发症发生。研

究组出血情况为不足月经量３０例（６００％），同等月经量１８例
（３６０％），超过月经量２例（４０％）；对照组出血情况为不足月
经量１６例（３２０），同等月经量２２例（４４０），超过月经量１２例
（２４０）。研究组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显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杨桂英等［９］的研究结果相

同。杨桂英等［９］指出，药物流产后７ｄ患者血清雌二醇（Ｅ２）水
平与负压吸宫术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而相比于血清孕酮（Ｐ）水
平则明显高于负压吸宫术组。研究组完全流产 ５０例
（１０００％）；对照组完全流产３５例（７００％），不完全流产１５例
（３００％）；研究组完全流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１结果显示，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
１００％，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４００％，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在白
海荣和徐书丽［１０，１１］两人的研究中都提到，这是由于雌激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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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加快内膜修复、增生，孕激素能够使得子宫内膜变薄。这

一研究结论与杜林芳、洪霖等人［１２，１３］的研究结果相似。这是由

于在平稳雌孕激素水平的作用下，积极促进内膜修复、增生，可

快速实现月经来潮，月经来潮后促进子宫内膜剥离，便于空腔

残留妊娠组织排出，降低阴道出血量。

总而言之，雌孕激素联合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临床疗

效显著，可有效降低阴道出血量，提升完全流产发生率，减少贫

血、阴道炎及盆腔炎症等并发症发生，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克丽，池劲松，苏小安药物流产后机体生殖激素水平与子宫
异常出血的相关性研究．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４９（１７）：２７－２８．

［２］　施敏伟，赵利军．补佳乐配伍安宫黄体酮对药物流产后阴道流血
疗效的研究．海峡药学，２０１２，２４（３）：１０５－１０６．

［３］　冯泽昊．药物流产后阴道持续流血的临床观察与治疗探讨．中国
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１（５）：１１１－１１３．

［４］　俞艳锦，庄亚玲，钱志大，等．药物流产的可接受性及影响因素分
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１（９）：３９８－３９９．

［５］　王彩燕，黄紫蓉，李笑天．雌孕激素用于减少药物流产后阴道出

血的疗效观察．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５（２）：２４５－２４６．
［６］　付巍．生化丸配合缩宫素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４５例．中国

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２，１０（１９）：３５－３６．
［７］　王英，庄亚玲，陈绣瑛，等．影响早孕药物流产结局的多因素分

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５）：７５．
［８］　梁亚芳，黄平洁，卢艳．药物流产后予加味生化汤及抗菌药临床

效果观察．中国现代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１２（２）：４６．
［９］　杨桂英，郑丽萍，李艳明．人工流产与药物流产所致继发不孕的

对比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８）：６９８－６９９．
［１０］　白海荣．中西医结合治疗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疗效分析．海南医

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７（９）：１２４９－１２５１．
［１１］　徐书丽．３１２例药物流产的临床效果观察及影响因素分析．安徽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１（６）：２３－２５．
［１２］　洪霖，王素梅，张继．雌、孕激素用于减少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的

临床疗效分析．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２（６）：６６－６７．
［１３］　杜云芳．超声对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的诊断价值．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０）：５４－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陈文波（１９７６－），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
诊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

氟康唑不同给药方案治疗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
炎临床效果观察
陈文波　葛芬芬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氟康唑两种不同给药方案治疗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并为该
类患者提供科学的用药指导。方法：选取我院妇科门诊于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治疗的４２例复发性假
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患者，设为对照组，指导患者首日单次服用氟康唑胶囊１５０ｍｇ，次日减少至１００ｍｇ，１次／ｄ，
持续３周；选取我院妇科门诊于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４６例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患者，
设为研究组，指导患者连续３ｄ服用氟康唑胶囊１５０ｍｇ，１次／ｄ，持续３周，次月月经后再次服用１５０ｍｇ。嘱患
者于用药后１周及次月月经干净４周后进行妇科健康查体、真菌镜检等常规妇科检查，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后
临床总有效率及真菌清除率。结果：两组在用药１周后的临床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下次月经
干净后４周末，研究组痊愈３１例，显效８例，有效５例，无效２例，有效率为８４８％，对照组痊愈２５例，显效５
例，有效６例，无效６例，有效率为７１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在用药后１周真菌清除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研究组真菌清除率为９１３％，对照组为７８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氟康唑巩固疗法和单次疗法均能有效治疗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但巩固
疗法的疗效更为突出，并能降低复发率，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　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治疗效果；总有效率；真菌清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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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是常见的妇科疾病，其主要症状为白
带异常，呈白色豆腐状，并伴有阴道瘙痒难耐，排尿困难且有疼

痛感，成为女性的难言之隐，对女性正常工作与家庭生活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１］。因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具有复发率高、

难以彻底根治的特点，选择正确的用药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始就复发性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治疗
提出了新的方案，故笔者拟设计本研究，旨在了解氟康唑两种

不同给药方案治疗复发性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现报道

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妇科门诊于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４６
例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患者，设为研究组，年龄为１９～
５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２±２５）岁，未婚２６例，已婚２０例，平均
病程为（２２±０６）年。选取我院妇科门诊于 ２０１０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１年５月收治的４２例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患者，设
为对照组，年龄为１８至５４岁，平均年龄为（２５２±１５）岁，未婚
２４例，已婚１８例，平均病程为（２１±０５）年。所有患者均经常
规阴道给药及口服药物治疗，来院经白带实验室复查后，确诊

为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诊断参照人卫第７版《妇产科
学》教材中关于该病诊断标准。纳入标准：患者无其他严重心、

肝、肾等重要脏器疾患；经１次及以上对症治疗后再次复发者；
不存在原发性或继发性痴呆；知悉本研究全部内容并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哺乳期女性或妊娠期女性；存在精神病史或癔

症者；对咪唑类药物存在不良反应者。两组在年龄、病程及婚

姻状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首次服用１５０ｍｇ氟康唑胶囊（由营口奥达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５６１２），次日减少至１００ｍｇ，１次／
ｄ，持续３周，有性伴侣者要求其一同服药［２］；研究组患者则连

续３ｄ服用氟康唑胶囊１５０ｍｇ，１次／ｄ，之后减少至１００ｍｇ，１次／
ｄ，持续３周，次月月经后再服用１次１５０ｍｇ的氟康唑胶囊，有性
伴侣者要求其一同服药。

１３　观察项目
（１）记录两组患者用药后１周及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的临

床疗效。其中痊愈是指患者白带涂片法镜检显示，菌丝阳性率

＜２０％；显效则意味着菌丝阳性率达２１％ ～５０％；有效是指白
带涂片法镜检显示，菌丝阳性率高于５１％ ～７０％；无效是指白
带涂片法镜检显示，菌丝阳性率高于７１％［３］。总有效率＝痊愈
率＋显效率。（２）真菌学评价：真菌镜检阴性表示已清除；反
之，真菌镜检阳性则表示未清除。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由专人收集数据并录入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以［ｎ，（％）］作为统计描述，采取χ２检验。Ｐ＜００５说明差异有
明显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用药后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在用药 １周后的临床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末，研究组痊愈３１例，显效８例，有
效５例，无效２例，有效率为８４８％；对照组痊愈２５例，显效５
例，有效６例，无效６例，有效率为７１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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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真菌学评价比较
两组在用药后 １周真菌清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研究组真菌清除率为９１３％，对
照组为６４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用药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用药后１周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４６ ３２ ８ ３ ３ ８６９ ３１ ８ ５ ２ ８４８

对照组 ４２ ２８ ９ ５ ２ ８８１ ２０ ５ １１ ６ ７１４

χ２ — — — — — ０１５０ — — — — ７０６０

Ｐ — — — — — ＞００５ — — — —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真菌学评价比较

组别 例数
用药后１周

清除 未清除 清除率

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

清除 未清除 清除率

研究组 ４６ ４３ ３ ９３５ ４２ ４ ９１３

对照组 ４２ ３９ ３ ９２９ ２７ １５ ６４３

χ２ — — — ００９０ — — ９４７０

Ｐ — — — ＞００５ — —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治疗的必要性

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属于真菌感染性疾病，是一种常见的

女性外阴、阴道疾病，幼女、孕妇、糖尿病患者与绝经后曾用较

大剂量雌激素治疗的患者均为该病的易感人群。该病的临床

表现为外阴及阴道内瘙痒难耐，甚至伴有灼痛感，白带异常，呈

现白色豆腐状，炎症严重时患者会出现排尿困难，导致寝食难

安，难以忍受，此疾患严重干扰了患者正常的工作生活，成为女

性难以启齿的痛楚［４］。近年来，因抗生素、皮质类固醇的大范

围使用及女性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念珠茵性阴道炎的发病率

有上升的趋势［５］。据研究调查显示［６］，７５％左右的妇女一生中
至少会感染１次，其中５％ ～１０％的妇女反复发作。复发性假
丝酵母菌性阴道炎则指患者１年内反复发作４次以上或中断抗
生素治疗１年内发作３次以上，此病多由白假丝酵母菌感染所
致。白假丝酵母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调查表明［７］，１０％ ～
２０％非孕妇女虽为此菌的携带者，却无临床症状表现。这是因
为菌量少不仅不会引起症状反应，而且还能有效维持阴道酸碱

平衡及起到积极的自净作用。但是当人体及阴道部分细胞抗

病能力下降，再加上因肥胖或不正确性行为等因素导致阴道内

温度及湿度超过正常值，满足该菌的生长条件时，念珠菌会趁

机迅速繁殖，其菌量达到一定值时便会引发假丝酵母菌性阴道

炎。虽然现在广泛使用的治疗药物对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有

一定的疗效，但其疗效不尽如人意，影响因素罗列如下［８］：（１）
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不仅寄生于人的阴道内，还可在口腔、肠

道内生存，这３个部位的菌群可相互感染；（２）滥用抗生素亦可
致阴道内菌群紊乱，导致阴道环境发生变化；（３）不良的生活卫
生习惯，如袜子与内衣裤同洗，使用不洁的卫生巾，不当的阴道

清洁方式，不正确的性交行为，常借穿她人内衣、内裤或泳衣等

行为易引起病菌感染或交叉感染；（４）长期服用避孕药、身体免

疫力下降及有糖尿病病史等其他多种因素，导致假丝酵母菌性

阴道炎治愈难度大、复发率高。

３２　氟康唑抗真菌疗效评价
氟康唑是治疗真菌感染疾病的一线药物，为广谱抗真菌

药，含有羟基，亲水性强，在组织、体液中分布广泛，游离药物浓

度高，可选择性干扰真菌的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依赖，抑制麦角固醇
这一真菌胞膜的生物生成［９］。此外还抑制细胞色素氧化酶与

过氧化物酶，使菌内过氧化物大量积聚造成真菌死亡［１０］。口服

吸收较好，且不受食物、抗酸药、Ｈ２受体阻滞药的干扰，１～２ｈ
内即达血浆高峰浓度，半衰期长达２５～３０ｈ，在阴道黏膜高浓度
持久存在［１１］。因其优势，近年来氟康唑被更多的运用于临床治

疗，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但是运用抗真菌药物，剂量大、疗

程长，疗效却未必好。据调查显示，长期持续使用氟康唑可使

人体产生抗药性，影响氟康唑的疗效［１２］。据研究表明［１３］，刚开

始接受治疗时，患者用药依从性良好，但因病情迁移反复，随着

疗程的延长，患者用药依从性下降。单次治疗与巩固治疗是该

药在临床上常用的两种给药方法，但二者疗效的比较资料较

少。本项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照组在用药后１周时的总有
效率及真菌清除率虽无显著性差异，但在下次月经干净后４周
时，研究组的的总有效率及真菌清除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

合文献，我们认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单次用药，阴道内的

念珠菌数量虽被控制到了检测不到的水平上，不引起症状，但

并非被完全根除。一旦月经来潮后阴道酸度增加，存留于阴道

黏膜内的念珠菌会迅速繁殖，引发症状。而巩固疗法通过连续

用药，可以彻底清除念珠菌，且在月经来潮后再次服用，有效降

低复发率。

３３　氟康唑用药安全性评价
服用氟康唑常见的不良反应多见于消化道反应，主要表现

为恶心、呕吐、腹痛、胀气等；常见的过敏反应为皮疹，少数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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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生严重的剥脱性皮炎、渗出性多形红斑；肝毒性，在患者接

受治疗过程中可发生一过性血清氨基转移酶升高，其中有严重

基础疾病的患者出现肝毒性症状的可能性较大；一些患者可出

现头晕、头痛，或肾功能异常；小部分患者偶可发生血小板减少

等血液学检查指标改变［１４］。因此，在行氟康唑治疗时，医生需

更多关注患者的不良症状，并定期行血生化常规检查，一旦发

现异常，及时给予对症处理。

综上所述，复发性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采取氟康唑巩固疗

法相较于单次疗法临床效果更佳，且对真菌清除率更为明显，

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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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术后患者血糖、电解质及生命体征的变化研究
蔡昱　徐杰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妇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通过研究宫腔镜术后患者血糖、电解质及生命体征的变化，以指导临床，防止手术并
发症的产生。方法：选取我院妇科收治的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６０例，年龄在５０～６５岁之间，实施宫腔镜电
切手术，手术前后观察比较患者的血糖（Ｇｌｕ）、血钾（Ｋ＋）、血钠（Ｎａ＋）、血氯（Ｃｌ－）、血钙（Ｃａ２＋）、心率
（ＨＲ）、平均动脉压（ＭＡＰ）。结果：（１）患者手术前后血糖水平比较：术中、术后较手术前血糖均有所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术后较术中血糖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患者手术前后
电解质水平比较：与术前相比，术中及术后Ｎａ＋、Ｃｌ－的浓度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及
术后Ｋ＋、Ｃａ２＋的浓度亦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患者手术前后各项生命体征比较：与术
前相比，术中及术后ＨＲ、ＭＡＰ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宫腔镜手术能够引起患者
患者血糖升高、电解质异常、心率、血压升高等变化，临床应注意观察，防止严重并发症的产生。

【关键词】　宫腔镜手术；血糖；电解质；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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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镜是一种纤维光源内窥镜［１］，主要用于子宫腔内检查

和治疗，目前以直观、准确、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性，成为妇

科诊断宫腔病变的金标准［２］，并广泛应用于宫腔手术中。但

是，宫腔镜也有其自身的不足，由于手术过程中需要使用膨宫

剂灌流膨胀子宫，且压力较大，易使机体吸收的大量灌流液，引

起女性经尿道前列腺切除综合征（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ＵＲＰ）［３］，出现吐泡沫痰、头晕、呕吐、躁动等水
中毒的症状［４］，甚至危及生命。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患者，属于

子宫肌瘤及各种妇科疾病的高发人群，但由于其各项生理功能

的减退，往往更易受到影响［５］。本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宫腔镜术

后患者血糖、电解质以及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为防治ＴＵＲＰ提
供临床依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于我院以子宫黏膜下肌
瘤为诊断而收入院患者６０例，年龄在５０～６５岁之间，均接受择
期宫腔镜电切手术。患者自愿参与本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宫腔镜及术后病理确诊为子宫黏膜下肌瘤；（２）肌瘤大

小在２～３ｃｍ之间；（３）根据荷兰 Ｈａａｒｌｅｍ国际宫腔镜培训学校
按肌瘤与子宫肌层的关系分型［６］，属于０～１型（０型：为有蒂的
黏膜下肌瘤，并且尚未向扩展至肌层；１型：无蒂的黏膜下肌
瘤，同时向肌层扩展小于５０％）；（４）年龄在５０～６５岁。
１３　排除标准

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肝、胆严重疾病；恶

性肿瘤；存在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１４　麻醉方法
手术前３０ｍｉｎ，常规予苯巴比妥钠０１ｇ，东莨菪碱０３ｍｇ

肌注。进入病室后，开通静脉通道，并且常规监测心电图

（ＥＣＧ）、心率（ＨＲ）、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以及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术中按情况静脉输入复方乳酸钠液，必要时输血［７］。

麻醉采用复合麻醉，采用丙泊酚１ｍｇ／ｋｇ、维库溴铵０２ｍｇ／ｋｇ、
舒芬太尼１５μｇ／ｋｇ静脉注射诱导麻醉，３ｍｉｎ后行气管插管。
插管后行机械通气，维持３５～４０ｍｍＨｇ的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之后吸入七氟烷，维持其最低肺泡有效浓度值≥０６［８］。
１５　手术方法

手术前晚于阴道后穹窿放置米索前列醇３００μｇ，以使宫颈管
软化、扩张。患者麻醉后均采用截石位，常规消毒外阴，铺手术

巾，向膀胱内注入０９％氯化钠溶液，使子宫充分显影。至宫口
扩张到１２号扩张器的时候，将切割镜放入子宫内。予５％葡萄糖
液作为膨宫剂，利用膨宫机连续向宫内灌注，压力控制在８０～
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之间［９］。手术全程都要在腹部Ｂ
超的监测下进行，可以通过对比宫腔内的膨宫液和充盈的膀胱，

观察宫腔方向、子宫的厚度以及瘤体的大小，同时由于受电切影

响的组织回声与正常组织不同，可以提示手术范围、切除深度，以

防止伤及正常组织，保证手术安全。观察肌瘤的生长情况，有蒂

者可以将瘤体切成碎片取出，或者切断瘤蒂钳出，无蒂者可以切

除至与子宫壁相平。最后用电切环进行止血，切除的组织需称

重，并送病理科检查。瘤体深在肌层时，可以应用１０～２０ＩＵ缩宫
素，使子宫收缩，从而将瘤体挤向宫腔，便于施术。

１６　观察及检测指标
术中持续监测患者ＨＲ、ＭＡＰ，分别于术前、术中（灌洗开始

后３０ｍｉｎ）、术后（手术结束时）抽取静脉血，检测血糖（Ｇｌｕ）、
血钾（Ｋ＋）、血钠（Ｎａ＋）、血氯（Ｃｌ－）、血钙（Ｃａ２＋）。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处理，以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患者手术前后血糖水平比较

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平均血糖水平分别为（５１±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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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ｌ／Ｌ、（８４±１５３）ｍｍｏｌ／Ｌ和（１０６±１６９）ｍｍｏｌ／Ｌ，术中、术
后较手术前血糖均有所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术后较术中血糖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患者手术前后电解质水平比较

与术前相比，术中及术后 Ｎａ＋、Ｃｌ－的浓度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及术后Ｋ＋、Ｃａ２＋的浓度亦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术前、术中、术后患者电解质比较情况

Ｋ＋

（ｍｍｏｌ／Ｌ）
Ｎａ＋

（ｍｍｏｌ／Ｌ）
Ｃａ２＋

（ｍｍｏｌ／Ｌ）
Ｃｌ－

（ｍｍｏｌ／Ｌ）

术前 ３６７±０３ １３９２±４１ ２１２±００３ １０７８±２６

术中 ３４９±０４ １２６７±２９△ ２１１±００４ １０２５±２１△

术后 ３５３±０２ １２１２±２５△ ２０５±００９ １０１７±２３△

　　注：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手术前后各项生命体征比较
与术前相比，术中及术后 ＨＲ、ＭＡＰ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术前、术中、术后患者生命体征比较情况

ＨＲ（次／ｍｉｎ） ρＭＡＰ（ｍｍＨｇ）

术前 ７９±６ ７８±８

术中 １００±７△ １０３±４△

术后 １００±６△ １０８±５△

　　注：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随着纤维光学、电子技术、有效膨宫介质的发展，宫腔镜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与传统的手术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

微创、痛苦小、患者接受程度高等优势，极大的提高了妇科疾病

的诊治水平［１０］。但是，由于宫腔镜本身的需要而导致的并发

症，也是不容忽视的，ＴＵＲＰ综合征是最主要的一种。资料显
示，ＴＵＲＰ综合征是 Ｈａｇｓｔｒｏｍ于１９５５年命名的，主要描述了术
中出现的吐泡沫痰、恶心、呕吐、烦躁，甚至肾功能衰竭、肺水肿

的临床症状，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现代临床也常见到［１１］。究

其原因，大多研究指向宫腔灌流液的过量吸收［１２］。为了保证手

术视野的清晰，宫腔镜手术中需要在宫腔中灌入非电解质灌流

液，以使宫腔膨大，现在多采用 ５％葡萄糖溶液［１３］。研究发

现［１４］，子宫为一狭小的腔隙性器官，分离子宫壁需要很高的压

力，这就需要大量的灌流液及灌注压力，造成宫腔内静脉压之

间较大的压力差，再加上宫腔内外的浓度差，以及手术过程中

因为宫颈撕裂、子宫穿孔、宫内血管床开放等原因引起的血管

损伤血，都促使机体大量、快速的吸收灌流液，一方面，机体吸

收过多的葡萄糖，会造成血糖的升高，血液生化指标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也使得血容量增大，造成低钠血症，出现电解质紊乱

和血浆渗透压下降，即水中毒，引起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的改

变，这种情况长时间持续就会出现肺水肿、心力衰竭、代谢性酸

中毒等严重的并发症［１５］。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宫腔镜手术前

后患者血糖、电解质及生命体征的变化，以指导临床，为防止

ＴＵＲＰ综合征的产生提供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术中、术后较手术前血糖均有所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术后较术中血糖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我们，用５％葡萄糖作为灌流剂时，
患者的血糖会受到影响，而且随着手术时间的延长，影响越大；

与术前相比，术中及术后 Ｎａ＋、Ｃｌ－的浓度明显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及术后Ｋ＋、Ｃａ２＋的浓度亦降低，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宫腔镜术中会出现以 Ｎａ＋、
Ｃｌ－降低为主的电解质异常，血液浓度下降；与术前相比，术中
及术后ＨＲ、ＭＡＰ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提示手术过程中灌流液扩散入血，造成血容量增加，周围血管

压力增大。研究结果表明，宫腔镜手术中以一定压力进入宫腔

的灌流液能引起机体血糖、电解质、生命体征的变化。要减轻

此类影响，可采用术前阴道超声宫腔造影，明确病灶大小、形

态、发生部位、质地、血管分布情况，以缩短手术时间、防止宫腔

出血穿孔，术中及时使用利尿剂及合适的膨宫液。

总之，宫腔镜手术能够引起患者血糖升高、电解质异常、心

率、血压升高等变化，临床应注意观察，防止严重并发症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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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镜联合宫颈锥切对宫颈癌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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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道镜联合宫颈锥切运用于宫颈癌诊断的价值。方法：将经过病理学诊断的高
等级宫颈部上皮内瘤变（ＣＩＮⅡ，Ⅲ级）以及宫颈癌共６００例作为本研究的临床资料，通过回顾资料以分析
研究病例。结果：通过阴道镜下活检得低等级的上皮内瘤变即 ＣＩＮⅠ级为３２例，而高等级的上皮内瘤变分
别为ＣＩＮⅡ级３０１例，ＣＩＮⅢ级１８４例，宫颈癌例数为８３例。而 ＣＩＮ的病例接受宫颈锥切例数为３６５例，发
现宫颈癌例数为１３例；直接行全子宫切除的例数为４５例，发现宫颈癌例数为４例。其中ＣＩＮⅢ级宫颈锥切
后在继续追加全子宫的切除术，但未发现有分期的改变。阴道镜下活检诊断高等级的 ＣＩＮⅡⅢ的准确率为
８８％（４４０／５００），其中ＣＩＮⅡ的准确率为９０％（２７０／３００），ＣＩＮⅢ准确率为８５％（１７０／２００）。同时阴道镜下活
检时漏诊了１７例宫颈癌，而误诊为低等级瘤变２例，ＣＩＮⅡ级１例，ＣＩＮⅢ级１４例，可见不同等级之间在漏诊
率方面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正确诊断宫颈癌为９６例，占
９６％。结论：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能够显著提高宫颈癌的诊断率，有助于早期诊断，而且能够有效避
免隐性宫颈癌的漏诊，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阴道镜；宫颈癌；宫颈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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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的病因经研究已经基本明确，即为 ＨＰＶ感染而导
致，而宫颈部位的上皮内瘤变作为宫颈癌的癌前病变［１］，对于

宫颈癌的发生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宫颈的上皮内瘤

变的治疗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研究探讨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

颈锥切对于宫颈癌早期诊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收治的经过病理确
诊的高等级上皮内瘤变以及宫颈癌患者共６００例资料作为本研
究的实验对象。其中 ＣＩＮⅡ级患者 ３００例，ＣＩＮⅢ级患者 ２００
例，宫颈癌患者１００例。高等级的上皮内瘤变患者年龄为２５～
８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９±８）岁；宫颈癌患者年龄为２８～８６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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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为（４８±１２）岁。
１．２　具体治疗方法

上皮内瘤变的患者首选宫颈锥切治疗，锥切时采取冷刀切

或者电刀锥切［２］，具体的切割方法依照徐海英等［３］报道的方式

实施，而且手术中切割下来的标本要送至病理检验科检查。如

果术中发现为早期浸润癌时，还要扩大手术范围，可以采取广

泛的子宫切除以及子宫旁、盆腔的淋巴结清扫，部分患者如果

没有生育要求，可以在宫颈锥切术后追加全子宫切除术［４］，同

样若术中送检的病理标本证实为早期浸润癌，则还要追加盆腔

的淋巴结清扫术。而且对于不同分期的浸润癌，可以根据临床

分期来具体定子宫切除范围以及淋巴结清扫情况［５］。

１．３　病理诊断标准
宫颈癌的确诊依据为组织病理学检查：其中组织病理学诊

断依据２００３年 ＷＨＯ［６］制定的子宫颈肿瘤值组织学分类；组织
病理学有Ｇ１、Ｇ２、Ｇ３、ＧＸ四个等级；组织病理学诊断包括：切除
方法、分化程度、组织类型、病灶数目、病灶最大径线、病灶浸润

深度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对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检验水准设
定为ａ＝００５，Ｐ＜００５时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阴道镜下活检诊断宫颈上皮内瘤变以及宫颈癌的结果

本研究的６００例病历资料中，初次在我院进行的诊断均为
阴道镜下活检的病理检查，检查结果为上皮内瘤变５１７例，其中
低等级的上皮内瘤变为３２例，而高等级的上皮内瘤变为 ４８５
例；宫颈癌８３例。阴道镜下活检来诊断高等级的 ＣＩＮⅡ、Ⅲ的
准确率为８８％（４４０／５００），其中 ＣＩＮⅡ的准确率为 ９０％（２７０／
３００），ＣＩＮⅢ准确率为８５％（１７０／２００）。阴道镜下活检宫颈癌的
诊断率为８３％（８３／１００），而阴道镜下活检时漏诊了１７例宫颈
癌，而误诊为低等级瘤变２例，ＣＩＮⅡ级１例，ＣＩＮⅢ级１４例，可
见不同等级之间在漏诊率方面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的阴道镜下活检正确情况见表１。
２．２　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诊断结果的比较

研究的６００病例中有３６５例接受宫颈锥切，发现追加宫颈
锥切可诊断出１３例宫颈癌患者。具体数据见表２。
２．３　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全子宫切除术后的标本检查的结果
比较

　　研究的６００病例中有４５例接受了全子宫的切除术，发现阴
道镜下活检后追加全子宫切除术后诊断出４例宫颈癌患者。具
体数据见表３。

表１　阴道镜下活检的正确情况

阴道镜下活检 例数
病理检查

低等级ＣＩＮ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低等级ＣＩＮ ３２ ０ ３０ ０ ２

ＣＩＮⅡ ３０１ ０ ２７０ ３０ １

ＣＩＮⅢ １８４ ０ ０ １７０ １４

宫颈癌 ８３ ０ ０ ０ ８３

合计 ６００ 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表２　阴道镜下活检与宫颈锥切检查的比较

阴道镜下活检 例数
宫颈锥切诊断

低等级ＣＩＮ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低等级ＣＩＮ ３１ ０ ２５ ５ １

ＣＩＮⅡ ２０１ ６０ １１０ ２８ ３

ＣＩＮⅢ １３３ １０ ９ １０５ ９

合计 ３６５ ７０ １４４ １３８ １３

表３　阴道镜下活检与全子宫切除术后标本检查的比较

阴道镜下活检 例数
全子宫切除术后的标本检查

低等级ＣＩＮ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低等级ＣＩＮ １ ０ １ ０ ０

ＣＩＮⅡ １５ ７ ７ １ ０

ＣＩＮⅢ ２９ ０ ０ ２５ ４

合计 ４５ ７ ８ ２６ ４

２．４　三种诊断方法的最终诊断正确率以及联合正确率对比
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诊断出９６例宫颈癌患者，诊断

正确率为９６％，而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全子宫切除术后检查时诊
断出８７例，正确率为８７％，可见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诊
断能够显著提高诊断的正确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数据见表４。

表４　三种检查方法的最终正确诊断情况对比

诊断方法 例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阴道镜下活检 ５２３ ２７０ １７０ ８３

宫颈锥切诊断 ７０ ２９ ２８ １３

全子宫切除术 ７ １ ２ ４

合计 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

　讨论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原位癌的高发年龄

约为３０～３８岁，而宫颈浸润癌的高发病年龄为４５～５６岁，并且
近年来发病率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７］。由于近几十年来的宫

颈细胞学筛查的普遍使用，已经使得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能够

被早期发现和及时的治疗，因此宫颈癌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已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可见宫颈癌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确实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８］，不能仅依靠宫颈部位的细胞学检查，而要

更多的研究如何提高早期诊断宫颈癌以及上皮内瘤变的诊断

效率，才能有效的遏制此病对于妇女的健康危害［９］。

阴道镜是妇科常见的内窥镜之一，同时也是男、女性疾病

早期诊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１９２５年由一位德国学者所
发明［１０］，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及变化和改进，如今阴道

镜已经能够普遍的应用于女性的生殖系统疾病的辅助诊断，尤

其是对女性的下生殖道癌肿的癌前病变、某些早期癌以及性病

等等疾患的早期诊治［１１］。阴道镜下的检查就是利用阴道镜将

女性的子宫颈、阴道以及外阴和男性的生殖器内黏膜通过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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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倍数，再在光源的照射下来观察平时我们肉眼所观察不

到的组织上皮以及部分血管的改变［１２］。尧美华等［１３］发现利用

阴道镜来做宫颈部位的活检以诊断患者的宫颈部位的细胞学

变化时，能够提高诊断的阳性率，从而帮助提前诊断患者宫颈

部的癌前病变，与本研究部分观点一致。

而宫颈部位的锥切术是临床上妇产科的切除子宫颈的手

术之一，其实就是由外侧向内侧的呈圆锥形状地切下患者一部

分宫颈组织［１４］。锥切一方面是为了能够作患者宫颈部位组织

的病理检查，从而确诊患者宫颈的具体病变；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能够切除患者宫颈部位病变组织的一种治疗性手段［１５］。本

研究利用宫颈锥切的优势来联合阴道镜下活检以提高患者的

宫颈部位病变诊断率，同时对比了单独应用阴道镜下活检以及

阴道镜下活检和全子宫切除术联合应用诊断的敏感性，以探究

最佳的诊断宫颈癌以及其癌前病变的临床检查方式。

本研究利用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以诊断宫颈癌及

癌前病变，发现阴道镜下活检联合宫颈锥切正确诊断宫颈癌为

９６例，占９６％，有利于发现一些隐匿性的宫颈癌患者，帮助其诊
断。同时联合检查方式还能正确分期患者的宫颈癌前病变，对

于后期正确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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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激素水平与性生活
质量的影响研究
楼云霞　吴萍
义乌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手术方法对女性内分泌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于我院就
诊并确诊为子宫肌瘤的患者８０例，其中Ａ组（施行全子宫切除术）４０例，Ｂ组（子宫肌瘤挖除术）４０例。分
别对两组不同术式的患者血清Ｅ２、Ｐ、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和性功能做出评价，以探讨两种术式对患者内分泌和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Ａ、Ｂ两组术后Ｅ２、Ｐ水平分别与术前相比显著降低（Ａ组：ｔ＝１４５６１，１６７９８；Ｐ＝
００１４，００２６。Ｂ组：ｔ＝１１７６３，１５８６１；Ｐ＝００３１，００１９），而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分别与术前相比显著升高（Ａ
组：ｔ＝１１８７４，９７５６；Ｐ＝００３７，００２８。Ｂ组：ｔ＝１２３１４，８４７９；Ｐ＝００４３，００３６），Ａ组与Ｂ组相比血清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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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的降低程度（ｔ＝５７６１，７８９３；Ｐ＝００４３，００３６）与ＬＨ和ＦＳＨ的升高程度显著升高（ｔ＝４１９８，５６９３；Ｐ＝
００２６，００４１）；Ａ组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和性行为评分与术前相比显著均降低，其中性欲、性唤
起和性心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５７，１１４６，１１８９；Ｐ＝００３２，００２６，００４４），Ｂ组术后性欲、性唤起、
性高潮、性心理和性行为评分与术前相比显著均升高（ｔ＝４７９８，３３１５，４１５６，５５１３，４５９１；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００２７，００３４，００３７），Ｂ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和性行为评分与Ａ组患者术后相比
均显著升高（ｔ＝４１５６，３５７１，４４４１，２６７４，３４７４；Ｐ＝００１４，００２１，００３２，００１１，０００２）。结论：子宫肌瘤
切除术相对于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内分泌紊乱程度和性生活质量影响较小。

【关键词】　子宫肌瘤；内分泌；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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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ＵＬ）是女性子宫肌层平滑肌
组织的良性肿瘤，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实体肿瘤，发病率为

２０％～２５％［１－３］。大多数 ＵＬ患者不具备临床症状，但仍有
２０％患者具有像月经过多、慢性盆腔疼痛、盆腔周围器官压迫
症状、产后出血等相应临床症状［４，５］。

目前，治疗ＵＬ的方法主要为手术切除治疗，临床上常见的
手术方式主要包括全子宫切除术和子宫肌瘤挖除术。由于子

宫不仅是孕育器官，并且能够分泌许多生物活性物质，对体内

内分泌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６，７］，因此全子宫切除会对患者造

成一定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子宫肌瘤挖除术虽然保留了子宫，

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ＵＬ复发。ＵＬ的发病原因并不十分
清楚，可能是由于肌层的细胞增殖突变、性激素及生长因子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引起的［８］。目前两种术式对患者内分泌及

性生活质量的具体影响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来我院就诊并确诊的子宫肌瘤患者８０
例，评价两种术式对患者内分泌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来我院就诊并经病理确

诊的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８０例，患者均无糖尿病、心脏疾病及
肝肾等重大疾病病史及其他严重合并症。８０例患者中包括壁
间肌瘤患者５８例、浆膜下肌瘤１１例、黏膜下肌瘤１１例。全部
患者均接受手术切除，根据患者病情不同，手术术式分为 Ａ组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平均年龄（３８３±３３）岁，ｎ＝４０；Ｂ组
（子宫肌瘤挖除术），平均年龄（３７８±２８）岁，ｎ＝４０。两组患
者在年龄、体重及肌瘤类型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

（岁）

体重

（ｋｇ）

肌瘤类型

壁间

肌瘤

浆膜下

肌瘤

黏膜下

肌瘤

Ａ（ｎ＝４０） ３８３±３３ ４８４±３６ ２８ ６ ６

Ｂ（ｎ＝４０） ３７８±２８ ４７７±３５ ３０ ５ ５

ｔ或χ２ ０２５４ ０３５８ ０２５１

Ｐ ０５６８ ０３１９ ０８８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２４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２３　　　·

１２　手术方法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腹正中切口进入腹腔后，探查并切断

相关韧带和子宫体及子宫颈。子宫肌瘤挖除术：腹正中切口，

阻断子宫供血后剔除子宫壁间肌瘤。

１３　样本采集
术前（月经第３ｄ）及术后６个月，对患者进行清晨静脉抽血

５ｍＬ。使用免疫法检测患者的雌二醇（Ｅ２）、孕激素（Ｐ）、黄体生
成素（ＬＨ）和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的水平。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各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泌尿系统感染

率，以评价不同术式的治疗情况及临床症状，术中出血量的测

定采用碱羟高铁血红素（ＡＨＤ－５７５）法。对比观察各组患者术
前（月经第３ｄ）和术后６个月的Ｅ２、Ｐ、ＬＨ和ＦＳＨ各性激素水平
变化，以评价施行不同术式后对患者内分泌的影响；采用国际

女性性功能评估表（ＢＩＳＦ－Ｗ）对患者性功能进行评估，以评价
实施不同术式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该调查问卷由患者

本人填写，评分越低表示性功能越低。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

用“珋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应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应用 χ２检验进行两组比较，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情况及临床症状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术式的Ａ、Ｂ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泌尿系统感染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情况及临床症状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泌尿系统感染

例

Ａ（ｎ＝４０） ８７±１９ １０４±４９ ２（８）

Ｂ（ｎ＝４０） １０９±４８ １３２±６４ ０（０）

ｔ或χ２ １１３４２ １４１８７ ２０５１

Ｐ ０５６８ ０３１９ ０１５２

２２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子宫肌瘤对女性内分泌的影响
Ａ组与Ｂ组分别进行组内比较，发现术后Ｅ２和Ｐ的水平与

术前相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术后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与术前
相比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组间比
较，Ｅ２、Ｐ、ＬＨ和ＦＳＨ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组间比
较，Ａ组Ｅ２和Ｐ水平显著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ＬＨ和ＦＳＨ水平显著高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子宫肌瘤对女性内分泌的影响

组别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Ａ组 术前 ６４８２±８１２ ２４６±７４ ７４±３７ ６８±１７

术后 ３０８４±６１４ １０４±４６ １８０±５３ １８０±４８

组内ｔ １４５６１ １６７９８ １１８７４ ９７５６

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Ｂ组 术前 ６３３７±７７１ ２３８±８０ ７２±３５ ６６±１４

术后 ３７９５±５６８ １５１±５１ １３８±４５ １２８±５２

组内ｔ １１７６３ １５８６１ １２３１４ ８４７９

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术后组间ｔ ５７６１ ７８９３ ４１９８ ５６９３

Ｐ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１

２３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后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术前Ａ、Ｂ两组各项指标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相比术前，术后Ａ组患者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
心理和性行为评分均降低，其中性高潮和性行为评分降低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欲、性唤起、性行为评分降低具有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Ｂ组患者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
理和性行为评分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
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和性行为评分与 Ａ组
患者术后相比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不同术式治疗子宫肌瘤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组别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

Ａ组 术前 １４４１±２１２ １５１５±３１４ １４６１±３８１ １２８７±３５１ １４４３±３８８

术后 １２３４±４１８ １２８７±２６７ １３８７±２６９ １１８１±１９２ １３３９±３２６

组内ｔ １４５７ １１４６ ３７９８ １１８９ ３４５７

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７

Ｂ组 术前 １４３２±２４５ １５２５±２３６ １４４４±４１１ １３２５±３２７ １４１４±２７９

术后 １６５６±３１７ １７６７±３７７ １６９７±３１６ １６５７±２８９ １６４５±３５３

组内ｔ ４７９８ ３３１５ ４１５６ ５５１３ ４５９１

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３３７

术后组间ｔ ４１５６ ３５７１ ４４４１ ２６７４ ３４７４

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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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ＵＬ是妇科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病率较高且呈逐年上升

趋势［９］。药物治疗具有一定的疗效，但是药物仅能缩小肿瘤而

并不能使其消失，并且停药之后肿瘤又会继续生长，难以彻底

治愈，复发率较高［１０－１３］。目前在临床治疗中最有效的治疗方

式为手术治疗，其中最常用的术式包括全子宫切除术和子宫肌

瘤挖除术，子宫作为女性患者体内的孕育器官和内分泌器官，

在实施不同术式后由于切除部位、切除面积大小的不同会对患

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两种不同术式岁女

性患者的内分泌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术式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

泌尿系统感染方面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考虑两种术式均具
有较好的适用性。研究还发现，两组不同术式组内术后与术前相

比Ｅ２和Ｐ水平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ＬＨ和ＦＳＨ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而组间术后各项激素相比结果显示，Ａ组Ｅ２和Ｐ水
平与Ｂ组相比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而ＬＨ和ＦＳＨ水平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即全子宫切除术式对 Ｅ２和 Ｐ水平的降低程度较子
宫肌瘤挖除术更为明显，而全子宫切除术式对ＬＨ和ＦＳＨ水平的
升高程度较子宫肌瘤挖除术更为明显，这说明全子宫切除术能够

严重影响女性患者体内的内分泌水平，而子宫肌瘤挖除术因为保

留了子宫对内分泌的影响较小。卵巢血供约６０％来自于子宫动
脉［１４］，全子宫切除破坏了子宫动脉对卵巢的供血，因此卵巢会逐

渐出现衰竭症状，卵巢功能下降导致下丘脑－腺垂体－卵巢轴内
分泌的改变［１５，１６］，因此直接导致 Ｅ２分泌降低，并又反馈性影响
ＬＨ、ＦＳＨ和Ｐ的释放。因此由本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全子宫切除
术相对于子宫肌瘤挖除术对女性患者内分泌影响较大。

除此以外，本研究还发现，经全子宫挖除术后，各项性功能评

分与术前相比均降低，其中性欲、性唤起和性心理降低具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全子宫挖除术严重影响患者性生活质
量；而经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各项性功能评分与术前相比均增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子宫肌瘤切除术对ＵＬ的
治疗不仅不能影响反而能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全子宫切除

影响患者的性功能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１）子宫的切除破坏了
盆腔的完整性，导致阴道脱垂缩短从而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

量［１７，１８］；（２）子宫宫颈的切除会减少滑液的分泌，并会导致阴道
丛的破坏，造成性唤起和性快感的丧失［１７－１９］；（３）子宫收缩为性
高潮的一部分，子宫切除可能会严重影响性生活质量［２０］。

总而言之，全子宫切除术能够彻底根除 ＵＬ，但是术后会引
起患者内分泌紊乱，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也较大。而子宫肌瘤

挖除术对患者内分泌紊乱和性生活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并且

能够保留患者的生育能力，但其复发率较高。因此两种术式各

有其利弊，应该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选择对患者有利的手术方

法。由于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并且纳入样本例数较少，仍

需要扩大样本做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更深入的研究，两种术

式对子宫肌瘤的治疗作用对女性患者内分泌和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能够被临床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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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卵巢囊肿疗效对比分析
潘晓红１　王雪飞２△

１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广东 河源 ５１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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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和探讨腹腔镜手术与传统手术治疗卵巢囊肿的临床疗效性和术后卵巢功能恢复
情况。方法：入选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就诊于我院的卵巢囊肿患者８２例作为研究观察对象，入选患
者均进行手术治疗，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腹腔镜手术组４２例和传统手术组４０例，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性及术后卵巢功能恢复情况。结果：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９５２４％，传统手术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８５００％，腹腔镜手术组患者较传统手术组患者疗效明显较好，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手术时间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降低，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有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传统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较腹腔镜手术组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
１个月随访点发现Ｅ２、窦准卵泡个数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Ｈ、ＦＳＨ明显升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囊肿具备微创性，能够减少出血量，提高临床疗效，同
时有利于卵巢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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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
ｅ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８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ｖａｒ
ｉａｎｃｙｓｔ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ａｌｌ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４２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４０ｃａｓ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５．２４％，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８５．００％ （Ｐ＜０．０５）；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ｘｉｓ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Ｐ＞０．０５）；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ｓ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１ｍｏｎｔｈ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２ａｎｄｓｉｎｕｓ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
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ｉ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ａｌｓｏｒｅ
ｄｕｃ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卵巢囊肿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多见于２０～４５周岁
之间的妇女人群，其恶性变化程度较高，临床多表现为月经不

调、小腹疼痛、白带增多等［１］，给广大妇女人群带来了极大的生

命健康安全威胁，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已经

成为较为重要的临床问题之一。卵巢囊肿手术治疗取决于患

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症状、部位、大小、有无恶性变化、生长

速度等等，此外还要兼顾患者是否有保留生育功能的主观意愿

等［２］。以往临床上较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为传统开腹手术治疗，

其治疗效果虽明确，但手术风险高、术后恢复慢等缺点给患者

带来诸多疑虑。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革新，腹腔

镜手术治疗卵巢囊肿已经被临床医生和患者广泛接受，不仅能

够保持较好的疗效性，其还能够降低创伤，促进卵巢功能恢复，

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３］。本研究入选近年来就诊于我

院的卵巢囊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腹腔镜和传统手术治疗

卵巢囊肿的临床疗效性和卵巢功能恢复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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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入选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就诊于我院的卵巢囊肿患
者８２例作为研究观察对象，入选患者均符合卵巢囊肿的相关诊
断标准［４］，均进行手术治疗，年龄２２～４６周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４１４±９８）周岁；病程在０４～１３个月之间，平均病程为（３８
±１２）月；术前均经过病理学检验分析证实未发生恶性病变，
患者均未绝经；排除同时合并有严重器质性病变和内分泌疾病

等患者。按照手术方式不同分为腹腔镜手术组４２例，平均年龄
（４０９±１０１）周岁；平均病程（３７±１１）月；传统手术组 ４０
例，平均年龄（４１７±９４）周岁；平均病程（４１±０９）月，两组
患者在一般临床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方法
传统手术组给予传统开腹手术治疗，常规进行开腹手术将

囊肿壁剥离，应用可吸收线进行连续缝合，将卵巢修复到正常

形态，常规置导尿管２４ｈ，应用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５～７ｄ；腹
腔镜手术组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常规术前准备，于腹部脐上

缘约１ｃｍ处进行切口，穿刺建立气腹后将腹腔镜及其他手术器
械置入，在腹部两侧进行穿刺孔操作，置入５ｃｍ、１０ｃｍ穿刺套管
后进行腹腔镜下手术操作，首先进行腹腔镜下腹腔探查，对卵

巢囊肿的形态、大小、有无粘连进行观察，电凝分离粘连后应用

钳夹固定卵巢韧带，从而固定卵巢位置，应用双极电凝卵巢切

口血管，应用单极电凝进行皮质切开，充分暴露囊肿壁，分离皮

质和囊肿壁，囊肿蒂电凝血管止血，将囊肿完整剥离后检查创

面，进行电凝止血，如出现囊肿破裂，需将子宫陷凹囊肿内容物

吸取干净以免感染，注意囊肿壁状况，完成所有操作后进行气

腹解除，应用可吸收线进行切口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疗效标准［５］　显效：临床

症状完全消失，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正常范围：排卵前期：１５～
１０Ｕ／Ｌ；排卵期：８～２０Ｕ／Ｌ；排卵后期：２～１０Ｕ／Ｌ）、血清雌二醇
（Ｅ２，正常范围：排卵前期：４８～５２１ｐｍｏｌ／Ｌ；排卵期：７０～
１８３５ｐｍｏｌ／Ｌ；排卵后期：２７２～７９３ｐｍｏｌ／Ｌ）、黄体生成素（ＬＨ，正
常范围：排卵前期：２～１５Ｕ／Ｌ；排卵期：３０～１００Ｕ／Ｌ；排卵后期：４

～１０Ｕ／Ｌ）及睾酮（Ｔ，正常范围：０７～３１ｕｇ／Ｌ）等激素水平正
常；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上述指标仅部分恢复正常；无效：

临床症状及上述指标无改善甚至加重。

１３２　针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
术后排气时间进行观察和对比分析，同时对并发症进行观察和

分析。术中出血量的计算：术中出血量 ＝血纱布重量 －干纱布
重量＋吸引器瓶中血量。
１３３　术后卵巢功能恢复情况　术后进行１个月的随访，

针对两组患者术后卵巢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观察和对比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性

针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进行评定和对比分析，腹腔镜手术

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５２４％，传统手术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８５００％，腹腔镜手术组患者较传统手术组患者疗效明显较好，
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和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腹腔镜手术组 ４２ ２１ １９ ２ ９５２４

传统手术组 ４０ １７ １７ ６ ８５００

χ２，Ｐ ５８９，＜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
针对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排气

时间进行观察结果显示，手术时间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腹腔
镜手术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降低，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有

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对并发症进行
观察和分析结果显示，传统手术组发生１例术后切口感染，２例
术后发热，并发症发生率为９５２％；而腹腔镜手术组则仅发现１
例少量皮下血肿，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５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排气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并发症发生率（％）

腹腔镜手术组 ４２ ７１５±１２９ ３６１±１２７ ２４±０８ ５２±０９ ４（９５２）

传统手术组 ４０ ６９８±１１２ ６３４±１６５ ３９±１１ ８１±１８ １（２５０）

ｔ（χ２），Ｐ ０５６，＞００５ １２４７，＜００５ ６５８，＜００５ ８４２，＜００５ ４３６，＜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情况
两组患者术前进行Ｅ２、ＬＨ、ＦＳＨ和窦准卵泡个数检测，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传统手术组患者术

后１个月随访点发现 Ｅ２、窦准卵泡个数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Ｈ、ＦＳＨ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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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情况对比

组别
Ｅ２（ｍ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

ＬＨ（ＩＵ／Ｌ）

术前 术后

ＦＳＨ（ＩＵ／Ｌ）

术前 术后

窦准卵泡个数

术前 术后

腹腔镜手术组 １３３２±２６７ １２２４±２１３ ７４±２１ ９０±２４ ６３±１８ ７１±２９ ８２±２１ ７８±１８

传统手术组 １３０８±２１２ ７７６±１５６ ７３±１９ １２０±２１ ６２±２１ ８３±２５ ８１±１９ ６２±２０

ｔ，Ｐ ０４７，＞００５ ６６８，＜００５ ０８４，＞００５ ５０２，＜００５ ０９３，＞００５ ２００，＜００５ ０２３，＞００５ ３８１，＜００５

#

　讨论
卵巢是女性较为重要的性腺器官之一，其不仅能够提供卵

子，还能够对代谢和神经内分泌发挥到调节的作用，卵巢囊肿

为妇科常见疾病，发病率较高，给广大妇女带来了较大的生存

负担，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６］。卵巢囊肿有生理性和病

理性两种，病理性卵巢囊肿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而导致发生病

理性卵巢囊肿的因素较多，常见的来源为良性的肿瘤，无论是

何种性质的卵巢囊肿，都应进行手术明确诊断，并且针对疾病

进行治疗措施干预［７］。针对卵巢囊肿的治疗以往常常采用开

腹手术进行切除，此种方法能够从根本上解除病灶，但创伤性

大，风险高，容易发生并发症，且对卵巢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

给育龄妇女造成了较大的困扰，预后不良［８］。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治疗卵巢囊肿的方法不断更

新，微创医学已经走进了临床各大领域，开辟了治疗的新纪元，

尤其是近年来，腹腔镜手术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可以直视卵

巢状况，手术时间缩短、术中出血量减少，术后恢复较快，避免

了开腹手术给患者带来的风险和巨大的心理负担。腹腔镜卵

巢囊肿剥离手术能够给予卵巢功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大大降低

了组织损伤的程度［９］。有研究称，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相比

较具有降低全身免疫系统影响的效应。然而，同样需要重视的

是，腹腔镜手术虽然有较大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并发症的风

险，如皮下血肿、气肿、电灼伤等等［１０］。研究显示，腹腔镜术中

应用不同止血方式也对预后有较大的影响，电凝为应用高频电

凝对组织产生热效应，高频超声震动使得组织氢键断裂，蛋白

变性凝固，形成胶状封闭血管，但反复过度的电灼容易损伤卵

巢皮质，破坏卵泡和血供，最终影响卵巢功能的恢复，对临床操

作要求较高［１１，１２］。此外，临床医生应当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

合适的手术方式选取，在腹腔镜手术过程中发现异常现象的情

况下及时考虑转为开腹手术，以确保患者生命健康安全［１３－１５］。

本研究入选就诊于我院的卵巢囊肿患者作为研究观察对

象，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腹腔镜手术组和传统手术组，结果

显示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传统手术组患者，患

者术中出血量明显降低，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有明显缩短，

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 １个月随访点发现
Ｅ２、窦准卵泡个数明显降低，提示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囊肿具
备微创性，能够减少出血量，提高临床疗效，同时有利于卵巢功

能的恢复［１６］。本研究结果与目前临床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本

研究样本含量较小，随访时间短，临床尚需大样本含量的临床

研究对本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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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治疗老年性
阴道炎的疗效观察
陈建康１　陈健２

１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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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用于老年性阴道炎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选取妇产科门诊治疗的老年性阴道炎患者８６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观察组（ｎ＝４３例）和对照
组（ｎ＝４３例）。观察组患者予以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０２５ｇ阴道放置，每晚１次）及戊酸雌二醇片（１ｍｇ
阴道放置，每晚１次）联合阴道给药治疗；对照组患者予以单纯的戊酸雌二醇片（１ｍｇ阴道放置，每晚１次）
治疗。结果：治疗７ｄ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９３０２％）较对照组（７６７４％）更佳（χ２＝４４４，Ｐ＜００５），两
组治疗中无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观察组患者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内复发率（５００％和１２５０％）均低
于对照组（２７２７％和３６３６％）（χ２＝５３８和５７６，Ｐ＜００５）。结论：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
醇用于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均较肯定，不良反应轻，安全性较佳，并能降低其复发率。

【关键词】　老年性阴道炎；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戊酸雌二醇；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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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性阴道炎是妇产科门诊的常见阴道感染性疾病，其发
病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年妇女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

引起［１］。抗生素或雌激素来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常用药物，虽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治疗后病情仍易复发，迁延难愈，对患者

的工作及生活影响较大［２，３］。近年来我们将阴道用乳杆菌活菌

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用于治疗老年性阴道炎，发现其能降低复

发率，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
老年性阴道炎患者的８６例。纳入标准：符合丰有吉主编《妇产
科学》中的标准［４］，表现为绝经后阴道分泌物增多，水样或脓

性，外阴瘙痒或灼热感；阴道黏膜充血，有散在小出血点或浅溃

疡，宫颈及阴道后穹窿涂片以底层细胞居多，未见瘤细胞。排

除标准：（１）假丝酵母菌、滴虫、淋球菌、衣原体和支原体等感
染；（２）宫颈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子宫内膜增生及糖尿病等
疾病；（３）治疗前４周全身或局部使用过雌激素、益生菌和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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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采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观察组（ｎ＝４３例）和对照组（ｎ
＝４３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分布、病程时间和停经时间等比较
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月） 停经时间（年）

观察组 ４３ ６５１±６４ ４１±０６ ９１±１９

对照组 ４３ ６４８±６９ ４３±０７ ８８±１８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予以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及戊酸雌二醇片

联合阴道给药治疗；对照组患者予以单纯的戊酸雌二醇片治

疗，两组均连用７ｄ。具体用法：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内蒙古
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规格０２５ｇ／粒）０２５ｇ阴道放置，
每晚１次；戊酸雌二醇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规格１ｍｇ×
２１片）１ｍｇ阴道放置，每晚１次。观察两组患者治疗７ｄ后的临
床效果及药物不良反应，并比较随访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内
复发率。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评估标准［５］　治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阴

道壁及宫颈黏膜恢复正常，清洁度为Ⅰ度。有效：症状及体征
较前明显减轻，阴道壁及宫颈黏膜较前明显好转，但未完全恢

复正常，清洁度为Ⅱ度。无效：症状及体征较前无明显好转，阴
道壁及宫颈黏膜炎症仍存在，清洁度为 Ⅲ ～Ⅳ 度。痊愈 ＋有
效合计为总有效。

１３２　复发标准　随访期间出现老年性阴道炎典型的临
床表现，表现为阴道分泌物增多，水样或脓性，外阴瘙痒或灼热

感；阴道黏膜充血，有散在小出血点或浅溃疡，宫颈及阴道后穹

窿涂片以底层细胞居多，符合《妇产科学（第 ７版）》中的
标准［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 α定

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的临床效果及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治疗 ７ｄ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９３０２％）较对照组
（７６７４％）更佳（χ２＝４４４，Ｐ＜００５）。见表２。两组治疗中无
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表２　两组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３ ２５ １５ ３ ４０（９３０２）

对照组 ４３ ２０ １３ １０ ３３（７６７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后复发率比较
治疗有效者进行随访，观察组患者３个月和６个月内复发

率（５００％和１２５０％）均低于对照组（２７２７％和３６３６％）（χ２

＝５３８和５７６，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复发率比较

组别 ｎ ３个月内 ６个月内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００） ５（１２５０）

对照组 ３３ ９（２７２７） １２（３６３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老年性阴道炎是一种老年女性常见病与多发病，主要是由

于绝经后妇女卵巢功能的衰退，阴道分泌雌激素水平相对不

足，导致生殖器官逐渐发生萎缩，阴道黏膜萎缩及上皮变薄，而

使阴道局部阴道自净及抗感染力下降，阴道内的微环境发生改

变，乳酸杆菌的数量明显下降，引起致病菌入侵后大量繁殖引

起阴道炎性反应［６，７］。因此，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病主要与体内

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及阴道微环境平衡失调密切相关。因此，在

治疗上应补充雌激素，纠正阴道微环境平衡失调，使阴道内乳

酸杆菌数量恢复其优势地位，提高其阴道自净及抗感染力，使

阴道黏膜保持健康状态［８－１１］。

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是妇产科常用阴道微生态制剂，在

阴道局部定值后能补充阴道内乳酸杆菌并大量繁殖，拮抗疾病

菌的生长，促进阴道内微生态平衡，重建阴道菌群生物屏障，提

高阴道的自净能力，且乳酸杆菌是阴道内正常的免疫菌，可刺

激并激活阴道黏膜局部免疫功能，提高其抗感染力［１２，１３］。戊酸

雌二醇片是雌激素的前体，可分解为雌二醇，促进阴道黏膜上

皮增生，有利于萎缩阴道的软化及增加腺体分泌，增加阴道壁

弹性，增加阴道抗菌能力，减少阴道炎的发生［１４，１５］。朱海波

等［１６］研究发现乳酸菌阴道胶囊与戊酸雌二醇联合应用于老年

性阴道炎取得了较好治疗效果，并具有预防其复发作用。本研

究结果发现治疗７ｄ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更佳，治
疗中无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可见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

囊联合戊酸雌二醇用于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疗效较肯定，不良

反应轻，安全性较佳；同时观察组患者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内复
发率均低于对照组。可见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

二醇用于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远期疗效较好，能降低其复发

率。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用于治疗老年性

阴道炎可从根本上避免了应用抗生素引发的阴道菌群失调的

弊端，增加了使用的安全性。

总之，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用于治疗老

年性阴道炎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均较肯定，不良反应轻，安全性

较佳，并能降低其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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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卵泡生成激素受体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易感
性的 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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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促卵泡生成激素受体（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位点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
的相关性。方法：通过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和国内数据库等，收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有关 ＦＳＨＲ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位点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易感性的文章，筛选出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文献，通过对各种模
型比较，应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对各项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计算合并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发表
偏移的评估。结果：９篇文献纳入本研究，共计ＰＣＯＳ病例１６５２例，对照４４３４例。Ｍｅｔａ分析显示，总体人群
Ｓｅｒ／Ｓｅｒ纯合子与ＰＣＯＳ有显著相关性（ＯＲ＝０２０，９５％ ＣＩ＝０１７－０２４，Ｐ＝００００），但在显性模型中未发
现与ＰＣＯＳ有明显相关性（ＯＲ＝１１，９５％ ＣＩ＝０９６－１２６，Ｐ＝０１５１），与之前报道结果不一致。结论：
ＦＳＨＲＳｅｒ／Ｓｅｒ纯合子与妇女ＰＣＯＳ的易感性相关。

【关键词】　促卵泡生成激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多囊卵巢综合症；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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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６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ｅｉｆａｎｇＹｉｄ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ｅｉｆ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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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ａｎｄ４４３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ａｓｅｓ．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ｒ／Ｓｅｒ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ｔｅａｎｄＰＣＯＳ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Ｒ
＝０２０，９５％ ＣＩ＝０１７－０２４，Ｐ＝００００）．Ｂｕｔｉ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ｅｒ／Ｓｅｒ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ｔｅａｎｄＰＣＯ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１１，９５％ ＣＩ＝０９６－１２６，Ｐ＝０１５１），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ｃｏｒ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ＦＳＨＲＳｅｒ／Ｓｅｒ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ｔｅｈａ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ＣＯ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ＳＨＲ；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ＰＣＯＳ；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绝经前妇
女最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存在于６％～１０％的育龄妇女中，通常
伴发慢性无卵型不孕及高雄激素血症。临床上表现为月经稀少，多

毛症和痤疮［１］。同时，由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妇女在卵巢内存在

大量的滤泡，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病风险大大增加［２］。在普通

人群中多囊卵巢综合征具有家族聚集倾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提示多囊卵巢综合征可能与多种基因易感性相关［３］。

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是妇女重要的激素之一，在滤泡发育、
卵母细胞成熟和甾体发生的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与

ＦＳＨ受体（ＦＳＨＲ）结合发挥其生物学功能［４］。ＦＳＨＲ异常可影响卵
巢功能和滤泡生成。先前研究表明自然界存在ＦＳＨＲ基因的低频
突变［５］。在ＦＳＨＲ基因中存在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６］。其中１０
号外显子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关注。近年研究发
现正常排卵的妇女在６８０位点存在纯合子的丝氨酸（Ｓｅｒ）将有更高
基础水平的ＦＳＨ，并且需要更多外源性的ＦＳＨ诱导排卵［５］。该位

点纯合子的丝氨酸可能存在对卵巢刺激低反应的风险［７］。许多研

究也提示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位点多态性可能与调节卵巢对激素的反
应，控制卵巢的过度刺激，改变月经周期、引起卵巢功能早衰和多囊

卵巢综合征等临床结局相关［８］。然而另一些研究则对ＦＳＨＲ基因
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存在与以上不一致的结论。

本研究就近年来国内外有关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关系的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探讨该基因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发病的病因学证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索方法

使用检索词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以“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或“ＦＳＨＲ”、“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联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
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为检索词在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和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中
检索２０１４年４月以前的文献。同时以“促卵泡生成激素受体”
联合“多囊卵巢综合征”检索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和维普数据库中２０１４年４月以前的文献。
１２　文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文献类型为设计良好的病例对照研究；（２）
病例对照组有相应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数据；（３）充足的发表
数据可以计算比值比（ＯＲ）值及９５％可信区间（ＣＩ）。

排除标准：（１）综述；（２）病例报道；（３）摘要和评论；（４）文
献数据不完全；（５）家系研究；（６）基因型分布偏离 Ｈａｒｄｙ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ＨＷＥ）
１３　资料提取

两名研究者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的提取数据并最终

达成共识。资料提取包括第一作者姓名、发表年份、参与者所

在国家、基因分型方法、病例组和对照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

率及ＨＷＥ。可利用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从数据中可以推算
出ＯＲ值及９５％Ｃ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
性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性采用等位基因、基因型、显性模型、

隐性模型和共显性模型分别计算ＯＲ值并给出９５％ＣＩ。各临床
试验的异质性采用Ｑ检验，若异质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时，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异质性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时，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文献发表偏移
应用Ｂｅｇｇ’ｓ检验和Ｅｇｇｅｒ’ｓ检验。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及筛选结果

通过检索，共收集到相关文献３９篇，经阅读摘要后，有１２
篇符合初选标准，进一步阅读全文，由于方法学质量不高、缺乏

原始数据或不符合ＨＷＥ等原因，３篇研究文献被排除，最终纳
入研究的文献共有９篇［４，５，９－１５］，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发表的国外
英文期刊，无中文期刊入选。其中包括病例１６５２例，对照４４３４
例，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易感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基本情况

作者 年份 国籍 检测方法
病例

ＡＡ ＧＡ ＧＧ

对照

ＡＡ ＧＡ ＧＧ

病例

Ｇ Ａ

对照

Ｇ Ａ

Ｓｕｄ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 Ｊａｐａｎ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３ １２ ３ ７３ ７３ ２２ １８ １８ １１７ ２１９

Ｌａｖ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２４ ６５ ５９ ７ １８ ５ １８３ １１３ ２８ ３２

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１２３ ２４８ １２４ ７８２ １５００ ６３０ ４９６ ４９４ ２７６０ ３０６４

Ｕｎｓａ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１３ ２０ １１ １４ ２７ ９ ４２ ４６ ４５ ５５

Ｄ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ＰＣＲ－ＳＳＣＰ ２６ ２６ ３ ４０ ３４ １６ ３２ ７８ ６６ １１４

Ｇ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 Ｋｏｒｅａ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１３８ ９１ ６ ９２ ３５ １ １０３ ３６７ ３７ ２１９

Ｍｏｈｉｙｉｄｄｅ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 ＵＫ ＴａｑＭａｎ １４ ３４ １０ ２０ ４７ １６ ５４ ６２ ７９ ８７

Ｆ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ＰＣＲ－ＳＳＣＰ １８７ １６２ ３５ ３５７ ３３４ ７７ ２３２ ５３６ ４８８ １０４８

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ＰＣＲ－ＲＦＬＰ ９３ ９４ ２８ ９４ ９８ １３ １５０ ２８０ １２４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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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性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见表２。对人群总体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等位基因
Ａ与Ｇ，基因型（ＡＡ＋ＧＡ）ｖｓＧＧ存在异质性（Ｐ＝００３２，Ｐ＝
００４８），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ＡＡｖｓＧＧ、ＡＡｖｓＧＡ和（ＧＡ
＋ＧＧ）ｖｓＡＡ研究间异质性不显著（Ｐ＝００５６，Ｐ＝０３７８，Ｐ＝
０１８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表２　ＦＳＨＲ基因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性Ｍｅｔａ分析

多态性
相关性检验

ＯＲ值（９５％ＣＩ） Ｐ值

异质性检验

Ｉ２（％） Ｐ值

Ａ与Ｇ ０９５６（０９０３－１０１３） ０１２６ ５２３ ００３２

ＡＡ与ＧＧ ０２０５（０１７３－０２４２） ００００ ４７２ ００５６

ＡＡ与ＧＡ ０９６５（０８９６－１０４０） ０３５２ ６８ ０３７８

ＧＡ＋ＧＧ与ＡＡ １１０３（０９６５－１２６０） ０１５１ ２８９ ０１８８

ＡＡ＋ＧＡ与ＧＧ ０８００（０５６８－１１２７） ０２０２ ４８７ ００４８

ＦＳＨＲ基因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在ＡＡｖｓＧＧ模型中与多囊卵
巢综合征发病风险相关（ＯＲ＝０２０，９５％ ＣＩ＝０１７－０２４，Ｐ＝
００００）（图１）。在其他模型中未发现其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有明
显著相关性。其中显性模型（ＧＡ＋ＧＧ）ｖｓＡＡ中也未发现其与
多囊卵巢综合征 有明显易感性（ＯＲ＝１１，９５％ ＣＩ＝０９６－
１２６，Ｐ＝０１５１）（图２）。

图１　ＦＳＨＲ基因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的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ＡＡｖｓＧＧ）

图２　ＦＳＨＲ基因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ＧＡ＋
ＧＧ）ｖｓＡＡ）

２３　敏感性及发表偏移
通过逐一剔除各个研究，合并的ＯＲ值及９５ＣＩ在整个人群

中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未提供具体数据）

漏斗图在所有研究中显示基本对称，Ｅｇｇｅｒ检验结果也显
示无明显的发表偏移（ＡＡｖｓＧＧ的 Ｐ＝０２０９），表明结果的可
信度较高（图３）。

图３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的漏斗图（ＡＡｖｓＧＧ）

#

　讨论
ＦＳＨＲ基因多态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存

在争议。本研究是最新及最大样本量的关于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
多态性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性的 Ｍｅｔａ分析，共纳入 ８篇
（１６５２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和４４３４例对照人群）病例对照研
究。我们通过Ｍｅｔａ分析证明纯合子Ｓｅｒ／Ｓｅｒ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易感性相关，。其他模型未发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有明显的相关

性，与之前Ｍｅｔａ分析结论不一致。
自从第一个ＦＳＨＲ基因突变被发现后，近年来近２０个与之

相关的突变位点被报道。大多数的基因变异体杂合性很低，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在普通人群中存在较高的突变频率。ＦＳＨＲ
１０号外显子２０３９位碱基ＡＧ多态性可使密码子６８０处天冬酰
胺（Ａｓｎ）被丝氨酸（Ｓｅｒ）替代。我们的 ｍｅｔａ分析研究证实 Ｓｅｒ／
Ｓｅｒ基因型可能增加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易感性。先前的一些研
究报道也发现 Ｓｅｒ纯合子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具有更高的
ＦＳＨ水平［５，７］。且纯合子的基因型可能也提供了对卵巢过度刺

激的无反应性的发病风险［５］。从临床水平为我们的研究提供

了更进一步的证据。

虽然许多研究集中于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在多囊卵巢
综合征中的作用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存在争论。Ｇｕ［４］报
道在韩国人群中 Ｓｅｒ６８０可能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然而
Ｗｕ［１５］在最近的对中国上海人群研究发现，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
态性与汉族族妇女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无关，但与临床上ＦＳＨ和
泌乳素水平相关。Ｄｕ在２０１０年报道中发现 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是有相关性的，并通过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其发病
可能遵循常染色体显性模型（ＯＲ＝０６３８９，９５％ＣＩ：０４１６４－
０９８０２）。而在我们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中去除了 Ｄｕ研究结果中
偏离Ｈａｒｄｙ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数据的文章，并加入了２０１０年后
相关符合数据纳入标准的文献，通过我们的荟萃分析并未证明

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显性模型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ＯＲ
＝１１０３，９５％ＣＩ：０９６５－１２６０），与先前的 Ｍｅｔａ分析得出了不
一致的结果，因为我们更新了之后的研究数据，研究人群数量

更大，同时去除了偏离 Ｈａｒｄｙ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的数据，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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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Ｍｅｔａ结果更真实可靠，但我们的数据仍需今后更进一步大
样本量数据证实。

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ｔａｌ研究发现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妇女排卵减
少，临床表型较轻，并对氯美芬一类的药物治疗疗效优于停止

排卵的妇女［１６］。ＦＳＨＲＳｅｒ６８０Ａｓｎ多态性可能帮助鉴别这一类
患者更好的进行排卵诱导的治疗。用基因诊断评定这些病人

诊疗效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长期使用氯米芬治疗，早期选择其

他药物形式的治疗方案，如促性腺激素类的诱导等。总之，我

们Ｍｅｔａ分析研究证明Ｓｅｒ／Ｓｅｒ基因型可能增加多囊卵巢综合征
的易感性，为今后的基因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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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Ｉ粒子植入联合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局部中高危前列
腺癌的临床分析
张继伟　王海涛　何群　阎乙夫　王建军　白焱　夏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探讨１２５Ｉ粒子前列腺植入联合间歇内分泌治疗对局部中高危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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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３６例的临床资料。年龄６０～８３岁，平均
７５７岁。ＰＳＡ：１１１５－３４３２ｎｇ／ｍＬ，ＴＮＭ分期为 Ｔ２ｂ－Ｔ３ａＮ０Ｍ０。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７～１０分。在连续硬膜外麻醉
下，直肠超声扫描前列腺，图像传送至计算机计划系统，根据计划行经会阴１２５Ｉ粒子植入术，术后结合全雄激素
阻断，将ＰＳＡ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并稳定，３个月后开始停药观察，当ＰＳＡ升至大于４ｎｇ／ｍＬ再继续内分泌治
疗。结果：３６例患者植入粒子４９～９７粒，平均７１粒。术后随访１２～８４个月，平均４５个月。全部患者术后３～
６个月ＰＳＡ降至４ｎｇ／ｍＬ以下，１例术后１２个月出现骨转移。３例于术后１２～４２个月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术
后６～１２个月３５例患者均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除７例患者未达到停药标准，２８例患者停药观察６～６０个月，
２０例患者未见生化复发，间歇期维持时间平均２７６个月。８例于停药观察１２～３８个月出现ＰＳＡ升高至４ｎｇ／ｍＬ
以上，继续内分泌治疗。其中５例治疗３～６个月后ＰＳＡ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维持６个月后再次停药观察６
～１５个月，４例未见生化复发，１例于停药１３个月后ＰＳＡ进行性升高，再次内分泌治疗无效，术后４２个月后
死于骨转移。８例中的另３例仍在治疗中。术后近期并发症包括尿路刺激征３２例（８８８９％）、急性尿潴留６
例（１６６７％）、直肠刺激征３例（８３３％）、血便２例（５５６％）。经对症治疗后于术后６～１２个月逐渐缓解
结论：对于局部中高危前列腺，１２５Ｉ粒子植入术联合间歇内分泌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前列腺癌；１２５Ｉ粒子 间歇内分泌治疗
１２５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ＺＨＡＮＧＪｉｗｅｉ，Ｗ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ＨＥＱｕｎ，ＹＡＮＹｉｆｕ，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ＢＡＩＹａｎ，ＸＩＡＭ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ｔ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ｃｉｔａ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１２５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８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ａｎ
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６０ｔｏ８３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ｓｏｆ７５．７）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ＴｈｅＰＳＡｌｅｖ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１１．１５－３４３．
２ｎｇ／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ｅａｓｏｎｓ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７－１０．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ｄａｓＴ２ｂ－Ｔ３ａＮ０Ｍ０．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ｍａｋｅ
ｐｌａ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１２５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ｂｅｇａｎｍａｘｉｍａ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ｂｌｏｃｋａｇｅ（ＭＡＢ）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ｗｈｅｎＰＳＡｆｅｌｌ
ｔｏ０２ｎｇ／ｍＬａｎｄｋｅｐ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ｆｏ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ａｓ４ｎｇ／ｍＬ．Ｒｅ
ｓｕｌｔｓ：Ａｌｌ３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４９－９７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１２－８４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４５
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３－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ｌｌｔｈｅ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ｆｅｌ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ｎｅｃａｓｅｗ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
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３ｃａｓｅｓｄｉｅｄｏｆｎｏｎ－ｔｕｍ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１２－４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６－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３５ｃａｓｅｓｆｅｌｌｂｅｌｏｗ０２ｎｇ／ｍＬ．７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ａｃｈ
０２ｎｇ／ｍＬ，ｓｏｔｈｅ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ｈｅＭＡＢ．ＭＡＢｏｆ２８ｃａｓｅｓｗａ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ｅｄｆｏｒ６－６０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２０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２７．６ｍｏｎｔｈｓ．８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ｉｎ１２－３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ｓｏＭＡＢｗａｓｒ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ＳＡ
ｌｅｖｅｌｏｆ５ｃａｓｅｓｆｅｌｌ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０２ｎｇ／ｍＬｗｉｔｈｉｎ３－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ｆｏ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ａｎｄ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６－１５ｍｏｎｔｈｓ．４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Ｏｎｅｃａｓｅｄｉｅｄｏｆ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４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３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８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Ｂ．Ｅａｒｌ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８８８９％），ａｃｕｔｅｕｒｉｎ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１６．６７％）ａｎｄｒｅｃｔａｌ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８．３３％）ｏｒｂｌｏｏｄｙｓｔｏｏｌ（５．５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５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１２５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癌是欧美国家常见的恶性肿瘤，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
较低，但近些年呈现逐年升高趋势。前列腺癌早期诊断较困难，

确诊时病变多为局部中晚期或病变已扩散、转移。随着前列腺表

面特异性抗原（ＰＳＡ）的普及筛查，前列腺癌的诊断较前明显增
多，对于局限性的前列腺癌，除前列腺癌根治术外，１２５Ｉ粒子前列
腺植入也取得满意疗效。但１２５Ｉ粒子植入对于局部中高危前列腺
癌的治疗目前仍有争议。为探讨１２５Ｉ粒子前列腺植入联合内分泌
治疗对中高危前列腺癌的疗效，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月接收治疗的患者的预后情况，以评价其疗效。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３６例，年龄６０～８３岁，平均７５７岁。所有患者均行
ＰＳＡ、直肠指诊、胸片、经直肠Ｂ超、腹部Ｂ超、前列腺ＭＲＩ平扫、
全身骨扫描检查。ＰＳＡ在 １１１５～３４３２ｎｇ／ｍＬ平均 为
３２３７ｎｇ／ｍＬ，临床ＴＮＭ分期为Ｔ２ｂ－Ｔ３ａＮ０Ｍ０。全部患者经前列
腺穿刺活检明确为前列腺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在７～１０分。
１２　仪器设备

放射性粒子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和质量验证系统由美国 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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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公司提供。前列腺穿刺固定器、模板、步进器、１８Ｇ粒子植入
针和Ｍｉｃｋ枪等辅助设备为美国Ｍｉｃｋ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ｅａｒ公司产品。
配有直肠探头的超生诊断仪为丹麦Ｂ－Ｋ公司成品。放射性１２５

Ｉ粒子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生产，０８ｍｍ×０４５ｍｍ，镍钛合金包
壳，放射性活度为０３５～０５ｍＧｉ。
１３　１２５Ｉ粒子植入

连续硬膜外麻醉下，截石位，先留置 Ｆｏｌｅｙ尿管，经直肠 Ｂ
超以５ｍｍ层厚扫描前列腺基底至尖部横断面图像，传送至计算
机治疗计划系统，按照外周配制技术，调整尿道和直肠周围放

射剂量。将植入套管针经模板引导系统经会阴穿刺入前列腺，

通过超声引导植入针送至前列腺准确部位，使用植入枪将粒子

植入针尖部位，在植入枪后退过程中纵向释入粒子，一个针位

释放完毕后，重复植入其他针位粒子，治疗剂量为１４５Ｇｙ。
１４　内分泌治疗

采用全雄激素阻断疗法。术后第１天开始口服抗雄激素治
疗，福至尔０２５ｍｇＴｉｄ或康士德５０ｍｇＱｄ。术后１周开始每２８
天皮下注射诺雷德３６ｍｇ或抑那通３７５ｍｇ。每月复查ＰＳＡ，当
ＰＳＡ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并稳定３个月后停止内分泌治疗。当
ＰＳＡ超过 ４ｎｇ／ｍＬ，则重新开始内分泌治疗。
１５　随访

从术后１个月开始，每月复查ＰＳＡ，了解排尿情况及相关不
良反应，每３个月Ｂ超检查。
"

　结果
３６例患者术中使用穿刺针２０～３２根，平均２７根。植入粒

子４９～９７粒，平均７１粒。全部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１２～
８４个月，平均４５个月。全部患者术后３～６个月ＰＳＡ降至４ｎｇ／
ｍＬ以下，１例治疗未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于术后６个月开始
ＰＳＡ进行性升高，１２个月后出现骨转移，患者高龄无法耐受化
疗，现已生存 １９个月。术后 ６～１２个月 ３５例患者均降至
０２ｎｇ／ｍＬ以下，其中２例降至０ｎｇ／ｍＬ。除７例患者未达到停
药标准继续治疗外，２８例患者停止内分泌治疗，停药观察已６～
６０个月，其中３例分别于术后１２、１９、４２个月死于心、脑血管疾
病。２０例患者未见生化复发，间歇期维持时间平均２７６个月。
８例于停药观察１２～３８个月出现 ＰＳＡ升高至４ｎｇ／ｍＬ以上，继
续内分泌治疗。其中５例治疗３～６个月后ＰＳＡ降至０２ｎｇ／ｍＬ
以下，维持６个月后再次停药观察６～１５个月，４例未见生化复
发，仍继续随访；１例于停药１３个月后ＰＳＡ进行性升高，出现骨
转移、内分泌治疗无效，术后４２个月死亡。８例中的另３例未
到停药标准，仍在治疗中。本组总生存率８８８９％（３２／３６），疾
病特异性生存率９６９７％（３２／３３），临床无进展生存率９３９３％
（３１／３３）。术后近期并发症包括尿路刺激征３２例（８８８９％）、
急性尿潴留６例（１６６７％）、直肠刺激征３例（８３３％）、血便２
例（５５６％）。经对症治疗后于术后６－１２个月逐渐缓解，１例
术后直肠形成肉芽肿，间断血便约２年才逐渐缓解。
#

　讨论
上世纪７０年代，Ｗｈｉｔｍｏｒｅ等［１］首次采用放射性粒子植入

术治疗前列腺癌，使肿瘤组织接受最大量的持续照射。通过经

直肠超声及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精确植入粒子，可实现三维

适行内放疗［２］。近距离放射性１２５Ｉ治疗前列腺癌已经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认可。相比外放疗，其不良

反应较低，易于患者接受［３］。局限性前列腺癌，按照 ＰＳＡ、Ｇｌｅａ

ｓｏｎ评分及ＴＮＭ分期标准可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低危前列腺
癌一般指Ｔ１－Ｔ２ａ、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６；高危指
Ｔ２ｃ－Ｔ３ａ、ＰＳＡ＞２０ｎｇ／ｍＬ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８，两者之间为中危
前列腺癌。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３］报道单独使用近距离放疗，低危前列腺
癌５年ＰＳＡ无进展率可达９６％，１０年ＰＳＡ无进展率可达８６％，
单独使用近距离放疗对于低危前列腺癌已能达到前列腺癌根

治术的效果。目前包括我国［４］在内的多数国家前列腺癌治疗

指南建议近距离放疗适用于低危前列腺癌，但随着各个国家人

口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不断提高，况且前列腺癌患者多合并内科疾病。为避免前列

腺癌根治术带来的手术风险及术后的并发症，近距离放疗结合

间歇内分泌治疗在临床当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在中、高危局限性

前列腺癌患者中。间歇性内分泌治疗（ＩＨＴ）是内分泌治疗的一
种方式，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可延长肿瘤对雄激素的依赖时间，

可适用于各期前列腺癌的治疗，其优势是副作用较低，可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治疗成本［５］。Ｌａｎｅ等［６］研究发现，ＩＨＴ治
疗非转移性前列腺癌的５年生存率为１００％，转移性前列腺癌
的５年生存率为７０％，进展至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时间分
别为８３个月和５３个月。

确诊前列腺癌时属于低危患者较少，患者多高龄或合并内科

疾病较多，对于不愿手术或手术风险较大的局限性中高危前列腺

癌患者，可选择近距离放疗结合间歇性内分泌治疗。Ｌｅｅ等［７］运

用近距离粒子植入前列腺结合雄激素阻断治疗中高危前列腺癌，

发现联合治疗能明显改善前列腺癌的５年生存率，使用联合治疗
较单独放疗其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７９％和５４％，两者有明显统计
学差异（Ｐ值＜０００１）。Ｍｉｋｉ等［８］研究发现，对于中高危前列腺

癌单独使用放疗对于肿瘤的治疗是不充分，联合内分泌治疗能明

显改善治疗效果，Ｋｏｎａｋａ等［９］相关研究也有相似结论。Ｗｉｄｍａｒｋ
等［１０］研究发现，内分泌治疗联合放疗较单独内分泌治疗，其１０
年总生存率及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均有明显提高。Ｎａｔｉｏ等［１１］通

过分析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标本，对照术前ＰＳＡ水平、临床分期和
穿刺活检的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发现中危前列腺癌其为ＰＴ３的可能性
为３９％～７６％，前列腺包膜外侵犯的可能性为３３％～５９％，精囊
受累的可能性为５％～１０％，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为１％～
７％。说明术前的临床分期可能较实际分期偏低，单独放疗对于
中高危前列腺癌病灶的根除存在隐患。

以上文献报道多建议对于中高危局限性前列腺癌可选择

近距离放疗结合间歇内分泌治疗。但目前对此治疗方式仍有

争议。Ｍｅｒｒｉｃｋ等［１２］研究发现，联合治疗虽能改善前列腺癌的

ＰＳＡ无进展生存率，但对于总生存率并无明显改善。我们认为
这可能与前列腺癌的自然病程有一定关系，大多前列腺癌临床

进展较慢，患者个体差异较大，部分前列腺癌患者的死亡与前

列腺癌并无直接关系。Ｈｅｒｒｙ等［１３］分析一组１２９８例１２５Ｉ粒子治
疗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随访１０年，总生存率为８５％，１５％的
死亡患者中，６１８％患者死于其他疾病。Ｋｌｏｔｚ等［１４］研究发现，

对于初次治疗的局部进展前列腺癌使用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绝

大部分患者均可完成一个以上周期的治疗，平均治疗周期时间

为１３２～１７４个月，间歇期维持时间多在６６～１１８个月。本
组３６例局部进展前列腺癌，３５例完成一个治疗周期，第一治疗
周期为６～１２个月，平均８７个月，第一周期间歇期维持时间平
均为２７６个月。均明显优于单独间歇内分泌治疗。本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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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生存率 ９６９７％（３２／３３），临床无进展生存率 ９３９３％
（３１／３３）。我们认为，对于中高危前列腺癌，近距离放疗联合内
分泌治疗不仅疗效明显，不良反应也较低，患者多能耐受，对照

前列腺癌根治术，能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近距离放疗术后

患者以尿频为主要不良反应，且多于术后６～１２个月逐渐缓解。
Ｍｏｌｓ等［１５］通过比较单独近距离放疗和近距离放疗联合内分泌

治疗１年的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ＨＲＱＯＬ），发现两组患者
治疗后评分均会降低，但并无统计学差异。这也说明近距离放

疗对患者不良反应低，是本项治疗措施能广泛开展的基础。由

于相关研究多为回顾性分析，缺乏前瞻性及多中心的研究 ，此

应为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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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舒乐胶囊治疗前列腺炎临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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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舒乐胶囊对前列腺炎患者症状指数评分及前列腺特异抗原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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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院就诊的６０例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诺氟沙星治疗，观察组给予前列
舒乐胶囊联合诺氟沙星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６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６３３％，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症状总分及整体总分低于对照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症状总分及整体总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８周后，两组
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较治疗前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前列舒乐胶囊治疗前列
腺炎能够有效降低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前列舒乐胶囊；前列腺炎；前列腺特异抗原；诺氟沙星；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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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是男性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该病在临床中
治愈率很低且易复发［１］。患者会产生勃起功能障碍、早泄、精

液质量降低等问题，严重时会导致不育［２］。有研究报道［３］，前

列舒乐胶囊治疗前列疾病具有较佳疗效，但其相关机制仍少见

报道。为此，本研究观察了舒乐胶囊对前列腺炎患者症状指数

评分及前列腺特异抗原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明确诊断为前列腺炎［４］。辨证分型参照

《中医病症诊疗标准》［５］，属于湿热淤阻或兼有虚证者。症状：尿道

灼热，尿频急痛，尿末或大便时有白浊溢出，会阴睾丸、小腹疼痛、坠

胀不适，或有血精，舌质呈紫暗色，苔白或腻或黄，脉滑数或沉涩。

排除标准：（１）合并有恶性肿瘤者。（２）合并泌尿系结石或尿道狭
窄者。（３）合并其他免疫性疾病者。（４）患有严重泌尿感染者。
１２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在我院就诊的６０例前列
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７～４８岁，病程５个月 ～４年。６０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３０
例，年龄（３７８±５３）岁，病程（１３±０６）年。观察组患者３０
例，年龄（３８４±５７）岁，病程（１４±０５）年。两组患者的年
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口服４００ｍｇ诺氟沙星（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１３０２２８０７），２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式
的基础上，给予２ｇ前列舒乐胶囊（陕西健民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０３５８），４粒／次，３次／ｄ。两组疗程均为８周。

１４　观察指标
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

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表［６］。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４
分可诊断为慢性前列腺炎症状。４～９分为轻度症状；１０～１８分
可诊断为中度慢性前列腺炎症状；１９～３１分可诊断为重度慢性
前列腺炎症状。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对前列腺特异抗原进行

检测，试剂盒由ＤＰＣ公司提供，微机自动测量计数。
１５　疗效标准

参考文献［７］制定标准。治愈：临床症状消失，前列腺液镜检２
次以上显示正常。显效：临床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６００％～８９０％。
ＷＢＣ较治疗前减少５００％～８９０％。有效：临床症状程度评分较
治疗前减少３００％～５９０％。ＷＢＣ较治疗前减少２５０％～４９０％。
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变化，前列腺液镜检情况没有好转。

１６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或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６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
率６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３０ １１（３６７） ５（１６６） ３（１００） １１（３６７）１９（６３３）

观察组 ３０ １５（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３（１００） ４（１３３）２６（８６７）

χ２ — １０８６ ０１１１ ０ ４３５６ ４３５６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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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症状指数评分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排尿症状评分、

症状总分及整体总分较治疗前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症状总
分及整体总分低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症状总分

及整体总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炎症状指数状评分的比较

时间 组别 排尿症状 疼痛症状 生活质量 症状总分 整体总分

治疗前 对照组（ｎ＝３０） ４５５±１９７ ５４７±２９５ ５８７±１４６ １００３±３６１ １５９１±４７２

观察组（ｎ＝３０） ４７７±１９３ ５９５±２３５ ５７７±１８９ １０７３±３１０ １６５１±４５９

ｔ ０４３７ ０６９７ ０２２９ ０８０６ ０４９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３０） ３９５±２０１ ４８３±２３１ ５７５±１５７ ８０７±３１０ １７５９±６２０

观察组（ｎ＝３０） ２９２±１９８ ２８０±１７２ ３６２±１４５ ５７３±２２５ １１４７±４５０

ｔ ２０００ ３８６１ ５４５９ ３３４６ ４３７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前列腺特异抗原
治疗８周后，两组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较治疗前均有所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８周后，两组前列腺
特异抗原水平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的比较（ｎｇ／ｍＬ）

组别 治疗前 治疗４周后 治疗８周后

对照组（ｎ＝３０） １２４３±０９１０ １００５±０９０１ ０９２５±０２２３

观察组（ｎ＝３０） １２７６±１３９２ １１１６±０８７３ ０８３０±０５９４

ｔ ０１０９ ０４８５ ０８２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炎在祖国医学中属于虚劳、精浊等疾病的范畴［８］，

往往难以彻底治愈，易复发［９］。目前，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的病

因尚未完全明确，然而祖国医学认为生活因素是引起慢性前列

腺炎的主要原因［１０］。许多医学专家认为食辛辣油腻的饮食习

惯及经常喝酒精饮品是引起慢性前列腺炎的重要因素。对于

酒精饮品，古人曾说，酒乃湿热有毒之品，过量饮用会导致毒热

气侵入经络和腑脏，进而导致身体产生诸多疾病。现代研究认

为过度饮用酒精类饮品会导致前列腺组织反复肿胀充血，使得

膀胱颈口的阻力大大增加，极易引起急性尿潴留等前列腺疾

病［１１］。此外，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前列腺的形成，导致前列腺

组织充血和血管扩张，使得局部组织抗感染能力下降，进而引

发前列腺炎。

前列腺特异抗原是前列腺癌的特异性标志物［１２］，对前腺癌

的诊断特异性达９０％ ～９７％。前列腺特异抗原被广泛应用于
前列腺癌的筛选、诊断及治疗后的监测［１３］。前列腺特异抗原是

一种糖蛋白，由导管上皮细胞和前列腺腺泡分泌而产生的，当

各种原因对前列腺腺管原有的生理屏障带来损害时，则会导致

体内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升高［１４］。前列舒乐胶囊是由淫

羊藿、黄芪、蒲黄、车前草、川牛膝等中药材组成［１５］，具有补肾益

气、活血化瘀、抗炎之功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在对照组给予

诺氟沙星治疗前列腺炎，在观察组给予诺氟沙星联合前列舒乐

胶囊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８周
后，两组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所降低。此

外，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疼痛症状、症状总分及

整体总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显著。提示前列舒乐胶囊

能有效治疗前列腺炎。

综上，采用前列舒乐胶囊治疗前列腺炎能够有效降低前列

腺特异抗原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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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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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中的应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
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包皮过长或者包茎患者１０８例，所有患者均采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
治疗。其中５４例患者采用阴茎背浅静脉麻醉为观察组，其余５４例患者采用传统的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
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术后疼痛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状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麻醉效果

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术后疼痛时间少于对照组，术后出现水肿、血肿、皮下淤血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患者比较上述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将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应用在改良袖套
式包皮环切术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手术效果，减少患者手术前后的疼痛感，降低患者术后局部并发症的发生

率。可以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　阴茎背浅静脉麻醉；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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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的有效方法为包皮环切术，是外科门
诊常见的手术之一［１］。包皮过长和包茎会阻碍阴茎的正常发

育，包皮垢积累还会引起阴茎感染，增大阴茎癌的发生率。包

皮环切术的手术效果与其麻醉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２］，为了提

高手术质量，减少患者的痛苦，临床上不断探讨有效的麻醉方

法。本文对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３］中

的效果展开探讨。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包皮
过长或者包茎患者１０８例，所有患者均采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
切术治疗。年龄１２～４６岁，平均年龄（２８５±１４８）岁。采用随
机数表法将１０８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其中观
察组患者年龄为１２～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４±１１８）岁。对照
组患者年龄为１３～４６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４±１３２）岁。两组患
者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选择标准：
（１）为成年男性或青少年。（２）无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和心、肺疾
病。排除标准：（１）不符合上述选择标准者。（２）有严重精神疾
病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麻醉方法　①观察组：观察组患者采用阴茎背浅静

脉麻醉［４］，使患者仰卧，用中等张力将已经浸泡消毒的橡皮筋

环扎在阴茎根部，揉捻阴茎至阴茎背浅静脉显露。顺龟头方向

用６号针头刺穿阴茎背浅静脉注入１％的利多卡因４～６ｍＬ或
者２％的利多卡因２～３ｍＬ。拔出针头，为防止血肿用棉球轻压
针眼，同时为使麻药分布均匀揉捻阴茎整体约０５ｍｉｎ。即可手
术。②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将６
号针头在阴茎根部背侧正中刺入皮下，注入１％利多卡因２ｍＬ，
然后向阴茎两侧皮下各注入２ｍＬ～３ｍＬ，最后阴茎腹侧皮下注
入２ｍＬ，作环形皮下浸润后，手指轻揉注射部位，２～３ｍｉｎ后即
可进行手术［５］。

１２２　手术方法［６］　麻醉结束后，用组织钳钳夹包皮口
对麻醉效果进行评估。在包皮没有张力的情况下，在距离冠状

沟远侧约０５ｃｍ的包皮处画包皮外板切口线，要求与冠状沟平
行。翻动包皮使冠状沟显露，然后拉平包皮内板，在距离冠状

沟近侧约０５ｃｍ的包皮处画包皮外板切口线，要求与冠状沟平
行。用尖刀片沿画出的两条切口线划开皮肤，并用血管钳将皮

条上提至血管浅层分离，同时两条切口线应直接逐渐脱落。然

后松开止血带并彻底止血。采用四象限缝合法［７］。首先在系

带处做一个“Ｕ”形缝合，然后再背侧缝合一针，注意使左右包皮
长短一致。然后提起系带处缝线和背侧缝线，在左右侧中间位

置各缝一针。最后提起相邻的两条缝线补缝２～４针。用凡士
林纱条包扎后再用普通纱条包扎。

１３　观察指标
（１）麻醉效果：询问患者术中是否有痛感，术中有痛感为

差，术中无痛感为优良。（２）术后疼痛时间和术后局部并发
症［８］，包括：术后注射部位出现淤血、血肿、水肿及皮下硬结［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研究中得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组计量结果比较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

比较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观察组患者中５２例在术中无痛
感，２例在术中有痛感。对照组患者３９例在术中无痛感，１５例
在术中有痛感。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时间，观察组患者的术

后疼痛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患者。上述各项差异两组间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和术后疼痛时间

分组
例数

（ｎ）

麻醉效果

优良

（术中无痛感）

差

（术中有痛感）

麻醉起效

时间（ｍｉｎ）
术后疼痛

时间（ｈ）

观察组 ５４ ５２（９６３） ２（３７） ０５±０５ １２３±４１

对照组 ５４ ３９（７２２） １５（２７８） ３０±２２ １６５±５１

χ２ ９７２４ ７３８６ ６３８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局部并发症情况，观察组患者注射部位

出现淤血、血肿、水肿及皮下硬结的患者显著少于对照组。两

组间比较上述各项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分组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Ｐ

例数（ｎ） ５４ ５４

淤血 ４１（７５８） ５４（１０００） ９３７４ ＜００５

水肿 ４２（７７７） ５４（１０００） ８３６４ ＜００５

血肿 １２（２２３） ５３（９８２） ７３７６ ＜００５

皮下硬结 ０（０） ２（３６） ２０３８ ＞００５

#

　结论
男性中普遍存在包皮过长和包茎。在冠状沟部潮湿的环

境下包皮过长容易积聚包皮垢，滋生很多病菌，从而引起包皮

阴茎头炎或阴茎癌［１０］。婚后易造成女性得宫颈炎、阴道炎等妇

科病［１１］。随着人们对生殖健康认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男性选

择包皮环切术切除包皮［１２］。传统的包皮环切术中采用的是阴

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普遍存在以下几种缺点：（１）维持时间
短，一般在３０ｍｉｎ左右。（２）需要注入较多的利多卡因，浪费麻
醉药品。（３）容易造成注射部位水肿，对环切位置的判定造成
影响［１３］。近几年出现的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很好的弥补了这些

缺点，本文对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在改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中的

应用做出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阴茎背浅静脉麻醉较传统的阴茎根部神经

阻滞麻醉有以下几个优点：（１）麻醉效果优于传统麻醉方式。
根据表１可以看出，麻醉后，观察组患者在术中出现疼痛的例数
为２例（３７％），对照组患者术中出现疼痛的例数为 １５例
（２７８％）。观察组患者的术后疼痛时间为（１２３±４１）ｈ，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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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术后疼痛时间为（１６５±５１）ｈ。比较两组差异显著，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注射的药物量小，不易出现
水肿等情况。阴茎背浅静脉麻醉仅需注入２～３ｍＬ（２％的利多
卡因）或４～６ｍＬ（１％的利多卡因）即可达到麻醉效果。据表２
显示，观察组患者在术后出现水肿的患者为４２名，对照组患者
为５４例，观察组患者水肿情况较轻的占４６３％。且观察组患
者出现皮下淤血的例数显著低于对照组，确保了手术中环切位

置的准确性。（３）麻醉起效时间短。阴茎背浅静脉麻醉起效仅
需３０ｓ，本文试验中观察组患者麻醉起效时间为（０５±０５）ｍｉｎ
显著少于对照组的（３±２２）ｍｉｎ。这是由于阴茎背浅静脉麻醉
为逆向注射，可以使麻醉药液在切除的包皮内均匀分布，同时

利多卡因的渗透性较好［１４］，促进了患者对药液的吸收，减少了

麻醉起效时间。临床上常用的麻醉方式有３种，分别为传统的
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法、阴茎背浅静脉麻醉和阴茎局部麻醉，也

有学者提出在包皮环切手术的麻醉中应用肾上腺素［１５］。有研

究发现，传统的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法需要多处穿刺且需要较多

的麻醉药液。阴茎局部麻醉需要多出穿刺和注射，麻醉过程中

疼痛感强烈且麻醉后极易出现水肿和皮下淤血，影响环切位置

的准确性。付大海等［３］研究证明，阴茎背浅静脉麻醉能够有效

的减少麻醉剂用量，降低术后发生包皮血肿、水肿和皮下硬结

的发生率，且操作方法简单，易掌握，本文研究结果与其相同。

但阴茎背浅静脉麻醉过程中应当严格手术时止血。这是因为

麻药进入血管会使血管扩张导致患者发生创面渗血，使患者出

现残留出血点且不易发现。

综上所述，阴茎背浅静脉麻醉能够减少患者疼痛，麻醉效

果好，术后出现血肿、水肿、皮下淤血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也低于

其他麻醉方式。方法简单易操作，应当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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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曲张对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发病的
影响
王阳　刘龙　曹志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沈阳 １１０８４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与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ＢＰＨ）发病的关系。方法：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月我科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共１２０例，年龄５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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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根据有无精索静脉曲张，划分为伴ＶＣ的ＢＰＨ组６１例，无ＶＣ的ＢＰＨ组５９例。同期无ＶＣ无ＢＰＨ的青
年猝死者２０例作为阴性对照组。记录实验组患者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测定
各组被观察者血清睾酮水平、前列腺组织内睾酮水平及雄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结果：两ＢＰＨ组患者血清睾酮
水平与对照组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组织内，ＶＣ伴ＢＰＨ组睾酮水平最高，雄激素受体表达
最高（Ｐ＜００５）。ＶＣ发生与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正相关（ｒ＝０２９、０３１、００９，均Ｐ＜００１），与最大尿流
率负相关（ｒ＝０４１，Ｐ＜００１）。结论：精索静脉曲张在良性前列腺增生发病及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前列腺增生；雄激素受体；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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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在男性当中是一种较为常
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其对男性生育功能的影响愈来愈受重

视。ＷＨＯ已将精索静脉曲张作为男性不育的首要原因［１］。虽

然近年在显微外科精索静脉结扎术得到广泛应用后，临床上治

疗不育取得良好疗效［２］，但精索静脉曲张的危害不仅仅是影响

睾丸生精功能，还影响许多其它器官功能［３－５］。良性前列腺增

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男性常见疾病，目前
发病机制未完全清楚

［６，７］
。精索静脉曲张是否与之相关国内外

研究很少。本文对精索静脉曲张与前列腺增生的关系进行研

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选择我院就诊的 ＢＰＨ患者共
１２０例，年龄５１～８０岁，病理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排除前列
腺癌，上皮内瘤变，前列腺炎病例。其中伴 ＶＣ组（年龄在５１～
７６岁）６１例，不伴 ＶＣ组（年龄在５６～８０岁）５９例。记录前列
腺体积，术前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测定，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测定，
同期急性猝死的无 ＶＣ无 ＰＢＨ的青年 ２０例作为阴性对照组
（年龄在２４～３７岁）。
１２　诊断标准

ＢＰＨ诊断标准：根据临床诊断、彩色多普勒超声及术后病
理诊断以确诊。精索静脉曲张诊断标准：所有ＢＰＨ患者术前均
用经站位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下触诊和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而确
诊［８］，对照组采用手术探查确诊排除ＶＣ。
１３　标本采集

手术前晨起同时间点抽血测各组被观察者血清睾酮水平。

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手术切除的前列腺组织，１０ｇ组织匀浆后测定
睾酮水平，一份用１０％福尔马林固定后包埋，待收集所有患者前
列腺组织后，根据ＡＲ试剂盒（福州迈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ｋｉｔ－

９９０２）说明书，采用ＳＰ法测定组织内雄激素受体（ＡＲ）的含量。
１４　统计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完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各组变
量之间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ｇ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睾酮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伴ＶＣ的ＢＰＨ组及无ＶＣ的 ＢＰＨ组患者血
清睾酮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与无ＶＣ的ＢＰＨ组比较，伴ＶＣ
的ＢＰＨ组患者血清睾酮水平降低更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前列腺组织匀浆睾酮水平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伴ＶＣ的ＢＰＨ组的前列腺组织内睾酮降低
程度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无 ＶＣ的 ＢＰＨ组的前列腺组织
内睾酮水平低于伴ＶＣ的ＢＰＨ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前列腺组织内雄激素受体分析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提示前列腺内 ＡＲ表达主要位于胞浆
（图１，图２，图３）。ＩＰＰ软件定量分析，与对照组比较，无ＶＣ的
ＢＰＨ组患者前列腺组织内雄激素受体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伴
ＶＣ的ＢＰＨ组患者前列腺组织内雄激素受体显著增高（Ｐ＜
００５）。两ＢＰＨ组患者前列腺组织内雄激素受体表达差异显著
（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血清及前列腺组织内睾酮、雄激素受体表达

组别 ｎ
血清睾酮

（ｎｍｏｌ／Ｌ）
前列腺内睾酮

（ｎｍｏｌ／Ｌ）
前列腺内雄激素

受体（ＯＤ值）
伴ＶＣ的ＢＰＨ组 ６１ ８３±５７ １６６±３４△ ２０９４

不伴ＶＣ的ＢＰＨ组 ５１１０４±５２◇ １１３±４４＃ ９３８＃

对照组 ２０１７３±４５ １８６±５２ １５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与伴 ＶＣ的 ＢＰＨ组比

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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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伴ＶＣ的ＢＰＨ组前列腺内ＡＲ表达情况

图２　不伴ＶＣ的ＢＰＨ组前列腺内ＡＲ表达情况

图３　对照组前列腺内ＡＲ表达情况

２４　相关分析
ＶＣ发生与前列腺体积（ＰＶ）、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正相关（ｒ＝

０２９、０３１、００９，均Ｐ＜００１），与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负相关（ｒ
＝０４１，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ＢＰＨ组临床资料

组别 ｎ
ＩＰＳＳ
（分）

最大尿流率

（ｍＬ／Ｓ）
残余尿

（ｍＬ）
前列腺体积

（ｍＬ）

伴ＶＣ的ＢＰＨ组 ６１ ２７±８ ５４±６４ ２３０±１３５４９６７±１３２１

不伴ＶＣ的ＢＰＨ组 ５１ １８±１１ ８６±４７ １８０±１６５４１３１±１７３４

ｔ值 －７４３ ８８７ －１０３６ －４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病因复杂，学

说众多，迄今为止尚未完全阐明，但其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男性高龄和有功能的睾丸［９］。前列腺作为雄激素的依赖性器

官，其生长、结构的维持及功能的完整均需要雄激素。临床上

常用的５ａ－还原酶转化酶抑制剂对前列腺增生患者及药物去

势治疗对前列腺癌患者都有较好的疗效，充分的支持雄激素是

前列腺生长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男性体内血清内

雄激素水平逐渐下降，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

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水平逐渐升高，导致血清中游离睾酮（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ＦＴ）和生物可利用睾酮（Ｂｉｏ－Ｔ）的下

降幅度比总睾酮（ＴＴ）更明显［１０］。但为什么此时作为雄激素依

赖器官的前列腺却在雄激素降低时开始增生？本组患者中还

发现，伴随ＶＣ的ＢＰＨ患者血清睾酮降低更明显，而且 ＢＰＨ程

度更严重。所以单纯用雄激素引起ＢＰＨ并不能解释其病因。

研究表明，ＶＣ可直接因高温、毒素等原因对睾丸 Ｌｅｙｄｉｇ细

胞的进行性损害导致血清ＴＴ降低［１１，１２］。对 ＶＣ患者行双侧睾

丸活检可发现间质细胞的空泡变性及萎缩改变［１３］。ＶＣ还通过

影响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紊乱从而影响雄激素水平［１４，１５］。

ＶＣ手术后血清ＴＴ水平有所改善则从反面证明ＶＣ与雄激素水

平下降的负相关性［１６］。总结上述，ＶＣ加重老年患者血清ＴＴ水

平降低，加重了因血清 ＴＴ降低而引发的性腺功能低下及代谢

综合征的发生率，空腹血糖水平、血清胰岛素水平及胰岛素抵

抗等发病率会逐渐升高，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１７］，

因此就出现了年龄增加，血清ＴＴ水平下降，前列腺增生发生率

升高。

研究还发现，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中雄激素含量比正常组织

高３～４倍，在同一前列腺中，ＢＰＨ结节内的雄激素含量也高于

正常部分［１８］。所以虽然血清雄激素水平下降，但前列腺局部雄

激素水平、雄激素受体水平升高也是ＢＰＨ发病机制重要因素之

一。所以任何能够增加前列腺内局部雄激素浓度的诱因均能

促进前列腺增生。ＶＣ是指蔓状静脉丛的曲张或扩张，左侧多

见。ＶＣ的病人静脉压力比没有曲张病人精索静脉压力高

２０ｍｍｈｇ［１９］。部分病人是由于静脉瓣功能异常引起［２０，２１］。扩

张的提睾肌静脉、阴囊静脉、引带静脉也可以引起精索内静脉

曲张［２２］。研究证实，前列腺组织与精索静脉存在静脉通

路［１８，２３，２４］。前列腺的回流是经前列腺静脉丛、囊泡状丛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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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内静脉、髂总静脉，最终进入下腔静脉。睾丸的回流主要通

过精索静脉、输精管静脉、阴囊静脉、提睾肌静脉。而输精管内

的血液流入囊泡状静脉，进入髂总静脉。因此，囊泡状静脉连

接精索静脉与前列腺。结合本研究结果，我们推测，ＶＣ发生

后，由于回流到肾静脉受阻，来自睾丸的睾酮通过输精管静脉

直接在前列腺组织内而引起睾酮病理性聚集，最终诱发 ＢＰＨ。

长期的高浓度雄激素刺激，在前列腺局部其受体表达也会逐渐

增强，继而导致 ＢＰＨ的发生［２５］。本研究中结果也提示，伴 ＶＣ

的ＢＰＨ患者增生的前列腺组织内睾酮浓度，雄激素受体浓度均

高于无ＶＣ的ＢＰＨ组。

总之，ＶＣ通过降低血清雄激素水平及增加前列腺局部雄

激素水平和雄激素受体水平而增加ＢＰＨ的发生程度，而局部睾

酮水平过高同样会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生机会。因此，对于中老

年的ＶＣ患者，即使他们已无生育要求，无疼痛不适等主观症

状，同样应该治疗以纠正静脉的返流，以降低其对前列腺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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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
比较
李海松１　陈巍杰１　陈善闻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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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及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以其为干预及防控
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本院进行手术治疗的１８０例前列腺增生患
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社会支持程度的不同分为 Ａ组（高社会支持程度组）６０例、Ｂ组（一般社会支持程
度组）６０例和Ｃ组（低社会支持程度组）６０例，将三组患者术前、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的ＣＩＥＦ量表、ＣＩＳＦＰ量
表及自我评估结果变化幅度进行分别统计及比较。结果：Ｃ组患者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的ＣＩＥＦ量表、ＣＩＳＦＰ
量表及自我评估结果均差于Ａ组及Ｂ组，Ｂ组则差于Ａ组，Ｐ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不同社会支
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受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应尤其重视对低社会支持程度者性功

能恢复方面的干预。

【关键词】　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术后性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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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此类患者的治疗
方法中手术是最为重要的一类治疗方式，而关于手术对患者的

影响研究也相对多见，其中性功能状态的相关研究极为多

见［１］，但是众多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手术方式对患者性功能状

态的影响方面，而对于社会支持程度等因素导致的性功能异常

性研究却极为少见，因此对此方面的进一步探讨价值较高［２］。

本文中我们即就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

能状态进行观察研究，以其为干预及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

据，现将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本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１８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社会支持程度
（ＳＳＲＳ量表）的不同分为Ａ组（高社会支持程度组）６０例、Ｂ组
（一般社会支持程度组）６０例和 Ｃ组（低社会支持程度组）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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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Ａ组的 ６０例患者中，年龄 ５５～７９岁，平均年龄（７０２±
２６）岁，病程１０５～４５５个月，平均病程（３０７±４９）个月，疾
病分度：Ⅱ度３２例，Ⅲ度２８例。Ｂ组的６０例患者中，年龄５５～
８１岁，平均年龄（７０４±２７）岁，病程１０５～４６０个月，平均病
程（３０９±４８）个月，疾病分度：Ⅱ度３１例，Ⅲ度２９例。Ｃ组的
６０例患者中，年龄５６～８０岁，平均年龄（７０５±２３）岁，病程
１００～４６５个月，平均病程（３０５±５０）个月，疾病分度：Ⅱ度
３２例，Ⅲ度２８例。三组患者的年龄、病程与疾病分度之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另外三组患者均为术前性功能状态综合评估结果

无明显差异者，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将三组患者均采用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进行治疗，三

组患者在手术方面无明显差异。然后将三组患者的术前及术

后６个月及１２个月的 ＣＩＥＦ量表、ＣＩＳＦＰ量表及自我评估结果
分别进行统计及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１）ＣＩＥＦ量表中共包括５个以１～５分５级评分法为评估

标准的问题，量表总分范围为５～２５分，其中２２分及以上为正
常，１７～２１分为轻度障碍，８～１６分为中度障碍，７分及以下为
重度障碍［３］。（２）ＣＩＳＦＰ量表中共包括１０个以５级评分法为评
估标准的问题，１３分以上为轻度早泄，１０～１３分为中度早泄，５
～９分为重度早泄［４］。（３）自我评估结果则以视觉模拟的方式
进行评估，评分范围为０～１０分，其中８～１０分表示对自我的性
功能状态满意，５～７分为一般，０～４分为不满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需进行统计学处理的计量资料为病程，以［ｎ（％）］
形式表达。计数资料为疾病分度构成、ＣＩＥＦ量表、ＣＩＳＦＰ量表评
估结果及自我评估结果构成，上述两大类数据分别以软件

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ｔ检验与χ２检验处理，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ＣＩＥＦ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手术前三组患者的ＣＩＥＦ量表重度障碍者比例之间均无显
著性差异，Ｐ均＞００５，而手术后３６个月及１２个月Ｃ组均高于
Ａ组及Ｂ组，Ｂ组则高于Ａ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ＣＩＥＦ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组别 正常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Ａ组（ｎ＝６０） 术前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６６７） ２８（４６６７） ２２（３６６７）

术后６个月 ２２（３６６７） ２０（３３３３） １５（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８（４６６７） １７（２８３３） １４（２３３３） １（１６７）

Ｂ组（ｎ＝６０） 术前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８３３） ２８（４６６７） ２１（３５００）

术后６个月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０）＃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４（２３３３） ２０（３３３３） １８（３０００） ８（１３３３）＃

Ｃ组（ｎ＝６０） 术前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８３３） ２８（４６６７） ２１（３５００）

术后６个月 ４（６６７） ２５（４１６７）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６（２６６７）

术后１２个月 ６（１００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０）

　　注：与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ＣＩＳＦＰ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手术前三组患者的ＣＩＳＦＰ量表重度早泄者比例之间均无显

著性差异，Ｐ均＞００５，而手术后６个月及１２个月 Ｃ组均高于
Ａ组及Ｂ组，Ｂ组则高于Ａ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ＣＩＳＦＰ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组别 轻度早泄 中度早泄 重度早泄

Ａ组（ｎ＝６０） 术前 ２（３３３） ２５（４１６７） ２７（４５００）

术后６个月 ２５（４１６７） ２０（３３３３） ５（８３３）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０（３３３３） １６（２６６７） ２（３３３）

Ｂ组（ｎ＝６０） 术前 ２（３３３）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６（４３３３）

术后６个月 ８（１３３３）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５（２５００）＃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４（２３３３） １４（２３３３） １２（２０００）＃

Ｃ组（ｎ＝６０） 术前 ２（３３３）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６（４３３３）

术后６个月 ４（６６７） １０（１６６７） ２５（４１６７）

术后１２个月 ８（１３３３） １５（２５００） ２１（３５００）

　　注：与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自我评估结果比较
手术前三组患者的自我评估不满意者比例之间均无显著

性差异，Ｐ均＞００５，而手术后６个月及１２个月 Ｃ组均高于 Ａ
组及Ｂ组，Ｂ组则高于Ａ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自我评估结果比较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Ａ组（ｎ＝６０） 术前 ６（１０００） ３２（５３３３） ２２（３６６７）

术后６个月 １９（３１６７） ４０（６６６７） １（１６７）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４（４０００） ３５（５８３３） １（１６７）

Ｂ组（ｎ＝６０） 术前 ６（１０００） ３１（５１６７） ２３（３８３３）

术后６个月 １４（２３３３） ３６（６０００） １０（１６６７）＃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７（２８３３） ３４（５６６７） ９（１５００）＃

Ｃ组（ｎ＝６０） 术前 ５（８３３） ３３（５５００） ２２（３６６７）

术后６个月 １０（１６６７） ３０（５０００） ２０（３３３３）

术后１２个月 １２（２０００） ３１（５１６７） １７（２８３３）

　　注：与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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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前列腺增生在中老年男性中呈现较高的发病率，在老年患

者中呈现尤其高的发病率。本病的治疗方法仍以手术为主，而

手术对患者各方面的影响也较多，其不仅仅对病灶起到一定的

影响作用，对于患者性功能状态也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后者，

已引起了广泛的研究［５，６］。而要达到有效改善与提升手术对患

者性功能状态影响程度的目的，对于其相关影响因素的掌握是

必备的基础与前提。另外，较多研究显示，除受身体状态等方

面的影响外，其他多种因素，包括心理及其他外界因素也是对

男性性功能影响极大的因素，其中社会支持程度即是近年来在

多种手术患者术后康复状态中研究较多的因素，但是对于本因

素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却极为少见，因此此方

面的探讨空间仍极大［７－１０］，对其进行细致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了解手术后干预的方面，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中我们即就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

性功能状态进行研究分析，将不同社会支持程度但是术前性功

能状态无明显差异的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

示：三组患者术后的性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随着社

会支持程度的降低，其改善幅度明显降低，表现为社会支持程

度相对较高的患者其性功能状态相对更好等情况，患者的ＣＩＥＦ
量表、ＣＩＳＦＰ量表及自我评估结果均明显更好，说明本手术对于
社会支持程度较高者的性功能状态改善相对更好，而对于社会

支持程度相对较低者的效果则相对较差，因此提示我们应加强

对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的术后性功能方面的干预。分析原因，

社会支持程度相对较低者的术后对于各方面机体功能康复的

信心相对不足［１１－１３］，同时缺乏相对科学及足够的外界支持，因

此其康复效能感及其他基础因素均相对较差；加之患者其他方

面的心理因素等原因，患者的性功能受损恢复较差且较慢，因

此表现出相对较差的状态［１４－１５］。综上所述，不同社会支持程

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受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差

异，应重视对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性功能方面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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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１００μｇ／Ｌ者行经会阴饱
和前列腺穿刺活检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
庞宽　周泽光　刘成倍　徐伟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西 玉林 ５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对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１００μｇ／Ｌ者行经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诊
断前列腺癌的应用价值和临床意义，为临床前列腺癌的诊治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医院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



·４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２４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年６月收治的１３８例行前列腺穿刺活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医院检查所有患者血清 ＰＳＡ＜１００μｇ／Ｌ。依据穿
刺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经直肠穿刺组（Ａ组，共３９例）、经会阴１２针穿刺组（Ｂ组，共４８例）、经会阴饱和
穿刺组（Ｃ组，共５１例）。对比观察各组间患者活检阳性率和经不同手术方法穿刺活检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１３８例患者经前列腺穿刺活检确诊前列腺癌２５例。其中 Ａ组３例，阳性率７６９％；Ｂ组６例，阳性率
１２５０％；Ｃ组１６例，阳性率 ３１３７％。Ｃ组活检阳性率明显高于 Ａ组和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和Ｂ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穿刺活检后共有３２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
总发生率为２３１９％。其中Ａ组１８例，总发生率４６１５％；Ｂ组６例，总发生率１２５％；Ｃ组８例，总发生率
１５６９％。Ａ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Ｂ组和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和 Ｃ组并发症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血清 ＰＳＡ＜１００μｇ／Ｌ的行穿刺活检诊断前列腺癌者，采
用经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法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诊断结果，同时术后并发症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值

得在临床前列腺癌诊断上广泛应用。

【关键词】　前列腺癌；经会阴饱和穿刺；活组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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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前列腺癌发病率位居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二
位［１，２］。虽然前列腺癌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但是由于其恶性较

低，如果能够早期诊断和系统治疗，则有较大的可能控制病情

甚至彻底治愈。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是临床中应用最
广泛的前列腺癌肿瘤标志物［３，４］。但是由于早期前列腺癌患者

ＰＳＡ水平较低＜１００μｇ／Ｌ，所以临床诊断前列腺癌时多采用活
检穿刺术。本次试验回顾性分析了医院 １３８例血清 ＰＳＡ＜
１００μｇ／Ｌ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术者的临床资料，对比观察了各组
间检查阳性率和并发症情况，旨在探究阳性率高且并发症少的

穿刺方案，取得满意结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
６月收治的１３８例行前列腺穿刺活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４２
～７９岁，平均７０４岁。入选标准：医院检查所有患者血清 ＰＳＡ

＜１００μｇ／Ｌ；临床检查触及前列腺有硬结；影像学检查见前列
腺异常信号。依据穿刺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经直肠穿刺组

（Ａ组，共３９例）、经会阴１２针穿刺组（Ｂ组，共４８例）、经会阴
饱和穿刺组（Ｃ组，共５１例）。所有患者个体情况满足实验要求
具有可比性。

１２　穿刺方法
１２１　经直肠穿刺　Ａ组患者左侧卧位，采用００５％络合

碘稀释液对患者肛周和肛管内侧进行消毒处理。于 Ｂ型超声
指导下，使用一次性１８Ｇ自动活检枪（ＢＡＲＤ，美国）进行经直
肠穿刺［５］。具体方案为：外周带６针、两侧叶外侧中部各加１
针、Ｂ超异常部位加１针。
１２２　经会阴１２针穿刺　Ｂ组患者截石位静脉全麻，暴

露患者会阴使用碘伏消毒，于 Ｂ型超声指导下，应用上述穿刺
器械进行手术。具体方案为：外周带６针；分别在左、右叶外侧
底部、中部、尖部各加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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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经会阴饱和穿刺　Ｃ组患者麻醉方法、患者体位、
手术器械均与 Ｂ组相同。具体方案为：将患者前列腺分为底
部、中部、尖部３个层面，分别在这３个层面上于前列腺左、右外
周带的外侧、中侧、内侧、移行区各穿刺１针。
１３　观察指标

统计三组患者穿刺活检阳性率和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并发症主要为血尿、发热、尿潴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采用百分

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活检阳性率比较

１３８例患者经前列腺穿刺活检确诊前列腺癌２５例。其中
Ａ组３例，阳性率７６９％；Ｂ组６例，阳性率１２５％；Ｃ组１６例，
阳性率３１３７％。Ｃ组活检阳性率明显高于 Ａ组和 Ｂ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和 Ｂ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穿刺活检阳性率比较

组别 ｎ 阳性例数 阳性率

Ａ组 ３９ ３ ７６９

Ｂ组 ４８ ６ １２５０

Ｃ组 ５１ １６ ３１３７

　　注：Ａ组与Ｃ组比较χ２值＝７４４，Ｐ＜００５；Ｂ组与Ｃ组比较χ２值＝
５１０，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穿刺活检后共有３２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２３１９％。其中Ａ组１８例，总发生率４６１５％；Ｂ组６例，总发生
率１２５％；Ｃ组８例，总发生率１５６９％。Ａ组并发症总发生率
明显高于Ｂ组和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和 Ｃ
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患者
血尿、发热发生率均最高，尿潴留发生情况三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血尿 发热 尿潴留 总发生率

Ａ组 ３８４６（１５／３９） ２３０８（９／３９） ７６９（３／３９） ４６１５（１８／３９）

Ｂ组 ６２５（３／４８） ２０８（１／４８） ４１７（２／４８） １２５０（６／４８）

Ｃ组 １１７６（６／５１） ３９２（２／５１） ５８８（３／５１） １５６９（８／５１）

　　注：Ａ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与Ｂ组比较χ２＝１２２０，Ｐ＜００５；Ａ组并发

症总发生率与Ｃ组比较χ２＝９９９，Ｐ＜００５

#

　讨论
早期前列腺癌不会出现尿频、尿急、血尿等明显的临床表

现，出现上述症状时患者往往已经转为晚期，甚至已经出现癌

细胞远处转移，加大了治疗难度且预后较差。虽然ＰＳＡ作为临
床诊断前列腺癌的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但其并不具有特异

性，某些医源性因素如导尿和直肠指检等均可影响患者体内

ＰＳＡ水平，最为关键的是，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
等前列腺疾病有时会出现近似的ＰＳＡ水平变化（多集中于 ＰＳＡ
＜１００μｇ／Ｌ）。目前前列腺穿刺活检已经成为诊断前列腺癌的
金标准［６］，传统的 ６针穿刺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７］。近年

来，为提高穿刺活检诊断前列腺癌的阳性率，临床上对传统穿

刺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改良试验，用以纠正传统方法漏诊率较高

的弊端。过去的研究中，我们采用了经直肠穿刺法，该方法具

有操作简单、无需麻醉等诸多优点，而且也是目前前列腺穿刺

活检的主要检查方式，但整体检查阳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相

关研究表明，经会阴入路穿刺活检阳性率明显高于经直肠入

路［８，９］。而我们的早期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经会阴１２针穿刺活
检阳性率较传统方法有所提高，但是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近年来，前列腺活检“饱和穿刺”的概念引起了医学界的广

泛关注。本次试验中，我们选取５１例患者行改良后的会阴饱和
前列腺穿刺活检，其阳性率达到了３１３７％，明显高于传统直肠
穿刺方法和经会阴１２针穿刺法。其原因主要为：（１）定位较为
准确。本次试验穿刺定位全部在 Ｂ超指导下进行，Ｂ超指导使
三组试验检出阳性率均得到一定的提高。（２）Ｃ组穿刺范围较
广泛。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在前列腺底部、中部、尖部３个
层面均进行了广泛的取样，强调了缩短针距和移行区取样。改

变了传统方法获取癌组织范围较小、针距较大的缺点，同时降

低了原发于移行区的前列腺癌的漏诊率。（３）手术效果好。会
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采用静脉全麻的麻醉方法，患者基本无

痛苦，可以良好配合，医生取材充分。

本次试验结果显示，Ａ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高于 Ｂ组和
Ｃ组，Ｂ组和Ｃ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组患
者血尿、发热发生率均最高，尿潴留发生情况三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说明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较为安全，并发症少。

其原因主要为：（１）传统的经直肠穿刺法往往在穿刺时对患者
尿道和膀胱造成损伤而造成血尿的发生，经会阴饱和穿刺进针

方向基本与人体尿道生理构造走向平行，极大地降低了进针时

造成尿道损伤的可能性，因此血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经直肠穿

刺检查。（２）经直肠穿刺消毒困难，很难做到无菌操作［１０，１１］。

经直肠穿刺检查容易将直肠内致病菌带入前列腺组织内，

从而引发急性前列腺炎和泌尿系感染［１２，１３］。传统方法还易损

伤患者直肠黏膜，引起血便的发生［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对于血清ＰＳＡ＜１００μｇ／Ｌ的行穿刺活检诊断前
列腺癌者，采用经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法可以得到较为准

确的诊断结果，同时术后并发症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值得在

临床前列腺癌诊断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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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性血精患者经尿道精囊镜的临床诊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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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顽固性血精患者经尿道精囊镜的临床应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
年３月收治的顽固性血精患者共３８例。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经尿道精囊
镜进行诊治；对照组采用超声引导精囊穿刺置管治疗。结果：入选３８例患者导致其发生血精的原因，其中精
囊壁射精管炎症为主要原因，占３９５％，其次是精囊结石和射精管出血。术中出血量等对比对照组均相对
较少。观察组的治愈率为９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８３３％；术后的并发症中，对照组明显要比观察组多。
观察组患者的精子质量明显要高于对照组，而复发率则要比对照组低。结论：采用经尿道精囊经治疗顽固

性血精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血精症状，治疗方法相对安全，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顽固性血精；经尿道精囊镜；临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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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精是指精液中出现血液的一类疾病，一般血精被认为是
良性的，并且可以通过保守药物治疗，血精多见于４０岁以下的
患者［１］。但部分血精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后仍不能得到有效的

缓解，称之为顽固性血精。虽然血精属于良性，诱因多数为自

限性疾病，但对于患者的心理影响会相对较大。多种疾病均有

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血精。其中顽固性血精，特别是年龄相对

较大的患者，若其临床反复出现血精症状，应该要考虑是否为

前列腺癌。因而能够及早发现引起顽固性血精的病因是至关

重要的［２］。血精的诊断方法有 ＭＲＩ，超声影像以及精囊镜
等［３］。本文主要是探讨经尿道精囊镜对顽固性血精进行诊断

和治疗的价值。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顽固性血精患者共
３８例。患者年龄在３１～４８岁之间。入选患者均确诊为顽固性
血精，诊断的标准是：患者在３个月内出现血精次数超过２次，
并且患者接受１个月的抗感染以及抗炎治疗等均没有出现明显
效果，血精症状仍持续。入选患者中有２５例为已婚患者，１３例
有固定性伴侣。患者病程在６个月到１３个月之间。患者的临
床症状表现为：反复间断性血精，射出的精液呈现朱红色或者

是陈旧性血液，部分患者出现有血凝块。入选患者其他的临床

症状还包括有腹部胀痛出现不适感，射精时腰骶部和会阴部会

出现隐痛，精液量减少，射精时的快感消失同时还伴随有射精

痛，射精后还出现排尿困难、会阴痛等不适感。入选患者还接

受的常规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凝血功能四项、肝肾功能检

查以及中段尿微生物培养等。其中有２４例患者的常规精液检
查结果正常，８例患者精子活动度出现异常，３例为无精症。随
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经尿道精

囊镜进行诊治，共 ２０例，年龄（４０４±２７）岁，术前精子密度
１３５×１０６／ｍＬ，精子存活率 ３６４％，Ａ级 ＋Ｂ级精子比例为
２２４％，病程（９１±１１）月；对照组采用超声引导精囊穿刺置
管治疗，共１８例，年龄（４０６±２８）岁，术前精子密度 １３６×
１０６／ｍＬ，精子存活率３６８％，Ａ级＋Ｂ级精子比例为 ２２７％，病
程（９２±１２）月。两组患者在年龄、术前精子质量、病程对比
等方面均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治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的精囊穿刺置管治疗。采用

阿洛卡ＳＳＤ５５００型的超声诊断仪以及配套的直肠双平面探头。
穿刺针则是采用日本八光公司的ＥＶ引流管。患者在进行手术
诊断治疗时，保持截石位，进行直肠超声检查，注意观察患者的

前列腺形态和精囊的形态，前列腺以及精囊相关区域的内部回

声情况，观察是否有肿瘤存在。通过直肠超声的纵切面声像图

进行精囊的体表定位。然后对患者的会阴部进行常规的消毒

备皮后，进行局部麻醉。选择穿刺点，一般穿刺点的选择是在

患者肛门两侧３０°～４５°，距离肛门约为１ｃｍ处［４］。在超声图像

的引导下，将套管针刺入患者两侧的精囊，然后抽取精囊液送

检。然后用抗菌药物溶液对精囊反复冲洗，直到回抽液澄清。

固定好留置的穿刺针，结束手术治疗。患者回到病房后还需要

继续通过导管滴注抗菌药物。患者每侧的精囊每天需要滴注

１２万个Ｕ的庆大霉素，稀释在５００ｍＬ的生理盐水中，滴注的速
度约为４～６滴／ｍｉｎ。导管一般留置时间为１周，结束治疗后可
以将导管移除。

观察组患者则采用经尿道精囊镜进行诊断治疗。患者的

手术体位保持为截石位，采用全身麻醉或者是腰麻。经尿道

精囊镜主要是采用７．８Ｆ硬性输尿管镜，通过患者的尿道和膀
胱进入检测。精囊镜进入后，需要仔细观察患者膀胱，双侧的

输尿管和前列腺是否出现异常或者病变。然后将输尿管镜后

退即可观察到患者精阜位置，找到精阜的入口将斑马导丝置

入，然后通过导管的引导，观察患者的前列腺陷窝。找到陷窝

的开口处，用注射用水轻度进行冲洗。然后在外侧４点、８点
钟方向寻找双侧射精管开口，置入导丝后引导输尿管镜进入

患者的精囊。通过精囊镜，术者可以直接观察患者精囊内部

情况，患者的精囊呈现多房多腔结构，同时还能够看到患者精

囊壁黏膜情况，如是否有出现水肿、充血，或者活动性出血等

情况。然后注意观察患者精囊内部是否存在有结石、囊肿等

异物。对于有异常的组织要采集病理样本进行病理组织检

查。对于观察到患者精囊内部存现有小结石或者泥沙样体积

较小的结石，可以通过注射器加压用水将其冲出。若是为较

大结石可以先将其粉碎后再用异物钳钳出或者用水冲出。在

精囊镜下若观察到有血丝或者血凝块需要用生理盐水对其反

复冲洗，使得精囊腔内的血液被完全冲洗干净为止。双侧精

囊均采用相同的方法处理，手术后需要留置管，并且预防性使

用抗菌药物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治愈率、

术后并发症及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的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

理。其中计量数据采用ｔ检验，计数数据则采用 χ２检验。本文
的置信水平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血精病因分布统计

统计导致入选３８例患者发生血精的原因。其中以精囊壁
射精管炎症为主要原因占３９５％，其次是精囊结石和射精管出
血。入选患者的精囊组织病理检查结果均没有发现有癌病症

状，其中有１０例患者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其有慢性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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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３例患者被诊断有不同程度的前列腺炎的相关症状。见
表１。

表１　血精病因分布

例数 ％

精囊囊肿 ２ ５．３

精囊结石 １３ ３４．２

精囊壁射精管炎症 １５ ３９．５

射精管出血 ８ ２１．０

２．２　手术治疗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手术中的

出血量、治愈率等。其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对

比对照组均相对较少，对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的治愈率为９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８３３％，两组数据对比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术后的并发症中，对照组明显要比观
察组多，对照组主要的术后并发症为血尿和阴囊水肿。观察组

主要是留置管脱落。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情况对比

项目 观察组（ｎ＝２０） 对照组（ｎ＝１８）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３７．２±２．０ ４５．０±３．１

手术出血量（ｍＬ） ３２．５±３．１ ４４．９±２．９

治愈率（％） １９（９５．０） １５（８３．３）

术后并发症 １（５．０） ６（３３．３）

２．３　术后精子质量
对比两组患者在手术后随访结果，主要观察的内容包括术

后精子的密度、精子存活率以及Ａ级和Ｂ级的的精子比例等指
标评价精子质量。同时还需要统计调查术后１个月和３个月患
者血精复发数量。观察组患者的精子质量明显要高于对照组，

而复发率则要比对照组低，两组数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术后精子质量和复发率对比

项目 观察组（ｎ＝２０） 对照组（ｎ＝１８）

精子质量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８．８ １６．２

精子存活率（％） ４８．９ ３４．１

Ａ级＋Ｂ级精子比例（％） ２６．４ １２．５

复发率

１个月 ０ ０

３个月 １（５．０） ４（２２．２）

#

　讨论
精液主要是通过精囊分泌的，当精液出现血液时说明精囊

中有血管病变破裂出血。精囊黏膜上有丰富的微小血管，因此

若精囊发生病变则极容易出现损失出血。特别是在性高潮时，

男性的平滑肌会出现猛烈收缩，使得小血管发生破裂从而出现

血精症状［５，６］。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血精发生，本文的调查结

果显示，主要是由于精囊壁射精管炎症较为常见，其次是精囊

结石和射精管出血。炎症感染会使得精囊过分充血挤压，造成

精囊损伤，从而出现血精症状［７］。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经尿道精囊治疗顽固性血

精能够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对比对照组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

的精囊穿刺置管治疗，其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手术时

间以及手术中患者的出血量等均明显要比对照组低。另外，在

术后并发症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要比对照组患者少。采用超

声引导下的精囊穿刺置管治疗主要常见的并发症为血尿，会大

大减低患者术后恢复的速度，以及打击患者治疗的信心。对比

顽固性血精患者接受两种方法治疗后，精子的质量以及血精的

复发率：采用经尿道精囊镜治疗的患者其术后恢复较好，精子

的质量也出现明显提升。特别是在术后血精复发率方面，经尿

道精囊镜的优势明显要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于采用经尿

道精囊镜术者可以直接观察患者精囊处病变部位，对于病变部

位的清理较为彻底，从而大大降低术后血精复发的几率［８，９］。

根据血精患者的超声图像特点，入选患者需要先进行常规

性直肠超声筛选性检查［１０］。直肠超声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

前列腺内中线区域出现有囊性结构或者是液性暗区，出现有偶

伴团块状的增强回声以及后半有声影，提示患者可能有出现钙

化组织或者是结石组织［１１，１２］。精囊对比正常出现囊性扩张，并

且在该区域有囊性或者液性暗区［１３］。

笔者多年的经验总结，顽固性血精主要是由于精囊慢性炎

症或者是继发性的精囊结石所引起的，本文的调查结果也印证

了笔者的观点。但精囊出现慢性炎症时，多数是由于细菌感染

所造成并且会蔓延至患者的射精管，从而影响射精管口的大小

导致引流不畅，从而造成精囊炎症迁移，引起血精。另外，精囊

结石也是导致血精反复发作，形成顽固性血精的重要

因素［１４，１５］。

综上，对顽固性血精患者采用经尿道精囊镜治疗有明确的

诊断价值，并且能够有效治愈血精并大大降低术后血精复发，

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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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尿路梗阻误诊为神经源性膀胱２例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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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下尿路梗阻的病因及诊断要点，分析误诊原因。方法：对我院收治２例下尿路梗
阻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２例均表现为排尿困难，外院诊断为神经源性膀胱，就诊我院后经尿
动力检查、膀胱镜检查、尿道造影检查后，确诊为女性膀胱颈梗阻与尿道狭窄，予以经尿道膀胱颈电切术和

经尿道内冷刀切开术治疗后，病情痊愈出院。结论：下尿路梗阻病因复杂，临床上易误诊，排尿困难应首先

考虑下尿路梗阻，及时进行相关检查以尽早诊治。

【关键词】　下尿路梗阻；误诊；神经源性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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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历资料
病例１，女，７４岁，主因“反复间断留置导尿管３年，不能排

尿１天”入院。３年前患者因排尿困难在当地医院就诊，否认腰
椎手术及外伤史，否认脊髓病变，否认脑血管病史，患糖尿病５

年。Ｂ超：双肾形态大小正常，双肾盂探及深约２４ｃｍ液性暗
区，膀胱过度充盈，上缘达脐上，内无回声，提示双肾积水，尿潴

留。腹盆腔ＣＴ：双侧肾盂输尿管扩张积水，膀胱尿潴留。尿动
力检查：初始尿意感１０５ｍＬ，灌注至２３２ｍＬ，出现正常尿意感；储
尿期未见膀胱逼尿肌不随意收缩；排尿期逼尿肌未见收缩，呈

腹压排尿，未见尿液排出。当地医院根据病史、Ｂ超、ＣＴ及尿动
力检查，诊断为“神经源性膀胱”，为保护肾功能，缓解肾积水，

建议其长期留置导尿管或行膀胱造瘘术，未被患者接受。经药

物治疗后，患者拔除尿管后可自行排尿，但排尿费力，尿流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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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排尿时间延长，近３年来症状逐渐加重。入院前１天因排尿
困难入住我院。查体：一般情况良好，颈椎活动正常，颈椎棘间

及椎旁压痛（－），双侧上下肢运动及感觉无差别，腰椎活动正
常，腰椎棘间及椎旁压痛（－）；下腹部、会阴部皮肤感觉无差
别，肛门括约肌张力正常，球海绵体肌反射稍弱。Ｂ超：双肾盂、
输尿管扩张、积水，尿潴留。留置导尿管后，复查 Ｂ超提示双肾
盂、输尿管积水缓解。为排除腰椎病变引起的尿潴留病因，行

腰椎ＭＲＩ，提示腰椎退行性病变，Ｌ５／Ｓ１椎间盘突出，骨科会诊
尿潴留原因不考虑腰椎病变所致。影像尿动力检查：逼尿肌过

度活动；膀胱顺应性大致正常；膀胱测压容积大致正常；膀胱感

觉存在；膀胱壁不光滑、有憩室形成；膀胱颈未见明显开放；未

见膀胱输尿管反流。盆底电生理检查：（１）刺激阴蒂神经，皮层
记录到动作电位，潜伏期正常；（２）刺激阴蒂神经，肛门括约肌
记录到低波幅可疑动作电位；（３）阴部神经传导测定，记录到运
动电位，潜伏期正常；（４）鞍区皮肤交感反应测定，记录到动作
电位，潜伏期正常；（５）肛门括约肌肌电图检查大力收缩见混合
相。膀胱镜检查：膀胱内可见大量白色絮状物，以０９％ＮＳ冲
洗膀胱后见膀胱各壁黏膜光滑，血管纹理清晰，可见小房、小

梁、真性及假性憩室形成，未见肿瘤、结石、异物等，憩室内可见

黄色絮状物，冲洗后其内未见肿瘤、结石、异物等；双输尿管口

裂隙状，明显充血水肿，可见正常喷尿，未见喷血；膀胱三角区

黏膜欠光滑，充血、水肿；膀胱颈明显抬高，膀胱出口变窄，余尿

道未见明显异常。术中诊断为女性膀胱颈梗阻。考虑患者尿

潴留原因为膀胱颈增生致膀胱出口梗阻，遂行经尿道膀胱颈电

切术，术后第６天拔除尿管，拔管后患者排尿通畅，复查残余尿
２５ｍＬ，痊愈出院。随访至今１年，排尿通畅。

病例２，男，７５岁。主因“前列腺电切术后排尿困难 ３个
月”入院。否认脑血管病史，患糖尿病３个月，２年前在外院行
腰椎间盘突出手术。３个月前因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而
在当地医院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术后病理证实为前列腺

增生伴前列腺炎，术后３周拔除导尿管，当天患者排尿尚通畅，
但于次日即不能自行排尿，未能将膀胱造瘘管拔除，经膀胱镜

检查诊断为“尿道狭窄”，经过抗感染及尿道扩张治疗后，排尿

症状无明显改善。患者家属遂带患者来北京某医院就诊，行尿

动力学检查，初始尿意感９３ｍＬ，膀胱顺应性增加；充盈过程中未
见膀胱逼尿肌不随意收缩；排尿期逼尿肌未见收缩，呈腹压排

尿，未见尿液排出。即诊断为“神经源性膀胱”，建议患者长期

留置膀胱造瘘管。患者及家属为寻求进一步的诊治，通过本院

职工介绍来我科就诊。入院后查体：一般情况良好，颈椎活动

正常，颈椎棘间及椎旁压痛（－），双侧上下肢运动及感觉无差
别，腰椎活动正常，腰椎棘间及椎旁压痛（－）；下腹部、会阴部
皮肤感觉无差别，腹壁反射及提睾反射正常，肛门括约肌张力

正常，球海绵体肌反射正常。再次行尿动力检查：膀胱感觉功

能正常，容量正常；膀胱顺应性稍差，未引出膀胱无抑制性收

缩；膀胱逼尿肌功能良好；膀胱出口梗阻。尿流率：最大尿流率

５０ｍＬ／ｓ，尿流量 ８８４ｍＬ。行尿道造影示球部尿道存在一长
１０ｃｍ的狭窄，伴假道形成。结合查体及尿动力学检查，诊断为
尿道狭窄。麻醉下行尿道狭窄冷刀内切开术，以冷刀将６点、１２
点的纤维狭窄环切断，术后第７天拔除导尿管，夹闭膀胱造瘘管
后患者排尿通畅、有力，复测残余尿１０ｍＬ，拔除膀胱造瘘管，痊
愈出院。随访至今４年，期间间断行尿道扩张，排尿通畅。

"

　讨论
膀胱出口梗阻和尿道狭窄是下尿路梗阻的常见原因。膀

胱出口梗阻的原因如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慢性前列腺

炎、女性膀胱颈梗阻、膀胱颈硬化、膀胱颈部肌肉肥厚、膀胱颈

滤泡样增生、输尿管间嵴肥厚、肿瘤、结石以及女性盆腔脏器脱

垂等疾病；尿道狭窄的原因分为外伤性、炎症性和先天性尿道

狭窄［１］。近年来，医源性尿道狭窄的发生率在急剧上升，主要

由留置导尿、电切术后、尿道成形术后以及经尿道各种操作引

起［２］。下尿路梗阻应详细问诊、细致检查及综合分析，否则很

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其中尿动力学检查和膀胱镜检查对本

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病例１经过再次的尿动力学检查和膀胱镜检查，诊断为典
型的女性膀胱颈梗阻。女性膀胱颈梗阻多发生于４５岁以上，临
床症状多表现为尿频、尿急，可伴有急慢性尿潴留。在女性排

尿异常中的发病率约为０５％ ～４６％［３］。由于其症状的不特

异，临床上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本病例 １最初就被误诊为
“神经源性膀胱”。

女性膀胱颈梗阻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比较复杂，常见的有以

下３种：长期尿道的慢性炎症刺激导致膀胱颈部的纤维组织和
平滑肌增生肥厚；膀胱炎症刺激导致内括约肌痉挛；更年期后

雌激素下降导致尿道周围腺体增生［４，５］。对于中老年女性出现

尿频、进行性排尿困难、反复尿路感染，在排除神经源性膀胱功

能障碍以后，首先应考虑到本病［４，６］。

尿动力学检查结合膀胱镜检查对本病有确诊意义［７］。尿

动力学检查不仅能反映膀胱出口梗阻的程度，而且还可反映逼

尿肌功能。膀胱镜下有特征性改变［５，６，８］。在患者心情紧张、医

生检查匆忙的情况下，尿动力学检查会出现假性所谓的“排尿

期逼尿肌未见收缩”，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本病根据梗阻程度的不同，可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早期

病例可选择保守治疗［９］。而对症状较重、残余尿量多、最大尿流

率＜１０ｍＬ／ｓ的患者，应尽早手术，最佳的手术方式为经尿道膀
胱颈电切术［１０］。

病例 ２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后患者，经过再次的尿动力学检查、膀胱镜检查
及尿道造影诊断为医源性尿道狭窄。据报道，医源性尿道狭窄

占尿道狭窄的４１６％［１１］。多由手术、尿道操作不当及药物刺激

所致，使增生的纤维组织代替了正常的尿道海绵体而形成瘢痕，

使尿道周围组织瘢痕挛缩，从而造成尿道狭窄［１２］，其中最常见的

是前列腺增生术后。ＴＵＲＰ是目前公认的手术治疗前列腺增生
的“金标准”，而其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则是尿道狭

窄［１３，１４］。国内有关文献报告其发生率为２１％～９８％［１５－１９］。

回顾文献，ＴＵＲＰ术后尿道狭窄发生的原因主要为：（１）电
切镜在尿道内反复进出和旋转损伤尿道黏膜；（２）手术电切功
率太大、电流太强以及漏电而造成尿道损伤；（３）电切时切开前
列腺包膜，导致尿外渗，手术区域炎症反应及纤维化；（４）膀胱
颈大面积电凝，焦痂过深；（５）操作时间过长，尿道黏膜损伤水
肿；（６）术前留置导尿合并尿道感染，术后留置尿管时间过长，
损伤合并炎性反应，局部组织发生炎性增生、纤维化及血肿机

化，黏膜瘢痕形成致尿道狭窄；（７）术后导尿管过度及长时间牵
拉压迫，尿道受压和缺血性损伤，在组织修复时形成纤维瘢痕

导致尿道狭窄；（８）术后留置尿管过粗、过硬影响尿道血循环；
（９）冲洗液温度过低，导致局部血管收缩血供减少，尿道黏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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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缺血缺氧损伤致尿道狭窄；（１０）术中腺体残留，形成关门现
象，膀胱颈增生的纤维组织切除不彻底而导致狭窄［１７～２２］。

凡是有经尿道操作史的患者均需警惕发生尿道狭窄的可能，

尿道造影和膀胱尿道镜可作出正确的诊断，尿动力学检查可排除

膀胱逼尿肌无反射所导致的尿潴留。同样注意在患者心情紧张、

医生检查匆忙的情况下，尿动力学检查会出现“假阳性”。

本病治疗主要包括：定期尿道扩张术；尿道内冷刀切开或

冷刀切开＋电切术；激光治疗；尿道支架；尿道内尿道成形术；
尿道瘢痕切除对端吻合术；膀胱造瘘术［２３］。本病的重点在于预

防，在操作中注意防范上述情况的发生。

下尿路梗阻病因复杂，为临床上易误诊、漏诊的疾病，病例１
和病例２在外院均误诊为“神经源性膀胱”，我们通过病史、症状
及查体，同时结合尿动力学、膀胱镜等检查，确诊为下尿路梗阻疾

病中的女性膀胱颈梗阻、医源性尿道狭窄。故临床上对下尿路梗

阻的诊断应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重视，以提高诊断及治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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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金锡御，等．男性尿道狭窄的治疗．医师进修杂志（外科版），
２００４，２７（２）：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邬祖立（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外科临床诊
治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０

腹腔镜与开腹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全直肠系膜切除术
对老年男性直肠癌患者排尿功能和性功能障碍的影
响研究
邬祖立１　叶文２

１宁海县第一医院普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６００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普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观察腹腔镜与开腹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直肠癌根治术对老年男性患者排尿功能和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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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治疗的直肠癌老年男性患者共９０例，依据手术方式分为
腹腔镜手术组（５１例）和开腹手术组（３９例），两组患者均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及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ＴＭＥ＋
ＰＡＮＰ）。而后对两组患者的术后拔除尿管时间，术后２周和术后３个月的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以
及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的勃起和射精功能进行记录并对比分析。结果：术后２周开腹组的排尿障碍
发生率是３０７％，腹腔镜组是９８％，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６９０，Ｐ＝００１５）；两组患者在术后２周
的排尿量方面，腹腔镜组（３２６±３３１）ｍＬ、开腹组（３２３±３２９）ｍ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１０，Ｐ＝
０８１４），而腹腔镜组尿管拔出时间是（２６±０８）ｄ、最大尿流率是（２９８±３２）ｍＬ／ｓ、、残余尿是（１５８±３６）
ｍＬ，明显优于开腹组的（５１±０９）ｄ、（２２２±３１）ｍＬ／ｓ、（２３１±３８）ｍＬ，两组患者在这３方面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尿管拔出时间：ｔ＝８６９０，Ｐ＝００１５；最大尿流率：ｔ＝５６７０，Ｐ＝００４２；残余尿：ｔ＝５９３０，Ｐ＝
００３８）；在手术３个月后的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方面腹腔镜组分别为：
５９％、（３２４±３２６）ｍＬ、（２９０±３２）ｍＬ／ｓ、（１６１±３３）ｍＬ；而开腹组分别为：５１％、（３２１±３２２）ｍＬ、
（２６２±３４）ｍＬ／ｓ、（１８５±３７）ｍＬ，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排尿障碍率：ｔ＝２４１０，Ｐ＝０７２６；排尿量：ｔ
＝１５６０，Ｐ＝０７９２；最大尿流率：ｔ＝３３１０，Ｐ＝０２４１；残余尿：ｔ＝３７２０，Ｐ＝０１５１）；腹腔镜组患者在术后３
个月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障碍发生率分别为１１７％、１３７％，均低于开腹组的３５９％、３８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勃起障碍率：ｔ＝８１５０，Ｐ＝００１９；射精障碍率：ｔ＝７５４０，Ｐ＝００２３）。结论：直肠癌患者行根治
术时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可较好保存患者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而采用腹腔镜操作创伤小、患者康复快、对神

经的损伤较轻微，患者术后排尿和性功能的恢复要优于开腹手术，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合理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盆腔自主神经；直肠癌根治术；排尿功能和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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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是消化道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好发于中老年人，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饮食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发病率有上

升趋势，手术切除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１］。全直肠切除和侧方

淋巴结清扫术等手术方式也日渐成熟，但是进行直肠癌根治术

和扩大根治术需尽可能避免损伤盆腔自主神经以保护患者术

后排尿和性功能［２］。目前有研究显示［３］，使用腹腔镜进行直肠

癌根治术较传统的开腹手术对盆腔自主神经的损伤更少，但因

缺乏足够的临床研究，其疗效仍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选择

于我院采用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行直肠癌根治术的老年男

性患者９０例，并对术后患者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进行随访，观
察比较这两种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旨在指导临床合理选择

运用。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宁海县第一医院及宁波
市第二医院采用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行直肠癌根治术治疗

的直肠癌老年男性患者共９０例，术式均为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及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ＴＭＥ＋ＰＡＮＰ）。平均年龄（５５１±１０２３）
岁。所有患者符合以下标准［１，４］：（１）术前经病理检查，确诊为
直肠癌；（２）无放化疗病史或腹部手术史；（３）术前无前列腺增
生、神经源性膀胱、尿道狭窄等影响排尿功能的疾病，无勃起或

射精障碍等性功能异常的疾病；（４）无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或其
他严重内科疾病；（５）肿瘤直径≤５ｃｍ，肿瘤下缘距离肛门７～
１２ｃｍ，无合并肠梗阻，均为择期手术。腹腔镜组患者的 Ｄｕｃｋ’ｓ
肿瘤分期中，Ａ期 ５例，Ｂ期 ３９例，Ｃ期 ７例；开腹组患者的
Ｄｕｃｋ’ｓ肿瘤分期中，Ａ期５例，Ｂ期２９例，Ｃ期５例。本次治疗
经医院伦理会同意，所有入选患者以及家属同意本次治疗方

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体重及病情分期情况

等资料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体重，ｋｇ
Ｄｕｃｋ’ｓ肿瘤分期

Ａ期 Ｂ期 Ｃ期

Ａ（ｎ＝５１） ５４４±４３ ６０４±３６ ５ ３９ ７

Ｂ（ｎ＝３９） ５６１±４５ ５９３±３３ ５ ２９ ５

ｔ或χ２ １１０５ ０４９８ ０２０８

Ｐ ０５６８ ０３１９ ０９０１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经气管插管及静脉复合麻醉，取头低右倾

的手术体位。腹腔镜组患者在脐旁穿刺１ｃｍＴｒｏｃａｒ做观察孔，

在右侧麦氏点穿刺１２ｃｍＴｒｏｃａｒ做主操作孔，右中上腹和左中
腹均穿刺０５ｃｍＴｒｏｃａｒ做辅助孔［３，５］。建立并维持人工气腹在

１２～１５ｍｍＨｇ［６］。置入腹腔镜及相应器械。观察肿瘤转移或种
植情况［７，８］。镜下行ＴＭＥ＋ＰＡＮＰ术。盆腔内脏神经的结构错
综复杂，清扫淋巴结等操作容易损伤，应仔细辨认并保护，严格

按照操作要点［１，９，１０］。

开腹组行ＴＭＥ＋ＰＡＮＰ手术需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与盆
腔自主神经的操作原则进行。开腹后需在肠系膜下根部约

１５ｍｍ处游离并切断结肠血管，在分离网片状腹下神经时需注
意继续分离并保护两侧的神经干，沿 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筋膜间隙分
离时需保护前列腺和精囊腺。在直肠侧韧带拉至直肠附近操

作时需注意保护盆神经丛［１１］。

１３　观察及评估方法
１３１　排尿功能分级　根据患者的排尿情况对排尿功能

进行分级［１２］，Ⅰ级：无排尿障碍；Ⅱ级：轻度排尿障碍，尿频、残
余尿量≤５０ｍＬ；Ⅲ级：中度排尿障碍，残余尿量＞５０ｍＬ；Ⅳ级：重
度排尿障碍，需要导尿治疗。如患者在术后２周内出现Ⅱ级或
以上的排尿障碍则为近期排尿功能障碍。在术后２个月以上出
现Ⅱ级或以上的排尿障碍则为远期排尿功能障碍。残余尿量
采用尿流动力学测定仪（丹麦，丹迪公司生产）测定。

１３２　排尿功能评估的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术后拔
除尿管时间，术后２周和术后３个月的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
余尿量进行记录并比较分析。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

均采用尿流动力学测定仪（丹麦，丹迪公司生产）测定。

１３３　性功能分级　将患者勃起功能分为３级［１３］：Ⅰ级：
能完全勃起，与术前无差别；Ⅱ级：仅能部分勃起，且与术前比
较，勃起硬度下降；Ⅲ级：勃起功能丧失。患者术前均参与并且
如实填写《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表－５》，以综合、准确地评估勃起
功能，表中各项得分相加，以评价勃起功能［１３］。患者射精功能

也分为３级：Ⅰ级：有射精，射精量正常或减少，为射精功能正
常；Ⅱ级：出现逆行射精，存在射精功能障碍；Ⅲ级：完全无射
精。勃起和射精Ⅱ、Ⅲ级状态均为功能障碍。
１３４　性功能评估的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

３个月的勃起和射精功能进行记录并比较分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正态分布计量资
料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形式
表达，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近期发生排尿障碍的评估

开腹组患者在术后２周的排尿障碍发生率高于腹腔镜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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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近期的排尿障碍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排尿障碍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障碍发生率

（％）

腹腔镜组 ５１ ４６（９０２）４（７８） １（２０） ０ ９８

开腹组 ３９ ２７（６９２）９（２３１） ３（７７） ０ ３０７

χ２值 － ６３５０ ５８４０ ５２２０ － ８６９０

Ｐ值 －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７ － ００１５

２２　近期排尿功能的评估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２周的排尿情况，两组患者在排尿量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尿管拔出时间、最大尿流
率、残余尿方面则腹腔镜组明显优于开腹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２周排尿功能的比较

观察指标
腹腔镜组

（ｎ＝５１）

开腹组

（ｎ＝３９）
ｔ值 Ｐ值

尿管拔出时间（ｄ） ２６±０８ ５１±０９ ６９４０ ００２７

排尿量（ｍＬ） ３２６３±３３１ ３２２９±３２９ １３１０ ０８１４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２９８±３２ ２２２±３１ ５６７０ ００４２

残余尿（ｍＬ） １５８±３６ ２３１±３８ ５９３０ ００３８

２３　远期发生排尿障碍的评估
两组患者在手术３个月后的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的排尿障碍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排尿障碍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障碍发生率

（％）

腹腔镜组 ５１ ４８（９４１）３（５９） ０ ０ ５９

开腹组 ３９ ３７（９４９）２（５１） ０ ０ ５１

χ２值 － １８２０ ２４２０ － － ２４２０

Ｐ值 － ０７３２ ０７２６ － － ０７２６

２４　远期排尿功能的评估
两组患者在手术３个月后的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排尿功能的比较

观察指标
腹腔镜组

（ｎ＝５１）

开腹组

（ｎ＝３９）
ｔ值 Ｐ值

排尿量（ｍＬ） ３２４１±３２６ ３２１３±３２２ １５６０ ０７９２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２９０±３２ ２６２±３４ ３３１０ ０２１４

残余尿（ｍＬ） １６１±３３ １８５±３７ ３７２０ ０１５１

２５　性功能障碍的评估
腹腔镜组患者在术后３个月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障碍发

生率均低于开腹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７。

表６　两组患者术后勃起障碍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勃起功能

Ⅰ级 Ⅱ级 Ⅲ级

障碍发生率

（％）

腹腔镜组 ５１ ４５（８８２） ５（９８） １（２０） １１７

开腹组 ３９ ２５（６４１） １０（２５６） ４（１０３） ３５９

χ２ － ８３５０ ６３８０ ６９４０ ８１５０

Ｐ －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９

表７　两组患者术后射精障碍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射精功能

Ⅰ级 Ⅱ级 Ⅲ级

障碍发生率

（％）

腹腔镜组 ５１ ４４（８６３） ５（９８） ２（３９） １３７

开腹组 ３９ ２４（６１５） １０（２５６） ５（１２８） ３８５

χ２ － ６９８０ ７８８０ ５６７０ ７５４０

Ｐ －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

　讨论
直肠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肿瘤之一，主要依靠手术治疗，

但是根治术后对患者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尤其是男性患者）

的影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的生活质

量［１４］。人体正常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是由自主神经（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与躯体神经共同支配与协调控制的，交感神经

的节前纤维具有支配排尿的功能，可传导冲动以抑制膀胱逼尿

肌，从而使得尿道内括约肌收缩；而副交感神经的节前纤维则

具有支配膀胱逼尿肌收缩的功能，引起尿道内括约肌的松弛而

出现排尿；躯干神经则可传导冲动使得排尿可随意停止，盆腔

神经丛在直肠和膀胱后部的两侧所形成的次级神经丛，分布于

男性前列腺、精囊、射精管、阴茎海绵体，而交感神经控制男性

的精囊与射精管的收缩，还可防止精液流入膀胱。阴茎或阴蒂

的充血勃起则受副交感神经控制［１５，１６］。所以，手术过程对于盆

腔自主神经的保护对于患者术后的排尿和性功能尤其重要。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及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ＴＭＥ＋ＰＡＮＰ）的手术
方式的开展，在保证根治术的同时又可最大限度的保存患者术

后的排尿和性功能［１７］，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盆

腔自主神经在术中的保护在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有所差

异［１８］。有研究显示［１９，２０］，腹腔镜手术能更好地保护盆腔自主

神经。

在本研究中，对于９０例患者的术前术后排尿和性功能的观
察记录显示，开腹组患者在术后２周的排尿障碍发生率高于腹
腔镜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２周在排尿量方面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而尿管拔出时间、最大尿流率、残余尿则腹腔镜
组明显优于开腹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手术３个月后的排
尿功能障碍发生率、排尿量、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方面均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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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在术后３个月的勃起功能和
射精功能障碍发生率均低于开腹组（Ｐ＜００５）。可见采用腹腔
镜手术的患者在近期术后排尿功能以及术后的性功能均优于

采用开腹手术的患者。考虑原因有：（１）直肠癌根治术在操作
过程中对支配膀胱的神经有所损伤，储尿障碍（尿失禁）的发生

与损伤腹下神经有关，排尿障碍（尿潴留）的发生与损伤盆神经

有关［２１］。（２）切除直肠后会使得膀胱后空虚，可引起膀胱的移
位而导致因尿道与膀胱的不通畅引起的尿潴留［２２］。（３）近期
的排尿障碍多数与膀胱的移位、手术创伤以及膀胱周围炎症有

关［２２，２３］。这些原因引起的排尿障碍是短暂的，可在患者术后３
个月内恢复排尿功能，但是神经的损伤是永久的。本研究中，

腹腔镜组的患者在术后２周的排尿功能要优于开腹组患者，可
能与腹腔镜手术过程中创口小，局部视野可放大，操作更准确，

对于其他组织的损伤也小，使得膀胱周围的炎症反应较轻有

关，超声刀的应用也使得手术出血较少；而两组患者均保留了

盆腔自主神经，所以术后３个月因神经损伤引起的排尿障碍较
轻［２４］。（４）腹腔镜组患者在术后３个月的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
障碍发生率均低于开腹组，可能是因为控制性功能的神经丛交

错复杂，腹腔镜手术下视野更大，解剖层次较为清晰，术者对于

直肠组织间隙、神经与血管的判断更加准确，而且术后患者创

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可更好的保存患者的性功能［２５］。

综上所述，直肠癌患者行根治术时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可较

好保存患者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但是采用腹腔镜操作创伤

小、患者康复快、对神经的损伤较轻微，，患者术后排尿和性功

能的恢复要优于开腹手术，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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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米沙坦对肾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徐玉琳１　赵志华１　谈胜国１　姜益２

１临安市人民医院肾内科，杭州 ３１１３００
２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针对替米沙坦对肾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展开探讨。方法：选取我院在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诊治的不合并性功能障碍的肾性高血压患者９６例，并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
然后对两组患者的性功能情况以及内皮功能进行比较。结果：在接受我院治疗之后，实验组的患者在内皮

功能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二者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性功能情况方面，实
验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二者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肾性高血压
患者来说，运用替米沙坦进行治疗不仅可以收到比较好的降压疗效，还能对性功能进行有效的维护，从而对

内皮功能展开进一步的改善。也就是说替米沙坦值得在临床治疗肾性高血压中大力推广使用。

【关键词】　替米沙坦；肾性高血压患者；内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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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高血压病在我国心血管疾病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
疾病，患者一旦患上高血压后其脑、心以及肾等靶器官都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的还会进一步引发患者致残甚至致

死［１］。肾性高血压是一种因为肾动脉病变以及肾脏发生了实

质性的病变从而引发出来的血压升高的疾病，在症状性高血压

中将其称之为肾性高血压。在各种降压药物中，很多都会对患

者的性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利尿剂等［２］。替米沙坦是一

种新型的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抗结剂，拥有比较好的靶器官保护
作用［３］。不过，替米沙坦能否对肾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产生影

响尚还不是很明了。因此，为了对替米沙坦对肾性高血压患者

性功能的影响展开研究与探讨，本文将我院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间诊治的不合并性功能障碍的９６例肾性高血压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诊治的已婚不合并
性功能障碍的肾性高血压患者９６例，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所
选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２７～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３５６±７２）
岁。现将这９６例肾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每
组各４８例患者。实验组患者的年龄２７～５５岁，平均（３３５６±
７２）岁；对照组患者的年龄２９～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５１６±７０）
岁。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一般临床情况上并没有较为显著

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本组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在

进行诊疗的时候使用双氢克尿噻，其治疗的基础主要是对其生

活方式进行干预。在给药方面每次给予患者１１８ｍｇ的双氢克
尿噻，２次／ｄ［４］。如果这种给药方式不能将患者的血压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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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对患者进行加药治疗，可以每次给患者２２ｍｇ的双氢克
尿噻，３次／ｄ［５］。然后，展开为期半年的观察期，在观察期间，要
对患者的临床指标的各项变化进行观察并及时做好记录。实

验组患者在进行诊疗的时候使用替米沙坦，同对照组一样治疗

的基础主要是对患者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６］。在给药方面每

次给予患者７６ｍｇ的替米沙坦，每隔１天给１次药。如果这种给
药方式不能让患者的血压得到有效的控制，便可以对患者进行

加药治疗，可以将患者的药量加到每次使用１５６毫克的替米沙
坦，服用的次数仍为每隔１天给１次药［７］。对实验组患者随访

的时间为半年，在随访期间对患者的各项指标变化进行观察并

及时做好记录。

最后，对两组患者的性功能情况以及内皮功能进行比较。对

患者性功能情况进行比较时，主要是对患者的主观性欲要求、性

生活频率等指标差异进行比较；对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以及内皮

功能进行比较时，则要对两组患者的血清ＮＯ与ＥＴ水平进行测
定，并对患者的肱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进行检查［８］。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组研究在进行统计学分析时运用的是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

软件，计量资料运用的是两组独立的样本进行ｔ检验，并运用χ２

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当Ｐ＜００５时，则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
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本组研究对象在分组之后，且两组患者在接受诊疗之前在

血压水平方面均没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过，在接受分组治疗之后，实验组患者的血压值明显
比对照组患者的血压值低出许多，而且两者之间的数据差异明

显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血压控制情况一览表

组别 时间 收缩压 舒张压

实验组 治疗前 １６２４±１３８ ８９７±７３

治疗后 １２７９±１０７ ７９４±５２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６０６±８９ ８８８±６１

治疗后 １４２９±１０３※ ８６７±６９※

　　注：※为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水平情况对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接受我院治疗之后，实验组的患者在内皮功能方面明显

优于对照组，且二者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注：表中ＮＯ的数值单位为 μｇ／Ｌ，ＥＴ的
数值单位则为ｍｇ／Ｌ。）

表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内皮功能指标比较一览表

组别 时间 ＮＯ ＥＴ

实验组 治疗前 ３２８±６３ ８２７±９８

治疗后 ５９６±７６ ４４７±６０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５２±６１ ８４５±１０２

治疗后 ３７４±４８※ ８０６±１１３※

　　注：※为治疗后两组患者内皮功能指标情况对比，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在接受我院治疗之后，在性功能情况方面，实验组也明显优

于对照组，且二者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性功能情况比较一览表

组别 ｎ 性生活频率（次／个月）主观性欲要求较为强烈

实验组 ４８ ６５２±１８７ ２６

对照组 ４８ １８９±０２６ １３

χ２／ｔ １６９９０３ ６２１８６

Ｐ Ｐ＜０．０１ ０．０１２６

#

　讨论
根据大量资料表明，当前在我国，高血压是一种非常常见

的心血管疾病，再加上我国人口正不断地老龄化，每年高血压

的患病人数与发病率逐年攀升。有资料记载，我国接近１４亿人
口，但是高血压患者却高达２亿多人［９］。引发高血压的原因有

很多，直接从肾脏疾病引发的高血压疾病，在临床上称之为肾

性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约占６％ ～１２％。在继发性高血压
中，肾性高血压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引发肾性高血压的

原因也有很多种，比如有肾实质性高血压以及肾血管性高血压

等。无论是何种肾脏病，其让患者引发高血压的几率同其对肾

小球功能的影响、病变的性质以及造成肾实质缺血的病变范围

以及程度有着非常大的关系［１０］。众所周知，当患者患上肾性高

血压之后，其性功能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男

性肾性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将会显著地

提升，从而导致很多肾性高血压患者存在不同类型与程度的性

功能障碍［１１，１２］。不仅如此，市面上很多可以购买得到的降压药

物也会对患者的性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利尿剂等。

替米沙坦是一种新型的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抗结剂，拥有比
较好的靶器官保护作用［１３－１５］。而且，替米沙坦可以对血管紧

张素Ⅱ进行替代，并与ＡＴ１手提亚型进行高亲和性的结合。此
外，替米沙坦在ＡＴ１受体位点中使用不会产生任何部分激动剂
的效应，且结合的作用较为长久。只不过，当前在运用替米沙

坦治疗肾性高血压疾病中，对其是否会对患者的性功能产生影

响尚不是很明了。因此，本组研究替米沙坦对肾性高血压患者

性功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长达１年的研究与９６例研究对
象结果来看，服用了替米沙坦的患者比没有服用替米沙坦的患

者收到了更好地降压效果，而且在内皮功能指标以及性功能情

况等方面，服用了替米沙坦的患者均比没有服用替米沙坦的患

者表现得更为优越。换言之，经过我们研究发现替米沙坦不仅

可以降低患者的血压，而且还能对肾性高血压患者的内皮功能

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对患者的性功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肾性高血压患者来说，运用替米沙坦进行

治疗不仅可以收到比较好的降压疗效，还能对性功能进行有效

的维护，从而对内皮功能展开进一步的改善。也就是说替米沙

坦值得在临床治疗肾性高血压中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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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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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星青霉素与阿奇霉素治疗妊娠期梅毒患者临床疗
效及对新生儿影响的对比分析
赵孝琴１　沈颖２

１诸暨市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皮肤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阿奇霉素治疗妊娠期梅毒预防先天性梅毒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收治的８０例妊娠期梅毒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苄星青霉素Ｇ组与阿奇
霉素组，每组各４０例，观察两组患者于不同用药方式下的临床效果。结果：苄星青霉素 Ｇ组与阿奇霉素组
在妊娠期治疗后快速血清反应素试验滴度下降２个稀释度及以上、下降１个稀释度、稀释度不变与上升１个
稀释度的患者数相比无明显差异（χ２＝１３７，Ｐ＞００５；χ２＝１５６，Ｐ＞００５；χ２＝１２５，Ｐ＞００５；χ２＝１１９，Ｐ＞
００５）。苄星青霉素Ｇ组与阿奇霉素组生产正常婴儿的有效率与无效率相比无明显差异（χ２＝１２２，Ｐ＞
００５；χ２＝１０７，Ｐ＞００５）。结论：采用阿奇霉素对妊娠期梅毒预防先天性梅毒的临床疗效与苄星青霉素 Ｇ
无明显差异，提示二者在治疗妊娠期梅毒及在预防先天性梅毒方面具有相同的功效，对于青霉素皮试阳性

的患者可采取阿奇霉素进行替代治疗。

【关键词】　阿奇霉素；妊娠期梅毒；先天性梅毒；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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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梅毒作为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妇产科疾病，均
对母婴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临床上针对妊娠期梅毒采取

的治疗方案是根据患者梅毒分期来选择相应的青霉素治疗方

案，并与其他非妊娠期梅毒患者基本相同［１］。妊娠期给予相应

的治疗措施目的是为了阻断梅毒发生垂直传播对新生儿造成

影响。苄星青霉素Ｇ是现临床上治疗妊娠期梅毒的首选药物，
但有部分患者对青霉素具有过敏史，无法采用此类药物进行治

疗［２］。为此，有关临床医师将选择合适药物用来替代苄星青霉

素Ｇ作为研究的关键所在。本文针对收治的８０例妊娠期梅毒
患者分别给予苄星青霉素Ｇ与阿奇霉素进行治疗，现将研究结
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收治的８０例妊娠
期梅毒患者，均纳入试验中，全部梅毒患者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行业标准－梅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关于妊娠期
梅毒的诊断标准，即在妊娠期间外阴部出现发红、溃疡等梅毒

症状，并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采取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苄星青霉素 Ｇ组与阿奇霉素组，每组各４０例。苄星
青霉素Ｇ组年龄在 ２３岁至 ３６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８９±
２３）岁；孕周在８至３４周之间，平均孕周为（１９７±３１）周；已
婚２３例，未婚１７例，顺产２３例，剖宫产１７例；平均梅毒滴度为
１∶２，早期梅毒２５例，晚期梅毒１５例。阿奇霉素组年龄在２５岁
至３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９６±３７）岁；孕周在７至３３周之
间，平均孕周为（２０１±３３）周；已婚２２例，未婚１８例，顺产２２
例，剖宫产１８例；平均梅毒滴度为１∶３，早期梅毒２４例，晚期梅
毒１６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婚姻情况、梅毒分期、生产方
式及梅毒滴度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苄星青霉素Ｇ组治疗方法为：每周给予２４０万Ｕ的苄星青

霉素Ｇ（河北华日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４０２５）治疗，
以３周为１个疗程，对于早孕期及中孕期的患者在治疗１个疗
程后行第２个疗程治疗，对于晚孕期的患者尽量保证在分娩前
完成２个疗程的治疗。阿奇霉素组治疗方法为：每日给予口服
１ｇ阿奇霉素（湖北潜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７０１３１）治
疗，以１０ｄ为１个疗程，其余治疗原则同苄星青霉素组。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行不同治疗方式后快速血清反应素试验滴

度变化情况，并计算两组患者所分娩出正常婴儿所占比例，将

其作为有效率，而将分娩出先天性梅毒婴儿（表现为肝脾肿大、

皮疹、黄疸、肠梗阻、脑积水、肺脓肿等症状，采用荧光螺旋体抗

体吸附试验检查可见梅毒螺旋体阳性）所占比例作为无效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数结果以［ｎ（％）］形式表达，以 Ｐ
＜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快速血清反应素试验滴度变化情况

苄星青霉素Ｇ组与阿奇霉素组在妊娠期治疗后快速血清
反应素试验滴度下降２个稀释度及以上、下降１个稀释度、稀释
度不变与上升１个稀释度的患者数相比无明显差异（χ２＝１３７，
Ｐ＞００５；χ２＝１５６，Ｐ＞００５；χ２＝１２５，Ｐ＞００５；χ２＝１１９，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快速血清反应素试验滴度变化情况

组别 例数
下降２个稀
释度及以上

下降１个
稀释度

稀释度

不变

上升１个
稀释度

苄星青霉素Ｇ组 ４０ ３（７５０）１２（３０００）１９（４７５０）６（１５００）

阿奇霉素组 ４０ ４（１０００）１０（２５００）１８（４５００）８（２０００）

２２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苄星青霉素Ｇ组与阿奇霉素组生产正常婴儿的有效率与

无效率相比无明显差异（χ２＝１２２，Ｐ＞００５；χ２＝１０７，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有效 无效

苄星青霉素Ｇ组 ４０ ３８（９５００） ２（５００）

阿奇霉素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０） ３（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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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妊娠期梅毒作为临床上一类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其中有部

分患者因病程较长而逐渐自愈，也有部分早期梅毒患者在诊断

中即选择终止妊娠，还有一部分患者在妊娠期间发生流产、死

产等情况，这对于孕产妇及新生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

响［３］。以往临床上有专家学者认为，由于胎儿的免疫系统尚未

发育成熟，只有在孕１８周后才能被通过胎盘的梅毒螺旋体所感
染［４］。但据近年来大量临床有关研究显示，胎儿在孕８周后即
可被梅毒螺旋体所感染，且由于母体所患妊娠期梅毒所产生的

垂直传播可发生在任何妊娠时期，同时可出现间断传播的现

象［５］。另外，有报道曾指出，即使经过梅毒螺旋体血清检测试

验为阴性的妊娠期妇女也可生出先天性梅毒患儿［６］。因此，对

于妊娠期梅毒进行早期诊断与治疗至关重要，对于降低先天性

梅毒患儿的发病率具有突出意义［７］。

本次研究中针对收治的８０例妊娠期梅毒患者分别给予苄
星青霉素Ｇ与阿奇霉素治疗。有临床研究报道指出，对于成人
非梅毒孕妇使用２４０万Ｕ的苄星青霉素Ｇ治疗，可维持孕妇体
内的青霉素浓度维持在００１８μｇ／ｍＬ以上，并保持７ｄ，抗螺旋体
的临床作用显著［８］。本次研究中采用苄星青霉素 Ｇ对妊娠期
梅毒患者进行治疗后，仍发生先天性梅毒患儿２例，提示发生此
情况的主要原因为产前保健治疗时间不够及时，且患者依从性

较差［９］。由于处于晚期的妊娠期梅毒患者其病情较重，体内潜

伏的梅毒螺旋体数量成倍增长，且未能在早期按照规定时间进

行治疗［１０］。这就使得此种治疗方法所产生的效果仅相当于单

剂治疗，导致其在预防先天性梅毒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１１］。此

外，妊娠期妇女代偿机制与未妊娠妇女有着显著的差异，其生

理特点表现为心脏输出量明显增加、血容量扩大等，此类因素

对于青霉素类药物的药代动力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可能与临

床治疗失败有着一定的相关性［１２］。

阿奇霉素作为一种半衰期较长的药物，研究结果显示，此

药物具有显著的抗螺旋体作用，且其治疗早期梅毒的临床疗效

与苄星青霉素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但此研究并未证实阿奇霉素

是否有预防先天性梅毒的效果［１３］。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采用阿

奇霉素治疗妊娠期梅毒以预防先天性梅毒有效率９２５０％，而
采用苄星青霉素Ｇ治疗妊娠期以预防先天性梅毒的有效率为
９５００％。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并无明显差异。但采用阿奇霉素
在治疗该病时仍出现了３例先天性梅毒病例，产生此临床结果
的原因可能与妊娠期患者依从性较差及妊娠期出现的代偿机

制相关［１４］。结果提示，对于苄星青霉素 Ｇ过敏的患者可采用
阿奇霉素行替代治疗，以保证临床疗效。

但本次研究中并未对孕妇及新生儿的脑脊液行穿刺常规

检查，尽管有研究结果显示，约有３０％的早期梅毒患者在行脑
脊液检查时可分离出梅毒螺旋体，若给予积极有效的早期治

疗，则不易引起神经性梅毒的发生，安全性较高［１５］。另外，由于

阿奇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不易穿透血脑屏障，这就使得该

药物不能用于神经性梅毒的治疗，但对于无法应用青霉素类药

物治疗的妊娠期梅毒患者给予阿奇霉素则可取得一定的临床

疗效。

综上所述，采用阿奇霉素对妊娠期梅毒预防先天性梅毒的

临床疗效与苄星青霉素Ｇ无明显差异，提示二者在治疗妊娠期
梅毒及在预防先天性梅毒方面具有相同的功效，对于青霉素皮

试阳性的患者可采取阿奇霉素进行替代治疗，但在行替代应用

时也应引起注意，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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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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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６０例临床表现分析及诊治体会
王倬１　吴洵籦２　王蓓３　薛笠４　薛徽４　薛少真４

１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６０４
２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３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分院神经内科，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４乐清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６０４

【摘　要】　目的：观察总结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及诊治经过，以提高神经梅毒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神经内科及皮肤科病房收治的６０
例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６０例神经梅毒患者中男３９例、女２１例，临床分型：无症状型神经梅毒４
例，主要表现为无症状，仅脑脊液，血清梅毒反应阳性；脑膜炎型１２例，主要表现为头痛、发热，视力下降，视
物成双，偶有癫痫发作；脑膜血管型９例，表现为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失语，伴认知能力下降等；麻痹性痴呆
型２８例，表现进行性记忆力、计算力和认知能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及神志改变等，或伴癫痫发作、阿罗瞳
孔；脊髓痨型７例，表现进行性行走不稳、下肢踩棉花样感、双下肢闪电样剧痛、括约肌功能障碍、阿罗瞳孔
等。结论：神经梅毒的起病隐袭，壮年多见，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神经系统各部位都可受累，早期不易识别而

容易误诊误治，但青霉素或头孢曲松治疗有效。对于疑似病例应及时行血清及脑脊液检查，可获得早期诊

断，对指导治疗及预后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神经梅毒；临床表现；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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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密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感染引起
的性传播性疾病，可导致皮肤、心血管、骨骼、神经系统等各脏

器病变。神经梅毒是晚期梅毒的重要表现之一，症状多种多

样，且缺乏特异性，易于误诊、漏诊，致残率较高。２０世纪末及
本世纪初梅毒等性传播病在我国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神经

梅毒发病率及检出率也相应增多［１］。我们收集了华山医院及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乐清市皮肤病研究所近３年来诊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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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梅毒患者６０例，对其诊治情况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对本病的
认识，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及乐清
市第三人民医院、乐清市皮肤病研究所住院及门诊诊治的６０例
神经梅毒患者，平均年龄为（４９１±１０３）岁。
１２　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行血清及脑脊液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ＲＰＲ）及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检测，并行脑脊液
常规、生化、免疫球蛋白、寡克隆带、ＩｇＧ２４ｈ合成率检查及神经
电生理检查和神经影像学检查。

１３　诊断标准
神经梅毒的临床诊断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点：（１）有感染

史、梅毒早期感染的症状和体征或血清梅毒试验阳性；（２）中枢
神经系统的症状和体征；（３）脑脊液中蛋白质含量增高和非梅
毒螺旋体抗原试验阳性［２］。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６０例患者中男性３９例（６５％），女性２１例（３５％）；已婚５５
例（９１７％），未婚５例（８３％）；年龄２５～７１岁，其中２１～３０岁

１例（１７％），３１～４０岁 ８例（１３４％），４１～５０岁 ２２例
（３６７％），５１～６０岁 １７例 （２８３％），６１～７０岁 １１例
（１８３％），７０岁以上１例（１７％）。６０名患者确诊前承认冶游
史的１０名，确诊前否认，检验回报后承认冶游史者１６人，配偶
感染史４人，有吸毒史者２人，曾诊断过梅毒者８例。职业分
布：农民１６人，职员１４人，个体１０人，离退休４人，干部４人，
公务员３人，教师１人，自由职业８人。
２２　临床表现及分型：分为以下５种类型［５］

无症状型４例，无任何神经系统的症状和体征。
脑膜炎型１２例，为急性或亚急性起病，主要表现为头痛、发

热、视力改变，查体有脑膜刺激征及第ＩＩ、ＩＩＩ、ＶＩ对颅神经体征，
伴有癫痫大发作１例。

脑血管型９例，表现为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偏盲、眩晕、失
语，伴记忆力及认知能力下降等。

麻痹性痴呆型２８例，表现进行性记忆力、计算力和认知能
力减退，言语含糊不清、精神行为异常、幻觉幻听及睡眠障碍、

尿便失禁、神志改变等，伴癫痫发作３例，阿罗瞳孔２例。
脊髓痨型７例，慢性起病为主，表现进行性行走不稳、踩棉

花样感、双下肢闪电样剧痛、括约肌功能障碍等，阿罗瞳孔２例。
其中混合型５例，表现为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及视力下降、

视物成双、发热、认知能力下降等。见表１。

表１　４８例神经梅毒的临床分型及表现

分型 例数 男：女 平均年龄（岁） 主要症状 冶游史（例）

无症状型 ４ ３：１ ３９６ 无 ２

脑膜炎型 １２ ８：４ ４４８ ７例头痛头晕，５例视力及视物异常，２例眼睑下垂，１例癫痫发作 ４

脑膜血管型 ９ ３：６ ５６３ ７例偏瘫或偏身感觉障碍、偏盲，２例失语，２例认知能力下降，１例眩晕 ２

麻痹性痴呆型 ２８ ２１：７ ５１７ １７例记忆力及认知能力下降，８例行为异常，４例幻觉，３例癫痫发作，３例神

志改变，２例小便失禁

１５

脊髓痨型 ７ ４：３ ４９５ ５例下肢乏力行走不稳，３例感觉异常，２例下肢闪电样疼痛， ３

２３　血清和脑脊液检验
所有患者的血清及脑脊液 ＲＰＲ及 ＴＰＰＡ均为（＋），仅有５

例患者脑脊液压力高于１８０ｍｍＨ２Ｏ，最高２４０ｍｍＨ２Ｏ。脑脊液

白细胞数４１例高于正常，最高３６０×１０６／Ｌ，４５例脑脊液蛋白含
量高于正常，最高含量３３７０ｍｇ／Ｌ，１７例患者行脑脊液 ＩｇＧ化验
均高于正常，２４ｈＩｇＧ合成率化验９例异常；１７例行脑脊液寡克
隆带（ＯＢ）化验，８例阳性。
２４　神经影像学

本组病例头颅ＭＲＩ表现主要有血管型神经梅毒，分别表现
颞枕叶、基底节、小脑等多发急性梗死；麻痹性痴呆有额叶颞叶

多发缺血灶及不同程度脑萎缩，或有轻度脑积水，但认知程度

的严重程度与萎缩的程度不呈比例；也有部分病例神经影像无

特异性变化。

２５　神经电生理检查
神经梅毒的电生理检查变化不明显，９例行脑电图检查，３

例为轻度异常，表现低至中幅度慢波活动，３例行肌电图检查１

例有神经源性损害，余受损不明显。

２６　治疗及预后
本组所有患者，住院期间给予水剂青霉素１９２０～２４００万

Ｕ／ｄ静滴，５例患者因青霉素过敏而给予头孢曲松针４ｇ／ｄ，另
有５例再次驱梅治疗患者给予青霉素加头孢曲松联合治疗，均
为连续治疗１４ｄ，治疗常规出院后继续门诊随访治疗。治疗前
均口服强的松片３ｄ（５ｍｇ，３次／ｄ）防止吉赫反应的发生，同时给
予改善认知或脱水或抗癫痫或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经过治

疗后１２例脑膜型及９例脑血管型患者各有２例症状仍在持续，
２８例麻痹性痴呆患者中４例症状加重或再发混合型神经梅毒
而自动出院，７例脊髓痨患者中１例症状有所加重，其余患者症
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或者保持稳定。

#

　讨论
梅毒是４种经典性病中最重要的疾病，梅毒的危害性大，传

染力强，还可遗传后代。神经梅毒系可发生在梅毒感染人体后

的１～２０年。神经梅毒旧称四期梅毒。１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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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属三期梅毒，临床表现很容易被内科医师所识别。进

入新世纪后由于抗生素广泛应用，人们文化水平提高，早期梅

毒的不规则治疗，或由于漏诊或误治，致使早期梅毒成为重新

出现神经梅毒的原因，临床上表现为急性梅毒性脑膜炎，脑膜

血管性神经梅毒［３］。早期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１５％～４０％ 最
终可发展为神经梅毒，神经梅毒的早期误诊和漏诊率较高，临

床表现形式多样，特异性症状少，以至被称为“伟大的模仿

者”［２］。本组６０例患者中入院前有 ２９例曾被诊断为其他疾
病，如老年性痴呆、血管性痴呆、脑梗死、精神异常、脑炎、周围

神经病、视神经炎、亚急性联合变性等，误诊率达４８３％，这与
国内报道误诊率达５５６％～７３４％基本一致［４］。

在我国后天获得性神经梅毒临床上可分为５型［５］，也有学

者将其分为８型［６］，但不管分型如何，在国内外文献报道中其

共同点都是以间质型为多，尤其是脑膜血管梅毒［７］，但是本组

病例中以麻痹性痴呆人数最多，究其原因应与患者缺乏相关疾

病知识及对痴呆表现隐匿不够重视以及临床医师对其认识不

足有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脑膜型患者中以视神经损害或动

眼神经、外展神经麻痹为表现的眼梅毒患者多达５例，占５０％
以上。国外曾有报道神经梅毒的眼部表现非常普遍，而且以视

神经损害和葡萄膜炎较为多见，并可侵犯眼睛的所有结构［８，９］，

而在国内报道相对较少，提示眼梅毒的发病情况及临床表现值

得再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神经梅毒治疗仍首选青霉素，可用于首次治疗或重复治

疗［１０］，疗程为１０～１４ｄ。青霉素过敏者则可以头孢曲松替代治
疗，有报道称联合青霉素及头孢曲松对神经梅毒的治疗效果更

佳，可适用于免疫功能低下或驱梅治疗无效的重复治疗［１１，１２］，

如伴有眼梅毒或视神经病变患者则建议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

本组患者治疗后症状好转或保持稳定不再进展者达８５％，其中
５例联合青霉素及头孢曲松作为重复治疗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随访脑脊液达到驱除梅毒治疗标准［１３］。

本组发病年龄以中壮年为主，多呈亚急性或慢性起病，就

诊时承认冶游或不洁性行为史比例较低，但在反复多次询问及

检验后再次询问后阳性例数明显增加，且绝大多数无正规诊治

过程，其中，有明确冶游史患者中，发病最短者为接触史后２年，
最长者为接触史后１５年。病例中患者职业有农民、职员、个体
户、公务员等，以农民及职员为多，可能与疾病防护知识的缺乏

和个人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有关，这与近年来国内梅毒流行病

学的总体情况类似［１４］。总结来看，本组神经梅毒发病形式多

样，早期识别率、治疗率低，误诊率、误治率高，而作为可治性疾

病，早期神经梅毒有痊愈的可能，如未进行及时治疗可导致死

亡及致残［１５］，故早期及时的明确诊断值得临床医生重视。血清

学、脑脊液及影像学对于诊断神经梅毒及分型有重要指导意

义，一旦诊断明确，即须进行正规标准的驱梅治疗，并进行充分

随访，以便彻底诊治。

（本文经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薛大奇研究员审

核，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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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ＦｏｎｏｌｌｏｓａＡ，ＣｉｒａｌｔＪ，ＰｅｌｅｇｒｉｎＬ，ｅｔａｌ．Ｏｃｕｌａ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ｂａｃｋａ－

ｇａｉ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ｒｅｃ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ｏｃｕ－

ｌａ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ｃｕ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２００９，１７（３）：２０７－

２１２．

［３］　薛立伟．梅毒学临床实践．２版．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４０－４４，９９－１００．

［４］　杨渝，陆正齐，胡学强，等．３６例神经梅毒的临床特点及诊断分

析．中华神经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８（５）：５００－５０４．

［５］　吕传真，蒋雨平，洪震，等．神经病学．２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

社，２００８，１８４－１８５．

［６］　王拥军主编，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２７６－２７７．

［７］　ＢｏｕｒａｚｚａＡＫｅｒｏｕａｃｈｅ．Ｍｅｎｉｎｇ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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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ｎｅｕｒ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ＫｌｉｎＭｏｎａｔｓｂｌ

Ａｕｇｅｎｈｅｉｌｋｄ，２００９，２２６（３）：１８４－１８８．

［９］　ＡｌｄａｖｅＡＪ，ＫｉｎｇＪＡ，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ＥＴＪｒ．Ｏｃｕｌａ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０７，１２（６）：４３３－４４１．

［１０］　ＷａｌｔｅｒＴ，ＭｉａｉｌｈｅｓＢＰ，ＣｏｔｔｅＬ，ｅｔ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ｐｓｅｏｆｎｅｕ

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ｆｔｅｒｂｅｎｚａｔｈｉｎｅ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ａ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６，４３（６）：７８７－７９０．

［１１］　蒋娟，赵重波．神经梅毒３５例临床分析．南通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２９（６）：５０１－５０３．

［１２］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２．ＭＭＷＲＲｅｃｏｍｍＲｅｐ，２００２，５１

（ＲＲ－６）：１－７８．

［１３］　欧强，卢峪霞．神经梅毒研究进展．临床神经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６

（１）：７８－７９．

［１４］　曾丹，周维康．梅毒螺旋体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重庆医学，

２０１４（３）：３５５－３５８．

［１５］　ＳｍｉｔｈＧＴ，ＧｏｌｄｍｅｉｅｒＤ，ＭｉｇｄａｌＣ．Ｎｅｕｒ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ｃｎｅｕｒｉｔｉｓ：

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ＭｅｄＪ，２００６（８２）：３６－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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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２００８ＺＸ１０００１－０１６）；国家
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２０１２ＺＸ１０００１－００７）；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
项目（ＣＳＯ－２０１２－研０８）；中德合作新疆医科大学学生艾滋病预防同伴
教育项目（２０１１—０８）。
【第一作者简介】姜袁（１９９０－），女，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
病流行病学。

△【通讯作者】戴江红，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ｅｐｉ１０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４

基于鱼骨图的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姜袁１　地里夏提·亚合甫２　戴江红１△

１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２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卫生厅，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摘　要】　利用鱼骨图分析法，综合现有科学研究结果及相关政策，从人群、技术、政策、社会、环境、监
督考核、经济、伦理等方面综合分析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为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实施、开展提供依据和

支持，为遏制并扭转ＨＩＶ感染／艾滋病的蔓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鱼骨图；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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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艾滋病预防策略对艾滋病预防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是
艾滋病预防的前提、先导，而全面分析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影响

因素对预防策略的开展、实施、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旨在利用鱼骨图分析法，充分全面的分析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影

响因素，以此为依据，为提出准确、可行的艾滋病预防策略提供

理论依据。

!

　资料来源
１１　网络资源

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ＣＮＫＩ中国知网（总库）”
“ＰｕｂＭｅｄ”为平台，以“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预防策略（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为搜索词条，对文献中的艾滋病预防策略制定影
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

１２　课题项目资源
以我课题小组 ２００８至 ２０１４年间，国家“十一五”、“十二

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我国西部高危人群暴露前用药减少

ＨＩＶ新发感染的可行性研究》、《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综合干预技
术研究》课题之分题七“ＭＳＭ人群性行为前后服抗病毒药物预

防ＨＩＶ新感染研究”课题，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新疆
ＨＩＶ／ＡＩＤＳ相关羞辱／歧视的评定工具研究及其反歧视策讨》，
中德合作新疆医科大学学生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项目：《新疆

医科大学学生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四项课题为依托，对研究

成果中已制定的艾滋病预防策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１３　艾滋病相关指导性文件资源
以《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

行动计划》、《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材料

为依据，研读并分析总结相关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

"

　研究方法
鱼骨图（Ｆｉｓｈｂｏ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又名因果图；是将结果产生的原

因、拟解决问题的对策，以头脑风暴等形式，进行逐一的定性分

析罗列，其目的在于发现事物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图

形似鱼骨，故称为鱼骨图［１，２］。鱼骨图原多用于企业程序化质

量管理，由于具有简洁实用、直观深入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医

学，为医学中原因分析、效果评价、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方法学

支持［３，４］。

利用鱼骨图分析法，对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时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步骤如下：（１）首先确定研究对象（鱼头），既艾滋病
预防策略影响因素。（２）画出主骨。（３）列出主要影响因素，作
为大骨以箭头指向主骨；经查阅文献、讨论后确定人群因素、技

术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策因素、监督考核因素、经济因素、伦

理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４）分析次要
影响因素。在主要影响因素大方向下，分别列出次要影响因

素，以箭头指向相应大骨，此即称之为中骨。（５）进一步探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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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因素，以箭头指向中骨，称为小骨。（６）利用 ＪＭＰ１０统
计软件绘制鱼骨图。

#

　绘制鱼骨图
在对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综合分析后，经整理汇总，

绘制出鱼骨图。见图１。

图１　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的鱼骨图分析

$

　艾滋病预防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４１　人群因素

在艾滋病预防策略制定中，需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不同

人群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高度重视当前最突出、最有特点人群

的新动态，以此为依据及时更改或制定相应符合发展要求的预

防策略。当前性接触途径传播成为主要艾滋病传播方式，其中

又以男男性接触人群（ＭＳＭ）感染人数上升速度最快［５］。

Ｚｅｎｇ［６］认为我国高教育水平的ＭＳＭ人群的ＨＩＶ的感染率相对
较低，ＭＳＭ人群接受包皮环切术的意愿较好，同伴教育可降低
ＨＩＶ感染率。因而在对其进行宣传教育、健康咨询或生物医学
干预时需考虑其理解能力、需求、可接受能力、依从性、受益情

况及文化素养、收入、心理状态等。由于高危人群隐匿性大，干

预难度高，因而迫切需要特殊社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同伴教育，

密切联系以上特殊社会群体，以沟通高危人群心灵，抚慰其创

伤，为开展预防、干预工作提供便利。针对其他高危人群亦然，

需充分考虑人群因素，做到针对如女性、儿童、吸毒人员等不同

人群提出有针对性策略采取有特色措施［７－９］。目前国际上控制

艾滋病流行的成功经验除了干预以外，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也

尤为重要［１０］。制定面向广大人群的宣传策略时，应重视人群需

求，提高关注度和吸引力。对如何提高全体大众对艾滋病的重

视程度作为制定全人群艾滋病预防策略的核心问题加以思考。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学生、干部、务工人员、公安、农

民、城市居民等不同人群，需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宣传材料选择

的喜好不同，城市弱势人群如农民工，大多是处于性活跃期的

中青年，普遍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偏低，已成为艾滋病从

城镇向农村传播的“桥梁”［１１，１２］。针对其特殊地位，应加强宣传

教育、拓宽宣传途径，使更多人真正认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和

预防知识。宣传形式应多样而具有针对性和引导性，积极正面

宣传，普及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促进其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制定地方艾滋病预

防策略时，首先应该充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作到符合当地实

际情况，符合语言习惯，不与其宗教信仰相违背，更可发动人群

中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进行宣传或同伴教育，增强人群可接受

性。地方性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一定要有针对性和特色，不可

千篇一律。

４２　技术因素
软硬件设施的条件、先进干预手段的采用、宣传教育手段

的更新等是艾滋病预防策略的主要技术因素。软硬件条件一

般包括技术人员的配备、设备的先进水平、实验室条件、工作实

施条件等；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兼顾软硬件条件制定预防策略。

在制定科学技术干预策略需考虑其可行性、技术成熟度、成本

及推广收益，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其潜在的毒副作用、损害等不

利因素。在预防药物、耐药检测、快速诊断、社会伦理等方面应

加大科研力度。拓宽国内外交流合作，引进先进的艾滋病预防

理念、技术，同时注重传统医学及地方民族医药的特色优势，以

提高艾滋病防治水平。利用传统宣传途径时，注重技术创新，

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如手机 ＡＰＰ软件、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及
大宗网络宣传，校园中利用学生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普及

活动，如创新利用多媒体，开展社团活动，大学生同伴教育，组

织形式丰富文娱宣传，做到寓教于乐，有计划地将 ＡＩＤＳ防治知
识纳入教学课程中，最终形成一套固定有效的教育模式［１３］，注

重在校学习艾滋病预防教育同时也应关注流动青少年艾滋病

教育［１４］，流动青少年接受教育程度少、教养差、同时又处于青春

性发育期，易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危险程度偏高，因此需重

视流动社会青少年艾滋病预防。丰富宣传教育方法内容，针对

高危人群，不仅提供艾滋病知识的宣讲，对艾滋病感染过程、感

染症状、相关检测知识也需经行详细阐述。拓宽宣传覆盖面，

面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需加强艾滋病防治政策、知识培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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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广大人群，开展丰富详实的教育，提供社会保障。对于一般

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同时，积极贯彻和扩大如“三逢必检”（婚前

检、孕期检、住院检）等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手段，增强艾滋病

检出能力，做到治疗即预防。同时大力打击吸毒贩毒、卖淫嫖

娼等非法行为，坚决消除艾滋病滋生的土壤，从源头遏制艾滋

病的流行。

４３　政策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
单一的艾滋病预防策略已无法满足防治工作的进展，要求

部门间大力合作，加大人事制度管理，寻找法律规章支持，将政

策、制度与预防策略相糅合，并具体落实到实施中，形成综合性

防控措施。如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策略、“三位一

体”的工作模式等大宗性策略的制定，是目前艾滋病防治策略

制定的趋势。实施预防策略也应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做到

“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预

防策略应与现有卫生政策法规相兼容，目前已将艾滋病机会性

感染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障范围，同时增加了相应药品品种［１５］；

对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将艾滋病病人纳

入城乡居民低保，对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病人实施医疗救助等社

会保障。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时，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卫生政

策、保障制度，作到与之相辅相成。关注弱势群体如单阳配偶、

艾滋病患儿等的卫生需求。对社会因素的研究能更好的发掘

艾滋病流行的根源，为艾滋病预防提供理论依据［１６］。预防策略

的制定应符合社会大环境或对社会大环境起到一定向导作用。

例如及时纠正一般人群及医护人员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恐

惧心理及侮辱歧视［１７］；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宗教及民

族习惯等诸多原因，在单阳家庭中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也不容乐

观，制定这种特定环境下的普及安全套使用的宣传、干预策略，

可为改变不良大环境起到一定的指向作用。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组建和扩展社会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密切联系特殊社会群体、工作方式灵活等特点，使艾

滋病预防策略能更好在男男同性恋、暗娼、吸毒者等人群中

推广。

４４　监督考核因素
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时，就应当注意相应监督考核机制的

制定，而非在策略的施行当中再规范考核审查制度。提前制定

完善的监管制度，可在项目执行之初尽快步入正轨，在最短时

间内达到目的，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策略制定之初，需

要从监管力度、规范化管理、分清责任界定等方面为艾滋病预

防策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把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绩效考

核范围，形成问责制。对各项策略的实施积极落实，严格监察

并做好项目资金监管、督促、检查，注重预防效果评估并总结经

验，向外推广。

４５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在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制定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３年，中央财政防治专项经费已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０２亿元，上涨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６４亿元，上涨达１３２倍。但就资
源分配方面，仍需制定相应策略加以平衡，如抗病毒治疗覆盖

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关怀救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重视分配，

在经济支持上向弱势人群有所偏重，向科研项目、研发工作、体

制机制创新有所偏重。同时为鼓励艾滋病防治人员积极投身

于工作中，应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并提高工作人员保障水平，提

高工作软硬件条件，更新基础设施，制定预防策略应关注到成本

和累计收益的关系，收益／风险比等因素。在策略的制定阶段
应充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

４６　伦理因素
预防策略的制定需处理好伦理因素。如每位公民都依法

享有自主选择权，但在艾滋病预防工作中，政府干预和防控措

施的实施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在医疗卫生资源尚不足的情况

下，为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通常先满足最常规治疗手段，对

于艾滋病预防的新策略、新思路能否实现，医疗资源能否公正

分配仍有待检验［１８］；歧视被认为是阻碍艾滋病预防策略实施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实施一个新的预防策略意味着受试人群要面

临着“与众不同”，这也许会带来新的歧视。针对ＨＩＶ高危人群
的预防措施多以干预为主，而极少关注到高危人群及ＨＩＶ感染
者的心理因素而使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高发，我国应制定心理

发病率及其对高危人群及感染者的健康影响相关策略并纳入

艾滋病的常规保健中［１９］。如艾滋病暴露前用药使用等科学技

术在艾滋病预防方面的应用，亦可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如性

耻辱感的消除，高危人群的知情权、隐私权、生命安全权等方面

的伦理考量［２０］。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应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在

技术与伦理冲突时，需以伦理为先。

利用“鱼骨图”分析法，剖析艾滋病预防策略各个影响因

素，为艾滋病预防策略制定提供依据。制定艾滋病预防策略

时，需全面衡量各个影响因素，做到与政策相符、与人群相投、

有经济支撑、有科技支持、符合伦理、造福社会，以使艾滋病预

防工作更全面完整深入细致，为遏制并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
的蔓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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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尖锐湿疣患者皮损 ＨＰＶ基因型别的分析
宁海明１　吴绍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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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丽水地区男性尖锐湿疣（ＣＡ）患者皮损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基因分型情况。
方法：采用 ＨｙｂｒｉＭａｘ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系统对丽水地区１１０例男性ＣＡ患者的疣体组织样本进行ＨＰＶ
基因分型检测。结果：１１０例患者中１０７例ＨＰＶ检测阳性，ＨＰＶ感染率９７２７％，单一型感染７６例，多重感
染３１例，感染高峰年龄段集中在２１～４０岁。检测出 ＨＰＶ基因型１４种，常见高危型为 ＨＰＶ１６、５３、５２、３３、
ＣＰ８３０４、５８、５１、５１、６８、５９；常见低危型为 ＨＰＶ１１、６。结论：丽水地区男性 ＣＡ患者 ＨＰＶ感染以低危型为主，
高危型及多重感染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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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是皮肤性病门诊常见
的疾病，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引
起，其传染性强、复发率高，发病率已跃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的第

二位［１］。由ＨＰＶ感染导致的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宫颈癌，然而
男性 ＨＰＶ感染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除了引起男性外生殖
器和肛周疣的发生外，还可引起肛门癌、阴茎癌以及口腔癌。

肛门ＨＰＶ感染及肛门上皮内瘤变在男 －男同性恋者中非常常
见，并会增加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２，３］。现已发现 ＨＰＶ临床亚型
２００余种，且不同地区的尖锐湿疣患者感染 ＨＰＶ亚型也不
同［４］。因此，为了解本地区男性尖锐湿疣患者皮损ＨＰＶ感染亚
型及分布情况，我们运用ＰＣＲ－反向斑点杂交技术对１１０例男
性尖锐湿疣患者进行 ＨＰＶ感染的分型检测，为临床防治和流
行病学调查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参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指

南》中尖锐湿疣诊断标准，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
丽水市人民医院及丽水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门诊就诊且确诊

尖锐湿疣的丽水地区男性患者１１０例，年龄１６～６５岁，未接受
物理和药物治疗。

１２　标本采集
采用活检钳采集尖锐湿疣疣体组织约０３ｃｍ×０３ｃｍ×

０３ｃｍ，至１０％中性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并标识。
１３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ＤＫ－８Ｄ型３７℃电热恒温水槽，ＣＨ９０－２台式低速离心机，
ＤＫ－８Ｄ型 １００℃电热恒温水槽，ＰＴＣ－２００ＰＣＲ扩增仪，水浴摇
床，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基因

分型检测试剂盒 。

１４　ＨＰＶ检测方法
ＨＰＶＤＮＡ基因分型检测，采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本试剂盒采

用 ＤＮＡ反向斑点杂交技术，结合专业数码凝胶成像与分析系
统，通过 Ｐ值（积分光密度差值）判断中国人群中广泛分布的
１９种 ＨＰＶ基因型别，包括高危型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
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及 ＣＰ８３０４（中国人特有的高危亚
型），和低危亚型ＨＰＶ６、１１、４３型３种。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ＤＮＡ的基因型检测结果

本研究病例１１０例，标本采集部位为外生殖器和肛周，其中
外生殖器８１例，肛周２９例；ＨＰＶ检测阳性 １０７例，感染率为
９７２７％（１０７／１１０）。所有检测的１９种基因型中，检测出１４种，
未发现高危亚型中的１８、３１、３５、３９、５６型。见表１。
２２　ＨＰＶ多重感染情况

１１０例阳性样本中单一型感染 ７６例，单一感染率为
６９０９％，多重感染３１例，多重感染率为２８１８％。见表２。
２３　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年龄分布情况

ＨＰＶ阳性患者以２１～４０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其中２０
岁以下患者７例（６３６％），２１～４０岁患者６５例（５９０９％），４１
岁以上患者３８例（３４５４％）。见表３。

表１　１１０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皮损ＨＰＶ基因型别分布情况

ＨＰＶ基因型分类 阳性例数 检出率

ＨＰＶ６
ＨＰＶ１１
ＨＰＶ１６
ＨＰＶ５２
ＨＰＶ５８
ＨＰＶ５３
ＨＰＶ５１
ＨＰＶ６８
ＨＰＶＣＰ８３０４
ＨＰＶ５９
ＨＰＶ１９（４３）
ＨＰＶ１８
ＨＰＶ３９
ＨＰＶ６６
ＨＰＶ３３
ＨＰＶ３５
ＨＰＶ４５
ＨＰＶ５６
ＨＰＶ３１
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３、３１、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
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ＣＰ８３０４
低危型

ＨＰＶ６、１１、１９（４３）

５１
４３
１１
５
３
９
３
３
４
３
６
０
０
１
５
０
１
０
０

４８

１００

４６３６
３９０９
１０００
４５６
２７３
８１８
２７３
２７３
３６４
２７３
５４５
０
０

０９１
４５６
０

０９１
０
０

４３６４

９０９１

　　注：由于存在多重感染１名患者可多次计数

表２　ＨＰＶ多重感染情况

感染类型 　　阳性例数 　　检出率

单一感染

二重感染

三重感染

四重感染

五重感染

六重感染

７６
２５
４
２
０
０

６９０９
２２７３
３６４
１８２
０
０

表３　不同年龄段ＨＰＶ感染构成比

年龄（岁 ＨＰＶ阳性（ｎ） 构成比（％）

≤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１

７
２８
３７
１７
１３
８

６３６
２５４５
３３６４
１５４５
１１８２
７２７

合计 １００

#

　讨论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基

因分型检测试剂盒采用反向斑点杂交技术，结合专业数码凝胶

成像与分析系统，通过 Ｐ值（积分光密度差值）判断中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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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泛分布的１９种 ＨＰＶ基因型别，具有灵敏、特异等特点［５］。

经过对本地区１１０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进行１９种 ＨＰＶ基因分
型的检测，有以下发现：（１）本地区１１０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皮
损中ＨＰＶ阳性人数１０７例，检出率为９７２７％，所有检测的１９
种基因型中，共检测出１４种 ，未发现高危亚型中的１８、３１、３５、
３９、５６型，裴立红等［６］之前报道的检测结果仅检测到５种基因
型别，因而本研究结果更能反映本地区男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
基因的多样性。基因型以低危型为主，低危型感染率为

９０９１％，以 ＨＰＶ６、１１为主，这与目前国内外报道结果一
致［７－９］。（２）高危型感染率高、亚型广、多重感染比例较高，高
危型感染率为４３６４％，多重感染比例为２８１８％，研究表明高
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１０］。同时，据有关报道，

单一型ＨＰＶ感染可使女性患宫颈癌的风险增加１９９倍，ＨＰＶ
多重混合感染可使宫颈癌的发病风险增加３１８倍［１１］，而男性

在女性ＨＰＶ感染过程中起到了病毒传播的“载体”作用［１２－１５］。

所以，王文格等［１６］建议男性患者，无论高危、低危型，均建议让

其配偶或性伴做宫颈 ＨＰＶ分型检测并查有无宫颈病变，因其
部位较隐蔽，发病不易被发现，为防止以后的反复交叉感染，

应以及早发现，早防早治为佳 。（３）感染人群年龄跨度大，高峰
延长现象。尖锐湿疣患者年龄从１６～６５岁，跨度大，提示感染
人群广泛；感染高峰年龄为２１～４０岁，提示本地区尖锐湿疣 患
者ＨＰＶ感染以青壮年为主，可能因为此人群为性活跃人群，同
时存在多个性伴侣有关。因此，对性活跃年龄段患者进行全面

性病检查及健康教育，对控制性病传播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未对１６岁以下及６５岁以上患者进行检测，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综上所述，本地区男性尖锐湿

疣患者ＨＰＶ感染具有以低危型为主、高危型及多重感染率高的
特点，须在临床工作中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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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环素与阿奇霉素治疗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比较
研究
刘慧　刘雄彪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外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与阿奇霉素治疗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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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１７２例在我院就诊的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８６例，观察组给予盐酸多
西环素肠溶胶囊口服，对照组给予阿奇霉素分散片口服，两组疗程均为２周。比较两组患者治愈率及总有效
率、病原体清除率及药物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痊愈率（６８６０％）、总有效率（８９５３％）、病原体清除率
（８１８２％）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１１６３％）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能够有
效清除病原体，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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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淋菌性尿道炎（ｎｏｎ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ａｌ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ＮＧＵ）是一种临
床常见的性疾病，主要经性接触传播，其中沙眼衣原体及解脲

支原体是引起该病的主要病原体，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呈上升趋

势［１］。大环内酯类及四环素类药物都是临床常用的治疗该病

的药物，但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耐药性增加，加之本病缺乏

规范治疗的统一标准，使得治疗效果大受影响［２，３］。本研究对

国产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与阿奇霉素治疗 ＮＧＵ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进行对比，旨在探讨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方

案。现将研究方法及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７２例，均为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时间段内在
我院就诊的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患者，所有患者均有婚外性生活

史或配偶有非淋球菌感染病史，就诊时均以尿频、尿痛、尿灼热

感、尿道瘙痒及尿道分泌物增多为主诉，结合实验室病原体检

测，均符合非淋球菌性尿道炎诊断标准［４］。按照就诊顺序随机

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８６例，观察组：男５１例，女３５例；年龄
１９～５８岁，平均（３７９±１０８）岁；感染病原体种类：沙眼衣原体
感染３９例，解脲支原体感染３４例，双重感染１３例。对照组：男
４９例，女３７例。年龄２０～５６岁，平均（３６８±９７）岁。感染病
原体种类：沙眼衣原体感染３７例，解脲支原体感染３５例，双重
感染１４例。筛除下列标准：（１）病原体为淋球菌感染者；（２）孕
妇及哺乳期妇女；（３）肝肾功能异常者；（４）既往对四环素及大
环内酯类药物过敏者；（５）治疗前２周内应用其他抗生素者。
沙眼衣原体感染、解脲支原体感染、双重感染药敏试验均对国

产多西环素与阿奇霉素敏感。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原菌各

类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观察组给予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商品名：永喜，永信药

业工业昆山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６２７，０１ｇ／粒）口
服，０１ｇ／次，１次／ｄ，首日口服剂量加倍，即 ０１ｇ／次，２次／ｄ，
饭后服用；对照组给予阿奇霉素分散片（商品名：派奇，西安利

君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４２５５，０２５／片）口服，１
次／ｄ，０５ｇ／次，餐后２ｈ服用，首次口服剂量加倍。两组疗程均
为２周。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严禁饮酒及进食辛辣刺激性
食物。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期间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变化及药物

不良反应情况，治疗前及停药１周后检测病原体感染情况，男性
于尿道口内２～４ｃｍ处取分泌物进行检测，女性于宫颈内２～
４ｃｍ处取分泌物检测，沙眼衣原体检测采用胶体金法，解脲支原
体采用４８ｈ支原体培养法，均同时做药敏试验。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周海燕等［５］文献资料撰写疗效评判标准：（１）痊愈：症
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病原体检测为阴性；（２）显效：症状及体征
明显缓解，病原体检测为阴性；（３）好转：症状及体征有所缓解，
病原体检测为阳性；（４）无效：症状及体征无缓解甚至加重，病
原体检测仍为阳性。（痊愈例数 ＋显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ｌ６０对观察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ｎ
（％）］表示，行χ２检验，检验标准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观察组痊愈 ５９例，显效 １８例，好转 ６例，痊愈率
（６８６０％）、总有效率（８９５３％）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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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８６ ５９（６８６０） １８（２０９３） ６（６９８） ３（３４９） ７７（８９５３）

对照组 ８６ ４４（５１１６） １８（２０９３） １５（１７４４） ９（１０４７） ６２（７２０９）

χ２ ５４４５ ８４３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病原体清除率
观察组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等病原体清除率

（８１８２％）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病原体清除情况比较

组别
治疗前

病原体株数 沙眼衣原体 解脲支原体

治疗后

病原体株数 沙眼衣原体 解脲支原体

病原体

清除率

观察组 ９９ ５２ ４７ １８ ４ １４ ８１（８１８２）

对照组 １００ ５１ ４９ ３２ １２ ２０ ６８（６８００）

χ２ ５０４９

Ｐ ＜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观察组有１０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其中５例胃肠道反应者

各合并１种其他不良反应；对照组有２２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
其中４例患者胃肠道反应合并１种其他反应。两组患者中胃肠

道反应较重者均给予胃黏膜保护剂对症治疗，症状逐渐缓解，

其余不良反应停药后均自行消失；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肾功能

均无异常改变。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１６３％）明显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组别 例数 头痛 胃肠道反应 皮疹 腹痛、腹泻 静脉刺激症 光敏性皮炎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８６ １（１１６） ８（９３０） ０ ２（２３３） ３（３４９） １（１１６） １０（１１６３）

对照组 ８６ ２（２３３） １７（１９７７） １（１１６） ３（３４９） ３（３４９） ０ ２２（２５５８）

χ２ ５５２８

Ｐ ＜００５

#

　讨论
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是临床常见的性接触传染性疾病，是指

除淋球菌之外的衣原体及支原体引起的尿路感染，导致高达

８０％的患者系沙眼衣原体及解脲支原体感染所致［６］。两种病

原体均属于无细胞壁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结构介于细菌与病

毒之间，故通过抑制细胞壁合成达到抗菌目的的抗生素均无

效［７］，因此使得临床治疗该病在用药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阿奇霉素属于第二代半人工合成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通过

与细菌核糖核蛋白体的５０Ｓ亚基相结合从而抑制细菌蛋白质的
合成而发挥抗菌作用［８］，阿奇霉素具有良好的组织渗透性，可

使组织及细胞内具有较高的药物浓度，无论对支原体还是衣原

体均具有较强的抗菌效果，且半衰期较长，一天只需用药 １
次［９，１０］，因此以往治疗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曾以阿奇霉素为首选

药物。但随着阿奇霉素在临床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耐药性增

加，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已不宜再作为首选治疗药物［１１］。多西

环素属于长效类半合成四环素族抗菌药物，具有广谱抗菌活

性，对支原体及衣原体高度敏感，通过与细菌核糖体３０ｓ哑基特

异性地结合，从而阻止肽链增长及干扰细菌蛋白质的合成，达到

杀灭衣原体及支原体的目的［１２］。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多西环素及阿奇霉素的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进行了比较，何江等应用多西环素治疗非淋菌性尿道

炎６７例，结果发现，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优于阿奇霉素组，不良
反应接近；而黄俊青［１３］应用阿奇霉素治疗１８１例非淋球菌性尿
道炎患者，应用盐酸多西环素治疗１７８例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患
者，结果表明，阿奇霉素组有效率明显优于多西环素组，不良反

应低于多西环素组。本研究结果表明，国产多西环素在临床疗

效、病原体清除率方面优于阿奇霉素，但不良反应明显低于阿

奇霉素，与上述报道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考虑与下列因素

有关：（１）何江及黄俊青等学者应用的多西环素制剂为片剂，对
胃肠道刺激性较大，因而不良反应与阿奇霉素接近或高于阿奇

霉素，而本研究采用的是多西环素肠溶胶囊，有效减轻了胃肠

道反应，故多西环素组不良反应低于阿奇霉素组；（２）不同研究
中所研究对象既往用药史与个体耐药性存在差异，因而对药物

敏感性亦不相同［１４］，造成不同研究临床疗效结果不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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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治疗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时，如有条件应首先进行药

物敏感试验，以便为合理选择有效、敏感的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依据［１５］。

本文研究表明，国产多西环素治疗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无

论是临床疗效、病原体清除率、不良反应等均有一定的比较优

势，但由于本文样本数相对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度

分析，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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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７

ＣＤ１４＋单核细胞 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在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冯广红１　 陆玲娜１　石年２△

１湖北省大冶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１００
２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１

【摘　要】　目的：研究ＣＤ１４＋单核细胞 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ＬＲｓ）表达在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疾病中的表现。
方法：本组抽取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收治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３５例作为观察组，取同
期入院体检正常的３０例作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 ＴＬＲｓ受体表达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外周血单核
细胞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分别为（３８８４±２３１９）、（９４２６±４６３）、（９６９３±４３９），对照组患者的外周血单核
细胞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分别为（１９７３±８６８）、（１０１６８±５１７）、（９７０６±４２２），其中观察组的ＴＬＲ４、ＴＬＲ８
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ＴＬＲ９无明显差异，
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复发次数≥６次／年与复发次数 ＜６次／年患者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外周
血单核细胞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之间无显著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发病期间，单核细胞ＴＬＲ４、ＴＬＲ８的增强能够提高免疫细胞抗病毒作用。

【关键词】　生殖器疱疹；Ｔｏｌｌ样受体；ＣＤ１４＋单核细胞；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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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认为单纯疱疹病毒是诱发生殖器疱疹（ｇｅｎｉｔｅｌｈｅｒ
ｐｅｓ，ＧＨ）的主要因素之一［１］。然而，随着临床对生殖器疱疹的

深入研究，发现机体免疫因素与生殖器疱疹的复发率存在一定

的关系［２，３］。本文对医院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收治
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病历资料作回顾性分析，相关资料整

理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抽取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收治的复发
性生殖器疱疹患者３５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５
例，年龄为２０岁至５６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９５±２５６）岁；病程为
６个月至４年，平均时间为（２６２±０３７）年。本组 ３５例患者
中，由于生殖器疱疹复发的频率是每年５～８次，按照每年平均
６次计，１９例复发次数≥６次／年，１６例复发次数 ＜６次／年。取
同期入院体检无生殖器疱疹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８
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为 ２３岁至 ５７岁，平均年龄为（３９５１±
２８４）岁。
１２　一般方法

检查疱疹病毒抗体需空腹，两组患者中已经进食早餐者于

入院后第二日行静脉采血，血液采集标本为２ｍＬ，分别将其置入
５支抗凝试管中，并于抗凝试管中加入 １０μＬ全血以及
２０μＬＣＤ１４单抗、ＴＬＲｓ单抗，对照管加入２０μＬＬＣＤ１４单抗以及
对应ｌｇ／Ｇ１。将５支抗凝试管置于为４℃低温下保存，３０ｍｉｎ后
取２ｍＬ溶血素置入，于室温下放置 ５ｍｉｎ后行血清分离。取
２ｍＬＰＢＳ洗液置入试管中，摇晃均匀，行２次离心处理，并于血
清中滴入 ０５ｍＬ固定液，利用行流式细胞仪检测 ＴＬＲｓ表达
情况［４，５］。

１３　临床观察指标
（１）记录两组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情况；

（２）分析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发病频率不同与外周血单核细
胞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变化之间的关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分析文中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平

均数±标准差，并行ｔ检验，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外周血单核细胞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

观察组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分别为
（３８８４±２３１９）、（９４２６±４６３）、（９６９３±４３９）；对照组患者
的外周血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分别为（１９７３±８６８）、
（１０１６８±５１７）、（９７０６±４２２），其中观察组的ＴＬＲ４、ＴＬＲ８与
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 ＴＬＲ９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外周血单核细胞变化对疾病复发率的的影响

复发次数≥６次／年与复发次数 ＜６次／年患者的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ＴＬＲ８、ＴＬＲ９之间无显著
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分析

组别 例数 ＴＬＲ４ ＴＬＲ８ ＴＬＲ９

复发次数≥６次／年 １９ ３８９４±３２０６９７５６±５２６９８３３±１８６

复发次数＜６次／年 １６ ３６９８±３３５８９５６８±５５９９７８５±２０６

ｔ － ０２４ １４０ ０９９

Ｐ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

　讨论
生殖器疱疹（ＧＨ），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复发率高、难

根治的特点，患者发病期间往往会伴随出现多种不适症状，直

接影响着患者的预后生存质量［６，７］。部分研究证实［８］，若患者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仅其因 ＧＨ感染导致 ＨＩＶ传染风险
将增加，潜伏在骶神经节内的单纯疱疹病毒还可能于患者内分

泌紊乱或外界压力增加时被重新激活，不利于患者身心的健康

发展。目前，外周血单核细胞对分体免疫及时的影响也已得到

证实。

本组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明显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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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单核细胞 ＴＬＲ８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然而，患者每年复发频率不同，其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ＴＬＲ８、
ＴＬＲ９无显著变化，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水平高于对照组说明临床诊断及治疗时可将 ＴＬＲ４作为
检验单穿疱疹病毒的识别受体，以其特殊的信号传导通路扩大

非特异性防预作用［９］，起到诱导特异性免疫、加快病毒清理速

度的目的［１０］。付金玲等［１１，１２］指出，单核细胞ＴＬＲ４与单纯疱病
毒感染存在直接关系，本研究结果与其相符。此外，单核细胞

ＴＬＲ４还能够作用于人体内的趋化因子［１３］，达到降低炎性细胞

活性的目的。而单核细胞 ＴＬＲ８具有调节免疫信号的作用，当
该细胞数量减少时，对免疫细胞的调节也会随之降低，是导致

生殖器疱疹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人体单核细胞 ＴＯＬＬ受体与机体免疫情况存在
一定的关系，可通过激活 ＴＬＲ４、ＴＬＲ８提高细胞的免疫作用，达
到抗病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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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柏湿毒清对解脲支原体感染小鼠白三烯 Ｃ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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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旨在观察苍柏湿毒清对解脲支原体感染 ＢＡＬＢ／ｃ小鼠白三烯 Ｃ４（ＬＴＣ４）的影响。
方法：采用小鼠皮下注射苯甲酸雌二醇预处理法，将解脲支原体接种于小鼠阴道，给予不同剂量苍柏湿毒

清、苍柏湿毒清拆方灌胃干预，采用ＥＬＡＳＡ法检测小鼠阴道黏膜ＬＴＣ４水平。结果：感染解脲支原体后小鼠
ＬＴＣ４水平升高，但与空白组小鼠差异不大（Ｐ＞００５）。结论：苍柏湿毒清可能不是通过调节ＬＴＣ４水平而治
疗阴道感染解脲支原体引起的疾病。

【关键词】　解脲支原体；苍柏湿毒清；白三烯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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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是引起人类非淋病性尿道炎（ＮＧＵ）、睾丸炎、附睾
炎、宫颈炎、盆腔炎、不孕不育等疾病的主要病原菌之一［１，２］。

近年来，由支原体引起的泌尿生殖道感染有逐渐增多的趋

势［３，４］，其中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５］，解脲支原体（Ｕｕ）感
染率高于人型支原体（Ｍｈ）感染率。解脲支原体分为１４个血清
型［６］，研究发现其中血清１型、血清３型、血清４型、血清８型可
能和生殖道炎症关系密切［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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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Ｃ４的影响。
!

　实验材料
１１　实验动物

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７周龄，体重（１８±２ｇ），清洁级，购于北
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心动物实
验室。

１２　实验菌株
解脲支原体血清４型（ＡＴＣＣ２７８１６），购自ＡＴＣＣ（美国模式

培养物集存库）。复苏并传代至第三代时配制成 １０５ＣＣＵ／ｍＬ
的浓度备用。

１３　试剂及仪器
解脲支原体液体培养基［粤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１２第

２４００２１２号］，购于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苯甲酸雌二醇（国
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５２９），购于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小鼠白
三烯Ｃ４（ＬＴＣ４）试剂盒，规格：９６Ｔ，美国Ｒ＆Ｄ公司。精密试纸，
购自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生化培养箱，购自重庆四达实

验仪器厂。切片机 ＲＭ２０１６，购自德国徕卡。酶标仪 ＭＵＬＴＩ
ＳＫＡＮＭＫ３，购自Ｔｈｅｒｍｏ。
１４　药物组成

１．４．１　中药组成　苍柏湿毒清，草药购自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草药房，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制剂室制备成浓

缩药液。

苍柏湿毒清组药物由炒苍术、黄柏、生薏苡仁、生黄芪、苦

参、茯苓、白扁豆、白头翁、马齿苋、马鞭草、丹参等组成。

活血利湿组由丹参、败酱草、虎杖等药物组成。

清热解毒组由黄柏、土茯苓、白头翁、马齿苋、白花蛇舌草

等药物组成。

健脾利湿组由苍术、生薏苡仁、黄芪、茯苓等药物组成。

Ａ组、Ｄ组、Ｈ组、Ｉ组、Ｊ组、Ｋ组；ａ组、ｄ组、ｈ组、ｉ组、ｊ组、
ｋ组用药量按成人６倍计算。Ｂ组、Ｅ组；ｂ组、ｅ组用药量按成
人１２倍计算。
１．４２　生理盐水　０９％氯化钠注射液（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１１９０），购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减小因灌胃产生的影响，设立不同剂量生理盐水灌胃

组。即：ｃ１、ｃ２、ｆ１、ｆ２组每次灌入生理盐水量分别等同于ａ、ｂ、ｄ、
ｅ组每次灌入中药剂量。
"

　实验方法
２．１　实验一

２．１．１　第一批
２．１．１．１　动物分组　将７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按随机数字表

随机分为 Ａ组（低剂量中药预防组）、Ｂ组（高剂量中药预防
组）、Ｃ组（预防模型组）、Ｄ组（低剂量中药治疗组）、Ｅ组（高剂
量中药治疗组）、Ｆ组（治疗模型组）、Ｇ组（空白组），每组
１０只。

２．１．１．２　操作　予Ａ组、Ｂ组小鼠中药灌胃，２次／ｄ，灌胃
间隔６ｈ，连续７ｄ；Ｃ组不进行药物干预。７ｄ后对 Ａ组、Ｂ组、Ｃ
组建立模型。模型建立选用采用雌二醇预处理法［８］。

对Ｄ组、Ｅ组、Ｆ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建立模型［８］，造模完成后

予Ｄ组、Ｅ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中药灌胃，２次／ｄ，灌胃间隔 ６ｈ，连
续７ｄ。

Ｇ组只给予清洁级饲料喂养，不参造模及药物干预。
２．１．２　第二批
２．１．２．１　动物分组　将 ＢＡＬＢ／ｃ小鼠应用 ＣＤＡＳ２０软件

包随机分组。ａ组（低剂量中药预防组），１２只；ｂ组（高剂量中
药预防组），１２只；ｃ１组（低剂量预防模型组），１０只；ｃ２组（高
剂量预防模型组），１０只；ｄ组（低剂量中药治疗组），１２只；ｅ组
（高剂量中药治疗组），１２只；ｆ１组（低剂量治疗模型组），１０只；
ｆ２组（高剂量治疗模型组），１０只；ｇ组（空白组），１０只。
２．１．２．２　操作　予ａ组、ｂ组、ｃ１组、ｃ２组小鼠药物灌胃，２

次／ｄ，灌胃间隔６ｈ，连续７ｄ。７ｄ后对 ａ组、ｂ组、ｃ１组、ｃ２组建
立模型［８］。

对ｄ组、ｅ组、ｆ１组、ｆ２组 ＢＡＬＢ／ｃ小鼠建立模型［８］，造模完

成后予ｄ组、ｅ组、ｆ１组、ｆ２组ＢＡＬＢ／ｃ小鼠中药灌胃，２次／ｄ，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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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间隔６ｈ，连续７ｄ。
ｇ组只给予清洁级饲料喂养。

２．２　实验二
２．２．１　动物分组　首先为６０只 ＢＡＬＢ／ｃ按随机数字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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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组予清洁级饲料喂养，不进行任何干预。
２．２．２　操作步骤　对 Ｈ组、Ｉ组、Ｊ组、Ｋ组、Ｌ组 ＢＡＬＢ／ｃ

小鼠建立模型，造模成功后予 Ｈ组、Ｉ组、Ｊ组、Ｋ组中药灌胃２
次／ｄ，连续７ｄ。Ｈ组予全方组中药灌胃；Ｉ组予活血利湿组中药
灌胃；Ｊ组予清热解毒组中药灌胃；Ｋ组予健脾利湿组中药
灌胃。

２．３　样品检测
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对小鼠阴道黏膜进行 ＬＴＣ４的定量检测。实

验结束２ｄ后，对小鼠进行阴道黏膜ＬＴＣ４检测。小鼠采用脱颈
法处死后，用解剖刀和剪，解剖得到完整的阴道组织，取内侧黏

膜组织，按照离心、稀释、加样、配液、洗涤、终止、测定、计算等

步骤，得出单位蛋白浓度中所含ＬＴＣ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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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一

３．１．１　第一批
对各组数据进行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正态性检验，绘制阴道黏膜

ＬＴＣ４值的标准Ｑ－Ｑ图时发现Ｃ－７、Ｆ－１、Ｆ－５、Ｇ－３值严重
偏离曲线，故剔除。Ａ组、Ｂ组、Ｃ组、Ｄ组、Ｅ组、Ｆ组、Ｇ组的 Ｐ
值分别是０８４５、０１００、０７１６、００７７、０５４９、０３３４、００７９，均服
从正态分布。

各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Ｌｅｖｅｎｅ统计量为３１５６，Ｐ为
００１１，认为７组方差不齐。

采用Ｔａｍｈａｎｅ检验法，Ｅ组、Ｆ组、Ｇ组、Ｈ组、Ｉ组、Ｊ组、Ｋ
组组间两两比较，Ｐ值均＞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第一批各组阴道黏膜ＬＴＣ４均值

组别 均值±标准差（ｎｇ／Ｌ）

Ａ组 １９４５７１±６４１６４

Ｂ组 １５４２４３±６６２６５

Ｃ组 ３１６６２２±１４７１８３

Ｄ组 ２８８５４４±１１３４８０

Ｅ组 ２４４８７１±５１４８７

Ｆ组 ３１８８５０±１７８５８３

Ｇ组 １６２１６７±７１７７２

３．１．２　第二批
对各组数据进行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正态性检验，绘制 ＢＡＬＢ／ｃ

小鼠阴道黏膜ＬＴＣ４值的标准Ｑ－Ｑ图时发现ｆ２组ｆ２－１１值为
１２２１６７严重偏离曲线，故剔除。ａ组、ｂ组、ｃ１组、ｃ２组、ｄ组、ｅ
组、ｆ１组、ｆ２组、ｇ组的 Ｐ值分别是０９２０、０２５５、０９１０、０１６９、

０５７４、０７８１、０１８１、０１８５、００８０，均服从正态分布。
各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Ｌｅｖｅｎｅ统计量为３４４７，Ｐ为

０００２，认为九组方差不齐。采用Ｔａｍｈａｎｅ检验法，ａ组、ｂ组、ｃ１
组、ｃ２组、ｄ组、ｅ组、ｆ１组、ｆ２组、ｇ组，组间两两比较，Ｐ值均 ＞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第二批各组阴道黏膜ＬＴＣ４均值

组别 均值±标准差（ｎｇ／Ｌ）

ａ组 ７３６３５±３２４７０

ｂ组 ７７２９６±３１８９０

ｃ１组 ９５５２８±３８６５９

ｃ２组 ８４５６０±２５０７７

ｄ组 ７２１５７±９８５６

ｅ组 ７７２７１±１８０７５

ｆ１组 １０３３８３±４５１８８

ｆ２组 ８９５４１±２３９４９

ｇ组 ６７８０２±１１５０４

３．２　实验二
各组数据进行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正态性检验，Ｈ组、Ｉ组、Ｊ组、

Ｋ组、Ｌ组、Ｍ组的 Ｐ值分别是 ０２５７、０１０９、０２３１、０７３７、
０６２７、０１４４，均服从正态分布。

各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Ｌｅｖｅｎｅ统计量为２９０８，Ｐ为
００２３，认为６组方差不齐。

采用Ｔａｍｈａｎｅ检验法，Ｌ组与Ｍ组组间比较Ｐ值为００３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余各组组间两两比较，Ｐ值均＞００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实验二各组阴道黏膜ＬＴＣ４均值

组别 均值±标准差（ｎｇ／Ｌ）

Ｈ组 ２１４１５２±８１７４３

Ｉ组 １８１０４５±１０３６０５

Ｊ组 １５８６２２±１１６９６２

Ｋ组 ２０１６４１±５６１１２

Ｌ组 ２２５３２５±２５２０９

Ｍ组 １６０４８３±３９７８８

$

　实验结论
感染解脲支原体后，模型组 ＬＴＣ４值虽高于空白组 ＬＴＣ４

值，但苍柏湿毒清干预组、治疗组，及其拆方后的活血利湿组、

清热解毒组、健脾利湿组与模型组、空白组有差异，但差异不显

著。提示：苍柏湿毒清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引起的疾病可能不

是通过调控ＬＴＣ４水平达到的。
%

　讨论
Ｕｕ是引起女性阴道炎、宫颈炎主要病原体之一，临床表现

为白带增多、阴道及外阴刺激瘙痒，时有尿急、尿频、排尿困难。

妇科检查可见宫颈充血、水肿，触之易出血，宫颈口可见黏液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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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泌物［１］。Ｕｕ感染所致的泌尿生殖道感染在中医古籍中虽
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其所致疾病的症状，将女性生殖道 Ｕｕ
感染归属于中医的“带下病”、“阴痒”、“淋证”等范畴。带下一

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骨空论篇第六十》，“任脉为病，男

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９］。《女科证治约旨》中对带下病

的描述为：“若外感六淫，……不能约束诸脉经，于是阴中有物，

淋漓下降，绵绵不断，即所谓带下也”。阴痒病名首载于东晋·

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其中不仅提出阴痒的表现，同时认

为阴痒是由虫邪引起的，“若苦痒搔之，痛闷。取猪肝炙热，纳

阴中，当有虫着肝”［１０］。淋证始载于《黄帝内经》，汉·张仲景

在《金匮要略》中对淋证进行了描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

小腹弦急，痛引脐中”［１１］。

中医认为引起带下病的主要病因是湿邪，如《傅青主女科》

说：“夫带下俱是湿症”［１２］。引起阴痒的主要病因是虫邪，如

《诸病源候论》中记载：“妇人阴痒，是虫蚀所为”［１３］。《诸病源

候论》将淋证分为气、热、石、膏、劳五淋，根据临床表现，应归为

热淋。故解脲支原体引起的泌尿生殖道感染为湿、热、虫邪由

外侵袭人体，湿热日久损伤脾气，致湿热下注，脾气亏虚，治当

清热解毒，益气健脾。久病入络，当以活血。苍柏湿毒清治疗

脾虚湿毒型解脲支原体性尿道（宫颈）炎的疗效显著，其具有抑

制Ｕｕ生长、繁殖；改善阴道理化环境；消除尿道、宫颈炎症，缓
解临床症状等多种作用，解除了不少患者的痛苦［１４］。全方以苍

术、黄柏为君药，达到清热解毒，燥湿的目的；以生黄芪、生苡

仁、茯苓等为臣药，益气健脾，帮助君药提高正气，以驱邪外出；

以苦参、白花蛇舌草等为佐药，燥湿杀虫，佐以君药达到杀虫止

痒之功；丹参为使药，可活血通络，驱除络脉中的瘀血。本方攻

补兼施，扶正祛邪，标本兼顾。

白三烯（ＬＴｓ）来源于白细胞，是一种重要的前炎症介质，参
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细胞膜、核膜的脂质双分子层在磷

脂酶Ａ２作用下产生花生四烯酸（ＡＡ）。ＡＡ经５－酯氧酶代谢
合成为白三烯Ａ４（ＬＴＡ４），在白三烯Ａ４水解酶、白三烯Ｃ４合成
酶等酶的作用下分别转化为白三烯 Ｂ４（ＬＴＢ４）、白三烯 Ｃ４
（ＬＴＣ４）、白三烯 Ｄ４（ＬＴＤ４）和白三烯 Ｅ４（ＬＴＥ４）。其中 ＬＴＣ４、
ＬＴＤ４和ＬＴＥ４化学结构均含有一个硫醚连接的肽，故统称为半
胱氨酰白三烯（ＣｙｓＬＴｓ）［１５］。ＬＴｓ参与哮喘发病的多个环节，它
可以促进炎症细胞聚集，引起气道平滑肌收缩，气管通透性增

加，促进粘膜分泌渗出；它还可以引起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重

塑［１６］。ＬＴＣ４是由β１和β２整合素与内皮细胞表面结合刺激嗜
酸性粒细胞分泌的。ＬＴＣ４可快速增加内皮细胞中 Ｃａ２＋浓度，
相同于组胺和缓激肽的１００倍［１７］；还可促进培养的人黑素细胞

进行有丝分裂［１８］。经研究发现 ＬＴＣ４参与多种疾病的过程，如
患有哮喘、湿疹、特应性皮炎、慢阻肺等疾病的患者外周血中的

ＬＴＣ４均高于正常人［１７，１９－２１］。本实验对 ＢＡＬＢ／ｃ小鼠进行解脲
支原体模型建立，建立成功后模型组白三烯 Ｃ４水平高于空白
组；应用中药苍柏湿毒清干预、治疗，与模型组、空白组均差异

不大。可以得出结论：ＬＴＣ４在 Ｕｕ引起的阴道炎、宫颈炎等炎
症过程可能未发挥明显作用；苍柏湿毒清可能不是通过调节

ＬＴＣ４水平而治疗Ｕｕ引起的泌尿生殖道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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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应用左卡尼汀联合黄精赞育胶囊治疗雷达作业人员少弱精症的临床疗
效。方法：选取６０名服役２年以上的雷达作业官兵，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治疗组采用
左卡尼汀联合黄精赞育胶囊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黄精赞育胶囊治疗。分别对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的精
液参数进行分析。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６７％，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６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精子密度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是精子活力治疗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左卡尼汀联合黄精赞育胶囊治疗雷达作业人员少
弱精症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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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雷达技术已被应用到军事、航
空、通信、工农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

应用更加广泛。研究人员发现它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会对人体

的多个系统产生影响［１，２］。生殖系统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更

加容易受到微波辐射的影响。有研究证实雷达微波辐射可以

导致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动能力的下降［３］。本文旨在探讨应用

左卡尼汀联合黄精赞育胶囊治疗雷达作业人员少弱精症的疗

效，为临床合理有效的用药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在空军总医院生殖男科门
诊就诊或婚前检查的雷达作业官兵６０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６０名雷达官兵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０例，两组人
员在一般人口统计学、从事雷达作业时间等资料方面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２４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８３　　　·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２４岁。（２）服役时间≥２年。（３）诊断标准根据

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
册》［４］制定标准：少精症：精子密度＜２０×１０６／ｍＬ；弱精症：射精
后６０ｍｉｎ内，ａ级精子＜２５％和／或ａ＋ｂ级精子＜５０％。少精弱
精症：精子的密度和活力均低于正常的参考值。（４）近３个月
内未服用其它药物治疗者。

１３　排除标准
（１）生殖系统发育异常者。（２）有生殖系统感染、精索静脉

曲张、精道梗阻、逆行射精或不射精等疾病者。（３）有吸烟、酗
酒、熬夜等不良习惯者。（４）依从性差者。
１４　标本的采集及检测

所有人员分别在服用药物前和服用药物治疗３个月后采集
精液进行分析。采集精液标本前禁欲３～７ｄ，在取精室采用手
淫法，收集１次排精的全部精液于清洁、干燥的收集器皿中，标
明采集的时间，放置在３７℃培养箱内，待其完全液化后采用北
京伟力公司生产的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型彩色精子质量检测系统检测
精子密度、精子活动力。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纯口服黄精赞育胶囊（上海新亚药业生产）４粒／

次，３次／ｄ。治疗组：口服左卡尼汀口服液（东北制药总厂生产）
１０ｇ／次，２次／ｄ，黄精赞育胶囊４粒／次，３次／ｄ。两组均以３个
月为１个疗程。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
检验手册》［４］。治愈：精子密度＞２０×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 ａ级精
子＞２５％和／或ａ＋ｂ级精子＞５０％。有效：精子密度、精子活力
较治疗前有提高但是尚未达到治愈标准。无效：精子密度、精

子活力较治疗前无提高或者有所降低。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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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疗结果
２１　治疗组和对照组人员年龄和服役时间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年） 服役时间（年）

治疗组 ３０ ３０９３±４１４ １２９３±４１４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３３±４５１ １３３３±４４７

２２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左卡尼

汀联合黄精赞育胶囊治疗雷达官兵的少弱精症有很好的疗效。

见表２。

表２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疗效比较

组 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２０ ６ ４ ８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１１ ７ １２ ６０

　　注：表示Ｐ＜００５，总有效率为治愈和有效人数之和占每组总人数
的百分比

２３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精子密度、精子活力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组治疗后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精子密度没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但是精子活力治疗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Ｎ
精子密度

（×１０９／ｍＬ）

精子活力

ａ级（％） ａ＋ｂ级（％）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１２４±３９０ １０００±１８０ ２４６５±４５５

治疗后 １３３±１００４ ２３５６±６０８△ ４９６０±９４１△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１２９±４１７ １１８９±２２０ ２６４９±３２０

治疗后 １２９±１０６０ １９２９±６２４ ４０７０±５４０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微波是一种频率为３００ＭＨｚ～３００ＧＨｚ，波长在１ｍｍ到１ｍ

之间的电磁波，绝大多数雷达波都属于微波。随着对微波辐射

的深入研究，其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

视。国内学者［５］研究证实长期接触微波辐射可以导致男性生

殖能力的下降。徐少强等［６］研究发现雷达微波辐射可以使男

性睾酮、精子密度及精子活力的下降。胡海翔等［７］的研究也同

样证实了微波辐射可以精液参数和血清睾酮水平产生不良的

影响。有研究［８］表明从事微波辐射工作２年以上即可出现精
子顶体、头部、尾部线粒体结构异常。动物实验研究得出了相

似的结论。国内学者［９］用微波辐射对雄性大鼠进行辐照后，检

测血清睾酮、精子总数及前向精子密度，结果辐射组的上述指

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黄精赞育胶囊是王琦教授在张景岳治疗男子不育症的经

典方赞育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黄的主

要成分是黄精多糖，其具有一定的抗辐射作用［１０］。国内学

者［１１］选用黄精一味药治疗电磁辐射性男性不育症取得了很好

的疗效。左卡尼汀又名左旋肉碱，是一种能量合剂，广泛地分

布于人体组织中，其中在附睾中的含量最高，在睾丸中产生的

精子没有运动和受精能力，必须在附睾中获能，左卡尼汀作为

脂肪酸代谢的重要辅助因子，参与精子的能量代谢，为精子运

动提供能量［１２］。有学者研究表明左卡尼汀可以显著提高少弱

精症患者的精子活力［１３］。王界宇［１４］研究发现左卡尼汀可以显

著改善少弱精症患者的精子活力，提高配偶的妊娠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和王志勇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

致。两组治疗后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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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和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精子密度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是精子活力治疗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黄精赞育胶囊联合左卡尼汀治疗雷达作业人员

的少弱精症要显著优于单纯应用黄精赞育胶囊，可以作为我们

在临床上的一种用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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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松教授从脾、肾、肝论治男性精液不液化不育的
学术思想
刘洋　李海松△　王彬　莫旭威　赵冰　党进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男性不育是男科常见病，近年来精液不液化导致不育的患者越来越多。李海松教授认为，
精液不液化导致的不育多为虚实夹杂，本虚标实，脾肾亏虚为本，中焦湿阻，肝郁血瘀为发病之标。本病内

服健脾补肾、化湿清热、疏肝活血的中药，病程较长者配合栓剂外用，疗效显著。

【关键词】　健脾补肾；化湿清热；疏肝活血；精液不液化；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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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Ｉ）是指夫妻同居有正常性生
活，未避孕超过１年，由于男方因素致使女方未能受孕。在不育
夫妇中，５０％的不育症夫妇发现男子存在精液参数的异常［１］。

男性不育原因复杂，精液不液化是男性不育的常见病因，国外

的文献报道其发生率在２５１％～４２６５％之间［２］。

ＷＨＯ规定，新鲜离体精液标本应该在室温下６０ｍｉｎ内发生
液化，若超过６０ｍｉｎ仍未液化或仍含有不液化的凝集块，称为精
液不液化［３］。由于精液凝固不化，减缓或抑制了精液的正常运

动，精子不能通过宫颈与卵子结合而致不育［４］。李海松教授业

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擅长于男性不育的中

医诊疗。笔者有幸随师出诊，现将李教授治疗男性精液不液化

不育的学术思想总结如下。

!

　病因要素
李教授认为，精液不液化导致的不育多为虚实夹杂，本虚

标实，脾肾亏虚为发病之本，中焦湿阻、肝郁血瘀是发病之标。

１１　脾肾亏虚为本
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可以把饮食水谷转化为水谷精

微和津液，并将其吸收、转输到全身各脏腑［５］。脾气亏虚，运化

水液的功能障碍，体内津液代谢失常产生痰饮水湿。痰湿阻滞

精室络脉，导致精液粘稠，精液不能完全液化。

肾为先天之本，主生殖，《素问 ·六节藏象论》中提到“肾

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男子

“二八肾气盛，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李教授认为，任

何原因引起的不育均与肾精不足密切相关。肾藏精，中医学的

肾精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出生之后，“后天之精”依靠

“先天之精”的推动，脾才能不断化生气血津液，营养脏腑经络

形体官窍。《素问·逆调论》说：“肾者水藏，主津液。”肾精化肾

气，脾气运化水液，离不开肾阳的温煦激发及肾阴的凉润调控。

气是津液运行的动力。若肾气亏虚，就不能推动津液的运行，

津液停滞化为痰饮水湿，痰湿积聚精室络脉，脉络不通导致精

液不液化。肾阳亏虚，不能温化精液，精寒而凝固不化。况且

精液的液化有赖于阳气的气化，肾气充盛，可促使精液液化，若

脾肾阳气亏虚，精液不能完全液化。

１２　中焦湿阻，肝郁血瘀为发病之标
《素问·经脉别论》中提到津液的正常代谢：“饮入于胃，游

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

胱。”水饮首先进入胃肠，经胃肠吸收的水液，经脾气的转输作

用上输于肺，再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和肾的温煦气化布

散全身。津液的输布与脾、肺、肾、三焦均有关，但脾胃为津液

代谢的中枢环节。

随着现代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方式的转变，许多人经常暴

饮暴食、过食肥甘厚腻辛辣之品，贪凉饮冷，滋生痰湿，湿为阴邪，

致脾阳受损，湿阻中焦，困遏脾阳，脾失健运不能运化内湿，湿邪

凝聚成痰，郁久化热，进而阻滞精室络脉，引发精液不液化。

前来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不少都是 ＩＴ界精英。这些人长
期工作在计算机旁，无形中承受电子计算机带来的辐射，从而

导致精液质量异常。长时间过度思虑，导致脾气受损，运化失

职，进而导致津液内停化为湿浊。加上久坐压迫前列腺，前列

腺充血引发慢性前列腺炎，从而导致精液不液化。ＩＴ界精英作
息无规律，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不能按时休息，承受来自各方

的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很容易产生抑郁烦躁焦虑等不良

情绪，波及肝脏，肝失疏泄，气机郁滞不畅，形成痰湿水饮等病

理产物。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肝失条达之性，肝气郁滞

不通，导致精室络脉瘀阻，引发精液不液化。男性不育所见之

瘀包括“精瘀”、“血瘀”、“冲任之瘀”。男子精路不通、脉络瘀

阻，常与冲任之瘀有关［６］。因此，临床上需注重活血化瘀通络。

"

　临证经验
２１　临证注重健脾升阳化湿清热

李教授认为，精液属于阴津之类，精液不液化多由脾虚不

能运化津液，津液代谢异常，影响到精室络脉的运行导致。《素

问
#

太阴阳明论》中提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

……，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李杲在《脾胃

论》中提到“治病者，必先顾脾胃勇怯，脾胃无虚，诸可无虚。”湿

邪是导致精液不液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湿为阴邪，其性重浊黏

腻，热为阳邪，易伤阴液，湿热互结，病势缠绵，湿热下注，精室

络脉不通，导致精液黏稠不化。

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多夹湿，湿邪

常困脾。对于脾虚症状明显的患者，在清热化湿的同时应升阳健

脾。临床遇到精液常规提示不液化，自述近期乏力，精力、体力下

降，注意力不集中，稍活动则汗出，或汗出恶风，胃脘不适，渴喜热

饮的不育患者，常采用五子衍宗丸合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可获

良效。五子衍宗丸选用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

微调阴阳，补肾益精。方中枸杞子性味甘平无毒，可补肝肾，抗衰

老，有效成分为枸杞多糖 （ＬＢＰ），具有免疫调节、提高生殖力等
作用，通过调节免疫、保持机体活力，增加孕育机会［７］。补中益气

汤重用生黄芪，味甘微温，入脾、肺经，补益中气，升阳固表；白术

健脾益气，助黄芪加强固表之力；防风可散在表之风邪，升麻引阳

明清气上升，柴胡引少阳清气上升。湿邪较重者，常加入藿香、佩

兰芳香化湿。诸药合用，湿邪去，脾阳健。

此外，临床上常重用麦芽。《本草备要》中指出，麦芽咸温，

能助胃气上行，而资健运，补脾和中，散结祛痰。现代药理研究

证实，大剂量麦芽可抑制泌乳素分泌［８］。本药尤其适用于精液

不液化伴高泌乳素血症的不育患者。

２２　疏肝补肾，活血化瘀贯穿始终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为“刚脏”，生理特性是主升主动，

喜条达而恶抑郁。肝气失调则气血运行失常。此外，人类的生

殖能力与肾精、肾气密切相关。肾精不足，则肾气亏虚，生殖能

力减退。男子精液的贮藏与排泄，是肝肾二气的闭藏与疏泄作

用相互协调的结果。肝郁可导致肾虚，肾虚可加重肝郁。不育

夫妻双方承受着来自长辈过分期望带来的压力，难免会滋生不

良情绪，引发肝气郁滞。若肝失疏泄，肝郁引发肾虚，则精液运

行不畅，易导致精液黏稠不化。徐福松教授也认为［９］，当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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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郁症，心理障碍者司空见惯，故常有从心（脑）从肝（胆）论

治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注重心理疏导，并要求患者配偶合

作，以收相得益彰之效。随着现代人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饮

食结构的调整，男性不育症合并血瘀病机越来越多，临床上要

辨证分析，明确血瘀病机的存在，适当使用活血化瘀中药［１０］。

这类证型的患者常表现为舌暗，边有瘀斑，脉弦。李教授治疗

肾虚血瘀的精液不液化的患者，常在补肾药中加入水蛭、丹参、

王不留行等活血药，可收获奇效。

现代研究表明精液不液化与血液黏稠度增高有关，而活血

化瘀药可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组织供血和循环，减少炎症反

应和水肿，减少局部炎症的渗出，抑制纤维增生，促进腺组织的

软化和缩小，增加腺体的分泌，从而可以促进精液液化［１１］。水

蛭唾液中含有水蛭素，具有较强的抗凝、纤溶、抗栓降脂作用，

能降低血液黏度，能扩张外周血管和毛细血管，解除小动脉痉

挛，改善微循环［１２］。临床上这类患者应疏肝解郁，调畅气机；补

肾益气，活血化瘀。

２３　内外合治
男性精液不液化不育多与前列腺炎密切相关。前列腺液

是构成精液的主要成分，与精液的质量和精子的活力具有直接

的密切关系。慢性前列腺炎常导致精液质量的改变，从而降低

男性的生育能力而致不育［１３］。正常精液射出后立即呈胶冻状，

离体后３０ｍｉｎ至１ｈ内可自行液化。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精液由
精子和精浆组成，精液中的精浆主要由前列腺和精囊腺的分泌

物组成，有输送和营养精子的作用，精囊分泌液中的凝固因子

与精液凝固有关，前列腺液与精液的液化有关，以保证精子生

存、活动和代谢。前列腺发生炎症时，破坏了前列腺液中的纤

维蛋白酶，经常会导致精液不液化。

治疗这类不育患者，在内服中药的同时，联合外用栓剂疗

效显著，临床常用前列安栓纳肛。本药可活血清热，化瘀止痛。

一项研究将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前列安

栓睡前纳肛，对照组口服维生素 Ｅ胶囊，连续治疗１２周１个疗
程后观察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同时前列安栓可显著提高精子的活力［１４］。观察表明，前

列安栓治疗前列腺炎疗效肯定。

综上所述，治疗不育补肾填精贯穿始终，根据病机采取健

脾升阳化湿清热，或疏肝补肾活血化瘀。病情较重者配合栓剂

外用，疗效显著。

#

　病例分析
勾某某，男，２７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初诊。主诉：婚后１

年至今未育。结婚后一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女方月经正

常，检查未见异常，曾到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刻下症：

腰部隐痛，阴囊潮湿，性生活１周２次，能勃起，但勃而不坚，有
晨勃，纳寐可，二便调。舌暗，苔白腻，边有瘀斑，脉沉涩。既往

体健，否认遗传病史，否认腮腺炎病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病

史。外生殖器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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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激素５项检查未见异常，精液化
验：量１５ｍＬ，乳白色，ＰＨ：７４，不液化，ＰＲ：１９２２％，ＰＲ＋ＮＰ：
３０２１％，密度为５３２１×１０６／ｍＬ，ＷＢＣ：２～３／ＨＰ。西医诊断：男
性不育，精液不液化，弱精子症，中医诊断：男性不育，辨证：肾

虚瘀热。治法：补肾生精，活血化瘀。处方：熟地黄 ２０ｇ、枸杞子
３０ｇ、菟丝子 １５ｇ、当归１５ｇ、覆盆子２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车前子２０ｇ、

黄芪３０ｇ、生牡蛎３０ｇ（先煎）、山药１５ｇ、生麦芽６０ｇ、鸡内金１０ｇ、
烫水蛭 １０ｇ、丹参 ２０ｇ、炒王不留行 ２０ｇ、夏枯草 １０ｇ、太子参
２０ｇ、沙苑子 ２０ｇ，２８剂水煎服 ，１剂／ｄ，早晚服。前列安栓外用
纳肛，每晚１粒。
１２月１１日复诊，患者诉腰痛减轻，勃起功能明显改善，舌

淡红，苔白腻，脉滑。复查精液常规：量３ｍＬ，乳白色，ＰＨ：７３，
不完全液化，ＰＲ：４７１５％，ＰＲ＋ＮＰ：５７７％，密度为４５３×１０６／
ｍＬ，ＷＢＣ：２～３／ＨＰ。上方加鱼腥草 １５ｇ、浙贝母 １０ｇ、莪术 １０ｇ、
川断 １５ｇ。水煎服２８剂。继用前列安栓。
２０１４年１月９日三诊，患者诉阴囊潮湿、腰痛明显减轻，复

查精液常规：量４ｍＬ，乳白色，ＰＨ：７２，完全液化，ＰＲ：４９２０％，
ＰＲ＋ＮＰ：６０５％，密度为５５６２×１０６／ｍＬ，ＷＢＣ：１～２／ＨＰ。处
方如下：熟地黄 ２０ｇ、枸杞子３０ｇ、菟丝子１５ｇ、当归１５ｇ、覆盆子
２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车前子２０ｇ、黄芪 ３０ｇ、生牡蛎３０ｇ（先煎）、山药
１５ｇ、生麦芽６０ｇ、鸡内金１０ｇ、水蛭１０ｇ、夏枯草２０ｇ、莪术１０ｇ、巴
戟天 １５ｇ。水煎服２８剂巩固疗效。嘱其放松心情，适度运动锻
炼，不久坐。２个月后病人电话告知，爱人已怀孕。

本例患者初诊选用名方五子衍宗丸补肾填精，助以生牡蛎

血肉有情之品来滋阴潜阳，考虑到血瘀较重，加丹参、炒王不留

行、水蛭化瘀通络，选用太子参、生麦芽、鸡内金顾护脾胃，促进

精液液化。复诊血瘀之象减轻，内有痰湿，加用鱼腥草、浙贝母

化痰利湿，莪术 、川断补肾散结。三诊继用补肾活血之药，巩固

疗效。从本案可知，治疗男性精液不液化应补泻结合，综合调

理，才能收到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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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对剖宫产术中出血量评估的比较及剖宫产
术中出血的原因分析
平永美１　郑江美１　吴丽霞２

１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医教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２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沈阳 １１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比较两种方法对评价剖宫产术中出血量的准确性，分析术后出血发生率及影响术中
出血量的主要因素。方法：将本院需施剖宫产手术的产妇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

采用联合称重、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评估剖宫产术中出血量；对照组采用目测法评估剖宫产术中
出血量，同时测定产前和产后６ｈ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和血小板数量，比较两种方法估值的准确性，并
分析引起出血的因素。结果：试验组产妇术中出血量为（４８６１８±２７６３５）ｍＬ，对照组产妇术中出血量为
（２８５２３±１４７０４）ｍＬ，两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试验组和对照组术后６ｈ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
比容较产前有所下降，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血小板数量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试
验组和对照组剖宫产产后出血发生率为４１０％和９０％。出血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子宫收缩乏力是子宫术中
出血的主要原因，占总人数的６３５０％。结论：目测法对评价剖宫产术中出血量具主观性和一定的误差，而
联合称重法、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比目测法具有客观性和正确性。子宫收缩乏力是剖宫产产中出
血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剖宫产；术中出血；目测法；联合称重法；羊水血细胞比容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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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全世界孕产妇最重要的死亡原因，我国也不例
外，至今仍是医学产科领域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产后出

血发生率为分娩总数的２％～３％［１］，其病情急、来势凶险、发展

迅速，约有半数以上产妇由于医务人员对产妇失血量估计不足，

在代偿期得不到及时纠正，一旦再次出血，则产生机体多功能

脏器衰竭失去抢救机会，死亡多发生在分娩后的２４ｈ内［２］。由

于受产妇的生理原因影响，羊水的混入、出血污染面广，血液收

集困难，难以正确估计产妇失血量，延误及时诊断、纠正血容量

的机会失去抢救的最佳时机［３］。目前世界上测量产妇失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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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多种，各有千秋，简便的方法误差大，临床应用意义不大；

繁锁的方法增加产科人员工作量，出结果慢，难以在临床上推

广使用，且均不能剔除出血量中的羊水混入，影响产科工作人

员的正确判断，故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测量方法［４，５］。

本研究采用联合称重、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和目测法
评估剖宫产术中出血量，以确定最为准确且适应与临床的出血

量评估方法，同时分析术后出血发生率以及影响剖宫产术中出

血量的主要因素。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在我院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
２００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１００例试验组产妇年龄２０
～３４岁，平均年龄 ２５７岁，孕周 ３８２６周，新生儿平均体重
３６１ｋｇ；１００例对照组产妇年龄２１～３４岁，平均年龄２６３岁，孕
周３８５１周，新生儿平均体重３２５ｋｇ。设比较联合称重、羊水血
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评估剖宫产术中出血量为试验组，目测
法评估剖宫产术中出血量为对照组，两组在年龄、孕产史、新生

儿体重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组　采用联合称重、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
算法，联合称重即术后敷料、纱布垫及一次性产妇垫的术后敷

料减去术前敷料、纱布垫及一次性产妇垫得到出血重量，再按

血液的比重１０５换算成容积（毫升数），累计计算出剖宫产术
中出血总量。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ＨＣＴ）换算法用于评
估血羊水中血细胞的比重。换算公式：血羊水中血量 ＝总羊水
和血混合液量 ×羊水中 ＨＣＴ／产前外周血 ＨＣＴ）×１００％，累计
计算术中出血总量。

１２２　对照组　选用目前在临床上普遍运用的目测法，由
术者和麻醉师共同评估负压瓶中的出血量，结果 ×２；术中纱布
的出血量按大纱每块湿透约５０ｍＬ，小纱每块湿透３０ｍＬ估算、
辅料的出血量按面积法估算，累计计算术中出血总量。

１２３　血液观测指标　在产前及术后停止输液后６ｈ，分
别抽取试验组、对照组产妇静脉血０５ｍＬ，测定血中血红蛋白浓
度（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Ｈｂ）、血细胞比容（ＨＣＴ）和血小板［６］。检测结

果扣除估算出的出血量对血色素下降的影响，按失血量４００ｍＬ

血色素下降１ｇ计算。
１２４　常见的产后出血原因有子宫收缩乏力、胎盘因素、

软产道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７－９］。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资料输入电脑，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组间比较应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出血量测定结果

试验组通过联合称重、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得到
的剖宫产术中出血量为（４８６１８±２７６３５）ｍＬ，目测法得到的剖
宫产术中出血量为（２８５２３±１４７０４）ｍＬ，两者比较具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１）。试验组１００例产妇中出血量 ＜５００ｍＬ有５３
例（５３０％），出血量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的产妇有３７例（３７０％），出
血量＞１０００ｍＬ的产妇有１０例（１００％）。对照组１００例产妇术
中出血量＜５００ｍＬ的有 ７１例（７７０％），出血量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
的产妇有 ２２例（２２０％），出血量 ＞１０００ｍＬ的产妇有 ７例
（７０％）。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术中出血量测定（ｍＬ）

组别 辅料血量 负压瓶中出血量 总出血量

试验组 ３２９２７±２１６８３ １７７９５±１７８５４ ４８６７２±２７６３５

对照组 ２０７６１±９２４７ ８６９４±３７１５ ２８５２３±１４７０４

２２　两组产妇血红蛋白浓度和血细胞比容测定结果
试验组产后６ｈ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较产前有所下

降，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对照组产后６ｈ血红
蛋白、血细胞比容较产前有所下降，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１）；试验组产后６ｈ血小板较产前有所升高，两者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产后６ｈ血小板较产前有所升
高，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产前６ｈ血色素按失血
量４００ｍＬ血色素下降１ｇ计算，估算出血量对血色素下降的影
响，结果显示试验组较对照组的血色素值更加接近术后６ｈ的化
验值。联合称重法、羊水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换算法比目测法对
剖宫产术中的出血量更加客观准确。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Ｈｂ值、ＨＣＴ、血细胞比容和血小板比较

组别
试验组

产前 产后６ｈ
Ｐ

对照组

产前 产后６ｈ
Ｐ

Ｈｂ（ｇ／Ｌ） １１８５３±１８４９ １０１３９±１７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９２６±１６６７ １０２５２±１８３４ ＜００１

ＨＣＴ ０３５±００８ ０３１±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３７±００５ ０３２±００５ ＜００１

血小板（×１０９／Ｌ） １６９２５±６３１８ １８３６１±５０８３ ＞００５ １７５１９±６７８４ １８８３４±５３８４ ＞００５

２３　不同出血量分布比较
试验组产妇中，术中出血量最少的为１９６３ｍＬ，最多的为

１０３１８ｍＬ，中位出血量为５１８７ｍＬ。对照组产妇中，术中出血
量最少的为 １４７２ｍＬ，最多的 为 ８８９４ｍＬ，中 位 出 血 量

３９５６ｍＬ。试验组产妇出血量集中在３００～５００ｍＬ，构成比例最
大的是４００ｍＬ～，为３２％；对照组产妇出血量集中在 ＜３００～
５００ｍＬ，构成比例最大的是 ＜３００ｍＬ，为４８０％。试验组和对照
组剖宫产产后出血发生率为４１０％和９０％。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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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出血量分布在两种方法评估剖宫产出血量的比较

产中出血量（ｍＬ） 试验组（％） 对照组（％）

＜３００ ９ ４８

３００～ １８ ２６

４００～ ３２ １７

５００～ ２６ ５

６００～ ５ ２

７００～ ３ １

８００～ ３ １

９００～ ２ ０

＞１０００ ２ 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发生子宫出血的原因分析
２００例剖宫产术中出血患者，出血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子宫

收缩乏力是子宫术中出血的主要原因，占总人数的６３５０％，明
显高于其他因素，且具有统计性差异（Ｐ＜００１）；其次为软产道
乏力、胎盘因素。见表４。

表４　剖宫产术中出血原因分析

出血原因
出血量（ｍＬ）

＜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病例

ｎ（％）

子宫收缩乏力 ８９ ３１ １１ １３１

软产道乏力 １５ １９ １ ３５

胎盘因素 ２０ ９ ３ ３２

凝血功能障碍 ０ ０ ２ ２

合计 １２４（６３５０） ５９（２９５０） １７（８５０） ２００（１００）

#

　讨论
３１　产后出血量的评估

目前对产后出血量评估的方法有９种：目测法、称重法、容
积法、面积法、比色法、休克指数法、红细胞测定法、血红蛋白含

量测定法和血细胞比容测定法［１０］。因考虑到方便性实用性常

用的为：目测法、称重法、容积法和面积法［１１］。目前在临床上目

测法评估产后出血量简便易行［１２］，在繁忙紧张的产科工作中运

用最为广泛，但该方法具有一定误差，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研究认为目测法测得出血量往往只有实际出血量的一半［１３］。

称重法、容积法和面积法对产后出血量评估准确可靠，客观性

强，但这些方法实施起来相对复杂，工作量大，且对人员素质要

求较高，在实际临床运用较少。本研究分别采用目测法和联合

称重法对对照组和试验组产妇产中出血量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试验组与对照组是术中出血总量分别为（４８６７２±２７６３５）ｍＬ
和（２２５２３±１４７０４）ｍＬ，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目
测法获得产后出血总量为联合称重法的４８５３％，目测法低估
产后出血量大于５０％。
３２　血红蛋白浓度和血细胞比容检测

血红蛋白浓度（Ｈｂ）和血细胞比容（ＨＣＴ）检测是评估产后
出血量辅助指标，也可作为评价临床估计出血量准确性指标之

一，也可作为评价临床估计出血量准确性指标之一。当Ｈｂ＜７０
ｇ／Ｌ、ＨＣＴ＜２５％时提示患者出血量大［１４］。本研究对两组产前

和产后６ｈＨｂ、ＨＣＴ和血细胞比容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试验组和
对照组产后６ｈ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１０１３９±１７２６）ｇ／Ｌ和
（１０２５２±１８３４）ｇ／Ｌ］较产前有所下降，但大于产前 Ｈｂ的
７０％，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试验组和对照组产
后６ｈ血细胞比容、血细胞比容较产前有所下降，两者比较具有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两组产前和产后血小板变化无显著性
差异，发现即使产后６ｈ出血总量达到１０００ｍＬ以上的产妇血小
板数量也无显著变化。如产后６ｈ血小板显著下降，则需警惕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Ｃ）的
发生。

３３　不同出血量分布
按照全国产后出血防治协作组提出产后出血量≥５００ｍＬ为

产后出血诊断标准［１５］，出血量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总

出血量＜５００ｍＬ产妇分别为５９和９１例，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产妇有
３９和９例，试验组出血量＞１０００ｍＬ产妇的有２例，试验组和对
照组剖宫产产后出血发生率为４１０％和９０％。试验组产妇出
血量集中在 ３００～５００ｍＬ，构成比例最大的是 ４００ｍＬ～，为
３２０％；对照组产妇出血量集中在 ＜３００～５００ｍＬ，构成比例最
大的是＜３００ｍＬ，为４８０％。两组出血量分布显示目测法评估
产后出血量显著低于试验组。因此临床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尽量采用更为客观的测量方法评估产后出血量。

３４　产中出血预防和治疗
术前做好产妇与胎儿监控，及早识别出血高危因素，对产

妇进行术前护理自导，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术中根据产妇的不

同情况使用药物，产妇失血过多应立即进行输血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称重法对于评价剖宫产产后出血量

具有客观性和正确性，优于目测法；产中出血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子宫收缩乏力。产中出血量的正确评估有助于医护人员掌

握产妇身体状况，科学合理的安排治疗和护理措施。而对于失

血量过多的产妇，则有助于医护人员在代偿期及时纠正其血

量，以防再次失血而威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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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患者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
评分
白双勇１　王剑松１△　赵庆华２

１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２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症患者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症状评分情况。方法：随
机抽取男性不育症患者２９２人，按照不同体重指数分组，正常体重指数组８４人，超重组１１７人，肥胖组９１
人。使用中老年男性部分雄激素缺乏综合症（ＰＡＤＡＭ）症状评分表调查患者各项症状评分情况。结果：在
不同体重指数分组中的ＰＡＤＡＭ中血管舒缩症状评分，肥胖组、超重组评分高于正常体重组评分，两者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肥胖组评分也高于超重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正常组与超重组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血管舒缩症状与体重指数呈正相关性（Ｒ＝０１５６，Ｐ＜００１）。结论：体重指数对于男性
不育症患者的ＬＯＨ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改善男性不育症患者的ＬＯＨ治疗中，减轻体重是比较重要的。

【关键词】　男性；不育；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体重指数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ＡＩＳｈｕａｎ
ｇｙｏｎｇ１，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１△，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ａ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Ｋｕｎｍ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Ｋｕｎ
ｍ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ｈｙｐｏｇｏｎ
ａｄ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９２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ＭＩ：ｎｏｒｍａｌ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ｇｒｏｕｐｏｆ８４ｃａｓｅｓ，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ｐｏｆ１１７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９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ＤＡＭｖａｓｏ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Ｍａ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ＡＤＡＭｖａｓｏｍｏ
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Ｖａｓｏ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１５６，Ｐ＜０．１５６）．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ＯＨ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Ｈ，ｌｏｓ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肥胖与男性不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肥胖导致男性雄激素水平
降低，精子质量下降，影响男性性生活质量［１］。由于肥胖男性雄

激素水平降低致使男性出现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ｏｆ
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ＬＯＨ），ＬＯＨ对于男性健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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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减退、精神、心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体能下降等［２］。在不

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症患者中ＬＯＨ的发病率如何，目前国内相
关报道较少，诊断ＬＯＨ的方法除了检测血清中游离睾酮水平，最
重要的是对于男性相关临床症状的评估。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

对于不同体重指数男性不育患者ＬＯＨ症状评分，了解ＬＯＨ在该
类人群的发病情况，为临床进一步诊治提供一定参考。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就诊人群中随机

抽取男性不育患者２９２人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夫妻共同生
活未采取避孕措施１年以上，由于男方因素所致不育。排除标
准：既往患有躁狂症和抑郁症，神经官能症，高血压病，糖尿病，

酗酒，吸毒等病史者。本研究经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伦

理委员会同意，每个参与者都被告知相应的权利。

身高和体重按照标准测量方法，所有患者着轻便衣服不穿

鞋情况下测量，身高：站立位足底到头部最高点垂直距离，体

重：人体的总重量，体重指数：体重（ｋｇ）与身高（ｃｍ）的平方的比
值。男性正常体重指数标准：２４００＞ＢＭＩ≥１８５；超重组：２８００
＞ＢＭＩ≥２４０；肥胖组：ＢＭＩ≥２８０。按照不同体重指数分组，正
常体重指数组８４人，超重组１１７人，肥胖组９１人。
１２　方法

男性不育症患者根据自身近６个月内情况，填写伊斯坦布

尔Ｂｏｓｐｈｏｒｕｓ心理学系 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ｇｉｎｇ
Ｍａｌｅ（ＰＡＤＡＭ）症状评分表，是目前国际认可的男性性功能调
查表，具有敏感性高的特点。发放２９２份调查表，收回有效填写
量表２９２份。男科医师负责解释本研究目的、方法和评分表填
写方法，所有评分表填写完成并记分后输入数据库。评价指

标：体能症状＋血管舒缩症状的积分≥５，或精神心理症状评分
≥４，或性功能减退症状≥８，则可初步判断存在ＰＡＤＡＭ。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输入ＳＰ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测量值以
（珋ｘ±ｓ）表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比较各组间的统计
差异，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在ＰＡＤＡＭ的各项评分中，血管舒缩症状评分在正常体重

指数组与肥胖组的评分分别为（１１４±１５１），（２２１±２１７），
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超重组该项评分（１５３±１６４）与肥
胖组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正常体重组与超重组之间没
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体重指数与 ＰＡＤＡＭ各项
症状相关性分析中，只有血管舒缩症状与体重指数呈正相关性

（Ｒ＝０１５６，Ｐ＜００１），其他各项症状与体重指数无相关性。见
表２。年龄、教育程度和体重指数与ＰＡＤＡＭ各项评分相关性见
表３。

表１　不同体重指数组ＰＡＤＡＭ各项评分比较

正常体重组（ｎ＝８４） 超重组（ｎ＝１１７） 肥胖组（ｎ＝９１） Ｐａ Ｐｂ Ｐｃ

年龄

婚龄

教育程度

体能症状

血管舒缩症状

精神心理症状

性功能减退症状

３１４８±４６５
３６７±２３９
３２０±０９４
２２１±１９２
１１４±１５１
３２５±２５６
７６７±１８９

３２２２±４８８
４３４±３３０
３４４±０９４
１９９±１８１
１５３±１６４
３１８±２４６
７５８±２２５

３１４０±４９３
４０９±２８９
３３５±０９７
２４３±２４６
２２１±２１７
３７０±２５５
７３５±１９０

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４５
０１３
０８６
０７４

０９１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５２
０５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４２

　　注：Ｐａ正常体重组与超重组比较；Ｐｂ正常体重组与肥胖组比较；Ｐｃ超重组与肥胖组比较

表２　不同体重指数组ＰＡＤＡＭ各项评分阳性率

正常体重组（ｎ＝８４）

ｎ ％

超重组（ｎ＝１１７）

ｎ ％

肥胖组（ｎ＝９１）

ｎ ％

合计

ｎ ％

体能和血管舒缩症状总分阳性 ２３ ２７４ ３３ ２８２ ３８ ４１８ ９４ ３２２

精神心理症状总分阳性 ３４ ４０５ ４１ ３５０ ４６ ４７３ １２１ ４１４

性功能减退症状总分 １４ １６７ ２５ ２１４ １２ １３２ ５１ １７５

表３　年龄、教育程度和体重指数与ＰＡＤＡＭ各项评分相关性

年龄（岁）

相关系数 Ｐ

教育程度

相关系数 Ｐ

体重指数

相关系数 Ｐ

体能症状 ００３３ ０５７ －００９０ 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９６

血管舒缩症状 ００１７ ０７７ －０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０

精神心理症状 ００３１ ０５９ －００５２ ０３７ ００４４ ０４５

性功能减退症状 －００２６ ０６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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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ＬＯＨ是指由于男性性腺功能减退，雄激素分泌不足导致男

性出现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体能下降、情绪低落、记忆力

减退等等一系列临床症状，曾经命名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奥地

利泌尿学会在１９９４年欧洲男科学研讨会上提出“中老年男子
雄激素部分缺乏症”，简称ＰＡＤＡＭ。２００５年由欧洲泌尿协会重
新命名为迟发型性腺机能减退症。虽然在中老年男性中发病

率不低，却常常被忽略诊断和治疗［３］。主要原因是ＬＯＨ的症状
经常被医生和患者忽略，其确诊除了有相关临床表现外，主要

依赖于临床生化检查血液中总睾酮及游离睾酮检测［４］。目前

还没有确切ＬＯＨ患病率，常见一些散在报道。Ａｒａｕｊｏ等［５］在波

士顿进行的健康普查中发现ＬＯＨ患病率在３０～７９岁的男性中
为５６％，超过７０岁以上男性为１８４％。Ｗｏｎｇ［６］在香港研究
报道 ＬＯＨ患病率在一般男性中为９５％，６０～６４岁男性中为
１６７％。本次调查中发现，根据 ＬＯＨ不同症状评分，其阳性率
也不同，总的ＬＯＨ患病率均高于以往报道，除性功能减退症状
外，其他两项症状评分都有随着体重指数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男性体重超重、肥胖与ＬＯＨ密切联系，有研究报道：每增加
１体重指数则体内睾酮水平降低１０ｎｇ／ｄＬ［７］。男性肥胖与女性
肥胖的体脂分布有不同，男性肥胖主要集中于腹型肥胖，其内

脏脂肪量是女性的２倍［８］。有研究显示随着内脏脂肪增加男

性雄激素逐渐降低［９］。脂肪组织中有类固醇激素合成和转化

酶系统，芳香转化酶可以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降低体内雄

激素，雌激素的增高反馈抑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１０］。脂肪

组织合成释放的炎症细胞因子也抑制促性腺激素的释放。在

本次研究中发现体重指数与 ＰＡＤＡＭ各项症状相关性分析中，
血管舒缩症状与体重指数呈明显正相关也证实了 ＬＯＨ的患病
与男性体重指数有着直接关系。

肥胖男性脂肪组织中芳香化酶活性增高，将雄激素转化为

雌激素，导致血中雌激素水平增高，雄激素水平下降。研究结

果显示：肥胖可以影响下丘脑－垂体－睾丸轴；ＢＭＩ与睾酮浓度
呈负相关而与雌激素浓度呈正相关［１１］。双氢睾酮，作用最强的

雄激素，不能被芳香化酶转化，但是在脂肪组织中醛酮还原酶

可以将双氢睾酮转化为无活性５α－雄烷 －３α和 １７β－二醇
（３α－ｄｉｏｌ），而降低雄激素的作用［１２］。ＬＯＨ是一组临床和生化
综合症，与年龄增加和睾酮水平下降有关（低于健康成人参考

范围），但是目前认为雄激素在性功能低下中作用有限，雄激素

的主要作用是改变身体脂肪组织的分布。一般认为雄激素与

瘦体作用相反，是可以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由于损伤血管

内皮，促进血栓发生增加，最终导致冠心病的发生，但是实际

上，如果雄激素水平低于正常水平则发生冠心病几率增加，适

当补充雄激素减低冠心病的发生几率［１３］。由于肥胖、代谢综合

征、慢性疾病可能导致雄激素下降，ＬＯＨ诊断后的治疗，超重和
肥胖男性治疗首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减重，补充雄激素可以

减少脂肪组织总量和增加瘦体量。体重的增加或减少与循环

中睾酮水平呈负相关性［１４］。ＬＯＨ治疗主要是生活方式的改
变，减重，治疗并发疾病。目前睾酮补充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治

疗方法，但是睾酮补充治疗的真正益处以及该方法的长期使用

的危险性还缺乏相应的证据［１５］。

ＬＯＨ对于男性的影响包括性功能减退、心理精神、血脂、血
糖代谢，肥胖与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该

综合症不仅仅存在于中老年男性，本次研究抽样调查的男性年

龄为青壮年，其患病率也较高。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不仅降

低男性自身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下降，也影响到其家庭，造成

家庭矛盾加剧，甚至离婚。这就需要临床医生要重视该综合

症，在临床工作中在超重和肥胖男性不育患者中有意识注意使

用ＰＡＤＡＭ量表筛查是否有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再完善相
关检查进一步确诊。指导患者锻炼、合理饮食、改变其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补充雄激素也会有利于患者各项症状的改善。本

次研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和多中心研究去验证和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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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妊娠期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
预防对策
余小春１　沈忠２

１常山县人民医院院内感染管理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３００
２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常山县妊娠期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的危险因素以及预防对策。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０例生殖系统感染的妊娠期女性患者，以及同期无生殖系统感染
的健康孕妇１００例。对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测定其血清蛋白和血红蛋白水平以及体重指数。采
集患者阴道分泌物标本做细菌培养，观察患者生殖系统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情况。结果：文化程度较低、有分

娩史、流产史、年龄≥３５岁、以往有生殖系统感染、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和贫血均为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高
危因素。经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出，年龄≥３５岁、以往有生殖系统感染史、流产史、分娩史、文化程度在高中
以下、贫血和合并妊娠期糖尿病是患者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００例生殖系统感染患者在细菌培养中，排除培养基污染情况，一共分离出８９株病原菌，其中大肠埃希菌占
６７４２％，数量最多，肺炎链球菌占２２５％数量最少，其余分别为６７４％的肺炎克雷伯菌，６７４％的粪肠球
菌，４４９％的变形菌属和３３７％的屎肠球菌。结论：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在治疗
发生生殖系统感染孕妇时应当顾及到胎儿的安全，并对孕妇进行相关的健康教育。

【关键词】　女性；生殖系统感染；妊娠期；危险因素；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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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感染率是评价生殖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
生殖系统感染逐步上升。常见的生殖系统感染疾病有宫颈炎、

阴道炎、输卵管炎、盆腔炎和手术后感染等［１］。特别是对妊娠

期的孕妇，生殖系统感染不仅会影响患者自身，也会影响新生

儿的健康，助长了性传播疾病的发展［２］，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为分析常山县妊娠期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选择作为该地区首要医疗单位的我院进行抽样调查。

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来我院治疗生殖系统
感染的１００例患者（所有患者均为孕妇），同时选取１００例无生
殖系统感染的妊娠期健康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生殖系统感染

组患者年龄为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７３±１９）岁；体重为４０
～７１ｋｇ，平均体重为（５２７±３４）ｋｇ；其中孕１次者为８４例，孕２
次者１５例，孕３次者１例；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为６５例，高
中水平的有１７例，初中水平的为８例，小学水平的为１０例；健
康孕妇年龄为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９±１８）岁；体重为
４１～７０ｋｇ，平均体重为（５３２±３５）ｋｇ；其中孕１次者为８５例，
孕２次者１４例，孕３次者１例；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为 ６６
例，高中水平的有１５例，初中水平的为９例，小学水平的为１０
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可以进行比较。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２００例研究对象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　使用无菌棉
拭子采集宫颈分泌物、穿刺盆腔积液和引导分泌物。使用常规

的血平板［３］对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并采用血平板对真菌进行

初次分离培养，然后使用显色真菌培养基［４］进行鉴定。

１．２．２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无记名个人问卷的方式，问卷由我
院编制，信效度合格率为８９％。调查前调查人员先向２００例研
究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方法、注意事项和意义等。调查

要遵循自愿原则，且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对于文化程度较低

的研究对象由调查人员询问并填写卷子。调查内容包括受调

查者的基本情况、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期望从哪些途

径获取生殖健康相关的知识以及生殖健康状况（包括感染病史

等），并询问其对生殖系统健康方面的想法和建议。调查问卷

由调查人员当场收回。如有研究对象对自身感染史不明确，应

当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生殖系统感染的相关检查，如解脲支原体

的ＤＮＡ筛查和沙眼衣原体的ＤＮＡ筛查等［５］。

１３　观察指标
研究对象生殖系统培养基中病原菌的分布情况，与生殖系

统感染有关的因素分析情况，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

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情况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进行检验，多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进行回归分析。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研究对象生殖系统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情况

实验结果显示，在对１００例生殖系统感染研究对象在细菌
培养中排除培养基污染情况，一共分离出８９株病原菌，其中大
肠埃希菌数量最多为６０株占６７４２％，肺炎链球菌数量最少为
２株占２２５％，其余分别为６株肺炎克雷伯菌占６７４％，粪肠球
菌有６株占６７４％，４株变形菌属占４４９％和３株屎肠球菌占
３３７％，以及其他病原菌８株占８９９％。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生殖系统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情况

病原菌 株数（株） 构成比（％）

大肠埃希菌 ６０ ６７４２

肺炎链球菌 ２ ２２５

肺炎克雷伯菌 ６ ６７４

粪肠球菌 ６ ６７４

变形菌属 ４ ４４９

屎肠球菌 ３ ３３７

其他 ８ ８９９

合计 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２　妊娠期女性生殖系统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年龄≥３５岁、以往有生殖系统感染史、流产

史、分娩史、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贫血和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均

为研究对象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上述因

素的孕妇发生生殖系统感染的概率显著高于无上述因素的孕

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研究对象的体重指
数和血清白蛋白水平与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没有明显关系。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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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观察组研究对象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例数（ｎ） 感染例数（ｎ） 感染率（％）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２５岁 ７１ ５７ ８０２８

＜２５岁 １２９ ４７ ３６４２ ８７４８ ００１６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６９ ３２ ４６３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３１ ３０ １２９８ ８４９５ ００１９

以往感染史 有 ５８ ４９ ８４４８

无 １４２ ５５ ３８４６ ８１８３ ００２１

流产史 有 ７６ ５９ ７７６３

无 １２４ ４５ ３６３０ ７９５９ ００２６

分娩史 有 ３１ ２７ ８７０９

无 １６９ ３６ ２１３０ ７７１５ ００２９

妊娠期糖尿病 有 ４９ ４１ ８３６７

无 １５１ ６２ ４１０５ ６６９４ ００３８

血红蛋白（ｇ／Ｌ） ＜１００ ５３ ３７ ６９８１

≥１００ １４７ ６６ ４４８９ ５３４８ ００４１

体重指数 ≥２５ ７３ ３５ ４７９４

＜２５ １２７ ６６ ５２９６ ２４７４ ０６８４

血清白蛋白（ｇ／Ｌ） ＜４０ ２９ １５ ５１７２

４０－５５ １４０ ７１ ５０７１

＞５５ ３１ １６ ５１６１ ２０９３ ０７９３

２３　两组对象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生殖健康知识
的需求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低
于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对象均希望通过到医院咨询门诊和浏览报刊杂志等途径来获

取生理健康知识。比较两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研究对象对生殖健康知识了解程度和需求状况

分组
观察组

（％）
对照组

（％）
χ２值 Ｐ值

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

人流危害知识 ３６０９ ４１４９ ７７９３ ００１３

生殖系统感染的危害知识 ３１２５ ３７９５ ６９７６ ００２４

避孕知识 １６７３ ２３８４ ５５７３ ００３６

性生理知识 １０４８ １８９４ ４９６５ ００４７

性传播的危害和预防 ５４４ １１２３ ７１８４ ００１５

获取途径

医院咨询门诊 ５０８１ ５１７１ ３５４６ ００６８

报刊杂志 ２４４０ ２５５０ ３２７４ ００６９

网络 ８０６ ８５７ ２９６４ ００７９

广播电视 ７０６ ８１６ ２６８３ ００８１

热线电话 ６８５ ６２４ ２１７４ ００８７

同伴教育 ２８２ ２８２ １７４６ ００９２

#

　讨论
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是很常见的女性疾病，不仅会给妇女的

生理带来严重伤害，还会给妇女的心理和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

压力和伤害［６］。因此，女性生殖健康问题不仅是女性自身的问

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找到造成女性发生生殖系统感染的

危险因素，是解决女性生殖健康问题的关键。近年来，女性生

殖系统感染的发生率逐年上升［７］，有研究证明未婚的有人流史

的女性发生生殖系统感染的几率显著增高［８］。生殖系统感染

不仅会造成盆腔炎，还会导致患者不孕［９］和产褥期感染等，更

为严重的是增加患者 ＨＩＶ感染的危险性［１０］。因此，本文对常

山县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低、有分娩史、流产史、年

龄≥２５岁、以往有生殖系统感染、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和贫血均
为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高危因素［１１］。同时，大多数研究对象

对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这也是造成女性发生生殖系

统感染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００例生殖系统感染者
的细菌培养中，排除培养基污染情况，一共分离出８９株病原菌，
其中大肠埃希菌数量最多为６０株占６７４２％，肺炎链球菌数量
最少为 ２株占 ２２５％，其余分别为 ６株肺炎克雷伯菌占
６７４％，粪肠球菌有６株占６７４％，４株变形菌属占４４９％和３
株屎肠球菌占 ３３７％，其他病原菌 ８株占 ８９９％。这在刘
峰［１２］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女性生殖系统中各种菌群

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当某些因素造成某种菌群激素增多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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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被打破，就会使机体免疫力下降，从而形成病原菌，引发各

种炎症。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３５岁、以往有生殖系统
感染史、流产史、分娩史、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贫血和合并妊

娠期糖尿病均为研究对象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

素。而体重指数和血清白蛋白水平与妊娠期生殖系统感染没

有明显关系。这与李雁等［１３］的研究结果相同。本研究重点妊

娠期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组较未感染组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

程度显著低。同时她们多数期望通过到医院咨询门诊、浏览报

纸杂志和网络等途径来获取关于生殖系统健康的相关知识。

这与瞿丽［１４］的研究结论相同。对我们开展生殖健康服务提供

了依据。因此，对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女性应该提供必要的咨

询和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减少其发生生殖系统感染的危

险性［１５－１７］。

综上所述，文化程度较低、有分娩史、流产史、年龄≥３５岁、
以往有生殖系统感染、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和贫血等均会造成女

性发生生殖系统感染。因此，应当对女性加强宣传生殖健康知

识，提高其自我预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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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 ＰＫＣ、ＥＲＫ信号通路对精子活动力影响概述
毛鹏飞　袁卓臖△　刘冰　马栋　丁世霖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药中医男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男科，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　要】　精子活动力是衡量男性生育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活动的精子才能到达受精部位。精
子活力低下症是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严重危害人类的生殖健康。随着自由基等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建立和

发展，人们发现氧化应激信号通路对精子的损伤可能是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蛋白激酶Ｃ（ＰＫＣ）、细胞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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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蛋白激酶（ＥＲＫ）信号通路的研究对基于分子水平探讨精子活力低下症的发病机制，寻求其治疗新途径和
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ＰＫＣ；ＥＲＫ；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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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子活力低下症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病症之一，据ＷＨＯ
统计：世界范围内不育症发生率约占育龄夫妇的１５％，且男性
不育约占其中５０％，因精子活力低下而导致的男性不育约占
３０％［１］。引起精子活力低下的原因很多，包括精索静脉曲张、

慢性前列腺炎、精浆生化异常、感染、内分泌异常等，但其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精子活动力与其跨膜细胞信号传导

通路密切相关，可使精子蛋白产生磷酸化或去磷酸化，调节精

子活动力［２］。ＰＫＣ、ＥＲＫ信号传导通路在精子发生、分化等方
面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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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
ＭＡＰＫ）属于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激活后可引起细胞生物
学反应（如细胞增殖、分化、转化及凋亡等）。ＥＲＫ作为 ＭＡＰＫ
的一种，可将信号从表面受体传导至细胞核，是细胞内外信号

转化的关键［３］。ＰＫＣ是Ｇ蛋白偶联受体系统中的效应物，有多
个亚类（如ＰＫＣ－α、ＰＫＣ－βⅠ、ＰＫＣ－βⅡ、ＰＫＣ－γ、ＰＫＣ－δ、
ＰＫＣ－ε、ＰＫＣ－η等），属于多功能丝氨酸和苏氨酸激酶，具有
磷脂和Ｃａ２＋依赖性，ＰＫＣ可通过激活ＭＡＰＫ参与细胞生物学反
应，在细胞核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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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子的影响

ＲｏｔｅｍＲ等［４］认为，精子尾部有多种激发和维持精子运动

所必需的轴丝微管蛋白，ＰＫＣ可通过磷酸化微管蛋白调节精子
运动；同时指出ＰＫＣ参与精子鞭毛运动的调节［５］。资捷等［６］研

究发现，白细胞介素６在诱导精子顶体反应，增强精子受精能力
过程中涉及ＰＫＣ的激活。ＫｒａｐｆＤ等［７］通过研究两栖类动物体

外受精，发现ＰＫＣ的去磷酸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子的活动
力。Ｌｏｚａ－ＨｕｅｒｔａＡ等［８］通过低密度洗涤剂不溶性膜，用液相

色谱－质谱法检测海胆精子 ＰＫＣ磷酸化，发现 ＰＫＣ的磷酸化，
能够为精子运动提供能量，证实了ＰＫＣ磷酸化与精子活动力的
提高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Ｄａ－ｌｅｉＺＨＡＮＧ等［９］对７日龄小鼠
分别用人参皂苷（１０～１０μｇ／ｍＬ）和 ＰＫＣ抑制剂 Ｈ７（１０

－８～

１０－７ｍｏｌ／Ｌ），发现使用人参皂苷的小鼠精原细胞显著增殖，并
且伴随ＰＫＣ的激活；使用Ｈ７的小鼠精原细胞增殖受到抑制，表

明人参皂苷对小鼠精原细胞的影响可能存在ＰＫＣ信号的介导，
ＰＫＣ的激活可能是小鼠精原细胞增殖的因素。相关研究证明
ＰＫＣ激动剂对已获能精子顶体反应的发生率有明显提高；而
ＰＫＣ抑制剂则能非常明显地抑制精子顶体反应［１０－１２］。ＫｒａｐｆＤ

等［１３］认为ＰＫＣ可通过Ｃａ２＋通路阶段性调节精子活动力。由此
可见，ＰＫＣ的激活可以调节精子活动力，提高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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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子的影响

张国生［１４］在研究ＦＳＨ和１７β－雌二醇联合作用调节睾丸
支持细胞Ｓｋｐ２表达机制过程中，发现 ＥＲＫ参与了睾丸支持细
胞中 Ｓｋｐ２基因的表达调节，能够影响猪仔精子的产生及活动
力。ＳｕｚｕｋｉＣ等［１５］通过检测蚕蛹和幼虫体内游离的 Ｄ－丝氨
酸，发现在蚕幼虫发育的过程中低水平的 Ｄ－丝氨酸造成精子
产生的延迟，导致正常精子数目的减少，当为蚕Ｄ－丝氨酸给药
时，可瞬间增加ＥＲＫ的活化，表明 Ｄ－丝氨酸对蚕精子数目的
影响是通过 ＥＲＫ介导的。研究发现，在精子获能过程中抑制
ＥＲＫ的磷酸化，可使精子几乎完全失去发生顶体反应的能力，
表明ＥＲＫ在精子获能的过程中逐渐被活化［１６］。ＶｉｃｉｎｉＥ等［１７］

发现在大鼠精原细胞的形成过程中，ＥＲＫ活性被提高。Ｃｏｃｃｈｉａ
Ｎ等［１８］通过高精度 ＥＲＫ蛋白组学方法发现，过量的超氧化物
歧化酶（ＳＯＤ）可抑制精子鞭毛活动力，降低 ＥＲＫ的活性，提示
ＥＲＫ活性可能与精子鞭毛活动力有关。关霞［１９］通过测定大鼠

睾丸支持细胞Ｅｒｋ－ｍＲＮＡ、ｐ－ＥＲＫ蛋白和 ＥＲＫ蛋白发现，高
剂量和长时间的 ｐ，ｐ－ＤＤＥ、β－ＢＨＣ联合染毒可以通过抑制
ＥＲＫｍＲＮＡ和相关蛋白的表达，导致支持细胞凋亡影响精子的
发生，进而影响精子活动力。有研究表明，敲除睾丸支持细胞

中ＧＧＰＰＳ的小鼠，其精原细胞在３～５天间发生大量凋亡，支持
细胞中的ＥＲＫ被持续激活［２０］。综上所述，ＥＲＫ的活性与精子
活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正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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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活力低下症是危害人类生殖健康的主要因素，其发病

机制复杂，且大多患者无症状体征表现，因此其诊治较为困难。

近年来，氧化应激机制在男性不育尤其是精子活力低下症的研

究中成为关注热点。氧化应激机制的不平衡能引起精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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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或精子受损，最终导致男性不育。ＰＫＣ、ＥＲＫ信号通路作为
氧化应激机制的一部分，是哺乳动物精子细胞中重要的信号通

路，参与调节精子的活动力。纵观文献，ＰＫＣ主要通过影响精
子鞭毛、精子顶体反应、精子发生和维持精子活力方面影响精

子活动力；ＥＲＫ则主要通过影响精子鞭毛、基因表达，蛋白磷酸
化和去磷酸化方面影响精子活动力。ＥＲＫ的活性与精子活动
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正相关性，但持续激活的ＥＲＫ会导致精原细
胞的大量凋亡。ＰＫＣ、ＥＲＫ影响人精子活力的确切机制尚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目前通讯作者主持的国家自然基金及云南省

自然基金等项目通过检测ＳＤ大鼠及人精子细胞内信号分子蛋
白ＥＲＫ、ＰＫＣ、ｐ３８ＭＡＰＫ、ＪＮＫ／ＳＡＰＫ、ＮＦ－ｋＢ等表达和磷酸化
状态，探讨氧化应激时产生的过量 ＲＯＳ对精子的损伤机制，以
进一步阐明氧化应激与男性不育的关系。并且从氧化应激的

角度探索经验方益肾活血法改善精子活力的微观机制，为临床

防治精子活力低下提供科学的依据。可见，基于 ＰＫＣ、ＥＲＫ信
号传导通路研究药物干预精子活力的分子机制，可以为精子活

力低下症的新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其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方

法，值得临床医生和科研工作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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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Ｙ互助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实践
龙泳伶１　龙雪梅２△　陶莉莉３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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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Ｙ－Ｔ－Ｙ互助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方法：采用 Ｙ－
Ｔ－Ｙ互助教学方式对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修习《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课程的学
生进行教育干预，对教学效果和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学生对传统教学法满意度为８１％，对互助模式教学法
满意度上升至９６％；互助教学培训后，学生性传播疾病知识平均得分为由７４３２分上升至８９５４分，生殖避
孕知识平均得分由５６３７分上升至８０４６分。结论：Ｙ－Ｔ－Ｙ互助模式教学法是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传播
的有效模式，能促进教学模式持续改善、教学质量动态上升、学生知识掌握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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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Ｔ－Ｙ（Ｙｏｕｔｈ－Ｔｏ－Ｙｏｕｔｈ）互助模式是我国著名青少年
卫生研究专家余小鸣教授以国外 Ｃ－Ｔ－Ｃ（Ｃｈｉｌｄ－Ｔｏ－Ｃｈｉｌｄ）
模式为基础提出的参与互助健康教育模式，并将其成功运用于

流动青少年生殖健康管理。Ｙ－Ｔ－Ｙ在本质上是相信青年在
合作的基础上有能力发现、分析及解决所面对的生殖健康问

题，同时能够从课堂上所接收的信息积极地向同伴及他人传

播［１，２］。本研究尝试将余小鸣教授运用于流动青少年生殖健康

教育干预的 Ｙ－Ｔ－Ｙ互助模式转化为教学模式运用在大学生
生殖健康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学满意

度、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

　资料
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修习《大学

生生殖健康教育》课程的在校本科生，共１６０人。
"

　方法
２．１　建立健全学生基本信息库

对学生建立个人档案，包括个人简历、经济条件、生殖健康

现状（知识、信念、行为等）及相关教育情况。最终形成健全、准

确的学生生殖健康基本信息库，以利于资料保存及实践教学效

果统计分析等工作。

２．２　全面完善调查方式
综合运用基线调查（自我报告式问卷）、互动教学前后问卷

调查、半结构式访谈（课后回访）以及学生撰写心得体会等调查

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价。

２．３　构建合理的Ｙ－Ｔ－Ｙ互助学习管理组织
为了使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得以顺利实施，在班级成立

合理的学习管理组织十分必要。由教学组老师担任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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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主要职责为指导学习计划拟定、任务安排、工作开展、成

果评估等。学生根据研究方向自由组合成不同的学习小组，选

拔小组长，负责贯彻学习制度，向老师反馈学习情况，组织组员

开展学习活动等。各学习小组定期召开形式多样的学习交流

活动，汇报学习效果，并由指导小组组长进行考核和评价，提出

改进意见。

２．４　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的结构
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由教师课堂讲解、课后自主互助学

习、互助交流活动及成果答辩四大教学环节有机结合组成。首

先由教师利用１／３的课堂学习时间全面普及讲解课程基本知
识；在掌握基本知识基础上，引导各组同学进一步在课后利用

参考书籍、数据库、网站等工具开展互助式自主学习，巩固知识

点的同时，在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小组研讨等方式发现问题、搜

集信息、分析解决问题。在２／３的课堂学习时间内，教师以指导
小组组长的身份，参与各组学习交流活动（趣味游戏、主题研讨

会、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知识竞赛、角色扮演等），教师主要承

担协助活动开展及进行评估的实践任务；学员作为主导者，承

担活动策划、组织实施、总结提升等任务。通过互助学习交流

活动开展，同学们可以将从课堂以及各类工具中所接收的信息

积极地向其他组员进行交流和传播。在以上３大环节基础上，
组织开展成果答辩会，由指导小组根据各组成果汇报情况进行

评分并给与相应奖励［３－５］。见图１。

图１　Ｙ－Ｔ－Ｙ互助模式结构

２．５　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生殖系统的生物学基础及发育，性心

理、性文化和性行为，生殖与避孕，优生与性传播疾病，生殖健

康保健，性爱与婚姻家庭等［６，７］。

２．６　资料处理及质量控制
基线调查及互动教学前后调查部分，针对自我报告式问卷

进行手工核查，剔除不合格问卷，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包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摘录半结构式访谈及心得体会资料相关

信息。

#

　结果
３．１　学生生殖健康信息库

参与Ｙ－Ｔ－Ｙ互助教学实践活动学生共１６０人，年龄１７～
２６岁，平均年龄２０３岁，其中女生人１０４人占６５％，男生５６人
占３５％；医药类学生 １２９人占 ８１％，非医药类学生 ３１人占
１９％；城镇生源占２４％，农村生源占７６％。３６％的学生赞成婚
前性行为，５９％持否定态度，５％表示不在乎。接受婚前性行为
的男生比例更高。认为有必要了解避孕知识的女生比例更高。

认为人工流产对以后妊娠有影响、对女性身心影响很大的女生

比例更高。３１％的学生认为未婚先孕是可以接受的，５２％的学
生表示不接受，１７％不在乎。８３％的学生认为婚检是必要的。
９％的学生有过性生活（性交）经历，男生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发

生性行为的原因主要为：“与恋人相处时不能自控”占５３％，“表
现爱情忠诚”占２６％，“好奇”占７％，“避免孤独”占３％，“经济
压力”占２％，“说不清楚”占９％。初次性行为选择“恋爱对象”
的占８６％，选择“一般朋友”的占５％，选择“网友”的占３％，选
择“其他”的占６％。２％的女生做过人工流产，其中１人有２次
以上人工流产经历［８，９］。

８１％的男生和４４％的女生有接触色情读物／影片的经历。
接触色情资料最多的途径分别为碟片（３２％）、小说（１６％）和网
络（５２％）。生殖健康知识来源于学校教育占 １６％，同伴占
１１％，家长占３％，网络、电视及报刊等媒体是最重要的知识来
源（７０％）。学校教育形式中，自己看书占 ５６％，自由活动占
２３％，老师讲课占２１％。８９％的学生不满意目前学校生殖健康
相关教育的开展［１０］。

３．２　教学满意度评估结果
通过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课程

中的实践，学生对该教学形式的满意度达到９６％，相比于传统
的填鸭式、课堂授课式教学形式的８１％得到了明显提高。
３．３　教学前后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培训后，学生性传播疾病知识平均
得分为由７４３２分上升至８９５４分，生殖避孕知识平均得分由
５６３７分上升至８０４６分。见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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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性传播疾病知识掌握情况（％）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教学前

错误 不了解 正确

教学后

错误 不了解 正确

外表看起来健康的人可能会是性病患者吗 ６ ８ ８６ ２ ２ ９６

仅有１次不良性行为有可能感染性病吗？ １０ １４ ７６ ０ ０ １００

性病的症状是否只限于性器官？ ３２ ８ ６０ ０ ３ ９７

多个性伴侣会增加感染性病的危险性吗？ ５ ５ ９０ ０ ０ １００

非淋菌性尿道炎是性传播疾病吗？ ７０ ２４ ６ １３ １２ ７５

滴虫性阴道炎是性传播疾病吗？ ６６ １７ １７ ５ ８ ８７

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吗？ ３ ０ ９７ ０ ０ １００

乙型肝炎是性传播疾病吗？ １９ １０ ７１ ６ ６ ８８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包括哪些？ １４ ６ ８０ ０ ０ １００

避孕套能有效降低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危险性吗？ ７ ５ 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表２　生殖避孕知识掌握情况（％）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教学前

错误 不了解 正确

教学后

错误 不了解 正确

月经周期正常的女性，在月经周期哪个阶段最容易受孕？ ３２ １６ ５２ １ ４ ９５

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 １９ １５ ６６ ０ ０ １００

罹患性病的男女会影响生育功能或致子代出生缺陷吗？ １６ ２２ ６２ ０ ３ ９７

采取了避孕措施后能 １００％避孕吗？ ４１ １０ ４９ ０ ０ １００

哪些是服用避孕药后产生的副作用？ ５７ ２１ ２２ ２４ １１ ６５

紧急避孕是否可以代替常规避孕？ ５０ ３９ １１ ６ ８ ８６

体外排精或安全期避孕法可以作为常规避孕方法吗？ ４８ １３ ３９ ０ １ ９９

紧急避孕药在多长时间内服用是有效的？ ３９ ５２ ９ １５ １７ ６８

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的妊娠会产生影响吗？ ７ ２ ９１ ０ ０ １００

适合高校学生的避孕方法有哪些？ ３３ ３６ ３１ １４ １４ ７２

$

　讨论
４．１　通过实施 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生殖健康教育教学模
式得到改善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往往过分依赖教师填鸭式知识传授，
特别在生殖健康教育这一较为敏感的教学内容上，甚至部分教

师在不给予引导的前提下布置同学自主看书完成教学任务，教

学手段单一、形式枯燥，无法满足学生要求，教师也容易出现职

业倦怠［１１，１２］。Ｙ－Ｔ－Ｙ互助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和界限，可以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针对

不同学生群体灵活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并全程参与教学过

程，发挥引导和督导功能。同时，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由被

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实施者，主导学习活动的设计、开展和协

调，有利于激发青年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

创新思维，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２　通过实施Ｙ－Ｔ－Ｙ互助模式，教学满意度明显上升
传统的教学模式缺乏创新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导致课堂

教学气氛沉闷，教师和学生无可避免出现惰性［１３］。Ｙ－Ｔ－Ｙ
互助模式在生殖健康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得到学生肯定，教学

满意度明显上升：通过互助教学模式的开展，许多难以启齿的问

题在学生们积极自主参与和教师的悉心引导下，变成喜欢、爱

听、能接受的科学知识，打破传统的心理障碍，并在与同学们合

作的基础上通过游戏及实践活动的方式不断发现问题、分析原

因、解决问题，最终掌握知识［１４］。

４．３　通过实施Ｙ－Ｔ－Ｙ互助模式，教学质量动态提升
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终端目标考核管理，也就是通过

考试的方式衡量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学生

的学习感受、能力提升、思维培养等［１５，１６］。Ｙ－Ｔ－Ｙ互助模式
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体验，不断引导学生发挥更大

的能动性，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模式，教授学生分析及解

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培养学生通过团结协作，发挥１＋１＞２的团
队效应。通过实践，同学们不但牢固掌握了知识点，而且通过

小组互助交流、答辩分享等活动积极地向同伴及他人传播健康

知识，极大扩充了教学内容，拓展了教学辐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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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过程中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征（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ＨＳＳ）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防。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生殖中心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行ＩＶＦ－ＥＴ中发生的中、重度ＯＨＳＳ而进行住院治疗的４５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结果：４５例研究对象中，ＥＴ妊娠组２８例，未ＥＴ组１７例，中度ＯＨＳＳ患者３１例，重度ＯＨＳＳ患者１４
例。ＥＴ妊娠组重度ＯＨＳＳ发生率４２８６％（１２／２８）与未ＥＴ组１１７６％（２／１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ＥＴ妊娠组的住院时间、腹穿率、白蛋白使用量均高于未ＥＴ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Ｔ
妊娠组，１例重度 ＯＨＳＳ患者并发锁骨下静脉血栓，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效果良好。结论：在促排卵药物的
应用过程中，应注意预防ＯＨＳＳ的发生，对有高危因素ＯＨＳＳ患者可行胚胎冷冻保存。对于中、重度ＯＨＳＳ患
者应严密监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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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４５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ｎ＝２８）ａｎｄｎｏｎ－ＥＴ
ｇｒｏｕｐ（ｎ＝１７）．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ＯＨＳＳａｎｄ１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ＯＨＳＳ．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ｅ
ｖｅｒｅＯＨＳＳｗａｓ（４２．８６％，１２／２８）ｉｎＥ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１．７６％，２／１７）ｉｎｎｏｎ－Ｅ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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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ＯＨＳ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ｏｃｅｎｔ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ｓｅ
ｏｆ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ｎＥ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ｎｏｎ－Ｅ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ＥＴ－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ｏｎｅｓｅｖｅｒｅＯＨＳ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ｇｏｔａ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ａｒ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ＯＨＳＳｗｈｅｎｅｎ
ｈａｎｃｉｎｇ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ｌｌｅｍｂｒｙｏｓ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ＯＨＳＳ．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ＯＨＳ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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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ＨＳＳ），是一种以促排卵为目的而进行卵巢刺激时，特别是在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
ＥＴ）辅助生殖技术中所发生的严重医源性并发症。促排卵后卵
巢来源的血管活性因子导致全身血管通透性增加是其病理生

理特征，临床表现为卵巢囊性增大、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严

重者可产生腹水、胸水、血液浓缩、血栓形成、肝、肾功能衰竭，

甚至危及生命。ＯＨＳＳ为自限性疾病，多发生于超促排卵周期
中的黄体期与早妊娠期，发病与人绒毛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
ｃｈｐ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的应用密不可分，按发病时间分为
早发型和晚发型两种［１］：早发型多发生于 ｈＣＧ应用后的３～９ｄ
内，与外源性ｈＣＧ的刺激有关，其病情严重程度受卵泡数目、雌
激素Ｅ２水平的影响，如无妊娠，１０ｄ后缓解，如妊娠则病情加重；
晚发型多发生于ｈＣＧ应用后１０～１７ｄ，与妊娠后内源性 ｈＣＧ的
刺激有关。为探讨 ＯＨＳＳ的防治措施，现对我院生殖中心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行 ＩＶＦ－ＥＴ治疗中发生中、重度 ＯＨＳＳ
而进行住院治疗的４５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４５例ＯＨＳＳ患者，２８例移植后妊娠，１７例未移植；年龄２１
～３８岁，平均３０岁；不孕年限１～１０年，平均３５年；原发性不
孕３１例，继发性不孕１４例；不孕原因：男方因素１９例，输卵管
因素１２例，排卵障碍 ７例，子宫内膜异位症 ５例，不明原因
２例。
１２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期间ＩＶＦ－
ＥＴ周期１９５６次中发生中／重度ＯＨＳＳ的临床资料，共４５例。将
其分为ＥＴ妊娠组和未ＥＴ组，其中ＥＴ妊娠组２８例，未ＥＴ组１７
例，记录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不孕原因、不孕年限、促性腺激

素（Ｇｎ）用量、Ｇｎ使用时间、ｈＣＧ日血清 Ｅ２水平、获卵数、２ＰＮ
数、可移植胚胎数、优质胚胎数、住院时间、胸腹水发生率、胸穿

率、腹穿率、肝肾功能损害率、白蛋白使用量及妊娠结局。

１３　控制性超促排卵方案
长方案：黄体中期开始皮下注射短效 ＧｎＲＨａ０１ｍｇ／ｄ１４

～１８ｄ，降调满意后，ＧｎＲＨａ００５ｍｇ／ｄ至 ＨＣＧ注射日，垂体完全
降调节后给予Ｇｎ进行超促排卵，根据个体对药物反应情况调
整药量。当有３个或以上的主导卵泡直径≥１７ｍｍ时，当天晚
上注射ＨＣＧ６５００ＩＵ，３６ｈ后取卵。超长方案：于月经第２ｄ或黄
体中期使用大剂量 ＧｎＲＨａ３７５ｍｇ／次或１８ｍｇ／次，依据降调情

况间隔２８ｄ后重复注射，于末次注射后１４～２８ｄ启动 Ｇｎ促排
卵。拮抗剂方案：月经第３ｄ开始 Ｇｎ促排卵，主导卵泡直径达
１３～１４ｍｍ开始每天使用醋酸西曲瑞克０２５ｍｇ，直至注射 ｈＣＧ
日。其中，长方案３６例，超长方案８例，拮抗剂方案１例。
１４　诊断标准

依据Ｇｏｌａｎ等［２］１９８９年提出的ＯＨＳＳ诊断及分度标准：（１）
轻度：腹胀不适，可伴恶心、呕吐和或腹泻，卵巢增大直径５～
１２ｃｍ；（２）中度：上述症状伴Ｂ超下有腹水；（３）重度：出现临床
证据的腹水和或胸水或呼吸困难；出现低血容量改变，血液浓

缩，血液黏度增加，凝血异常，肾血流减少，少尿、肾功能异常，

低血容量休克。

１５　中重度ＯＨＳＳ治疗方案
１．５．１　治疗原则　每日记录２４ｈ出入量、测腹围、体重，监

测生命体征，检查腹部或肺部体征；测定血液浓缩情况、血凝情

况和肝肾功能；Ｂ超观察卵巢大小及胸腹水情况；高蛋白饮食；
禁止同房和剧烈活动以防卵巢扭转。

１．５２　扩容治疗　给予低分子右旋糖苷或羟乙基淀粉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ｄ，对于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可视情况每日静脉滴
注白蛋白１０～４０ｇ或血浆２００～４００ｍＬ／ｄ。病情控制后，先停用
白蛋白，观察患者情况，每天出量与入量平衡时停用低分子右

旋糖苷或羟乙基淀粉。

１．５．３　腹腔穿刺　张力性腹水、纠正血液浓缩后仍少尿、
重度腹水伴呼吸困难者需在Ｂ超指导下施行腹腔穿刺，以避免
损伤增大的卵巢，可采用经腹和经阴道两种途径，以经腹途径

常用，放腹水速度要慢，在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一次可放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ｍＬ，３～５ｄ可重复放腹水１次。
１．５．４　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　预防剂量，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ＩＵ／

ｄ；治疗剂量每次１００ＩＵ／ｋｇ，每隔１２ｈ１次。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的描述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ＯＨＳＳ的发病情况

本研究中，超促排卵周期数为１９５６，中度ＯＨＳＳ患者３１例，
重度ＯＨＳＳ患者１４例，即中度 ＯＨＳＳ的发病率为１５８％，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病率为０７２％。
２．２　组间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ＯＨＳＳ患者的平均年龄、不孕类型、不孕年限、体重指
数及不孕原因的构成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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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ＥＴ妊娠组和未ＥＴ组一般资料比较

ＥＴ妊娠组
（ｎ＝２８）

未ＥＴ组
（ｎ＝１７）

Ｐ

平均年龄（岁）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不孕年限（年）

原发性不孕ｎ（％）
子宫内膜异位症ｎ（％）
输卵管因素ｎ（％）
排卵障碍ｎ（％）
男方因素ｎ（％）
病因不明ｎ（％）

３０±４３４
２２７８±３４２
３３８±２１６
２０（７１４３）
３（１０７１）
８（２８５７）
４（１４２９）
１２（４２８６）
１（３５７）

３０２９±４２８
２３９６±３８８
３７１±１５７
１１（６４７１）
２（１１７６）
４（２３５３）
３（１７６５）
７（４１１８）
１（５８８）

０９８４
０４９９
０５８７
０６３７
０９１３
０７１１
０７６３
０９１２
０７１５

２．３　超促排卵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行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治疗中，Ｇｎ使用时间和Ｇｎ使用量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ＥＴ组ｈＣＧ日Ｅ２水平、获卵数、２ＰＮ数和
可移植胚胎数显著高于ＥＴ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优质
胚胎数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ＥＴ妊娠组和未ＥＴ组超促排卵相关指标比较

ＥＴ妊娠组
（ｎ＝２８）

未ＥＴ组
（ｎ＝１７）

Ｐ　

Ｇｎ使用时间（ｄ）
Ｇｎ使用量（支）
ｈＣＧ日Ｅ２（ｐｍｏｌ／Ｌ）

获卵数（个）

２ＰＮ数（个）
可移植胚胎数（个）

优质胚胎数（个）

１０７９±１６７
２７６５±２４３
３５３４４６±１６１３２６
１３１２±５８２
８４６±４４７
８２９±４１６
４３２±３７５

１０１７±１１１
２２７９±１６６
６８０４１７±２５４１４２
２２５３±５３２
１２８８±６９５
１２７１±６００
４４１±３６９

０２５０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９３７

２．４　临床有关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ＥＴ妊娠组的住院时间、腹穿率、腹

穿总次数、白蛋白使用量均高于未 ＥＴ组；ＥＴ妊娠组的中度
ＯＨＳＳ发生率低于未 ＥＴ组，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率则高于未 ＥＴ
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ＥＴ妊娠组和未ＥＴ组临床治疗指标比较

ＥＴ妊娠组
（ｎ＝２８）

未ＥＴ组
（ｎ＝１７）

Ｐ

住院时间（ｄ）
腹穿ｎ（％）
白蛋白用量（ｇ）
重度ＯＨＳＳｎ（％）

１２７９±２２２
１１（３９２９）
１１８３９±１４２８
１２（４２８６）

７９４±１４６
２（１１７６）
６７９４±１２８１
２（１１７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２５　抗凝治疗结果
４５例ＯＨＳＳ患者中有１例患者出现锁骨下静脉血栓。该病

人于胚胎移植 １５ｄ后诊断为 ＯＨＳＳ，立即使用低分子肝素
４０００ＩＵ／ｄ进行预防性治疗３ｄ，后改为低分子肝素３０００ＩＵ／次，
每隔１２ｈ１次，连用１７ｄ后自觉右侧颈部及锁骨上区肿胀，轻度
触痛，右肩部及右上肢可见迂曲扩张静脉血管，伴轻度头晕，彩

超示右侧颈内静脉与锁骨下静脉交汇处管腔内血栓形成，长约

８～１０ｃｍ；遂立刻给予低分子肝素５０００ＩＵ／次，每隔１２ｈ１次，连
用８ｄ后症状缓解出院，出院后仍按上述剂量使用低分子肝素至
孕１２周，后减量至５０００ＩＵ／ｄ维持至今。目前双胎妊娠１６周。
２６　治疗结果

所有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直至出院。追踪 ＥＴ妊娠组
的妊娠结局，２１例已足月分娩，其中单胎７例，双胎１４例；６例
妊娠状态；１例患者在持续扩容并反复多次放腹水后症状有所
缓解，但病人自觉不能继续耐受，要求终止妊娠。

#

　讨论
３１　ＯＨＳＳ的发生

ＯＨＳＳ发病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者自身因素、所
用的促排卵药物种类、剂量、治疗方案以及是否妊娠密切相

关［３］。接受ＩＶＦ的患者中，轻度的发生率为２０％ ～３３％，中度
的发生率为３％～６％，重度的发生率为０５％ ～５％［４］，而妊娠

周期ＯＨＳＳ发病率约为非妊娠周期的 ４倍。本研究中，中度
ＯＨＳＳ的发病率为１５８％，重度ＯＨＳＳ的发病率为０７２％，发病
率较低，可能与我中心对于 ＯＨＳＳ高危因素的患者及早干预有
关，即对 ｈＣＧ日 Ｅ２≥５０００ｐｇ／ｍＬ或获卵数≥２０个的患者建议
其全胚冷冻以预防ＯＨＳＳ的发生，也因为如此，未ＥＴ组 ｈＣＧ日
Ｅ２水平、获卵数、２ＰＮ数和可移植胚胎数均显著高于 ＥＴ妊
娠组。

３２　ＯＨＳＳ的预防
对于ＯＨＳＳ高危人群来说，进行 ＩＶＦ后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

率为１０％ ～３８％［５］，远高于一般发生率，所以对高危人群采取

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ＯＨＳＳ的高危因素包括原发性高危因
素和继发性高危因素［３］，原发性高危因素主要涉及对卵巢激素

高度敏感患者的自身因素，这些因素会放大激素类药物对卵巢

的刺激作用，包括：（１）血清抗苗勒管激素 （ａｎｔｉ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
ｍｏｎｅ，ＡＭＨ）的基础水平偏高（＞３３６ｎｇ／ｍＬ）；（２）窦卵泡数 ＞
１４个；（３）年龄＜３３岁；（４）多囊卵巢综合症（ＰＣＯＳ）或卵巢多
囊样改变；（５）既往ＯＨＳＳ病史。继发性高危因素为辅助生殖治
疗过程中出现的可能会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的因素，包括：（１）
ｈＣＧ日直径≥１１ｍｍ的卵泡数≥１３个或直径≥１０ｍｍ的卵泡数
≥１１个；（２）ｈＣＧ日血Ｅ２＞５０００ｐｇ／ｍＬ；（３）获卵数≥１８个；（４）
应用Ｇｎ第５天、取卵前３天和取卵当天抑制素 Ｂ（ｉｎｈｉｂｉｎ－Ｂ）
水平增高；（５）应用ｈＣＧ诱导排卵和黄体支持；（６）妊娠。对于
ＯＨＳＳ高危病人，ＧＴＬａｉｎａｓ等［６］提出了三级预防策略，一级预

防为使用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ＧｎＲＨ拮抗剂能迅速引起黄体生
成素（ＬＨ）、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降低，阻止、干预提前出现的
ＬＨ峰［７］，对促性腺激素需要量相对减少，促排卵时间也会缩

短，并可用短效的 ＧｎＲＨａ代替 ｈＣＧ促卵泡成熟，有效阻止
ＯＨＳＳ的发生［８］。一系列随机对照研究表明，在ＯＨＳＳ高危人群
中，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组的 ＯＨＳＳ发生率明显低于 ＧｎＲＨａ长方
案组［７－１１］。二级预防包括：（１）ＧｎＲＨａ取代或部分替代ｈＣＧ促
排卵。短效ＧｎＲＨａ可替代ｈＣＧ继发内源性ＬＨ峰，促使卵泡成
熟，其作用时间明显缩短，从而减少 ＯＨＳＳ的发生。但 ＧｎＲＨａ
有溶黄体作用，会造成临床妊娠率下降［１２］。有文献报道指出，

为避免临床妊娠率的下降，应相应补充雌孕激素，并根据血中

Ｅ２和Ｐ的变化及时调整雌孕激素的剂量，维持Ｅ２＞２００ｐｇ／ｍＬ，Ｐ
＞２０ｎｇ／ｍＬ［１３］。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使用 ＧｎＲ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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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用小剂量 ｈＣＧ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ＩＵ后，临床妊娠率不受影
响［１４］。（２）多巴胺激动剂。研究证实多巴胺激动剂通过减少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２，ＶＥＧＦＲ－２）磷酸化，从而抑制 ＶＥＧＦＲ－２介导的血管
通透性增加［１５］。卡麦角林和溴隐亭是最常见的用于预防ＯＨＳＳ
的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一篇针对８项随机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
表明，卡麦角林可以降低中、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率，对临床妊娠
率和获卵数没有影响，但其对出生率、流产率和出生缺陷率的

影响尚不确定［１６］。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ＯＨＳＳ高危
患者自取卵日开始使用溴隐亭０２５ｍｇ／ｄ，直肠给药，连用１６ｄ，
中、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率降低，临床妊娠率并未受影响［１７，１８］。

三级预防是指对于重度ＯＨＳＳ患者黄体期应用ＧｎＲＨ拮抗剂进
行治疗。一系列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对于重度 ＯＨＳＳ患者进
行黄体期ＧｎＲＨ拮抗剂的治疗，可以迅速缓解患者的症状，减少
住院率，患者满意度增高［６，１９－２１］。其中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将

进行新鲜胚胎移植的高危 ＯＨＳＳ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为未发
生ＯＨＳＳ的患者，治疗组为发生 ＯＨＳＳ而进行 ＧｎＲＨ拮抗剂治
疗的患者，两组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妊娠周期数、活产

率、出生体重均没有差别，未出现新生儿畸形、死产和胎死宫中

现象［６］。此外，国内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将取消新鲜胚胎移植的

高危ＯＨＳＳ患者于取卵日开始使用醋酸西曲瑞克０２５ｍｇ／ｄ，共
７ｄ，拮抗剂组未出现 ＯＨＳＳ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中、重度
ＯＨＳ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２］。

３３　ＯＨＳＳ的抗凝治疗
ＯＨＳＳ并发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并不常

见，但却是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ＲＴ）
中有致命危险的并发症。据估计，ＡＲＴ助孕并发各种ＤＶＴ形成
的发生率约００４％［２３］。约３３％的血栓发生在动脉系统，以发
生在颅内动脉常见；６７％发生在静脉系统，以发生在颈部静脉
和锁骨下静脉最为常见［２４］。动脉血栓患者中妊娠率为４６％，
静脉血栓者中妊娠率为９６％［２５］。一项研究回顾了１９６５年 ～
２０１３年文献报道的 ＯＨＳＳ合并 ＤＶＴ的 １４０位患者的资料，其
中，８５％的患者为首次周期中发病，４３％的患者于早发ＯＨＳＳ期
间出现ＤＶＴ，８１％的ＤＶＴ出现在静脉系统［２６］。ＯＨＳＳ并发ＤＶＴ
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本研究的１例及文献报道的病例
多发生在上肢静脉系统，大多数患者出现颈部肿胀伴疼痛，上

肢肿胀伴皮温升高，肩部及上肢可见迂曲扩张静脉血管，伴或

不伴头痛或呼吸苦难，因此，对于 ＯＨＳＳ患者出现上述症状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行头颈部彩超等相关检查，以便及早发

现血栓并及时治疗。ＯＨＳＳ并发 ＤＶＴ尚缺乏统一的治疗指南，
但对于已经发生的血栓治疗，低分子肝素仍为抗凝治疗的首

选，至于使用时限则差异较大。因为小分子肝素不能通过胎

盘，相对安全，孕妇可以持续使用至血栓缓解后３～６个月，以避
免血栓的复发，但需密切监测凝血功能，及时了解静脉血栓再

通情况，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剂量和时间［２７］。对于 ＯＨＳＳ并发
ＤＶＴ的预防，应从源头做起，尽量预防ＯＨＳＳ的发生。有学者认
为ＯＨＳＳ患者即使预防性抗凝治疗也不能完全避免 ＤＶＴ的发
生［２８］。本研究的这例患者一经诊断为 ＯＨＳＳ即使用低分子肝
素进行预防性治疗，但没有避免ＤＶＴ的发生。对于 ＯＨＳＳ患者
积极扩容、腹腔穿刺减少腹水等改善血液浓缩的措施或许比预

防性抗凝治疗更有作用［２４］。也有学者认为，低分子肝素

５０００ＩＵ／ｄ才能达到预防ＯＨＳＳ患者血栓的发生［２９］。此外，祖国

医学也是治疗与预防手段之一［３０］。

综上所述，ＯＨＳＳ是现代辅助生殖技术中常见的医源性并
发症，临床工作中应掌握该病的诊断、治疗，加强对高危 ＯＨＳＳ
患者的重视，及早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如个体化选择促排卵

方案、放弃新鲜胚胎移植及中、重度 ＯＨＳＳ患者黄体期使用 Ｇｎ
ＲＨ拮抗剂等，以减少严重病例的出现，降低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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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吴香春．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不同促排卵方案临床疗效分析．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５）：３５－３７．

［１１〗　孔伟，闻姬，陈军．两种促排卵方案对行 ＩＶＦ－ＥＴ的 ＰＣＯＳ患者
的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３－８．

［１２］　ＫｏｌｉｂｉａｎａｋｉｓＥＭ，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ｍｏｓｇａｕＡ，ＳｃｈｒｏｅｒＡ，ｅｔａｌ．Ａｌｏｗｅｒ
ｏｎｇｏ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ｗｈｅｎＧｎＲＨ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ｓｕｓｅｄ
ｆｏ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ｉｎａｌｏｏｃｙｔｅ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ＨＣＧ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
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ＩＶＦｗｉｔｈＧｎＲＨ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８８７－２８９２．

［１３］　ＨｕｍａｉｄａｎＰ．Ｌｕｔ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ｃｕｅ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ＨＳ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ｙ
ＧｎＲＨａ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ＨＣＧ：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９，１８（５）：６３０－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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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ＨｕｍａｉｄａｎＰ，ＥｊｄｒｕｐｂｒｅｄｋｊａｅｒＨ，Ｗ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ＬＧ，ｅｔａｌ．１，５００ＩＵ
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ａｔｏｏｃｙｔ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ｃｕｅｓ
ｔｈｅｌｕｔ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ｗｈｅｎ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ｓ
ｕｓｅｄｆｏｒ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０，９３（３）：８４７－８５４．

［１５］　ＧｏｍｅｚＲ，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Ｍ，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ＲＣ，ｅｔａｌ．Ｌｏｗ－
ｄｏｓｅ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ｓ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ｈｙｐ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ＶＥＧ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ｕｔｅａｌ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ａｒａｔｏ
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４７（１１）：
５４００－５４１１．

［１６］　ＬｅｉｔａｏＶＭ，ＭｏｒｏｎｉＲＭ，ＳｅｋｏＬＭ，ｅｔａｌ．Ｃａｂｅｒｇｏ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６６４－６７５．

［１７］　ＫａｓｕｍＭ，ＶｒｃｉｃＨ，ＳｔａｎｉｃＰ，ｅｔａｌ．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５．

［１８］　ＳｈｅｒｗａｌＶ，ＭａｌｉｋＳ，ＢｈａｔｉａＶ．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ｒｏｍｏｃｒｉｐｔｉｎ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
ｔｙ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ｐｏｎｄ
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２）：８５－９０．

［１９］　ＬａｉｎａｓＧＴ，ＫｏｌｉｂｉａｎａｋｉｓＥＭ，Ｓｆ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ＩＡ，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ｕｔｅａｌ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ｒｅｌｅａ
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ｅａｒｌｙｏ
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ＪＯ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１（７）：８４８－８５５．

［２０］　ＬａｉｎａｓＧＴ，ＫｏｌｉｂｉａｎａｋｉｓＥＭ，Ｓｆ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ＩＡ，ｅｔａｌ．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ｅａｒｌｙＯＨＳＳｂ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ＲＨ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ｉｎｔｈｅｌｕｔ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ＲＢ＆Ｅ，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６９．

［２１］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ＭＡ，ＭａｈｄａｖｉＡ，ＡｌｅｙａｓｉｎＡ，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

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ｓｉｎｇ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
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２８（１１）：８５３－８５５．

［２２］　王培，凌秀凤，李秀玲，等．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在防治卵
巢过度刺激综合症中的应用．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２０１３，７（１９）：８５８４－８５８７．

［２３］　ＡｒｙａＲ，ＳｈｅｈａｔａＨＡ，ＰａｔｅｌＲＫ，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ｊｕｇｕｌａｒ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
ｂ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１，１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５．

［２４］　ＲａｏＡＫ，ＣｈｉｔｋａｒａＵ，ＭｉｌｋｉＡＡ．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ＩＶＦ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２０（１２）：３３０７－３３１２．

［２５］　ＣｈａｎＷＳ．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ｉ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１（３）：２０７－２１８．

［２６］　ＭｏｒＹＳ，ＳｃｈｅｎｋｅｒＪＧ．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７２（６）：５４１－５４８．

［２７］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ｉＰＪ，ＫａａｊａＲＪ，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ｉｃＶ，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ａｒ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６３（２）：１５４－１５９．

［２８］　ＣｈｉｐｗｅｔｅＳＥ，ＢｕｇｒｅｎＳ，Ｒａｆｌａ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ｐｏｓ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
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９１（５）：１３－１４．

［２９］　ＲｏｖａＫ，ＰａｓｓｍａｒｋＨ，ＬｉｎｄｑｖｉｓｔＰＧ．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ｒｉｓｋ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ｙｃｌｅ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２，９７（１）：９５－１００．

［３０］　茹雪，张昌军．中西医防治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现代研究进展．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２）：４１－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浙江省苍南县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Ｓ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吴淑清 （１９６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超声检
验工作。

△【通讯作者】王烨，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ｅ＿ｗｚ＠１６３．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７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药物流产不全后宫内残留物的诊
断价值研究
吴淑清１　王烨２△　水旭娟３

１苍南县妇幼保健院超声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８００
２温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３温州市人民医院超声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析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药物流产不全后宫内残留物的价值。方法：入选我院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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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８０例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２周的患者，随机分为３组各６０例，Ａ组采用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波（ＣＤＦＩ）检查，Ｂ组采用能量多普勒（ＣＤＰＩ）检查，Ｃ组采用 ＣＤＦＩ＋ＣＤＰＩ检查，并与病
理结果进行比较，评价定性诊断价值。结果：Ａ组对药物流产不全诊断的灵敏度为９１１％（５１／５６），准确性
为８８３％（５３／６０），Ｂ组灵敏度为９０９％（５０／５５），准确性为９００％（５４／６０），Ｃ组灵敏度为１０００％（５６／
５６），准确性为９８３％（５９／６０）。３组比较灵敏度、准确性可见，Ｃ组灵敏度、准确性明显高于 Ａ、Ｂ两组，Ｐ＜
００５。结论：高频ＣＤＦＩ对药物流产不全后宫内残留物诊断灵敏度高，准确性相对低，与 ＣＤＰＩ联合，可提高
诊断准确性，二者联合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能量多普勒；诊断；药物流产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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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流产不全后宫内残留物是药物终止妊娠的常见并发
症，可导致阴道出血、子宫收缩功能下降、感染、子宫内膜炎及

继发性不孕等不良后果［１］。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直观显示子

宫和宫腔的作用，可方便、准确地诊断妇产科疾病。药物流产

不全患者一般存在异常组织和宫腔积血，宫腔回声改变明

显［２］。ＣＤＦＩ和ＣＤＰＩ均可观察子宫内血流异常。我院纳入１８０
例疑似药物流产不全患者分别予以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ＣＤ
ＦＩ）、能量多普勒（ＣＤＰＩ）单独诊断及二者联合诊断，并与病理结
果比较，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８０例药物流产
后持续阴道出血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入选标准：经药物（米

索和米非司酮）流产后见绒毛组织排出，但阴道仍不规则出血，

并持续１４～４０ｄ不等，并伴有小腹酸痛，恶心、厌油腻，血、尿
ＨＣＧ迟迟不能转阴，疑似药物流产不全者。所有患者按照随机
抽样法分为 ３组各 ６０例，Ａ组年龄在 １５～４５岁之间，平均
（３４６±４２）岁，停经３７～４８ｄ，平均（４３２±２９）ｄ；Ｂ组年龄在
１７～４４岁之间，平均（３４３±４３）岁，停经３６～４６ｄ，平均（４３４
±２８）ｄ；Ｃ组年龄在１６～４４岁之间，平均（３４５±４３）岁，停经
３５～４７ｄ，平均（４３３±２８）ｄ。３组患者的年龄和停经时间等大
体一致。

１２　方法
Ａ组采用ＣＤＦＩ检查：采用 ＧＥ－ＬＯＧｉＱ７彩色超声诊断仪，

经阴道探头频率设置为１０ＭＨｚ，腹部凸阵探头频率设置为４０
～５５ＭＨｚ，取患者仰卧位进行腹部检查，适度充盈膀胱，取患者
截石位进行引导检查、排尿、多方位扫查、取得满意二维声像图

后，行ＣＤＦＩ检查，调节角度、速度和增益，全面检查宫腔内团块
和附近肌壁的血流。Ｂ组采用ＣＤＰＩ检查：二维声像图检查同Ａ
组，之后行ＣＤＰＩ检查，全面检查宫腔内血流。Ｃ组采用ＣＤＦＩ＋
ＣＤＰＩ检查：二维声像图检查同上，之后先行 ＣＤＦＩ检查，对于无
法确诊的患者再行 ＣＤＰＩ检查。。所有患者均在清宫术后取清
出组织标本进行病理送检，并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与病

理结果进行比较，评价定性诊断价值。

１３　判断和评估标准
记录并计算ＣＤＦＩ、ＣＤＰＩ及二者联合检查的灵敏度和准确

性［３］。灵敏度＝两者检查均为阳性病例数／病理检查阳性病例
数×１００％；准确性＝（两者检查均为阳性病例数 ＋两者检查均
为阴性病例数）／总病例数×１００％。阴性判断标准：血、尿 ＨＣＧ
水平下降至正常范围内，临床症状消失。

１４　统计学处理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高频ＣＤＦ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

高频ＣＤＦＩ对药物流产不全检查的灵敏度为 ９１１％（５１／
５６），准确性为８８３％（５３／６０），病理检查发现药物流产不全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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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宫内膜息肉１例，宫腔内血块３例，ＣＤＦＩ检查所有病例均
为药物流产不全者，宫腔内未见明显团块而近内膜肌壁异常丰

富血流者１３例，宫腔团块内无或星点血流信号而附近肌壁异常
血流丰富者１７例，宫腔团块和附近肌壁均检测到异常丰富血流
且回声偏强者２０例。见表１。

表１　高频ＣＤＦ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例）

检测方法
ＣＤＦＩ

阳性 阴性

病理检验结果 阳性 ５１ ５

阴性 ２ ２

２２　ＣＤＰ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
ＣＤＰＩ对药物流产不全检查的灵敏度为９０９％（５０／５５），准

确性为９００％（５４／６０），病理检查发现药物流产不全５５例，子
宫内膜息肉２例，宫腔内血块３例，ＣＤＦＩ检查５６例为药物流产
不全者，均有丰富血流存在。见表２。

表２　ＣＤＰ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例）

检测方法
ＣＤＰＩ

阳性 阴性

病理检验结果 阳性 ５０ ５

阴性 １ ４

２３　（ＣＤＦＩ＋ＣＤＰ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
ＣＤＦＩ＋ＣＤＰＩ对药物流产不全检查的灵敏度为 １０００％

（５６／５６），准确性为９８３％（５９／６０），病理检查发现药物流产不
全５６例，子宫内膜息肉１例，宫腔内血块３例，ＣＤＦＩ＋ＣＤＰＩ检
查５７例为药物流产不全者，ＣＤＦＩ显示偏强回声区３５例，宫腔
团块和附近肌壁均检测到异常丰富血流，ＣＤＰＩ提高血流信号显
示，ＣＤＦＩ显示中低回声区或散在短线条高回声区２２例，内膜肌
壁可见异常血流信号，ＣＤＰＩ可提高血流信号显示。见表３。

表３　（ＣＤＦＩ＋ＣＤＰＩ）和病理检验结果比较（例）

检测方法
ＣＤＦＩ＋ＣＤＰＩ

阳性 阴性

病理检验结果 阳性 ５６ ０

阴性 １ ３

２４　３组比较结果
３组比较灵敏度、准确性可见，Ｃ组灵敏度、准确性明显高

于Ａ、Ｂ两组（χ２＝９３１，８００；９５３，６２５），Ｐ＜００５。
#

　讨论
药物流产在临床上运用广泛，具有方便、高效及安全的优

势特点，国内外研究中均表明药物流产中胚胎排除率超过

９０％［４，５］。值得注意的是，药物流产存在出血时间长、出血量大

以及部分胚胎残留的缺点。流产药物中存在抗孕酮类成分，与

孕激素结合后可阻断孕激素活性，使胎膜变性坏死，释放内源

性前列腺素，造成黄体萎缩［５］。米索和米非司酮联合使用可诱

发子宫舒张、收缩，子宫内膜或子宫颈一旦有炎性蜕膜绒毛粘

连，则影响子宫收缩功能，无法顺利排除和剥离胎囊，造成宫内

残留［６］。超声检查是药物流产后的重要检查方式。正常情况

下，患者服药后１～５ｄ内可排出孕囊［７］，当残留物多而残留时

间短时，超声呈低回声，当残留时间较长时，容易导致残留物坏

死变性，超声多呈现不规则的增强回声。

早孕患者行药物流产后，一般仅有一小部分组织残留于宫

腔内，采用二维超声明确诊断困难较大，尤其与黏膜下肌瘤及

子宫内膜息肉鉴别较为困难，容易误诊。随着高频 ＣＤＦＩ技术
和ＣＤＰＩ技术的发展和在临床中的广泛运用，人们发现高频ＣＤ
ＦＩ和ＣＤＰＩ具有高分辨率、实践效果好、定性诊断准确度高、无
创等优越条件和效果［８］。子宫螺旋动脉对子宫内膜生长具有

重要供应作用。孕囊着床于子宫后，子宫螺旋动脉增强、增强

并迂曲，增加管壁物质交换面积，从而适应孕囊着床及发育的

营养供应［９］。因此，宫内一旦存在妊娠残留物时，血流异常丰

富，ＣＤＦＩ和ＣＤＰＩ具有显示特征性血流信号的作用，可明确诊断
药物流产不全。此外，ＣＤＦＩ和 ＣＤＰＩ还能够诊断宫内残留物的
性质、范围及位置，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提高治疗安全性。

本研究纳入１８０例药物流产后持续阴道出血２周的患者，
分别予以ＣＤＦＩ、ＣＤＰＩ单独诊断及二者联合诊断，并与病理结果
比较，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诊断价值。结果发现，Ａ组对药物
流产不全诊断的灵敏度为９１１％，高于Ｂ组，低于Ｃ组；Ａ组诊
断准确性低于Ｂ组，Ｂ组低于Ｃ组。提示ＣＤＦＩ和ＣＤＰＩ二者联
合诊断药物流产不全可提高诊断灵敏度和准确性。这与国内

外相关报道结果一致［１０，１１］。ＣＤＦＩ探头频率高、分辨率高，可清
晰显示宫腔内的结构改变，对盆腔内血流信号的识别和定位准

确，因此，可准确而简便的获得盆腔内结构。ＣＤＰＩ具有高信噪
比，对宫内血流信号的检测敏感性更高，可检测到 ＣＤＦＩ未能诊
断的病灶以及其周围血流情况，且不受到血流方向的影响，对

低速血流也有很好的显示作用。ＣＤＦＩ与ＣＤＰＩ二者联合可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ＣＤＦＩ显示患者有异常回声，宫内残留物存在血
流信号或相应子宫肌壁处存在丰富血流信号，且血流丰富区的

大小和残留物多少关系密切，当残留物少时，血流丰富区小，残

留物多时，血流丰富区广泛，残留时间短时，血流呈条状或丛

状，残留时间长时，血流呈短线状。同时，采用 ＣＤＰＩ技术发现，
子宫肌壁血流显示更充分。

ＣＤＦＩ诊断药物流产后宫内残留物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好，但
特异性较差［１２，１３］。ＣＤＦＩ诊断药物流产不全通常难以与子宫内
膜息肉、黏膜下肌瘤及滋养细胞等疾病鉴别。子宫内膜息肉等

疾病的频谱包络线较为光整和清晰，宫腔内血块的血流表现和

宫内残留物较为一致，但血流信号更加丰富，结合患者的临床

资料及血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检查能够准确鉴别［１４，１５］。

本研究Ａ组误诊４例，Ｂ组误诊５例，Ｃ组误诊３例，宫腔内血
块的ＣＤＦＩ表现和宫内残留物相似，可能与子宫内膜炎性改变，
增加内膜间毛细动脉与毛细静脉交通支，扩张小静脉，降低螺

旋小动脉阻力相关，与国外研究相一致［１６］。

综上所述，ＣＤＦＩ与ＣＤＰＩ联合诊断药物流产不全后宫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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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物，可清晰地显示残留物的位置、大小和形态以及血流动力

学变化，提示是否有绒毛组织残留，二者联合提高诊断准确性，

而且具有无创、简便、安全、重复性好的优势特点，为临床诊断

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减少不必要的宫腔操作，降低并发症，但

仍存在误诊，需医师结合患者临床资料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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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保守治疗宫外孕的临床效果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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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用于保守治疗宫外孕的疗效，并探究其应用价值和临床
意义。方法：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１００例宫外孕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联合治疗
组和常规治疗组，每组５０例。两组的治疗结束后，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常规治疗组患者在
腹痛、阴道流血、包块失血以及β－ＨＣＧ指标恢复用时明显高于联合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患者承受的痛苦强
度和承受痛苦的时间明显少于常规治疗组，联合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少于常规治疗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用于保守治疗宫外孕的疗效显著，可有效缓解患者
疼痛，缩短患者病痛时间，提高宫外孕的治愈率，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值得在临床医学上广泛推广。

【关键词】　米非司酮；甲氨蝶呤；联合；保守治疗；宫外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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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外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妇科疾病，是指受精卵在子宫体
腔以外的地方着床的现象，绝大部分发生于输卵管［１］。近年来

宫外孕的发病率不断增高，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

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保护生理功能和生理结构的治疗方

法［２］。目前临床上保守治疗宫外孕的药物主要有米非司酮、甲

氨蝶呤，甲氨蝶呤能够与二氢叶酸还原酶结合，对 ＤＮＡ的合成
造成干扰，抑制细胞的增生，对胚胎组织坏死吸收的作用进行

破坏。米非司酮能够作用于子宫内膜，产生抗孕酮作用，促进

黄体萎缩、绒毛组织坏死和脱膜等，造成流产。因此笔者通过

观察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用于保守治疗宫外孕的疗效，探究

其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取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１００例宫
外孕患者，纳入标准为：（１）入院接受检查时，其临床症状、生命
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符合宫外孕诊断标准；（２）患者出
现腹部胀痛、阴道不规律出血、有或无停经史，血 β－ＨＣＧ指标
＞３２００Ｕ／Ｌ；（３）子宫内无妊娠表象，Ｂ超检测时有附件包块出
现；（４）全部患者的生命体征显示正常，且无破裂、流产以及腹
腔大出血症状发生；（５）包块直径＜３６ｃｍ。采用随机数表法将
１００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是联合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每
组５０例。联合治疗组中年龄在 ２４～３６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２７９±５６）岁，其中１８例患者为初次怀孕，其余３２例患者中
３例患者有不良妊娠史、９例有流产史、１１例有剖宫产史，２３例
有停经史，停经时间为（３７９±５６）ｄ；联合治疗组中年龄在２２
～３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８９±４６）岁，其中１７例患者为初
次怀孕，其余３３例患者中４例患者有不良妊娠史、８例有流产
史、１３例有剖宫产史，２６例有停经史，停经时间为（３８９±６６）
ｄ。两组患者在年龄、有无怀孕史、停经时间等临床指标方面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两组治疗方法　常规治疗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法

即采用甲氨蝶呤（生产厂家：江苏盛迪医药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国药准字Ｈ３２０２４６５５）肌肉注射，１次／ｄ，每次２５ｍｇ，连续使
用５ｄ。

联合治疗组的患者在常规治疗组的基础上口服米非司酮，

每次口服５０ｍｇ，２次／ｄ，连续服用３ｄ。
治疗期间，严格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腹痛、包块及阴道

流血症状的缓解和消失的时间；每７ｄ测量１次 ＨＣＧ水平指标
值，并记录下患者该水平值恢复正常的时间。此外，针对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不良反映也要严格监控并记录，适时采

取解救措施。

１２２　疗效评估标准　本次研究保守药物治疗宫外孕的
治疗效果评估标准是从《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借鉴而

来，分别为：①显效：即患者腹痛、包块及阴道流血等症状消失，
β－ＨＣＧ指标下降并恢复正常；②有效：即患者腹痛、包块及阴
道流血等症状得到有效缓解，β－ＨＣＧ指标值下降超过之前水
平的２０％；③无效：即患者腹痛、包块及阴道流血等症状无改善
或者病情加重，患者阴道积液明显增多，心管跳动异常，β－
ＨＣＧ指标不足原水平的２０％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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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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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不同治疗方式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常规治疗组中，１０例显效，２６例显示有效，１４例无效，总有
效率为７２％；联合治疗组中，２６例显效，２２例显示有效，２例无
效，总有效率为９６％。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治
疗组，两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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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不同治疗方式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常规治疗者 ５０ １０（２０） ２６（５２） １４（２８） ７２

联合治疗组 ５０ ２２（４４） ２６（５２） ２（４） ９６

χ２ ９３７５ ８４７２ ７３０５ ６３８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β－ＨＣＧ指标消失以及恢复时间
对比

　　常规治疗组患者在腹痛、阴道流血、包块失血以及β－ＨＣＧ指
标恢复用时明显高于联合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患者承受的痛苦强度

和承受痛苦的时间明显少于常规治疗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此外，联合治疗组有２例出现恶心、呕吐以及
口腔溃疡等不良反应，常规治疗组有６例发生恶心、呕吐以及口腔
溃疡等不良反应，因此联合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４％）明显少
于常规治疗组（１２％），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β－ＨＣＧ指标消失以及恢复时间对比

组别 腹痛消失时间 包块消失时间 阴道流血消失时间 β－ＨＣＧ指标恢复时间

常规治疗者 １８７±３１ ３２１±４８ ２０３±５３ ２６３±６２

联合治疗组 ８１±２１ １７５±５３ １２６±５９ １５２±４６

ｔ ４５６２ ４２５８ ５２１３ ４３５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消化系统 肝肾功能 发生概率（％）

常规治疗者 ５（１０） １（２） １２

联合治疗组 １（２） １（２） ４

χ２ ９３７４ ８４７２ ６４５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宫外孕属于一种出现在女性生育阶段的常见疾病，常常发

生在输卵管部位。近年来宫外孕的发生概率呈现逐年增长的

趋势，宫外孕一旦发生，会导致输卵管破裂，引发失血性休克，

严重危及患病者的生命安全［３］。引发宫外孕的原因有很多，一

般以输卵管腔体以及周围发生炎症，致使输卵管腔体道路不

畅，阻碍了卵子正常活动，使卵子在输卵管上面停留、着床并生

长发育，最终输卵管破裂、流产，严重者会导致患者死亡［４］。根

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显示，宫外孕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与性传

播疾病以及宫内手术操作密切相关。宫外孕诊断早期可以采

取保守的药物治疗方式，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与手术治疗相

比，可以有效避免生殖器官受到损害，可以有效提高病人日后

的生活质量［５］。但是保守治疗法并不是适用于任何程度的宫

外孕患者，它的使用条件为：（１）患者的生命体征显示正常，且
无破裂、流产以及腹腔大出血症状发生；（２）包块直径＜３ｃｍ［６］。

本次研究的１００例患者中，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常规治疗组，两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常规
治疗组患者在腹痛、阴道流血、包块失血以及 β－ＨＣＧ指标恢
复用时明显高于联合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患者承受的痛苦强度

和承受痛苦的时间明显少于常规治疗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此外，联合治疗组有２例出现恶心、呕吐以及口
腔溃疡等不良反应，常规治疗组有６例发生恶心、呕吐以及口腔
溃疡等不良反应，因此联合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４％）明
显少于常规治疗组（１２％），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米非司酮是一种新型的抗孕激素，能够很快与孕酮受体以

及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抑制孕酮作用，对不同时期的妊娠均

有引产效应，从而杀死胚胎并促使其排除，也是一种作为非手

术性抗早孕药［７］。此外米非司酮用于治疗宫外孕时会加速妊

娠绒毛的变形坏死，阻止黄体生成以及卵泡细胞激素的排出，

降低β－ＨＣＧ指标［８－１０］。甲氨蝶呤又称抗叶酸类抗肿瘤药，是

一种通过与二氢叶酸还原酶结合达到抑制四氢叶酸的合成，并

阻止嘌呤和嘧啶的结合，阻碍蛋白质以及 ＲＮＡ的合成，最终导
致胚胎细胞组织凋亡坏死并脱落［１１－１３］。对于宫外孕中受孕胚

胎存活较长的患者也有杀死作用［１４］。但是该药物的副作用非

常大，往往会导致患者的肠胃消化系统以及肝肾功能受到严重

损害［１５－１７］。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可以发挥两者的协同作

用，与单独使用米非司酮治疗宫外孕的治愈成功率更高，其副

作用的发生率降低，从而确保疗效。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用于保守治疗宫外孕的

疗效显著，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缩短患者病痛时间，提高宫外

孕的治愈率，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值得在临床医学上广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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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唑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性排卵
障碍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观察
陈永乾　李力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生殖医学科，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析来曲唑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导致排卵障碍患者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入选我院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 ＰＣＯＳ导致排卵障碍患者１００例，根据入
院先后顺序分为两组各５０例，观察组采用来曲唑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对照组采用克罗米芬治疗，比较两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９４０％（４７／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８００％（４０／５０），血清 Ｅ２、
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排卵率９４０％（４７／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８０％（３９／５０），妊娠率８００％
（４０／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３６０％（１８／５０），流产率２００％（１０／５０）显著低于对照组６４０％（３２／５０），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两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来曲唑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ＰＣＯＳ所致排
卵障碍疗效显著，有效改善性激素水平，提高排卵率和妊娠率，且安全性好。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来曲唑；阿司匹林；排卵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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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常见于
育龄期妇女，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和糖代谢异常合并存在的内

分泌紊乱综合征，育龄期女性的发病率为５％ ～１０％［１］。ＰＣＯＳ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失调、肥胖、多毛及不孕，主要特征为功

能性高雄激素血症、胰岛素抵抗及持续不排卵［１］。据报道，

２５％～３０％的排卵障碍性不孕症是 ＰＣＯＳ导致的［２］，但 ＰＣＯＳ
临床表现多样，病因并不明确，故临床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克

罗米芬是ＰＣＯＳ不孕的常用药物，但患者高雄激素水平常诱导
产生克罗米芬抵抗，降低疗效。我院入选１００例 ＰＣＯＳ不孕患
者，分别予以来曲唑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以及克罗米芬治疗，

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入选我院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 ＰＣＯＳ导致排
卵障碍患者１００例。入选标准：符合ＰＣＯＳ诊断标准［３］，排卵稀

少甚至不排卵，超声检查呈现多囊性卵巢或卵巢体积 ＞１０ｍＬ，
具有高雄激素血症临床及生化表现，且为不孕者；年龄２３～４０
岁，有生育要求，男方精液检查正常者；病程≥３个月者。排除
标准：合并库欣综合征、雄激素肿瘤及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

等疾病引起高雄激素血症者；输卵管因素导致不孕者；合并其

它妇科疾病者；排除３个月内使用胰岛素或激素类药物者；肝肾
及甲状腺功能异常者。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分为两组各

５０例，观察组年龄在２３～３７岁之间，平均（２８７±３８）岁，病程
４个月～４年，平均（１９±１５）年，临床表现为月经不规则４４例
（８８０％），痤疮、多毛３５例（７００％），闭经１３例（２６０％）；对
照组年龄在２４～３７岁之间，平均（２９０±３４）岁，病程３个月～
４年，平均（１９±１３）年，月经不规则４３例（８６０％），痤疮、多
毛３６例（７２０％），闭经１２例（２４０％）。两组患者的年龄、病
程和临床症状等基线特征大体一致。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克罗米芬治疗：月经第５ｄ起口服克罗米芬（厂

家：上海衡山药业；批号：３１０２０７；规格：５０ｍｇ／片），１片／ｄ，服至
排卵，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肌内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促排卵。观察组采用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月经第１～２０ｄ
口服阿司匹林（厂家：欧意；批号：１５０３４２；规格：７５ｍｇ／片），
７５ｍｇ／ｄ，月经第５ｄ起口服来曲唑（厂家：江苏恒瑞制药；批号：

１００４２７；规格：２５ｍｇ／片），５０ｍｇ／ｄ，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肌内
注射ＨＣＧ促排卵。两组疗程均为３个月，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激素水平变化，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及不良反应。

１３　判断和评估标准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４］痊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包括血清雌

二醇（Ｅ２），正常范围：排卵前期 ４８～５２１ｐｍｏｌ／Ｌ、排卵期 ７０～
１８３５ｐｍｏｌ／Ｌ、排卵后期２７２～７９３ｐｍｏｌ／Ｌ；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正常
范围：排卵前期１５～１０Ｕ／Ｌ、排卵期８～２０Ｕ／Ｌ、排卵后期２～
１０Ｕ／Ｌ；黄体生成素（ＬＨ），正常范围：排卵前期２～１５Ｕ／Ｌ、排卵期
３０～１００Ｕ／Ｌ、排卵后期 ４～１０Ｕ／Ｌ；睾酮（Ｔ），正常范围：０７～
３１ｕｇ／Ｌ等激素水平正常，基础卵泡个数小于１２个且排卵期有优
势卵泡。有效：临床症状减轻，上述各项血清激素水平部分指标

恢复正常，基础卵泡数量有所下降且存在优势卵泡或正常排卵。

无效：临床症状未见改善，内分泌异常，基础卵泡数量增加。有效

率是痊愈和有效患者的百分比。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治疗前后

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５］：包括Ｅ２、ＦＳＨ、ＬＨ及Ｔ，含量降低说明
治疗效果好。排卵率：直径超过２０ｍｍ的优势卵泡明显缩小变形
或消失，伴子宫直肠陷窝少量积液，说明排卵成功。妊娠率：治疗

后３个月内超声检查发现胎心搏动即为妊娠成功。
１４　统计学处理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
分数表示，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９４０％（４７／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８００％
（４０／５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痊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２７（５４０） ２０（４００） ３（６０） ４７（９４０）

对照组 ２２（４４０） １８（３６０） １０（１００） ４０（８００）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后血清Ｅ２、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均显著下降，且观察

组血清Ｅ２、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后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后

Ｔ（ｕｇ／Ｌ）

治疗前 后

观察组 ２１７２±０１ ７６８±１４＃ ４８±１２ １６±０８＃ ７５±１０ ２０±１０＃ ３５３±７２ １２０±４４＃

对照组 ２１６９±１５ ９０２±１５ ５０±０５ ２５±０６ ７２±１１ ２８±１５ ３５６±７１ １８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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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排卵率，妊娠率及流产率比较
观察组排卵率９４０％（４７／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８０％（３９／

５０），妊娠率８００％（４０／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３６０％（１８／５０），
流产率２００％（１０／５０）显著低于对照组６４０％（３２／５０），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及流产率比较

组别 排卵率 妊娠率 流产率

观察组 ４７（９４０） ４０（８００） １０（２００）

对照组 ３９（７８０） １８（３６０） ３２（６４０）

２４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讨论
ＰＣＯＳ是常见于妇科的疾病，属于内分泌代谢异常疾病，病

因并不十分明确，目前临床普遍认为其与丘脑下部垂体平衡失

调及内分泌代谢紊乱相关。在某些疾病、药物及精神等作用影

响下，丘脑下部功能失衡，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丧
失周期性，致使促性腺激素比例失调，卵泡发育不完全，甚至不

排卵，仅分泌雌激素和雄激素，无孕激素，导致不孕［６］。ＰＣＯＳ
引发的排卵障碍是错综复杂的，难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因说明。

目前研究认为［７］，ＰＣＯＳ所致排卵障碍也是多种机制叠加的结
果，与个体差异相关，排卵障碍的程度还与ＰＣＯＳ疾病的严重程
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卵巢内雌激素分泌增加会促进子宫

内膜增生，孕激素具有增加子宫内膜分泌的功能，当雌激素长

期刺激子宫内膜而孕激素长期无作用时，子宫内膜容易增生过

长，甚至发生癌变，危害巨大。

克罗米芬是一种促排卵药物，是 ＰＣＯＳ的首先治疗药物。
其自身为三对甲氧苯氯乙烯衍生物，可与雌激素竞争受体，阻

断下丘脑内源性雌激素的负反馈作用，并增加垂体内 ＧｎＲＨ脉
冲频率，利于ＦＳＨ释放，并使卵泡发育成熟并成功排卵。尽管
克罗米芬排卵率高，但妊娠率较低［８］。来曲唑是促排卵新药，

可明显降低血清雌激素水平，具有明显的促排作用。有研究表

明［９］，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对ＰＣＯＳ所致排卵障碍疗效确切。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治疗
有助于提高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提高治疗有效率。观察组治

疗后血清Ｅ２、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提示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有助
于改善性激素水平，从而改善子宫内膜情况。这与国内相关报

道一致［１０］。此外，观察组排卵率和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流

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提示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可以改善克罗米芬妊娠率低的

情况，提高排卵率及妊娠率。其可能机制如下［１１，１２］：（１）阿司匹
林具有提高子宫及卵巢内血流和孕酮浓度的作用，从而增加排

卵率；（２）来曲唑具有诱导对克罗米芬反应不良者排卵的作用。

此外，来曲唑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可降低流产率，阿司匹林能够

有效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和形态，增加血流灌注量，配合来曲唑，

可维持性激素平衡，进而阻断绒毛蜕膜间隙高凝反应［１３－１５］。

综上所述，来曲唑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 ＰＣＯＳ所致排卵障
碍疗效显著，有效改善性激素水平，提高排卵率和妊娠率，且安

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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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微石症与成年男性精子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黄斌１　李云祥２　张宗平２

１阆中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４００
２南充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睾丸微石症与成年男性精子质量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间入院诊治的睾丸微石症患者５０例（ＴＭ组），将其分为限制型
睾丸微石症（ＬＴＭ组，２５例）和经典型睾丸微石症（ＣＴＭ组，２５例），同时选取同期入院体检的正常男子５０
例作为对照组。采集三组男性的精液，观察其精液质量的差异。结果：三组男性双侧睾丸在阻力指数的比

较中无显著差异；ＣＴＭ组ＰＳＶ右侧为（６１７±０４４）ｃｍ／ｓ、左侧为（６２５±１２０）ｃｍ／ｓ，与 ＬＴＭ组及对照组相
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三组男性精液量与畸形精子百分率无显著差异，但与对照组相比，ＴＭ组整体精子
质量下降；但ＣＴＭ组精子计数仅为（１２８０±１７７）×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１１６８±３６９）％，与 ＬＴＭ组及对照
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睾丸微石症患者精子质量较之正常成年男性的低，并且经典型睾丸微
石症患者精子质量下降严重。

【关键词】　睾丸微石症；精子质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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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ｘｏｆｍａｌｅｔｅｓ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ｆ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ＴＭ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ａｎｄｌｅｆｔｓｉｄｅ
ＰＳＶｗｅｒｅ（６．１７±０．４４）ｃｍ／ｓａｎｄ（６．２５±１．２０）ｃｍ／ｓ，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Ｔ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ｏｆ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Ｍ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ｓａ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ＴＭ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２．８０±１．７７）×１０６／ｍｌａｎｄ（１１．６８±３．６９）％，
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Ｔ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ｅｓｔｉｃｕ
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７９＋．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睾丸微石症（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ＴＭ）在１９７０年被首次
报道，其是一种少见的众多直径在３ｍｍ以下的钙化灶弥散分布
于睾丸曲精小管内而形成的综合征［１］。患者并无显著的特异

性临床表现，多数患者由于阴囊其他疾病行超声检查时发现

ＴＭ。ＴＭ检出率约占所有睾丸超声检查患者的 １％ ～２％［２］。

精子质量包括精液量、颜色、形态、活动力、黏稠度、白细胞数、

存活率等多种因素，精子质量的高低对男性生育能力也有一定

的影响。睾丸微石症又分为经典型睾丸微石症（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ｅｓｔｉｃｕ
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ＣＴＭ）与限制型睾丸微石症（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ＬＴＭ）。现本文就睾丸微石症及其不同类型与成
年男性精子质量的相关性具体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间入院诊治的睾丸
微石症患者５０例（ＴＭ组），所有患者均因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
接受阴囊超声检查中诊测出疾病。依超声检查结果将其分为

限制型睾丸微石症（ＬＴＭ组，２５例）和经典型睾丸微石症（ＣＴＭ
组，２５例），同时选取同期入院体检的正常男子５０例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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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排除标准［３］：既往外伤史，激素水平异常（包括促黄体激

素、促卵泡激素、催乳素 ＰＲＬ、睾酮 Ｔ等）、染色体异常、梗阻性
无精子症。三组男性在年龄、性别、睾丸体积、ＢＭＩ等基础资料
方面无显著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观察

组别 年龄（岁） 平均年龄（岁） 中位年龄（岁） 平均ＢＭＩ（ｋｇ／ｍ２） 睾丸体积（ｍＬ） 平均睾丸体积（ｍＬ）

ＣＴＭ ２０～４３ ３１５±４４ ２８７ ２５４０±４０８ ８６７～２３８８ １６９４±３５６

ＬＴＭ １９～４３ ３０８±４２ ２８３ ２５５４±４４６ ９１４～２３８７ １６５５±３４１

对照组 ２０～４２ ３１９±３８ ２８６ ２５２４±３２７ ８７２～２３０４ １７４１±４２３

１２　超声检查及诊断标准
应用日本阿洛卡Ｂ超机（型号 ＰｒｏｓｏｕｎｄＳＳＤ－５５００ＳＶ），频

率７５～１２ＭＨｚ。通过测量双侧睾丸大小及附睾头厚度，借以
观察睾丸有无钙化以及钙化区有无血流［４］；并应用脉冲多普勒

测量睾丸动脉的收缩期峰值血液速度（ＰＳＶ）及阻力指数（ＲＩ）。
ＣＴＭ表现为睾丸内多发密集分布００６～０１０ｃｍ大小点状强回
声（多数切面＞５枚），不伴声影；ＬＴＭ表现为稀疏、散在分布的
点状强回声（多数切面＜５枚），大小回声同前［５］。

１３　精液检查
要求所有受试者采集精液前常规禁欲１周。所有受试者通

过手淫获得精液标本，应用ＣＡＳＡ精子分析系统（自然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精子质量分析。观察项目：精子形态；精子密度

和总数；精子活力与活率，包括前向运动精子率（ＰＲ）、非前向运
动精子率（ＮＰ）、不活动精子率（ＩＭ）；精液的物理性状。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睾丸血流分析

三组男性双侧睾丸在阻力指数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ＣＴＭ
组ＰＳＶ右侧为（６１７±０４４）ｃｍ／ｓ、左侧为（６２５±１２０）ｃｍ／ｓ，
与ＬＴＭ组及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男性双侧睾丸ＰＳＶ及ＲＩ值比较

组别
ＰＳＶ（ｃｍ／ｓ）

右侧 左侧

ＲＩ

右侧 左侧

ＣＴＭ ６１７±０４４ ６２５±１２０ ０６０±００９ ０５６±０１０

ＬＴＭ ９３７±０８５ ９５６±０５８ ０５９±０１０ ０５４±００７

对照组 ８８３±０８２ ８６１±１４９ ０６１±００４ ０５８±００６

　　注：与ＬＴＭ组及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精子质量分析
三组男性精液量与畸形精子百分率无显著差异，但与对照

组相比，ＴＭ组整体精子质量下降；但 ＣＴＭ组精子计数仅为
（１２８０±１７７）×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１１６８±３６９）％，与 ＬＴＭ
组及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男性精子质量分析

组别
精液量

（ｍＬ）
畸形精子

（％）
精子计数

（×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

（ＰＲ＋ＮＰ，％）
ＰＲ
（％）

ＮＰ
（％）

ＩＭ
（％）

ＣＴＭ ３８３±０７１ ２５００±１５１８ １２８０±１７７ ４８６８±３６９ ３９４７±１７８０ １００３±５６１ ４６６２±２１４４

ＬＴＭ ４１１±１５３ ２５５５±１２６４ １６３０±３３８ ６９０８±３４７ ５８２８±１５７４ １２００±３６１ ２８７３±１６９５

对照组 ３４６±１４８ ２２４７±１３７１ １８６４±３６８ ７５７５±６７７ ６３１５±１６６８ １３０４±４３９ ２６６７±１５６３

　　注：与ＬＴＭ组及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睾丸微石症并无明显的体征与临床表现，患者发现该病多

是由于睾丸肿瘤［６］或者其他病症就诊，并经超声检查发现。因

此临床对ＴＭ发病率的报道差别较大，从０６％～２０２％［７］。虽

然对ＴＭ发病率的报道各不相同，但统一的是，ＴＭ的发病率正
在逐渐升高，并且ＴＭ的发病与睾丸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

目前临床对ＴＭ与男性不育的相关性研究较多，并已证实
男性不育与ＴＭ的确切相关性［８，９］，ＴＭ是一种睾丸发育不全综
合征，可导致男性睾丸萎缩、生育功能低下等影响生殖的疾

病［１０，１１］。目前对ＴＭ与成年男性精子质量的相关性研究相对
较少，本次研究则针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究，以期为临床诊治 ＴＭ
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本次研究中，将 ＴＭ患者根据超声表现的不同，又分为
ＣＴＭ与ＬＴＭ。并且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目前仅能从超声区别
ＣＴＭ与ＬＴＭ，其病因、病理形态尚未见文献报道。在本次研究
中，ＣＴＭ患者与ＬＴＭ患者与正常男性相比，ＢＭＩ与睾丸体积无
显著差异，证明ＴＭ患者体征无特异性。睾丸血流分析中，三组
男性双侧睾丸在阻力指数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ＣＴＭ组ＰＳＶ右
侧为（６１７±０４４）ｃｍ／ｓ、左侧为（６２５±１２０）ｃｍ／ｓ，提示 ＣＴＭ
患者睾丸动脉的收缩期峰值血液速度显著低于 ＬＴＭ及正常男
性。精子质量分析中，三组男性精液量与畸形精子百分率无显

著差异，但与对照组相比，ＴＭ组整体精子质量下降；但 ＣＴＭ组
精子计数仅为（１２８０±１７７）×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１１６８±
３６９）％，提示ＣＴＭ患者与 ＬＴＭ患者与正常男性相比，精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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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减少、精子活力下降。

睾丸微石症的发病原因，目前普遍认为［１２，１３］系由于睾丸曲

细精管内的足细胞功能丧失，导致曲细精管管壁变性坏死，脱

落的上皮细胞或细胞碎屑未能被及时清除，堆积在曲细精管管

腔内，继而钙盐沉积于此，进而形成微小结石的钙化灶。另有

研究显示［１４，１５］，生精小管变性上皮细胞的微小结石可阻塞生精

小管，进而影响精子的产生及活动。笔者认为，ＴＭ患者由于生
精小管内的钙化灶影响了精子产生及运动，造成精子质量下

降。且ＣＴＭ经超声观察可见，其钙化灶较多，钙化程度相对较
重，故对精子计数与精子活力的影响较高。ＴＭ患者退化的曲
细精管阻塞影响了精子的产生活动，而脱落的细胞碎屑在钙盐

沉积的过程中又进一步阻塞了精子活动，这可能是 ＴＭ患者精
子质量下降的原因。

鉴于ＴＭ有并发恶性肿瘤的危险性，如患者发现 ＴＭ则应
立即采取治疗手段，并建议活检，以排查睾丸肿瘤。总而言之，

睾丸微石症患者精子质量较之正常成年男性的低，并且经典型

睾丸微石症患者精子质量下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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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柳俊，詹维伟，周伟，等．超声探讨睾丸微石症与男性不育症病因
的关系．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４）：５７３－５７６．

［９］　张贤生，高晶晶，杨佳佳，等．睾丸微石症对精液质量影响的分
析．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８７９－８８０．

［１０］　张贤生，高晶晶，杨佳佳，等．５６２例生育力检测男性睾丸微石症
及其精液质量调查．２０１２年安徽省第十三次泌尿男科学术会议
论文集，２０１２：１８５．

［１１］　郑洁，邱少东．超声诊断睾丸微石症与睾丸相关疾病的关系研
究．河南外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２）：３０－３２．

［１２］　曹兴午，李翠英，袁长巍，等．睾丸微结石症的基础与临床诊断．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０，１９（６）：２５－２８．

［１３］　刘铭，姜先洲，许超，等．睾丸微石症和成年男性精子质量关系探
究．医学与哲学，２０１４（１０）：５５－５７．

［１４］　赵学英，刘学伟，张喜庄，等．高压氧综合治疗对单侧隐睾史不育
患者精子质量影响的临床分析．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
志，２０１０，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

［１５］　曹有军，善辉，贾建华，等．睾丸微石症的诊断治疗体会．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２）：９－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冯艳洁（１９６７－），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艾滋病
防治工作。

△【通讯作者】曹宁校（１９６３－），男，副主任技师，Ｅ－ｍａｉｌ：ｃｈｉｎａｃｎｘ＠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性社会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４１

不同干预方式对男男性行为者的影响比较
冯艳洁１　王岚１　董俊善１　何卫社２　何金波３　范军３　朱小凤４　蒋宁４　李奇４　曹宁校４△

１秦皇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０
２廊坊市人民医院，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３北戴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１００
４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　要】　目的：通过不同干预方式对ＭＳＭ知识行为影响分析了解干预方式在人群中的作用，提出干
预方式的完善和合理应用建议。方法：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连续４年采用自愿招募和滚雪球的方法，通过ＶＣＴ
门诊和开展外展干预活动对第１次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 ＭＳＭ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将未接受过
任何干预措施的设为未干预组，仅参与过同伴教育活动者则为同伴教育组，仅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以

及艾滋病咨询与检测者为宣教检测组，既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以及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又参与过同伴教

育活动者为综合干预组分别对收集信息进行分类分析。结果：１０４３例ＭＳＭ中未干预组３５１例，同伴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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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例，宣教检测组２１８例，综合干预组４００例。各组年龄分布有差异 Ｐ＝００３３，同伴教育组的平均年龄较
低。对于艾滋病知识而言，干预能够提高知识水平，尤其以综合干预组和宣教检测组为高，知识知晓率分别

达到９２０％和９１３％。近半年内有同性性行为的人数综合干预组达到９００％，宣教检测组为８５８％、同伴
教育组为８３８％、未干预组为８２３％，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２２）。最近１次同性肛交行为安全套使用和半
年内使用频率各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１５）。最近１次同性肛交综合干预组安全套使用明显高于未
干预组（Ｐ＝０００１）。综合干预和宣教检测组在近６个月的同性肛交中安全套使用频率高于未干预组（Ｐ＝
０００４，Ｐ＝００３４）。近６个月同性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频率综合干预组高于未干预组（Ｐ＝００３８）。
最近１次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宣教检测组高于综合干预、同伴教育和未干预组（Ｐ＝００４９，
Ｐ＝００２９，Ｐ＝００１２）。近１年内在性病诊断治疗方面各组没有差异，血清学梅毒、ＨＩＶ、ＨＣＶ检测结果各组
间也无差异。结论：需要加强同伴教育员的能力和专业性。专业机构和社区活动共同干预对于 ＭＳＭ人群
的安全意识提高和重视性行为安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如何有效提高安全性行为实施率仍然是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干预方法；知识；安全性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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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ｏｆｐｅ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ｏｎｇＭＳ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ａｆｅｔｙ
ｓｅｘ；Ｉｍｐａ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目前，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ＨＩＶ疫情的快速上升，已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各种干预措施也不断加强，同伴教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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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作为重要的干预方式已经在各地推广。有研究表明不同

的干预措施下在知识、安全性行为和性病方面会有不同的结

果［１］，而在男男性工作者中开展的综合干预也能有效提高群体

的相关知识水平［２］。为了探讨在一般社会环境下目前开展的

干预措施实施效果，我们结合 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２年在秦皇岛市
ＭＳＭ人群中开展的艾滋病相关行为调查和血清学监测，重点就
是否接受干预和不同干预措施接受人群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讨论，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２年秦皇岛市接受检测和调查的 ＭＳＭ
１０４３例。
１．２　方法及内容

１．２．１　采用国家开展的 ＭＳＭ哨点监测方案问卷，通过同
志ＱＱ群、ＶＣＴ门诊和外展干预活动进行广泛宣传干预，以自愿
招募和滚雪球的方法，对第１次自愿寻求咨询并曾有过同性性
行为的ＭＳＭ进行一对一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
行为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等。

１．２．２　知情同意下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５ｍＬ进行 ＨＩＶ、
梅毒和ＨＣＶ检测。检测方法：ＨＩＶ、ＨＣＶ抗体采用 ＥＬＩＳＡ方法
进行筛查，梅毒血清学实验采用 ＲＰＲ进行筛查。ＨＩＶ抗体筛查
阳性标本采用 ＷＢ法确证，梅毒 ＲＰＲ阳性标本用 ＴＰＰＡ实验确
认。

１．２．３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评分按照国家督导评估指标（８
道题答对其中 ６道题为知晓）进行计算。
１．３　干预分组

根据是否接受干预和接受过的不同干预方式分类。其中

未接受过任何干预措施的设为未干预组，仅参与过同伴教育活

动者则为同伴教育组，仅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以及艾滋病

咨询与检测者为宣教检测组，既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以及

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又参与过同伴教育活动者为综合干预组。

１．４　数据处理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对调查资料数据进行双录

入并核对校正，对各组收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并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
进行分析。例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
差异。

"

　结果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共计调查了１０４３例 ＭＳＭ。其中未干预

组３５１例（３３．７％），同伴教育组７４例（７．１％），宣教检测组２１８
例（２０．９％），综合干预组４００例（３８．４％）。
２．１　各组成员的一般情况

组成人员户籍地、民族组成、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及

本地居住时间情况见表１。除年龄分布外其余各项均无统计学
差异。组与组间年龄对比分析发现同伴教育组与综合干预和

未干预组之间均有极显著差异（均为 χ２＝２１．１８０，Ｐ＝０．００７）。
同伴教育组的平均年龄较其他组略低。

表１　各组人员的基本状况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户籍地 ７．３１８ ０．０６２

　本省 ２９３（７３．２） １５８（７２．５） ５９（７９．７） ２８２（８０．３）

　外省 １０７（２６．８） ６０（２７．５） １５（２０．３） ６９（１９．７）

民族 ７．５４８ ０．０５６

　汉族 ３６２（９０．５） １９２（８８．１） ７０（９４．６） ３３０（９４．０）

　少数民族 ３８（９．５） ２６（１１．９） ４（５．４） ２１（６．０）

年龄（岁） ４１．９４６ ０．０３３

　≤１５ ２（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２０ ５２（１３．０） ２８（１２．８） ２０（２７．０） ３４（９．７）

　２１～２５ １５７（３９．３） ９８（４４．９） ３２（４３．２） １５８（４５．０）

　２６～３０ ８６（２１．５） ４１（１８．８） １２（１６．２） ６４（１８．２）

　３１～３５ ４６（１１．５） ２４（１１．０） ５（６．８） ３７（１０．５）

　３６～４０ ３４（８．５） １３（６．０） ３（４．１） ３１（８．８）

　４１～４５ １２（３．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４） ２１（６．０）

　４６～５０ １０（２．５） １（０．５） ０（０．０） ３（０．８）

　５１～５５ ０（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４） ２（０．６）

　＞５５ １（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３）

平均年龄 ２７．００±７．２１３ ２６．７８±６．９９０ ２４．４２±６．４５７ ２７．３９±７．２６３

文化程度 １４．１３５ ０．２９２

　文盲 １（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３）

　小学 ９（２．２） ３（１．４） ０（０．０） ２（０．６）

　初中 ５９（１４．８） ２７（１２．４） ９（１２．２） ４８（１３．７）

　高中或中专 １４５（３６．２） ７４（３３．９） ２６（３５．１） １００（２８．５）

　大专及以上 １８６（４６．５） １１４（５２．３） ３９（５２．７） ２００（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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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与异性婚姻状况 １２．１９７ ０．４３０

　未婚 ３１０（７７．５） １６３（７４．８） ６０（８１．１） ２５６（７２．９）

　在婚 ６４（１６．０） ４５（２０．６） １０（１３．５） ６７（１９．１）

　同居 ５（１．２） ３（１．４） １（１．４） １２（３．４）

　离异或丧偶 ２１（５．２） ７（３．２） ３（４．１） １５（４．３）

　缺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３）

本地居住时间 ６．９３５ ０．８６２

　＜３个月 ３６（９．０） １７（７．８） ７（９．５） ２８（８．０）

　３～６个月 １３（３．２） ６（２．８） ２（２．７） ９（２．６）

　７～１２个月 ２７（６．８） ８（３．７） ４（５．４） １５（４．３）

　１年以上～２年 ３６（９．０） ２９（１３．３） ８（１０．８） ４１（１１．７）

　２年以上 ２８８（７２．０） １５８（７２．５） ５３（７１．６） ２５８（７３．５）

２．２　有关艾滋病知识
统计发现知识知晓率分别是：综合干预组９２．０％，宣教检

测组９１．３％，同伴教育组８５．１％，未干预组则为８２．６％。８个
问题中４个问题的回答有显著性差异。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艾滋病知识问卷结果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 ５５．５６７ ０．０００

正确 ３０６（７６．５） １７２（７８．９） ５５（７４．３） １９６（５５．８）

错误 ７１（１７．８） ２７（１２．４） １１（１４．９） ９７（２７．６）

不知道 ２３（５．８） １９（８．７） ８（１０．８） ５８（１６．５）

２．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 １９．３７２ ０．００４

正确 ３０１（７５．２） １５５（７１．１） ４９（６６．２） ２１７（６１．８）

错误 ８５（２１．２） ５０（２２．９） ２０（２７．０） １０３（２９．３）

不知道 １４（３．５） １３（６．０） ５（６．８） ３１（８．８）

３．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共餐会感染艾滋病 １４．３２１ ０．０２６

正确 ３７１（９２．８） １９５（８９．４） ６２（８３．８） ２９８（８４．９）

错误 ２０（５．０） １５（６．９） ７（９．５） ３２（９．１）

不知道 ９（２．２） ８（３．７） ５（６．８） ２１（６．０）

４．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 ２．９６７ ０．８１３

正确 ３９２（９８．０） ２１２（９７．２） ７１（９５．９） ３３９（９６．６）

错误 ３（０．８） ３（１．４） ２（２．７） ５（１．４）

不知道 ５（１．２） ３（１．４） １（１．４） ７（２．０）

５．与艾滋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得艾滋病 ２０．４６４ ０．００２

正确 ３７９（９４．８） ２１２（９７．２） ６９（９３．２） ３１５（８９．７）

错误 １４（３．５） ２（０．９） １（１．４） ２５（７．１）

不知道 ７（１．８） ４（１．８） ４（５．４） １１（３．１）

６．感染艾滋病毒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 ８．６３９ ０．１９５

正确 ３８６（９６．５） ２０４（９３．６） ７１（９５．９） ３３６（９５．７）

错误 ４（１．０） ７（３．２） １（１．４） ２（０．６）

不知道 １０（２．５） ７（３．２） ２（２．７） １３（３．７）

７．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５．３４８ ０．５００

正确 ３７８（９４．５） ２１２（９７．２） ６８（９１．９） ３３２（９４．６）

错误 １０（２．５） １（０．５） ２（２．７） ８（２．３）

不知道 １２（３．０） ５（２．３） ４（５．４） １１（３．１）

８．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 ８．７２１ ０．１９０

正确 ３５１（８７．８） １８８（８６．２） ６１（８２．４） ２８３（８０．６）

错误 ２８（７．０） １５（６．９） ６（８．１） ３５（１０．０）
不知道 ２１（５．２） １５（６．９） ７（９．５） ３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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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间分析，第１题综合干预、宣教检测和同伴教育组与未干
预组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χ２＝４０２２５，Ｐ＝００００；χ２

＝３１４６６，Ｐ＝００００；χ２＝８７４２，Ｐ＝００１３）。第２题综合干预
组与未干预组间存在极显著差异（χ２＝１８６５０，Ｐ＝００００）。第
３题综合干预组与同伴教育和未干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

＝７０２４，Ｐ＝００３０；χ２＝１２３９１，Ｐ＝０００２）。第５题综合干预
和宣教检测组与未干预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χ２＝６７２５，Ｐ＝
００３４；χ２＝１２５９０，Ｐ＝０００２）。第６题宣教检测组与未干预组
间有差异（χ２＝６０８９，Ｐ＝００４８）。第８题综合干预组与未干预
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９３５５，Ｐ＝０００２）。
２３　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

２３１　同性性行为与安全套　近半年中有８９８例发生过同
性性行为，其中综合干预组３６０例（４０１％）、宣教检测组１８７例
（２０８％）、同伴教育组６２例（６９％）、未干预组２８９例（３２２％）。
同性性行为发生率综合干预组为９００％、宣教检测组为８５８％、同
伴教育组为８３８％、未干预组为８２３％，统计分析有显著性差异（χ２

＝９５８７，Ｐ＝００２２）。而组间分析发现只有综合干预组和未干预组
间存在极显著性差异（χ２＝９３５５，Ｐ＝０００２）。

对接受调查的前 １周同性肛交次数的调查，共有 ７４６例
（７１５％）提供了相关信息。其中综合干预组３１５例（４２２％）、
宣教检测组１７５例（２３５％）、同伴教育组５７例（７６％）、未干
预组１９９（２６７％）。具体情况见表３，统计分析无显著性差异
（χ２＝３８４０６，Ｐ＝００７２）。

安全套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见表４。安全套使用均有显著
性统计学差异。组间分析最近１次与同性发生肛交行为安全套
使用综合干预组与未干预组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χ２ ＝
１０９０２，Ｐ＝０００１）。近６个月的同性肛交中安全套使用频率，

综合干预和宣教检测组与未干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χ２＝
１０９３４，Ｐ＝０００４；χ２＝６７７６，Ｐ＝００３４）。

２３２　同性间商业性性行为与安全套　近半年中发生过
同性商业性性行为的仅８１例，占发生同性性行为者的９０％。
其中综合干预组４０例（４９４％）、宣教检测组１３例（１６０％）、
同伴教育组５例（６２％）、未干预组２３例（２８４％），统计学分
析无差异。同性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情况见表５。经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均无统计学差异，组间比较仅有近６个月安全
套使用频率上综合干预组与未干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
６５２４，Ｐ＝００３８）。

表３　近１周发生同性肛交情况调查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０次 １２８（４０．６） ６３（３６．０） ３５（６１．４） ９４（４７．２）

１次 １０７（３４．０） ７４（４２．３） １５（２６．３） ８０（４０．２）

２次 ４６（１４．６） ２０（１１．４） ７（１２．３） １９（９．５）

３次 ２１（６．７） １１（６．３） ０（０．０） ３（１．５）

４次 ２（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５次 ６（１．９） ４（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５）

６次 ２（０．６） ２（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次 ２（０．６） １（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０次 １（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平均频数 １．１２±１．７３１１．０８±１．３５８０．５１±０．７１０ ０．７４±１．１４１

表４　同性肛交行为中安全套使用情况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１．最近１次与同性发生肛交行为时安全套使用情况 １１．２７１ ０．０１０

使用 ２７１（７５．３） １２８（６８．４） ４１（６６．１） １８３（６３．３）

未使用 ８９（２４．７） ５９（３１．６） ２１（３３．９） １０６（３６．７）

２．最近６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１６．０６５ ０．０１３

从未使用 １７（４．７） ８（４．３） ４（６．５） ３０（１０．４）

有时使用 １７３（４８．１） ９５（５０．８） ３７（５９．７） １５０（５１．９）

每次都用 １７０（４７．２） ８４（４４．９） ２１（３３．９） １０９（３７．７）

表５　同性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情况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１．最近６个月与同性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频率 ９．８６７ ０．１３０

从未使用 ４（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有时使用 １４（３５．０） ４（３０．８） ２（４０．０） １４（６０．９）

每次都用 ２２（５５．０） ９（６９．２） ３（６０．０） ９（３９．１）

２．最近１次与同性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情况 ６．４４８ ０．０９２

使用 ３１（７７．５） １３（１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７（７３．９）

未使用 ９（２２．５）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２６．１）

　　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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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３　异性性行为与安全套　近６个月中发生过异性性
行为的总共３１１例（２９８％），各组的发生情况及安全套使用情
况见表６。经统计分析最近１次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

用存在显著性差异，组间分析宣教检测组与综合干预、同伴教

育和未干预组间精确检验存在统计学差异（χ２＝３８６０，Ｐ＝
００４９；χ２＝４７５３，Ｐ＝００２９；χ２＝６２５７，Ｐ＝００１２）。

表６　异性性行为与安全套使用情况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１．最近６个月与异性发生性行为 ０．０４４ ０．９９８

有 １１８（２９．５） ６５（２９．８） ２２（２９．７） １０６（３０．２）

无 ２８２（７０．５） １５３（７０．２） ５２（７０．３） ２４５（６９．８）

２．最近６个月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频率 ７．２８９ ０．２９５

从未使用 ２３（１９．５） ９（１３．８） ５（２２．７） ２９（２７．４）

有时使用 ４８（４０．７） ３０（４６．２） １２（５４．５） ４０（３７．７）

每次都用 ４７（３９．８） ２６（４０．０） ５（２２．７） ３７（３４．９）

３．最近１次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是安全套使用情况 ８．６１３ ０．０３５

使用 ７０（５９．３） ４８（７３．８） １０（４５．５） ５８（５４．７）

未使用 ４８（４０．７） １７（２６．２） １２（５４．５） ４８（４５．３）

　　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２．４　性病就诊及ＨＩＶ、梅毒、ＨＣＶ感染情况
各组最近１年性病就医诊断情况见表７，统计分析结果无

差异（χ２＝０３２９，Ｐ＝０９５４）。

表７　最近１年性病就医诊断情况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临床就医诊断数 ２９（６．８） １６（７．３） ４（５．４） ２４（６．８）

淋病 ２ １ ０ ３

梅毒 ８ １１ ２ １０

衣原体感染 ３ １ ０ １

尖锐湿疣 １２ １ １ ８

生殖器疱疹 ３ １ ０ ２

其他 １ １ １ ０

　　注：各组血清检测结果见表８，均无统计学差异

表８　血清学检测结果

综合干预组 宣教检测组 同伴教育组 未干预组 χ２ Ｐ

１．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阳性 ２１（５．２） １５（６．９） １（１．４） ２３（６．６） ３．７５６ ０．２８９

２．梅毒检测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抗体阳性 ３０（７．５） １６（７．３） １（１．４） ２８（８．０） ４．１７１ ０．２４４

３．ＨＣＶ检测阳性 １（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７９１ ０．８５２

#

　讨论
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传染源角度

分析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呈下降趋势，性接触传播途径大幅上

升，尤其是ＭＳＭ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上升明显，需要加强相关
工作［３］。

３．１　总体看接受到同伴教育的人并不多，而且平均年龄
为２４岁，说明目前同伴教育主要还是在社交活跃年轻人中开
展，其渗透面尚需扩展。从性安全行为和知识调查结果发现，

同伴教育组的知识水平和行为改变并没有与未干预组有明显

的统计学差异，这暴露出接受同伴教育的人实际接受知识和影

响行为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开展同伴教育的初衷要求，这与开展

大学生志愿者同伴教育培训得到的明显提高效果［４］有差异。

分析原因这与对象的需求、身份、受教育背景等对知识的理解和

关注存在差异［５－８］可能有直接关系。

同伴教育在ＭＳＭ社区干预中一直都对知识和安全性行为
提高有很大的影响［９，１０］，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种可能是同伴教

育员的知识层面不够或者工作质量不高，也可能是短期效果不

理想所致［１１］。综合研究表明，能力建设和培训出专业干预人员

给予有效的有理论指导的干预措施始终是有效的［１２］。因此，提

高同伴教育员的能力，拓展知识面，加强专业性仍然是今后很

重要的工作。

３．２　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以及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
两组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９２．０％和９１．３％，而同时参与过同伴
教育活动者稍高一些。说明目前主要由专业机构实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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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宣传和咨询检测对于服务对象丰富和正确理解艾滋病相关

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辅以同伴教育活动可以增加知识的掌握

理解程度。

３．３　研究表明男男性行为者中高频率的肛交接受在艾滋
病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３］，而安全性行为的知识了解不全面并

且对知识了解不积极的 ＭＳＭ发生无保护肛交行为的风险较
高［１４］。本次调查统计提示：综合干预对同性肛交中注意安全保

护的作用明显，同性商业性行为中的保护性行为也有提高。而

重点由专业机构提供的安全套发放和咨询检测则对于肛交行

为和异性性行为的安全性的关注会有较长久的影响。但遗憾的

是既往性病诊断治疗和血清学梅毒、ＨＩＶ、ＨＣＶ检测结果各组间
没有统计学差异。考虑到我们样本采集的都是第１次参加检测
的人员，因此既往的性行为和健康干预的关系并不密切，故应

该继续开展随访观察，或许才能真正看到各种干预方式在性病

感染方面的效果差异。

有研究认为仅靠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很难促成行为的改变，

应进一步采取多元化的艾滋病预防策略遏制男男性行为人群

中的艾滋病流行［１５］。通过对既往经验的总结和研究发现，安全

屏障的提供和生物医学措施的共同干预可以提升预防工作的

有效性，当其具有足够的覆盖面的时候，这种综合干预措施至

少可以减少ＭＳＭ中１／４的ＨＩＶ新发感染发生［１６］。当前的干预

工作通过专业机构和社区活动共同干预，对于 ＭＳＭ人群的安
全意识提高和重视性行为安全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

该加强社区和专业机构的干预合作，提高社区同伴教育工作的

覆盖面和质量，从而有效提高目标群体的知识水平。另一方

面，如何进一步提高安全性行为的实施率，仍然是我们面临的

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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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性行为的影响．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２，１６（１２）：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１５］　陈世海，朱建靖，李骏．广西南宁市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相关知
识及行为学特征调查．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２）：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６］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ＡｌｅｘＣａｒｂａｌｌｏ－Ｄｉéｇｕｅｚ，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ａｔｅｓ，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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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２；３８０：３８８－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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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自慰的污名—一种“性污名”的社会性话语
建构
刘爽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层面思考女性自慰心理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影响，思考
这种影响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思考社会的封闭性、异质性和开放性。我们发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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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选择自慰中陷入了一种身体困境，这种困境源于社会主流文化对于女性自慰这个行为的认识，这种

认识源于一种性别策略和选择，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性别的偏好，一种社会文化的

自觉生成。从社会“性污名”的建构话语出发来研究女性自慰行为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女性性自慰；性污名；社会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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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自慰概念界定及现状分析
“手淫”现多称为“性自慰”，是指人类性成熟后，为了寻求

性快感而用手、衣物或器具摩擦自身外生殖器或其它性敏感

区，以达到性高潮，使性紧张彻底消退的行为［１］。国外常把自

慰的初期年龄看作是性心理发育状况的一项指标［２］。在张金

辉和陆杰华［３］对６省份的６个城市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健康状况
抽样调查中显示，有过自慰行为的男性占调查总男性人口数的

９３％，女性占调查总女性人口数的２０％；在调查中，女性认为
自慰行为并非不道德的比例仅为１５８％。同样，在刘德风和姜
辉等［４］进行的基于７０７７人次的问卷调查中显示，自慰后会产
生心理负担的人群比例很大，其中偶尔有这一负担的比例为

５７３５％，经常有的占 １２６９％。某高校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
９７３名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结果为被调查者总体自慰率为
５６７％，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其中男性自慰率为８２１％，女性
自慰率为３４２％，女性的自慰率远低于男性。而从大学生对于
性自慰的认知来看，女性多于男性认为性自慰是有损健康的，

此比例达到２０６％，男性是１３９％；在自慰伴随的心理活动的
调查中，女性在自慰的过程中相比男性更多感到苦恼和痛苦，

两项的比率分别是男性为 ８１％和 ４８％，女性为 １９５％和
８２％，女性均高于男性［５］。由此，大学生对于性自慰的不清楚

认识和由此产生的不良的性心理认识都需得到关注。

"

　污名概念的界定及其应用
污名（ｓｔｉｇ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的统治者在最

底层的人们身上做标志，以表明他们社会身份低下［６］。这种刻

在或者烙在人身上的身体标记，表示需要回避和远离。１９６３年
Ｇｏｆｆｍａｎ将污名引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一些人由于自己
的某种身份导致在其他人眼中整体人格被贬低了，他将此现象

称之为“社会污名”，污名遂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

对认知、情感和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中［７］。

污名理论的应用多在于疾病或身体缺陷等的分析，其中也

包括相当多的一部分对于艾滋病特征和本质的研究，如分析人

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慌远远超越了艾滋病的生物学意义，而更多

的是社会－生物恐慌［８］。再如对艾滋病作为一种污名化的社

会疾病，以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进行的对比分析［９］。另有

调查中对于身体缺陷者发现，社会建构与机制的体现中总是伴

随着污名化过程［１０］。有学者基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

的关系网络的社会排斥进行的相关研究中认为这其中存在着

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１１］。徐西平和祝伟的研究中

针对女博士的“第三性”这样的话语进行了社会心理学分析，认

为女博士第三性作为一种贬损性的污名身份，是一个双重的建

构过程，一方面来源于公众对于女博士的污名认定，另一方面

与女博士自身对于这种污名的感知有关，而大众传媒中对于女

博士形象的勾画又影响和强化了对于女博士第三性的这种污

名［１２］。有研究认为污名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信念的产

物［１３］。学者分析了对于污名的研究必然应该放到一个系统而

整合的多维的研究视野中，才能更清晰地加以解释和应用，并

提出了多维层次模型作为一个组织性的框架和理解性的视

角［１４］。将污名化作为社会建构的中心，并把它描述成“一种特

征与一种僵化教条观点的特殊关系”［１５］。人们赋予污名的对象

的范围发生了改变，不再局限于对群体（个人）的污名，而是推

广到任何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事物、技术和组织甚至制度设置上

来。污名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于风险秩序的文化确定过程。

作为风险的社会建构的最显著表现，它是一种特征与一种偏见

的特殊关系的奇怪组合［１６］。

#

　性的污名及女性性自慰的污名化
在很多的话语体系之下都显现着对于女性的“性的污名”，

例如，“强奸”这种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属于有悖人权的“性的污

名”［１７］。选取调查中自慰、同性恋、贞操观和性产业四个方面对

“性污名”的具体表现予以描述，反映出观念以及性别角色差

异，男人在性方面更能够放得开，不以享受性快感为罪恶，而女

人则更顾虑“道德规范”中所要求的“纯洁”形象，而这个“纯

洁”往往与没有性经历和性无知联系在一起。社会文化中对自

慰的否定，整个文化环境都在渲染“性污名”，并宣扬保守甚或

禁锢的性观念［１８］。社会主流文化认为自慰会影响健康，男女差

异较大。不建议婚前女子有自慰的习惯。认为不洁性自慰，往

往易诱发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以及输卵管炎，严重者还

可能导致腹膜炎、败血症等［１９］。自慰禁忌在世界上许多文化中

都有发现，伴随着自慰禁忌的是大量以医学和生理名义出现的

恫吓［２０］。在易苹的研究中总结了女性对于自慰看法的种种误

解，例如女性自慰是性反常、女性婚前自慰将造成婚后性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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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会损伤处女膜、自慰会加快青春期少女的发育使乳房和臀

部增大、女人婚后自慰便会对丈夫表现冷淡、只有那些文化层

次较低和缺乏积极生活态度的女性才更热衷于自慰、男人们喜

欢看女人自慰、自慰与同性恋仅一步之遥。这些对于自慰的荒

谬误解，使女性在这种性行为中承受了很多压力。

在性多元的实践和尝试中，女性其实更多是“被动”而不是

“被迫”的，这个过程是文化建构的，女性不去主动地发起，怕损

坏自己的形象，当女性对于性自慰的快乐的体验少，继而就不

热爱性自慰的体验过程，对性就很难产生愉悦的心理反应，甚

至是产生不健康的心理认识，这个过程是恶性循环的。

$

　对于女性性自慰的正确看待及应对
在刘德风和姜辉等进行的基于７０７７人次的问卷调查中显

示，有２４２６％的女性参与调查，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参与有关
“性”的调查，而女性的参与也有利于开展各种性知识的普及工

作，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性生活。在曹兴午的研究中，开篇就开

诚布公的讲“女性自慰很正常”，认为自慰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它，并提出了性高潮训练四法。

污名化作为一种社会性话语，它的形成是一种动态性的建

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在建构着社会的认知，一种主流文化女

性个体之间的命名关系，社会的认知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过程，

将这种认知逻辑嵌入在先，从而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并且这个

过程中社会性的属性要先于个人属性的形成过程。

在对于污名化的研究分析中的应对提出的方案相对较多，

如有学者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陷入被污名化的困境进行分析，

并提出采用社会工作的发放实施介入改善。有学者认为作为

一个能动者，遭遇污名的女博士也会采用外界归因向下比较自

我调节等策略应对污名压力，维护自尊，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污

名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污名应对研究旨在从被污名者的视角

出发，探讨被污名者在具体污名情境中应对社会污名的动态过

程、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

笔者认为，不能只改变上层观念，而要改变微观的个人观念和

个人行为。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文化承担了什么责任，每个人都是

文化的终端，而在这个文化的高度渗透社会，同时每个人也是文化

的有力传播者。女性自慰和男性的自慰其实一样，是一种自我达到

性快感的方式，女性自慰也不应该受到歧视。女性只要采取正确的

自慰方式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女性自慰的方式也很多，例如抚摸乳

房，用手刺激阴唇或者阴蒂，用腿挤压，摩擦阴部等都会带来性反

应；另外，要保证自慰场所的相对洁净，注意方法和方式，并且避免

阴道划伤引起感染，避免使用棱角尖锐、易碎或者容易遗落在阴道

内的异物。自慰可以让女性对自身结构增强了解，在自慰的过程中

可以加强自我对于性过程的了解，并且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达到性

兴奋，怎样达到性高潮，如何体验性过程。性自慰应该成为女性生

活本能的一部分，适当的性自慰会带来快感与享受，在个人和社会

中起到安全阀的作用，自慰本身就是一种性能量的释放。女性自慰

不仅是很正常的，也是一种对性的积极态度，适当的自慰有利于性

心理的发育和成熟。

偏激的性文化只能带来所谓的“罪恶的性文化”，这是社会

文化影响也是个人因素，特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决定着人的情

感和思想结构，对性的理解很大层面上代表你对生命的理解，

让性的体验变得有所不同，去理解社会及个体的多样性，增加

那种广度和深度。

女性在对于有关性的问题中受到更多的思维倾向和知识结

构的影响，心理的负担往往大于真正身体的负面影响，要适时正

确开展适当的性教育，让女性作为能动者去亲历体验。性对于未

知者是神秘的，神秘本身就会有吸引力，暗自探索更容易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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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在强调文化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多元的性方式会更符合

世界的本质和视野。性是一种分析性话题，是复杂的、多样的，这

些背后隐藏着什么，什么观念，要客观把握，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污

名化，进行一种排斥，讨论性的污名是结构性的议题还是文化性

的议题，这不是结构性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概念。女性

的心理和情感经常被劳务和生活所掩盖，要注重更多的女性的主

体表达，揭示和发现女性的能动性，实现女性的能动，女性是否有

机会表达自己，是否能发声，女性说的话和体验是不是表达她们

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具有影响力，这些都是需要社会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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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孕法律实务分析：以泰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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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６３

【摘　要】　在泰国，生母是孩子的合法母亲而泰国妇女所生的孩子具有泰国国籍。故，泰国代孕母亲
为代孕宝宝的合法母亲而代孕宝宝为泰国公民。泰国没有代孕法律。外国人前往泰国代孕生子面临法律

冲突。按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规定，澳、美公民在泰国所生育的代孕子女可获得澳洲或美国国籍，但要提供

相关材料，特别是代孕合同、ＤＮＡ检测报告证实父母子女血缘关系及泰国代孕母亲书面同意为代孕宝宝办
理外国护照申请。以色列男同性恋者前往泰国代孕求子并已成功为代孕宝宝申请到以色列护照。泰国已

制定代孕法律草案规范，但该草案未获得议会通过。

【关键词】　代孕；国际；法律实务；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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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孕，是指将受精卵子植入孕母子宫，由孕母替为完成“十
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行为，俗称“借腹生子”［１］。２０１４年８月，一
起澳籍夫妇遗弃在泰国通过代孕出生且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

子的事件引起了世界关注。２１岁的泰国妇女帕塔拉蒙（Ｐａｔｔａｒ
ａｍｏｎＣｈａｎｂｕａ）家境贫穷，２０１３年她接受澳大利亚 ＤａｖｉｄＦａｒｎｅｌｌ
和 ＷｅｎｄｙＬｉ夫妇约１．５万美元的费用，替他们怀孕生子。当帕
塔拉蒙怀孕４个月时，医生发现龙凤胎中的男胎患有唐氏综合
征。澳籍夫妇当时明确表示不要有病的孩子，要求代孕母亲堕

胎，但帕塔拉蒙认为堕胎有悖自己的佛教信仰，决定将其生下。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双胞胎出生。然而，这对夫妻最终只带走健康的
女婴，而遗弃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婴甘米（Ｇａｍｍｙ）。已有２
个孩子的代孕母亲承担起了抚养甘米的责任，但其一家难以承

受治疗甘米所需的高昂医药费。泰国媒体报道了甘米的遭遇

后，在网上发起名为“甘米的希望”的筹款活动。这起事件再次

引发了世界对代孕问题的关注。由代孕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尤

其是如何保护代孕宝宝的利益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的热点

话题。

泰国是世界著名的代孕基地之一［２］。泰国的医疗保健体

系比较好，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水平也较高［３］。根据《曼谷邮

报》（ＢａｎｇｋｏｋＰｏｓｔ）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３日报道，２０１４年泰国有４２家
医疗机构和２４０名执业医生从事人工辅助生殖医疗服务。此
外，泰国的饮食文化比较健康、泰国妇女性情温和、代孕费用较

低，以及比较宽松的代孕法律环境也是吸引寻求代孕群体的重

要因素。

!

　泰国的代孕法律环境
泰国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代孕。从法律角度来看，法无禁止

的行为就是不违法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合法的行为。泰国没有

计划生育，也没有法律要求只有已婚妇女才能合法生育子

女［４］。泰国的婚姻家庭法律主要见于《泰国民商法典》（Ｔｈａｉ
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根据该法典第１５４６条规定，孩子
的生母分为已婚生母（ｗｅｄｄｅｄｍｏｔｈｅｒ）和单身生母（ｕｎｗｅｄｄｅｄ
ｍｏｔｈｅｒ）；如果单身母亲生下孩子，那她将成为这个孩子的唯一
法定监护人；孩子出生时，如果其父母尚未结婚，那么即便父亲

的名字记录在孩子的出生证书上，该父亲也不能享有对孩子的

监护权利；如果已婚母亲生下子女，那她及其配偶将成为这个

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该法典第１５４７条对第１５４６条做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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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孩子的生父可以对孩子享有监护

权：父母在孩子出生以后结婚；以后在市政办公室记录该父亲

的身份并因此确认生父依法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法官判定该

父亲依法享有权利和义务。

由此可见，依据泰国法律，泰国代孕母亲所生的代孕宝宝

属于代孕母亲的孩子，而不是代孕委托人的孩子。泰国妇女所

生的孩子依法具有泰国国籍。如果代孕宝宝出生时，代孕母亲

属于单身并没有婚姻关系，则代孕母亲对代孕宝宝享有唯一合

法的监护权。如果出生时代孕母亲为已婚，则代孕宝宝的合法

母亲为代孕母亲，合法父亲为代孕妇女的丈夫。在代孕母亲属

于单身的情况下，即使提供精子的男性即代孕宝宝的生父的名

字记录在出生证明中，但是因为和代孕妇女不存在婚姻关系，

该男子也不能当然获得对代孕孩子的监护权。在此法律背景

下，代孕委托方不自动享有合法父母的权利。因此，单身的代

孕母亲或者已婚的代孕母亲及其配偶主动书面委托该婴儿的

监护权给代孕委托人，或者书面同意孩子申请他国护照返回代

孕委托人的国家就变得至关重要。

"

　外国人在泰国代孕生子：国籍、护照、回国等法律问题

　　在不少国家，代孕或非法或手续繁琐［５］。我国明令禁止代

孕。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

理办法》均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和受精卵［６］。根据

《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在我国，生育是以婚

姻为前提的，生育权必须按照国家的计划行使，而代孕的双方

没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７］，因此代孕属于违法行为［８］。澳大

利亚不允许“商业代孕”，但夫妻可以寻求“利他代孕”（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ｒｒｏｇａｃｙ），也就是除了支付医疗费用和其他合理花费外，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代孕［９］。此外，在英国、南非、新西兰、比利时和

荷兰等国，商业代孕违法而利他代孕合法。在意大利、法国、瑞

士、芬兰和冰岛等国家，无论是商业代孕还是利他代孕均属违

法［１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等个别州允许代孕，而密西根等州

则严格禁止代孕［１１］。１９９６年以色列通过了《胚胎管理协议法》
（Ｅｍｂｒｙｏ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Ｌａｗ），规定所有代孕协议都必须取
得政府部门的批准［１２］。因此，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

严格管控代孕的国家。代孕者必须是单身、离异或者是丧偶，

只有无法生育的异性伴侣才有资格寻求代孕。因为政府的严

格管控，以色列人，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将寻找代孕的希望给予

国外。目前，在印度、乌克兰和俄罗斯，包括商业代孕在内的代

孕属于合法行为［１３］。２０１３年印度收紧了代孕规定，禁止未婚
伴侣、单身人士等寻求代孕［１４］。

如前所述，泰国并没有明确将代孕合法化，但是也没有法

律禁止代孕。所以，在泰国代孕属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也给

泰国的代孕产业提供了可滋生发展的法律空间。《曼谷邮报》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３日报道，商业代孕每年给泰国带来 ４０亿泰铢
（约合８亿元人民币）的产值。寻求代孕者主要来自以色列、澳
大利亚、美国和中国。来自中国的代孕客户较少选择泰国代孕

母亲，他们往往安排中国籍的代孕母亲前往泰国接受胚胎移

植，怀孕后返回中国分娩。

近年来一些以色列、澳大利亚和美国人前往泰国寻求代孕

生子。依照泰国法律，泰国妇女生的孩子具有泰国国籍，如何

将代孕宝宝带出泰国并带回到代孕委托人的国家涉及到国籍

方面的法律政策。将代孕宝宝带出泰国的作法有两种：第一种

是由代孕委托人收养代孕宝宝，但是这种方式耗时较长，需要６
个月到两年时间方能办完所有手续；第二种是将生父的名字记

载在孩子的出生证上，由泰国代孕母亲书面将监护权委托给代

孕所生孩子的生父。第二种方式比较普遍，因为按照要求只要

孩子出生时进行登记就可以了，不需要生父在场，而这种登记

程序简单，代孕诊所或者代孕中介就可以代替代孕委托人进行

登记。但是，无论那种做法，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代孕宝

宝是泰国人。所以，要将孩子带出国的话，一般首先需要给孩

子办理泰国护照，然后代孕委托人与自己国家驻泰国大使馆联

系为孩子获得入境签证或者为孩子办理自己国家的护照。一

些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不给代孕宝宝办理入境签证，因为本国法

律严格禁止代孕。澳大利亚、美国和以色列都给自己国家的公

民在泰国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颁发过护照，但是各有比较严格

的规定。以下做简要介绍。

按照《澳大利亚２００７年国籍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ｃｔ
２００７）的规定，在同时具备两种条件的情况下，在澳洲境外出生
的代孕宝宝可以因为直系晚辈亲属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ｂｙｄｅｓｃｅｎｔ）。第一个条件是至少一个代
孕委托人为澳大利亚公民，第二个条件是对代孕宝宝具有监护

权的人同意孩子成为澳大利亚人［１５］。为在泰国出生的代孕宝

宝申请澳洲国籍的时候，申请人不仅要向澳洲驻泰国大使馆提

交公证过的代孕合同，还要提交证据证明澳洲代孕委托人是代

孕宝宝的生父或者生母。代孕委托人必须在指定的机构做

ＤＮＡ鉴定以证明其和代孕宝宝的血缘关系。泰国代孕母亲应
该出具书面材料同意孩子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特殊情况下，代

孕母亲还需要前往澳洲大使馆面谈。

美国《移民和国籍法》（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ｃｔ）第
３０１和３０９节规定了美国人在境外出生的子女的国籍问题。孩
子的父母至少有一方为美国公民，孩子才可能获得美国国籍。

据此，在三种情况下，代孕宝宝可以获得美国国籍。首先，代孕

宝宝的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美国公民。其次，代孕母亲为美

国公民。最后，合法母亲为美国公民，而母亲身份是否合法则

由美国法律认定。在使用他人的精子和卵子进行代孕的情况

下，因为具有美国国籍的代孕委托人与代孕宝宝没有任何血缘

关系，孩子便不能因出生而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符合条件的美

国籍代孕委托人可以为在美国境外出生的子女申请美国公民

境外出生领事报告（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ＢｉｒｔｈＡｂｒｏａｄｏｆａ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并可前往美国驻代孕所在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为孩
子申请美国护照。美国公民境外出生领事报告记录代孕宝宝

的美国生父或者生母一方或双方，也可能根据情况记录对孩子

具有法定监护权的其他父母，比如代孕母亲。为代孕子女申请

美国国籍手续繁琐，要提交很多材料，比如代孕委托人的身份

材料、委托代孕合同、孩子的出生证明、代孕委托人和孩子之间

血缘关系证明如ＤＮＡ检测报告等。如果代孕所在地国家的法
律规定代孕母亲为合法母亲的话，代孕母亲必须书面同意为代

孕宝宝办理美国护照的申请。美国人前往泰国代孕生子，因为

按照泰国法律代孕母亲是孩子的合法母亲并且泰国妇女生育

的孩子具有泰国国籍，故泰国代孕母亲书面同意为代孕宝宝申

请美国护照是必不可少的一道手续。

前文所述，在以色列代孕虽然属于合法，但是只有无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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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异性伴侣才可以合法寻求代孕，同性恋者无权代孕生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以色列的男同性恋者前往泰国代孕生子，

因为他们在泰国的代孕生子行为不符合以色列的法律规定，为

避免法律冲突以色列驻泰国大使馆迟迟不给同性恋者的代孕

宝宝办理以色列护照，这些男同性恋者因此无法将代孕宝宝带

回以色列。据《以色列时报》（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
报道，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约有６５名这类代孕宝宝因无法获得以
色列护照而滞留在泰国。因此，代孕委托人对以色列政府发起

强烈抗议，抗议最终奏效。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以色列终于为在
泰国出生的代孕宝宝办理了第一本以色列护照，认可了境外出

生的代孕宝宝的以色列国籍。

#

　泰国的代孕法律趋势：从严从紧
就在甘米事件后几天，泰国又曝光了另一起代孕事件。一

名２４岁的日本富男在泰国一家名为ＡｌｌＩＶＦＣｌｉｎｉｃ的诊所通过
代孕生育了６男３女共９个婴儿。若干保姆在泰国的同一所公
寓中共同照顾这９个孩子。这些婴儿被发现后，转由泰国政府
机构照料。另据调查，该男子还曾经将至少３名婴儿带出泰国，
其中两名被带到柬埔寨。该诊所因涉嫌非法将泰国儿童拐卖

出国，即涉嫌拐卖人口（ｈｕｍ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犯罪而被泰国政府关
闭。在关闭该诊所的第２天，泰国政府下令从事人工辅助生殖
技术的医疗机构停止此项医疗服务。

泰国政府从严治理代孕的举措引起了国外寻求代孕者的

担忧，澳大利亚的代孕委托人尤其恐慌。澳大利亚《每日邮报》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０日报道，据估计约７０％有
代孕生子需求的澳大利亚人联系过这家被关闭的诊所，其中大

约有５０名澳大利亚人直接受到该诊所被关闭的影响。在该诊
所被查封后，已支付数万美元的澳洲代孕委托人联系不到代孕

母亲。他们不仅担心代孕母亲将腹中胎儿堕胎，而且还担心他

们留在该诊所的胚胎的命运。为此，澳大利亚外交部呼吁如果

泰国禁止商业代孕的话，要考虑制定合理的缓冲期。如果泰国

真的禁止商业代孕，那么大约２００名期待在泰国代孕生子的澳
洲人将会受影响。澳洲政府已组成联合委员会，要求泰国政府

提供合作，以便能将通过代孕生育的宝宝带回澳洲。

其实早在２０１０年５月泰国内阁就通过了《辅助生育技术法
案》（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ｉｌｌ，法案编号１６７／
２５５３）。代孕草案是该法案的一部分，该草案制定了一系列程
序性要求来保护通过代孕出生的婴儿以及代孕母亲的利益。

在英拉政府执政时期，有关代孕的相关法律就已经进入国会审

议程序，但始终未能获得审议通过。２０１４年泰国政局动荡不
安，此草案未进到国会的审议日程，或许甘米事件可以促使泰

国国会尽快通过代孕草案。

代孕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八点。首先是对代孕委托人的要

求。代孕委托人应当是自己无法生育子女并愿意通过代孕生

育子女的已婚夫妻，并且夫妻二人的心理和生理状况达到为人

父母的水准。其次，代孕母亲必须已婚并生育过孩子，还必须

征得其配偶的同意方可代孕。第三，代孕所需的精子和卵子可

由代孕委托方提供或由他人赠与，但是代孕母亲不得提供卵

子。第四，代孕母亲不得收费，但代孕委托人应当满足代孕母

亲提出的与代孕相关的生理和经济需求。第五，代孕宝宝是代

孕委托人的合法子女。第六，禁止代孕中介和代孕广告。第

七，禁止买卖精子和卵子。第八，代孕涉及的交易、付款、孕产

妇以及婴幼儿卫生保健等都要符合卫生委员会规定，并须经儿

童保护委员会批准。

根据第一要点，男男同性恋者或者单身人士将没有资格在泰

国委托代孕，因为泰国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根据第四要点，代

孕母亲仍然可以要求代孕委托人支付费用，但理由是补偿与代孕

相关的费用及满足代孕的需要。第五点至关重要，即如果该草案

生效的话，外国人委托泰国代孕母亲生育的子女将不再是具有泰

国国籍的公民，而代孕母亲对代孕所生子女也不再享有合法母亲

的权利，这样会大量减少围绕代孕宝宝国籍身份问题的法律纠

纷。目前，该草案的通过和生效时间仍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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