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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临床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导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
与外周血一氧化氮（ＮＯ）和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水平的相关性。方法：经多导睡眠监测仪（ＰＳＧ）及阴茎夜间
勃起功能测定（ＮＰＴ），诊断ＯＳＡＨＳ合并ＥＤ患者６０名作为ＥＤ组，同时随机选择３０名健康志愿者设立为健
康组，分析ＥＤ组和健康组血清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及轻、中、重ＥＤ组血清ＮＯ、ＮＯＳ水平、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
ＩＩＥＦ－５总分差异，并将轻、中、重ＥＤ组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ＩＩＥＦ－５总分分别与各自血清ＮＯ和ＮＯＳ水平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ＥＤ组的外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均低于无ＥＤ组和健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阴茎血容积变化率与ＮＯ（ｒ＝０３５６，Ｐ＜００５）、ＮＯＳ（ｒ＝０３９８，Ｐ＜００５）均为正相关；ＩＩＥＦ－５总
分与ＮＯ（ｒ＝０４０２，Ｐ＜００５）、ＮＯＳ（ｒ＝０４２３，Ｐ＜００５）均为正相关。结论：ＯＳＡＨＳ导致的ＥＤ患者与患者
外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变化情况的具有相关性，且呈正相关，说明外周血ＮＯ和 ＮＯＳ水平的降低是 ＯＳＡＨＳ
导致ＥＤ的内在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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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导致的勃起
功能障碍（ＥＤ）是临床常见疾病。国内外报道 ＯＳＡＨＳ导致的
ＥＤ发病率达４０％～５０％。ＯＳＡＨＳ导致的低氧血症、高碳酸血
症和酸碱失代偿等成为 ＯＳＡＨＳ导致 ＥＤ的直接致病因素［１］。

一氧化氮（ＮＯ）是一种重要的舒张血管的因子，在维持阴茎勃
起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然而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是
ＮＯ合成的惟一限速酶，是调节ＮＯ生成的最重要环节。国外研
究指出，外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的下降可能是导致 ＥＤ的重要
原因［２－５］。本课题组研究 ＯＳＡＨＳ导致的 ＥＤ患者与患者外周
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变化情况的相关性，以便为临床诊断ＯＳＡＨＳ
导致的ＥＤ提供依据，为进一步提出治疗决策奠定基础。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对象

病例全部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就诊于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及睡眠医学中心的夜间睡

眠打鼾、白天嗜睡伴有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经多导睡眠图监

测（ＰＳＧ）及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测定（ＮＰＴ），筛选出 ＯＳＡＨＳ导致
的ＥＤ患者６０名作为ＥＤ组，同时随机选择３０名健康志愿者设
立为健康组。实验对象均严格执行我院人体试验伦理学标准并

得到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对每位受试者均做到知情同意。

１２　入选标准
（１）ＯＳＡＨＳ诊断标准依据美国睡眠医学会ＡＡＳＭ为标准，均

经ＰＳＧ监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ＡＨＩ）大于等于５；（２）国
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量表进行评定，总分小于或等于２１
分者；（３）ＮＰＴ夜间监测勃起情况为阴茎血容积变化率 ＜２００％
者；（４）已婚男性，年龄在３０～６５岁之间；（５）汉族；（６）昼夜血压
基本正常，病程２～３年，配偶性功能正常，夫妻同居，关系和睦，
无使用治疗ＥＤ药物史；（７）经详细询问病史、全面体格检查，内
分泌检测实为非心理性ＥＤ；（８）近期６个月无创伤、手术史。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患有生殖器官先天发育不良者；（２）患有感染性疾病、
风湿免疫性疾病、肿瘤、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肝

肾疾病等重要脏器疾病；（３）有治疗 ＥＤ的药物史；（４）配偶性
功能异常；（５）外生殖器近６个月有外伤及手术史。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多导睡眠图检测（ＰＳＧ）　采用 Ａｌｉｃｅ５多导睡眠仪

（ＰｈｉｌｉｐｓＲｅｓｐｉｒｏｎｉｃｓ公司）检测系统，从２３：００到第二天早上６：
００进行７ｈ的监测。监测项目包括脑电图、眼电图、下颌肌电
图、手指ＳａＯ２、呼吸气流、胸腹活动度等。各项记录资料均由电
脑记录保存，然后由人工识别及使用电脑自动分析处理，最后

获得ＯＳＡＨＳ诊断。所有患者监测中均需禁止服用镇静安眠药，
同时要避免饮用茶和咖啡等饮料。

１４２　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测定（ＮＰＴ）　患者 ＮＰＴ监测与行
ＰＳＧ检测在睡眠中心同时进行。按照操作程序将３个电极分别
粘贴在受试者的腹股沟部、阴茎头冠状沟部以及阴茎根部，并

将记录盒固定于大腿上，第２ｄ早上６：００将纪录盒取下，将受试
者数据输入主机，并回放分析，最后作出报告。ＥＤ的定量依据
以Ｋｎｏｌｌ标准为准，ＥＤ判断依据以阴茎血容积变化率为准（血
容积变化率＞２１０％为正常，１７０％～２１０％为轻度异常，１４０％～
１７０％为中度异常，＜１４０％为重度异常）。
１４３　性功能评估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５量表（ＩＩＥＦ－
５）评估受试者性功能情况。每１项目的功能障碍程度分为６个
等级，分别评分０～５分。总分小于２１分定为需要治疗的 ＥＤ。
ＩＩＥＦ－５积分评价：无ＥＤ：≥２２分；轻度：１２～２１分；中度：８～１１
分；重度：５～７分。ＩＩＥＦ－５评估在行ＰＳＧ检测后由受试者独立
填写完成。

１４４　ＮＯ、ＮＯＳ测定　研究对象均在ＰＳＧ检测和 ＮＰＴ监测结
束后０５ｈ内，空腹抽静脉血５ｍＬ，经 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后
提取血清，在－７０℃下保存。使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 ＮＯ，使用
７２１分光光度计（比色法）检测 ＮＯＳ浓度，试剂药盒厂家：北京
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生化仪器：日本日立７１６０全自动生化仪。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均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使用
Ｆ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直线相关性分析。以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ＥＤ组患者及健康组一般情况比较

ＥＤ组与健康组之间的年龄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ＥＤ
组的ＡＨＩ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ＬＳａＯ２低于健康组（Ｐ＜
００５），且ＥＤ组的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和 ＩＩＥＦ－５总分均低于健
康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间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ＡＨＩ（次／小时） ＬＳａＯ２（％） 阴茎血容积变化率（％） ＩＩＥＦ－５总分（分）　

ＥＤ组 ３８４±６５０ ４５４０±２５９７ ７１００±１３３３ １７２６０±２１９０ １１３±３８

健康组 ３８２±５６０ ２３６±１２８ ９３５０±２２５ ２５４０７±４８８２ ２６２±３７

　　注：与健康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ＥＤ组与健康组ＮＯ和ＮＯＳ水平的比较
ＥＤ组的外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均低于无ＥＤ组和健康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ＥＤ组与健康组ＮＯ和ＮＯＳ水平的比较

组别 ＮＯ（ｕｍｏｌ／Ｌ）　 ＮＯＳ（Ｕ／ｍＬ）　
ＥＤ组 ５０６７±９４３ １５６４±１２３

健康组 ６００６±１１５１ ２１０４±１３１

　　注：与健康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程度ＥＤ组ＮＯ、ＮＯＳ水平、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
ＩＩＥＦ－５总分的比较
　　轻、中、重度ＥＤ三组的 ＮＯ和 ＮＯＳ水平进行两两比较：重
度ＥＤ组ＮＯ、ＮＯＳ水平、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 ＩＩＥＦ－５总
分明显低于中度和轻度 Ｅ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中度 ＥＤ组 ＮＯ、ＮＯＳ水平、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
ＩＩＥＦ－５总分明显低于轻度ＥＤ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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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程度ＥＤ组ＮＯ、ＮＯＳ水平、阴茎血容积变化率（％）及ＩＩＥＦ－５总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ＮＯ（ｕｍｏｌ／Ｌ）　 ＮＯＳ（Ｕ／ｍＬ）　 阴茎血容积变化率（％） ＩＩＥＦ－５总分（分）

重度 ２５ ３２５７±６３３＃ ８０６±１０１ １３５５６±１６９２ ５３±２３

中度 １８ ４０２１±７２１＋ １２０４±１３２ １６４６２±２０２５ １０２±３５

轻度 １７ ５７４９±１０４５ １９２３±１７２ ２００６８±２４９５ １６３±３７

　　注：与轻度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与中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ＯＳＡＨＳ导致ＥＤ的阴茎血容积变化率、ＩＩＥＦ－５总分与ＮＯ
和ＮＯＳ水平相关分析
　　将６０名ＯＳＡＨＳ导致ＥＤ患者的阴茎血容积变化率、ＩＩＥＦ－
５总分与外周血ＮＯ和 ＮＯＳ水平进行相关分析显示：阴茎血容
积变化率与ＮＯ（ｒ＝０３５６，Ｐ＜００５）、ＮＯＳ（ｒ＝０３９８，Ｐ＜００５）
均为正相关；ＩＩＥＦ－５总分与ＮＯ（ｒ＝０４０２，Ｐ＜００５）、ＮＯＳ（ｒ＝
０４２３，Ｐ＜００５）均为正相关。
#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ＯＳＡＨＳ并发ＥＤ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ＥＤ是男科的常见病，
ＯＳＡＨＳ常伴有ＥＤ，两者关系密切。ＯＳＡＨＳ并发 ＥＤ的最重要
的原因可能为ＯＳＡＨＳ患者的血管顺应性降低和慢性间歇性缺
氧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６－８］。ＯＳＡＨＳ的患者睡眠时反复发
生上气道塌陷，导致呼吸暂停或低通气，导致夜间发生低氧血

症，进而出现睡眠结构紊乱，长期可导致机体多系统的损

害［９，１０］。ＥＤ是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进行
满意的性交，病程在３个月以上［１１］。有研究指出，ＯＳＡＨＳ患者
常伴有ＥＤ相关疾病，而且有较高的发病率［１２］。正常男性每晚

大约有３～５次阴茎自发勃起，每次持续平均３０ｍｉｎ，每晚因阴
茎勃起导致阴茎海绵体处于高氧状态的时间为 １０～３５ｈ。
ＯＳＡＨＳ患者容易出现 ＥＤ可能原因是患者睡眠时呼吸暂停，进
而导致机体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从而影响了阴茎的夜间勃

起［１３］。ＯＳＡＨＳ与 ＥＤ具有肥胖、缺血性心脏病、吸烟等共同的
发病因素。同时ＯＳＡＨＳ引起的糖尿病、高血压，可进一步导致
ＥＤ发生［１４］。尽管ＯＳＡＨＳ引起ＥＤ涉及多种机制，但共同特征
均是呼吸紊乱和间歇性缺氧。国外学者研究显示，男性ＯＳＡＨＳ
患者常伴有ＥＤ症状，有时可能是就诊的主要症状，ＯＳＡＨＳ与
ＥＤ有明显的相关性［７－９］。

阴茎勃起主要是依靠阴茎血管和海绵体平滑肌舒张，然而

阴茎血管和海绵体平滑肌舒张是通过Ｌ－精氨酸－一氧化氮－
环磷酸鸟苷（ＬＡＲＧ－ＮＯ－ｃＧＭＰ）通路完成的，因此在阴茎勃起
中ＮＯ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已证实 ＮＯ是调节神经
传导、扩张血管的生物活性物质［２］。由于 ＮＯ能促进阴茎维持
膨胀状态和勃起，故 ＮＯ被认为是阴茎勃起主要信号分子［１５］。

ＮＯ的合成受氧分压的高低的影响。ＯＳＡＨＳ伴 ＥＤ的患者可能
是由于患者睡眠时呼吸暂停，进而出现机体低氧血症、高碳酸

血症及血管内皮细胞的反复缺血 －再灌注，使 ＮＯ随呼吸运动
从鼻转运到肺发生障碍及降低了阴茎的夜间勃起和勃起时海

绵体高氧状态，导致内皮细胞能量代谢受损，内皮细胞分泌功

能下降，同时原生型 ＮＯＳ减少，抑制了 ＮＯ的合成［１６］，导致 ＮＯ
释放及环鸟苷酸（ｃＧＭＰ）生成减少，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高，血
管收缩导致阴茎血管内血流减少，进而出现ＥＤ［１７］。

笔者课题组临床观察到 ＯＳＡＨＳ导致的 ＥＤ患者与患者外
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变化情况的具有相关性，且呈正相关，说
明外周血ＮＯ和ＮＯＳ水平的降低是 ＯＳＡＨＳ导致 ＥＤ的内在病

理基础，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病例积累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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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的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求医
行为的门诊调查
袁建峰　郭润碛　张凯△　虞巍　贺占举　金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了解影响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求医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而指导门诊医师更好地了解性
健康问题，发现求医行为的潜在障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法：全国３个一线城市、１６个二线城市及５个
三线城市的８０名泌尿外科或男科门诊医师协助参与门诊问卷调查，受调查者为年龄２５～８０岁、在过去６个
月受ＥＤ困扰、且目前服用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抑制剂）的门诊患者，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１２３６名ＥＤ患者对问卷完成了有效回答。受访者平均年龄４２５岁，５９％拥有大专及本科学
历。受访者平均月收入１２３５１元，平均每月医疗支出７１２元，约占月收入的６％。患者主要通过医生、朋友、
媒体及网络获得ＥＤ相关信息。４４％的患者首次接受治疗ＥＤ选用的是中药／保健品，半数以上的患者选择
ＰＤＥ－５抑制剂是出于勃起硬度、维持勃起时间等方面的考虑。经过 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
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结论：中国男性关注ＥＤ问题，然而，社会观念、经济因素等综合因素仍是阻碍一部分
患者寻求医疗帮助。中国医师需要加强ＥＤ患者的健康教育，尤其是通过网络等多媒体形式。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求医行为；调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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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成年男子的常见
多发病。据统计４０～７０岁男子中有 ５２％患有不同程度的 Ｅ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历了３０年的飞速经济发展及巨大
社会变革，生活质量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ＥＤ也越来越被
人们关注［１－３］。然而对于中国男性性功能障碍患者求医行为的

研究却很少。本研究旨在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影响 ＥＤ求医行
为的相关因素，进而指导门诊医师更好地了解性健康问题，发

现求医行为的潜在障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从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０９年４月，全国３个一线城市、１６个二
线城市及５个三线城市的８０名泌尿外科或男科门诊医师协助
参与门诊问卷调查。共有１２５０名年龄２５～８０岁、在过去６个
月受ＥＤ困扰、且目前服用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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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患者在门诊接受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特征、受教

育程度、家庭收入、医疗支出、ＥＤ信息源、ＥＤ治疗行为、ＰＤＥ－５
抑制剂采购及药物评价。

１２　统计学分析
回收问卷后，对所有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

用ＳＰＳＳ２２０ｆｏｒＭａｃＯＳ统计软件录入、处理，分别计算相关指
标百分率或比例。

"

　结果
发放问卷１２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２３６份（９８９％）。受访

者平均年龄（４２５±４３）岁，其中 ６０％患者年龄 ３０～４９岁，
５９％拥有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平均月收入１２３５１元，平均
每月医疗支出７１２元，约占月收入的６％。见表１。

根据门诊调查，所有患者都向医生咨询过 ＥＤ相关问题，其
他的信息源包括：朋友（４２％）、媒体（４１％）、网络（４０％）、药剂
师（２２％）、妻子／女友（２１％）、家庭成员（７％）以及心理咨询师
（７％）。不同年龄组的患者在 ＥＤ问题信息源构成方面是相似
的，但是我们发现４０岁以下的年轻患者更多是从网络上了解
ＥＤ，而非朋友或者传统媒体，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却与之相反。
在咨询过程当中，受访者更关注ＥＤ的原因以及目前自身ＥＤ的
状态，而不是具体的治疗方案。越年轻的 ＥＤ患者去找医生看
病是因为在性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想寻求有效的治疗方

法，而越年老的患者更容易因为看其他疾病时顺便治疗，ＥＤ并
非就诊的主要原因。见表２。

表１　１２３６名Ｅ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及相关指标

特征 人数［ｎ（％）］
年龄（岁）

　２５～２９ １６１（１３）
　３０～３９ ３９６（３２）
　４０～４９ ３４６（２８）
　５０～５９ １９８（１６）
　６０～６９ １１１（９）
　 ≥７０ ２４（２）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１１（９）
　高中、中专及技校 ２４７（２０）
　大专 ２９７（２４）
　本科 ４３３（３５）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１４８（１２）
月收入水平（元）

　＜２０００ ８７（７）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９６（３２）
　６０００～１万 ３３３（２７）
　１１万～１５万 １７３（１４）
　１６万～１９万 １１１（９）
　≥２万 １３６（１１）
月医疗支出（元）

　＜２００ ２３５（１９）
　２００～５００ ５０７（４１）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３２１（２６）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７４（６）

表２　勃起功能障碍求医行为问卷回答（ＥＤ信息源、ＥＤ治疗行为、ＰＤＥ－５抑制剂采购及药物评价）

总人数

［ｎ（％）］

２５～２９岁
人数

［ｎ（％）］

３０～３９岁
人数

［ｎ（％）］

４０～４９岁
人数

［ｎ（％）］

５０～５９岁
人数

［ｎ（％）］

６０～６９岁
人数

［ｎ（％）］

≥７０岁
人数

［ｎ（％）］
通过何种途径咨询ＥＤ相关问题？ ｎ＝１２３６ ｎ＝１６１ ｎ＝３９６ ｎ＝３４６ ｎ＝１９８ ｎ＝１１１ ｎ＝２４

医生 １２３６（１００） １６１（１００） ３９６（１００） ３４６（１００） １９８（１００） １１１（１００） ２４（１００）

朋友 ５１９（４２） ６３（３９） １５４（３９） １５２（４４） ９７（４９） ３９（３５） ７（２９）

媒体 ５０７（４１） ６１（３８） １５８（４０） １４２（４１） ９３（４７） ５２（４７） ７（２９）

网络 ４９４（４０） ８７（５４） １８２（４６） １２５（３６） ７７（３９） ２６（２３） ２（８）

药剂师 ２７２（２２） ２３（１４） ８３（２１） ８７（２５） ５３（２７） ２３（２１） ４（１７）

妻子／女友 ２６０（２１） ３５（２２） ９１（２３） ６９（２０） ３６（１８） １６（１４） ５（２１）

家庭成员 　８７（７） １４（９） ３２（８） ２４（７） １２（６） 　８（７） ０（０）

心理咨询师 　８７（７） １０（６） ３２（８） ２４（７） １４（７） 　９（８） ０（０）

ＥＤ患者向医生咨询的相关问题

Ｅ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９５２（７７） １２７（７９） ３０９（７８） ２６６（７７） １５０（７６） ８０（７２） １９（７８）

如果不治疗，会出现什么情况？ ８７８（７１） １０９（６８） ２６５（６７） ２４６（７１） １５６（７９） ８８（７９） １５（６１）

我现在的情况有多重？ ８７８（７１） １１４（７１） ２８５（７２） ２３２（６７） １４１（７１） ８４（７６） １９（７８）

ＥＤ这种问题要紧吗？是否严重？ ７２９（５９） １０９（６８） ２１８（５５） ２０１（５８） １２３（６２） ６９（６２） １６（６５）

ＥＤ能否被治愈？ ６３０（５１） ８４（５２） １９４（４９） １７３（５０） １０５（５３） ６５（５９） ５（２２）

治疗疗程／治疗频率？ ６０６（４９） ８９（５５） １９８（５０） １７０（４９） ９３（４７） ５１（４６） １２（４８）

哪家医院／科室／医生在这方面比较有名？ ５５６（４５） ７６（４７） １７０（４３） １６６（４８） ９１（４６） ４７（４２） ８（３５）

有什么治疗方案／治疗药物 ５１９（４２） ７４（４６） １７８（４５） １４２（４１） ７１（３６） ４３（３９） ９（３９）

需要做哪些检查？ ４９４（４０） ６１（３８） １３９（３５） １４９（４３） ８９（４５） ４９（４４） １２（５２）

生活习惯有什么需要注意／改进的？ ４８２（３９） ６６（４１） １５０（３８） １３５（３９） ７７（３９） ４６（４１） ９（３９）

治疗费用？ ３３４（２７） ５３（３３） ９９（２５） ９７（２８） ５１（２６） ２６（２３）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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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总人数

［ｎ（％）］

２５～２９岁
人数

［ｎ（％）］

３０～３９岁
人数

［ｎ（％）］

４０～４９岁
人数

［ｎ（％）］

５０～５９岁
人数

［ｎ（％）］

６０～６９岁
人数

［ｎ（％）］

≥７０岁
人数

［ｎ（％）］

ＥＤ患者为何选择看医生？

医生可以提供专业意见和帮助 ７１７（５８） ９５（５９） ２３７（６０） １９０（５５） １２７（６４） ５４（４９） １３（５４）

性生活中没有得到生理满足 ６８０（５５） １０３（６４） ２２６（５７） １９０（５５） １０９（５５） ４６（４１） ６（２５）

担心是否身体某一部分出现问题导致ＥＤ ６３０（５１） ８９（５５） ２０６（５２） １７３（５０） ９７（４９） ５７（５１） １２（５０）

我妻子／女友要求我来看医生 ４３３（３５） ６１（３８） １５４（３９） １２８（３７） ５９（３０） ２８（２５） ６（２５）

看其他疾病时顺便治疗 ２８４（２３） １８（１１） ７１（１８） ８７（２５） ５９（３０） ３９（３５） １４（５８）

想找到重拾男性雄风的治疗方法 ２８４（２３） ４５（２８） ９９（２５） ８７（２５） ３２（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４）

妻子／女友不经意或吵架提起ＥＤ，感到惭愧 ２３５（１９） ３２（２０） ７９（２０） ７６（２２） ３０（１５） １２（１１） １（４）

自己无法满足妻子／女友，担心对方会有外遇 １９８（１６） ２９（１８） ６７（１７） ６６（１９） ２８（１４） ９（８） １（４）

只是为了医生开具购买治疗ＥＤ的西药处方单 ９９（８） ６（４） ３２（８） ３１（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９） ５（２１）

既往采取的ＥＤ治疗方案

西药 １２３６（１００） １６１（１００） ３９６（１００） ３４６（１００） １９８（１００） １１１（１００） ２４（１００）

中药／保健品 ９２７（７５） １０９（６８） ２９７（７５） ２６０（７５） １６６（８４） ８２（７４） １７（７１）

食疗 ６４３（５２） ６３（３９） ２１０（５３） ２２２（５６） １１３（５７） ５２（４７） １１（４６）

锻炼 ３５８（２９） ３１（１９） １２３（３１） １０４（３０） ６７（３４） ３３（３０） ５（２１）

物理治疗 １１１（９） １４（９） ３６（９） ３１（９） １２（６） １４（１３） ３（１３）

其他 １２（１） ２（１） ４（１） ３（１） ２（１） １（１） ０（０）

ＥＤ患者为何选择ＰＥＤ－５抑制剂？

担心勃起硬度 ８７８（７１） １１１（６９） ２６９（６８） ２４６（７１） １４９（７５） ８８（７９） １２（５０）

担心勃起持续时间 ７６６（６２） １００（６２） ２３８（６０） ２１５（６２） １３１（６６） ６５（５９） ９（３８）

认为可以延长勃起持续时间进而增强勃起硬度 ７０５（５７） ９０（５６） ２３８（６０） ２０１（５８） １０７（５４） ６２（５６） １０（４２）

满足妻子／女友 ５３１（４３） ６６（４１） １８２（４６） １５９（４６） ９１（４６） ３０（２７） ６（２５）

让自己感觉和ＥＤ之前一样 ５１９（４２） ５６（３５） １７４（４４） １５６（４５） ８５（４３） ４４（４０） ９（３８）

相信疗效更好 ４５７（３７） ５０（３１） １４７（３７） １３８（４０） ７１（３６） ３７（３３） １１（４６）

其他 １２（１） 　８（５） 　４（１） 　３（１） 　０（０） 　１（１） １（４）

购买ＰＤＥ－５抑制剂的途径

在门诊获得处方并在医院购买 １０６３（８６） １４５（９０） ３３７（８５） ２８４（８２） １７６（８９） ９９（８９） ２３（９６）

直接从药店购买 ２８４（２３） ２３（１４） ９１（２３） ８７（２５） ６３（３２） １８（１６） ２（８）

在门诊获得处方然后在药房购买 ２７２（２２） ２７（１７） ８３（２１） ９０（２６） ５３（２７） １８（１６） ９（３８）

直接从成人用品商店购买 ７４（６） ２（１） ３６（９） １４（４） １４（７） ７（６） ０（０）

朋友／家人购买 ６２（５） ２（１） ２８（７） ２４（７） ８（４） ４（４） ０（０）

在门诊获得处方，然后通过网络订购 ４９（４） ２（１） ２０（５） １７（５） ６（３） ２（２） ０（０）

对ＰＤＥ－５抑制剂的评价

可以正常进行生活，生理上感到很满足 １０５１（８５） １３０（８１） ３４５（８７） ２９４（８５） １７０（８６） ９４（８５） ２３（９５）

帮助自己重拾自信 ７４２（６０） ８４（５２） ２６１（６６） ２１８（６３） １０５（５３） ５４（４９） １１（４５）

和妻子／女友生活和谐 ７１７（５８） ９２（５７） ２４２（６１） １９７（５５） １２５（６３） ４９（４４） １１（４５）

确保了家庭稳定 ３９６（３２） ４３（２７） １３１（３３） １２５（３６） ５９（３０） ３３（３０） ６（２７）

妻子／女友不再因ＥＤ和自己争吵 ２９７（２４） ３１（１９） ９５（２４） １００（２９） ４２（２１） ２４（２２） ３（１４）

其他 ２５（２） １０（６） 　８（２） 　３（１） 　４（２）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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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１２３６名受访者中，所有人都接受过西药治疗，其他
曾经接受过的治疗方案有中药／保健品（７５％）、食疗（５２％）、锻
炼身体（２９％）及物理治疗（９％）。４４％的患者首次接受治疗
ＥＤ选用的是中药／保健品（见图１）。半数以上的患者选择ＰＤＥ
－５抑制剂是出于勃起硬度、维持勃起时间等方面的考虑。
８６％患者选择在门诊获得处方并在医院购买 ＰＤＥ－５抑制剂，
仅有２３％患者选择直接从药店购买。

接受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前（图２），勃起硬度１、２级患者
约占总人数５２％，硬度达４级患者大约占３％。经过 ＰＤＥ－５
抑制剂治疗（图３），勃起硬度１、２级患者只占３％，硬度达４级
的有６６％，８５％ＥＤ患者表示他们可以正常进行性生活，并且生
理上得到满足。更多３０～４９岁患者感到服用 ＰＤＥ－５抑制剂
帮助他们重拾自信。

图１　ＥＤ患者首次接受治疗方式分布图

图２　ＥＤ患者服用ＰＤＥ－５抑制剂前勃起硬度分级

图３　ＥＤ患者服用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后勃起硬度分级

#

　讨论
ＥＤ是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常见男性性功能障碍。在马萨诸

塞男性增量研究（ＭＭＡＳ）报告数据，在 ４０～７０岁男性不同程
度ＥＤ的发生率约为 ５２％ ［４］。尽管近几年国内 ＥＤ治疗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ＥＤ的流行病学研究逐渐增加，但是国内少有针
对服用ＰＤＥ－５抑制剂患者求医行为的门诊调查。本研究的优
势也在于有较大的临床样本以及医患面对面的调查。和许多

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更能直接反应实际门诊实践。

本研究中，国内大部分 ＥＤ患者年龄较轻，７３％患者小于
５０岁，平均年龄大约４２岁，但也有１１％大于６０岁的患者来诊。
随着年龄的增加，ＥＤ的患病率逐渐增加，但这次调查发现 ＥＤ
治疗的主要群体还是处于性活跃期的中青年男性，这与既往我

国１１城市医院门诊 ＥＤ患者研究相类似，３０～５０岁的ＥＤ患者
占６０％以上 ［５，６］。在中国，年轻人更容易关注勃起功能并且相

信ＥＤ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进而导致他们寻求医生帮助；而
年长的患者虽然发病率更高 ［７］，但我们推测可能由于社会观

念、经济因素等综合因素使这部分患者只有很少比例到医院就

诊。仅有３４％患者的收入高于月平均收入在１１０００元以上，虽
然平均每月医疗支出只占收入的６％，但是收入也很有可能成
为影响患者寻求并获得医疗帮助的障碍 ［８］。

大部分患者有多样的ＥＤ相关信息来源。医生是患者最多
寻求ＥＤ信息的来源，其次就是朋友、媒体以及网络，这三者虽
然相差不大，但是年轻患者更多地从网络上了解 ＥＤ，而非朋友
或者传统媒体，年老患者却更倾向于选择传统媒介。有趣的

是，２００８年，Ｍｏｒｅｉｒａ［９］发表在 Ｂｒｉｓ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的研究指
出英国男性更多地向自己的性伴侣咨询关于 ＥＤ的问题，其次
是向医生寻求专业咨询。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研究报

道结果 ［１０，１１］。中国和西方国家在 ＥＤ信息源方面的差异很大
程度上和东西方文化相关 ［１２－１４］。在中国，男性患者认为，如果

和性伴侣谈论ＥＤ的话题会显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不够自信，
这是有悖于传统观念中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两性关系。从患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当中我们也不能发现，患者在意的是 ＥＤ的
原因以及目前自身ＥＤ的状态，而不是如何治疗 ＥＤ，这从另一
方面也反应了中国男性谈论性生活障碍这一话题时的尴尬局

面。此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医患模式以医生具

有绝对权威的传统模式占主导，在患者心目中医生是专业人

士，能够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帮助，在给他们安排体格检查、实验

室检查后开具购买药物的处方，因而患者更倾向于医生而非其

他非专业信息源。在 ＥＤ患者选择医生的理由当中，越年轻的
ＥＤ患者越容易因为在性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而主动就医，寻
求有效的治疗方法，而越年老的患者更容易因为看其他疾病时

顺便治疗，是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这其实也提出了对 ＥＤ的
科普和教育宣传的严峻性，我们应该通过多种媒介使年老的ＥＤ
患者积极主动到医院就诊，从而提高性生活的满意度。

在我们研究当中，所有患者都选择了ＰＤＥ－５抑制剂，７５％
患者服用过中药或者保健品，超过５０％患者接受过食疗。此前
有研究者指出西药、中药以及物理治疗主要是医生建议，而体

育锻炼、食疗、其他甚至 ＥＤ不用治疗的建议多数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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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年轻ＥＤ患者更容易从网络途径获取 ＥＤ相关治疗信
息，然后选择并不专业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现，大部分患者首

次接受治疗时选择的是中药／保健品，而非西药，但是最终所有
患者选择ＰＤＥ－５抑制剂作为治疗，主要还是出于勃起硬度、维
持勃起时间等方面的考虑，这些都是影响性生活满意的主要因

素。这也与此前洪锴等［１５］研究中指出的５０％的患者认为获得
满意性生活重要的因素是“勃起硬度”，２８％的患者认为“勃起
维持时间”最为重要的结论大致相符。

在受调查的１２３６名患者中，８６％选择在门诊获得处方并在
医院购买ＰＤＥ－５抑制剂，仅有２３％患者选择直接从药店购买。
我们认为和药剂师相比，医生在诊断和治疗 ＥＤ方面具备更多
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因而患者选择门诊处方购买 ＰＤＥ－５抑制
剂。而不用排队等待、某些药店非处方购买 ＰＤＥ－５抑制剂等
便利性以及药店人少不易被人看到的私密性成为患者从药店

购买ＰＤＥ－５抑制剂的重要理由。
此次研究数据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对于 ＥＤ患者而言，

ＰＤＥ－５抑制剂能够有效改善勃起情况，进而改善性生活治疗。
调查中我们发现，服用ＰＤＥ－５抑制剂前，勃起硬度较前明显改
善，经过治疗后１、２级硬度的患者显著减少，同时更多的患者
（９７％）可达到３、４级硬度。这与其他一些关于ＰＤＥ－５抑制剂
治疗的有效率相近，但要略高于平均水平。我们认为，之所以

研究的有效率高于通常的８５％，可能与本研究中的 ＥＤ患者年
龄相对较小有关。

本研究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并非一个前瞻性的人群研究，

或许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地反应中国男性对 ＥＤ的看法，但
是这些研究结果对于指导门诊医师更好地开展医疗活动却很

有帮助。此外，针对中国 ＥＤ患者的求医行为并没有很完善的
问卷，虽然本研究涉及了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也研究了药物

购买行为和疗效评价，但仍需要以后的研究检验它的有效性。

总之，中国男性关注ＥＤ问题，然而，社会观念、经济因素等
综合因素仍是阻碍了一部分患者寻求医疗帮助。虽然很多患

者初始治疗并未选择ＰＤＥ－５抑制剂，但出于勃起硬度、维持勃
起时间等方面的考虑，最终都选择 ＰＤＥ－５抑制剂作为治疗选
择，经过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ＥＤ患者的勃起功能，进而明显改
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性生活满意度。同时中国医师需要

加强ＥＤ患者的健康教育，尤其是通过网络等多媒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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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相关原发性头痛６例临床分析
陈建军１　程伟进１　邬至平１　金羡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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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和探讨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的临床特点，并对其诊断和治疗加以总结，以

期为提高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的认识，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入选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

本院就诊的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患者６例作为研究观察对象，针对其临床表现进行分析，同时总结

其诊断和治疗相关结果。结果：入选６例患者中５例患者进行预防性治疗，３例应用普萘洛尔２０ｍｇ，日３次

口服治疗，２例有效，１例无效；２例应用尼莫地平３０ｍｇ，日３次口服治疗，均有效；剩余１例未进行预防性治

疗；６例患者中４例应用吲哚美辛２５～５０ｍｇ进行先期治疗，其中３例有效，１例无效后应用布洛芬０１ｇ起

效；２例应用舒马普坦０１ｇ进行先期治疗，均有效。６例患者均随访时间１２个月。患者疼痛情况均有明显

改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属于临床罕见病例，临床应提高对疾病

的认识，预防性治疗可以选用普萘洛尔、尼莫地平，而先期治疗可以采用吲哚美辛、布洛芬等药物。

【关键词】　性活动；相关；原发性头痛；临床分析；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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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ＨＡＳＡ）是临床上较为罕见的原发性头痛分
型，西方医学首次描述ＰＨＡＳＡ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外学
者将２１例ＰＨＡＳＡ患者分为两种亚型，其一为性高潮前阶段，随
兴奋程度升高而上升，为肌收缩性头痛，逐渐加重；其二为性高

潮时出现较为严重的头痛，疼痛为爆炸样；此后，又对第三种亚

型进行了报道，即性高潮后的体位性头痛［１，２］。此疾病发生机

制尚不清楚，因此给诊断和治疗均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疾病本

身给患者带来了严重的生理上的痛苦，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心

理负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严重的身心健康负担［３］。针对

程度较轻的头痛症状可以通过调整心态和减少性交次数进行

改善和调节，但针对病情较重的患者则需要通过药物加以治

疗。本病为临床罕见疾病，本研究针对近年来本院收治的６例
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总结分析，以期为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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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入选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本院就诊的与性活动相
关的原发性头痛患者６例作为研究观察对象，诊断均符合国际
头痛学会所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患者通过调整心态和停止性

生活进行头痛症状调整无效。排除标准：（１）患丛集性头痛或
其他自主神经头痛；（２）非性生活也发生类似头痛。其中男性４
例，女性２例；发病年龄２５～４４岁，平均年龄（３７８±７２）岁，平
均就诊年龄（４２３±１０２）岁；其中性生活中头痛发作频率超过
５０％的患者５例，占总例数的８３３％；发作频率低于５０％患者１
例，占总例数的１６７％；其中双侧头痛４例，单侧头痛２例；其
中爆炸样疼痛３例，胀痛２例，搏动性头痛１例；伴有恶心１例，
伴有呕吐２例。
１２　方法

经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给予患者神经系统检

查，进行头部ＣＴ平扫、ＭＲＩ检查，同时进行血常规、生化等安全
性检查。对患者进行先期治疗：采用普萘洛尔２０ｍｇ或尼莫地
平３０ｍｇ，日３次口服进行预防治疗。性生活或手淫前 ３０～
６０ｍｉｎ给予吲哚美辛２５～５０ｍｇ／布洛芬０１ｇ／佐米曲普坦０１ｇ
口服。针对患者进行按时随访，针对临床治疗效果和预后进行

调查，采用疼痛程度评分方法进行数字疼痛分级（ｎｕｍｅｒｉｃｐａｉｎ
ｓｃａｌｅ，ＮＰＣ）：评分在０～１０分之间，疼痛程度随分数增加而增
加［４］；疼痛分级：中等疼痛４～６分，严重疼痛７～１０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差异性分析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差异性分
析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入选的６例患者中头痛为中等疼痛的２例，严重头痛的４

例；其中４例患者进行头部ＣＴ扫描，均未见明显异常；２例患者
进行头部ＭＲＩ检查，其中１例提示脑白质小缺血灶，１例未见异
常。６例患者经血常规、生化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其中５例
患者进行预防性治疗，３例应用普萘洛尔２０ｍｇ，日３次口服治
疗，２例有效，１例无效；２例应用尼莫地平３０ｍｇ，日３次口服治
疗，均有效；剩余１例未进行预防性治疗；６例患者中４例应用
吲哚美辛２５～５０ｍｇ进行先期治疗，其中３例有效，１例无效后
应用布洛芬０１ｇ起效；２例应用舒马普坦０１ｇ进行先期治疗，
均有效。６例患者均随访时间１２个月。患者疼痛情况治疗前
（８３±０９）分，治疗后（３８±１２）分，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
#

　讨论
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是指性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头痛，

国际头痛协会针对此类疾病进行了定义，即由性活动促成的头

痛，随性兴奋增加，始发为钝性双侧头痛，随性高潮到来突然变

化为严重头痛，且检查无任何颅内疾病；头痛程度可能会随着

性兴奋性增加而增加，也可能出现在性高潮前或同时发生的强

度爆发式头痛，严重程度头痛的时间可以持续１ｍｉｎ到２４ｈ，轻

微的头痛或可持续更长时间。ＩＣＨＤ－２对两种亚型也进行了
区分，分别为高潮前头痛和高潮时头痛。但临床研究无法对两

个亚型进行区分，因此ＩＣＨＤ－３ｂｅｔａ版又将其合并到一起［５，６］。

与性相关的原发性头痛患病率尚不十分清楚，上个世纪９０年代
针对以人口为基础的流行病学研究报道显示，其终身流行率为

１％［７］；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的性相关原发性头痛调查，其占头

痛门诊总量的０７％［８］；但在我国大陆地区尚罕见此种疾病的

临床报道。

性相关原发性头痛可能发生在一切性活动中，其中包括性

交时和手淫时，与性相关的原发性头痛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发

生在性交之前，其疼痛程度一般较轻，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其

二发生在性高潮时期，呈现突发性，一般疼痛较为严重，持续时

间一般可达到１５～２０ｍｉｎ；其三发生于性交后或性高潮后，疼痛
时间可持续数小时，甚至达到数天。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尚不

十分清楚，有专家认为其发生可能与运动有密切的相关性，运

动时可能通过影响脑部神经血管舒张和收缩功能，进而增加脑

部代谢废物含量，从而诱发疾病发作；当性交时男女双方情绪

均较为激动，机体内肾上腺素分泌激增，而肾上腺素又能升高

血压、收缩血管，因此对于脑血管畸形、脑瘤或者脑动脉硬化的

人群来说，这种性生活能够带来脑血管意外发生危险性的增

加，患者往往会因为脑水肿或颅内压升高而出现剧烈疼痛，因

此与性相关的原发性头痛和脑血管意外引发的头痛加以区分

十分重要，后者往往持续时间较长，时有发生恶心、呕吐、偏瘫

和意识不清等，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疗则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给

患者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针

对程度较轻的与性相关的原发性头痛能够通过保持放松状态

或停止性交以达到治疗的目的，然而对于疼痛较为频繁和规律

的患者则需要应用药物加以治疗［９－１２］。临床常用药物为吲哚

美辛、普萘洛尔等，其治疗本疾病的作用机制还不十分明确，临

床有研究推断其可能通过抑制脑膜神经源性血浆渗出或直接

作用于三叉神经激活本身等环节，有研究认为此疾病可能是偏

头痛变化而来，因此可能通过影响大脑皮质信息处理和皮质兴

奋性、阻止皮质扩散抑制或通过组织５－羟色胺受体而作用于
丘脑腹正中核或预防周围和中枢致敏作用于疾病［１３］。

为探讨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的临床特点，并对其诊

断和治疗加以总结，本研究入选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于
本院就诊的与性活动相关的原发性头痛患者６例作为研究观察
对象，观察结果显示，入选６例患者中５例患者进行预防性治
疗，３例应用普萘洛尔口服治疗，２例有效，１例无效；２例应用尼
莫地平口服治疗，均有效；剩余１例未进行预防性治疗；６例患
者中４例应用吲哚美辛进行先期治疗，其中３例有效，１例无效
后应用布洛芬起效；２例应用舒马普坦进行先期治疗，均有效。
经随访显示，患者疼痛情况均有明显改善，研究提示，与性活动

相关的原发性头痛属于临床罕见病例，临床应提高对疾病的认

识，预防性治疗可以选用普萘洛尔、尼莫地平，而先期治疗可以

采用吲哚美辛、布洛芬等药物。

与性相关的原发性头痛为临床极为罕见的病例［１４，１５］，尚需

临床广泛收集病例，针对其发病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进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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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诊断和治疗不断加以完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减轻症状给

患者带来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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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２型糖尿病患者性激素水平变化及其相关因素
探讨
钱琦１　王飞２

１上海电力医院内科门急诊，上海 ２０００６０
２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８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男性患者性激素水平变化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我
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收治的９６例Ｔ２ＤＭ患者进行研究，根据年龄、ＢＭＩ、病程、ＥＤ严重程度、血糖水
平进行分组，比较各组性激素水平变化情况，探讨相关影响因素。结果：Ｔ２ＤＭ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发病后较
发病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年龄、病程、ＢＭＩ的 Ｔ２ＤＭ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程度ＥＤ患者Ｅ２、Ｐ和 ＰＲ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无 ＥＤ到 ＥＤ
严重程度加重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逐渐增高，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血糖患者ＦＳＨ、Ｔ、
Ｅ２、Ｐ和ＰＲ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血糖低于６５％的患者 ＬＨ较另外两组高，整体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可能加重勃起功能障碍病情，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
素和睾酮水平与患者血糖及性功能障碍程度相关。

【关键词】　性激素；勃起功能障碍；２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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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伴有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２型糖尿病
患者性欲有明显下降，与未合并 ＥＤ的糖尿病患者相比睾酮水
平较低［１］。糖尿病可导致患者睾丸间质细胞体积缩小、数据下

降，进而影响雄性激素的分泌。而其中睾酮水平对性欲有较大

影响，可通过细胞内信号通路影响糖尿病 ＥＤ的发生发展。有
研究认为促性腺激素、雌二醇、黄体生成素等性激素与糖尿病

ＥＤ进展无明显相关性［２］。为给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笔者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５对男性糖尿病患者性功能进行评
估，结合其性激素变化情况，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８月收治的 ９６例

Ｔ２ＤＭ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下入组标准［３］：（１）按
《ＷＨＯ糖尿病诊断（１９９９）》中２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确诊；（２）排
除合并高血糖、脑梗死、心力衰竭、脑出血或冠心病等疾病患

者；（３）排除合并尿道手术史患者；（４）排除射精障碍和早泄、不
育患者；（５）排除特殊药物服用患者；（６）排除周围神经和血管
病变患者。９６例患者年龄 ２４～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８３７±
１８６２）岁，病程（６０７±４１２）年，ＢＭＩ（２４１８±３０４）ｋｇ／ｍ２。研
究取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执行，患者入组时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方法　根据患者年龄、血糖、体质指数、ＥＤ严重程
度和病程等特征进行分组，采用统计学软件比较各组患者性激

素变化情况，探讨其相关性。

１２２　分组标准　根据患者个体特征进行分组：①根据年龄分

为２１～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５１～６０岁、６１～７０岁五组；
②根据病程分为０～１年、２～５年、６～１０年、＞１０年四组；③根
据体质指数（ＢＭＩ）分为 ＜１９０ｋｇ／ｍ２、１９０～２３９ｋｇ／ｍ２、２４０
～２７９ｋｇ／ｍ２、≥２８０ｋｇ／ｍ２四组；④根据 ＥＤ严重程度分为无
ＥＤ、轻度ＥＤ、中度ＥＤ和重度ＥＤ四组；⑤根据血糖水平分为＜
６５％、６５％～９０％和＞９０％等三组。
１２３　ＥＤ判定标准［４］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
量表对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程度进行评估：０～７分定为重度 ＥＤ，
８～１１分为中度ＥＤ，１２～２１分为轻度ＥＤ，２２分以上为无ＥＤ。
１２４　性激素水平检测　对所有患者血清睾酮（Ｔ）、雌二醇
（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泌乳素（ＰＲＬ）、促卵泡激素（ＦＳＨ）以
及孕激素（Ｐ）水平进行检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格式表示，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设定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Ｔ２ＤＭ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变化情况对比

Ｔ２ＤＭ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当前为（１５３２±６８１）分，较发病
前（２４０８±１５９）分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ＥＤ程度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不同程度ＥＤ患者Ｅ２、Ｐ和ＰＲ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从无 ＥＤ到 ＥＤ程度加重 ＦＳＨ、Ｔ和 ＬＨ水平逐渐增
高，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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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ＥＤ程度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程度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无ＥＤ ３０ ６２５±３７６ １１７９±４８５ １１４０９±５２４８ ４３１±２０５ １２７±０７８ １５０６５±５６５９

轻度ＥＤ ３５ ７５１±３４７ １４３９±５６１ １１４１０±４７８７ ５４３±２７３ １１８±０６５ １７６４２±８７７２

中度ＥＤ ２１ ８７１±６５４ １９６３±５６８ １１３１２±６００８ ６８１±２７９ １２６±０７１ １７７９８±１０６８３

重度ＥＤ １０ １２１４±７５８ １８５６±５１４ １０９８４±４４０７ ７７８±５４２ １０８±０５８ １５２３７±８１２８

２３　不同年龄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不同年龄患者各性激素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年龄（岁）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２１～３０ ７ １４４１±１２０８ １０５４±５０３ １２８３８±４５０４ ６５７±４１０ １１５±０６８ １９３１４±９９５６

３１～４０ ２１ ８５２±５４３ １４２５±４５７ １１２４５±４７３２ ６０４±４８８ １３７±０８４ １３８１７±５８２３

４１～５０ １６ ８１９±４７７ １３６１±５１４ １０３８１±４７４６ ５５３±２４６ １２３±０６２ １６７３４±５５９１

５１～６０ ３３ ７８３±３８２ １４１１±５６９ １１８０３±５２１８ ５１８±２３７ １１５±０５３ １７３６２±８１５４

６１～７０ １９ ６２８±３７１ １５４３±７０２ １０７１９±５１７６ ６１６±３２９ １２７±０６９ １８７５７±１０８７４

２４　不同病程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不同病程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病程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病程（年）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０～１ ３０ ６８１±５１３ １２８７±６３５ １０８３７±５２０４ ５１１±２８９ １１４±０６８ １６３４５±６７５１

２～５ １７ ７４９±４０７ １４４６±５０３ １０７２９±４５１８ ６１２±５３２ １２１±０４５ １７０３８±１１３３８

６～１０ ２４ ９０１±５３８ １３７６±４５２ １１４２３±５３１２ ５１４±２５８ １３２±０８７ １６２９１±７０８４

＞１０ ２５ ９３７±５７４ １６０２±６５３ １１９２７±４４１５ ６６８±２６５ １１８±０５３ １６８９９±８０７３

２５　不同血糖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不同血糖患者 ＦＳＨ、Ｔ、Ｅ２、Ｐ和 ＰＲ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血糖低于６５％的患者ＬＨ较另外两组高，整
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６　不同ＢＭＩ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不同ＢＭＩ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５。

表４　不同血糖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血糖（％）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６５ １３ ９８７±５１２ １５７６±６８３ １３５１４±４５２３ ９２４±６４１ １５５±０５６ １８３５７±７３２８

６５～９０ ３５ ８６５±４３８ １３７１±４０９ １０３８４±４７５１ ５０４±１９７ １２１±０６８ １４９３５±６７２１

＞９０ ４８ ７３１±５７０ １４０５±６３８ １１３４８±５１０２ ５５３±２９７ １１４±０６５ １７１８３±８７５８

表５　不同ＢＭＩ患者性激素水平对比

ＢＭＩ（ｋｇ／ｍ２）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ｍＩ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１９０ １１ ４４８±１５１ ３６５７±１２３８ １０９８７±７７１８ ５２９±４３４ １１２±０５８ ２０７４２±８２５３

１９０～２３９ ３９ ９５２±５７４ １５７８±５６９ １０８２５±５１７８ ５４８±２５５ １２４±０７６ １６５３８±８４３７

２４０～２７９ ３７ ７３８±４６５ １４８６±４５７ １１１４３±４５６２ ６０１±４２５ １１４±０５３ １６４７５±８１３３

≥２８０ ９ ５８９±３３６ １２４１±２２９ １４２３７±３９５４ ５２４±２３７ １６３±０７２ １７６１８±５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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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次研究中，对糖尿病患者发病前后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均进

行评估，结果发现发病后患者评分明显降低，与发病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我们发现有１９例患者糖尿病首发症状
中包括ＥＤ。性激素水平的异常被认为与 ＥＤ发生发展紧密相
关。有研究指出，糖尿病ＥＤ患者中血清 Ｔ水平显著低于未合
并ＥＤ糖尿病患者［５］。但崔仁杰［６］等的研究认为血清Ｔ等性激
素与糖尿病ＥＤ的发生并无明显相关性。还有研究指出，血清Ｔ
水平随ＥＤ病情加重而降低，但进展前后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７］。

在本次研究中，血清Ｔ水平在无ＥＤ到中度ＥＤ阶段逐渐增
高，但重度ＥＤ并未明显增高。糖尿病患者由于睾丸间质细胞
体积缩小，数量降低，Ｔ分泌量也随之下降。有研究对糖尿病患
者的睾丸间质细胞进行体外培养，结果发现确实存在雄性激素

分泌功能下降的趋势［８］。重度 ＥＤ患者通常为老年人群，病程
较普通患者长，血糖控制效果差，因此 Ｔ水平显著下降，但性激
素水平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没有明显相关性。因此本次研究

所得结论一方面可能是重度 ＥＤ例数较少所致误差，另一方面
可能证实了性功能障碍与Ｔ水平两者间无相关性。

有研究认为 ＥＤ患者中 Ｅ２水平显著高于未合并 ＥＤ患
者［９］。还有研究发现，Ｅ２水平受血糖、病程等因素所影响

［１０］。

本次研究中发现年龄、血糖、体质指数、和病程等特征变化时Ｅ２
水平均未明显变化，提示以上因素对Ｅ２水平并无明显影响。同
时，随着ＥＤ病情加重，Ｅ２水平同样未显著变化，表明两者间并
无相关性。

有研究指出，血糖、病程和血压等指标和ＬＨ与ＦＳＨ等性激
素水平间并无相关性［１１］。李胜等［１２］的研究也认为 ＬＨ和 ＦＳＨ
水平对糖尿病ＥＤ的发生并无明显相关性。但有调查显示 ＥＤ
患者中ＬＨ和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 ＥＤ患者［１３］。在本次研究中，

从无ＥＤ到ＥＤ严重程度加重ＦＳＨ、Ｔ和ＬＨ水平逐渐增高，总体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ＦＳＨ和ＬＨ水平与血
糖、病程和年龄等特征并无明显相关性。

有研究认为，ＥＤ患者和无ＥＤ患者Ｐ水平对比无统计学意
义，而ＰＲＬ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５］。垂体 －性腺轴功能异
常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合并症，在临床表现为血清 Ｔ水平的下
降。有研究认为ＰＲＬ水平增高后对 Ｔ的分泌量有一定抑制作
用，而Ｔ水平对 ＰＲＬ分泌量并无影响［１６］。本次研究中发现糖

尿病ＥＤ患者Ｐ和ＰＲＬ水平与 ＥＤ严重程度并无明显相关，同
时病程、血糖、年龄等特征对其并无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可能加重勃起功能障碍病情，
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和睾酮水平与患者血糖及性功能障碍

程度相关。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未能排除神经性 ＥＤ和
血管性ＥＤ患者，若患者依从性较好，通过阴茎电生理试验、胀
大试验等检查进行排除，对减少误差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

睾丸活检，可进一步明确糖尿病ＥＤ和性激素水平间的相关性。
因此本次研究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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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体系的均相免疫分析对前列腺癌
诊断运用价值初探
胡丹青１　刘军１△　杨爱平１　杨国绘１　杨文娟１　雷和月１　全建军１　范２

１浙江萧山医院检验科，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
２浙江萧山医院泌尿科，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

【摘　要】　目的：初步探索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体系（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对前列腺癌诊断运用价值。
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我院收治的１８２例前列腺疾病患者，其中有３１例患者为前列腺癌
（ＰＣａ），１５１例患者为前列腺增生（ＢＰＨ）。选择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１２２例男性健康人群。采取
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法对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ｆＰＳＡ）和总前列腺特异抗原（ｔＰＳＡ）指标进行测定。分别观
察三组人群的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标。依据ＰＣａ患者检测的ＴＰＳＡ值，采用ＴＰＳＡ＜４μｇ／Ｌ、４～１０μｇ／Ｌ
以及＞１０μｇ／Ｌ三组指标，将其患者分为Ａ、Ｂ、Ｃ组，从中对其三组之间的 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标进行
比较。当ＴＰＳＡ＜４μｇ／Ｌ时，比较正常人群和前列腺患者之间的三项指标。结果：三组人群的 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
ＰＳＡ三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的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
标均有明显的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癌患者和正常人群 ｔＰＳＡ＜４μｇ／Ｌ的 ｆＰＳＡ、ｔＰ
ＳＡ、ｆ／ｔＰＳＡ指标比较存在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 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法对
ｆＰＳＡ和ｔＰＳＡ指标进行检测，能够准确、快速的提供有效的临床依据，在前列腺癌诊断中具有较高的诊断价
值，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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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ＰＣａ）在男性中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最近几
年来 ，前列腺癌在我国以上升的趋势呈现。早期筛选与诊断前

列腺癌主要是以直肠指诊和检测前列腺特异抗原为主，但是最

终的确诊需要以活检组织的病理结果为主［１，２］。前列腺特异抗

原（ＰＳＡ）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其在诊断前列腺癌中具有一定的
临床价值，但是ＰＳＡ是器官的特异性抗原，并不是前列腺癌的
特异，比如前列腺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中的血清 ＰＳＡ也可
能会升高［３］。虽然前列腺组织穿刺采取活检方式能够使诊断

的可靠性提高，但是创伤性较大，对大部分患者而言是难以接

受的。为了提高血清检测在诊断前列腺癌中的准确率，因此具

有高敏感性的免疫分析在诊断前列腺癌中成为了一种有力的

工具。本文就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体系（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
对前列腺癌诊断运用价值进行初步探讨。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我院收治的１８２例前列腺
疾病患者，纳入标准：（１）均得到了手术后的病理证实或者前列
腺穿刺活检的证实；（２）患者愿意配合治疗。排除标准：（１）患
者存在意识障碍；（２）存在肝肾等重大器官疾病。其中有３１例
患者为ＰＣａ，１５１例患者为前列腺增生（ＢＰＨ）。临床上将依总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ｔＰＳＡ）范围 ４～１０μｇ／Ｌ内确诊为灰色区
域，在诊断前列腺良、恶性疾病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研究

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在诊断前列腺癌中的价值，为此本研究
依据ＰＣａ患者检测的 ｔＰＳＡ值，根据 ｔＰＳＡ＜４μｇ／Ｌ、４～１０μｇ／Ｌ
以及＞１０μｇ／Ｌ，将其患者分为Ａ、Ｂ、Ｃ三组进行研究。整个研究
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进行，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选

择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１２２例男性健康人群作为对照
人群。

１２　方法
采取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法对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ｆＰ

ＳＡ）和总前列腺特异抗原（ｔＰＳＡ）指标进行测定：于清晨抽取
３ｍＬ的空腹静脉血，对血清进行分离待测。分析仪器由天津港
东公司提供的型号为ＷＧＹ－１０的荧光分光光度计的均相免疫
分析仪，其ｆＰＳＡ与ｔＰＳＡ分析试剂和该设备的的试剂盒一致，均
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观察三组人群的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ｆＰＳＡ）、ｔＰ

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标。比较Ａ、Ｂ、Ｃ三组患者的 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
ＰＳＡ三项指标。当 ｔＰＳＡ＜４μｇ／Ｌ时，比较正常人群和前列腺患
者之间的三项指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实验数据处理选择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用（珋ｘ±ｓ）来

表示计量资料，对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人群的血清三项指标比较

三组人群的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差
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人群的血清三项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ＰＳＡ（μｇ／Ｌ） ｔＰＳＡ（μｇ／Ｌ） ｆ／ｔＰＳＡ

前列腺癌组 ３１ ３６１±３３８ ２４１４±２１０６ ０１４±００７

前列腺增生组 １５１ １９２±１４１ ８１２±６１３ ０３２±００９

正常组 １２２ ０５１±０２９ １５２±１０９ ０４３±０１６

统计值 ３５３０２００ ４９７６４６２ ５７１６８４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比较前列腺癌患者中的Ａ、Ｂ、Ｃ三组之间的检测值

　　三组患者的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三项指标均有明显的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比较前列腺癌患者中的Ａ、Ｂ、Ｃ三组之间的检测值

组别 例数 ｆＰＳＡ（μｇ／Ｌ） ｔＰＳＡ（μｇ／Ｌ） ｆ／ｔＰＳＡ

Ａ组 ７ ０５１±０３２ ２６２±１０９ ０４１±０１５

Ｂ组 １１ １２１±０４８ ６７２±１５１ ０２９±００７

Ｃ组 １３ ５４２±３３９ ３７４２±１８４２ ０１６±００６

统计值 ４２０７７１ ５７４２６３ ８２４５０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２

２３　前列腺癌患者和正常人群ｔＰＳＡ＜４μｇ／Ｌ的三项指标比较

　　前列腺癌患者和正常人群 ｔＰＳＡ＜４μｇ／Ｌ的 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
ＰＳＡ指标比较存在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前列腺癌患者和正常人群ｔＰＳＡ＜４μｇ／Ｌ的三项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ＰＳＡ（μｇ／Ｌ） ｔＰＳＡ（μｇ／Ｌ） ｆ／ｔＰＳＡ

正常组 １２２ ０１８±０２１ １４５±１１４ ０２７±０１７

前列腺癌组 ７ ０５１±０３２ ２６２±１０９ ０４１±０１５

统计值 ３９２２６ ２６４６０ ２１３０１

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５１

#

　讨论
伴随着我国前列腺患者人群的增加，为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和预后，在早期对前列腺患者进行有效的诊断显得颇为关

键。前列腺癌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前列腺上皮中产生的丝氨酸

蛋白酶，最初是由相关研究者在人类精浆中发现，进而将其称

之为ｒ－精浆蛋白，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者依据
前列腺的上皮细胞，从中提纯和分离出完全一样的糖蛋白，并

且从而证实其作为前列腺特异度，由此将其称之为前列腺特异

性抗原［４，５］。具有３４ＫＤ的抗原分子量，在前列腺组织中主要表
现为高浓度，发挥着液化精液的功效，为此，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具备较高的组织特异性。ＰＳＡ在血清当中以不同形式的分子存
在：（１）ｆＰＳＡ主要表现为自由形式的分子；（２）ＰＳＡ－ＡＣＴ主要
是由α１ －抗糜蛋白酶而合成的复合物；（３）ＰＳＡ－α２ｍ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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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α２ －巨球蛋白酶而形成的复合物，ＰＳＡ在血液当中多数是
和α１ －抗糜蛋白酶的结合形式存在，因此多数的分子形式是
ＰＳＡ－ＡＣＴ，少数为 ＰＳＡ－α２ｍ与 ｆＰＳＡ

［６，７］。ＰＳＡ－α２ｍ并不
具备免疫活性，为此现有的 ＰＳＡ难以检测，目前 ＰＳＡ检测的为
ｆＰＳＡ以及ＡＣＴ结合而成的ＣＰＳＡ，然而ＣＰＳＡ与ｆＰＳＡ之和为血
液ＴＰＳＡ。

通常情况之下，导管腔与前列腺腺泡和血液系统有着显著

的组织屏障，因此ｔＰＳＡ在血液中具有极低的含量并且相对较为
稳定，一旦有前列腺疾病出现而破坏此种屏障时，会有大量的

ｔＰＳＡ注入到血液中，因此将 ｔＰＳＡ作为当前检测前列腺癌的肿
瘤标志物［８，９］。但是ｔＰＳＡ的特异性仅存在于前列腺组织中，而
特异性难以出现在前列腺癌中，对于前列腺炎以及前列腺增生

等良性疾病的患者，也会有 ｔＰＳＡ升高，尤其是 ｔＰＳＡ值在 ４～
１０μｇ／Ｌ时，在此范围内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患者的血清 ｔＰ
ＳＡ会出现显著的交叉性重叠，会对前列腺癌患者的诊断带来一
定的影响［１０，１１］。从中表明前列腺癌和前列腺良性疾病的鉴别

仅仅依据 ｔＰＳＡ是难以到达目标的，为此在诊断前列腺癌依靠
ｔＰＳＡ是缺乏特异性的，不宜将其作为诊断前列腺癌的绝对标
准。为了使诊断率有所提高，也有研究者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速度（ＰＳＡＶ）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ＰＳＡＤ）的相关概念提
出，但是ＰＳＡＤ需要经过直肠 Ｂ超对前列腺体积进行测量，
ＰＳＡＶ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对血清 ｔＰＳＡ的浓度进行测定，因此这
两种手段在诊断前列腺癌中均存在一定的限制性［１２，１３］。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发光免疫传感技术处

于高速发展阶段，主要是依据抗体和抗原之间的高特异性而产

生的结合与识别反应以此达到检测生物分子的功效，具有特异

性强、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设备简单、适用性强等特点，在分

析测试领域中是作为当前最具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技术，已经

得到了食品、环境、药物、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认可。当前的免疫

传感技术的实验平台主要是依据微孔板的非均相分析模式，但

是操作步骤较为复杂，常常包括分离、包埋、洗脱等，具有繁琐

的分析过程，所需要分析的时间较长，并不能达到快速诊断和

监测的要求。随着激光学发光均相免疫分析法的出现，从中免

去了分离、洗脱等繁琐的步骤，有效的使性价比和分析效率得

以极大的提高，在平常的应用中也越加明显，在取代通用的非

均相免疫分析法中具有极大的潜质。相关研究显示，血清中存

在较少的一部分还没有结合的ｆＰＳＡ，并且所占有的比例在前列
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由此在诊断前列腺癌中

依据血清ｆ／ｔＰＳＡ的比值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从中发现前列腺
癌的诊断率的提高可以依据ｆ／ｔＰＳＡ的比值实施［１４，１５］。本次研

究就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方法对前列腺癌的诊断进行了初
探，研究结果表明，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患者的血清 ｔＰＳＡ水
平和健康人群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 ｔＰＳＡ值在４～１０μｇ／Ｌ时，
ＢＰＨ和ＰＣａ患者的血清ｔＰＳＡ没有明显的区别，然而ｆ／ｔＰＳＡ比
值在ＢＰＨ和ＰＣａ患者中有着一定的差异，不但 ｔＰＳＡ值在４～
１０μｇ／Ｌ时有着差异，并且 ｔＰＳＡ＜４μｇ／Ｌ，及 ｔＰＳＡ＞１０μｇ／Ｌ时，
其前列腺癌患者同样具有一定的差异。从中得出前列腺癌患

者的ｔＰＳＡ（２４１４±２１０６）μｇ／Ｌ明显高于前列腺增生患者，然
而前列腺增生患者的ｆＰＳＡ（１９２±１４１）μｇ／Ｌ明显低于前列腺
癌患者，进一步证实了的ｆ／ｔＰＳＡ比值的差异性，为此可以将其

作为前列腺癌诊断的实用指标。

综上所述，采用 ＦＲＥＴ的均相免疫分析法对 ｆＰＳＡ和 ｔＰＳＡ
指标进行检测，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的特点，并且能够准

确、快速的提供有效的临床依据，在前列腺癌诊断中具有较高

的诊断价值，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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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隐睾患者检测神经细胞粘附分子（ＮＣＡＭ）及转录因子 Ｏｃｔ－４蛋白，探讨隐睾
症与生殖细胞肿瘤的关联性。方法：搜集入住我院的隐睾症的患者，采集隐睾睾丸标本，并进行睾丸活检，

检测ＮＣＡＭ、Ｏｃｔ－４的表达；并分析两个指标的表达与隐睾位置和年龄的相关性。结果：ＮＣＡＭ在人隐睾中
的表达与年龄组、睾丸位置无相关性（Ｐ＞００５）。但是大于５岁后隐睾内生精小管 ＮＣＡＭ阳性表达有增高
趋势。不同年龄组ＮＣＡＭ表达存在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小于１６岁年龄组与大于５岁年龄组间存在显
著差异性（Ｐ＜００１７），余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性。ＮＣＡＭ在间质内阴性表达与睾丸位置分布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Ｏｃｔ－４与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同时阳性表达有４例，其年龄及睾丸位置分布无规律。结论：ＮＣＡＭ、
Ｏｃｔ－４在人隐睾中存在病理性表达，ＮＣＡＭ和Ｏｃｔ－４可作为临床预测隐睾患儿生殖潜能和睾丸癌变的筛查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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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ｓ（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ＮＣ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ｕｂｕｌ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ｒｙｐｔｏｒｃｈｉｄ
ｉｓｍ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ＣＡＭ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１．６－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５－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７），
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Ｃ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ｏｍａｈａｄ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ｃａｓｅｓｈａｖ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ｃｔ－４ａｎｄ
ＮＣＡＭ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ｕｂｕｌｅ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ｗｉｔｈ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ＮＣＡＭａｎｄＯｃｔ－４ｃａｎｓｅｒｖｅ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ｙｐｔｏｒｃｈｉｄｉｓｍ；Ｎｅｕｒａｌｃｅｌ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ＮＣＡＭ）；Ｏｃｔ－４；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７９＋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隐睾是一种常见的男性不育疾病，发病率高达３％ ～４％，
且其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１，２］。临床医学研究已广泛关注隐睾

症与癌变、不育的关系，有文献报道隐睾症引起了的生殖细胞

肿瘤的概率是正常人的２０～４０倍［３］，引起约３０％的睾丸肿瘤，
是生殖细胞癌变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有人指出，即使将睾

丸放入阴囊，也并不能改善隐睾患者的“不育、癌变”趋势［４］。

有研究认为，生殖母细胞迁移障碍或者分化延迟，不能形成足

够的精原细胞池，是隐睾患者“不育”及“癌变”的最关键的环

节，而Ｏｃｔ－４及 ＮＣＡＭ的表达，在这关键环节起重要作用。本
组资料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对隐睾患者的 ＮＣＡＭ、Ｏｃｔ－４进行分
析，探讨其与患者睾丸位置、年龄之间的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前来我院体检的４８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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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患者为研究对象，单侧患者４１例，双侧患者７例，手术年龄在
０５～１３１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岁。经伦理委员会批准，获得
患者家属知情同意条件下，共搜集５０个睾丸标本，在单侧患者
只取患侧共４１个，双侧患者只取一侧共５个，取双侧者共２例４
个。其中腹股沟型标本共２１例，外环口型标本共１４例，内环口
型标本共１０例，皮下型标本共５例。
１２　组织病理学检测

采用冰冻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睾丸组织病理检测。

手术切除睾丸组织，置冰冻切片机载物台上，－２２℃快速冷冻后，
切片，将切片贴附于涂有ＡＰＥＳ胶的玻片上，用冷丙酮固定５ｓ后
晾干切片，再用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洗１０ｓ，滴加细胞角蛋白即用型
抗体于水平位置的玻璃片上，将组织覆盖，将盛有玻璃片的试剂

盒放入４３℃冰箱内孵育３ｍｉｎ，用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洗３次，每次
１０ｓ，ＤＡＢ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染色强度，用 Ｍａｙｅｒｓ苏木素复染
２０ｓ，水洗后用梯度酒精脱水，二甲透明，封片，观察结果。设备及
试剂盒由我院病理科提供。

结果判定：（１）ＮＣＡＭ阳性：新生鼠睾丸ＮＣＡＭ阳性免疫组
化染色片作阳性对照，染色阳性信号为棕黄色，位于细胞膜。

（２）Ｏｃｔ－４阳性判断：以成人精原细胞瘤阳性免疫组化染色片
作阳性对照，染色阳性信号为棕黄色，位于细胞核。

１３　统计学
统计学软件是 ＳＰＳＳ１７０，不同组之间的差异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连续型变量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
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χ２检验。Ｐ＜００５
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应用 Ｂｏｎｆｒｒｏｎｉ法，校正检验标准 ＝
００５／检验次数。
"

　结果
２１　５０个睾丸中生精小管内 ＮＣＡＭ、Ｏｃｔ－４病理表达规律及
ＮＣＡＭ在隐睾生精小管和睾丸间质内表达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睾丸间质（＋）有 ２１例，占 ４２％；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睾丸间质（＋）有 １３例，占 ２６％；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阳性表达（＋）、睾丸间质表达（－）有２例，
占４％。ＮＣＡＭ在生精小管内（－）、睾丸间质（－）有１４例，占
２８％。生精小管中 ＮＣＡＭ（＋）、Ｏｃｔ－４（－）有１１例，占２２％；
生精小管中ＮＣＡＭ（＋）、Ｏｃｔ－４（＋）有４例，占８％；生精小管
中ＮＣＡＭ（－）、Ｏｃｔ－４（＋）有２例，占４％；总共１７例，约３４％
在隐睾生精小管内病理性表达。见表１、表２。

表１　ＮＣＡＭ和Ｏｃｔ－４在隐睾生精小管内的表达

指标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ＯＴＣ－４（＋） ４（８％） ２（４％）

ＯＴＣ－４（－） １１（２２％） ３３（６６％）

表２　ＮｃＡＭ在隐睾生精小管和间质内表达

指标
ＮＣＡＭ生精
小管（－）

ＮＣＡＭ生精
小管（＋）

总和

间质ＮＣＡＭ（＋） ２１（４２０％） １３（２６０％） ３４（６８０％）

间质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１４（２８０％） ２（４０％） １６（３２０％）

总和 ３５（７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２２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表达、间质内阴性表达与年龄的相关性

　　ＮＣＡＭ在人隐睾生精小管中的表达与年龄组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但是大于５岁后隐睾内生精小管 ＮＣＡＭ阳性表达有
增高趋势。不同年龄组 ＮＣＡＭ间质内阴性表达存在显著差异
性（Ｐ＜００５），小于１６岁年龄组与大于５岁年龄组间存在显
著差异性（Ｐ＜００１７），余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性。见表３。

表３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表达、间质内阴性表达与年龄的相关性

指标＼年龄 例数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间质ＮＣＡＭ（＋） 间质ＮＣＡＭ生精小管（－）

＜１６ ９ ２（２２，２％） ７（７７８％） ２（２２．２％） ７（７７８％）

１６－５ ２７ ６（２２２％） ２１（７７８％） １９（７０４％） ８（２９６％）

＞５ １３ ７（５３８％） ６（４６２％） １２（９２３％） １（７７％）

２３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表达、间质内阴性表达与年龄的相关性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Ｐ＝０１４１５，Ｐ＞００５；ＮＣＡＭ间质内阴
性表达与年龄的相关性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０００２２，Ｐ
＜００５。
２４　ＮＣＡＭ在人隐睾中的表达与睾丸位置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
　　ＮＣＡＭ在间质内阴性表达与睾丸位置分布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Ｏｃｔ－４与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同时阳性表达有４例，其
年龄及睾丸位置分布无规律。见表４。

表４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表达、间质内阴性表达、ＯＴＣ－４表达与睾丸位
置的相关性

位置 例数
ＮＣＡＭ生精
小管（＋）

间质ＮＣＡＭ
（＋）

ＯＴＣ－４
（＋）

腹股沟 ２１ ７（３３３％） １５（７１４％） ２（９５％）

外环口 １４ ４（２８６％） ８（５７１％） ２（１４２％）

内环口 １０ ２（２００％） ７（７００％） １（１００％）

皮下 １３５ ２（４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注：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表达、间质内阴性表达、ＯＴＣ－４表达与睾丸
位置的相关性分别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０８８５７，Ｐ＞００５；Ｐ＝
０７９９５，Ｐ＞００５；Ｐ＝０９２３８，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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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ＮＣＡＭ是细胞粘附分子的一员，启动并维持生殖母细胞发

育，是调控间质细胞前驱体迁移及间质细胞分化发育的重要因

子之一［５，６］。在正常发育过程中ＮＣＡＭ在生精小管中的表达在
出生３～４个月时消失，同时在睾丸间质中开始出现，其异常表
达，代表生殖细胞的生长分化异常，存在生殖潜能低下和／或癌
变危险性［７，８］。本研究中，ＮＣＡＭ在人隐睾生精小管中的表达
与年龄组无相关性（Ｐ＞００５），提示隐睾患者生殖细胞发生癌
变的风险较高，并不受年龄影响。但是ＮＣＡＭ在生精小管中的
异常表达，大于５岁后有增高趋势，提示可能隐睾患者生殖细胞
发生癌变的风险随年龄增高而增加，需进一步增大样本研究。

不同年龄组 ＮＣＡＭ间质内阴性表达存在显著差异性（Ｐ＜
００５），小于１６岁年龄组与＞５岁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７），其它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隐睾患者睾
丸间质细胞发生癌变的风险较高，并随着年龄有增高趋势，提

示可能隐睾患者睾丸间质细胞发生癌变的风险随年龄增高，而

增加，需进一步增大样本研究。统计学分析发现，本研究中

ＮＣＡＭ生精小管内、间质内阴性表达均与睾丸置分布无相关性，
即睾丸位置与生殖细胞发生癌变无相关性［９，１０］。

Ｏｃｔ－４是生殖母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参与睾丸生殖细胞的
分化及睾丸结构的形成，与癌前病变相关［１１，１２］。Ｏｃｔ－４生精小
管内的表达阳性有６例，占１２％，且与其年龄及睾丸位置分布
无相关性，提示提示隐睾患者睾丸癌变的风险与年龄、睾丸位

置无关，提示可能隐睾患者癌变的风险在睾丸下降之前已经出

现，但是本研究样本量少［１３］，需进一步增大样本研究。

综上，ＮＣＡＭ和Ｏｃｔ－４可作为临床预测隐睾患儿发生生
殖细胞癌变的筛查指标，在５０例标本中，ＮＣＡＭ、Ｏｃｔ－４正常表
达的有１９例，仅占３８％，虽然其表达在隐睾患者中随年龄有增
高趋势，统计分析其表达 ＮＣＡＭ、Ｏｃｔ－４在生精小管内表达与
其年龄及睾丸位置分布无相关性，提示可能隐睾患者癌变的风

险在睾丸下降之前已经出现［１４，１５］。本研究受到时间及临床标

本来源限制，生殖细胞癌变预测指标和隐睾位置及单双侧的相

关性，ＮＣＡＭ在间质表达异常与生殖细胞癌变的影响，是否治疗
越晚生殖潜能损害越重等众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扩大标本量和

远期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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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有操作简单、效果理想、外观良好、尿道不长毛发等优点，目前已成国内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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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下裂最常应用手术方式。尿瘘是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最常见并发症，应用组织瓣覆盖成形尿道，能有效降低术
后尿瘘。本文拟对组织覆盖技术在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治疗尿道下裂的相关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提高组织覆
盖技术在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治疗尿道下裂中的应用，降低术后尿瘘发生率。

【关键词】　尿道下裂；尿瘘；皮瓣；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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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相对管简单、无吻合口、外观美观、尿道不长毛
发、成功率高，已应用手多型尿道下裂的修复，对于中远段尿道

下裂已成为欧美最流行术式［１－４］，亦是目前国内最常用式

术［５，６］。尿瘘是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最常见并发症［７－１０］，术后并发尿道

皮肤瘘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覆盖新尿道皮下组织薄弱或血

供不良［１１，１２］。《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１３］指出覆盖新尿
道的良好血供皮下组织，被认为是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尿道成形术第三
要点。国内外已有很多组织瓣覆盖新尿道有效预防尿道皮肤

瘘的报道［１４－１７］。但依据患者尿道下裂程度、皮源情况、生殖器

官发育、术者习惯与认识等采用不同组织瓣覆盖新尿道，其疗

效亦有明显差异。本文就近年来在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成形尿道覆
盖所用的组织现状如下综述。

!

　阴茎肉膜
阴茎肉膜有邻近成形尿道，血供良好、伸展好、厚薄均匀等

优点，是ＴＩＰ中成形尿道覆盖组织最理想选择。依据选择肉膜
位置不同可形成如下肉膜瓣。

１１　阴茎腹外侧肉膜
１１１　纵行腹外侧阴茎肉膜瓣　纵行腹外侧阴茎肉膜瓣是由
纵行腹外侧阴茎皮肤瓣去除表皮形成。以阴茎背浅动脉腹外

侧支为轴状血管的轴状肉膜瓣，血供到达肉膜瓣末端，血供良

好；对于阴茎远端形尿道下裂患者，新尿道需覆盖面积较少，阴

茎皮肤相对充足，切去除阴茎腹外侧皮瓣表皮形成肉膜瓣后亦

无需担心皮肤不足；纵行肉膜瓣与成形尿道角度小且相邻，转

移覆盖新尿道无张力，亦无成角而影响血供之虞；且此肉膜瓣

厚薄均匀，无转移覆盖后局部组织凸起致局部臃肿，术后外观

良好。江志勇等［１８］报道应用腹外侧阴茎肉膜瓣在远端形尿道

下裂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覆盖成形尿道，成功率能达９１８％。但对于
阴茎近段形或阴茎皮肤不者，只为了有效覆盖新尿道过多切除

阴茎腹外侧皮肤形成肉膜瓣，可导致阴茎皮肤不足，阴茎创面

覆盖困难；且对于阴茎近端形尿道下裂，肉膜瓣很难转移覆盖

近端成形尿道。

１１２　尿道侧方阴茎肉膜　是利用尿道板一侧阴茎皮肤去除
表皮，充分游离皮肤，横行推移去除表皮的肉膜覆盖新尿道，此

方式有操作简单、不需担心覆盖尿道组织血供。黄岩等［１９］应用

此术式治疗尿道下裂２２例，尿瘘率为１３６％。但此方式有容
易导致阴茎旋转，阴茎背侧皮肤转移致腹侧后局部臃肿等缺

点，且阴茎皮肤不充足患者再去尿道板一侧皮肤表皮可导致阴

茎创面覆盖困难。

１２　背侧阴茎肉膜瓣
尿道下裂患者均存在阴茎背侧皮肤偏多，故阴茎背侧肉膜

瓣是临床最常选择肉膜瓣。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方法是游离阴茎背侧
肉瓣，行肉膜瓣根部打孔，采用纽孔转移至腹侧覆盖成形尿

道［２０］，此方法肉膜瓣转移角度较大，易出现血供障碍而使覆盖

失败。唐达星等［２１］在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式中，游离出阴茎背侧肉膜
瓣后并阴茎背侧正中纵行切开，把背侧肉膜瓣分成阴茎两侧肉

膜瓣，再转移交叉覆盖在成形尿道表面，能有效降低肉膜瓣转

移角度及长力，２８９例出现尿瘘率为１１％。肖远松等［２２］采用以

上两种覆盖技术治疗水道下裂３８例，尿瘘率只有２６％。吕朝
阳等［２３］应用背侧包皮内板肉膜瓣交叉覆盖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成形
尿道治疗尿道下裂１３例，尿瘘率达２３０８％。吴建华［２４］应用背

侧包皮内板肉膜瓣交叉覆盖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成形尿道治疗尿道
下裂４０例，尿瘘率１２５％。范登信等［２５］应用背侧包皮内板肉

膜瓣交叉覆盖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成形尿道治疗尿道下裂１２６例，尿
瘘率只有２６％。以上方式均有游离肉膜瓣难度较大、技术要
求较高，既担心肉膜瓣血供障碍又害怕阴茎皮肤缺血坏死。

采用阴茎背侧皮瓣纵行切开并转移至腹侧，去除远端表皮

形成肉膜瓣，再交叉覆盖于尿道表面，其不需游离背侧皮肤与

肉膜，操作简单、血供良好。陈有奇等［２６］应用此术式治疗尿道

下裂２３例，尿瘘率为８６９％。张源锋等［２７］应用此术式治疗尿

道下裂，尿瘘率为８８％（２／６８）。但此术式肉膜瓣不与皮肤充
分游离，皮肤缝合容易损伤肉膜瓣血供，且第二层肉瓣覆盖于

第一层肉膜瓣之上，难于达到理想固定，皮肤缝合容易出现腹

侧局部臃肿。

"

　阴茎其它组织
当成形尿道后，若成形尿道周围有丰富其它组织可缝合固

定于尿道表面，一样能达到有效覆盖而预防尿瘘。如尿道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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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体，当阴茎远端存在分叉状宽大尿道海绵体，可游离缝合

覆盖成形尿道，分叉状尿道海绵体为尿道海绵体畸形发育所

致，血供良好，性能与正常尿道海绵体接近，收缩可排出残余

尿、勃起时增加阴茎体积，是较理想覆盖组织。谢林海等［２８］应

用分叉尿道海绵体覆盖成形尿道９例效果良好，无一例尿瘘。

#

　阴囊肉膜
３１　阴囊前动脉肉膜瓣

阴囊前动脉肉膜瓣是以阴囊前动脉为轴状血管的轴状肉

膜瓣，阴囊前动脉分支之间和阴囊后动脉、中动脉均有广泛吻

合，血供充足；阴囊是一个皮肤充足器官，皮肤伸展能性良好，

切除阴囊前动脉肉膜瓣无皮肤不足之虞；阴囊前动脉肉膜瓣转

移覆盖成形尿道后，其基底位于阴茎根部腹外侧，转移角度小，

无张力；且皮源充足，血供良好可依据成形尿道切取足够长肉

膜瓣覆盖，亦无担心阴茎下曲及远端血供不良。江志勇等［１８］应

用此肉膜瓣覆盖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中成形尿道治疗近端形尿道裂５５
例，只有９０％患者出现尿道皮肤瘘。
３２　阴囊中线肉膜瓣

为阴囊中隔皮瓣去除表皮形成，因阴囊纵隔皮瓣尿道成形

术以前为尿道成形术的常用术式，对切除阴囊中隔皮瓣技术成

熟，故对切除阴囊中隔肉膜瓣相对简单，容易掌握。黄圣余

等［２９］应用阴囊中线肉膜瓣覆盖成形尿道 ２１例，尿瘘率为
９５２％。但此肉膜瓣有带蒂基底相对于阴囊前动脉肉膜瓣基底
变窄，无固定轴状血管，肉膜瓣需翻转１８０°覆盖成形尿道，末端
血供相对于阴囊前动脉肉膜瓣偏差。

$

　睾丸鞘膜或精索鞘膜瓣
睾丸精索鞘膜是利用睾丸及精索与外的鞘膜组织形成组

织瓣，其可利用面积较大，转移容易，亦能做为成形尿道覆盖的

有效组织。木拉提·热夏提等［３０］应用睾丸鞘膜或精索鞘膜瓣

覆盖成形尿道下裂３０例，成功率达８５７％。但其创伤相对较
大，主要适用于无法应用阴茎、阴囊肉膜瓣覆盖者。

%

　小结
组织瓣覆盖成形尿道能有效降低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术后尿瘘的几

率。对于阴茎远端形尿道下裂，阴茎皮肤充足者基于手术创伤

小、效果理想原则首选阴茎肉膜瓣覆盖，其中阴茎腹外侧肉膜

瓣有操作简单、血供良好、术后外观好优点，阴茎一侧肉膜覆盖

虽有操作简单、血供良好，但容易并发阴茎旋转及阴茎局部臃

肿外观；对于残留有宽大分叉尿道海绵者，亦可直接用尿道海

绵覆盖，其操作简单、效果理想。采用阴茎背侧肉膜瓣覆盖效

果亦比较理想，但分离肉膜瓣要求较高，有操作损伤肉瓣血鐼

致无效覆盖及损伤皮肤致缺血坏死危险，对于熟练掌握阴茎背

肉瓣分离技术者仍为较好选择，对于担心背侧肉膜瓣损伤血供

者，可选择背侧皮瓣转移后去除表皮形成肉膜瓣，但其肉膜瓣

固定不理想，缝合后局部臃肿之虑。对于阴茎段近端形尿道下

裂，因选择阴茎肉膜瓣有转移角度过大、覆盖效果不理想等缺

点，尽可能选择阴囊肉膜瓣覆盖，阴囊前动脉肉膜瓣有较阴囊

中线肉膜瓣血供良好、转移角度小等优点。对于阴茎、阴囊肉

膜瓣切取困难者，可选择睾丸精索鞘膜瓣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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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狭窄重建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回顾分析
熊国兵　 罗一钊　龚百生　邹建华　邱明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中国科学院四川转化医学研究医院）泌尿外科，成都，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　目的：总结影响尿道狭窄重建术后性功能结局的相关因素，提高该类疾病诊治效果。方法：
复习近年尿道狭窄重建术后性功能结局相关文献，分析总结结局影响因素。结果：６类因素（患者年龄、术前
合并症及性功能状况、狭窄长度及严重程度、术者经验及手术修复质量、术后随访时间以及骨盆创伤强度）

均可影响接受尿道重建患者术后的性功能结局，高龄且具有合并症者对术后性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尿道狭

窄更长更复杂者术后勃起功能降低似乎更明显，狭窄部位对性功能的影响较为复杂，术者经验丰富及手术

质量高术后并发症发生可能更低，但具体手术方式的影响复杂，损伤而非手术导致大多数远期性功能障碍，

部分患者随着随访时间延长性功能可望获得改善。然而，上述各具体因素的确切权重尚不清楚，需待进一

步探讨。结论：尿道重建患者术后性功能结局受多因素影响，具体因素的确切权重需进一步探讨。推荐外

科手术结局报告标准化、规范化。

【关键词】　尿道狭窄：尿道重建：勃起：射精：性功能：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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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形泌尿外科组织移植技术的进展使得尿道狭窄重建成为
难治性尿道狭窄疾病治疗的金标准［１］。过去３０年中，重建外科
技术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其成功率在泌尿外科尤为明显。同时，

由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有效方法的涌
现，患者对性功能保护的要求更加强烈。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时

发现，我们面临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大多数已发表的关

于尿道成形术的文献报道了不同医生采用不同方法对各类狭窄

患者进行手术。通常，这些研究主要报道对手术的描述而常常仅

报道未经分析的成功率。若提及并发症，则未对所有手术并发症

进行分类报道。第二个问题是对不同病例治疗成功率的比较中，

所采用的性功能评价方法各不相同，综合文献包括国际性功能评

分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男性性健康测
量表（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ｆｏｒＭｅｎ，ＳＨＩＭ）、生活质量评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男性性健康问卷调查（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ＳＨＱ）、性生活质量调查表（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ＬＱＱ）、简明男性性功能问卷（Ｂｒｉｅｆ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ＭＳＦＩ）及阴茎夜间肿大试验、阴茎双功超声
与血管造影检查多种手段，我们认为确立一个统一的定义标准是

下一步重建尿道外科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三个问题在于，性功能

一词涉及多种性能力的统称，相对应性功能障碍为一疾病谱，包

括性欲、勃起、射精、性感觉等多方面的障碍，而相关的评价标准

多为主观性质，显然，但就某项修复手术进行全面而规范的性功

能评价是较为困难的事情，这导致相关的报道对性功能的描述为

一种零散的、不标准的状态。尽管已有大量复杂性尿道狭窄成形

手术的报道，由于文献报道的异质性，很少有关于尿道重建手术

对于性功能影响的描述，大多数重建手术后性功能并发症仍未明

确。基于此，本文拟对各类尿道重建手术前后性功能变化的文献

进行回顾分析。

!

　一般因素
１１　年龄

当考虑实行何种手术以及该手术对勃起产生怎样的影响

时，年龄与患者状况相当重要。Ｅｒｉｃｋｏｎ等［１］报道平均４４岁的
５２例前尿道狭窄病例接受吻合性或颊黏膜替代成形手术，采用
ＢＭＳＦＩ评估术后性功能，结果表明手术前后性冲动及勃起功能
有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若以年龄分层，５０～５９
岁年龄组患者术后勃起功能降低更明显（Ｐ＜０００１），而＜４９岁
患者射精功能改善较明显（Ｐ＝００５）。

同年，Ａｎｇｅｒ等［２］报道了因前尿道狭窄２５例平均３９岁患
者接受吻合性或颊黏膜移植扩大手术，采用 ＩＩＥＦ进行评价，术
后ＩＩＥＦ有下降但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若

依据ＩＩＥＦ评分分层，与ＩＩＥＦ＞２０分的１２例患者比较，ＩＩＥＦ≤２０
分的８例患者年龄更大（３６８岁 ｖｓ４７岁，Ｐ＝０１７），但后者术
前勃起功能更差（Ｐ＝０１１）。

很明显，在高龄而具有多种合并疾病的患者人群，尿道成

形术前这些合并症也对性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对这类

患者实施手术之前，重建泌尿外科医生应当仔细评估。

１２　狭窄长度
狭窄长度通常与尿道及周围组织纤维化的程度及多少有

关，这决定了实施何种重建术式，狭窄愈长则组织移植技术要

求愈加精细。长段狭窄通常与炎症疾病、反复尿道扩张及器械

操作、长期留置导尿管病史和／或创伤性尿道缺损有关。
Ｃｏｕｒｓｅｙ等［３］报道汇总５个中心５名专科医生对１５２例患

者实施前尿道成形术（５６例吻合、２６例颊黏膜移植、４４例阴茎
皮瓣及２６例其他术式），平均４５７岁，１５２例患者完成自制问
卷评估，与同期接受包皮环切术的２２例患者比较，尿道成形组
术后总体勃起功能满意度６９１％（较术前降低３０９％），勃起降
低的患者狭窄长度明显长于前者（Ｐ＝００１７），包皮环切组术后
勃起满意度７２７％（较术前降低２７３％），与尿道成形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皮瓣移植组较其他组阴茎缩短
与勃起角度改变稍高（Ｐ＝００５），但随时间推移而恢复。
１３　狭窄部位

综合文献［２－２０］报道，既往认为狭窄部位对于接受前尿道狭

窄重建手术患者的性功能无明显影响，但近期报道似乎术后ＥＤ
发生率较高［４－６］，尿道球部相对于阴茎部尿道更易发生性功能

障碍［５，７］。而对于接受后尿道成形术患者的性功能影响似乎不

一致。总之，就狭窄部位是否与尿道重建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关

系尚存争议。见表１。
１４　损伤至手术的时间

评估尿道重建术后勃起功能（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Ｆ）的另一个
因素是从受伤至手术修复的时间间隔。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１］报道对１５３
例（７５例前尿道、７８例后尿道）因创伤后尿道狭窄行一期尿道成
形术前后性功能变化，尿道破裂后６个月内接受尿道成形术，经
夜间阴茎肿大试验测定表明可获得２０％ＥＦ的改善。据此推断损
伤后若有充分的时间，神经功能可恢复，进而影响患者的 ＥＦ结
局。Ｙｕ等［２２］对简单尿道膀胱镜下会师术与一期端端吻合术用

于即刻治疗后尿道破裂进行了比较，发现早期吻合性尿道成形术

（损伤后２４ｈ内）明显导致ＥＦ预后不良。Ｙｕ等［２２］认为早期侵袭

性吻合手术加重后尿道损伤相关的盆血管与神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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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狭窄部位对尿道成形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的影响

研究者 例数 狭窄部位 　　结局

ＤｏｇｒａＰＮ２０１１［４］ ７８ 前尿道 ＥＤｎ＝１５（２０％）

ＰａｌｍｉｎｔｅｒｉＥ２０１１［８］ ７３ 前尿道 ＥＤｎ＝０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１０ａ［７］ ４３ 前尿道 射精功能差ｎ＝５（１１％）（阴茎１，球部４）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１０ｂ［５］ ５２ 前尿道 ＥＤｎ＝２０（３８％）（阴茎３８％，球部７６％）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Ｇ２００７［６］ １５３ 前尿道

射精障碍ｎ＝１４（２３３％）
ｎ＝７（１１６％）勃起时龟头不膨胀
ｎ＝１１（１８３％）龟头敏感性降低
ｎ＝０ＥＤ或痛性勃起

ＡｎｇｅｒＪＴ２００７［２］ ２５ 前尿道 无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０７［１］ ５２ 前尿道 无

ＣｏｕｒｓｅｙＪＷ２０００［３］ １５２ 前尿道 成形与环切发生性问题类似

ＹａｃｈｉａＤ１９９３［９］ ９ 前尿道 无（仅随访ｎ＝４）

ＰｒａｔａｐＡ２００６［１０］ ２５ 后尿道 无

ＫｏｒａｉｔｉｍＭＭ２００５［１１］ １５５ 后尿道 ＥＤｎ＝２

Ａｌ－ＲｉｆａｅｉＭＡ２００５［１２］ ２２ 后尿道 ＥＤｎ＝２

ＳｈｅｎｆｅｌｄＯＺ２００３［１３］ ２５ 后尿道 ＥＤｎ＝１８（７２％）

ＫｏｒａｉｔｉｍＭＭ１９９５［１４］ １４５ 后尿道 ＥＤ２５％

ＥｚｚａｔＭＩ１９９０［１５］ １２ 后尿道 ＥＤｎ＝７

ｄｅｌａＰｅａＺａｙａｓＥ１９７９［１６］ ７ 后尿道 无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Ｋ２０１１［１７］ １０３ 前、后尿道 无

ＭｃＣｏｙＧＢ１９８７［１８］ １２ 前、后尿道 无（仅随访ｎ＝５）

ＰａｔｉｌＵＢ１９８６［１９］ ３０ 前、后尿道 无（仅随访ｎ＝５）

ＺｉｎｃｋｅＨ１９８５［２０］ ４４ 前、后尿道 ＥＤｎ＝２６

１５　术后（随访）时间
随着手术后时间的推移，大量心理与生理损害逐渐修复。

数名学者［１，３，５，１２，２３，２４］报道了随时间延长而 ＥＦ恢复的趋势。应

当告知患者术后数月内发生 ＥＤ的可能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
而趋向于稳定恢复。见表２。

表２　术后性功能障碍随时间推移而恢复

研究者 例数 诊断 　　结局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１０［５］ ５２ 前尿道狭窄 ＥＤｎ＝２０（３８％），１８平均１９０ｄ恢复

ＸｉｅＨ２００９［２３］ １２５ 尿道狭窄 术后３月ＩＩＥＦ及ＳＬＱＱ下降而６月恢复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０７［１］ ５２ 前尿道狭窄 术后１年性冲动、勃起功能降低，但随时间恢复

Ａｌ－ＲｉｆａｅｉＭＡ２００５［１２］ ２２ 后尿道狭窄 术后暂时ＥＤｎ＝２继而４～６ｍ恢复，随访６年ＥＤｎ＝１

ＣｏｕｒｓｅｙＪＷ２０００［３］ １５２ 前尿道狭窄 长段狭窄发生ＥＤ及阴茎长度改变更高，但ＥＤ随时间恢复

ＬéｇｅｒＰ１９７９［２４］ ４９ 尿道狭窄 ＥＤｎ＝４９，但均暂时性，总计２年内恢复

１６　术者经验
由于尿道狭窄疾病的异质性与复杂性，相关技术要求较

高，我们认为经由丰富经验的专科医学中心实施尿道修复手

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望降低。Ｐｒａｔａｐ等［１０］报道２１例复杂
性后尿道狭窄行吻合性尿道成形术后直接导致ＥＤ，发生率高达
２１％，分析可能由于外科医生由于经验累积的学习曲线缘故，

而发生不必要的广泛耻骨后切除。随着医学技术的进展，尿道

狭窄术后并发症可望进一步降低（表１）。
"

　前尿道成形重建
２１　吻合性尿道成形

前尿道吻合性尿道成形术仍然为短段尿道狭窄治疗的金

标准。随着狭窄长度增加，需移植物或皮瓣以完成尿道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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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亦增加。悬垂部尿道狭窄尤其适于尿道替代物成形手

术，因为一期吻合术需在狭窄处切除（瘢痕）而为禁忌，因为可

发生吻合张力过大和／或阴茎痛性勃起。
在综述前尿道吻合性成形术文献中［１－６，１４，１７，２４］，我们发现

多数文献合并报道了吻合性尿道成形与其他术式或前尿道与

后尿道吻合性尿道成形术，文献报道０％～３８％不等，这使得我

们难以区分所报道的并发症具体细节。Ｋｅｓｓｌｅｒ等［２５］采用问卷

评估１３３例患者对尿道狭窄手术结局的满意度，其报道吻合性
成形术、筋膜皮瓣成形术及移植物尿道成形术后总体术后性功

能满意度分别为７４％、７２％及９７％，术后阴茎缩短比例分别为
３０％、１１％及０％。综合数据表明，支持一期吻合成形用于短段
尿道狭窄重建。见表３。

表３　前尿道吻合性成形术后并发症

研究者 例数 诊断 治疗 　　结局

ＤｏｇｒａＰＮ２０１１［４］ ７８ 前尿道狭窄 ｎ＝３２一期球部切开吻合 ＥＤｎ＝９／３２，２８％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Ｋ２０１１［１７］ １０３ 尿道狭窄 一期吻合３６５％ 无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１０［５］ ５２ 前尿道狭窄 ｎ＝２０球部一期切开吻合，ｎ＝１５扩大吻合 ＥＤｎ＝２０（３８％）

ＢａｒｂａｇｌｉＧ２００７［６］ １５３ 前尿道狭窄 端端吻合

ｎ＝１４（２３３％）射精障碍
ｎ＝７（１１６％）勃起时龟头不膨胀
ｎ＝１１（１８３％）龟头敏感性降低
ｎ＝０ＥＤ或痛性勃起

ＡｎｇｅｒＪＴ２００７［２］ ２５ 前尿道狭窄 ｎ＝８吻合成形 无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０７［１］ ５２ 前尿道狭窄 ｎ＝２３（４４％）球部端端吻合 无

ＣｏｕｒｓｅｙＪＷ２０００［３］ １５２ 前尿道狭窄 成形（ｎ＝５６吻合）ｖｓ包皮环切 成形与环切发生性问题类似

ＫｏｒａｉｔｉｍＭＭ１９９５［１４］ １４５ 后尿道狭窄 经会阴尿道吻合ｎ＝７８ ＥＤ２５％

ＬéｇｅｒＰ１９７９［２４］ ４９ 尿道狭窄 尿道分段切除、端端吻合 ＥＤｎ＝４９

２２　颊黏膜移植物
颊黏膜用于尿道移植物供体来源愈加受到青睐，尽管颊黏膜

移植物主要用于球部尿道，其用于远端复杂性或再次手术尿道狭

窄病例的良好效果已获证实，且似乎对性功能不存在任何负效

应。Ｎｅｌｓｏｎ等［２６］亦认为应用颊黏膜行再次尿道下裂修复术后性

功能良好。Ｇｕｒａｌｎｉｃｋ等［２７］吻合术中部分切除以行背侧或腹侧移

植物镶嵌并不增加ＥＤ风险。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１］认为移植物的位置背

侧或腹侧均未明确显示产生不利的性功能结局。见表４。

表４　颊粘膜移植物尿道成形术后并发症

研究者 例数 诊断 治疗 结局

ＤｏｇｒａＰＮ２０１１［４］ ７８ 前尿道狭窄 ｎ＝２１球部替代成形 ＥＤｎ＝２／２１，１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Ｋ２０１１［１７］ １０３ 尿道狭窄 手术２２２次，颊黏膜移植扩大２１６％ 无

ＰａｌｍｉｎｔｅｒｉＥ２０１１［８］ ７３ 前尿道狭窄 背－腹侧移植物成形（ｎ＝７获随访） ＥＤｎ＝０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１０［５］ ５２
前尿道狭窄

（阴茎ｎ＝１７）
ｎ＝１１阴茎腹侧镶嵌，ｎ＝６腹侧裱贴 阴茎ＥＤ３８％

ＡｎｇｅｒＪＴ２００７［２］ ２５ 前尿道狭窄
ｎ＝１５颊黏膜移植扩大吻合
ｎ＝２背侧颊黏膜镶嵌

无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２００７［１］ ５２ 前尿道狭窄
ｎ＝２２（４２％）背或腹侧口腔黏膜替代
ｎ＝７（１４％）口腔黏膜二期重建

无

ＣｏｕｒｓｅｙＪＷ２０００［３］ １５２ 前尿道狭窄 成形（ｎ＝２６颊黏膜移植）ｖｓ包皮环切 成形与环切发生性问题类似

２３　阴茎皮瓣
阴茎皮瓣尿道成形事实上已经代替阴囊皮瓣用于尿道重

建，其优点在于无毛、多用途及高度可靠性。然而，阴茎皮瓣技

术用于远端长段狭窄以及狭窄处纤维化严重病例应当谨慎，其

更适于移植物修复。长段阴茎皮瓣移植至深会阴的阴茎末端

成形尿道，在勃起时易导致疼痛及吻合口裂开。基于此理由，

皮瓣尿道成形手术最适于悬垂部尿道狭窄。

Ｃｏｕｒｓｅｙ等［３］认为，与其他修复技术如一期吻合及颊黏膜移

植比较，接受阴茎皮瓣尿道成形的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最高，在该研究中，接受阴茎皮瓣手术患者的平均狭窄长度为

６７ｃｍ，长于接受其他手术的患者，这表明这些患者狭窄周围尿
道纤维化更加严重且需更加复杂的瘢痕切除。Ｋｅｓｓｌｅｒ等［２５，２８］

也报道接受皮瓣尿道成形患者术后 ＥＤ发生率最高，约３２％的
患者的 ＥＦ发生负面改变，程度上为中到重度。Ａｌ－Ｑｕｄ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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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９］报道，接受筋膜皮瓣移植导致高达４０％的患者发生并发
症，包括痛性阴茎勃起及暂时性瘘。

２４　二期网孔状移植物
当狭窄而严重时，如硬化萎缩性苔癣，二期手术包括狭窄

段切除继而移植网状皮片移植物可能更为恰当。网孔状移植

物尿道成形的第二期手术包括移植物卷管并嵌入健康肉膜组

织之中。Ｅｒｉｃｋｓｏｎ等［１］报道平均狭窄长度为７８ｃｍ的患者接受
包括网状移植物替代的二期尿道成形手术。Ｋｅｓｓｌｅｒ等［２５］认为

二期手术近一半的患者发生明显 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ｙ等［３］报道，２６例
接受二期成形术患者中，２３１％与１１５％的患者分别报告其勃
起长度与角度发生改变。

很明显，就狭窄的长度与修复的复杂程度，需要告知患者

术后可能发生性功能降低。同时二期修复手术后也可能发生

射精及性感觉功能障碍。

#

　后尿道重建
骨盆创伤性损伤常合并尿道破裂及 ＥＤ。然而，少数情况

下，后尿道狭窄可由会阴骑跨伤损伤球膜连接部、医源性损伤

（ＴＵＲＰ、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放疗［３０，３１］）以及淋球菌性尿道

炎［３０］导致。Ｃｈａｐｐｌｅ等［２１］、Ｍｏｕｒａｖｉｅｖ等［３２］报道创伤性后尿道

破裂发生于３％ ～２５％骨盆骨折患者，最常见的损伤位置为球
膜部连接（７０％），次为前列腺膜部连接（３０％）。外科修复离断
性尿道损伤在泌尿外科仍为技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Ｓｈｅｎｆｅｌｄ等［３３］采用夜间阴茎肿大试验对后尿道损伤后、修

复重建手术前患者进行检测，发现血管与神经障碍相对普遍。

Ｃｏｕｒｓｅｙ等［３］、Ａｎｄｒｉｃｈ等［３４］及 Ｅｌｔａｈａｗｙ等［３５］认为骨盆骨折及

骑跨伤常导致海绵体神经与阴部动脉分支损伤，其近段分布于

骨盆及膜部尿道。短段尿道缺损（＜３ｃｍ）者神经损伤较少。而
长段尿道损伤者，在后尿道重建手术中，外科医生必须显露海

绵体内间隙，从而可能损伤纤细的神经血管结构。其他挑战性

的手术技巧，如耻骨下份或全部切除，在复杂性缺损的病例中

可能需要，进而增加了术后ＥＦ损伤的可能性。
后尿道损伤的治疗由于多种并发症包括性功能障碍而复

杂化（表１）。对于有经验的医生而言，一期延期吻合修复术是
治疗骨盆骨折相关尿道损伤的金标准方法。Ｂｒａｎｄｅｓ［３６］认为即
刻修复后尿道损伤已被废弃，因为其术后较高的 ＥＤ及尿失禁
发生率，分别高达５６％及２１％。ＭｏｕｒａｖｉｅｖＶＢ等［３２］认为仅少

部分病例需要联合腹会阴径路。Ｋｏｒａｉｔｉｍ等［１１］则认为延期修

复的远期成功率超过９０％，且不需要补充性尿道切开或尿道扩
张术。Ａｓｃｉ等［３７］报道，初始接受耻骨上膀胱造瘘继而延期尿道

重建的骨盆骨折相关尿道损伤患者术后ＥＦ与那些接受即刻一
期尿道会师术的患者相同。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１］报道，创伤后尿道狭窄

尿道重建手术前后 ＥＤ发生率类似，大致１７％。Ｍｏｒｅｙ等［３８］研

究表明８２例因创伤性尿道狭窄接受后尿道成形术患者远期结
局，随着随访超过１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从术前５４％
降至术后３８％，因而表明年轻患者常表现出性功能延迟恢复的
特点，其可能发生于后尿道损伤修复后数年。

Ｍｏｕｒａｖｉｅｖ等［３２］分析了８篇文献并与其自己的９６例患者
资料进行合并，发现成功的一期会师术后 ＥＤ平均发病率为
２４％（１４％～４２％），延期吻合性尿道成形术后 ＥＤ平均发病率
为４６％（４２％～５０％）。差异很可能由于与那些最终需要开放
性尿道成形手术处理的患者比较，经单独一期会师术治愈患者

可能尿道损伤程度更轻。Ｋｏｒａｉｔｉｍ等［１１］进行了一项纳入１００例
患者并合并既往报道的７７１例患者的综述，发现一期会师术后
ＥＤ发病率为３６％而延期修复术后ＥＤ发病率为５０％。

总体而言，初始损伤因素而非重建手术导致了大多数的远

期性功能障碍，所公认的机制可能由于阴茎血管和／或损伤部
位神经支配发生的直接损伤［３９］。Ｆｌｙｎｎ等［４０］认为ＥＤ是外科手
术直接后果仍存在可能，报道约３％。Ｐｒａｔａｐ等［１０］报道显示吻

合性尿道成形术后直接导致 ＥＤ，发生率高达２１％。Ｐａｌｍｉｎｔｅｒｉ
等［４１］报道认为术后并发症主要影响因素为狭窄部位与尿道修

复手术。Ｋｏｒａｉｔｉｍ等［１１］则报道１５５例后尿道狭窄术后２例发生
ＥＤ直接由于修复手术导致。
$

　结论
大多数已发表文献就并发症的细节陈述不明确，因此很难

获知如此广范围并发症发生率的细节。同时，已报道的并发症

没有根据相关因素分层，如狭窄长度或患者年龄，大多数研究

基于异质性病例人群，可能包括不同病因与部位狭窄的病例，

同时其治疗可能经由多个外科医生采用不同的术式实施，术后

随访时间较短，而对于成功与失败、术后性功能结局的评价标

准存在明显差异。

多种因素（患者年龄、术前合并症及性功能状况、狭窄长度

及严重程度、术者经验及手术修复质量、术后随访时间以及骨

盆创伤强度）均可影响接受尿道重建患者术后的性功能结局。

高龄且具有合并症者对术后性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尿道狭窄更

长更复杂者术后勃起功能降低似乎更明显，狭窄部位对性功能

的影响较为复杂，术者经验丰富及手术质量高术后并发症发生

可能更低，但具体手术方式的作用更为复杂，部分患者性功能

随着随访时间延长可能恢复。然而，上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

权重尚不明确，需待进一步探讨，作者群体正在进行该方面研

究。必须强调的是，疾病、治疗及评估的严重异质性导致对性

功能结局的评估受限，推荐外科手术结局报告应当标准化、规

范化，目前已有相关报告指南［４２，４３］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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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类型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过长
和包茎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杨介礼１　陈庆存１　王伟１　谢辉２

１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泌尿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８０４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两种不同类型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选择１８０例包皮过长或包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予以包皮环切术，其中观察
组使用狼和牌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对照组使用中国商环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观察并比较两组的手

术时间、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后愈合时间、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
２４ｈ疼痛评分、术后愈合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住院费用多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患者总满意度优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４，Ｐ＜００５）。结论：
使用狼和牌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过长、包茎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痛苦少、愈合快、并发症少、患

者满意度高等优点，但该手术方式费用较高，应根据患者不同情况合理选择手术方式。

【关键词】　包皮过长；包茎；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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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手术是治疗包皮过长、包茎的首选治疗方法［１］。外科

手术治疗虽然疗效确切但手术创伤大、术后疼痛明显、术后并

发症多。近来，临床上开始使用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

皮过长与包茎，疗效显著，其中狼和牌与中国商环是最常用的

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２］。两者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的优劣

存在一定的争议。本研究观察了狼和牌与中国商环两种不同

类型的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过长与包茎的疗效及

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在我院住院并行手术
治疗的包皮过长患者共１８０例。入组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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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过长、包茎的诊断标准；（２）患者愿意接受手术治疗。排除
标准：（１）患者伴有严重的循环、呼吸、消化及血液系统等疾病；
（２）长期服用麻醉药物或精神类药物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９０例。两组年龄、疾病、伴随疾病等比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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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年龄（岁）
疾病（例）

包皮过长 包茎

伴随疾病（例）

龟头包皮炎 龟头包皮粘连 阴茎系带过短

观察组 ９０ ２４７３±６０２ ６３ ２７ ６４ １３ １３

对照组 ９０ ２５０１±６１６ ５９ ３１ ５７ １７ １６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的围手术期护理，术前１ｄ会阴部常规

备皮，术前在阴茎疲软情况下使用专用测量器测量阴茎大小，

选择合适的型号的包皮环切器。常规消毒铺巾，麻醉方式选择

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观察组使用狼和牌一次性包皮切割

缝合器（生产厂家：江西源生狼和机械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００８４），患者取平卧位暴露会阴部，使阴茎保持非勃起状态，
分别使用止血钳在包皮内外板交界处钳夹包皮、系带两侧，提

起止血钳，保持一定的张力。包茎患者可适当切开包皮背侧，

将包皮切割缝合器套入包皮内板，罩住龟头，调整内板长度与

系带宽度，一般保留内板约０８ｃｍ。调整完毕后旋入吻合器，握
紧激发手柄切除包皮，轻柔取出吻合器与切下的包皮，使用手

术刀修整多余的包皮后碘伏消毒，使用弹力绷带包扎。对照组

使用中国商环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生产厂家：芜湖圣大医

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操作方法同常规方式［３］。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

后愈合时间、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其中疼痛评分

标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法［４］，从０～１０分分别代表不同程
度的疼痛，其中０分为无痛，１～２分为效果优，３～６分为良，７～
１０分为差。术后１月采用电话回访形式调查患者满意度，其中
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其中总满意度＝满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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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及住院情况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后愈合时间均少于
对照组（ｔ＝２１７、２０８、２３２、２２９，Ｐ＜００５）。观察组住院费用
多于对照组（ｔ＝２３１，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及住院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分） 术后愈合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９０ ４８８±１１４ ３８２±０７５ １３７８±２１７ １７９８４５±２１４５２

对照组 ９０ ８０６±１８４ ４３５±０８４ ２０７８±４４６ ９６７８８±２０８３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对照组（χ２ ＝４０６，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感染
吻合口

破裂

系带

水肿

包皮

血肿

总不良

反应

观察组 ９０ ０ ０ １ ２ ３（３３３）

对照组 ９０ ３ ２ ４ １ １０（１１１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术后满意度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后总满意度优于对照组（χ２＝４７４，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两组术后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９０ ８８ １ １ ８８（９７７８）

对照组 ９０ ８１ ７ ２ ８１（９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包皮过长、包茎是指包皮覆盖尿道口，能上翻露出尿道口

和阴茎头为包皮过长，不能上翻的为包茎，两者的发病原因尚

不明确，但有研究显示与遗传相关［５］。包皮过长或包茎如不及

时治疗很可能造成患者出现龟头炎、前列腺炎等男性疾病影响

生活质量，严重者甚至可能造成前列腺癌、睾丸癌、阴茎癌等发

病率升高［６］。外科手术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的首选治疗方

式，包皮环切术是最常用的手术方式，但该手术方式存在较多

的缺点，包括手术时间长、术中出血多、术后疼痛明显，术后常

出现切口感染、系带水肿等并发症［７，８］。近来，患者对于包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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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手术的要求逐渐提高，在保证疗效的同时，还对术后并发症

和术后的阴茎美容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器材的更新换代，一次性

包皮切割缝合器开始出现于临床，其种类多种多样，但均以套

扎环为基础［９，１０］。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与包茎具有

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得到临床医师和

患者的喜爱。我国使用最多的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为中国

商环与狼和牌，两者在设计上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国商环采

用的原理是将包皮压榨在环切器与外环之间，使包皮远端缺血

坏死自动结痂［１１－１３］，而狼和牌采用的原理雷同于肛肠吻合器，

一次性切除包皮吻合切口［１４，１５］。两种不同类型一次性包皮切

割缝合器的疗效及安全性受到关注。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术
后愈合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少于对照组，观察组住院费

用多于对照组，观察组术后总满意度优于对照组。由此研究结

果可以发现使用狼和牌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相对于中国商

环能取得更好的手术效果，术后疼痛少，患者对手术治疗的满

意度高，手术的安全性好，但在价格上中国商环优势明显。因

此两种器材各有优缺点，适合于不同的患者群体。

总之，使用狼和牌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治疗包皮过长、

包茎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痛苦少、愈合快、并发症少、患者满

意度高等优点，但该手术方式费用较高，应根据患者不同情况

合理选择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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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李会宁，徐军，屈栗明，等．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手术疗效比
较．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４）：３２５－３２７．

［１３］　王小林，陈静辉，张常银，等．商环包皮环切术与常规包皮环切术
疗效比较．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５）：４０７－４０８．

［１４］　李云龙，黄旭元，李巧星，等．新型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治疗包皮过
长和包茎２５例分析．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８（４）：４７－４９．

［１５］　李向利，关海英，沈鹤清，等．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在包皮环切
术的应用体会．江苏医药，２０１５，４１（５）：５９５－５９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李平海（１９７２－），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外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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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手术在治疗包皮过长或
包茎的临床效果
李平海１　包曙辉２　沈国３

１岱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外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２８１
２舟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２１
３诸暨市人民医院普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手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
取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包皮过长或包茎１２０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商环包皮环切
术组与传统手术组，每组各６０例，对比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疼痛ＶＡＳ评分、并发症发生率
及外观满意率。结果：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分别为（５３４±１３９）ｍｉｎ、
（０８７±０１８）ｍＬ、（２１５±４５）ｄ；传统手术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分别为（３１３４±９３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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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２±２３４）ｍＬ、（１４５±３４）ｄ，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ｔ＝８４５，Ｐ＜００５；ｔ＝４０２，Ｐ＜００５；ｔ＝５４５，Ｐ＜
００５）。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术后并发症率为６６７％，传统手术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８３３％，组间相
比差异显著（χ２＝９７８，Ｐ＜００５）。商环包皮环切术组满意度为９３３３％，传统手术组的满意度为７１６７％，
组间相比差异显著（χ２＝８９２，Ｐ＜００５）。结论：采用商环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具有操作简单，
安全性较高等优势，外观满意率较高，值得推广。

【关键词】　商环包皮环切术；包皮过长；包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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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环切术作为临床上一类较为常见的外科手术，据调查
研究资料显示，世界范围内约有１／６的男性接受过包皮环切术，
而此种手术的目的在于可有效防止男性因包皮过长或包茎而

导致的尿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甚至生殖器肿瘤，减少其对患者

生命健康造成的威胁［１］，同时可达到延长性生活时间，提高性

生活满意度的目的。但经过大量临床研究资料显示，采用传统

手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期间易出现术后出血、感染甚至畸形

等并发症，不仅对预后造成影响，同时易给患者带来不良情

绪［２］。现为了最佳治疗方案，我院将收治的１２０例包皮过长或
包茎患者分别给予商环包皮环切术与传统手术治疗，对比两组

患者的相关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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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包皮过长或
包茎１２０例，全部患者均在我院确诊，具有典型的包皮过长或包
茎临床表现，排除阴茎畸形病例等手术禁忌症，并签署了关于

本次试验的知情同意书，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商环包皮环切

术组与传统手术组，每组各６０例。商环包皮环切术组年龄在
１５至４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９６±３２）岁，其中包皮过长３４
例，包茎２６例。传统手术组年龄在１９至４３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２８９±３５）岁，其中包皮过长３５例，包茎２５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传统手术组给予经典手术方法治疗，并在术后第２ｄ与第

４ｄ更换药物。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治疗方法如下：⑴在确保患
者阴茎处于非勃起充血状态后，选取适当大小的一次性包皮自

动切除环为患者行切除术治疗［３］。⑵帮助患者取平卧位，观察
患者包皮长度、包皮口大小及是否为包茎，判断是否需要备皮，

使用２％的碘伏对手术视野进行消毒后，采用利多卡因凝胶涂
抹至阴茎头与包皮以便于商环内环进入至包皮口内。其中若

包皮口过小，则需先将包皮口粘连分离，以分包阴茎冠状沟充

分显露出来［４］。⑶确保商环套入至阴茎冠状沟处后，将商环外
环套入至包皮外围上，并对包皮内外板的长度给予合理调节，

通常保留内板０８ｃｍ，后采用配套的弹力线与螺丝将商环固定。
⑷术后第２ｄ将因缺血坏死的包皮剔除，并于术后第８ｄ将商环
取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疼痛 ＶＡＳ评

分、并发症发生率及外观满意率。其中疼痛ＶＡＳ评分满分为１０
分，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剧烈疼痛，由术者自我完成。并发症包
括术后出血、切口感染、切口裂开、阴茎水肿、包皮畸形等，外观

满意度则通过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评价量表完成，满分为１０分，
其中４分及以下评为不满意，５分至８分评为满意，８分以上评
为非常满意，以满意与非常满意作为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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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对比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手术时间、愈合时间均显著短于传统

手术组（Ｐ＜００５），而在术中出血量方面，商环包皮环切术组显
著少于传统手术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比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术后并发症率为６６７％，传统手术组

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８３３％，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愈合时间

（ｄ）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 ６０ ５３４±１３９ ０８７±０１８ ２１５±４５

传统手术组 ６０ ３１３４±９３２ ７８２±２３４ １４５±３４

ｔ ８４５ ４０２ ５４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传统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比

组别 例数 术后出血 切口感染 切口裂开 阴茎水肿 包皮畸形 合计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 ６０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０ ４（６６７）

传统手术组 ６０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３（５００）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１（１８３３）

χ２ ９７８

Ｐ ＜００５

　　注：与传统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外观满意度评价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满意度为９３３３％，传统手术组的满意

度为７１６７％，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外观满意度评价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商环包皮环切术组 ６０ ３６（６０００） ２０（３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５６（９３３３）

传统手术组 ６０ ２５（４１６７）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７（２８３３） ４３（７１６７）

χ２ ８９２

Ｐ ＜００５

　　注：与传统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包皮过长主要是指包皮超过正常长度覆盖住尿道口且能

够上翻，而包茎主要是指包皮口狭窄或其与包茎头发生粘连且

无法上翻，此种情况常使得包皮分泌物于包皮下集聚过多而形

成包皮垢，进一步造成感染甚至诱发尿路结石的出现，导致局

部炎症的发生，对患者的正常生活质量及生命健康造成较大的

影响［５，６］。因此，对于包皮过长或包茎的早期治疗至关重要，不

仅有利于炎症等疾病的预防，同时可增加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

度［７］。以往临床上所实施的传统包皮环切术虽有较为成熟的

技术基础，但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此种治疗方法对于术中

包皮内外板切除量无法控制，易造成切缘不整齐的情况［８］。另

外，有研究报道指出，术后阴茎皮下可能因缝线形成的硬节对

外观及功能造成影响，已逐渐被商环包皮环切术所取代［９］。

经过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商环包皮环切术相对于传统包皮

环切术的操作更加简便，其作用原理是通过内环与外环之间产

生的压力使得远端包皮血供阻断，从而使其坏死自动脱落，并促

进了伤口愈合，临床效果更加显著［１０］。总结此种手术治疗方法

具有以下几点突出的优势：⑴由于此种手术方法操作简单，可
由单人独自操作完成。⑵此种手术属于微创手术，出血量较
少，术后无需缝合，缩短了手术时间［１１］。⑶手术时间较短，通常
在３至１０ｍｉｎ内即可完成，同时也减少了人力资源的使用。⑷
在术后无需对伤口换药，缩短了治疗时间，降低了治疗成本［１２］。

⑸由于伤口较小，术后对患者日常生活及工作产生的影响
较小［１３］。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愈合时间分别为（５３４±１３９）ｍｉｎ、（０８７±０１８）ｍＬ、
（２１５±４５）ｄ；传统手术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
分别为（３１３４±９３２）ｍｉｎ、（７８２±２３４）ｍＬ、（１４５±３４）ｄ，组
间相比差异显著。商环包皮环切术组的术后并发症率为

６６７％，传统手术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８３３％，组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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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著。商环包皮环切术组满意度为９３３３％，传统手术组
的满意度为７１６７％，组间相比差异显著。提示商环包皮环切
术较传统手相比更加高效、安全，具有术中出血量少、手术时间

短、并发症发生率低、外观满意度较高等优势，与以往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１４，１５］。综上所述，采用商环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

或包茎临床优势更加突出，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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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环扎术与普通包皮环切术的临床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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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泌尿外科，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包皮环扎术与传统包皮环切术的优缺点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方法：对１３１
例包皮患者行包皮环扎术，另对８７例患者行普通包皮环切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失血量、术中疼痛
评分、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和切口愈合时间等，统计环扎组拆环疼痛评分。结果：包皮环扎组和包皮环切组手
术时间分别为（７０±２２）ｍｉｎ、（２７３±３３）ｍｉｎ；出血量分别为（０４±０２）ｍＬ、（４５±１３）ｍＬ；手术时疼痛
评分分别为（０２４±０５３）分、（０２８±０５７）分；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分别为（１５２±０６２）分、（１６４±０７０）
分；环扎组拆环时疼痛评分（２８５±１６８）分；环扎组切口完全愈合时间为（１６８±０８）ｄ；环切组切口完全愈
合的时间（７２±０７）ｄ。其中，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愈合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及
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包皮环扎术是对传统包皮环切术的简化和改进，具有手
术时间短、出血少、并发症少等优点，适合各级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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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健康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包茎和包皮过长越来
越受到重视，包茎和包皮过长手术率也呈日趋增高的态势。各种

术式的包皮环切术作为治疗包茎和包皮过长的主要治疗手段也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由于包皮环切术不但具有减少包皮外伤、包

皮龟头炎和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作用，还可降低男性获得性 ＨＩＶ
感染风险的作用，所以从男性健康的角度考虑，包皮环切术应大

力推广。目前最常用的包皮术式仍是传统的包皮环切术，该术式

不但创伤较大、术中出血较多，术后再出血、水肿、感染等并发症

也相对较多，且术后愈合期间会阴区不能清洗，影响局部卫生，降

低了患者生活质量［１－３］。包皮环扎术是在传统包皮环切术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简单安全的手术方法，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８月，我科门诊收治包皮过长、包茎患者共２１８例，分别采用包皮
环扎术（１３１例）和包皮环切术 （８７例 ）治疗。现就两种手术方
式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在我院行包皮手术的２１８例患
者分别行包皮环扎术和包皮环切术治疗。其中急性龟头包皮炎

症、隐匿性阴茎、阴茎系带过短、血液病、未控制的糖尿病及包皮

挛缩狭窄等列为手术禁忌。环扎组１３１例，环切组８７例，两组包
茎患者分别为３１例和２２例，年龄１５～４６岁，平均２４５岁，所有
患者术前均无包皮龟头炎急性发作或经治疗病情已控制，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术前准备　根据患者情况进行术前体检、血常规及凝血
检测，排除手术禁忌证，所有患者均签署研究治疗同意书及手

术知情同意书，并发放《术后注意事项》及登记联系电话等。开

具术后口服镇痛药、雌性激素及抗生素，备皮，常规消毒铺巾，

１％盐酸利多卡因 １０ｍＬ行阴茎根部神经阻滞麻醉［４］。

１２２　传统包皮环切术组　先用两把血管钳钳夹住阴茎背侧
包皮正中两侧，再用两把血管钳相距系带约５ｍｍ的地方对称钳
夹包皮边缘，用剪刀于背侧包皮两钳中央间剪开包皮，内板处剪

至冠状沟约８～１０ｍｍ，腹侧同法顺两钳中央间剪开包皮，内板处
剪至系带移行处下方，两侧分别剪去过长的包皮，系带处保留约

８～１０ｍｍ，用电刀逐一凝固出血点，阴茎背侧粗大血管予４－０可
吸收线缝扎，创面无渗血后，继续４～０可吸收线缝合包皮内外
板。环形切口覆盖碘伏纱条，外层包扎无菌纱布，并予以弹力绷

带适当加压包扎即可。术后隔天换药，直至创面愈合［５］。

１２３　包皮环扎术组　选用韩式线扎式环切器（山东威海美

迪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鲁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０５第２６６００４６号）。以产品附带的带有各种孔径的龟头测量
硬纸板测量阴茎头大小，选择相对应型号的环扎器备用；对于

包皮过长者，以３把止血钳提起包皮口（背侧正中１把，腹侧系
带两侧约０５ｃｍ处各钳夹１把），将蘸有碘伏的塑料内环（小口
径端在内）斜行放入包皮内板与龟头之间，内环和阴茎体轴成

角约为４５°～６０°，依据位置调节，并尽量使系带位置位于内环
中线附近；对因包皮外口较窄或包茎而难以放置塑料内环的患

者，需行阴茎背侧切开，止血钳注意钳夹剪开包皮处，可以减少

术野出血及位置变动导致内环放置角度不佳。调整位置后以

塑料钳夹器及外环将包皮夹紧固定于内环上，用双股弹性结扎

线沿钳夹器外缘环绕数圈紧紧将包皮结扎固定于塑料内环的

凹槽中，随后卸除钳夹器，将双股弹力绷带顺塑料环适当调整

位置，平整结扎包皮，再次将钳夹器固定于塑料内环上，并注意

观察近端及钳夹器处包皮，防止包皮皱缩等。术后７～８ｄ返院
拆除钳夹器及塑料内环，将坏死包皮痂壳剪除，暴露龟头［６］。

１３　观察指标
围手术期观察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中疼痛评分

等。术后观察指标：术后２４ｈ疼痛、拆环时疼痛、伤口水肿、伤口
感染、伤口出血、伤口裂开、伤口愈合时间、术后外观满意度。

疼痛评分：采用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进行疼痛评
分，在纸上画一条线，长度０～１０ｃｍ，两端分别标有“０、１、２、３、
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０”端代表无痛，“１０”端代表最剧烈疼痛。
记录手术时疼痛评分、术后２４ｈ疼痛、拆环时疼痛评分。愈合
标准：创面结痂脱落，无渗出及裂隙。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８例患者均成功手术，多数患者手术次日能正常工作。

术后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包皮内板水肿，多为轻度，无需特殊

处理。环扎组手术时间 ５～１２ｍｉｎ，平均（７０±２２）ｍｉｎ，出血
量０～２ｍＬ，平均（０４±０２）ｍＬ；环切组手术时１８～３５ｍｉｎ，平
均（２７３±３３）ｍｉｎ，出血量３～１２ｍＬ，平均（４５±１３）ｍＬ。两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时疼痛评分两组
分别为（０２４±０５３）分、（０２８±０５７）分；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
分别为（１５２±０６２）分、（１６４±０７０）分；环扎组拆环时疼痛
评分（２８５±１６８）分；术后疼痛评分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术后护理环扎组术后护理更简单，不容易创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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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当日即可洗澡，无须来院换药，仅局部消毒，保持局部清洁

即可；环切组创口容易感染，需要无菌敷料包扎固定，敷料容易

被出血及尿液浸湿，需定期来院换药。

环扎组切缘整齐、外形美观、无皮下硬节及线结等，环扎组切

口完全愈合时间为（１６８±０８）ｄ，环扎组切缘整齐美观优于环切
组；环切组切缘不够平整，有针眼，术中结扎出血点处易形成皮下

硬结，环切组切口完全愈合的时间（７２±０７）ｄ，愈合时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优于环扎组。环扎组拆除环切环后７例
出现包皮肿胀内外板部分裂开，给予可吸收线缝合，间断换药 ３
～４周后愈合，严重水肿８例，予以口服药物后缓慢自行消退。
环切组中２例术后早期（２４ｈ内）出现血肿，再次手术止血，术后
愈合正常；局部创缘愈合不佳２例，给予换药至１周后愈合，术后
水肿３例。
#

　讨论
包皮环切术是最古老的外科手术。包皮环切后，最大限度

上去除了包皮下温暖潮湿的环境，减少了微生物的存活和繁

殖，易于保持生殖器的卫生，大大减少了多种性传播病原体引

起的男性生殖道感染。目前常用的成人包皮环切方法有传统

包皮环切（如：背侧剪开包皮环切术、袖套式包皮环切术、改良

包皮环切术等）［７，８］，但是由于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术后疼痛较

重，易出现水肿、血肿、感染等并发症，以及伤口切缘不整齐而

影响美观等缺点，促使新的专用于包皮环切手术的器械不断出

现，具有代表性的包皮环切器有 Ｔａｒａ，ＳｍａｒｔＫｌａｍｐ，ＧｏｏｄＭａｌｅ，
ＫｉｒｖｅＫｌａｍｐ，Ｐｌａｓｔｉｂｅｌｌ，中国商环等。本组所采用的包皮自动切
除环即为其中一种，原理是利用弹力结扎线结扎包皮及钳夹器

双重阻断过长包皮远端血运致过长包皮缺血坏死，拆环后１～２
周内促使包皮内板和外板的愈合，故也称为包皮环扎术。与传

统包皮环切术相比，使用包皮环扎器施行包皮环扎术无需用剪

刀及缝合手术用具，操作简单方便，手术时间短，疼痛轻，感染

机会减少，在门诊即可完成。切缘整齐、美观、瘢痕少、手术出

血少、无结扎线头。术后可以自由活动，沐浴，不影响排尿［９，１０］。

但是包皮环扎术毕竟是一种新的术式，为了取得预期的手术

效果及减少并发症，临床上应用起来应注意如下几点：（１）选取
合适的环：环的规格太大可导致外环的边缘压迫近端正常的包

皮，导致近端包皮水肿加重、溃烂，延长愈合时间；环的规格太小

在阴茎勃起时容易引起龟头嵌顿，局部疼痛，并影响龟头血运，容

易引起龟头水肿。大多数包皮患者处于性冲动活跃期，为了达到

更好的手术效果，因此术前应仔细询问患者勃起时阴茎的大致长

度和直径，以便于保留合适长度的包皮内外板和选择合适规格的

环；（２）术中位置调整：将内环抵达冠状沟处，如出现背侧高腹侧
低的现象，可依据内环和阴茎体成角的大小分别调整包皮内外板

高度，内板保留０５～１０ｃｍ，包皮系带完整保留，内环置入时倾
斜过多者容易使腹侧包皮保留过多，应适当调整腹侧包皮的长

度，减少内环倾斜角度。（３）取环时浸泡：取环时间一般为术后ｌ
周。坏死的包皮圈变干发黑后再取，我们一般采取生理盐水浸泡

患处２０～３０ｍｉｎ，待已经坏死的痂皮充分松软后取环，临床实践中
我们发现能明显减轻患者疼痛评分，不会影响切缘愈合时间，也

未发现因为浸泡引起感染的病例。

目前各种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其优点得

到很多医师的认可，也受到患者的普遍欢迎。但总结我们使用

包皮环扎器的临床体会，我们认为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

要特别注意：（１）要严格掌握适应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应
用包皮环切器，比如包皮内板与龟头粘连严重者、糖尿病患者、

系带过短者、包皮龟头炎急性期及阴茎畸形如隐匿型阴茎、蹼

状阴茎等均不适用。（２）术后伤口愈合时间较长，常规需１０～
１４ｄ左右，部分患者愈合时间延长至２０ｄ以上，另有部分患者在
术后１周，拆环后出现伤口裂开、渗出甚至溃烂等情况，创面干
洁程度并不优于传统手术，拆环后局部护理要较传统术式复

杂、费时［１１，１２］。（３）取环时的疼痛：特别是在取内环时，因坏死
的包皮圈痂壳较硬，需用生理盐水将包皮环浸润变软后拆环，

另外弹力线剪开时瞬间剧痛，较多患者反映此时疼痛级别为１０
级，需提前充分告知患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４）术后包
皮水肿：近２０％～３０％的患者术后出现包皮水肿，考虑与环扎
后组织淋巴回流无法快速建立有关，虽然水肿术后逐渐消失，

随访结果表明部分患者吸收时间长达３～６个月［１３］。（５）环扎
器材质较硬，术后需留置内外环一周，舒适度差，影响活动及

睡眠［１４，１５］。

综上，包皮环扎术作为一种新的术式在临床中开展，必须

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充分告知患者各种术式的利弊，让患者

有充分的知情权及自主选择权，积极、稳妥的开展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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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包皮环切术与包皮环切器包皮切除术的临床对
比研究
潘海华１　潘慧仙２　童锋１　赵伟１　卫华松１

１兰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１００
２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９

【摘　要】　目的：对比研究普通包皮环切术与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我院收治的包茎或包皮过长的患者２４８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将之随机分成环切器组和普通组，
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并发症及疗效等进行比对分析。结果：环切器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均要显著

少于普通组（Ｐ＜００５），且手术费用较低，伤口愈合较快，患者术后疼痛较轻，满意度较高，与普通组相比差异均十
分显著（Ｐ＜００５）；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主要体现在感染方面，环切组均要显著低于普通组（Ｐ＜００５），且普通
组总发生率要更高（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具有微创的特点，其疗效较佳，并发
症发生率低，易于被患者接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包茎；包皮过长；包皮环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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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茎及包皮过长是泌尿外科中较多见的一类疾病，其临床
表现为尿道感染、包皮局部红肿等，包皮垢长期的积聚亦可对

阴茎头造成刺激，导致阴茎癌的发生。随着生活质量和健康意

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包茎和包皮过长的危害，并

选择手术进行治疗［１］。传统的包皮环切术是治疗该病的常用

手术方式，但该术式引起并发症较多，且易出现系带长短不适、

包皮切除过多等情况。使用包皮切环器是近年来逐渐开展的

新技术，该术式具有切除范围准确、造成疼痛较轻等优势［２］。

本次研究中，我们将２４８例包茎或包皮过长的患者作为对象，对
比分析了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与普通包皮环切术的疗效，并

取得了一定成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我院收治的包茎或包皮过长
的患者２４８例作为对象。其中，包皮过长１８２例，包茎６６例，患
者年龄在５～５１岁间，平均年龄（１８７±４６）岁。所有患者在术
前均接受血常规、血糖及凝血等检查，且均排除有系带过短、急

性尿路感染、凝血功能障碍等情况。将患者随机均分为环切器

组和普通组，两组患者的相关资料经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进行组间比对（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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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基线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包皮过长 包茎

普通组 １２４ １８９±４３ ７１ ５３

环切器组 １２４ １８４±４６ ７４ ５０

ｔ／χ２ — １２８ ０１５ ０１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术时均取平卧位，在常规消毒铺巾后使用１％利多卡

因（河北长天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７８２５）
进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或基础麻醉 ＋骶麻，而后两组各行其手
术方法。

普通组１２４例患者行常规包皮环切术。麻醉完成后，将包茎患
者粘连的包皮进行分离，对其内包皮垢进行清除，使用组织剪刀从

包皮背面剪开至距冠状沟０６ｃｍ左右处，从包皮腹侧剪开至距冠状
沟０７ｃｍ左右处，腹侧系带长度保留较北侧长约０２ｃｍ。在将包皮
进行环切一圈后予电凝止血，使用可吸收线进行常规缝合并用纱布

包扎伤口，可吸收缝线可自行脱落，无需拆线。

环切器组１２４例患者行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所用仪器为常
州安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一次性使用包皮环切器（苏食药

监械（准）字２０１１第２０９００７４号）。麻醉完成后，通过厂家提供的配
套量尺选取合适规格的环切器。在阴茎干上套置内环，并将包皮翻

至内环之上，此环节若患者包皮口较窄或难以反转，可先将粘连包

皮进行扩张并清除包皮垢，而后将阴茎背侧包皮剪开，用止血钳夹

住切口近端，以免包皮反转时内板被撕裂［３］。对包皮的内外板距

离进行适当调整，内板保留０９ｃｍ左右，系带全部保留，在确定系带
无张力后压入外环并扣上固定齿，将多余包皮切除，最后于包皮切

缘做４个左右切口以防患者勃起疼痛。术后６～１０ｄ内依据患者切
口愈合状况去除内外环［４］。术中通过纱布收集患者术中出现的血

液，并通过称重对血量进行测定；术后通过纱布、纸垫等收集血液并

测定。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手术时间，采用称重法测量术中及术后１

周内出血量。同时对患者进行２周的随访，比较分析手术费用、
伤口愈合时间（判断伤口愈合的标准为：观察伤口是否有分泌

物，红肿，疼痛等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１周疼痛评分，
其中术后疼痛采用ＶＡＳ疼痛评分标准进行评价。满意度评价
量表通过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评价量表完成，包括外观满意度、

生活质量、性生活质量等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得分在８０分及以
上评为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进行表示，采用ｔ检验、χ２检验分别对不同数据进行处理，
若Ｐ＜００５，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对比

环切器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均要少于普通

组，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１　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出血量

（ｍＬ）

普通组 １２４ ２３１±３２ ５３±１４ ４７±０６

环切器组 １２４ ４８±２１ １２±０３ ０

ｔ — １４８２ ９７３ １９４７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随访结果对比
环切器组的手术费用较低，伤口愈合较快，患者术后疼痛

较轻且满意度较高，与普通组相比差异均十分显著（Ｐ＜００５），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随访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费用（元） 伤口愈合时间（ｄ） 术后疼痛评分（分） 患者满意度［ｎ（％）］

普通组 １２４ ８５２４±１５３ １０６±３１ ４７±１６ ９７（７８２）

环切器组 １２４ ５８１７±１６９ ７６±４８ ２３±１４ １２０（９６７）

ｔ／χ２ — １７２１ １２８３ ５７４ １９３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术后并发症对比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主要体现在感染方面，环切组均要

显著低于普通组（Ｐ＜００５），且普通组总发生率要更高（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表４　两组术后并发症对比

组别 例数 术后感染 重度水肿 创缘裂开 系带对合不良 总发生率（％）

普通组 １２４ ９（７３） ６（４８） ３（２４） ４（３２） １７７

环切器组 １２４ ２（１６） ２（１６） ３（２４） １（０８） ６５

χ２ — ４７４ １１５ ０１７ ０８０ ７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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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包茎及包皮过长是最多见的男性生殖器疾病之一，长期的

包茎使得患者的阴茎头暴露机会较少，这会导致阴茎头无法有

效被清洗，冠状沟内会集聚大量的包皮垢，易使患者发生包皮

炎、尿道感染等疾病，尤其是包皮垢长期的慢性刺激，还会促使

阴茎癌的发生，性生活时也有可能造成配偶发生宫颈癌［５，６］。

传统治疗包皮过长及包茎的手术方式有背侧剪开包皮环切术、

改良包皮环切术等，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对普通组采用的是剪刀

法包皮环切术，通过从背部剪开包皮而后进行环切［７］。该方法

操作较为简单，但是手术时间较长，而且因为包皮处的神经、血

管分布较多，术中易造成大量出血，术后短时间内会出现疼痛

和出血。相关文献表明，随着近年来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良，普

通包皮环切术后患者术后创口裂开、血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有

一定下降，但由于手术时间长且术中止血环节多，患者术后发

生感染、出血的情况仍有发生［８，９］。包皮环切器切除包皮是一

种新型的环切手术，目前已经有了标准化的手术方案，该术式

操作简易且手术时间少，术后出血及并发症发生较少、恢复快，

且其微创的特点可起到较好的美容效果，易于被患者接受［１０］。

本次试验中，我们主要研究了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治疗

的临床效果，并将之与普通包皮环切术进行了比较。结果显

示，环切器组的手术时间要明显短于普通组，且术中、术后出血

量更少，这与近年来相关文献所述一致，表明使用环切器后手

术操作更加简易，一方面减轻了患者的的痛苦，避免了术后血

肿、出血多等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医师的工作负

担［１１，１２］。此外，环切术组的手术费用更低、伤口愈合更快、术后

疼痛较轻，患者对手术的满意度也很高，这是由于剪刀法包皮

环切术中，包皮的切除主要通过医师目测及经验进行，对患者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使用环切器则可以有效掌控切

除区域，因此患者所受损伤更少，而且环切器使用后的切缘较

为整齐，美观效果好，患者的满意度更高，这符合现在人们对性

的要求［１３，１４］。我们还对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发现普通组发生率要更高，尤其突出在术后感染和重度水肿方

面，这是因为使用环切器后患者创面较干燥，感染几率较少，且

对组织伤害较小，因此重度水肿发生率低，而普通环切因为造

成损伤较大，术后需要定期换药，伤口较潮湿，故感染、重度水

肿发生情况更多［１５，１６］。笔者认为，在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实

施时应当重视对合适环切器的选择，其型号过小易造成排尿困

难、疼痛，过大则难以放置内环，同时术后应尽早脱去内环，以

防阴茎头嵌顿、炎症等的发生［１７，１８］。

总之，包皮环切器包皮环切术的疗效较佳，并发症发生率

低，更符合患者要求，有在临床上进行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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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复合地佐辛凯纷在子宫全切术后
患者自控静脉镇痛中的对比
金娟新１　王瑜２　潘敏珠３

１海宁市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０６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麻醉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３海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０６

【摘　要】　目的：分析比较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复合地佐辛在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中的临
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行腹腔镜子宫全切术患者１２０例。分为观察 Ａ组、观察 Ｂ组、观察 Ｃ组、对照组。
观察Ａ组为右美托咪啶０５μｇ／ｋｇ＋地佐辛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 ＋托烷司琼８ｍｇ；Ｂ组为右美托
咪啶１μｇ／ｋｇ＋地左辛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托烷司琼８ｍｇ；Ｃ组为右美托咪啶１５μｇ／ｋｇ＋地左
辛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 ＋托烷司琼８ｍｇ；对照组为地佐辛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注射
液＋托烷司琼８ｍｇ。观察患者术后１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的ＶＡＳ、Ｒａｍｓａｙ评分、收缩压、舒张压、心率、血液中
５－ＨＴ、Ｐ物质以及儿茶酚胺浓度，４８ｈ内不良反应情况。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Ａ组、观察 Ｂ组术后６、
１２ｈＶＡＳ对照显著降低，观察Ａ组术后１ｈＶＡＳ显著增高。与对照组相比，观察Ａ组术后１ｈ及观察Ｂ组术
后１、６ｈ和观察Ｃ组术后１、６、１２、２４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与观察Ａ组相比，观察Ｂ组术后６ｈ和对照
组术后１、６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与观察Ａ组相比，观察Ｂ组术后１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观察Ａ
组、Ｂ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观察 Ａ组、对照组相比，观察 Ｂ组血压和心率以及肾上腺素和
去甲肾上腺素波动更加平稳（Ｐ＜００５），且观察组血浆ＳＰ浓度与５－ＨＴ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组间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右美托咪定复合地佐辛在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中的临床效果显
著，但临床应用时要注意使用合适剂量，减少不良反应。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地佐辛；子宫全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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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通常选择单独使用阿片
类镇痛药［１］，文献报道显示，此类方法在临床镇痛中虽起一定

效果，但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仍成为困扰临床医生的难题［２］。

使用理想的术后镇痛方法，能够减少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并促

进患者健康回复，对于提高患者术后舒适度、改善生活质量至

关重要。右美托咪定是较为新型的镇静药物，为 α２肾上腺素
能受体激动剂，在临床中不能替代阿片类镇痛药，但因其作用

时间快，患者恢复效果好而备受临床医生喜爱［３］。该药物在国

内临床应用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国人体内术后镇痛镇静剂量研

究较少，而对于ＰＣＡ泵来说，选择一个最理想的剂量至关重要。
若给药剂量不足，则无法起到有效的镇痛作用，若剂量过量，则

会提高不良反应发生率。因此，本次研究将采用右美托咪定联

合地佐辛方法，探究其不同剂量在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

镇痛中的临床效果，为临床使用提供一定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子宫开腹全切术患者
１２０例，本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事先与患者已签知情同
意书。年龄２０～６３岁，平均年龄（４５８８±７８４）岁，平均体重为
（５７８５±６５４）ｋｇ，ＢＭＩ为１８～２３ｋｇ／ｍ２，ＡＳＡ分级为Ⅰ －Ⅱ级。
手术时间为（２４５±０５１）ｈ，平均输液量为（１３４３±３４５）ｍｌ。其
中，子宫肌瘤患者７８例，子宫上皮内瘤变４２例。所有患者均无
严重心肺功能障碍以及内分泌疾病，且所有患者无既往长期服

用镇痛药史，无慢性疼痛病史。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Ａ
组、观察Ｂ组、观察Ｃ组和对照组。观察 Ａ组平均年龄（４５９５
±７８８）岁，手术时间（２４７±０５２）ｈ，平均输液量（１３６４±３５１）
ｍＬ；观察Ｂ组平均年龄（４５８９±７８４）岁，手术时间（２４５±
０５１）ｈ，平均输液量（１３４８±３４６）ｍＬ；观察Ｃ组平均年龄（４５６７
±７６４）岁，手术时间（２４４±０５２）ｈ，平均输液量（１３２１±３４１）
ｍＬ。所有患者麻醉诱导使用丙泊酚（批号 ＫＰ６２２，阿斯利康公
司，效应室浓度３０μｇ／ｍＬ）、舒芬太尼（批号：２ｌ１０７０７Ａ３，宜昌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０４μｇ／ｋｇ）以及顺式阿曲库铵（批号：
１２１１１２１３，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０１５ｍｇ／ｋｇ），维持麻醉使用

丙泊酚（３０μｇ／ｍＬ）（ｍａｒｓｈ模式）、右美托咪定０５μｇ／ｋｇ·ｈ、瑞
芬太尼（批号：１１０２６０６Ａ４，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０１５μｇ／（ｋｇ
·ｍｉｎ）、间断静注阿曲库铵（２５ｇ～５ｍｇ），术前３０ｍｉｎ时停止继
续使用阿曲库铵及右美托咪定，静脉注射地佐辛 ５ｍｇ＋凯纷
５０ｍｇ，手术过程中均要输注乳酸林格液（批号：１２１０２００３，浙江
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６％的羟乙基淀粉（批号：
１２０１０１７，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维持血流动力学稳
定［４］。所有患者术后均顺利拔管，于复苏室观察后接止痛泵回

病房，手术时间（１７６±０５６）ｈ，平均出血量为（５３７４±２１４２）
ｍＬ。如果患者术后２４ｈ内再次行手术则退出本研究。
１２　实验方法

观察Ａ组、Ｂ组、Ｃ组右美托咪定（批号：１２０６１４３４，江苏恒瑞医
药有限公司）剂量分别为０５μｇ／ｋｇ、１μｇ／ｋｇ、１５μｇ／ｋｇ，地佐辛（批
号：２００８０３２９，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
注射液＋托烷司琼［５］；对照组给予地佐辛（批号：２００８０３２９，扬子江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０８ｍｇ／ｋ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托烷司琼。
观察患者术后１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ＶＡＳ，Ｒａｍｓａｙ评分。每组患者在
给予镇痛时首次负荷量为２０ｍＬ，维持量控制在２０ｍＬ／Ｌ，匀速注
入。当镇痛效果不理想时，患者可以自行按压ＰＣＡ键给药，按压一
次的药量也控制在０５ｍＬ，锁定时间为１５ｍｉｎ。每个患者使用镇痛
泵持续镇痛４８ｍ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遵照医嘱适当调整。若按压
ＰＣＡ键仍不能达到理想的镇痛效果，可以给予患者芬太尼５０μｇ／
次，效果仍不满意者则剔除实验，改用其他镇痛方法。

１３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包括 ＶＡＳ评分，Ｒａｍｓａｙ评分，不良反应，收缩压，

舒张压，心率，血液中５－ＨＴ、Ｐ物质及儿茶酚胺浓度。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统计
学分析，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数据具有统计学。
"

　结果
２１　术后ＶＡＳ评分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Ａ组、观察 Ｂ组、观察 Ｃ组术后６ｈ、１２
ｈＶＡＳ显著降低。见表１。

表１　术后ＶＡＳ评分

组别 例数（ｎ）
ＶＡＳ评分（分）

术后１ｈ 术后６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术后４８ｈ

观察Ａ组 ３０ ３９±１５１ ２８±０７４ １１±０７４ ０８±０２４ １３±１１７

观察Ｂ组 ３０ ２２±１０９ ０３±０６３△ ０３±０６４ ０８±０７１ １３±１０９

观察Ｃ组 ３０ ２６±０７９ ０３±０６１△ ０５±０７７ １０±１１１ １０±１１３

对照组 ３０ ２７±０７９ １２±０７１ １３±１１１ １７±１０４ １１±０７８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观察Ａ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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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术后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Ａ组术后１ｈ及观察Ｂ组术后１ｈ、６ｈ和

观察组术后１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与观察Ａ

组相比，观察Ｂ组术后６ｈ和观察组术后１ｈ、６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
分增高；与观察Ｂ组相比，观察组术后１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
高。见表２。

表２　术后Ｒａｍｓａｙ评分

组别 例数（ｎ）
Ｒａｎｓａｙ评分（分）

术后１ｈ 术后６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术后４８ｈ

观察Ａ组 ３０ ２２±０４２ ２０±０２９ ２６±０４８ ２８±０７４ ２３±０４７

观察Ｂ组 ３０ ２３±０４９ ３３±０５１ ２７±０４４ ２５±０７６ ２５±０８１

观察Ｃ组 ３０ ３０±０８１△＃ ３３±０６１△＃ ３０±０５７ ３２±０３９ ２５±０３８

对照组 ３０ １５±０５２ ２３±０４７ ２０±０２９ ２３±０４８ ２２±０７８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观察Ａ组相比，△Ｐ＜００５；与观察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四组不良反应对比
观察Ａ组、Ｂ组、Ｃ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四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头晕头痛 皮肤瘙痒 呼吸抑制 过度镇静 心动过缓 总发生率（％）
观察Ａ组 ３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６６７△

观察Ｂ组 ３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６６７△

观察Ｃ组 ３０ ２ ２ ０ ０ ３ １ ２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３ ３ １ ０ ２ ０ ３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观察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四组血压、心率及儿茶酚胺、５－ＨＴ和ＳＰ对比
与观察Ａ组、观察Ｃ组和对照组相比，观察 Ｂ组血压和心

率以及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波动更加平稳（Ｐ＜００５），且

观察组血浆ＳＰ浓度与５－ＨＴ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组间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表５、表６。

表４　四组血压、心率对比
组别 例数（ｎ） 项目 术后１ｈ 术后６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术后４８ｈ

观察Ａ组 ３０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０４７±９５０ １０６８±２７４ １１５８±５６１ １１５６±５７１ １２２６±４１２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７２２±６７０ ６５４±６２９ ６７３±８９９ ６３７±３８８ ８２４±３３４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５２±５８２ ７５６±６３４ ７７３±４５１ ７７１±３５３ ７７３±３７８

观察Ｂ组 ３０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０１５±６２３ １０５９±２１５ １０５６±５６１ １１１３±３４６ １１４６±７３３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７２１±６７１ ６５８±５３９ ６５６±６４４ ６２４±２４７ ６６８±７５６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０５±５７６ ６９９±６３１ ７０３±４８４ ７０２±６６０ ７１３±５０２

观察Ｃ组 ３０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９９２±３５６ ９２６±７７１ １０３３±６１２ １０８８±３１２ １１８１±６３２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７０４±３７５ ６４９±４７３ ６１１±３６７ ６０２±４１４ ７４８±７５６
ＨＲ（次／ｍｉｎ） ６８４±３２７ ７０９±６７１ ６９８±８１３ ７０１±８５１ ７２９±４５６

对照组 ３０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９７２±３４１ １１１７±４１８ １１２４±７３４ １１７８±５４０ １２３７±３４７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７２６±５３７ ７０４±５９１ ５８３±５６７ ８０５±４１４ ８３５±２４６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１２±３３３ ８５４±６５５ ８３３±５５０ ８２８±７１６ ８２８±４５１

表５　四组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对比（ｎｇ／Ｌ）
组别 例数（ｎ） 项目 术后１ｈ 术后６ｈ 术后２４ｈ

观察Ａ组 ３０ 肾上腺素 １３４±４７ １４７±４８ １３６±４６
去甲肾上腺素 ３８４±５２ ５１７±７４ ４４２±５５

观察Ｂ组 ３０ 肾上腺素 １３７±４７ １４１±４８ １３８±４６
去甲肾上腺素 ３８１±５２ ４９６±６１ ４２４±５３

观察Ｃ组 ３０ 肾上腺素 １３１±４６ １４２±４８ １３５±４５
去甲肾上腺素 ３６９±４９ ４９１±６９ ４３２±５８

对照组 ３０ 肾上腺素 １３２±４６ １４２±４７ １３５±４７
去甲肾上腺素 ３８２±５４ ４９９±７２ ４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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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四组５－ＨＴ和ＳＰ浓度对比

组别 例数（ｎ） ５－ＨＴ（ｎｇ／ｍＬ） ＳＰ（ｎｇ／Ｌ）

观察Ａ组 ３０ １３２４３±２１３４ １９２±２４３

观察Ｂ组 ３０ １３０４３±２０１５ １７５±２４

观察Ｃ组 ３０ １３１５３±２１３１ １７６±２３４

对照组 ３０ １５７４３±２２２４ ２１５４±２１２

#

　讨论
临床中用于术后镇痛的药物主要以阿片类镇痛药为主，通

过作用于体内阿片受体，而发挥模拟内源性阿片肽发挥作

用［６］，从而干扰中枢痛觉神经传导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

用，继而产生缓解疼痛的效果［７］。有相关文献报道显示，对于

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时，单独使用阿片类镇痛药虽

然有一定效果但是并不完善［８］，且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因效果

不持久等原因可能会造成过量等不适当的使用，这样则极易导

致患者发生中毒反应等情况，威胁患者生命健康［９］。为了尽最

大努力减轻子宫全切术后患者痛苦的同时，减少或缓解患者不

良反应的发生，本次研究将比较分析右美托咪定联合地左辛在

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中的临床效果。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 α２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选择性作用
于α２Ａ受体，从而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的产生，抑制阻断痛觉神
经信号传导［１０］。该受体主要存在于脑与脊髓中，通过作用于此

起到镇静止痛的临床效果，但却因其镇痛作用有一定局限性，

所以不能单独作为阿片类镇痛药使用［１１］。根据相关文献显示，

使用右美托咪定可以有效使患者镇静、止痛，且反应迅速，作用

时间不长，对机体恢复正常感觉影响较小，临床上使用效果较

好［１２］。地左辛是一种较新型的阿片类镇痛药，既为κ受体激动
剂，同时也是 μ受体拮抗剂，镇痛效果强于传统阿片类药物如
吗啡，同时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反应相对传统药物小，安全性

较高［１３］。

虽然地佐辛在临床术后镇痛应用中效果较好，但是为了进

一步提高对患者镇痛效果同时减少阿片类镇痛药使用剂量［１４］，

将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右美托咪定联合地左辛使用疗效与其他

组进行对比。为了得到右美托咪定最适宜的使用剂量，达到最

好的镇痛效果，将对观察组分为三组，分别给予不同剂量，同对

照组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Ｂ、观察 Ｃ组术后
６ｈ、１２ｈＶＡＳ对照显著降低，观察Ａ组术后１ｈＶＡＳ显著增高。
该结果说明，观察Ｂ、Ｃ组所使用的右美托咪定剂量可能是理想
剂量，得到更好的镇痛效果。近年来关于右美托咪定的相关文

献大多数均探讨其使用剂量，曾有学者研究１和２μｇ／ｋｇ剂量的
右美托咪定是否可以改善儿童腹股沟疝修补术后不甚理想的

麻醉效果，还有人曾经提出右美托咪定可能会增加左布比卡因

的局麻效果并作出相关研究。本次研究与上述若干参考文献

相似，皆表明右美托咪定有一定辅助麻醉药物镇痛效果，同时

基于不同剂量予以讨论。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组间患者镇痛镇静情况及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对不同组患者进行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统计［１５］。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Ａ组术后１ｈ及观察Ｂ
组术后１ｈ、６ｈ和观察Ｃ组术后１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
评分增高；与观察Ａ组相比，观察Ｂ组术后６ｈ和观察Ｃ组术后
１ｈ、６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与观察 Ｂ组相比，观察 Ｃ组术

后１ｈ的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增高。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观
察Ｂ、Ｃ组镇痛镇静效果相对较好，较为清醒镇静，是理想的选
择剂量。观察Ａ组、Ｂ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观察 Ｃ组和
对照组（Ｐ＜００５），结合此结果，选择观察Ａ、Ｂ组的使用剂量不
但可以确保患者镇痛镇静效果较好，同时也减少不良反应事件

发生，较为理想。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联合地左辛在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自

控静脉镇痛中的临床效果显著，但临床应用时要注意使用合适

剂量，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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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在有出血高危因素的剖宫
产术中的应用
王慧玲１　党慧娟２　高娅１　申宇１

１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黄陵县隆坊医院妇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２７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在有出血高危因素的剖宫产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有出血高危因素的剖宫产７６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４０例，在胎儿娩出后常规宫体注射
缩宫素２０Ｕ，再静脉注射缩宫素２０Ｕ，同时安列克２５０μｇ稀释至５ｍＬ后多点宫体注射。对照组３６例，在胎儿
娩出后常规宫体注射缩宫素２０Ｕ，再静脉注射缩宫素２０Ｕ。观察两组术中及术后２ｈ出血量。结果：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毕阴道积血量较对照组显著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２ｈ出血量较对照组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无不良副反应发生。结论：在常规使用缩宫素的同时，采用安列克多点宫体注射，在有出血
高危因素的剖宫产术中应用临床效果较好，用药方便、安全。

【关键词】　卡前列素氨丁三醇；剖宫产；出血；高危因素；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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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收缩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剖宫产
出血的主要原因［１－６］。而剖宫产本身即是产后出血的危险因

素［７］。如何有效预防及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对患者的预后极

为重要［８，９］。为寻找一种简便易行、安全有效的减少剖宫产术

中出血的方法，我院选择有高危出血因素剖宫产７６例为研究对
象，旨在探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商品名：安列克）在其

中的应用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用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有出血高危因素剖
宫产７６例，没有前列腺素类药物使用禁忌证，随机分为观察组
及对照组。观察组４０例，年龄２０～３９岁，平均２９５岁；孕周
３６～４２周，平均３９周；初产妇２８例，孕产次≥２次１２例。对照
组３６例，年龄２０～３９岁，平均２９５岁；孕周３４～４２周，平均３８
周；初产妇２４例，孕妊娠次数≥２次８例。两组年龄、妊娠周
数、妊娠次数及剖宫产原因的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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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剖宫产手术指征分布情况

手术指征 观察组　　 对照组　　

巨大儿

疤痕子宫

前置胎盘

重度子痫前期

双胎

羊水过多

高龄产妇

活跃期停滞

贫血

血小板减少

合计

６（１５）
８（２０）
２（５）
５（１２５）
２（５）
１（２５）
９（２２５）
４（１０）
１（２５）
２（５）
４０（１００００）

５（１３９）
７（１９４）
１（２７８）
４（１１１１）
１（２７８）
２（５５６）
１０（２７７８）
３（８３３）
２（７１４）
１（２７８）
３６（１００００）

１２　产后出血高危因素

根据产后出血可能性判断及产后出血防治评分标准［１０，１１］，

产后出血高危因素是指：子痫前期、羊水量过多、胎儿偏大、贫

血、有剖宫产史、双胎妊娠、产程延长、高龄产妇、妊娠次数大于

２次者、胎膜早破、前置胎盘、血小板减少。７６例中有同时存在
多种高危因素者，有只存在一种高危因素者。

１３　方法
麻醉常规应用硬腰联合麻醉或单腰麻醉，常规剖宫产手术

方法操作。观察组在胎儿取出后胎盘娩出前立即子宫肌层注

射缩宫素２０Ｕ，再静脉滴注缩宫素２０Ｕ，同时卡前列素氨丁三醇
注射液（商品名：安列克）２５０μｇ（生产企业：常州四药制药有限
公司，剂型：注射液，规格１ｍＬ：２５０μｇ）稀释至５ｍＬ后多点宫体
注射。对照组在胎儿取出后胎盘娩出前立即子宫肌层注射缩

宫素２０Ｕ，再静脉滴注缩宫素２０Ｕ。
１４　监测指标

（１）术中出血量：采用容积法和称重法准确计算出血量：用
吸引器容器中总液体量减去之前容器中的羊水量为此次出血

量；并用称重法称湿血后纱块较前增加的克数，即１０５ｇ等于
１ｍＬ血液，计算出纱块上的血液量，二者之和为术中出血量。
（２）手术结束按压子宫底后阴道出血量：术前臀下置一专用弯
盘，周围放置备好的敷料，用容积法和称重法计算出血量。（３）
术后２ｈ阴道流血量：术后２ｈ采用专用的弯盘垫于臀下收集血
量，以容积法计算。（４）胎盘自然剥离娩出情况：胎盘在３ｍｉｎ
内自然剥离娩出。（５）注意前列腺素的副反应：全身寒颤、体温
升高、恶心呕吐、血压变化、氧饱和度、脉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ｔ检验或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毕阴道积血量及术后２ｈ出血量均显

著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观察组胎盘在３ｍｉｎ内娩出
者３８例（９５％），２例胎盘粘连徒手剥离取出，对照组胎盘在
３ｍｉｎ之内娩出１９例（５２７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无副反应发生。

表２　两组产后出血量比较（ｍＬ）

组别 ｎ 术中出血量 术毕阴道积血量 术后２小时出血量

观察组 ４０ ２７２±５６５ａ ３５±２０２ａ ８０±５０１ａ

对照组 ３６ ３４３±５４５ ８０±２２５ １４０±８０５

　　注：ａ：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随着剖宫产安全系数加大，剖宫产率也随之上升，

但剖宫产出血量较阴道分娩多的难题尚未妥善解决［１１］。相对

于阴道分娩，剖宫产时出血量增加近２５０ｍＬ［１２］。剖宫产出血的
治疗，目前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１２］。积极管理第三产程是预防

产后出血行之有效的方法［１３，１４］。常规预防和治疗产后出血的

方法主要是在胎儿娩出后给予缩宫素。缩宫素为多肽类激素

子宫收缩药，缩宫素静脉滴注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缩宫素需

与其受体结合而发挥作用，且作用于宫体，对宫颈及子宫下段

作用微弱，当缩宫素受体饱和后增加剂量效果不明显反而出现

副作用，可使尿量减少导致水中毒，故２４ｈ缩宫素控制在８０～
１００ＩＵ。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商品名：安列克）为天然前
列腺素Ｆ２ａ的（１５ｓ）－１５甲基衍生物的氨丁三醇盐溶液，它的
分子结构上１５位甲基取代羟基，可对抗１５－羟脱氢酶对它的
灭活作用，使半衰期延长，生物活性增强，胃肠道不良反应减

轻；前列腺素的衍生物作为钙离子载体，提高细胞内钙离子浓

度，抑制腺苷酸环化酶，激活肌浆球蛋白轻链酶，具有强而持久

的刺激子宫平滑肌收缩作用；还可刺激缝隙链接形成，促进子

宫协调收缩，关闭血窦，出血迅速停止；可使全子宫有力收缩，

并增强子宫收缩频率和幅度，注射后３ｍｉｎ起作用，１５～３０ｍｉｎ
血药浓度达高峰，作用维持２ｈ，１５～９０ｍｉｎ可以重复用药。我们
采用稀释后使用可使残留于安瓿内、注射器内壁、针头内的药

物减少到最大程度，也减少了在慌乱之中从注射器排气针头流

失过多的原液，从而避免了药物浪费。采取多点宫体注射可使

药物从不同的注射部位快速吸收进入血循环以发挥最大效应。

我们在常规使用缩宫素的同时应用安列克，在缩宫素作用未消

失前，安列克药效已起，使子宫保持持续收缩状态，且作用时间

长，即使子宫对缩宫素不敏感，安列克仍能发挥较好的子宫收

缩作用，二者同时使用，作用递加，达到了预防产后出血的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在高危因素剖宫产术中预防性使用卡前列

素氨丁三醇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指出高危因素剖宫产术中使用

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时机应该是直接预防性使用［１５，１６］。通过观

察我们发现，有出血高危因素者观察组剖宫产术中及术后２ｈ出
血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安列克的副作用只在个别患者
出现且症状轻微：仅１例患者术毕返回病房后体温一过性升高
３８５℃；１例患者出现轻微恶心、呕吐未作特殊处理自行缓解；
观察组 ４０例中，一次性使用安列克 ２５０ｕｇ３９例，有效率达
９７５％，仅１例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孕妇按常规方法给药后子宫
收缩不佳，持续按摩子宫，１５ｍｉｎ后再次同样方法宫体注射安列
克２５０μｇ子宫收缩渐好，术中共出血１０００ｍＬ，连续两次给药不
良反应并未增加。本资料中部分孕妇同时有几个高危因素存

在，其中３例孕妇均为孕产次大于２次的疤痕子宫，同时存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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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前期；２例年龄为３８岁，孕产次大于２次，分别为疤痕子宫和
子痫前期；３例为高龄，巨大儿，孕产次大于２次；１例年龄３９
岁、孕次为８次、中度贫血、胎膜早破、重度子痫前期，均按观察
组方法给药后出血不多，前列腺素副作用未出现。本资料中，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由于本资料样本量少，有些远期副作用及
其它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有出血高危因素的剖宫产者，术中联

合使用安列克比仅用缩宫素预防产后出血效果显著；对降低孕

产妇死亡率、减少输血用量均有重要意义；术中出血少，视野清

晰，明显缩短手术时间；用药方便安全、副作用少、可重复用药。

虽然安列克价格昂贵，我们采用稀释后多点宫体注射的方法避

免了药物浪费，并选择经济条件较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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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性生活质
量观察
吴翠杰　崔静雯
安阳市中医院妇产科，河南 安阳４５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早期宫颈癌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及
恢复情况。方法：５２例Ｉｂ１～ＩＩａ期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２６例，研究组行腹腔镜下保留盆
腔自主神经的广泛子宫切除术，对照组行常规的腹腔镜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比较两组术后性功能障碍及恢

复情况。结果：研究组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２３１％，对照组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８０８％。在
术后６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的ＦＳＦＩ总分分别为（２１９８±４１７）分和（１６９２±４１５）分；两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１年，研究组的 ＦＳＦＩ总评分为（２６９７±４４３）分，显著高于观察组（１８２３±
４１３）分，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采取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性
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低，术后性功能恢复早，且恢复满意。

【关键词】　早期宫颈癌；广泛子宫切除术；保留神经；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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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标准术式，其疗效
肯定，同时也存在膀胱、直肠、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年轻患者。随着保留盆腔自主

神经的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的开展，大大减少了患者术后膀

胱、直肠功能障碍以及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生活质量恢复较

快［１，２］。本研究对２６例行保留神经的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后
患者性功能情况进行了观察，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经本院妇科诊断为早期
宫颈癌并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患者５２例。入组条件：术前经组
织学诊断为宫颈癌；按照２００９年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临床
分期标准为Ｉｂ１～ＩＩａ期；无明显感染病灶，无重要脏器功能障
碍，未行放疗或化疗，无明显手术禁忌症。排除标准：术前经检

查可疑有盆腔淋巴结转移者；术前行化疗或放疗者；保留神经

手术失败；丧偶；配偶有性功能障碍。采用随机数将其分为研

究组、对照组各２６例。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体重指数、临床分
期、病理类型比较，两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１２　方法
患者均先行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手术原则是不

影响手术的切除范围。两组子宫的切除范围：主韧带、宫骶韧

带至少切除３ｃｍ。阴道在距离肿瘤边缘 ３ｃｍ处切断，切除范围
均达到ＰｉｖｅｒⅢ标准。研究组采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术式。神
经的保留方法［３］：打开膀胱侧窝、直肠侧窝及直肠前间隙，确定

主韧带、宫骶韧带及膀胱宫颈韧带界限。子宫动静脉于起始端

切断、结扎，主韧带在近盆壁处行分次钳夹、切断、结扎至近直

肠中动脉水平，完整保留直肠中动脉及其下方的盆腔神经丛。

沿宫骶韧带的外侧分离出输尿管，腹下神经多在输尿管的内下

方，可直视下辨认，锐性分离并保留之。推开腹下神经，切断结

扎骶韧带。沿输尿管切断浅层的膀胱宫颈韧带，打通输尿管隧

道至输尿管膀胱入口处，显露并钝性分离其深面的膀胱宫颈韧

带和阴道旁组织，在贴近阴道壁处切断子宫支，保留含有膀胱

神经支的外侧组织并整体外推。将子宫上提，在距离肿瘤边缘

处３ｃｍ切断阴道。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广泛子宫切除术，子宫旁
韧带的切除范围与研究组相同，但术中不进行解剖、分离和保

留盆腔自主神经。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倒数
年龄

（岁）

体重指数

（ｋｇ／ｍ２）

临床分期［ｎ（％）］

Ⅰｂ１ Ⅰｂ２ ⅡＡ

病理类型［ｎ（％）］

鳞癌 非鳞癌

研究组 ２６ ４３７±８９ ２３７±３２ １５（５７７） ６（２３１） ５（１９２） １９（７３１） ７（２６９）

对照组 ２６ ４５２±９７ ２４８±３４ １７（６５４） ５（１９２） ４（１５４） ２１（８０８） ５（１９２）

ｘ２／ｔ ０５８１ １２０１ ０３２７ ０４３３

Ｐ ０５６４ ０２３５ ０８４９ ０５１

１３　术后性功能的衡量指标
本研究通过 ＦＳＦＩ（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评分量

表［４］，对女性性功能障碍进行评估。主要包括性欲望、性唤起、

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性交痛等６方面，１９个简明的自
评条目。每个条目０～５分，总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电话
随访或患者门诊复诊时填写性功能量表，将资料收集整理，通

过ＦＳＦＩ总分来评估患者术后性功能情况。ＦＳＦＩ总分≤２６５５

分者为性功能障碍，大于２６５５分者为性功能正常。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百分数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值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检验。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
"

　结果
调查显示：研究组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２３１％，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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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８０８％，两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术前ＦＳＦＩ评分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术
后均下降，且术后６个月ＦＳＦＩ评分与术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对照组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的ＦＳＦＩ评分均低于研
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术后１年ＦＳＦＩ评分
与术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术后１年的ＦＳＦＩ
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年的ＦＳＦＩ总分

组别 ｎ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年

研究组 ２６ ２９９２±３２８ ２１９８±４１７ ２８１７±４４３

对照组 ２６ ３０１５±３１３ １６９２±４１５ １８２３±４１３

#

　讨论
在女性所有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占第２位，发病率仅次于乳

癌。目前，广泛性子宫切除术仍然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标准术

式，其切除范围包括宫体、宫颈、宫颈旁组织和部分阴道。由于

手术切除范围大而术后出现并发症较多，如结直肠蠕动紊乱、

膀胱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等等。Ｓｏｎｇ等［５］根据对１０５例早期
宫颈癌患者实施不同的手术方式并术后随访，发现宫颈癌根治

术和根治性子宫颈切除术可导致患者术后性功能受损。Ｊｏｎｇｐｉ
ｐａｎ等［６］通过对早期宫颈癌患者进行随访发现，术后３、６个月
分别有６３％与９３％的患者存在性交困难。近年来宫颈癌发病
率有升高趋势和不断年轻化的特点。她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不断提高。因此，如何能最大范围切除肿瘤，又尽可能很好

保留性功能已成为患者的迫切要求。

临床研究发现，出现以上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常规根

治性子宫切除术着重强调对肿瘤的根治性，而缺乏盆腔结构的

细微解剖和对自主神经的保护，术中操作时常需将紧贴盆壁的

子宫韧带切断。手术不仅破坏了生殖系统的完整性（子宫、宫

颈、阴道上部切除），而且损伤了盆腔自主神经，从而使性器官

的性神经反射不全或中断，最终影响到患者术后的性生活质

量。因此，在术中如何减少或避免对盆腔自主神经的损伤，保

证性神经通路的完整性，是防止和减少性功能障碍发生的关

键。很多文献［７－１０］报道，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宫颈癌根治术对

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优于传统的宫颈癌根治术，表明神经通

路的完整性在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中起重要作用。在本研究

中，通过随访发现术后６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率分别为 ２３１％和 ８０８％，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表明盆腔自主神经的完整性对维持正常性功能有着重
要作用。在术后６个月、１年，研究组的 ＦＳＦＩ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在术后１年，研究组的 ＦＳＦＩ评分与术前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而对照组的ＦＳＦＩ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表明保留神经的手术有利于患者术后性
功能的恢复。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是在传统广泛子

宫切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术式，更具临床价值。其手术原

则是在不影响手术范围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操作上注重神经的精细解剖和保留，关键在于既保留盆腔

自主神经又不影响治愈率。因此，理论上保留盆腔自主神经能

够为早期宫颈癌提供有效的手术治疗［１１］。有研究表明，对 Ｉｂ１
～ＩＩａ期宫颈癌患者采取适当缩小手术范围的手术方式，尤其是

减少宫骶韧带深层组织的切除范围有利于保护盆腔自主神

经［１２］。目前尚无报道早期宫颈癌患者主韧带中的自主神经受

浸润病例。尽管在保留自主神经的手术中有部分远端和外侧

的宫旁组织给予保留，但是这样是否会增加术后的复发风险，

目前仍有争议［１３］。国内文献报道两组复发率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１４］。Ｃｈａｒｏｅｎｋｗａｎ等［１５］的研究表明，对 Ｉｂ１～ＩＩａ期宫颈癌患
者行选择性的降低宫旁组织的切除程度并不影响治愈率。

总之，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基础上

尽可能多的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有利于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

可改善传统宫颈癌根治手术因切除范围过大所致的术后并发

症，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生活质量，可适合于适当选择的早期宫

颈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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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检测在宫颈上皮内瘤变术后复发预测上的意义
探究
李晖　王仙荣△

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宫颈锥切术治疗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清
除情况，以评价ＨＲ－ＨＰＶ检测在病变残留预测、复发中的意义。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 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
院接受不同术式宫颈锥切术９０例ＨＲ－ＨＰＶ阳性患者，在患者术后２年内对患者进行ＨＲ－ＨＶＰ检测，对患者
ＨＲ－ＨＶＰ检测结果在预测病变残留、复发中的临床价值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两组患者术前感染率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术后６月ＨＰＶ感染率显著低于术前（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ＨＰＶ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患者病变进展较少。术后持续感染患者宫颈病变进展率显著高于ＨＰＶ转阴者（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患者术后ＨＲ－ＨＶＰ检测结果持续为阳性提示患者手术存在病变残留或存在
复发可能，需在ＣＩＮ患者术后对患者进行严密随访，以保证在发现病变残留或患者复发后得到及时治疗。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病变残留；宫颈锥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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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是
与子宫浸润癌密切相关的一组子宫颈病变，常发生于２５～３５岁
妇女。其发病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持续感染密切相
关，转化区是ＣＩＮ及子宫颈癌的好发部位，通过筛查发现 ＣＩＮ，
及时治疗高级别病变，是预防子宫颈癌行之有效的措施。ＣＩＮ
的治疗通常采取保守手术治疗，宫颈锥切术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１］。据研究显示，ＣＩＮ患者宫颈锥切术后浸润癌的发生仍比
正常人高出４～５倍，而危险主要源于病变的残留以及ＣＩＮ的复
发。研究显示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在宫颈癌危险因素中占有很大
比例［２］。研究显示 ＣＩＮ与宫颈癌息息相关，同时 ＣＩＮ与 ＨＰＶ

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证实。子宫颈锥切术包括子宫颈环形电切

除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和冷刀锥切
术（ＣＫＣ），对 ＣＩＮ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在术后对患者进行
ＨＰＶ检测，对手术是否存在病变残留以及复发良好的预测作
用。本研究对不同手术治疗 ＣＩＮ后的 ＨＰＶ消失情况进行分析
后发现，ＨＰＶ在 ＣＩＮ手术治疗后的随访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具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接受宫颈锥切术
治疗的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患者９０例，均签署患者知情同意
书，其中接受ＬＥＥＰ手术的患者４５例。ＣＫＣ手术患者４５例，患
者入院后均接受 ＨＣ２法 ＨＲ－ＨＰＶ检测，检测结果显示，９０例
患者ＨＲ－ＨＰＶ均为阳性，患者年龄２８～５２岁，平均年龄（４０５
±２３）岁，患者孕次０～５次，平均孕次（２６±０６）次，患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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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０～３次，平均产次（１４±０４）次。患者经阴道镜活检检查，
诊断为ＣＩＮⅠ的患者２０例，ＣＩＮⅡ的患者１９例，ＣＩＮⅢ的患者５１
例。以患者接受的手术方式为依据，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观察组４５例患者为ＬＥＥＰ手术患者 ，患者年龄２８～５１岁，
平均年龄（４０７±２２）岁，患者孕次１～４次，平均孕次（２４±
０４）次，患者产次１～３次，平均产次（１４±０６）次。患者经阴
道镜活检检查，病理诊断结果显示：ＣＩＮⅠ患者１０例，ＣＩＮⅡ患
者９例，ＣＩＮⅢ患者２６例。对照组４５例患者为 ＣＫＣ手术患者
，患者年龄２９～５２岁，平均年龄（４０９±２３）岁，患者孕次０～５
次，平均孕次（２４±０４）次，患者产次０～３次，平均产次（１５
±０５）次。患者经阴道镜活检检查，诊断为 ＣＩＮⅠ的患者 １０
例，诊断为ＣＩＮⅡ的患者１０例，诊断为ＣＩＮⅢ的患者２５例。

病例纳入标准：有性生活史；检测结果无缺失；患者资料无

逻辑错误。病例排除标准：子宫切除史；盆腔放、化疗史，妊娠

状态；免疫抑制剂服用史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方法　采用美国Ｄｉ－ｇｅｎｅ公司出产的第二代杂交
捕获实验检测系统对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进行检测，与患者非月
经期进行采样，患者于采样前３ｄ内停用阴道栓剂，采样前１ｄ禁
止性生活。于患者子宫颈外口插入专用ＨＰＶ取样器，并顺时针
转动５圈，以获取患者宫颈外口鳞状、柱状上皮交界分泌物，将
采样分泌物放入盛有保存液的小瓶中，标本放置于４℃低温容
器中保存，以备 Ｈ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采用９６孔平板发对１３
种ＨＲ－ＨＰＶ进行检测，检测原理：利用放大抗体捕获信号以及
检测化学的发光信号。具体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操作步骤如下：①样本 ＤＮＡ双链在释放后分解为核苷酸单链；
②ＤＮＡ单链在于ＲＮＡ探针结合后形成 ＲＮＡ－ＤＮＡ杂交体；③
特异性抗体会在微孔上固定ＲＮＡ－ＤＮＡ；④ＲＮＡ－ＤＮＡ在与结
合了碱性磷酸酶的二抗结合后会将信号放大；⑤酶底物在碱性
磷酸酶的作用下会发光，碱性磷酸酶含量的确定则以光信号的

强弱为依据，碱性磷酸酶含量得到确定后ＲＮＡ－ＤＮＡ杂交体的
含量也能得到确定。采用 ＤＭＬ２０００微孔板判读器对样本光信
号进行测量，并以相对光单位（ＲＵＬ）来表达。ＨＲ－ＨＰＶ阳性
诊断：ＨＰＶ－ＤＮＡ含量＝检测样本 ＲＬＵ／标准阳性对照ＲＬＵ（标
准阳性对照ＲＬＵ≥１０）。
１２２　组织学诊断　对于ＨＰＶ阳性的患者进一步行电子阴道镜
检查，阴道镜下对醋酸上皮和碘试验不着色区进行多点活检，对活

检结果为ＣＩＮ的患者进行高频电波刀子宫颈环状电圈切除术或冷
刀锥切术，以各项诊断中级别最高者作为组织学最后诊断。

１２３　手术方法　对ＨＰＶ阳性诊断患者行进一步电子阴道镜
检查，取醋酸上皮以及碘试验未着色区多点样本进行活检，若

活检结果为ＣＩＮ，则在患者月经干净后３～５ｄ后对患者实施手
术。以组织学诊断结果为各项诊断中最高级别标准。观察组

手术方法：观察组患者接受ＬＥＥＰ手术治疗，病变范围用棉签采
用５％碘化钾溶液进行标志，对于阴道镜检查效果较为满意的
ＣＩＮＩ的患者，切除范围需达到预定带边界，深度以５～８ｍｍ为
宜。对于阴道镜检查效果不满意的ＣＩＮＩ患者，切除范围和检查
效果满意患者切除范围无异，深度以２０ｍｍ为宜。无论阴道镜
检查效果是否良好的 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切除范围都需达到移行带
边界外侧的３～５ｃｍ，深度以 ２０～３０ｍｍ为宜。对照组手术方
法：对照组接受ＣＫＣ手术治疗，对肉眼可见病灶外０５ｃｍ范围

进行切除，一般锥高延至颈管２～２５ｃｍ。
１３　观察指标

对９０例患者术后进行２４个月随访，随访过程中主要对患
者实施ＨＲ－ＨＰＶ联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ＴＣＴ），若患者
ＨＰＶ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或 ＴＣＴ结果≥ＡＳＣ－ＵＳ，则还需对
患者实施阴道镜检查，并对患者宫颈可疑部位进行活检。观察

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２年内ＨＰＶ消失情况，比较两组患
者子宫锥切术后病变情况。

１４　疗效评价
患者术后治愈：患者术后２年内无 ＣＩＮ病变、复发；连续两

次细胞学检查均正常且阴道镜检查无异常即认为无残留或复

发，无论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结果如何；组织学证明存在任何级别
的ＣＩＮ均认为存在病变残留或复发。术后半年内细胞学异常
且有组织学证实的病变为残留；术后半年内细胞学检查阴性，

半年后才发生的经组织学证实的病变为复发。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到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χ２检验，数据以［ｎ（％）］表示，若Ｐ＜００５则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组织学检查结果

９０例患者宫颈锥切术后残留或复发１１例（１２２２％），术后
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为阳性的２８例（３１１１％），阴性患者６２例
（６８８９％）
２２　两组患者宫颈术前ＨＰＶ感染及术后消失情况

两组患者术前 ＨＰＶ感染、术后２年内 ＨＰＶ消除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术后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
低于术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２年内ＨＰＶ阳性率比较

组别 病理分期
术前

ＨＰＶ阳性
术后２年
ＨＰＶ阳性

合计

（ｎ）

观察组 ＣＩＮＩ
ＣＩＮＩＩ
ＣＩＮＩＩＩ
合计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０（２２２２）
２５（５５６０）
４５（１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５（１１１１）

１３
１１
２６
５０

对照组 ＣＩＮＩ
ＣＩＮＩＩ
ＣＩＮＩＩＩ
合计

１０（２２２２）
９（２０００）
２６（５７８０）
４５（１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０
６（１３３３）

１３
１２
２６
５１

２３　患者手术治疗后ＨＲ－ＨＰＶ情况与病变复发的关系

　　结果显示，ＨＲ－ＨＰＶ在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的敏感性为
１００％（１１／１１），特异度 ７８４８％（６２／７９），阳性预测值 ３９２９％
（１１／２８），阴性预测值１００％（６２／６２）。患者术后ＨＲ－ＨＰＶ阳性
组与ＨＲ－ＨＰＶ阴性组复发、残留发生比较差异显著（χ２＝２０９，
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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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患者治疗效果及治疗２年内切缘及ＨＲ－ＨＰＶ与病变复发关系

切缘及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
治疗效果

治愈 残留 复发
合计

切缘阴性／ＨＲ－ＨＰＶ（＋）
切缘阴性／ＨＲ－ＨＰＶ（－）
切缘阳性／ＨＲ－ＨＰＶ（＋）
切缘阳性／ＨＲ－ＨＰＶ（－）

１３（１６４６）
５２（６５８２）
４（５０６）
１０（１２６６）

３（２７２７）
０（０）
１（９０９）
０（０）

４（３６３６）
０（０）
３（２７２７）
０（０）

２０（２２２２）
５２（５７７８）
８（８８９）
１０（１１１１）

合计 ７９（８７７８） １１（１２２２） ９０

#

　讨论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可分为Ⅰ～Ⅲ级，大部分低级别 ＣＩＮ可

自然消退，但高级别ＣＩＮ具有癌变潜能，可能发展为浸润癌，被
视为癌前病变。ＣＩＮ反映了子宫颈癌发生发展中的连续过程，
此阶段是宫颈癌的重要防治阶段，而不同程度 ＣＩＮ的病变进展
也各不相同。相关研究显示，约６０％的 ＣＩＮⅠ患者病变会正常
归转，而３０％的患者病变会维持原状，约有１０％的患者会发生
高度癌前病变，侵润癌病变率为１％；确诊为ＣＩＮⅡ的患者，病变
逆转发生率约为 ４０％，约 ４０％的患者病变会维持原状，约有
２０％的患者会发生高度癌前病变，浸润癌，ＣＩＮⅢ的病变率约为
５％；诊断为ＣＩＮⅢ的患者，病变逆转约为３３％，病变维持原状的
发生率约为５５％，而进展为浸润癌的几率高达１２％［３］。同时，

乌恩岳苏等［４］指出，患者癌变进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

相关数据显示，通常ＨＰＶ感染至发病的时间较长，约１５年进展
才会发展成为宫颈癌，而患者ＨＰＶ一旦进展为ＣＩＮⅡ或ＣＩＮⅢ，
此时患者宫颈癌的发生率便会显著增加。相关数据显示，近年

宫颈上皮内瘤患者年轻化趋势较为严重，能够保留功能的保守

手术在临床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５］。宫颈锥切术具有诊断

和治疗的双重效果，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患者而言，宫颈锥

切术具有阻断、预防宫颈癌发生的重要作用。

研究数据显示，随着现今临床中宫颈锥切术的广泛应用，

仍有４％～１６％的ＣＩＮ患者术后存在复发的风险，需再次接受
手术治疗。ＫＵｌｒｉｃｈＰｅｔｒｙ等［６］在对 ＣＩＮ手术治疗患者术后进
行８年随访后显示，宫颈浸润癌发生率为００５８‰，而同期年龄
调整人群宫颈癌发病率为０８５‰，张玉勤等［７］研究显示，ＣＩＮ
患者接受保守手术治疗后浸润癌发生率仍是正常人的４～５倍，
因此需对ＣＩＮ保守手术患者进行术后长期随访。宋晶淼等［８］

研究显示，ＣＩＮ保守手术患者术后病变残留以及复发多发生于
术后２年内，因此ＣＩＮ保守手术患者术后至少接受２年随访。

现今国内关于ＣＩＮ宫颈锥切术后患者病变残留、复发的预
测文献较少，以关于ＣＩＮ保守手术患者术后病变残留的文献居
多［９－１１］，而国外也以宫颈锥切切缘状态对残存病变状态判断的

文献居多［１２］，本研究通过分析ＨＲ－ＨＰＶ感染与ＣＩＮ手术前后
的关系，对ＨＰＶ预测病变残留复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如果ＣＩＮ患者在术后ＨＲ－ＨＰＶ检测仍为阳性，则患者复
发、残留均有较高的发生率。吴瑾等［１３］研究显示，切缘为阳性

的患者复发率要远高于切缘为阴性的患者，本研究结果也显

示，阳性切缘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阴性切缘患者（Ｐ＜００５），研
究结果还显示，阳性切缘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阴性切缘患者（Ｐ
＜００５）。蒙玉刚等［１４］在对患者随访过程中应用 ＨＲ－ＨＰＶ检
测后结果显示，ＨＲ－ＨＰＶ在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的ＨＣ２检

测为 １００％，Ｃｈｅｎｇ等［１５］对更年期妇女宫颈锥切术后的 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结果与该结论相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Ｒ－ＨＰＶ在
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 ＨＣ２检也测为１００％，与之相符，我们
认为ＨＰＶ指标在宫颈锥切术治疗效果的检测中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接受何种保守切除术治疗的 ＣＩＮ患者，在
患者术后对其进行ＨＰＶ归转检测，继而将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患
者划分为高危人群，并通过ＨＰＶ检测的高敏感性和宫颈细胞特
异度检测来尽量降低随访过程中的漏诊率，增加对术后ＨＰＶ持
续为阳性患者的随访频率、延长患者随访周期，以保证在发现

病变残留或患者复发后得到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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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噬菌体多肽库筛选卵巢癌细胞特异性结合肽
王乐丹　李文桔　胡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７

【摘　要】　目的：利用噬菌体７肽库进行体外快速差减筛选（ｂｉｏｐ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ｉｇａｎｄｓ，ＢＲＡＳＩＬ），从而获得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细胞表面特异性结合肽。方法：以中国仓鼠卵
巢细胞株ＣＨＯ为吸附细胞，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为靶细胞，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联合差减筛选策略，经
过连续５轮生物淘洗，随机挑选１３个噬菌体单克隆进行ＤＮＡ测序，利用噬菌体竞争结合实验、ＥＬＩＳＡ实验、
细胞免疫染色、细胞免疫荧光、合成多肽的竞争抑制实验鉴定阳性噬菌体的亲和性及特异性。结果：筛选出

的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有较高的亲和性及特异性。结论：阳性噬菌体表面展示的多
肽ＮＰＭＩＲＲＱ可能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转移复发监测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卵巢癌；噬菌体展示技术；噬菌体多肽库；体外快速差减筛选技术；多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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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位于妇科恶性肿瘤死亡之首［１］。据统计，全球每年 卵巢癌的发病率达１２７／１０００００［２］。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血
清ＣＡ－１２５水平和妇科超声检查来诊断卵巢癌。然而，ＣＡ－
１２５在多种恶性肿瘤和良性疾病中亦有升高［３］，其作为卵巢癌

诊断指标在灵敏度和特异度方面均存在显著局限，而超声检查

也只能起辅助诊断的作用。因缺乏可靠的诊断指标，目前高达

７５％的卵巢癌患者在确诊时已经为晚期或已发生转移［４］，其五

年生存率更是不足３０％［５］。如何尽早诊断卵巢癌提高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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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率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问题。

噬菌体展示技术目前被认为是筛选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

结合肽的强有力、高通量的一种生物学技术，最先是在１９８５年
Ｓｍｉｔｈ等［６］首先创立并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上发表，其将噬菌体随机
肽库与靶标吸附，洗去非亲和性或低亲和性的噬菌体，用宿主

菌洗脱结合的噬菌体，进行扩增，经过３～５轮的循环，高度富集
与靶分子特异结合的噬菌体，然后进行序列测定，获取其相应

的功能、结构等信息。本文以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株ＣＨＯ为吸附
细胞，以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为靶细胞，差减筛选卵巢癌细
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细胞表面分子结合肽，并鉴定其亲和性及特异
性，从而获得卵巢癌细胞特异性结合肽，展示利用噬菌体进行

卵巢癌诊断的技术。现汇报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材料
１１１　肽库及试剂　选用美国 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ａｂｓ公司的噬
菌体随机肽库（ＰｈＤ－７ＴＭ ｐｈａｇ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文库
滴度、随机多样性分别为２×１０１３ｐｆｕ／ｍＬ、１２８×１０９。受菌体为
ＥｃｏｌｉＥＲ２７３８，－９６ｇⅢ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ｉｍｅｒ（５’－ＨＯＣＣＣＴＣＡＴＡＧ
ＴＴＡＧＣＧＴＡＡＣＧ－３）。选用 ｅａｒｔｈｏｘ公司的抗 Ｍ１３单抗（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ＲＰ－抗Ｍ１３单抗（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以及ＦＩＴＣ标记
的兔抗鼠ＩｇＧ。
１１２　细胞来源　选自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卵巢癌
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上海中科院的宫颈癌细胞株 Ｈｅｌａ、胰腺癌细
胞株ＰＡＮＣ－１以及上海瑞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仓鼠卵
巢细胞株ＣＨＯ。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差减筛选　制作 ＤＭＥＭ无血清培养液，内含１％ＢＳＡ，
将ＨＯ－８９１０与ＣＨＯ细胞重悬于其中，至细胞数为１×１０７／ｍＬ
时取ＣＨＯ细胞１００μＬ，其中１０μＬ加至肽库中，调节温度４℃，
旋转孵育２ｈ，３０ｒｐｍ／ｍｉｎ。孵育后加入２００μＬ环己烷、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分离液中，两者体积比例为１∶９，１００００ｇ、４℃离心
１０ｍｉｎ；吸出水相里未结合的噬菌体肽库与１００μＬＨＯ－８９１０细
胞于４℃共同孵育３ｈ；无菌手术刀片切下ＥＰ管的底部，取出有
机相内沉淀物，其为能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结合的噬菌体，转移沉
淀物至新的ＥＰ管中；另加入大肠杆菌 ＥＲ２７３８２００μＬ，在３７℃
下孵育３０ｍｉｎ，对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结合的噬菌体进行复苏。对
淘洗后的噬菌体进行测滴度、扩增、纯化，进入下一轮差减筛

选。将每一轮淘洗及扩增的噬菌体数记录下来，计算回收率

（淘洗前后噬菌体滴度的比值）。

１２２　ＤＮＡ测序　第五轮淘洗噬菌体的平板中随机选取１３
个蓝斑，扩增后提取ＤＮＡ进行ＤＮＡ序列分析，得出多肽序列。
１２３　竞争结合实验　将所得７种噬菌体进行扩增和纯化，测
量其滴度，对照组为 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将 ７种噬菌体分别于
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１：１混合，滴度为５×１０９ｐｆｕ，混合后置于１００μＬ
ＨＯ－８９１０细胞悬液中孵育２ｈ，孵育温度及条件与上述悬液配置
相同。２ｈ后将其离心、复苏并测量滴度。由于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无
ｌａｃ－Ｚ基因，在ＬＢ／ＩＰＴＧ／Ｘ－ｇａｌ平板上呈白斑，而其余７种噬菌
体呈蓝斑。记录白斑、蓝斑数目，计算７种噬菌体与 ＨＯ－８９１０
细胞的相对结合率（蓝斑与白斑的比值）。

１２４　ＥＬＩＳＡ实验　将ＨＯ－８９１０、ＰＡＮＣ－１以及Ｈｅｌａ接种于
９６孔板上，计数为１０４／孔，温度调节为３７℃，过夜培养，使用灭菌
ＰＢＳ进行洗涤后，在无血清培养基上培养１ｈ，使用４％多聚甲醛

进行２０ｍｉｎ固定，将加入５ｍｇ／ｍＬＢＳＡ的ＰＢＳ作为封闭液封闭
培养２ｈ。以ＰＢＳ、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为对照组，分别在接种板上加
入７种噬菌体克隆１０１０ｐｆｕ／孔），温度为３７℃，孵育２ｈ。孵育前
均加入封闭液稀释，预先孵育３０ｍｉｎ排除非特异性结合。加入以
１∶６０００稀释于封闭液中的ＨＲＰ－抗Ｍ１３抗体（２００μＬ／孔）孵育
１ｈ，每孔加入 ２００μＬＴＭＢ显色液并孵育 １ｈ，设置微板阅读
器４１０ｎｍ。
１２５　细胞免疫染色　分别将细胞ＨＯ－８９１０、Ｈｅｌａ、ＰＡＮＣ－１
接种于细胞爬片上，每孔１０４／０５ｍＬ培养液，３７℃培养过夜；
４％多聚甲醛室温固定 １５ｍｉｎ；封闭液 （含 ５ｍｇ／ｍＬＢＳＡ的
ＰＢＳ）室温封闭２０ｍｉｎ；吸去封闭剂，分别加入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
和噬菌体Ｍ１３Ｋ０７，３７℃孵育２ｈ（１０１０ｐｆｕ／孔），ＰＢＳ作为阴性对
照；加入１∶１００稀释的ＨＲＰ－抗 Ｍ１３抗体，３７℃孵育２ｈ；取下
细胞爬片置于载玻片上，加入新鲜配制的 ＤＡＢ显色液，室温下
反应２～３ｍｉｎ，在显微镜下监测 ＤＡＢ显色情况；再用苏木素轻
度复染细胞核０５～１ｍｉｎ；脱水、透明、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阳
性着色为棕色颗粒。

１２６　细胞免疫荧光　如“细胞免疫染色”中所述制作细胞爬
片，固定，封闭，加入１∶１００稀释的抗 Ｍ１３抗体，３７℃孵育２ｈ；
加入１∶３００稀释的ＦＩＴＣ标记的兔抗鼠ＩｇＧ，３７℃ 孵育０５ｈ（避
光）；加入ＤＡＰＩ（１：５０００）常温孵育５ｍｉｎ（避光）；立即在荧光显
微镜下观察。

１２７　合成多肽的竞争抑制实验　收集ＨＯ－８９１０细悬液，调
整细胞数为１×１０７／ｍＬ；分别将 ＨＯ－８９１０细胞与不同浓度的
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或对照肽 ４℃孵育 ０５ｈ，再与 １０９ｐｆｕ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于４℃孵育２ｈ（旋转，３０ｒｐｍ／ｍｉｎ）；后离心、复苏、测
滴度。实验共分为 ７组，多肽浓度分别是：０μｍｏｌ／Ｌ、００１
μｍｏｌ／Ｌ、０１μｍｏｌ／Ｌ、１μｍｏｌ／Ｌ、１０μｍｏｌ／Ｌ、１００μｍｏｌ／Ｌ和５００
μｍｏｌ／Ｌ，以多肽浓度是０μｍｏｌ／Ｌ时的噬菌体滴度为１００％，计
算不同浓度多肽时噬菌体滴度的相对比值。多肽 ＮＰＭＩＲＲＱ和
对照肽均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

"

　实验结果
２１　差减筛选

本文用ＣＨＯ、ＨＯ－８９１０作为吸附细胞及靶细胞，对７种噬
菌体进行差减筛选，计算每轮回收率。可见回收率第一轮为

２５×１０－６，到第５轮时增加到２３×１０－４。见表１。

表１　噬菌体７肽库差减筛选ＨＯ－８９１０细胞表面分子结合肽

筛选轮数 加入噬菌体数（ｐｆｕ）产出噬菌体数（ｐｆｕ） 回收率

１ ２０×１０１１ ５０×１０５ ２５×１０－６

２ １８×１０１１ ３０×１０６ １７×１０－５

３ ２５×１０１１ １０×１０７ ４０×１０－５

４ １５×１０１１ １０×１０６ ６７×１０－６

５ １６×１０１１ ３６×１０７ ２３×１０－４

２２　ＤＮＡ序列测定
从第五轮生物淘洗后的噬菌体平板中随机挑选１３个噬菌

体克隆进行ＤＮＡ序列测定，通过 ＤＮＡ测序结果推导出多肽序
列，获得７种多肽序列，其中展示多肽Ａｓｎ－Ｐｒｏ－Ｍｅｔ－Ｉｌｅ－Ａｒｇ
－Ａｒｇ－Ｇｌｎ（ＮＰＭＩＲＲＱ）的噬菌体得到富集，因此命名此阳性噬
菌体为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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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竞争结合实验
本文以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为对照组，研究其与７种噬菌体和

ＨＯ－８９１０细胞株的结合率。结果发现，７种噬菌体与 ＨＯ－
８９１０结合率均高出对照组约３～４０３倍之间，其中 ＮＰＭＩＲＲＱ
噬菌体结合率最高，高达对照组的４０３倍。见表２。

表２　噬菌体克隆的序列分析及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的相对结合效率

基因序列 氨基酸序列出现频率 相对结合效率

ＡＡＣＣＣＧＡＴＧＡＴＴＣＧＣＣＧＣＣＡＧ ＮＰＭＩＲＲＱ ５ ４０３±２５２

ＡＴＧＣＧＣＡＴＧＡＣＣＡＴＴＡＴＴＡＡＣ ＭＲＭＴＩＩＮ ３ ２０８±２５６

ＣＴＧＣＧＣＣＴＧＣＧＣＡＡＣＡＣＣＣＧＣ ＬＲＬＲＮＴＲ １ １４３±３７９

ＡＧＣＣＡＴＣＴＧＣＧＣＣＡＴＣＧＣＡＴＴ ＳＨＬＲＨＲＩ １ ４２±３６７

ＡＡＡＣＴＧＣＣＧＣＴＧＡＣＣＡＣＣＡＡＡ ＫＬＰＬＴＴＫ １ １３３±３２１

ＣＣＧＡＴＴＡＡＡＡＣＣＡＡＣＣＧＣＡＡＡ ＰＩＫＴＮＲＫ １ ３０±２９３

ＡＡＡＣＣＧＡＣＣＡＴＴＣＣＧＡＣＣＡＡＡ ＫＰＴＩＰＴＫ １ ６３±２０８

２４　ＥＬＩＳＡ实验
在ＥＬＩＳＡ试验中，Ｐ／Ｎ（ＯＤ随机克隆／ＯＤ阴性对照克隆）

＞２１时，就表示此克隆与细胞具有高亲和力，在本实验中，噬
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的Ｐ／Ｎ＞６，而噬菌体ＭＲＭＴＩＩＮ的Ｐ／Ｎ＜２１，说
明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 ＨＯ－８９１０有高亲和力。
见图１。

图１　ＥＬＩＳＡ鉴定不同噬菌体克隆与卵巢癌细胞株 ＨＯ－８９１０
的亲和力

２５　细胞免疫染色
细胞免疫染色结果显示：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选择性与ＨＯ－

８９１０细胞（Ａ）结合，而与ＰＡＮＣ－１（Ｃ）及Ｈｅｌａ（Ｅ）不结合，而对
照噬菌体Ｍ１３Ｋ０７与ＨＯ－８９１０（Ｂ）、ＰＡＮＣ－１（Ｄ）、Ｈｅｌａ（Ｆ）均
不结合。见图２。
２６　细胞免疫荧光

细胞免疫荧光结果显示：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选择性与ＨＯ－
８９１０细胞（Ａ）结合，而与ＰＡＮＣ－１（Ｃ）及Ｈｅｌａ（Ｅ）不结合，而对
照噬菌体Ｍ１３Ｋ０７与ＨＯ－８９１０（Ｂ）、ＰＡＮＣ－１（Ｄ）、Ｈｅｌａ（Ｆ）均
不结合。见图３。

图２　细胞免疫染色结果

图３　细胞免疫荧光结果

２７合成多肽的竞争抑制实验　
竞争抑制实验显示：多肽 ＮＰＭＩＲＲＱ能抑制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

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的结合，呈剂量效应关系，而含相
同氨基酸但不同组成顺序的对照肽ＰＭＩＲＲＱＮ则不能抑制噬菌
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的结合。见图４、图５。

图４　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和对照肽与细胞ＨＯ－８９１０结合的竞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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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和对照肽与细胞ＨＯ－８９１０结合的竞争抑制作用

#

　讨论
本文展示了噬菌体技术的过程及结果，其优势在于表型与基

因型的结合可在不知道靶分子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对阳性噬菌体

克隆基因的序列检测，推断出外源多肽氨基酸的结构序列［７］。

近几年，一些通过噬菌体肽库筛选技术得到的组织特异性多肽分

子以其较好的靶向性、较低的免疫原性、较小的毒副作用以及便

于化学修饰，具有较好的药代动力学及组织内分布特性等特征，

引起了众多肿瘤学家的关注［８］。这些多肽分子可与多种类型的

标记物分子如同位素、荧光素及量子点等偶联，开发为特异性多

肽分子探针，用于多种肿瘤的早期诊断与大范围筛查［８－１０］。

近些年，以肿瘤细胞为靶标，应用噬菌体展示技术在体外

已成功筛选到能与不同肿瘤细胞如结肠癌、胃癌、乳腺癌、膀胱

癌、肝癌、肺癌、神经母细胞瘤、鼻咽癌等细胞表面特异性结合

的多肽［１１］，但对于卵巢癌的应用研究较少，王世宣等［１２］做过相

关报道，使用多肽库进行淘洗筛选后得到能与 Ａ２７８０卵巢癌细
胞株结合的 ＹＹＧＬＡＥＶＤＡＧＧＳ短肽。国外学者 Ｚｈａｎｇ等［１３］也

经过实验得到能与 ＳＫ－ＯＶ－３卵巢癌细胞株结合的 ＳＶＳＶＧ
ＭＫＰＳＰＲＰ（ＺＰ１）短肽，其认为此短肽可作为靶向诊断和治疗卵
巢癌的配体肽段。但这些研究都还只是初步鉴定多肽的亲和

性，缺乏特异性方面的研究。

由于肿瘤细胞表面的生物活性分子非常复杂，导致噬菌体与

细胞的非特异性结合较高，常常使以肿瘤细胞为靶标的筛选效果不

是很理想，同时在反复洗涤过程中高亲和力噬菌体的流失、背景值

高等问题也给噬菌体的生物淘洗带来困难。２００１年Ｇｉｏｒｄａｎｏ等［１４］

在噬菌体展示技术的基础上创立了体外快速差减筛选技术（ＢＲＡ
ＳＩＬ），他通过差减筛选以降低非特异性结合，以经有机相单次离心
技术来代替反复洗涤过程，减少高亲和力噬菌体的流失，从而为噬

菌体展示技术筛选细胞表面分子结合肽提供更加优异的方法。

本文以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株ＣＨＯ为吸附细胞，卵巢癌细胞

株ＨＯ－８９１０为靶细胞，经过５轮生物淘洗，回收率从２５×１０－６

增加至２３×１０－４，第五轮相对于第一轮回收率增加９２倍之多，
此结果为阳性噬菌体富集而造成。提示阳性噬菌体得到有效的

富集。而后从第五轮淘洗后的噬菌体平板中随机挑选１３个噬菌
体克隆进行ＤＮＡ测序，从而推断出外源多肽氨基酸的结构序列。
本文结果显示，１３个噬菌体包含 ７种多肽序列，其中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得到富集。由于肿瘤细胞表面存在复杂多样的生物活
性分子，而噬菌体肽库的随机多样性为１２８×１０９，理论上筛选出
噬菌体克隆也可能出现多样性，但本研究采用体外快速差减筛选

技术，并优化筛选条件，如采用封闭液除去细胞表面非特异性结

合，以ＣＨＯ为吸附细胞，除去部分能与ＣＨＯ细胞表面结合的噬
菌体，而后再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共同孵育，提高筛选的
阳性率，因此可以解释以ＨＯ－８９１０细胞为靶标只筛选到１个高
亲和性的阳性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１５，１６］。

为进一步对筛选所得的这７种噬菌体对细胞株 ＨＯ－８９１０
的亲和性，本研究使用ＥＬＩＳＡ以及竞争性结合两种实验方法进行
检测。在竞争性结合实验中，将Ｍ１３Ｋ０７作为对照组，研究阳性
噬菌体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的结合率，优点在于排除了噬菌体数
目、数量等众多影响因素。在之后的离心、复苏、测量滴度等方面

可重复研究，无明显误差。且由于 Ｍ１３Ｋ０７噬菌体无 ｌａｃ－Ｚ基
因，在平板上呈白斑，而其余研究的噬菌体呈蓝斑，故将白斑与蓝

斑的比值作为不同噬菌体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的相对结合率。研
究结果发现，７种噬菌体与ＨＯ－８９１０结合率均高出对照组约３
～４０３倍之间，其中展示 Ａｓｎ－Ｐｒｏ－Ｍｅｔ－Ｉｌｅ－Ａｒｇ－Ａｒｇ－Ｇｌｎ
（ＮＰＭＩＲＲＱ）肽的噬菌体与ＨＯ－８９１０的相对结合效率是对照噬
菌体的４０３倍。在ＥＬＩＳＡ实验中，Ｐ／Ｎ（ＯＤ随机克隆／ＯＤ阴性
对照克隆）＞２１时，就表示此克隆与细胞具有高亲和力，在本实
验中，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的Ｐ／Ｎ＞６，说明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
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有高亲和力，而其余６种噬菌体的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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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示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亲和力不高。综合噬菌体竞
争结合实验及ＥＬＩＳＡ实验结果显示，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ＨＯ－
８９１０细胞有较高的亲和性。

随后，我们利用细胞免疫染色、细胞免疫荧光、合成多肽的竞

争抑制实验鉴定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的
特异性。细胞免疫染色和细胞免疫荧光实验结果提示，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能特异性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表面结合，与其他肿瘤细
胞（如Ｈｅｌａ，ＰＡＮＣ－１）不结合，而对照噬菌体Ｍ１３Ｋ０７则均不能
与这三种肿瘤细胞表面结合。合成多肽的竞争抑制实验结果提

示，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能抑制噬菌体 ＮＰＭＩＲＲＱ与 ＨＯ－８９１０细胞
的结合，且呈剂量效应关系，而含相同氨基酸但不同组成顺序的

对照肽ＰＭＩＲＲＱＮ则不能抑制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与卵巢癌细胞株
ＨＯ－８９１０的结合，进一步证实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对ＨＯ－８９１０细胞
的特异性选择。综合细胞免疫染色、细胞免疫荧光、合成多肽的

竞争抑制实验等结果，通过不同肿瘤细胞与靶细胞ＨＯ－８９１０之
间对比，证实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能选择性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结合，
同时可以推导出噬菌体ＮＰＭＩＲＲＱ能与ＨＯ－８９１０细胞结合是由
展示在噬菌体表面的多肽ＮＰＭＩＲＲＱ介导的。

本研究采用噬菌体展示技术，使用差减筛选得到与 ＨＯ－
８９１０卵巢癌细胞株表面特异性结合的多肽 ＮＰＭＩＲＲＱ，通过各
种鉴定实验验证其亲和性及特异性，均提示此多肽能特异性与

细胞株ＨＯ－８９１０结合，其可能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转移复发
监测、治疗提供新思路。

（致谢：本实验得到了温州医科大学生物教学实验中心、分

子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大力协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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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与复发性外阴阴道念
珠菌病发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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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并分析不同类型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与复发性外阴阴道念珠菌病发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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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收治的外阴阴道念珠菌病（ＶＶＣ）患者１００例，其中
初发患者５０例，复发患者５０例，按照发病情况分为初发组和复发组。此外，征集正常志愿者５０名作为对照
组。取各组患者阴道分泌物，ＥＬＩＳＡ法检测阴道分泌物中ＩＬ－１２、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０、ＩＬ－２３、ＨＢＤ－２的
表达水平，统计并记录下结果。结果：对照组志愿者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５±０２５、０６３±０３１、
０７３±０２１，初发组患者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３±０２３、１３４±０３８、１１６±０２２，复发组ＩＬ－４、
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９±０２７、０７４±０４２、１１９±０２３。三组志愿者者 ＩＬ－４经方差分析差异不明显
（Ｆ＝０３６，Ｐ＞００５），而各组ＩＬ－１２、ＩＦＮ－γ等具有明显差异（Ｆ＝１５２１，Ｐ＜００５；Ｆ＝８３６４，Ｐ＜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各组组间经ｔ检验两两比较，初发组患者ＩＬ－１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和复发组患者（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患者ＩＦＮ－γ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但复发组与初发组患者之
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志愿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５２６±
０６２６）ｎｇ／Ｌ、（８４３±３４６）ｐｇ／ｍＬ、（１３４±０３９）ｐｇ／ｍＬ，初发组患者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９３４
±０３３５）ｎｇ／Ｌ、（１０２３±３５７）ｐｇ／ｍＬ、（１１３±０３６）ｐｇ／ｍＬ，复发组患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
（１７６４±０６１９）ｎｇ／Ｌ、（１３０７±３８３）ｐｇ／ｍＬ、（０９１±０３５）ｐｇ／ｍＬ，三组志愿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方
差分析比较，差异明显（Ｆ＝９５６，Ｐ＜００５；Ｆ＝７２５，Ｐ＜００５；Ｆ＝６２６，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
和复发组患者ＩＬ－１０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但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ＨＢＤ－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且复发组患者ＨＢＤ－２明显高于
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初发组患者ＩＬ－２３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复发组
患者ＩＬ－２３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复发性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可
能存在一定的免疫缺陷，各类细胞因子的表达异常可能与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发病以及复发有关，但其中

具体机制尚未研究清楚，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复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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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０，
ＨＢＤ－２ａｎｄＩＬ－２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０５２６±０６２６）ｎｇ／Ｌ，（８．４３±３．４６）ｐｇ／ｍＬａｎｄ（１．３４±０３９）ｐｇ／
ｍＬ．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ａｎｄＩＬ－２３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０９３４±０３３５）ｎｇ／Ｌ，（１０２３±３．５７）
ｐｇ／ｍＬａｎｄ（１．１３±０３６）ｐｇ／ｍＬ．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ａｎｄＩＬ－２３ｉ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７６４±
０６１９）ｎｇ／Ｌ，（１３．０７±３８３）ｐｇ／ｍＬａｎｄ（０９１±０３５）ｐｇ／ｍＬ．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Ｆ＝９．５６，Ｐ＜００５；Ｆ＝７．２５，Ｐ＜００５；Ｆ＝６．２６，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０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ｕ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ＢＤ－２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ＢＤ－２ｉｎ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２３
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２３ｉ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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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是由念
珠菌感染引起常见的妇女外阴阴道炎症之一［１］，累及部位以阴

道黏膜为主。有资料［２，３］显示７５％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
ＶＶＣ，其中４５％的妇女经历过２次以上的发作。主要症状为外
阴瘙痒、白带增多，白带为典型豆腐渣样或者凝乳样，混合其他

细菌感染者多有尿频尿急尿痛。ＶＶＣ常规治疗容易治愈，但治
愈后复发是ＶＶＣ患者常见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妇科疾
病，ＶＶＣ的发生发展以及预防逐渐受到重视［４］。随着医疗技术

的发展，以及对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关于免疫因素

对于复发型阴道念珠菌病（ＲＶＶＣ）治疗价值的研究逐渐开
展［５］。其中ＩＬ－１２、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０、ＩＬ－２３、ＨＢＤ－２等
细胞因子的研究较多，这些细胞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阴道

局部的免疫能力，具有参考价值。有学者［６］发现，健康志愿者、

ＶＶＣ以及ＲＶＶＣ患者之间某些细胞因子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
若能弄清楚阴道局部免疫功能情况和阴道念珠菌病复发的关

系，必定能在 ＲＶＶＣ的预防以及治疗中有所突破。为此，我院
对１５０例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收治的
ＶＶＣ患者１００例，其中初发型和复发型患者各５０例，分别作为
初发组和复发组。另外征集５０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其
中初发组患者年龄在２５～５８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４±１７）岁，
病程在１～３年之间，平均病程为（１６±２５）年，已婚女性３９
名，未婚１１名；复发组患者年龄在２５～５９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３５±１６）岁，病程在１～３年之间，平均病程为（１８±２６）年，
已婚女性３７名，未婚１３名；对照组志愿者初发组患者年龄在
２４～５９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５±１８）岁，已婚女性４０名，未婚
１０名。排除标准：本身有严重呼吸、循环系统疾病无法保证本
研究顺利进行者；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严重感染或者患

有ＨＩＶ、乙肝等传染病患者；处于月经期患者；患者检查前１周
内自行使用抗生素者：免疫功能异常，严重营养不良或者正在

服用免疫抑制剂者。以上患者均于我院确诊为 ＶＶＣ，并且各组
患者年龄、结婚情况、病程等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患者及家属知情并同意本次研究。

１２　方法
所有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均于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确定未感

染ＶＶＣ，且既往体健。ＶＶＣ患者均与我院进行再次确诊为阴道
念珠菌感染。具体检验方法：患者取截石位便于医生观察以及

操作，将２根无菌棉拭子用生理盐水润湿，置于患者阴道后穹窿
处，并停留３０ｓ左右取出。将１根棉拭子置于备好的１０ｍＬ含
有蛋白酶抑制剂 ＰＭＳＦ的 ＰＢＳ液中，搅拌混匀后放入离心机。
速度调整为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ｍｉｎ。取上清液 ５００μＬ放入 －

７０℃冰箱保存。将另一支棉拭子进行涂片、培养、鉴定，根据真
菌学的结果及临床症状体征分别归入上述各组。细胞因子定

量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阴道分泌物上清液细胞因子水平。将分
泌物样本加入到酶标板中，按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实验室检

测，在酶标仪上以４５０ｎｍ波长测样本吸光度值，根据试剂盒提
供的样本制作标准曲线取得回归方程，计算出各样品中待测细

胞因子的含量（１００ｐｇ／ｍｇ）。以上操作均为无菌操作。所用试
剂盒（ｈｐ２００８０９１５２１）均购自上海岚派生物制剂有限公司，酶标
仪型号为美国宝特 ＥＬｘ８００（ｈｔ２００９０７０３２１１２）购自上海巴玖实
业有限公司。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酶标仪上（白介素）ＩＬ－１２、ＩＬ－４、（干扰素）

ＩＦＮ－γ、ＩＬ－１０、ＩＬ－２３、（防御素）ＨＢＤ－２等细胞因子于
４５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度值，计算出细胞因子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经统计分析，所得数据均
符合正态分布。因此，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并进行ｔ检验；计
数资料则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所比较数据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阴道分泌物细胞因子水平

对照组志愿者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５±０２５、
０６３±０３１、０７３±０２１，初发组患者 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
别为０３３±０２３、１３４±０３８、１１６±０２２，复发组 ＩＬ－４、ＩＬ－
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９±０２７、０７４±０４２、１１９±０２３。三组
ＩＬ－４经方差分析差异不明显（Ｆ＝０３６，Ｐ＞００５），而各组ＩＬ－
１２、ＩＦＮ－γ等具有明显差异（Ｆ＝１５２１，Ｐ＜００５；Ｆ＝８３６４，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组组间经 ｔ检验两两比较，初发
组患者 ＩＬ－１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和复发组患者（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患者 ＩＦＮ－γ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但复发组与初发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各组阴道分泌物细胞因子水平（１００ｐｇ／ｍｇ）

组别 例数 ＩＬ－４ ＩＬ－１２ ＩＦＮ－γ

对照组 ５０ ０３５±０２５ ０６３±０３１ ０７３±０２１

初发组 ５０ ０３３±０２３ １３４±０３８＃ １１６±０２２＃

复发组 ５０ ０３９±０２７ ０７４±０４２ １１９±０２３＃

Ｆ ０３６ １５２１ ８３６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表示与初发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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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组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等阴道分泌物细胞因子水
平比较

　　对照组志愿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５２６±
０６２６）ｎｇ／Ｌ、（８４３±３４６）ｐｇ／ｍＬ、（１３４±０３９）ｐｇ／ｍＬ，初发
组患者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９３４±０３３５）ｎｇ／Ｌ、
（１０２３±３５７）ｐｇ／ｍＬ、（１１３±０３６）ｐｇ／ｍＬ，复发组患者 ＩＬ－
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１７６４±０６１９）ｎｇ／Ｌ、（１３０７±
３８３）ｐｇ／ｍＬ、（０９１±０３５）ｐｇ／ｍＬ，三组患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２、
ＩＬ－２３方差分析比较，差异明显（Ｆ＝９５６，Ｐ＜００５；Ｆ＝７２５，Ｐ
＜００５；Ｆ＝６２６，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和复发
组患者ＩＬ－１０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但初发组和
复发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
ＨＢＤ－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且复发组患者
ＨＢＤ－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志愿者和初发组患者ＩＬ－２３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
复发组患者ＩＬ－２３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具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等阴道分泌物细胞因子水平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０（ｎｇ／Ｌ） ＨＢＤ－２（ｐｇ／ｍＬ） ＩＬ－２３（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５０ ０５２６±０６２６ ８４３±３４６ １３４±０３９

初发组 ５０ ０９３４±０３３５＃ １０２３±３５７＃ １１３±０３６

复发组 ５０ １７６４±０６１９＃ １３０７±３８３＃ ０９１±０３５＃

Ｆ ９５６ ７２５ ６２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表示与初发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念珠菌病指念珠菌属真菌所引起的急性、亚急性或慢性感

染，通常累及皮肤、黏膜，亦可累及内脏和各个系统器官而造成

严重后果，是目前发病率最高的深部真菌病［７，８］。念珠菌是真

菌中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它常寄生于人的皮肤、口腔、阴道

和肠黏膜等处，当机体免疫机能低下或正常寄居部位的微生态

环境失调，容易引起念珠菌病。此外，阴道多褶皱，若不注意卫

生，致病菌容易在此驻留［９－１１］。有报道［１２，１３］指出，ＶＶＣ的复发
可能与阴道局部免疫能力有关，局部免疫能力的降低会增加

ＶＶＣ患者复发的几率［１４］。机体对于念珠菌感染的免疫主要以

细胞免疫为主，即Ｔ细胞主导的免疫。其中 Ｔｈ１和 Ｔｈ２类免疫
因子在免疫过程中起到主要的免疫调控作用，Ｔｈ１类细胞因子
可以通过激活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使其进入抗真菌状态以

增强其对于念珠菌的免疫能力。而 Ｔｈ２类细胞因子可以抑制
Ｔｈ１类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而降低其免疫能力。两者在念珠菌
免疫反应中相互制约，达到平衡。ＶＶＣ患者经过治疗可以治
愈，但是某些患者治愈后常常复发，这可能与患者免疫机制的

缺陷有关。有学者认为，通过对ＩＬ－１２、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０、
ＩＬ－２３、ＨＢＤ－２等的表达水平进行测定，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
患者对于念珠菌的免疫能力，并借此研究各类细胞因子对于念

珠菌病复发情况的关系［１５－１８］。为此，我院对１５０例患者及志愿
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结果显示，对照组志愿者 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
０３５±０２５、０６３±０３１、０７３±０２１，初发组患者 ＩＬ－４、ＩＬ－
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３±０２３、１３４±０３８、１１６±０２２，复发
组ＩＬ－４、ＩＬ－１２、ＩＦＮ－γ分别为０３９±０２７、０７４±０４２、１１９
±０２３。三组 ＩＬ－４经方差分析差异不明显（Ｆ＝０３６，Ｐ＞
００５），而各组ＩＬ－１２、ＩＦＮ－γ等具有明显差异（Ｆ＝１５２１，Ｐ＜
００５；Ｆ＝８３６４，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组组间经 ｔ检
验两两比较，初发组患者ＩＬ－１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和复发
组患者（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患者ＩＦＮ－γ明显
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００５），但复发组与初发组患者之间无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此结果表明，ＶＶＣ复
发组患者以及初发组患者与健康女性体内ＩＬ－１２、ＩＦＮ－γ水平
有明显差异，可能与ＶＶＣ患者高复发率有关。对照组志愿者ＩＬ
－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５２６±０６２６）ｎｇ／Ｌ、（８４３±
３４６）ｐｇ／ｍＬ、（１３４±０３９）ｐｇ／ｍＬ，初发组患者 ＩＬ－１０、ＨＢＤ－
２、ＩＬ－２３分别为（０９３４±０３３５）ｎｇ／Ｌ、（１０２３±３５７）ｐｇ／ｍＬ、
（１１３±０３６）ｐｇ／ｍＬ，复发组患者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分别
为（１７６４±０６１９）ｎｇ／Ｌ、（１３０７±３８３）ｐｇ／ｍＬ、（０９１±０３５）
ｐｇ／ｍＬ，三组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方差分析比较，差异明显
（Ｆ＝９５６，Ｐ＜００５；Ｆ＝７２５，Ｐ＜００５；Ｆ＝６２６，Ｐ＜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ＩＬ－１０明显高于对照组志
愿者（Ｐ＜００５），但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ＨＢＤ－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
＜００５），且复发组患者 ＨＢＤ－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者（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志愿者和初发组患者ＩＬ－２３无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复发组患者ＩＬ－２３明显高于对照组志愿
者（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此结果表明，ＶＶＣ复发组患者
以及初发组患者与健康女性体内ＩＬ－１０、ＨＢＤ－２、ＩＬ－２３水平有
明显差异，其中ＩＬ－１０、ＨＢＤ－２在复发组患者中明显高于初发
组患者以及对照组志愿者，可能与ＶＶＣ患者高复发率有关。

综上所述，复发性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可能存在一定的

免疫缺陷，各类细胞因子的表达异常可能与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的发病以及复发有关，但其中具体机制尚未研究清楚，尚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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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需氧菌阴道炎（ＡＶ）／细菌性阴道病（ＢＶ）五项联合定性检测试剂盒（北京中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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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报告相符率较好，适合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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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下生殖道感染是妇科常见病，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和需氧菌阴道炎（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Ｖ）是常见
的下生殖道感染。上述两种疾病发生率高，易复发，给临床医

生带来一定困扰。能否及时准确诊断上述２种疾病，是其诊治
的关键。本文通过微生态检测，全面评估女性阴道微生态环

境，同时应用需氧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五项联合定性检测
试剂盒（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生试剂盒）进

行ＢＶ和ＡＶ的检测，与阴道微生态检测结果相对比，探讨中生
试剂盒的临床应用价值。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随机抽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妇科门诊就诊的４０４例患者（有以阴道炎症状就诊者，也有
因其他各种原因就诊者，均已进行知情同意签字），年龄１８～７９
岁，平均年龄（３８６５±１１７４）岁，就诊２４ｈ内未进行阴道冲洗与
局部用药。

１２　标本采集和检测方法
采用无菌刮板和长棉签从阴道后穹窿处取得阴道分泌物，

置载玻片上，滴生理盐水，光镜下检查阴道清洁度及有无滴虫，

另将部分分泌物均匀涂于载玻片上，采用 ｐＨ值３８～５４的精
密ｐＨ试纸测定阴道ｐＨ值。检验报告由微生态实验室统一报
告。同时应用中生试剂盒检测（试剂盒由北京中生金域公司提

供，生产厂家为北京市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编号

ＹＺＢ／京 １１８８－２０１３），使用方法详见试剂盒说明书。
１３　各种阴道炎诊断标准

有典型症状和体征，经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微生态

检查，微生态报告提示诊断。ＢＶ：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７分可诊断ＢＶ。
ＡＶ：微生态检查提示菌群异常，建议行 ＡＶ评分者，≥３分可诊
断ＡＶ。
１４　中生试剂盒检验结果解释

过氧化氢（Ｈ２Ｏ２）：显红色、紫色或蓝紫色为阴性，显蓝色阳

性。唾液酸苷酶（ＳＮａ）：不显色为阴性，显紫红色为阳性，强阳
性时呈蓝色。白细胞酯酶（ＬＥ）：不显色为阴性，显蓝色或绿色
为阳性。β－葡萄糖醛酸苷酶（Ｇｕｓ）：不显色为阴性，显蓝色或
绿色为阳性。凝固酶（ＧＡＤＰ）：不显色或黄色为阴性，紫色为
阳性。

各指标联检的意义：（１）Ｈ２Ｏ２、ＳＮａ阳性应提示 ＢＶ阳性；
（２）Ｈ２Ｏ２、ＬＥ阳性，Ｇｕｓ、ＧＡＤＰ一项阳性或两项均为阳性应提
示ＡＶ阳性；（３）上述５项指标均为阳性或者 Ｈ２Ｏ２、ＬＥ、ＳＮａ阳
性伴Ｇｕｓ或 ＧＡＤＰ阳性，应提示 ＡＶ、ＢＶ混合感染；（４）以上结
果仅供参考，需结合临床其它病理指征进行综合判断。

１５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进行ｋａｐｐａ一致性检验［１］。

"

　结果
微生态实验室报告，４０４例患者中 ＡＶ３２例、ＢＶ２６例、

ＡＶ／ＢＶ混合感染１６例。中生试剂盒共诊断 ＢＶ１４例、ＡＶ２６

例、ＡＶ／ＢＶ混合感染１６例。中生试剂盒与微生态报告相比，符
合率８８９％，ｋａｐｐａ一致性为０６１３。

在ＢＶ的诊断方面（不考虑ＡＶ诊断），以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２］≥７
分作为诊断ＢＶ的标准，中生试剂盒与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的符合率为
９４１％，敏感性为８０％，特异性为９５２％。

在ＡＶ的诊断方面（不考虑 ＢＶ诊断），中生试剂盒与微生
态结果的符合率为９３１％，敏感性为７５６％，特异性为９５３％。

表１　微生态与中生试剂盒检测结果比较

微生态

　－ 　ＡＶ 　ＢＶ 　ＡＶ／ＢＶ 　总

中生

－
ＡＶ
ＢＶ
ＡＶ／ＢＶ
总

３２５
０
３
２
３３０

１０
２１
０
１
３２

１１
３
６
６
２６

２
２
５
７
１６

３４８
２６
１４
１６
４０４

#

　讨论
健康女性的阴道内可分离出２０多种微生物，其中乳杆菌是

健康妇女阴道正常菌群中的优势菌，其分离率达８０％ ～１００％，
乳杆菌可维持阴道正常菌群，使阴道处于平衡状态［３］。研究证

实，目前约４０％～５０％的阴道感染为混合感染，且ＡＶ为最主要
的合并感染［４－６］。ＡＶ患者宫颈阴道分泌物中高水平的炎性因
子ＩＬ－１、ＩＬ－６和 ＩＬ－８，与流产、胎膜早破、早产、低体重胎儿
等不良妊娠结局具有相关性［７］，Ｄｏｎｄｅｒｓ等［８］明确 ＡＶ与淋病、
衣原体感染、梅毒、滴虫有强相关性。微生态检查是诊断阴道

混合感染的重要方法。它不仅可以快速诊断临床常见阴道炎

症，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目前临床上仅有阴道炎症状，而无特

殊病原菌情况，用目前诊断方法难以诊断的阴道炎症患者进行

微生态评价，从而达到指导临床治疗的目的。

ＡＶ是一种弥漫渗出性的阴道炎症，以阴道上皮细胞脱落
及大量的脓性阴道分泌物为特征的临床症候群。微生态检查

结果建议行ＡＶ评分者，若 ＡＶ评分≥３分，可诊断 ＡＶ。本文
中，在 ＡＶ诊断上，中生试剂盒与微生态结果的符合率为
９３１％，是准确性较高的一种诊断方法。

本实验中，在ＢＶ的诊断方面，与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相比，中生试
剂盒的诊断符合率较高，中生试剂盒作为专门诊断ＡＶ和ＢＶ的
试剂盒，国内研究较多，有研究认为，其诊断 ＢＶ与 Ａｍｓｅｌ法诊
断ＢＶ相比，符合率可达６９２０％ ～９２５５％［９，１０］，其诊断 ＡＶ与
镜检法诊断ＡＶ相比，符合率可达９１１１％ ～９３５％［１１，１２］，在本

研究中，中生试剂盒诊断ＢＶ与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相比，诊断符合率可
达９４１％，敏感性为８０％，特异性为９５２％。Ｎｕｇｅｎｔ评分法因
能观察阴道菌群情况也被越来越广泛用于 ＢＶ的实验室诊
断［１３］，目前国内国际均以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作为诊断 ＢＶ的金标准，
而Ｎｕｇｅｎｔ法、Ａｍｓｅｌ法诊断ＢＶ一致性存在差异［１４，１５］。与Ａｍｓｅｌ
法相比，Ｎｕｇｅｎｔ评分法具有较好的ＢＶ诊断灵敏度，也可动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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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导ＢＶ后续治疗。中生试剂盒在ＢＶ的诊断方面，可以在临
床应用中广泛使用。

对于难治性的阴道炎症或混合感染，需要微生态的结果来

指导下一步治疗，中生试剂盒作为快速检测阴道炎症的辅助检

查手段，在ＡＶ和ＢＶ的诊断方面与微生态实验室报告相符率较
高。在基层医院或不具备微生态实验室条件的医院，对协助医

生诊治，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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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需氧菌性阴道炎（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Ｖ）的临床及微生态特征。方法：选取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接受实验室阴道分泌物检查的１００例ＡＶ患者，对患者的阴道分泌物
的清洁程度和有无滴虫等进行检查，对患者阴道微生物环境进行检测，并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

和检查结果。结果：１００例 ＡＶ患者中，阴道环境酸碱度 ＞５０、阴道环境酸碱度为４６～５０、阴道环境酸碱
度≤４５的患者分别由４８例、３０例和２２例；１００例患者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的测定结果为（１７６６±
１９２）、（１８３±２０）和（５１４１±３７６）。结论：掌握ＡＶ感染前、后的阴道微生态环境和临床特点，能够提高
对ＡＶ的诊断和治疗效果。

【关键词】　需氧菌性阴道炎；微生态特征；阴道菌群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　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１，ＳＨＥＮＨｅｐｉｎｇ２△．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ａ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Ｔｈｉｒ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ａｘｉｎｇ３１４４０８，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　第２５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６７　　　·

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
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ｒｉｃｈｏ
ｍｏｎｉａｓｉｓ，ｗｅｒｅｃｈｅｃｋ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ｄｏ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Ｈ＞５．０，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Ｈ４．６－５．０ｐＨ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Ｈ≤４．５ｗｅｒｅ４８，３０ａｎｄ２２，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１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
ＩＬ－８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ａｓ（１７６．６±１９．２），（１８３±２．０）ａｎｄ（５１４１±３７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ｅｒ
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ｆｌｏｒａ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需氧菌性阴道炎（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Ｖ）是一种常见的阴道
感染，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其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阴道充血、脓

性白带等急性炎症［１］。诱发 ＡＶ的病原体主要为链球菌、大肠
杆菌、葡萄球菌等各种需氧性细菌，其中出现几率最高的为多

种细菌混合型感染［２］。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接受实验室阴道分泌物检查的１００例ＡＶ患
者为研究对象，对ＡＶ的临床及微生态特征进行了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接受实验
室阴道分泌物检查的１００例ＡＶ患者。年龄为２８～４３岁，平均
年龄为（３５４±２１）岁。

纳入标准：（１）经临床诊断为 ＡＶ患者；（２）已签署知情书
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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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患者的阴道分泌物的清洁程度和有无滴虫等进行检查，

对患者阴道微生物环境进行检测，并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

床资料和检查结果。（１）阴道微生态环境：使用酸碱值为３８～
５４的精密性测试法对患者阴道分泌物的酸碱度进行测定。将
患者的阴道分泌物均匀的涂抹在载玻片上，并对其进行加热固

定后进行革兰染色处理，使用１０×１００倍的油镜对乳杆菌的数
量进行分析，对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和线索细胞进行观察。对

滴虫数量和阴道微生态环境进行检查。（２）ＡＶ：将一支干净棉
签放在４００μＬ稀释液体的试管中，对棉签进行挤压使样品能够
溢出。分别滴一滴约３５μＬ的阴道分泌物在反应设备的五个孔
内，然后在“唾液酸酐酶”中加入１滴显色液 Ａ，并将其放在温
度为３７℃的保温箱中观察１０ｍｉｎ。加入１滴显色液 Ｂ在“凝固
酶”的反应孔中，观察５ｍｉｎ后判定检测结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以频数表示，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结果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患者阴道酸碱度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１００例 ＡＶ患者中，阴道 ｐＨ＞５０、阴道 ｐＨ
为４６～５０、阴道ｐＨ≤４５的患者分别由４８例、３０例和２２例。

通常ＡＶ患者阴道中酸碱度大于４５。
２２　患者阴道分泌物的测定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１００例患者中，ＩＬ－１Β、ＩＬ－６和ＩＬ－８的测
定结果为（１７６６±１９２）、（１８３±２０）和（５１４１±３７６）。
#

　讨论
女性阴道微生物的生态系统是由阴道内微生态菌群、解剖

结构、免疫功能、机体内分泌调节功能等几个部分组成的，正常

女性的阴道内部环境能够保持动态平衡［３］。近年来随着医学

水平的不断发展，阴道微生态学逐渐成为医生的关注重点［４］。

个人卫生习惯、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均会对阴道微生物造成影

响，目前临床上各种类型的阴道炎症均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阴道

微生态环境失调［５，６］。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接受实验室阴道分泌物检查的１００例ＡＶ患
者为研究对象，对ＡＶ的临床及微生态特征进行了分析。

ＡＶ会导致阴道内的酸碱值浓度升高，导致阴道内乳杆菌
缺失或减少，导致增加肠道来源位置的需氧菌数量，进而使患

者的阴道内出现显著的黏膜炎症免疫反应，且对宿主产生过度

免疫反应［７，８］。因此患者阴道分泌物中有大量的白细胞，主要

表现为脓性特点。同时ＡＶ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阴道分泌物
过多，性交过程中有痛感，间歇性的存在灼热感和阴道瘙痒等

症状［９，１０］。通常ＡＶ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为黄绿色、黄色，薄脓
状，有腥臭的气味，经氢氧化钾实验结果为阴性［１１，１２］。有研究

指出各种阴道炎症的发生与阴道微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在临床上在治疗阴道炎的过程中，应当注重降低临床症状

的复发率和缓解率，努力恢复阴道微生态环境的正常，这样能

够有效提高阴道的防御保护能力。ＡＶ是一种由需氧菌感染而
致的阴道炎症，但是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并不明确［１３］。本文研究

结果显示，１００例 ＡＶ患者中，阴道 ｐＨ＞５０、阴道 ｐＨ为４６～
５０、阴道ｐＨ≤４５的患者分别有４８例、３０例和２２例，可见通
常ＡＶ患者阴道中酸碱度大于４５。１００例患者中，ＩＬ－１Β、ＩＬ
－６和 ＩＬ－８的测定结果为（１７６６±１９２）、（１８３±２０）和
（５１４１±３７６）。这是由于正常女性阴道内菌群之间、菌群与
机体之间均保持着动态平衡，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会增大

ＡＶ的发生率［１４］。同时由于阴道内的正常菌群被取代了，阴道

内的上皮内糖原转化为乳酸的过程被抑制，最终导致阴道的ｐＨ
值发生显著的升高［１５］。因此ｐＨ值是对ＡＶ做出准确诊断的重
要手段，对多样性、密集度的分析能够帮助对菌群的进一步描

述，但是对于ＡＶ的具体类型的判断需要对菌群进行进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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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鉴别［１６］。

综上所述，掌握ＡＶ感染前、后的阴道微生态环境和临床特
点，能够提高对ＡＶ的诊断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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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门诊幼儿园教师阴道炎病原体分布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
肖湘怡１　张宜群２

１宁波市镇海区妇幼保健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００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并探讨妇科门诊幼儿园教师阴道炎病原体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
分析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患有阴道炎的幼儿园教师共１０５７例，统计其临床资料，使用
统计学的方法对病原体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各类病因所占比例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患者的致病原因主要为病原微生物即滴虫、真菌和细菌；冬夏两季患者的检出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对比四组可以看出，患者在秋季的检出率最高，而在春季的检出率最低；调查问卷所考察的因素均对
患者的病情有所影响，其中只有使用避孕套与发病呈负相关，其余因素均会导致发病，而阴道内灌洗及安放

宫内节育器在所有考察因素中影响最为明显。结论：对于患有阴道炎的幼儿园教师，致病原因主要为病原

微生物即滴虫、真菌和细菌，避孕套的使用、阴道灌洗及宫内节育器的使用均会影响发病情况。

【关键词】　幼儿园教师；阴道炎；病原体分布；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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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妇科疾病，其发病原因众
多，根据不同的发病原因可分为细菌性阴道病、念珠菌性阴道

炎、滴虫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和幼女性阴道炎等［１－３］。细菌

性阴道病、念珠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为目前临床上最为

常见的三种阴道炎，均为病原体引发感染，临床上主要表现为

阴道分泌物增多、外阴瘙痒及尿痛等，阴道炎已成为严重影响

女性健康生活的主要疾病之一，若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导致不孕

及对胎儿造成损伤等不良后果［４－７］。幼儿园教师由于其工作的

特殊性，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已经成为了阴道炎高危人

群［８］。本文以回顾分析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患有阴道炎的幼儿园教师共１０５７例，使用统计学方法就病原
体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本市妇科门诊就
诊的幼儿园教师共１０５７例，年龄２４～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０１±
３４）岁；病程２个月～４年，平均病程（１２±０４）年，其中已婚
８７７例，未婚１８０例；其就诊原因多为外阴瘙痒和阴道分泌物增
多，同时统计患者的发病时间。所有患者均在告知情况下参与

此次研究，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测方法
患者取样前３ｄ内不得进行性生活，于患者阴道穹窿处使用

棉球擦拭，后将棉球放入装有１～２ｍ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以获
取患者阴道分泌物，之后将分泌物进行涂片，分别使用显微镜

观察、细菌培养及试剂检测这３种方法对患者阴道分泌物中的
病原微生物（显微镜下见滴虫）、淋球菌和支原体（显微镜下见

线索细胞）、衣原体进行检测（ＢＶ化学检测为阳性）。
１３　考察内容

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患者的卫生习惯，如非

经期使用护垫、阴道内灌洗，以及私生活习惯如是否使用避孕

套、是否安放宫内节育器以及是否有口交习惯等。另将患者的

检出季节作为独立因素进行考察。由于调查问卷设计患者隐

私，应向患者说明问卷的保密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用ｔ检验进行显著性检测。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则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调查问
卷的内容进行相关性研究，Ｐ＜００５说明均有显著相关性。
"

　结果
２．１　患者检测结果

患者的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三年间患者的检出率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各类病因所占比例之间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患者的致病原因主要为病原微生物即滴虫、真菌和
细菌。

表１　患者检测结果

年份 ｎ 病原微生物 淋球菌 支原体 衣原体 检出率（％）

２０１２ ３４６ １６３（４７１１） ２２（６３５） ４７（１３５８） １３（３７６） ７０８１

２０１３ ３４７ １５４（４４３８） ２１（６０５） ５０（１４４１） ８（２３１） ６７１５

２０１４ ３６４ １７３（４７５２） １８（４９５） ４４（１２０９） ９（２４７） ６７０３

总计 １０５７ ４９０（４６３６） ６１（５７７） １４１（１３３４） ３０（２８４） ６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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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季节影响分析
随机选取２３６例患者，患者在各个季节的检出率情况如表

２所示，冬、夏两季患者的检出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对比四组可以看出，患者在秋季的检出率最高，而在春季的检

出率最低。

表２　患者在各个季节的检出率

季节 ｎ 病原微生物 淋球菌 支原体 衣原体 检出率（％）

春 ２３６ ５２（２２０３） ７（２９７） １８（７６３） ６（２５４） ３５２３

夏 ２３６ １４３（６０５９） １５（６３６） ３１（１３１４） ７（２９７） ８３０６

秋 ２３６ １５１（６３９８） ２３（９７５） ４１（１７３７） ９（３８１） ９４９１

冬 ２３６ １４４（６１０２） １６（６７８） ４０（１６９５） ８（３３９） ８８１４

２．３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患者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所考察的因素均对

患者的病情有所影响，其中只有使用避孕套与发病呈负相关，

说明避孕套的使用能有效减少阴道炎的发病几率，其余因素均

会导致发病，而阴道内灌洗及安放宫内节育器在所有考察因素

中影响最为明显，进行阴道内灌洗和安放宫内节育器的女性有

更大几率患上阴道炎。

表３　患者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变量 β Ｘ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非经期使用护垫 ０２１４ ２５７３ ００３７ ４３１４ ０３７１－０５１３

阴道内灌洗 １４７９ ５６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４ ０２７４－０６３２

是否使用避孕套 －１３４５ ４３９７ ０００２ ２５７３ １３５４－２６５８

是否安放宫内节育器 １５７４ ６４７３ ０００１ ４５７４ ０２２７－０６４０

是否有口交习惯 ０１４４ １４５７ ００３２ ３４５１ ０２４０－０５４３

#

　讨论
阴道炎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该种疾病可能

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其发病原因复杂，主要与年龄、月经

情况、个人生活习惯、工作压力等因素有关［９－１１］。病原微生物、

淋球菌和支原体、衣原体均可导致这种疾病，同时阴道口的闭

合，阴道前后壁紧贴，阴道上皮细胞在雌激素的影响下的增生

和表层细胞角化，阴道酸碱度保持平衡，使适应碱性的病原体

的繁殖受到抑制，而颈管黏液呈碱性，当阴道的自然防御功能

受到破坏时，病原体易于侵入，导致阴道炎症。正常情况下有

需氧菌及厌氧菌寄居在阴道内，形成正常的阴道菌群。任何原

因将阴道与菌群之间的生态平衡打破，也可形成条件致

病菌［１２－１４］。

阴道炎对于育龄妇女的影响尤为严重，不仅会对其日常生

活、工作带来不便，若患者对此疾病不够重视，不及时进行治疗

还会导致女性生育能力下降甚至出现不孕的现象。幼儿园教

师大多为育龄女性，其工作压力较大，是阴道炎发病的高危人

群之一。由上文所述我们可知阴道炎的发病不仅与患者的工

作环境、生活环境有关，同时女性自身的生活习惯也对此类疾

病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些生活习惯包括个人卫生习惯、性生活

习惯等等。故本次研究不单单对患者的临床病症进行检测，同

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患者的个人生活习惯进行统计，就个人

习惯对此类疾病发病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虽然问卷内

容涉及多项个人隐私，由于患者有意隐瞒等多种因素有可能造

成结果不真实，但从结果来说仍可充分说明个人生活习惯对此

类疾病的影响［１５］。由于阴道炎与患者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及

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有关，故本文亦将季节作为影响因素之一

进行了研究，而研究结果也确实表明季节对患者的发病原因有

一定的影响。

本文以回顾分析的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患有阴道炎的幼儿园教师共１０５７例，使用统计学方法就
病原体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各类病因所占比例之

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患者的致病原因主要为病原微生物
即滴虫、真菌和细菌；冬夏两季患者的检出率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对比四组可以看出，患者在秋季的检出率最高，
而在春季的检出率最低；调查问卷所考察的因素均对患者的病

情有所影响，其中只有使用避孕套与发病呈负相关，其余因素

均会导致发病，而阴道内灌洗及安放宫内节育器在所有考察因

素中影响最为明显，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各影响因素的检出

率均低于１００％。阴道炎的发病原因较多，除了本文所研究的
三种主要影响因素外，患者自身生活习惯、免疫能力、年龄及工

作压力等也对发病有一定的影响［１６］，但所占比例较小，故本文

未对其进行一一研究。本次的研究结果说明对于患有阴道炎

的幼儿园教师，致病原因主要为病原微生物即滴虫、真菌和细

菌，避孕套的使用、阴道灌洗及宫内节育器的使用均会影响发

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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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２

ＴＮＦ－α－３０８和２３８位点基因多态性与梅毒发病关系
研究
林雁嘉１　黄楚韩１　林雯１　林明恩２△　郑道城３　蔡林河１

１揭阳市榕城区慢性病防治院皮肤科，广东 揭阳 ５２２０００
２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汕头 ５７５０４１
３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广州 ５１０５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３０８、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基因多态性与梅毒发病的关系。
方法：采用等位基因特异引物聚合酶链反应（ＡＳ－ＰＣＲ）分析显性梅毒组（Ａ组）共９３例；潜伏梅毒组（Ｂ组）
共５５例以及正常对照组（Ｃ组）４１例 ＴＮＦ－α－３０８、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基因多态性。结果：三组 ＴＮＦ－α－
３０８位点等位基因、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等位基因频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人梅毒患者中ＴＮＦ－α－３０８Ａ和２３８Ａ的存在过度表达，且 ＴＮＦ－α－３０８、２３８位点基因多态性与梅
毒的发病及病程进展可能有关系。

【关键词】　梅毒；肿瘤坏死因子－α；多态性；单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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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Ｆ）３０８＆ＴＮＦ－α－２３８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ｌｌｅ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ＡＳ－ＰＣ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ｌｌｅｌ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ＴＮＦ－α－３０８ａｎｄ２３８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９３ｃａｓｅｓ），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５５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４１ｃａ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ｌｌｅｌｅ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ＮＦ－α－３０８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ＮＦ－α－２３８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ｌｌｅ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ＴＮＦ－α－２３８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ｏｗ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ＮＦ－α－３０８ａｎｄ２３８Ａｏｃｃｕｒｓ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ＴｈｅＴＮＦ－α－３０８，２３８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ｅｌｅｏｔ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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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体感染了梅毒螺旋体后，其临床症状表现多样化、程度
轻重不一；可以表现为显发梅毒，也可为潜伏梅毒；不同患者对

治疗的反应性和敏感性不同，其临床疗效也相差甚远。这提示

我们梅毒螺旋体本身可能存在基因与决定遗传易感性中起到

关键作用［１，２］，可能与机体发生免疫应答的强度相关，可决定梅

毒感染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等方面。

目前，国内外关于人类梅毒遗传易感性方面的研究尚未见

深入报道。我们通过借鉴其他诸如乙型肝炎病毒、ＨＩＶ及结核
等感染性疾病的遗传易感性的研究，拟选用梅毒免疫发病中与

抗原识别摄取相关的Ｔｈｌ反应性细胞因子ＴＮＦ－α作为研究的
目的基因，通过对其基因 ＳＮＰ位点的分析，探讨其与梅毒易感
性的关系，为今后的临床诊治提供新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分组

病例１４８例为我院确诊为早期梅毒（梅毒血清学检查
ＲＰＲ、ＴＰＰＡ阳性，病程 ＜２年）患者。其中男９１例，女５７例；
平均年龄（３１５±６４）岁；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出现硬
下疮、扁平湿疵、掌拓红斑等皮疹）的患者为显性梅毒组（Ａ组）
共９３例；未出现典型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患者为潜伏梅毒组（Ｂ
组）共５５例。正常对照均为同期健康献血者，经献血前常规体
检排除乙肝、ＨＩＶ感染（Ｃ组）。
１２　方法与步骤
１２１　主要试剂和仪器　９６孔 ＰＣＲ仪（Ｒｏｃｈｅ公司，美国，型
号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９６）；血液基因组提取纯化试剂盒（Ｐｒｏｍｅｇａ，型号
ＭＤ１３６０，美国）；凝胶成像系统（ＵＶＰ，型号 Ｂｉｏｄｏｃ－ＩＴ２２０美
国）。

１２２　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和纯化　采用含有乙二胺四乙酸二
钾（ＥＤＴＡ－Ｋ）的抗凝管抽取各组受测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
３ｍＬ，应用基因组提取纯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采用
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室温离心１５ｍｉｎ，提取血样的基因组ＤＮＡ，并保
存于－２０℃冰箱以备检测使用。
１２３　分析ＴＮＦ－α－２３８和３０８位点的基因多态性　于美国
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官方网站上查询并获得人类ＴＮＦ－α基
因的全序列，利用Ｐｒｉｍｅｒ５０软件设计各个序列引物，引物委托
上海生工有限公司合成。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ＰＣＲ－ＲＦＬＰ）分析，并完成扩增。ＴＮＦ－α－３０８
Ｇ／Ａ扩增引物序列为：上游引物：５－ＡＧＧＣＡＡＴＡＧＧＴＴＴＴ

ＧＡＧＧＧＣＣＡＴ－３，下游引物序列：５－ＴＣＣＴＣＣＣＴＧＣＴＣＣＧＡＴ
ＴＣＣＧ－３，产物大小１５６ｂｐ；ＴＮＦ－α－２３８Ｇ／Ａ扩增引物序列：
上游引物：５－ＡＴＣＴＧＧＧＧＡＡＣＧＧＴＡＧＴＧ－３，下游引物序列：５
－ＡＧＡＡＧＡＣＣＣＣＴＣＧＧＡＡＣＣ－３，产物大小１６４ｂｐ。
扩增反应体系总体积为 ２５μＬ，包含有 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

１２５μＬ，ｃＤＮＡ模板 ２μＬ，上下游引物各 １μＬ。扩增反应条件
为：９５°Ｃ预变性２ｍｉｎ，然后９４°Ｃ变性１ｍｉｎ，６４°Ｃ退火１ｍｉｎ，
７２°Ｃ延伸１ｍｉｎ；循环进行３５次，末次再于７２°Ｃ延伸５ｍｉｎ，４°Ｃ
冷却终止反应；产物取出后加入限制性内切酶ＭｓｐＩ５Ｕ，于－２０°
Ｃ冰箱保存。采用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 ＰＣＲ扩增的产物，
并鉴定目的基因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电脑软件凝胶成像进行

分析图像。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两组资料比较：计量资料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或计数资料的 χ２检验；多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用Ｈａｒｄ－Ｗｅｉｎｂｅｒｇ遗传平衡法分析检验样本的群体
分布是否符合遗传规律。检验水准为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血清ＤＮＡ片段琼脂电泳分离鉴定结果

电泳可见单一清晰条带，表明所提取的 ＤＮＡ无降解。见
图１。

图１　血清ＤＮＡ片段琼脂电泳分离鉴定

２２　ＴＮＦ－α－２３８等位基因基因型的鉴定
ＰＣＲ产物出现了近２０６ｂｐ的条带，为野生型纯合子 ＧＧ基

因型；出现２８０ｂｐ的条带，为野生型纯合子ＡＡ基因型；出现２０６
与２８０ｂｐ的两条条带，为突变型杂合子ＧＡ基因型。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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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ＴＮＦ－α－２３８等位基因基因型的鉴定

２３　ＴＮＦ－α－３０８等位基因基因型的鉴定
ＰＣＲ产物出现了近１３５ｂｐ的条带，为野生型纯合子 ＧＧ基

因型；出现３５０ｂｐ的条带，为野生型纯合子ＡＡ基因型；出现１３５

与３５０ｂｐ的两条清晰条带，为突变型杂合子 ＧＡ基因型。见
图３。

图３　ＴＮＦ－α－２３８等位基因基因型的鉴定

２４　ＴＮＦ－α－２３８、３０８等位基因及基因型的频率
采用Ｈａｒｄ－Ｗｅｉｎｂｅｒｇ遗传平衡法分析检验 ＴＮＦ－α－２３８

和３０８等位基因与基因型在两组（显性Ａ组、潜伏梅毒Ｂ组）中
的分布规律均符合遗传平衡定律，样本均来自平衡群体，具备

较好的代表性（Ｐ＜００５）。
根据表１所示，Ａ组、Ｂ组的 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 Ｇ／Ａ位点

基因型频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７），与 Ｃ组相
比较也均有统计学意义；而Ａ组、Ｂ组的ＴＮＦ－α－２３８位点Ｇ／
Ａ等位基因频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１３５）。Ａ
组、Ｂ组的ＴＮＦ－α－３０８位点Ｇ／Ａ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
频率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分别为００２５，００１９），
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与 Ｃ组相比较也均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１、表２。

表１　ＴＮＦ－α－２３８Ｇ／Ａ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相比较

组别 例数
基因型

Ｇ／Ｇ Ｇ／Ａ Ａ／Ａ

等位基因

Ｇ Ａ

Ａ ９３ ８１ １１ ２＃ １７１ １５

Ｂ ５５ ４９ ５ １＃ １０３ ７

Ｃ ４１ ３８ ２ １　 ７７ ４

　　注：与Ｃ组对照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对照Ｐ＜００５

表２　ＴＮＦ－α－３０８Ｇ／Ａ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相比较

组别 例数
基因型

Ｇ／Ｇ Ｇ／Ａ Ａ／Ａ

等位基因

Ｇ Ａ

Ａ ９３ ７７ １４ １＃ １７０ １６＃

Ｂ ５５ ４７ ７ １＃ １０１ ９＃

Ｃ ４１ ３８ ３ ０ ７９ ３

　　注：与Ｃ组对照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对照Ｐ＜００５

#

　讨论
ＴＮＦ－α基因位于６号染色体 Ｐ２１区域内，目前研究证实

ＴＮＦ－α的基因多态性与很多疾病的发病和进展有关，诸如感

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以及恶性肿瘤等。目前研

究已知 ＴＮＦ－α启动子区域有 １１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区域
（ＳＮＰｓ），ＴＮＦ－α基因多态性的位点目前研究主要有 －３０８、－
２３８、－３７６、－２４４、－８５７、－１０３１以及 －８６３等，其５’端为高突
变区；其中ＴＮＦ－α－２３８和 ＴＮＦ－α－３０８两个位点的研究最
为深入和重要［３，４］。目前国内外 ＴＮＦ－α基因多态性在梅毒方
面的研究尚属不多。研究表明，这两个位点与机体对慢性病毒

类感染的清除缓解有关［５，６］。

当前研究结果表明，ＴＮＦ－α的产生除了机体本身的自身
免疫系统活化有关之外，还与 ＴＮＦ－α的基因启动子区域的基
因多态性而影响其转录特性并使得影响转录产物的表达水平

有关。再者不同的基因型可以转录并产生拥有不同生物特性

的蛋白，并可表现出不同的生物活性及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程

度。但ＴＮＦ－α－２３８和３０８两个位点的基因多态性是否导致
了梅毒感染患者的遗传易感特性以及在临床上产生了不同的

结局和严重程度，目前尚无明确定论［７，８］。

ＴＮＦ－α是当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感染后刺激朗格罕氏细
胞、巨噬细胞分泌而成，具有调节炎症免疫系统的作用，介导细

胞毒Ｔ细胞为主的细胞免疫，增强抗原递呈与表达，激活巨噬
细胞和补体系统，在杀伤病原体中发挥重要作用［９，１０］。目前研

究显示：梅毒感染的病程早期以细胞免疫为主，梅毒螺旋体主

要引发宿主的细胞免疫，进而杀伤清除体内的病原体，并引起

组织损害，表现为不同的临床体征和症状［１１－１４］。

本研究对梅毒患者 ＴＮＦ－α－３０８、２３８两个位点等位基因
及基因型进行鉴定，并与正常人群对照组进行比较。我们的研

究显示，显性梅毒组、潜伏性梅毒和对照组 ＴＮＦ－α－３０８位点
基因型的分布频率存在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两组试验

组ＴＮＦ－α－３０８Ｇ／Ａ、Ａ／Ａ基因型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基因
型频率；两组的ＴＮＦ－α－３０８Ａ等位基因频率也明显高于对照
组。显性梅毒组ＴＮＦ－α－３０８的Ａ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均比、潜
伏性梅毒的要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国内刘春等［１５］曾研

究梅毒患者和正常人中 ＴＮＦ－α－３０８位点基因多态性进行分
析，结果认为ＴＮＦ－α－３０８位点基因多态性与梅毒的遗传易感



·７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　第２５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性无明显关系。

本研究显示，两组试验组 ＴＮＦ－α－２３８Ｇ／Ａ、Ａ／Ａ基因型
频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但其等基因频率却无统计学差异；可

能与样本量不足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ＴＮＦ－α的基因多态性在机体梅毒感
染的发生和病程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梅毒的细胞免疫系统

激活和调节密切相关；ＴＮＦ－α－３０８Ａ及２３８Ａ等位基因可能
是人类感染梅毒的遗传易感因子，ＴＮＦ－α的基因多态性与梅
毒发病和病程进展以及转归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研究结果仍

需多中心大样本试验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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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李晓（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研
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３

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妊娠结局影响的
临床研究
李晓１　李瑞琼２　杜晓琴１　韩敏１

１绵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２眉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１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妊娠期梅毒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并探讨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期梅
毒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自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入我院治疗的确诊感染梅毒的孕妇确诊
了妊娠结局的资料，对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资料等，以正常分娩患者为对照组，以不良妊娠结局及先天性

梅毒的梅毒孕妇为病例组，用统计学分析，评价影响妊娠期梅毒患者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及其关联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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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共纳入患者２６例，首次治疗孕周（ＯＲ＝２６７；９５％ＣＩ：１９９－３５９）、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
间＜４周（ＯＲ＝１６８９；９５％ ＣＩ：８４６－３３７０）、孕期没有完成治疗（ＯＲ＝１１００；９５％ＣＩ：６４６－１８７２）、ＲＰＲ
滴度上１：８（ＯＲ＝１０６２；９５％ＣＩ：６６９－１６８５）、早期梅毒（ＯＲ＝６５９０；９５％ＣＩ：３８２９－１１３４４）、非青霉素
治疗（ＯＲ＝３２４；９５％ＣＩ：１５０－６９７）是ＣＳ的危险因素；首次治疗孕周（ＯＲ＝１３４；９５％ＣＩ：１２２－１４８）、
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 ＜４周（ＯＲ＝３６８；９５％ＣＩ：２９６－４５８）、孕期没有完成治疗（ＯＲ＝
１４６；９５％ＣＩ：１３８－１５６）、ＲＰＲ滴度上１：８（ＯＲ＝３１１；９５％ＣＩ：２５０－３８５）、早期梅毒（ＯＲ＝３５８３；９５％
ＣＩ：２３６０－５４４０）、非青霉素治疗（ＯＲ＝２７１；９５％ＣＩ：１７４－４２４）是是 ＡＰＯｓ的危险因素。结论：孕期治
疗延后或孕期未完成治疗或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小于４周、ＲＰＲ滴度越高、早期梅毒感染、非青霉素治
疗是ＣＳ和ＡＰＯｓ的危险因素。且随着孕期首次治疗延迟、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 ＜４周的缩
短、ＴＲＵＳＴ滴度增加妊娠梅毒ＣＳ和ＡＰＯｓ发生的风险也增加。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危险因素；干预对策；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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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作为一种由梅毒螺旋体（ＴＰ）引起的性传播疾病，是全球
性的健康问题，妊娠期梅毒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梅毒增多，

妊娠梅毒也有上升趋势［１］，妊娠第６周后，当胎盘屏障没有阻止ＴＰ
时，会导致胎儿宫内感染，引起不良妊娠结局（ＡＰＯｓ）、先天性梅毒
（ＣＳ），严重影响下一代患儿的健康［２］。据统计，与正常孕妇相比，

妊娠梅毒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要高３４０％，发生早产的可能增
加６９％，发生患儿低体重的可能增加８７％，发生胎死腹中的可能
增加２２７％，发生自然流产的可能增加１２６％，发生ＣＳ的可能为
２１％，而治疗不及时更是增加了ＣＳ的危险性［３］。我国胎儿梅毒发

病率有上升趋势，２０１２年数据在千分之一，接近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倍左
右，给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４］。因此。调查妊娠期梅毒患者

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对今后指导临床决策、患者妊娠选择，对

预防控制梅毒流行及降低ＣＳ和ＡＰＯｓ的发生具有实际的意义，能
够为干预措施的制定参考依据。

!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确诊感

染梅毒的２６例孕妇，其中９２３％为潜伏梅毒患者，或者晚期梅
毒患者，１９３％的梅毒患者ＲＰＲ滴度在１：８以下，９６２％的梅
毒患者应用青霉素治疗，剩余３８％因过敏应用其他类抗生素
治疗。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本方案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妊娠期梅毒起

始治疗孕周最早３周，最晚４２周，２９周以后治疗占５３８％，在
分娩 ４周前完成治疗者占 ５３８％，分娩前完成治疗的占
６５４％。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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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妊娠梅毒患者临床特征

组别
妊娠梅毒

频数（ｎ） 构成比（％）

孕期首次治疗结束 ＞４ １４ ５３８

到分娩的间隔（周） ≤４ １０ ３８５

首次治疗孕周 ≤１２ ２ ７７

１３～２３ ９ ３４６

２４～２８ ３ １１５

≥２９ １４ ５３８

完成治疗 是 １７ ６５４

否 ９ ３４６

ＲＰＲ滴度 　１∶１ ６ ２３１

　１∶２ １０ ３８５

　１∶４ ５ １９２

　１∶８ ２ ７７

　１∶１６ ２ ７７

　１∶３２ １ ３８

１∶６４ １ ３８

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１９ ７３１

１∶８ ６ ２３１
妊娠梅毒分型 晚期或潜伏梅毒 ２４ ９２３

早期梅毒 ２ ７７
抗生素使用 青霉素 ２５ ９６２

非青霉素 １ ３８

"

　方法
搜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距离

（周）、首次治疗孕周、完成治疗、ＲＰＲ滴度、ＴＲＵＳＴＭＭ（两分
类）、妊娠梅毒分型、及患者妊娠结局，应用统计学分析妊娠结

局的危险因素。

#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是ＳＰＳＳ１７０，对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单因素、

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筛选采用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３１　临床特征与ＣＳ

首次治疗孕周（ＯＲ＝２６７；９５％ＣＩ：１９９－３５９）、孕期首
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 ＜４周（ＯＲ＝１６８９；９５％ＣＩ：
８４６－３３７０）、孕期没有完成治疗（ＯＲ＝１１００；９５％ＣＩ：６４６－
１８７２）、ＲＰＲ滴度上 １：８（ＯＲ＝１０６２；９５％ＣＩ：６６９－１６８５）、
早期梅毒（ＯＲ＝６５９０；９５％ＣＩ：３８２９－１１３４４）、非青霉素治疗
（ＯＲ＝３２４；９５％ＣＩ：１５０－６９７）是 ＣＳ的危险因素。见表２。
４２　妊娠梅毒孕妇临床特征与ＡＰＯｓ

首次治疗孕周（ＯＲ＝１３４；９５％ＣＩ：１２２－１４８）、孕期首
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４周（ＯＲ＝３６８；９５％ＣＩ：２９６
－４５８）、孕期没有完成治疗（ＯＲ＝１４６；９５％ＣＩ：１３８－
１５６）、ＴＲＵＳＴ滴度上１∶８（ＯＲ＝３１１；９５％ＣＩ：（２５０－３８５）、
早期梅毒（ＯＲ＝３５８３；９５％ＣＩ：２３６０－５４４０）、非青霉素治疗
（ＯＲ＝２７１；９５％ＣＩ：１７４－４２４）是 ＡＰＯｓ的危险因素。见
表３。

表２　 妊娠梅毒孕妇临床特征与ＣＳ发生率

组别 对照组 ＣＳ病例组 单因素　　　 ＵｎａＯＲ（９５ＣＩ）

孕期首次治疗结束 ＞４ １８（６９２） １（９０） χ２＝１１４２６ １ １６８９（８４６－３３７）

到分娩的间隔（周） ≤４ ８（３０８） ９（９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９（８４６－３３７）

首次治疗孕周 ≤１２ ３（１１５） １（１００） χ２＝５７１４８ １ ２６７（１９９－３５９）

１３～２３ ７（２６９） １（１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０５１（０１４－１９０）

２４～２８ １（３８） １（１００） ２１４（０５３－８６７）

≥２９ ９（３４６） ７（７００） ６５０（２３６－１７８６）

完成治疗 是 １７（６５４） ２（２００） χ２＝１１７０７４ １ １１００（６４６－１８７２）

否 ７（３４６） ８（８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６４６－１８７２）

ＲＰＲ滴度 　１∶１ ６（２３１） １（１００） χ２＝１８５３４１ １ ２０７（１８３－２３４）

　１∶２ １０（３８５） １（１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０８５（０３６－２０４）

　１∶４ ５（１９２） １（１００） ０６６（０２２－１９９）

　１∶８ ２（７７） １（１００） ２６６（１０６－６６３）

　１∶１６ １（３８） ２（２００） １０３８（４６６－２３１２）

　１∶３２ １（３８） ２（２００） １３５６（５９３－３１０２）

≥１∶６４ １（３８） ２（２００） ３８７５（１６０８－９３３９）

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１９（７３１） ３（３００） χ２＝１４５７３ １ １０６２（６６９－１６８５）

≥１∶８ ７（２６９） ７（７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２（６６９－１６８５）

妊娠梅毒分型 晚期或潜伏梅毒 ２４（９２３） ５（５００） χ２＝６１０６３７ １ ６５９０（３８２９－１１３４４）

早期梅毒 ２（７７） ５（５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６５９０（３８２９－１１３４４）

抗生素使用 青霉素 ２３（９６２） ９（９００） Ｐ＝０００７ １ ３２４（１５０－６９７）

非青霉素 １（３８） １（１００１）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３２４（１５０－６９７）

　　注：有显著统计学差异（ａ＝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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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妊娠梅毒孕妇临床特征与ＡＰＯｓ发生率

组别 对照组

ＡＰＯｓ

早产或

低出生体重

死胎或

流产
死亡 合计

单因素 ＵｎａＯＲ（９５ＣＩ）

孕期首次治疗结束 ≤４ １８（６９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４００） χ２＝１４８２３０ １ ３６８（２９６－４５８）

到分娩的距离（周） ＞４ ８（３０８）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３６８（２９６－４５８）

首次治疗孕周 ≤１２ ３（１１５）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０） χ２＝３８０７５ １ １３４（１２２－１４８）

１３～２３ ７（２６９） １（２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０４４（０３０－０６３）

２４～２８ １（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２（０５８－１５０）

≥２９ ９（３４６）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９（１０３－１８８）

完成治疗 是 １７（６５４）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４００） χ２＝１２７４３９ １ ３２４（２６２－４００）

否 ７（３４６）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３２４（２６２－４００）

ＲＰＲ滴度 　１∶１ ６（２３１） １（２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χ２＝６６８６６２ １ １４６（１３８－１５６）

　１∶２ １０（３８５）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０８６－１６４）

　１∶４ ５（１９２） １（２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８（０７４－１５７）

　１∶８ ２（７７）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５（１０２－２３５）

　１∶１６ １（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７５（１７８－４２４）

　１∶３２ １（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４６５（２９８－７２４）

≥１∶６４ １（３８）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７５１（１０４６－２９３２）

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１９（７３１） １（２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χ２＝１１３１１８ １ ３１１（２５０－３８５）

≥１∶８ ７（２６９）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４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３１１（２５０－３８５）

妊娠梅毒分型 晚期或潜伏梅毒 ２４（９２３）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４００） χ２＝５８１５１２ １ ３５８３（２３６０－５４４０）

早期梅毒 ２（７７）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３５８３（２３６０－５４４０）

抗生素使用 青霉素 ２３（９６２）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χ２＝２０６５１ １ ２７１（１７４－４２４）

非青霉素 １（３８） １（２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Ｐ＝００００ ２７１（１７４－４２４）

　　注：有显著统计学差异（ａ＝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国胎儿

梅毒发病率有上升趋势，２０１２年数据在千分之一，接近２００２年
的２０倍左右，平均增速超过１００％［５，６］。据 ＷＴＯ统计，每年新
增有１２００万梅毒患者，其中女性患者占８０％，所以妊娠梅毒也
有上升趋势，据统计妊娠梅毒患者以每年 ３０％的速度增
长［７－１０］。妊娠第６周后，当胎盘屏障没有阻止ＴＰ时，会导致胎
儿宫内感染，引起不良妊娠结局（ＡＰＯｓ）、先天性梅毒（ＣＳ），是
围产期胎儿死亡的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下一代患儿的健

康。有报道称与正常孕妇相比，妊娠梅毒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

局要高３４０％，发生早产、患儿低体重、胎死腹中、自然流产、ＣＳ
的危险增加，而治疗不及时更是增加了ＣＳ的危险性。因此，有
必要分析妊娠梅毒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并探讨产前

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梅毒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回顾自２００６年
６月份以来，入我院治疗的确诊感染梅毒的孕妇确诊了妊娠结
局的资料，以正常分娩患者为对照组，以不良妊娠结局及先天

性梅毒的梅毒孕妇为病例组，用统计学分析，评价影响妊娠梅

毒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及其关联性。共纳入患者２６例，妊娠梅
毒患者临床特征与ＣＳ分析示，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
隔时间 ＜４周、非青霉素治疗、早期梅毒、孕期没有完成治疗、
ＴＲＵＳＴ滴度超过１∶８是 ＣＳ发生的危险因素，随着孕期首次治
疗延迟、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 ＜４周的缩短、
ＴＲＵＳＴ滴度增加妊娠梅毒ＣＳ发生的风险也增加。妊娠梅毒患

者临床特征与ＡＰＯｓ分析示，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
时间 ＜４周、非青霉素治疗、早期梅毒、孕期没有完成治疗、
ＴＲＵＳＴ滴度超过 １∶８是妊娠梅毒 ＡＰＯｓ发生的危险因素，随着
孕期首次治疗延迟、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 ＜４
周的缩短、ＴＲＵＳＴ滴度增加妊娠梅毒ＡＰＯｓ发生的风险也增加。
综上所述，孕期治疗延后或孕期未完成治疗或孕期首次治疗结

束到分娩＜４周、ＴＲＵＳＴ基线滴度越高、早期梅毒感染、非青霉
素治疗是ＣＳ和ＡＰＯｓ的危险因素［１１，１２］，且随着孕期首次治疗延

迟、孕期首次治疗结束到分娩的间隔时间＜４周的缩短、ＲＰＲ滴
度增加妊娠梅毒ＣＳ和ＡＰＯｓ发生的风险也增加［１３－１５］。但是由

于搜集的资料有限，不能囊括所有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梅毒

患者妊娠结局影响的所有因素，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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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剖宫产的危险因素分析及职业
防护
邹水娟　张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绍兴分院（绍兴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剖宫产时的危险因素，并为其医护人员的职业防护提供参考
和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０例行剖宫产手术的妊娠合并梅毒孕产妇及相应医护人
员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３０名患者，实施相应组别手术的医护人员分为医
护人员对照组和医护人员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进行剖宫产时进行常规手术操作流程，在对观察组患者进

行剖宫产时分别进行加强术前、术中及术后职业防护措施，对比分析在两组患者剖宫产手术过程中危险因

素和职业危险事件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未检查到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危险，对照组有２例在应该粘贴相关
标识处未标明或标识不清、３例防护意识不到位，３例防护制度不健全，３例发生职业暴露后未及时处理，观
察组发生职业暴露危险因素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手术全程中，无手术
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对照组有２例医护手术人员沾染羊水、３例出现手套破损，３例出现沾染体液、３例出现
锐器划伤，３例出现感染。观察组发生职业暴露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妊
娠合并梅毒患者剖宫产时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锐器划伤，沾染孕产妇的分泌物、羊水、血液等，做好剖宫产术

前、术中及术后的防护措施有利于加强职业防护，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妊娠合并梅毒；剖宫产；危险因素；职业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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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近年来梅毒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妊娠合并梅毒
的患者人数也相应增加［１］。在合并梅毒患者的剖宫产手术中，

医护手术人员随时暴露于锐利器械及产妇的分泌物、羊水、血液

等多种职业性危险因素中，使其成为容易感染梅毒的高危人

群［２］。有报道在梅毒患者剖宫产手术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各种

消毒隔离制度等有效职业防护措施，对医护手术人员职业暴露

的避免效果满意［３］。本文即就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剖宫产时的危

险因素及医护人员的职业防护进行研究，现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０例行剖宫产手术的妊
娠合并梅毒孕产妇及实施手术的相应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愿意配合研究工作，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３０名患者，实施相应组别手术的医护人员分为医护人员对照组
和医护人员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进行剖宫产时进行常规手术

操作流程，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剖宫产时分别进行加强术前、

术中及术后职业防护措施。其中术前确诊５例，于怀孕早期确
诊并接受全程规范抗梅毒治疗者５３例，隐性梅毒４８例，Ｉ期梅
毒１２例，急诊手术１９例，择期手术４１例，年龄１９～３９岁，平均
年龄（２６６±６５）岁，孕周３４＋ ～３９＋周。两组患者在年龄、梅
毒分期、是否择期手术、孕周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

观察组（ｎ＝３０）

例数 ％

对照组（ｎ＝３０）

例数 ％

术前确诊 ２ ６６７ ３ １０００

接受全程规范治疗 ２７ ９０００ ２６ ８６６７

隐性梅毒 ２４ ８０００ ２４ ８０００

Ｉ期梅毒 ６ ２０００ ６ ２０００

急诊手术 １０ ３３３３ ９ ３０００

择期手术 ２０ ６６６７ ２１ ７０００

孕周＞３８周 ２１ ０ ２０ ６６６７

　　注：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孕产妇有各期梅毒的临床表现；术前对孕产妇进行梅毒螺

旋体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和梅毒快速反应素试验（ＲＰＲ），二
者结果均为阳性，妊娠合并梅毒则可诊断。

１３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剖宫产时进行常规手术操作流程，在对观

察组患者进行剖宫产时分别进行加强术前、术中及术后职业防

护措施，具体职业防护措施如下。

手术前措施：（１）加强术前对手术患者的监控，对行剖宫产
的患者行术前常规血清梅毒检测；（２）做好手术室内及手术物
品的准备，手术室门口和手术床等处张贴明显感染标识。

术中防护：（１）限制进入手术间的人员数量，皮肤有皮炎和
破口的手术人员尽量避免参加该类手术；（２）进行一切操作和
新生儿护理时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均应带手套，应保证在操作

过程中光线充足，操作程序规范，操作前后用消毒液进行消毒，

选用ＢＤ安全型密闭静脉留置针为建立静脉通道；（３）上手术台
前医护人员应严格按照防护要求穿戴防护服、手套、眼镜等，手

术切口周围粘贴３Ｌ“Ｕ”型手术粘贴巾，合理布局手术台面，严
格管理锐器，采用标准规范进行手术器械的整理及传递，术中

采用Ｈａｎｄ－ｆｒｅｅ传递锐器，破损手套立即更换；（４）正确处理锐
器，定点放置锐器；（５）术中出现锐器刺伤，应按照规定程序进
行清洗、消毒，并做好登记，便于后续防护管理，暴露后２４ｈ内尽
早注射长效青霉素，并规律进行周期性梅毒抗体监测。

手术后职业防护措施：（１）所有手术人员术毕应在手术室
内脱掉手术衣帽并消毒后再离去；（２）使用双层锐器盒，医疗废
物均放入双层防渗漏的黄色医疗垃圾袋内，密封包装并在醒目

处标记梅毒感染；（３）及时对使用后的手术器械进行灭菌，并对
使用后的酶洗槽、清洗槽、冲洗槽及清洗刷用进行消毒浸泡清

洗；（４）对咽喉镜镜片和湿化瓶等分别用消毒液清洗，干燥后保
存；（５）用双层标本袋装病理标本，标本袋应加１０％甲醛固定密
封，并做好梅毒感染相关标识；（６）手术间内所有器械表面用含
氯消毒液消毒擦拭。手术间清洁后开启三氧空气消毒机，消毒

前可在地面洒水来增加空气湿度，使相对湿度保持在６０％ ～
９０％。巡回护士在《感染手术登记本》上将接受剖宫产手术患
者的姓名、手术名称、感染种类、手术记录完全［４］。并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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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组患者剖宫产手术过程中危险因素和职业危险事件的发

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行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应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剖宫产发生职业暴露危险因素的分析

观察组在手术全程中，未检查到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危险，

对照组有２例在应该粘贴相关标识处未标明或标识不清，３例
防护意识不到位，３例防护制度不健全，３例发生职业暴露后未
及时处理，观察组发生职业暴露危险因素人数少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医护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危险因素的分析

观察组（ｎ＝３０）

例数 （％）

对照组（ｎ＝３０）

例数 （％）

未粘贴标识或标识不清 ０ ０ａ ２ ６６７

防护意识不到位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防护制度不健全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发生职业暴露后未及时处理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其他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医护人员手术全程发生职业暴露的情况
观察组在手术全程中，无手术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对照组

有２例医护手术人员沾染羊水，３例出现手套破损，３例出现沾
染体液、３例出现锐器划伤，３例出现感染。观察组发生职业暴
露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医护人员术后发生感染的情况比较

观察组（ｎ＝３０）

例数 （％）

对照组（ｎ＝３０）

例数 （％）

沾染羊水 ０ ０ａ ２ ６６７

手套破损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沾染体液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锐器划伤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沾染血液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其他 ０ ０ａ ３ １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传染性较高的性传播疾病，由感染苍白密螺旋体引

起，性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妊娠女性感染梅毒后经胎盘传播

给胎儿较为常见［５－７］。在对感染梅毒的妊娠患者行剖宫产术

时，医护人员操作过程、所接触器械、医疗废物等环节都是医护

人员感染的危险因素，处理不当均可对医护人员造成职业性感

染［８－１０］。因此需要提高相关的手术医护人员在手术全程的前

后加强自我防护意识，并需要医院制定规范的职业暴露报告制

度，对其进行培训标准的预防知识讲座，落实消毒隔离措施并

严格执行，对操作规程进行规范，做好手术全程的环境、人员、

器械、各种敷料、操作规范化管理、阻断传播途径，尽可能避免

对医护人员造成感染的危险 ［１１，１２］。

本文研究发现，在手术全程中实行术前、术中及术后的职

业防护措施后，观察组术前未查明梅毒感染者１例，对照组有２
例在应该粘贴相关标识处未标明或标识不清、３例防护意识不
到位，３例防护制度不健全，３例发生职业暴露后未及时处理，观
察组发生职业暴露危险因素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手术全程中，无手术人员发生职业暴
露，对照组有２例医护手术人员沾染羊水、３例出现手套破损，３
例出现沾染体液、３例出现锐器划伤，３例出现沾染。观察组发
生职业暴露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提示采取全程有效的梅毒职业防护措施，可有效控制梅毒传播

途径，降低感染几率，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这与邵顺芳［１３］的研

究结论相符。

针对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实行剖宫产手术过程中的危险因

素，在手术全程中，应加强职业防护，具体落实职业防护措施：

强化手术人员自我保护意识是关键，定期组织相关医护人员强

化梅毒相关知识的学习，相关标准操作规程、管理规程的培训，

确保相关医护人员熟练掌握梅毒感染防范技术［１４］。尤其要掌

握术中传递锐器的方法，必须将锐器尖端朝上置于弯盘，手术

用刀片应采用持针器取放，严禁徒手操作；胎儿娩出后子宫体

注射缩宫素时，使用一次性可回缩注射器。在工作繁忙或抢救

患者时要忙而不乱、不粗心，相关配合工作不违反操作规程。

将医疗垃圾通过污染通道送至定点垃圾回收点并焚烧处理，在

黄色医疗垃圾袋包装做好感染标识，以运送标本者及病理科的

工作人员做好提示以利于防护［１５］。

综上所述，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剖宫产时的危险因素主要有

锐器划伤，沾染孕产妇的分泌物、羊水、血液等，做好剖宫产术

前、术中及术后的防护措施有利于加强职业防护，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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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的现状及相互影响的研究进展
郭燕　周宁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摘　要】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和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具有相同的传播途径，包括血液传播、性传
播和母婴传播，两者之间合并感染的几率很大，并且两种病毒目前都没有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据估计，全球

现存活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中有约２５％～３３％的病例合并感染了ＨＣＶ，同时感染ＨＩＶ后能够明显增加性传播感
染ＨＣＶ的危险；两种病毒合并感染之后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有所升高，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已成为
艾滋病领域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对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的现状及相互影响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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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的蔓延是２０世纪以来全球
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的长期作用可以引
起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同时，ＨＩＶ与ＨＣＶ具有相同的感染途
径，都可以经过血液／血制品、性途径以及母婴传播，两者合并

感染的可能性极大。目前还没有治愈的ＨＩＶ药物，ＨＣＶ的治疗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同时两种感染的发生都没有有效的疫苗可

以预防，因此ＨＩＶ与 ＨＣＶ的合并感染成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
健康的传染病。目前，随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ｈｉｇｈｌｙａｃ
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ＡＲＴ）的广泛开展，ＨＩＶ引起的
ＡＩＤＳ相关机会性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有所下降，ＨＩＶ／
ＡＩＤＳ病例的生命不断延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然而ＨＩＶ／ＡＩ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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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合并感染ＨＣＶ后的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有所
提高。本文就ＨＩＶ与ＨＣＶ合并感染的现状及两种病毒之间的
相互影响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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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感染现状

据估计，目前全球现存活４０００万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而全球
存活的ＨＣＶ感染者有１７０万［１－３］，在存活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中
有约２５％～３３％的病例合并感染了 ＨＣＶ［４，５］，而在美国估计约
有１００万的居民合并感染ＨＩＶ与ＨＣＶ两种病毒［６］。有研究显

示，同性性传播与异性性传播感染 ＨＣＶ的风险较感染 ＨＩＶ的
风险低（在一项针对合并感染 ＨＩＶ与 ＨＣＶ的血友病人的调查
中发现，其异性性伴感染ＨＩＶ的比例为１３％，而感染ＨＣＶ的比
例仅为３％），但是一旦感染ＨＩＶ就可以增加感染ＨＣＶ的几率，
同时在有感染ＨＩＶ高危行为的人群中发现急性 ＨＣＶ病例报告
呈现增多的趋势［７，８］。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在因注射吸毒感染ＨＩＶ
的病例中合并感染ＨＣＶ的比例较因性传播感染 ＨＩＶ的病例中
合并感染ＨＣＶ的比例高。在美国与欧洲国家和地区因为注射
吸毒而感染ＨＩＶ的人群中 ＨＣＶ的感染率高达７２％ ～９５％，在
因同性传播感染ＨＩＶ的人群中ＨＣＶ的感染率为１％～１２％，因
异性传播感染 ＨＩＶ的人群中 ＨＣＶ的感染率为９％ ～２７％［９］。

目前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中 ＨＣＶ合并感染的比例尚未开展大
规模的调查，在重庆口岸出入境人群中的检测结果显示，４０例
ＨＩＶ感染者中合并ＨＣＶ感染的有４例，合并感染比例达到十分
之一［１０］；田随安等［１１］在河南省美沙酮门诊收治的吸毒者中调

查发现１２例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中有７例感染了 ＨＣＶ，ＨＩＶ中合
并ＨＣＶ感染率为５８３３％；常熟市调查结果显示［１２］，在其 ＨＩＶ
感染者中ＨＣＶ合并感染的比例为４２３％，其中因注射吸毒感
染ＨＩＶ的病例中合并ＨＣＶ感染的比例为５０％，因男男性接触
传播感染ＨＩＶ的病例中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比例为２９４％，因异
性接触感染ＨＩＶ的病例中合并ＨＣＶ感染的比例为３１３％。买
买提艾力·吾布力等［１３］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

疾病中心收治的３９５例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的检测结果显示，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比例达到２４８１％，其中因注射吸毒感染的病例中
合并ＨＣＶ感染的比例高达７３４８％，因性接触感染的病例中合
并ＨＣＶ感染的比例为１２２４％，因输血感染的病例中合并ＨＣＶ
感染的比例为５１０％。

一般来说ＨＣＶ通过垂直传播由妈妈传给婴儿的情况比较
少见，有报告显示传播的危险性仅为２％ ～５％，但是如果妈妈
同时感染了ＨＩＶ的话ＨＣＶ传播的几率将增加３倍［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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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ＨＣＶ感染对ＨＩＶ感染自然病程的影响
ＨＣＶ感染对于ＨＩＶ感染自然病程的影响情况目前尚不明

确，早期的研究发现［１５，１６］ＨＣＶ对于 ＨＩＶ的发展过程没有影响
或者仅有极轻微的影响，尽管合并感染的病例死于肝脏相关疾

病的比例较高，但是并未发现合并感染的病例进展为 ＡＩＤＳ患
者的几率较单纯 ＨＩＶ感染病例的几率高。同时另外一项研究
也发现合并ＨＣＶ感染并不能够促进 ＡＩＤＳ及相关性疾病的发
生［１７］。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Ｇｒｅｕｂ等［１８］在

瑞士开展的队列研究显示 ＨＣＶ感染、静脉注射毒品的滥用是
ＨＩＶ病例发病和死亡显著的危险因素；意大利开展的一项队列
研究发现［１９］，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病例较单纯 ＨＩＶ感染病例发生

ＡＩＤＳ及其相关性疾病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合并感染 ＨＣＶ后发
生ＡＩＤＳ相关疾病的危险性增加了２倍），同时发现发生细菌性
感染、真菌感染以及相关原虫感染的危险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发生相关感染的危险性增加了３～５倍）。
２２　ＨＣＶ感染对ＨＩＶ感染病例免疫力的影响

有研究［２０］认为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后可能增加免疫激活，
从而导致未开展治疗的ＨＩＶ感染病例体内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
更容易发生凋亡，使其更快速地进展为严重的免疫缺陷状态。

何纲等［２１］的研究也表明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 ＨＩＶ病例外周血中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计数低于单纯的 ＨＩＶ感染病例。同时有文
献报道［２２，２３］，ＨＩＶ与ＨＣＶ病毒合并感染对 ＨＩＶ感染病例免疫
力的影响，除了引起 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和功能的异
常外，还可能影响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两种病毒的合

并感染加剧了对自然杀伤细胞的损害，从而影响了ＨＩＶ感染病
例的进程和预后。同时在对 ＨＩＶ女性病例的研究中发现合并
ＨＣＶ感染病例的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被活化，这可能引起合并感
染者的临床事件的出现概率高于未合并感染者［２４］。

２３　ＨＣＶ感染对ＨＩ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影响
ＨＩＶ病例合并ＨＣＶ感染后是否对 ＨＩＶ的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产生影响目前尚存在争议。有研究［２５］显示，在开展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之后，合并ＨＣＶ感染的病例相比较未合并感染的病例
发生肝功能损伤的机率更高。Ｂａｓｓｏ等［２６］的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干
扰素和利巴韦林在治疗合并ＨＣＶ感染的ＨＩＶ病例中的效果较
单纯的ＨＩＶ感染病例的效果差。

有些研究［２０］发现ＨＣＶ合并感染对于治疗后 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的上升没有影响，研究显示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 ＨＩＶ病例在
未接受治疗的时候 ＣＤ４＋ Ｔ淋巴细胞的凋亡可能更快，从而导
致合并感染的病例病程进展更快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免疫缺陷

综合症；但是在有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后ＨＣＶ合并感染的这
种作用就不存在了。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等［１６］的研究发现ＨＩＶ病例开展
抗病毒治疗之后，ＨＣＶ血清学阳性的ＨＩＶ病例较单纯ＨＩＶ阳性
病例的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升高较慢，但是随访４年以后却
发现两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上升的水平变为一致。另外一些研
究则认为ＨＣＶ对抗病毒治疗后合并感染病例免疫力的恢复有
影响，Ｐｏｔｔｅｒ等［２７］的研究发现合并ＨＣＶ感染对于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恢复有轻微的影响，瑞士对于接受
ＨＩ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ＨＩＶ感染病例开展了平均长达４２个
月的随访后发现，合并 ＨＣＶ感染对于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增长
与恢复具有消极的影响［１８］。ＤｅＬｕｃａ等［２８］在意大利开展的队

列研究显示了类似的结果。Ｍｉｌｌｅｒ等［２９］做的一项包含８个不同
试验涉及到６２１６例病例的 Ｍｅｔａ分析明确表明，ＨＩＶ病例接受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合并 ＨＣＶ感染的病例较未合并感染的病
例机体免疫力恢复的慢。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合并 ＨＣＶ
感染病例的Ｔ细胞的活性增强［２４，３０，３１］，这种Ｔ细胞的活化能够
引起免疫系统功能的损伤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会进一步导致

ＨＣＶ病毒与ＨＩＶ病毒复制的加速，同时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
也出现相应的下降。

#

　
&'(

感染对
&)(

感染的影响

３１　ＨＩＶ感染的作用机制
ＨＩＶ蛋白（ｔａｔ，ｇｐ１２０）或者 ＨＩＶ病毒本身有可能通过绑定

（也有可能是直接进入）肝实质细胞，星形细胞和肝内的其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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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细胞直接调节肝细胞因子，对肝脏产生影响；另外 ＨＩＶ病毒
通过降低机体内ＨＣＶ特异性的ＩＦＮ－γ（外周血中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计数与ＩＦＮ－γ能够起到抑制ＨＣＶ病毒复制的作用）产生
作用。总之，目前ＨＩＶ对于 ＨＣＶ感染自然病程影响机制的研
究尚不十分明确，但是很多研究［３２］显示 ＨＩＶ影响 ＨＣＶ的机制
主要有两个，一是细胞活化、凋亡机制（包含自然杀伤（ＮＫ）细
胞的活化、树突状细胞（ＤＣ）的活化与功能缺陷、Ｔ细胞的活化
以及细胞凋亡），二是微生物转移机制（微生物的转移是肠道内

酒精、微生物等通过血液循环引起）。

３２　ＨＩＶ感染对ＨＣＶ病程的影响
单纯慢性丙型肝炎以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多见，通常起病隐

匿，症状较轻，肝功能轻度异常，Ｂ超显示肝脾肿大者少见，极少
数会发生重型肝炎［３３］。ＨＣＶ合并 ＨＩＶ感染后较单纯的 ＨＣＶ
感染病例会表现为高水平的 ＨＣＶ病毒载量，同时发展为肝硬
化、肝功能衰竭以及肝细胞癌的进程加快。

有研究表明，合并感染病例的早期 ＨＣＶ清除率较单纯的
ＨＣＶ感染病例病毒清除率下降，单纯 ＨＣＶ感染者感染早期病
毒清除率为１５％～３０％，肝硬化发生率为１０％ ～１５％，肝癌发
生率为１％～３％，而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者其早期ＨＣＶ病毒自
然清除率仅为５％ ～１０％［３４］。合并感染病例中表现为持续的

ＨＣＶ感染的病毒血症，病例血液中高水平的 ＨＣＶ病毒载量，早
在１９９３年的研究中就有发现［３５］，排除肝功能衰竭的病例，在

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的血友病人血清中ＨＣＶ病毒载量的水平较
单纯的ＨＣＶ感染的血友病人血清中 ＨＣＶ病毒载量的水平高；
同时研究显示［３４］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较低的病例中这种情
况更为明显。有研究表明［３６－３７］，在慢性 ＨＣＶ感染时病毒特异
性的Ｔ细胞反应在控制病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ＨＩＶ感染引
起的大量记忆性淋巴细胞的丢失是合并感染病例体内高水平

的ＨＣＶ病毒载量水平的重要原因。
单纯感染ＨＣＶ的患者，从最初感染 ＨＣＶ发展至肝硬化阶

段一般需要２０～３０年，然而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会促进肝脏的
损伤，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者发生肝硬化的危险性增加，肝脏纤
维化的进程明显加速，进展快的病例可从最初感染ＨＣＶ起在６
～１０年内即发展至肝硬化阶段［３８］。近年来，随着 ＨＩＶ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的不断发展，经过有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后ＡＩＤＳ
相关疾病发生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是在 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
染的病例中ＨＣＶ相关的肝脏疾病的发生率却在不断升高。一
例包含８项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发现［３９］，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的病
例进展为肝硬化或者肝功能代谢失常性疾病的平均风险较单

纯ＨＣＶ感染病例高３倍。感染ＨＣＶ后约有１５％～１６％的感染
病例发展为肝硬化状态［４０］；而一项涉及到 １７个试验数据的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合并 ＨＩＶ／ＨＣＶ感染的病例在合并感染２０年后
有２１％的病例进展成为肝硬化状态，４９％的合并感染病例在合
并感染３０年后进展为肝硬化状态［４１］。王长双等［４２］将有偿献

血人群分为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组、ＨＣＶ单纯感染组和ＨＩＶ单
纯感染组三组开展ＨＩＶ感染对有偿献血人群 ＨＣＶ感染者预后
的影响研究发现，ＨＣＶ单纯感染组感染时间较合并感染组长，
但合并感染组预后却相对较差，ＨＩＶ感染不仅可促进肝功能异
常，甚至可能加速进展到肝硬化阶段。

３３　ＨＩ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ＨＣＶ的影响
目前，ＨＩ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于合并感染病例体内 ＨＣＶ

自然史作用的研究存在很多争议。有些研究［４３］认为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显示出积极的作用，合并感染病例接受有效的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后肝脏相关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而另外有些研究

则认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没有效果［４４］，合并感染病例接受有效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机体内 ＨＩＶ得到有效抑制的时候，合并
感染病例发生肝纤维化的进展与未合并 ＨＩＶ感染的 ＨＣＶ病例
发生肝纤维化的进展情况类似。同时一例包含多项研究结果

的Ｍｅｔａ分析认为［４１］，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与肝硬化之间没有明

确的关系，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病例进展为肝硬化的风险较未合
并感染病例的风险高，但是在合并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后与未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者进展为肝硬化的风险一致。

另外，有研究显示［４５，４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与肝功能损伤有关，

研究显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能够导致转氨酶的升高和肝功能

失代偿的加重。

$

　结论
由于具有共同的传播途径，ＨＩＶ与ＨＣＶ合并感染的可能性

很大，虽然异性传播 ＨＣＶ的危险性很低，但是感染 ＨＩＶ之后
ＨＣＶ感染的几率明显提高，同时感染ＨＩＶ也能够增加同性传播
感染ＨＣＶ的可能性，因此，在高危性行为人群中两者合并感染
的几率很大，需要引起关注。尽管在 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及相
互影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有关合并感染后两

种病毒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尚无定论，尤其是两种病毒

合并感染之后相互影响分子水平的深入研究很少见。目前，普

遍的观点都认为 ＨＩＶ／ＨＣＶ合并感染病例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合并感染加速了肝脏相关疾病而引起的死亡，而非 ＡＩＤＳ相关
疾病及其合并症而引起的死亡。同时针对 ＨＩＶ的高效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对于ＨＣＶ疾病进展及结局的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争
议。因此两种病毒合并感染之后相互作用的研究还需进一步

深入，以便指导合并感染病例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来控制合并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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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艳（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诊
治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６

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男性复发性尖锐湿
疣疗效观察
张艳１　俞同炳２　方恒３

１温岭市第四医院皮肤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１１
２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１２００
３宁波市第四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７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男性复发性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男性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成两组，分别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６０例。两组患者均给予高频电离子方案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联合艾拉光动力进行治疗。治疗后４
周、８周和１２周随访。观察随访结果，评估治疗效果和复发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愈
率为９１６７％，复发率为８３３％。对照组治愈率为７１６７％，复发率为２８３３％。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３１６７％。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男性
复发性尖锐湿疣效果显著，且复发率低，临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高频等电子；艾拉光动力；复发性尖锐湿疣；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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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临床中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病灶多位于肛周，
同时因为引起该病的人类乳头瘤病毒不可完全被清除，所以造

成尖锐湿疣的易复发性［１］。通常，临床上选择物理治疗方式对

尖锐湿疣进行治疗，如微波、激光、高频电离子、冷冻等［２］。高

频电离子通过分离人为形成电场中的气体分子，起到灼烧病灶

的目的，而光动力则是近年来治疗尖锐湿疣的新型方法，通过

光敏剂选择性被靶细胞吸收，后期经激光照射产生单线态氧等

物质起到消灭病灶目的［３］。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男性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
例，分析并探讨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男性复发性尖

锐湿疣的临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０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临床确诊为尖锐湿疣且在外院经过局部用药、冷冻等治疗

后复发的男性患者１２０例。年龄１９～８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２１±
７８２）岁；病程２周～１２个月，平均病程（７７３±２１２）周；发病
部位主要位于龟头、包皮内侧、阴茎体、冠状沟以及肛周皮损。

纳入标准［４］：（１）确诊为尖锐湿疣；（２）曾经过局部用药、冷冻等
方法治疗后复发；（３）自愿接受本次研究。排除标准：（１）有
ＨＩＶ感染、梅毒等其它性传播疾病；（２）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糖
皮质激素史、光过敏患者；（３）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将１２０
例患者进行编号，采用随机数表的方法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分

别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０例。观察组平均年龄（３４１１±
７８１）岁，平均病程（７７６±２１４）周。对照组平均年龄（３４２１
±７８３）岁，平均病程（７７１±２１０）周。两组患者在年龄、病
情、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检验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实验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高频电离子方案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

观察组联合艾拉光动力进行治疗。观察组先使用ＹＺＢ／川００２３
－２００２高频电离子治疗仪［成都维信电子科大新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号：川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０６第２２５０００９号］烧灼疣体
达真皮浅层，烧灼范围达皮损旁开２ｍｍ，从而将疣体顶端清除，
保留稍突出皮面的疣体残端，止血后继续观察１０ｍｉｎ［５］。使用
０５ｍＬ注射用水将艾拉溶解，配制２０％的溶液。将配制好的溶
液和基质乳膏混匀呈凝胶状涂抹在高频电离子灼烧的皮损及

周围皮肤黏膜上。尿道口、肛周等部位内的皮损则用无菌棉球

覆盖。胶带固定，保持局部避光３ｈ，然后使用光动力治疗仪治
疗，每个部位２０ｍｉｎ，术后在病灶部位外使用红霉素软膏。对照
组则仅使用高频电离子治疗，直至病变完全清除，术后外用红

霉素软膏。两组患者在治疗１周后进行复查，若皮损未消退则
再次进行治疗，直至皮损完全清除，但在３周内治疗次数最多不
能超过３次。治疗后４周、８周和１２周随访。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随访结果，评估治疗效果和复发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治愈标准［６］：疣体完全消失，且３个月内无新的疣体

出现。复发：疣体去除后，随访期间出现新的疣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了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数据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复发情况对比

观察组治愈人数５５例，治愈率为９１６７％；复发人数４３例，
复发率为 ８３３％。对照组治愈率为 ７１６７％，复发率为
２８３３％。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３１６７％。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总数 剧烈疼痛 瘢痕 尿道口狭窄 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０ ４ ０ ０ ６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１１ ７ １ ３１６７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临床中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病灶多位于肛周，

同时因为引起该病的人类乳头瘤病毒不可完全被清除，所以造

成尖锐湿疣的易复发性［７］。在临床治疗中，尖锐湿疣复发率高

一直是较棘手的问题，目前的治疗手段通常是将可见疣体组织

清除，但却不能深入清除不可见病灶及体内的残留病毒［８］。有

报道显示，通过目前临床中的常用手段单独对尖锐湿疣进行治

疗，复发率均较高，不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根治［９］。但如果采

用联合治疗的方法，则可以相对降低复发率，更加彻底的清除

潜在病灶。

艾拉光动力（ＡＬＡ－ＰＤＴ）是目前治疗尖锐湿疣的新型手
段，将ＡＬＡ注入患者体内后，靶细胞可以选择性吸收ＡＬＡ，同时
在细胞内经过代谢变为卟啉类物质［１０］。细胞内的卟啉类药物

可以特定被某波长激光激发，从而产生单线态氧等活性氧物

质，起到诱导细胞凋亡或坏死的效果［１１］。研究表明，在电镜下

观察经过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后的疣体细胞会发生线粒体嵴断裂
及扩张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凋亡小体及其他凋亡典型现

象［１２］。但经过临床研究表明，如果仅单纯使用ＡＬＡ－ＰＤＴ进行
治疗，虽然患者治疗后的副作用相对较少，也有一定的临床效

果，但对疣体较大的患者效果相对较差［１３］。同时，单独使用

ＰＤＴ进行治疗，临床治疗时间相对较长，同时患者经济负担相
对较大，难以得到广泛推广及应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本

次研究中将采用高频电离子与 ＡＬＡ－ＰＤＴ相联合的方式共同
治疗尖锐湿疣。高频电离子是高频电离子通过分离人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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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中的气体分子，起到灼烧病灶的目的。通过该方式可以规

避ＰＤＴ治疗强度问题，也可以降低高频电离子副反应相对较多
的弊端［１４］。

结果显示，观察组治愈率为９１６７％，复发率为８３３％。而
对照组治愈率为７１６７％，复发率为２８３３％。比较发现，观察
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该结果表明通过高频电离子及艾拉光动力联合确实比单独使

用高频电离子效果好，同时降低其复发率，该结果与同领域研

究结果基本相符［１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对照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１６７％。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有报道显示，单独使用高频电离子治疗
有时伴有尿道口狭窄或瘢痕等问题，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高。

选择与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治疗后，可以明显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安全性更高。

综上所述，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男性复发性尖锐

湿疣效果显著，且复发率低，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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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患者临床疗效
观察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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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患者临床疗效观察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本组纳入的１０７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５５）和对照组（ｎ＝５２）。观
察组采用中药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对照组单用咪喹莫特乳膏治疗，两组疗程均为８周。对比分析两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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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８周后临床疗效、伤口感染率及伤口平均愈合时间、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水平变化及随访６个月复发情况。
结果：观察组治疗８周后总有效率（９６３６％）显著高于对照组（８２６９％）（Ｐ＜００５）；两组伤口感染率无显著
性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伤口平均愈合时间显著快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ＣＤ８＋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随访 ６个月复发率
（３６４％）显著低于对照组（１９２３％）（Ｐ＜００５）。结论：中药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患者临床疗
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复发率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　中药；咪喹莫特乳膏；尖锐湿疣；疗效；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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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常见的一种性病，主要由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
的一种会阴、肛门以及生殖器的表皮瘤样增生［１，２］。该病又名

为生殖器疣、性病疣、尖圭湿疣。近年来报道发现该病发病率

呈不断上升趋势，并且复发率高，严重影响了人们身心健康。

目前，西医治疗该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但其复发率较

高［３］。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取得了确切

的临床效果，并且明显降低了复发率［４］。本研究主要采用中药

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

果，且复发率低，具有重要临床研究意义，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年龄２０～６０岁；（２）近２周内均未服用过免
疫调节剂以及其他外用药物者；（３）经５％醋酸白试验和 ＨＰＶ
金标准免疫法确诊；（４）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者；（５）均与
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纳入标准者；（２）精神异常者；（３）妊
娠或哺乳期妇女；（４）对本组研究药物过敏者；（５）合并严重心、
肝、肾等功能异常者。

１２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我院收治的１０７例尖

锐湿疣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ｎ＝５２）和观
察组（ｎ＝５５）。对照组５２例中，男性患者３０例，女性患者２２
例；年龄２１～５８岁，平均年龄（３７２９±９８４）岁；病程１８ｄ～８个
月，平均病程（２４９±１２６）个月；其中单发１５例，多发３７例。
观察组５５例中，男性患者３１例，女性患者２４例；年龄２２～５９
岁，平均年龄（３７８４±９５７）岁；病程 ２５ｄ～７个月，平均病程
（２３９±１３１）个月；其中单发１６例，多发３９例。经统计结果表
明，两组基线资料比较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观察组：给予５％咪喹莫特乳膏（生产厂家：天方药业有限
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１２３０），首先清洁患者患处，外
涂，轻柔片刻，于８ｈ后将患者患处药物采用清水清洗干净，隔日
用药１次；同时结合中药方剂治疗，方中组成包括白花蛇舌草
２０ｇ、苦参２０ｇ、土茯苓２０ｇ、败酱草２０ｇ、蛇床子２０ｇ、白芨２０ｇ、明
矾２０ｇ、黄芪１０ｇ、当归１０ｇ。诸药水煎，取水煎液熏洗患者患处，
３０ｍｉｎ／次，１次／ｄ。疗程为８周。

对照组：单用 ５％咪喹莫特乳膏，用法用量同上。疗程为
８周。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并且在治疗后６个月内，每
２周进行１次复诊，若发现患者有创面出血或新的皮损等，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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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给予治疗。

１４　观察方法
疗效判定标准：（１）治愈：肉眼观察无增生性病变，皮肤黏膜

恢复正常，醋酸白实验阴性，疣体完全消失，并且于６个月内无复
发；（２）显效：肉眼观察皮肤黏膜基本恢复正常，醋酸白实验阳
性，疣体消退８０％以上，并且于６个月内无复发；（３）有效：皮肤
黏膜明显恢复，醋酸白实验阳性，疣体消退５０％～７９％，并且于６
个月内无复发；（４）无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与治疗前比较无变
化，醋酸白实验阳性。复发判定标准：无重复感染史，并且于６个
月内原疣体部位未出现新疣体。总有效率 ＝（治愈例数 ＋显效
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观察两组患者伤口感染率及伤口平均愈合时间。观察两组患

者免疫功能（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包括水平变化。所有
患者均于治疗前后清晨抽取３ｍＬ静脉血，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
测患者外周血Ｔ细胞亚群。两组患者治疗８周后随访６个月，观察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两组均未出现失访患者，均得到随访。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６３６％，对照组患者治疗的
总有效率为８２６９％，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５ ２８（５０９１） １６（２９０９） ９（１６３６） ２（３６４） ５３（９６３６）

对照组 ５２ ２１（４０３８） １３（２５００） ９（１７３１） ９（１７３１） ４３（８２６９）

χ２ － － － － － ５４１６

Ｐ － －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伤口感染率及伤口平均愈合时间比较
两组伤口感染率比较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伤

口平均愈合时间显著快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免疫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免疫功能水平变化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同组
间治疗前，ＣＤ８＋明显低于同组间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ＣＤ８＋明显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伤口感染率及伤口平均愈合时间比较

组别 ｎ
伤口感染情况

伤口感染

例数

伤口感染率

（％）

伤口平均

愈合时间（ｄ）

观察组 ５５ １ １８２ ５１３±１０３

对照组 ５２ ５ ９６２ ７２９±１１４

统计值 － χ２＝１７７４ ｔ＝１０２９４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治疗前后两组免疫功能水平变化比较

分组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组（ｎ＝５５） 治疗前 ５１４５±５２４ ２７２５±２８２ ３６７６±４４２ ０７４±０５２

治疗后 ６８４１±４５６＃ ３９９２±３１９＃ ２２７３±２３６＃ １７６±１２５＃

ｔ － １７８１７ ２１７９５ ２０３１２ ５５６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２２６±４５１ ２７３７±２７６ ３６８３±４５７ ０７３±０６３

治疗后 ５９７２±５４５ ３３９６±３０８ ２９２１±２５３ １２６±１２１

ｔ － ７７３１ １１６６９ １０５８６ ２８６４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随访６个月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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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复发率比较

分组 例数
复发情况

复发例数 复发率（％）

观察组 ５５ ２ ３６４

对照组 ５２ １０ １９２３

χ２ － － ６５２８

Ｐ － － ＜００５

#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尖锐湿疣具有传染性强、复发率高等特点，

且在全世界流行，是欧美国家常见的一种疾病。近年来，报道

发现该病仅次于淋病而占性传播疾病的第二位，其发病率不断

上升［６，７］。致使尖锐湿疣复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疣体周围存在

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以及亚临床感染。研究报道表明，机体

针对尖锐湿疣的特异性免疫是细胞免疫，并且该疾病患者体内

与局部皮肤存在细胞免疫功能障碍［８，９］。故而对于尖锐湿疣治

疗的最佳方法包括：一方面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一方面要

清除局部病灶，两方面同时结合才可有效地解决尖锐湿疣的复

发问题。

本文采用熏洗局部方法，以清热解毒、燥湿除疣为主，借助

药力与热力通过患者黏膜、皮肤，从而促使腠理疏通、气血流

畅、脉络调和［１０］。中药方中白花蛇舌草、败酱草具有消肿止痛、

清热解毒功效；蛇床子、苦参具有燥湿除疣、清热解毒功效；白

芨、明矾具有收敛消肿功效；当归、黄芪具有益气生血活血功

效，可促进患者创面愈合，且能够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功能［１１］。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采用中药熏洗能够直接作用于患者病灶部

位，提高局部抗菌消炎和抗病毒作用［１２］。咪喹莫特乳膏是是近

年来研究治疗尖锐湿疣的一种特效药物，该药物主要通过诱导

外周血单核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以及机体免疫系统，故可

产生对ＨＰＶ感染细胞的 ＴＨ１型免疫应答，从而起到间接杀病
毒作用。而采用少量的咪喹莫特能够渗入患者皮肤表层，从而

诱导产生干扰素，同时可限制ＨＰＶ病毒增殖［１３］。

目前，以尖锐湿疣细胞免疫研究为主，并且认为细胞免疫

是尖锐湿疣的一种重要免疫学变化。通常认为ＣＤ４＋能够促进
免疫应答反应，而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能够反映免疫系统内环境
稳定。国内外研究报道显示，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中 ＣＤ３与
ＣＤ４＋水平正常或降低；而较正常人相比，ＣＤ８＋水平增加，而
ＣＤ４＋／ＣＤ８＋显著降低［１４，１５］。治疗后未复发的尖锐湿疣患者 Ｔ
细胞亚群能够恢复至正常水平。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

疗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ＣＤ８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表明尖锐湿疣患者免疫功能
提高是减少尖锐湿疣患者复发的重要原因。本结果研究显示

咪喹莫特乳膏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同时能够调节患者体内

存在的免疫紊乱，增强抗病能够，故而有助于疣体消退病损

修复。

综上所述，中药联合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患者取得

了明显的临床效果，且伤口感染率极低，可明显缩短伤口平均

愈合时间，且复发率低，具有重要临床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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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囊湿疹和淋病是两种常见的皮肤病和性病，本文确诊１
例国内外文献未见报道的阴囊湿疹合并淋球菌感染的患者。

在诊断上应特别注意详细询问病史，尤其是冶游史，并重视实

验室诊断。在选择敏感抗生素治疗时，应酌情延长疗程。对本

例患者的报告和分析讨论，旨在对临床医生今后的工作及经验

积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临床资料
患者某某，男，７４岁。因阴囊皮肤红肿溃烂伴痒痛２０ｄ，加

重５ｄ，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来我科门诊就医。患者于半年前阴囊
皮肤起红斑伴瘙痒，饮酒或吃辣椒时加重，因搔抓而破溃糜烂，

表面有脓性分泌物，曾来我科就诊，诊断为阴囊湿疹，应用地塞

米松肌注，氯雷他定、马来酸氯苯那敏、罗红霉素口服，康复新

液外用等治疗，１０ｄ后痊愈。于２０ｄ前患者吃辣椒后，上述症状
重新出现，近５ｄ症状加重，故又来我科诊治。

体格检查：阴囊前面皮肤可见６ｃｍ×６ｃｍ大小的类圆形红
斑，中心部位糜烂伴脓性分泌物及少量渗血，尿道口无红肿及

流脓（见图１）。否认有冶游史。诊断：阴囊湿疹。治疗：继续按
上述措施治疗十余天，病情不见好转。行化验检查：ＨＩＶ－Ｈｂ

（－），ＲＰＲ（－），ＴＰＰＡ（－），表面脓性分泌物淋球菌涂片及
培养（＋）。进一步追问病史后，承认此次症状出现后３ｄ，与一
女子有不洁性交一次。再次诊断：阴囊湿疹合并淋球菌感染。

加用大观霉素２０ｇ，１次／ｄ，肌注，３ｄ后明显好转，表面脓性分
泌物基本消失，１０ｄ后症状体征消失。

图１　治疗前皮损

#

　讨论
湿疹是由内外因素引起的一种急性或慢性皮肤炎症，皮损

以红斑、丘疹及丘疱疹为主的多形损害，有渗出倾向，瘙痒较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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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１］。阴囊是湿疹的好发部位之一，由于瘙痒而搔抓等因素，

皮损可有糜烂、渗出，并发感染时，糜烂面有脓性分泌物。

淋病常见于青壮年，是淋病奈瑟球菌引起的各种感染的总

称，淋球菌感染引起的症状、体征较为复杂，从病情上考虑可分

为有合并症性淋病和无合并症性淋病；从感染部位考虑，可分

为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及泌尿生殖系统以外部位感染；从感染范

围来考虑，可分为局部感染和播散性感染［２］。临床上除了最常

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化脓性感染，表现为尿道流脓、疼痛等之

外，还可有淋菌性前列腺炎、精囊炎、附睾炎、前庭大腺炎、盆腔

炎性疾病、咽炎、直肠炎、结膜炎、心内膜炎、脑膜炎等合并症，

合并症的出现与治疗是否及时、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细菌的毒

性及耐药性、性交的方式等均有关系。

阴囊湿疹局部皮损抵抗能力降低，成为不洁性交接触时淋

球菌感染的侵入门户，皮损渗出液为淋病奈瑟球菌提供了良好

的生长环境，加上该患年龄偏大，性生活不节制，机体免疫功能

相对较低等因素，而出现了本例患者的临床表现，比较少见。

本例病人的确诊实验室检查是关键，淋球菌感染的实验室

诊断不能仅靠淋菌涂片，淋球菌培养是诊断淋病的金标准，但

由于受培养条件的影响，其敏感性往往不高，尤其是对直肠等

部位的淋菌感染，近年来研究使用核酸扩增技术来提高其敏

感性［３］。

中华医学会诊疗指南及美国 ＣＤＣ推荐的治疗方案是大观
霉素２０ｇ单次肌注［４］。但实际临床治疗时，单次肌注疗程不

够，疗程适当延长疗效更佳，故采用大观霉素 ２０ｇ，１次／ｄ，
肌注。

阴囊湿疹的病人皮损处普通化脓菌感染与合并淋球菌感

染时的症状体征相似，两者极易混淆，该患者不洁性交时由于

采用了安全套，没有出现尿道疼痛及流脓等典型的淋病奈瑟球

菌感染的临床表现，加上病人年龄较大及隐瞒病史，给医生的

诊断及治疗带来了困难。在此提醒临床医生，在遇到此类病人

时，不能仅凭以往的经验，要思路开阔，仔细分析病情，重视实

验室检查，并详细追问病史，进一步明确诊断，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选择敏感抗生素治疗，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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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夫妇支原体感染分布情况及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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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育龄夫妇支原体感染分布情况并分析其药敏情况。方法：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月期间共有３６４４对夫妇来我院进行支原体筛查，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培养、鉴定和
药敏试剂盒对接受支原体筛查的３６４４对夫妇进行支原体培养和鉴定，并给予支原体阳性者抗生素的药敏试
验。结果：３６４４对夫妇中共有 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者，支原体阳性率为 ６１３％。其中单独丈夫阳性 ５例
（１１２％），单独妻子阳性４例（０８９％），夫妻同时阳性４３８例（９７９９％）。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者中有１４例
（３１３％）人型支原体（ＭＨ），３２４例（７２４８％）解脲支原体（Ｕｕ）和１０９（２４３８％）例两种支原体混合感染者。
多西环素和交沙霉素对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最敏感，其次是美满霉素。人型支原体耐药率最高的是克

拉霉素、红霉素和阿奇霉素，其次是环丙沙星和罗红霉素。解脲支原体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其次是红

霉素和氧氟沙星。结论：临床上经验性的使用克拉霉素、红霉素、阿奇霉素治疗支原体感染并不能达到较佳

的临床疗效，药物治疗应当结合药敏检验进行。

【关键词】　育龄夫妇；支原体感染；分布；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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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能够感染的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数量较多，其中最常
见的为女性生殖道分离出的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
ｕｍ，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１］。解脲支原
体能够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人型支原体感染能够引起阴道

炎、输卵管炎、盆腔炎和宫颈炎。支原体能够与多种宿主并存

且不会表现出感染的症状，仅仅在某些条件下会导致机体发生

机会性感染［２］。孕妇在感染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后，可能

会造成早产、晚期流产或死产等，即使胎儿存活也可能会发生

先天畸形［３］。近年来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国家免费为育龄夫妇

进行支原体普查，同时给予支原体阳性者药物敏感试验［４］。本

文对育龄夫妇支原体感染分布情况并分析其药敏情况进行了

探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期间到我
院来进行支原体筛查的３６４４对夫妇为研究对象，且所有研究对
象均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年龄为２０～３４岁，平
均年龄为（２７±７）岁。其中共１７６４例研究对象曾接受过药物
治疗，有８６对（９７５％）夫妇曾经同时接受过药物治疗。
１２　方法

采集标本：女性，取１份宫颈分泌物和１份阴道拭子，然后
将两份样本在同一培养瓶中接种。男性：按摩前列腺并取１份
前列腺液，取１份尿道拭子，然后将两份样本在同一培养瓶中
接种。

试剂：支原体培养、鉴定和药敏试剂（液体培养基）所使用的

药敏试剂和支原体分离培养基均由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准字粤食药管械（准）字２００８第２４００２７５号）。抗生素组合
有多西环素（ＤＯＸ）、四环素（ＴＥＴ）、罗红霉素（ＲＯＸ）、红霉素
（ＥＲＹ）、美满霉素（ＭＩＮ）、阿奇霉素（ＡＩＺ）、交沙霉素（ＪＯＳ）、克拉

霉素（ＣＬＡ）、左氧氟沙星（ＬＥＶ）、氧氟沙星（ＯＦＬ）、司帕沙星
（ＳＰＡ）、环丙沙星（ＣＩＰ）。选取培养基阳性且上清液较为清澈的
标本进行药敏试验，具体操作和对阳性的判定严格按照说明书上

的内容进行。

"

　结果
２１　４４７例支原体培养阳性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３６４４对夫妇中共有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者，
支原体阳性率为６１３％。其中单独丈夫阳性５例（１１２％），单
独妻子阳性 ４例（０８９％），夫妻同时阳性 ４３８例（９７９９％）。
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者中有１４例（３１３％）人型支原体（ＭＨ），３２４
例（７２４８％）解脲支原体（Ｕｕ）和１０９例（２４３８％）两种支原体
混合感染者。见表１。

表１　４４７例支原体培养阳性分布情况

分类 ＭＨ阳性 Ｕｕ阳性
Ｕｕ／ＭＨ
两项阳性

合计

妻子一方阳性 １（０２２） ３（０６７） １（０００） ４ （０８９）

丈夫一方阳性 １（０２２） ３（０６７） １（０２２） ５ （１１２）

夫妻共同阳性 １２（２６８） ３１８（７１１４）１０８（２４１６） ４３８（９７９９）

合计 １４（３１３） ３２４（７２４８）１０９（２４３８） ４４７（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对１２中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多西环素和交沙霉素对人型支原体和解脲
原体最敏感，其次是美满霉素。人型支原体耐药率最高的是克

拉霉素、红霉素和阿奇霉素，其次是环丙沙星和罗红霉素。解

脲支原体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其次是红霉素和氧氟沙

星。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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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４７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对１２中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药物
ＭＨ感染（ｎ＝１４）

敏感 耐药

Ｕｕ感染（ｎ＝３２４）

敏感 耐药

Ｕｕ／ＭＨ混合感染（ｎ＝１０９）

敏感 耐药

多西环素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２（９３２１） ２２（６７９） ９８（８９９１） １１（１００９）

四环素 １１（７８５７） ３（２１４３） ２６３（８１１７） ６１（１８８３） ７７９７０６４） ３２（２９３６）

罗红霉素 １（７１４） １３（９２８６） ９５（２９３２） ２２９（７０６８） ２０（１８３５） ８９（８１６５）

红霉素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５２（１６０５） ２７２（８３９５） １（０９２） １０８（９９０８）

美满霉素 １３（９２８６） １（７１４） ３０１（９２９０） ２３（７１００ １０１（９２６６） ８（７３４）

阿奇霉素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７５（２３１５） ２４９（７６８５） １５（１３７６） ９４（８６２４）

交沙霉素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２２（９９３８） ２（０６２） １０８（９９０８） １（０９２）

克拉霉素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７５（５４０１） １４９（４５９９） ２３（２１１０） ８６（７８９０）

左氧氟沙星 ５（３５７１） ９（６４２９） １０３（３１７９） ２２１（６８２１） ３５（３２１１） ７４（６７８９）

氧氟沙星 ３（２１４３） １１（７８５７） ６４（１９７５） ２６０（８０２５） １６（１４６８） ９３（８５３２）

司帕沙星 ３（２１４３） １１（７８５７） １３０（４０１２） １９４（５９８８） ３６（３３０３） ７３（６７９７）

环丙沙星 ２（１４２９） １２（８５７１） ３０（９２６） ２９４（９０７４） １１（１００９） ９８（８９９１）

　　注：对药敏结果的判断无论变色的深浅均视为耐药，不变色为敏感。

#

　讨论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支原体感染与不孕不育有密切的关

系［５］。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主要寄生在人体的泌尿生殖

道，会导致患者发生宫颈炎、阴道炎、非淋菌性尿道炎和输卵管

炎［６］。目前支原体感染患者的数量较多，但症状较轻，症状主

要表现在患者过度疲劳和身体抵抗力下降时，且就诊时接受治

疗的患者数量较少［７］。由于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的传播

途径主要为性接触传播，因而感染者多为夫妇，但是在本文的

研究中仅有９７５％的患者是夫妻双方共同接受过药物治疗的，
应当主张支原体感染的夫妻双方共同接受规范化的治疗［８］。

本文对育龄夫妇支原体感染分布情况并分析其药敏情况进行

了探究。

临床上常常经验性的认为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对多

种抗生素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因而常给予孕妇 ２５０ｍｇ红霉
素，每日口服４次，连续使用１４ｄ；给予新生儿支原体感染静脉
注射２５～４０ｍｇ／（ｋｇ·ｄ）的红霉素，或者口服红霉素，连续使用
７～１４ｄ；给予非孕妇克林霉素或四环素治疗［９］。有研究指出，

近年来国家对抗生素进行分级管理，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仅报

销部分抗生素，因而临床中多使用罗红霉素、红霉素、克拉霉

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对支原体感染

进行治疗［１０］。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常用的几种抗生素中克拉霉
素的敏感性最佳，但是也仅为６０％。多西环素和交沙霉素对人
型支原体和解脲原体最敏感，其次是美满霉素。人型支原体耐

药率最高的是克拉霉素、红霉素和阿奇霉素，其次是环丙沙星

和罗红霉素。解脲支原体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其次是红

霉素和氧氟沙星。这说明支原体的耐药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且对患者长期使用抗生素更容易产生耐药性［１１］。由于

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有一定的隐私心理，同时社会上每天常常

进行各种不正确的宣传，导致病人盲目的选择新的、昂贵的、非

专业正规的抗菌素进行不规范的治疗而造成滥用抗菌素，造成

人群的耐药性逐年上升［１２］。本文研究中发现支原体的药物敏

感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区和以前使用过的药物等，因

而患者在不同时期感染不同的菌株，其药物的敏感性可能会出

现不同［１３］。

综上所述，临床上经验性的使用克拉霉素、红霉素、阿奇霉素

治疗支原体感染并不能达到较佳的临床疗效，药物治疗应当结合药

敏检验进行［１４］。我们发现，临床诊疗中应当更多的对支原体进行

分离鉴定、药敏试验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同时给予患病夫妇双方

同步的治疗，以期达到较佳的临床疗效，为健康生育打下坚实的

基础［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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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现状
陈曦　刘朝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沙眼衣原体在生殖器官引起的感染对生殖健康影响较大，沙眼衣原体感染的防治具有十分重
要的公共卫生意义。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多发于性活动活跃的人群中，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女性与男性的感

染率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差异，并且预防和治疗妊娠期沙眼衣原体感染，对于减少不良妊娠结局非常重要。

除了年龄、性别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行为因素影响人群中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研究表明沙眼衣原体

与异位妊娠以及男性不育的发病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尚无明确定论。总之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发病率

高，易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因此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制定相关筛查措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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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原体是一类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沙眼衣原体在生殖器
官引起的感染对生殖健康影响较大，沙眼衣原体感染的防治具

有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在成人中，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

播，在男性中可表现为尿道炎、附睾炎、前列腺炎等，而前列腺

炎的病原体是沙眼衣原体这一病原学特点更容易引起男性的

早泄［１］。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在女性中主要表现为子宫

颈炎及盆腔炎等，并且容易引起女性不育［２］。

!

　近年来的发病率与患病率
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多发于性活动活跃的人群中，且呈现年

轻化的趋势。２００８年一项美国的研究表明，在１５岁到３９岁的
人群中，沙眼衣原体感染的患病率达到１４６９％［３］，而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显示１６岁以上人群中女性感染的患病率达到
６３％，而同年龄男性的患病率达到８２％［４］。２０１３年一篇文献
系统回顾了现有文献对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的患病率，在世界范

围内１２～６７岁女性沙眼衣原体感染的患病率达到８８５％，男
性感染的患病率达到６１％［５］。这一比例还是相当可观的。同

年在美国的发病率达到２６７％［３］，可见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传播

速度应当引起重视。在挪威和英国的２０１１年的研究数据表明，
当年１５岁到４９岁人群中的发病率分别为０５％［６］和０２％［７］。

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年龄段的发病率还是达到４２％［６］。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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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的传播出现较快的增长势头，应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与重视。

"

　性别与发病
作为最常见的性传播病原体，女性与男性的感染率在不同

的地区有不同的差异，但并无明显的悬殊。２０１１年在中国大陆
流动人口沙眼衣原体感染率为５％～１０％，女性患病率更高［８］。

在日本呈现相同的趋势，针对大学生展开的调查中，衣原体感

染的患病率是女性９５％和男性６７％［９］。而在英国２００７年全
国衣原体筛查项目中，２５岁以下的有９５％的女性及８４％的
男性衣原体检测阳性［１０］。同样是身处欧洲的西班牙，２０１３年
针对１５～２４岁人群的调查中，沙眼衣原体的总患病率为女性
４％和男性４３％［１１］。挪威近年来随机选取了两个地区，采用

邮件的方式进行普通人群中的问卷采样，发现受试群众中

５８％的女性和５１％的男性有沙眼衣原体的感染［１２］。考虑到

大部分研究是针对于已有症状或已患病者就诊于医疗机构的

数据，法国进行了一项针对于普通公众的研究，采用了电话采

访随机采访了４９７５位年龄在１８～４４岁的人群，其中男性患病
率在１４％，女性为１６％，而年龄越低患病率越高，１８～２５岁
的男性在２５％而女性在３２％［１３］。

值得一提的是妊娠妇女的沙眼衣原体感染的发病率相对

较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数据表明从１０％～１３％不等［８］。２０１１
年一项针对于１０１位怀孕妇女的研究发现其中感染沙眼衣原体
的比例在２５７％［１４］，２０１１年巴西的研究表明有沙眼衣原体感
染的产妇早产率相较于无感染者高（２１８％比１６１％）［１５］。如
果妊娠期的感染未经过有效的治疗，传播给新生儿的危险性很

大，主要是在围生期传播，在阴道分娩时通过子宫颈而感染，引

起新生儿的结膜炎和肺炎，并可出现不良的产科后果，如低出

生体重儿、早产、死产、新生儿死亡等。因此，预防和治疗妊娠

期沙眼衣原体感染，对于减少不良妊娠结局非常重要。

#

　年龄与发病
从前面的相关研究不难看出，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多出现于

性活动较活跃的人群中，年轻化的倾向明显。在２０１３总结了现
有文献对生殖器衣原体感染的患病率后，发现女性患病率最高

的年龄阶段为１５～２０岁［５］。而西班牙对于１０４８名１５～２４岁
性活跃的人口调查中发现女性在 ２０～２４岁患病率较高，为
４８％，而男性同样在２０～２４岁患病率较高，为４５％［１１］。美国

的一项研究表明，４０万受检测的男性中７０％的人群沙眼衣原
体检测阳性，男性阳性最高的年龄段为１７～２３岁，其中峰值年
龄是１８岁；２９２万接受检测的女性中４０％的人群阳性，其中最
高年龄段为１５～１９岁，峰值年龄为１６岁［１６］。而２０１０年日本
一项这对１８岁及以上的所有学生中筛查沙眼衣原体，发现女性
感染率最高的年龄段是１９岁（１２２％），男性感染率最高的年
龄段是２０岁（８３％）［７］。在英国年轻人中最常见的性传播感
染的是生殖器衣原体感染，２００７年２５岁以下９５％女性以及
８４％男性衣原体检测阳性［８］。

$

　社会、行为因素与发病
除了年龄、性别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行为因素影响人群

中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感染。派德森等［２］在２０１４年的一项针

对于１５～２４岁的人研究中指出，男性、年轻人，以及社会层次较
低的人群是感染沙眼衣原体的高危人群。而既往有ＨＰＶ感染、
吸烟或有每周服用酒精、大麻等药物史的人群也是引起女性沙

眼衣原体感染的高危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更容易从免疫调节机

制等生物学方面产生影响，这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对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２年中６２９位女性平均每４个月门诊随访的长期追踪研究
得出的结论［１７］。而沙眼衣原体感染的几率在既往没有感染史

的人群中相较于感染过的人来说较低［１２］，但同时也有文献对

９０７位既往无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人群（１６～２７岁）调查发现，这
些人每年的新发病率在３４％左右，其中１６～２０岁人群的新发
病率在６６％，低年龄段发病率显著升高；同时发现的高危因素
有过去１年中多个性伴侣、吸烟、同时存在的细菌性阴道病以及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１８］。２０１１年巴西回顾了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７１名前
往医院就诊的女性进行的研究中表明患病率为９８％，在巴西
的年轻妇女中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率较高，而与其相关的高危因

素有年龄（１５～１９岁的人群患病率更高，占到了受试者的
５４％）；初次性行为小于１５岁；性伴侣多于一个；同时有淋病奈
瑟菌感染者［１５］。前文法国进行的研究还发现，无论男女，末次

性伴侣为随机选择者是高危因素；对于男性的高危因素还有居

住于巴黎地区；推测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大的地区沙眼衣原体

患病率更高。对于女性的高危因素还有过去一年有多个性伴

侣，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等［１３］。在太平洋地区的４１个乡村地
区也存在相同的高危因素，有３６％的无保护行为受试女性存在
沙眼衣原体感染，多个性伴侣是高危因素之一；同时该研究还

发现经产妇女比未产妇感染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几率要低［１９］。

%

　沙眼衣原体感染与相关疾病
５１　沙眼衣原体感染与不孕不育

沙眼衣原体的感染是性传播疾病的常见原因，而这种感染

通常又不会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它的慢性持续感染会影响

输卵管的功能，从而易引发不孕。波兰最近一项研究把受试女

性分为计划怀孕组和原发不孕组，结果发现不孕组的沙眼衣原

体感染几率为２２９５％远高于第一组的９４７％，该项研究认为
慢性的沙眼衣原体感染是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因素，并且对于

不孕夫妇应常规进行沙眼衣原体的筛查［２０］。

５２　沙眼衣原体感染与异位妊娠

异位妊娠是育龄妇女高发的威胁健康的疾患。Ｌｉ［２１］的研
究应用血清学沙眼衣原体ＩｇＧ阳性率证明了沙眼衣原体感染是
异位妊娠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反的 Ａｇｈｏｌｏｒ［２２］在一篇研究中指
出，沙眼衣原体的血清抗体滴度在异位妊娠的人群中显著高于

宫内孕的对照组。然而，当控制了既往盆腔炎性疾病感染史、

社会人口学因素、避孕工具使用这些指标之后沙眼衣原体的血

清滴度与宫外孕的联系减弱，因此该研究认为沙眼衣原体的感

染本身在异位妊娠的发病机制中作用有限。但可以肯定沙眼

衣原体感染所带来的远期影响如慢性迁延的盆腔炎症还是易

于导致异位妊娠的发生。

５３　沙眼衣原体感染与男性不育
如前文所述，沙眼衣原体在男性中可引起一系列疾病，那

沙眼衣原体的感染是否同样会导致男性不育？Ｇｉｍｅｎｅｓ［２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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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男性生殖系统沙眼衣原体的感染会降低精子质量，影响精

子的游走和定植能力。但具体影响的程度还未有最终量化的

确定结论。同样的 Ａｌ－Ｍｏｕｓｈａｌｙ［２４］研究指出男性生殖系统沙
眼衣原体的感染会引起一系列容易导致男性不育的疾病，如前

列腺炎、附睾炎、尿道炎等，但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对于男性不育

以及精液的直接影响目前仍有争议，尚无统一结论。该研究认

为沙眼衣原体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引起配偶的输卵管功能障碍

引起不育，而不是直接影响男性的生育力。

总之，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沙眼衣原体所引起的泌

尿生殖道感染，是性传播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在性活跃期感

染率高，其传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沙眼衣原体感染易带

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因此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制定相关筛查措

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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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０例就诊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分析
安骏腾　李伟源　丁博月　陈珊　丁政云△　贺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皮肤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本地区支原体感染及药物敏感情况，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４年来我院皮肤性病门诊进行支原体检测患者的培养及药敏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１３５０
例标本中支原体培养阳性５５９例（４１４１％），其中 Ｕｕ感染 ３８３例（２８３７％），ＭＨ感染２２例（１６３％），混合
感染１５４例（１１４１％）；男性患者支原体培养阳性 ４９２例（３９８７％），女性患者支原体培养阳性 ６７例
（５７７６％），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Ｐ

!

００１）。Ｕｕ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
素、加替沙星这４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较高，敏感率大于７０％，对克林霉素、甲砜霉素耐药显著；ＭＨ对美满霉
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敏感性较高，但与 Ｕｕ敏感药物比较，可选择药物范围比较窄，对克拉霉素、罗红霉
素、红霉素、阿奇霉素耐药性显著。结论：支原体对大部分抗菌药物产生不同程度的耐药性，本文建议使用

对Ｕｕ和ＭＨ都较敏感的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治疗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并强调男女双方共同
治疗，减缓耐药菌株的产生。

【关键词】　支原体；敏感性；耐药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３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Ｊｕｎｔｅｎｇ，ＬＩＷｅｉｙｕａｎ，ＤＩＮＧ
Ｂｏｙｕｅ，ＣＨＥＮＳｈａｎ，Ｄ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ｕｎ△，ＨＥＷｅｉ．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ｕｒ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ｙｃｏ
ｐｌａｓｍａｔｅｓ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ｏｕｒ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Ｄｃｌｉｎｉｃｉｎ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１３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５９ｃａｓｅｓ（４１．４１％）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３８３ｃａｓｅｓ（２８．３７％）ｏｆ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ｃａｓｅｓ（１．６３％）ｏｆ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５４ｃａｓｅｓ（１１．４１％）ｏｆ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ｗｅｒｅ４９２ｃａｓｅｓ（３９．８７％）ａｎｄ６７ｃａｓｅｓ（５７．７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ａｔ
ｔｈｅＭｙｃｏｐｌｓ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ｍａｌｅ（Ｐ＜００１）．Ｕｕｗａ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ｊｏｓａｍｙ
ｃｉｎ，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ｇａｔ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７０％，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ｎ
ｄａ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Ｈｗａ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ｊｏｓａ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ｂｕ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ｕ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ｒｕｇ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ｓｃｏｐｅ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ａｒｒｏｗ．ＭＨｗａ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
ｍｙｃｉｎ，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ｍｏｓｔ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ｄｒｕｇ．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ｊｏｓａ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ｒｅａｔｔｈ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ｕ
ａｎｄＭＨ．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ｏ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ｇｆａｓ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是引起人类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等疾患
的病原菌之一，并可引起不孕不育，其中引起疾病的支原体主要

包括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ｙ
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目前，抗菌药物滥用致支原体耐药性明
显升高，且形势越来越严峻［１］。本文对２０１４年来我院皮肤性病
科进行支原体检测患者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４年来我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的１３５０例未经用药的患者
（相关伦理事宜：实验样本是患者在门诊正常诊疗时采集的标

本，检测及统计者承诺不泄露与患者隐私权有关的任何信息。

故本研究对受试者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性，可不提交伦理委员会

的审评意见及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书），其中男性１２３４例，女性
１１６例，男女比为１０６４：１，年龄２３～４８岁，平均年龄约２８岁，
来我院进行检测的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６～３０岁。
１２　标本采集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进行样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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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男性：无菌拭子采集前尿道１～２ｃｍ内尿道分泌物，采集前
最少２ｈ禁止小便。女性：无菌拭子取宫颈分泌物或阴道分泌
物。采集后立即进行检测。

１３　试剂及仪器
支原体培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产品标准编号：ＹＺＢ／豫０１１８－２００７），电热恒温培养
箱（公私合营国光医化仪器厂，编号：２９８８），男性一次性采样拭
子（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标准编号：ＹＺＢ／苏 １０２９－
２０１３），女性一次性采样拭子（扬州市龙虎医疗器械厂，产品标
准编号：ＹＺＢ／苏０３７３－２００８）。
１４　检验方法

取出基础液及药敏试剂板，使其在接种样本前接近室温用

微量移液器吸取１００μＬ基础液加入 Ｃ－空白对照孔，接种样本
于剩余的基础液中，加盖摇匀使之混匀，将含样本的基础液加

入其余微孔中，每孔１００μＬ，轻轻震荡药敏试剂板，使其充分溶
解，所有微孔加入１滴植物油，将药敏试剂板加盖后，放入温箱
中３５℃～３７℃培养，４８ｈ后观察结果。Ｕｕ或ＭＨ板孔内颜色由

橘黄色变成桃红色，表示有Ｕｕ或ＭＨ生长，颜色保持橘黄色不
变，表示没有生长，两孔内颜色全部由橘黄色变成桃红色，表示

混合感染。药敏板上下孔内基础液颜色相同且为桃红色，表示

耐药，上下孔颜色相同且为橘黄色，表示敏感，上下孔颜色不

同，表示中度敏感。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出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支原体感染情况

１３５０例标本中支原体培养阳性５５９例（４１４１％），其中 Ｕｕ
感染３８３例（２８３７％），ＭＨ感染２２例（１６３％），混合感染１５４例
（１１４１％）；男性患者支原体培养阳性４９２例（３９８７％），女性患
者支原体培养阳性６７例（５７７６％），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阳性率
明显高于男性患者（χ２＝７９５３，Ｐ＜００１），Ｕｕ阳性率显著高于
ＭＨ感染阳性率（χ２＝３７８５６５，Ｐ＜００１），Ｕｕ阳性率显著高于
ＭＨ＋Ｕｕ混合感染阳性率（χ２＝１２１９００，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样本支原体属感染状况

支原体
男性（ｎ＝１２３４）

阳性例数 阳性率（％）

女性（ｎ＝１１６）

阳性例数 阳性率（％）

合计（ｎ＝１３５０）

阳性例数 阳性率（％）

Ｕｕ ３３７ ２７３０ ４６ ３９６６ ３８３ ２８３７

ＭＨ ２１ １７０ １ ０８６ ２２ １６３

Ｕｕ＋ＭＨ １３４ １０８６ ２０ １７２４ １５４ １１４１

合计 ４９２ ３９８７ ６７ ５７７６ ５５９ ４１４１

２２　药敏试验情况
根据Ｕｕ药敏结果显示，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加

替沙星、克拉霉素敏感率较高，说明这几种药物在体外有比较

强的抑制细菌的能力；克林霉素、甲砜霉素耐药显著。根据 ＭＨ

药敏结果显示，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敏感率较高，但

与Ｕｕ敏感药物比较，可选择药物范围比较窄；克拉霉素、罗红
霉素、红霉素、阿奇霉素耐药性显著。见表２。

表２　样本支原体属药敏结果

孔内药物
Ｕｕ（ｎ＝５３７）

敏感 中度敏感 耐药

ＭＨ（ｎ＝１７６）

敏感 中度敏感 耐药

美满霉素 ４６８（８７１５） ２６（４８４） ４３（８００） １３３（７５５７） １７（９６６） ２６（１４７７）

强力霉素 ４６８（８７１５） ２４（４４７） ４５（８３８） １２０（６８１８） １９（１０８０） ３７（２１０２）

红霉素 ３２３（６０１５） ８３（１５４６） １３１（２４３９） ２９（１６４８） １７（９６６） １３０（７３８６）

阿奇霉素 ３０３（５６４２） １１０（２０４８） １２４（２３０９） ２２（１２５０） ２６（１４７７） １２８（７２７３）

交沙霉素 ４７０（８７５２） ３２（５９６） ３５（６５２） １２５（７１０２） ２４（１３６４） ２７（１５３４）

甲砜霉素 ３９（７２６） ２７１（５０４７） ２２７（４２２７） ２４（１３６４） ５９（３３５２） ９３（５２８４）

克林霉素 ３８（７０８） ２３２（４３２０） ２６７（４９７２） ３１（１７６１） ４４（２５００） １０１（５７３９）

克拉霉素 ３５２（６５５５） ４８（８９３） １３７（２５５１） ２０（１１３６） ２５（１４２０） １３１（７４４３）

罗红霉素 ２２７（４２２７） １６９（３１４７） １４１（２６２６） １７（９６６） ２８（１５９１） １３１（７４４３）

司帕沙星 １５５（２８８６） ２０７（３８５５） １７５（３２５９） ３１（１７６１） ４３（２４４３） １０２（５７９５）

左氧氟沙星 ２６３（４８９８） ２０３（３７８０） ７１（１３２２） ４２（２３８６） ７４（４２０５） ６０（３４０９）

加替沙星 ３８６（７１８８） １１３（２１０４） ３８（７０８） ６３（３５８０） ８１（４６０２） ３２（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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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文对２０１４年来我院皮肤科进行支原体检测患者的培养

及药敏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就诊于我科患者的性别比例

可以看出，女性就诊患者较少，可能与女性的心理有关，也可能

是支原体感染女性后临床症状不明显，但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

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Ｐ＜００１），说明女性生殖道更适合
支原体生长，这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１－６］。到我科就诊患者的

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６～３０岁，此阶段正是性活跃时期，且有报道
表明［７］，支原体感染与性活动有一定相关性，故本人建议感染

支原体的患者需进行男女双方共同治疗，避免再次感染，以提

高疗效并减少耐药性的产生。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Ｕｕ感染的阳性率是２８３７％，ＭＨ阳性率
是１６３％，Ｕｕ＋ＭＨ混合感染阳性率是１１４１，Ｕｕ阳性率显著高
于ＭＨ和Ｕｕ＋ＭＨ混合感染阳性率（Ｐ＜００１），说明目前支原体
感染以Ｕｕ为主，这与国内众多报道的结果相同［２－４］；Ｕｕ＋ＭＨ混
合感染率是 １１４１％，明显高出刘厚明等［２］报道的 ５６％ ～
８９％，吕宁等［３］报道的６０８％，邱振等［４］报道的３８７％，此阳性
率较高可能说明支原体感染将趋向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或由于区
域间差异造成的，但临床经验性治疗泌尿道支原体感染时，建议

使用对Ｕｕ和ＭＨ都敏感的抗菌药物，必要时联合使用抗菌药物，
提高治愈率。

从表２可以看出，Ｕｕ对这１２种药物的敏感性由高到低依次
是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加替沙星＞克拉霉素＞红
霉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罗红霉素＞司帕沙星＞甲砜霉
素＞克林霉素，其中前４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较高，敏感率大于
７０％，可作为临床经验性用药；ＭＨ敏感性由高到低依次是美满
霉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克林霉
素＝司帕沙星＞红霉素＞甲砜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
红霉素，其中前２种敏感性较高，敏感率大于７０％，可用于经验性
用药。国外资料［８］研究表明，ＭＨ对１６环的交沙霉素均敏感，对
１４、１５环大环内酯药物红霉素、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具有“天然
耐药性”，本试验中ＭＨ对罗红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
明显耐药，这与国外报道［８］相似。其中阿奇霉素对支原体耐药

主要原因是２３Ｓ核糖体ＲＮＡ的Ｖ区基因变异［９］。

支原体又称霉形体，是目前新发现的、最简单的、最小的介于

细菌与病毒之间能独立生活的原核生物［１０］。支原体无细胞壁结

构，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有天然耐药性，临床治疗多采用四环
素类、氟喹诺酮类及大环内酯类等干扰蛋白合成的药物［１１］。且

最近相关报道表明［１２－１４］，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与非淋球菌性尿道

炎、宫颈炎、习惯性流产、不孕不育、慢性前列腺炎等有关。支原

体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耐药性也随着抗生素的滥用日趋厉

害［１５］，最后或使其感染的泌尿生殖道患者的临床治愈时间延长，

或促使更强效的抗生素滥用，进一步增加支原体耐药性，从而形

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由于支原体对大部分抗菌药物有不同程度的耐药

性，故临床治疗支原体感染的泌尿生殖道感染时，尤其是不能进

行支原体检测的地区，本文建议使用对Ｕｕ和ＭＨ都较敏感的美
满霉素、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并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治疗，减缓耐

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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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抗苗勒氏激素（ＡＭＨ）水平的影响研究及对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的临
床观察）。

【第一作者简介】张志杰（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泌尿
外科和男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贾玉森，Ｅ－ｍａｉｌ：ｊｙｓｅｎ６０＠１２６．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３２

麒麟丸对男性不育症精浆抗苗勒氏激素的影响
张志杰１　赵萌２　陈小均１　张岳阳３　段平川１　贾玉森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泌尿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手术室，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
３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　要】　目的：观察麒麟丸对不育症患者精浆抗苗勒氏激素（ＡＭＨ）及精液参数的影响。方法：采用
自身前后对照方法，选取符合 ＷＨＯ男性不育症诊断标准的患者４３例，采用麒麟丸治疗，在治疗前后进行精
浆ＡＭＨ测定和精液参数分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集中检测精浆中ＡＭＨ水平。结果：经麒麟丸
治疗后，患者精液ａ级精子平均百分率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Ｐ＜００５），精浆ＡＭＨ水平较治疗前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治疗前后，患者精子畸形率及精子密度无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结论：麒麟丸具有改善不育症
患者精液质量及提高精浆ＡＭＨ水平的作用，对精子畸形及精子密度无明显改善作用。

【关键词】　不育症；麒麟丸；抗苗勒氏激素（Ａ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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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调查，育龄夫妇中约１５％存在不
育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某些地区可高达３０％，男女双方原因各
占５０％［１，２］。临床上精液质量分析是诊断和评价男性不育症

治疗效果的重要方法［３］，但是仅靠精液常规分析结果并不能准

确地反映男性的生育功能。研究表明，即使精液常规分析异常

的男性也有可能使生育力正常的女性受孕，而精液常规分析正

常者的男性也会存在不育的可能［４］。近年来，有研究显示精浆

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ＭＨ）与男性不育症精子密度、活力、活率具
有正相关性［５－９］。临床上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取得了较好的

结果，而中药对精浆ＡＭＨ的研究文献较少，为进一步探讨中药

对不育症患者精浆ＡＭＨ及精液各参数的影响，现将我院４３例
不育症患者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对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
院泌尿男科门诊就诊不育症患者进行门诊病例收集，同意参与

本临床试验研究，共收集男性不育症病例 ４３例，年龄 ２１～４５
岁，平均年龄３２３８±４９４岁。
１２　纳入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化检查

与诊疗手册（２００７版）》中的定义，结合《人类精液分析及精子
与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手册》（第４版）推荐的实验室诊断
标准，将男女同居一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取避孕措施，女

方妇科检查正常无不孕症，由于男方因素造成女方不孕，称为

男性不育症。

中医证型诊断标准，依据《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６７５１２－１９９７）标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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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季绍良、成肇智主编的《中医诊断学》、《王琦男科学》及《徐

福松男科学》制定：主症：婚后不育。次症：（１）腰膝酸软，头晕
耳鸣；（２）神疲乏力；（３）舌淡苔白；（４）脉细或尺弱。以上具备
主症、次症任３项可诊断肾精亏虚证。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合并性功能和／或射精功能障碍；（２）先天性睾丸发育
不良；（３）泌尿道或阴囊手术史；（４）精索静脉曲张病史；（５）
泌尿道特异性感染；（６）合并有遗传性疾病、精神病患者；（７）
合并其他系统的慢性或严重疾病，如肝硬化、肾衰等；（８）拒绝
参加本课题实验者；（９）研究者认为不适宜参加临床实验者。
"

　研究方法
２１　给药方法

参照纳入标准收集男性不育弱精症患者４３例，给予口服麒
麟丸（生产厂家太安堂集团，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３００３４），
每次６ｇ，早中晚各１次，研究周期为３个月。试验期间禁用其
它治疗同类病症的药物。同时注意观察服药期间的不良反应。

结论要明确，对中止或脱落的病例应加以说明。

２２　观察指标
主要指标：（１）精浆中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ＭＨ）；（２）精液参

数（精子的密度、活率、活力及形态学分析）。次要指标：（１）中
医证候；（２）不良反应的观察。不育症患者以上观测指标在治

疗前后各观察１次。
２３　精液指标检测

精液常规检查：受试者禁欲３～７ｄ，自慰法将精液留于干燥
容器内，３７℃水浴箱中自然液化，以“精子、微生物动（静）态图
像检测系统ＣＡＳＡＳ－ＱＨ－ＩＩＩ”（编号ＬＡＢ－ＰＦ－０１８－０４，北京
华方神火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精液分析。采用Ｄｉｆｆ－Ｑｕｉｃｋ法进
行精子形态学检查。将精液混匀后取１ｍＬ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６
ｍｉｎ，收集上方的精浆 ０５ｍＬ，储存于 －８０℃低温冰箱，待测
ＡＭＨ，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集中检测精浆中ＡＭＨ
水平，试剂盒厂家为武汉伊莱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号：Ｅ
－ＥＬ－Ｈ０３１７ｃ，批号：２０１５０２。严格按产品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单位为ｎｇ／ｍＬ。
２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治疗前后采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共收集病例４３例，其中４例患者未坚持完成治疗，予剔除，

３个月后共３９例患者完成治疗，予复测患者精液常规及精子形
态、精浆ＡＭＨ。行配对ｔ检验，其中精浆ＡＭＨ前后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１）、ａ级精子百分率前后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不育组肾精亏虚患者服用麒麟丸前后精液质量参数及精浆ＡＭＨ对照表

精浆ＡＭＨ 精液量 密度 ａ级精子 活力 活率 形态

（ｎｇ／ｍＬ） （ｍＬ） （×１０６／ｍＬ） （％） （％） （％） （％）

服药前 １７８７±３４１ ３５５±２２９ ７２３２±４９８９ ２６２５±１１８６ ４１０４±１４９２ ４９９７±１７４１ ３５３±２０８

服药后 １８７８±２８４ ３４０±１１４ ６６９０±３９５４ ２９２６±１０２４ ３９４６±１２０２ ４６２１±１３０２ ４２４±１６

　　注：与服药前相比Ｐ＜００５；与服药前相比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

$

　讨论
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ＭＨ）在１９４７年首先由Ｊｏｓｔ研究发现。

ＡＭＨ主要由睾丸的未成熟支持细胞分泌，参与男性性腺发育及
性分化。ＡＭＨ具有调节性腺发育、调控生殖细胞及诱导睾丸下
降等功能。成年男性睾丸支持细胞产生ＡＭＨ，但其与精子发生
的关系尚不完全清楚。血清和精浆中均存在ＡＭＨ，由于血睾屏
障的存在，大分子的ＡＭＨ不易溢出进入血循环，从而造成精浆
ＡＭＨ水平远高于血清水平。国内学者研究发现［９］，精浆中

ＡＭＨ浓度远高于血清，而且经相关分析表明两者间无明显的相
关性，精液正常者精浆 ＡＭＨ水平显著高于精液异常者精浆
ＡＭＨ水平。国外学者Ｍｏｓｔａｆａ等［６］研究也发现精浆中 ＡＭＨ与
精子密度、活动力、活率具有正相关性。国内外研究显示，男性

精液正常者精浆 ＡＭＨ水平显著高于精液异常者，而且精浆
ＡＭＨ水平与精子密度、活力、活动率呈正相关，说明精浆 ＡＭＨ
参与了精子发生，对精子发生的具有促进作用。本人的前期研

究发现精浆ＡＭＨ与ａ级精子百分率、精子活力、精子活率呈正
相关。精浆ＡＭＨ会随着不育症精液分析结果改善而提高。

正是基于ＡＭＨ对精子发生具有促进作用，故临床上可以
通过提高 ＡＭＨ来治疗男性不育症。国内外专家Ｓｉｎｉｓｉ等［１０］报

道采用激素类药物可以提高精浆 ＡＭＨ水平，促进精子发生。
国内攸毅等［１１］报道，针灸治疗可增加特发性少弱精症患者的精

浆ＡＭＨ水平，且无论针刺强弱，针刺结合艾灸都能使患者精浆
ＡＭＨ水平增加。而中药对精浆ＡＭＨ的研究报道很少。中医在
治疗不育症方面，尤其在提高精子密度、活力以及维持精液质

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

好的结果［１２，１３］。

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本源，对于男性生育极其重要。肾藏

精，肾精的盛衰是生殖的根本。肾精亏虚，则无以化生。麒麟

丸由朱丹溪“五子衍宗丸”化裁而成，承继传统中医药学“肾主

生殖”理论［１４］，五子衍宗丸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名方，具有滋肾

填精补髓之功，该方在治疗不育症方面临床运用最为广泛，而

且现代研究也证明其有效［１５］。目前已有研究证明［１２］，麒麟丸

能有效改善精子密度、活力，提高女方妊娠率。麒麟丸药物组

成尤以菟丝子、墨旱莲、淫羊藿、锁阳、枸杞子、桑椹、覆盆子为

主，六药合用阴阳皆补。佐以补脾疏肝理之黄芪、白芍，另用丹

参活血养血，精血共补，助血化精，因此诸药合用，阴阳皆补肾

精充沛，气血条畅，天癸充盈，故能有子。

本研究通过观察麒麟丸治疗肾精亏虚型不育症患者精液

质量及精浆 ＡＭＨ的改善情况，结果显示，经治疗后精浆 ＡＭＨ
前后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ａ级精子百分率前后有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可见麒麟丸确能改善精子活力及精浆 ＡＭＨ，亦证
明了精浆ＡＭＨ确与精子活动力密切相关，能促进精子生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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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判断不育症治疗效果的一项检验指标，对现有判断疗效体

系起到补充。但本研究患者人群较少，后期可扩大样本量，并

设置对照研究。且仅限于我院门诊患者，样本量较小，单一中

心研究，研究时间较短，有待以后扩展样本量或进行多中心研

究，则结果可能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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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男性不育症已成为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重大问题，其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清楚。补肾活血法
治疗此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本文重点介绍补肾活血法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与实验研究进展，并且总结提

出自己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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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１，２］显示，世界上有大约１５％ 的育龄夫妇存在着不育
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甚至高达３０％，其中男方因素占
５０％左右。虽然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我国正常男性精液质量未
见明显变化，但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间精子密度从８１５×１０６／ｍＬ
下降至６６７×１０６／ｍＬ，总数从２５７２×１０６下降至１８５９×１０６，
分别以每年１４０％、２１５％的速度快速下降［３］。男性生殖健康

成为影响人类繁衍生息一重大问题。关于造成男性生育能力

下降的因素现在尚未完全搞清，临床治疗上也主要以经验性治

疗为主，临床疗效不确切。而传统中医药在千百年来积累了大

量治疗男性不育症的经验，疗效显著。

!

　中医学对男性不育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素问·六节藏象论》言：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

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

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肾藏先天之精，为人体

生命之本原，肾精可化肾气，肾气分阴阳，肾阴与肾阳能资助，

共同协调全身脏腑之阴阳。人体生殖器官的发育，生殖能力的

成熟与维持都与肾精及肾气盛衰密切相关。人出生后随着肾

精及肾气的不断充盈，产生天癸，而天癸这种精微物质，具有促

进人体生殖器官的发育成熟和维持人体生殖机能的作用，表现

为女子月经来潮，男子出现遗精现象，从而具备了生殖能力；其

后，肾精及肾气不断充盈，从而维持人体生殖机能旺盛；中年以

后，肾精及肾气逐渐衰少，天癸亦随之衰减，以至竭绝，生殖机

能逐渐衰退，生殖器官日趋萎缩，最后丧失生殖机能。因此，肾

精及肾气亏虚是造成男性不育的主要病机，补肾益精也成为治

疗此病的基本大法。

然诚如《医林改错》所言：“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

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肾脏亏虚亦可致瘀。肾阴不足则火旺，

煎灼津血，致血枯络滞而为瘀；肾阳虚失于鼓荡推动气血亦可

致瘀。而瘀血阻络，肾之阴阳不得外达全身，反过来影响肾之

功能发挥。故补肾活血治法是治疗不育症最常用方法，古代补

肾良方也常佐活血药，如肾气丸、右归丸、毓麟珠等。

"

　补肾活血药治疗精子异常的临床研究
２１　少弱精子症

少弱精子症指一次射精的精子总数（或浓度）和前向运动

（ＰＲ）精子的百分率均低于参考值的病症。与 ＷＨＯ《人类精液
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四版）比较，
第五版标准将精子总数低限由４０×１０６降至３９×１０６，精子密度
低限由２０×１０６／ｍＬ降至１５×１０６／ｍＬ，而 ＰＲ比例则由 ａ＋ｂ≥
５０％ 或ａ≥２５％调整为 ＰＲ≥３２％。少弱精子症严重影响男性
生育，而中医药治疗此病取得了良好效果。

谢送红等［４］运用生精胶囊（鹿茸、冬虫夏草、仙茅、当归、丹

参等）治疗４５例不育病人，结果临床妊娠９例，精液参数正常
１６例，精液参数好转１７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３３％，治疗后
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数、前向运动精子的比例得到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李玉岭等［５］对生精胶囊进

行了更大样本的观察，将病人随机分为生精胶囊治疗组和五子

衍宗丸（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对照组，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为７１３０％，有效率为９２１７％，而对照组治愈率
和有效率分别为２５００％和６１５４％，两组对比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１），表明补肾活血生精胶囊较单纯补肾益精的五子衍宗
丸疗效更佳。

门波等［６］将８０例特发性弱精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５０例
和对照组３０例，分别予益肾通络方（菟丝子、仙灵脾、熟地、丹
参、水蛭等）和五子衍宗颗粒治疗，并对精子的活动力、活动率

和精子运动速度进行观察。结果治疗组痊愈１４例、显效２０例、
有效８例、无效８例，而对照组分别６例、５例、８例、１１例，两组
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４０％和６３３％，并且治疗组在改善 ａ＋ｂ级
精子比例及精子运动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说明益肾通络方

对弱精子症疗效确切。

史宗强［７］将少精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６０
例。治疗组予补肾生精活血中药（菟丝子、楮实子、韭菜子、当

归、丹参等）治疗，对照组予克罗米芬治疗。结果治疗组治疗总

有效率为９５０％，对照组为８５０％，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改善提高配偶妊娠率及改善精子密度方面，治疗组
均优于对照组，证明补肾活血中药在治疗不育方面优于克罗

米芬。

金保方等［８，９］观察养精胶囊（仙灵脾、熟地、黄精、紫河车、

当归等）治疗弱精子症的疗效，结果发现养精胶囊治疗组总有

效率为８８６８％，而五子衍宗丸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１１１％，并且
在改善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增加精浆果糖比例方面治疗组均有

独到的优势，两组对比皆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此外，在观
察养精胶囊对精子头部ＤＮＡ完整性影响的观察中，治疗组治疗
前后精子密度、活力明显改善，且 ＤＦＩ值明显降低（Ｐ＜００１），
而对照组上述参数治疗前后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提示
养精胶囊可显著降低不育患者的精子ＤＦＩ值。

张春和等［１０］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的方法对１５０例少、弱
精症不育患者进行疗效观察。予患者地黄助育汤（黄芪、熟地、

菟丝子、桃仁、皂刺等），并观察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及

精子活率等相关指标。结果治愈４９例、显效４０例、有效４５例、
无效１６例，总有效率高达８９３％，治疗前后精子密度、精子活
力及活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此外，李秀刚［１１］运用助育

汤，黄震洲［１２］运用黄氏增精丸，张作彬［１３］运用育子丸，郁超［１４］

运用十子三花汤，王力［１５］使用益精方，温健中［１６］使用补肾生精

汤，侯高峰［１７］运用黄精赞育胶囊在临床上皆取得了满意的疗

效，效果优于单纯补肾益精药及西药。

２２　畸形精子症
畸形精子症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低于参考值下线的病

症。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
册》（第五版）将正常精子形态率下线调整为４％。补肾活血法
在改善精子畸形率也有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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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涛等［１８］将１３０例畸形精子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服用聚精枸橘颗粒（熟地、何首乌、紫河车、当归、益母草等），对

照组服用聚精丸（地黄、首乌、紫河车、枸杞子等），实验组总有

效率６４６１％，对照组总有效率３３８４％，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充分说明聚精枸橘颗粒在干预畸形精子症方面优
于聚精丸。

马存亮［１９］观察温补肾阳益气填精汤（熟地、枸杞、仙灵脾、

当归等）对畸形精子症的疗效，并设定克罗米芬为对照组，疗程

为６个月。结果两组均能降低畸形精子百分比，其中治疗组痊
愈１４例、显效４１例、有效５例、无效３８例，总有效率６１２３％，
而对照组痊愈１例、显效３１例、有效７例、无效５９例，总有效率
３９７９％，两组对比有显著统计学差（Ｐ＜００１），证明补肾阳益
气填精汤对畸形精子导致的不育症效果较佳。此外，徐杰新

等［２０］运用强精煎（菟丝子、枸杞、黄芪、当归、益母草等）治疗３２
例畸形精子不育症患者，结果临床治愈３例、有效１２例，总有效
率４６８８％ ，并且精子密度增加 （Ｐ＜００５），精子形态、活力
显著改善 （Ｐ＜００１）。

回顾上述文献，证明补肾佐活血中药能明显改善不育患者

精液量、精子密度、活力和质量，降低畸形率，能够提高配偶妊

娠率，并且疗效标准均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２１］。

#

　补肾佐活血中药的实验研究
王力等［２２］将７５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益精方

（菟丝子、黄芪、仙灵脾、桑螵蛸、红花等）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１５只。除空白组外，各组均以腺嘌呤连续灌胃１０ｄ造模，后空
白组及模型组用盐水灌胃，而其他组分别以各剂量益精方灌

胃，２０ｄ后生测定生精细胞的凋亡情况及 Ｂｃｌ－２／Ｂａｘ蛋白的表
达。结果中药各剂量组 Ｂｃｌ－２蛋白表达均高于模型组，并且
高、中剂量组Ｂａｘ蛋白明显降低，证明益精方可以通过 Ｂｃｌ－２
和Ｂａｘ抑制生精细胞的凋亡。

王旭昀等［２３］将４５只ＳＤ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右
归胶囊（熟地黄、附子、肉桂、当归等）组。正常组予常规灌胃，

模型组以腺嘌呤灌胃，右归组均以腺嘌呤及中药灌胃，共计

３０ｄ。结果显示右归组大鼠双侧睾丸和附睾，前列腺加精囊重
量虽然低于正常组，但均高于模型组大鼠，且有统计学意义。

并且与模型组病理切片相比，右归组曲细精管萎缩程度明显减

轻，各级生精细胞及间质细胞数明显增多。

孙大林等［２４］在睾丸间质细胞（ｌｅｙｄｉｇ）探究养精胶囊的作用
机制。发现在养精胶囊各组可以明显增加ｌｅｙｄｉｇ细胞睾酮的合
成，并且可以与 ＨＣＧ起协同作用，并通过 ｑ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及 ｓｉＲ
ＮＡ等技术证明这养精胶囊是通过激活 ｃＡＭＰ－ＰＫＡ信号通路
来增加增加睾酮合成关键因子 ＳｔＡＲ、ＣＹＰ１１Ａ１和 ＨＳＤ３Ｂ的含
量，从而促进睾酮合成进而促进精子质量的。王志强等［２５］则在

精原细胞（ＧＣ－１Ｓｐｇｃｅｌｌｓ）上对养精胶囊作用机制进一步研
究，发现养精胶囊可以增加 ＧＣ－１Ｓｐｇ细胞的增殖，抑制其凋
亡，并且证明养精胶囊是通过Ｇｆｒａ１及ＰＩ３Ｋ途径来实现细胞的
扩增和自我更新。

$

　总结与展望
中医学没有“少精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等相关

病名，而统归“精少无子”范畴。基于“肾藏精”及“肾主生殖”

等理论，确立了“补肾填精”的治疗大法。然而肾虚可致瘀，瘀

血阻络反过来影响肾阴阳之恢复及肾主生殖功能的发挥，故补

肾方中往往佐加活血之品，而疗效高于单纯补肾填精中药［２６］。

有大量研究［２７－３１］证实补肾填精药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活血药可以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增加器官血液供应，

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体内生精环境的。但需要注意并非所有的补

肾药和活血药都对精子有利，如蛇床子、乌梅、益母草及三棱对精

子有直接杀伤作用［３２－３４］。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充分重视。

虽然人们对补肾活血法治疗精子异常作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和实验研究，但研究的深度极为有限。大多数临床研究仅仅停留

在观察常规精液指标变化上，而影响精子质量更深层次的指标如

ＤＦＩ及精子端粒长度则很少研究。在实验研究上，大多数也停留
在脏器称重、病理切片观察、增殖凋亡指标观察上，而对补肾活血

中药作用的具体通路研究不足。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可以通过多

种途径起作用，这就为研究多种具体通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

代科学有很多先进的研究方法和设备，我们完全可以用来研究中

药的作用机制，为中医中药寻找更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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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酸化阴汤治疗精液不液化所致不育症的临床研究
李家龙１　杨妮娜１△　沈培花２　郭君烈１　臧传青１　郭娜１　范国华１

１诸城市妇幼保健院不孕不育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２００
２五莲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山东 日照 ２６２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甘酸化阴汤治疗精液不液化所致不育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男性不育科门
诊符合精液不液化诊断标准的男性不育症患者１２０例，甘酸化阴汤治疗组（治疗组）６０例，复方玄驹胶囊联
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治疗组（对照组）６０例。治疗组服用自拟甘酸化阴汤，１剂／ｄ，分２次早晚服用。对照组
采用复方玄驹胶囊１２６ｇ／次，３次／ｄ；盐酸左氧氟沙星０２ｇ／次，２次／ｄ，连续服用２周后停药。３０ｄ为１个疗
程，疗程结束后复查精液常规，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精液液化时间、精子质量、配偶受孕率。结果：治疗３个疗
程后治疗组精液液化情况为：治愈４６例，有效１０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９３３３％；对照组治愈２１例，有效
１１例，无效１８例，总有效率５３３３％。治疗后精子质量治疗组较治疗前明显提高，１年内４０例患者的配偶受
孕；而对照组精子质量没有明显提高，受孕率仅为２１６６％。经统计学分析，治疗组精液液化改善情况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精子活率及活动力治疗组亦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应用甘酸化阴汤治疗精
液不液化，较复方玄驹胶囊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组治疗效果良好，其在提高精液质量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不育症；精液不液化；中医辨证治疗；甘酸化阴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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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男性，精液排出体外约５～２０ｍｉｎ后即开始液化，若超
过６０ｍｉｎ仍不能液化者，则称为精液不液化［１］。稠厚和不液化

的精液影响精子活力和活率，降低精子穿透宫颈黏液的能力，

导致不育症的发生。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不孕不育症患者目前已超过 ４０００万，占育龄人口的
１２５％［２］。精液不液化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之一，约占

男性不育原因的２５％～４２７％［３］。精液不液化的发病机制尚

不完全清楚，多数学者认为精液不液化与前列腺、精囊腺的分

泌功能障碍及精索静脉曲张有关［４，５］，单纯应用西药治疗效果

不甚理想。本研究依据中医理论应用甘酸化服汤对实验对象

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就诊于山东省
诸城市妇幼保健院男性不育科的男性不育症患者，并取得患者

知情同意。入选标准：婚后夫妇同居１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
避孕而女方未孕的男性不育患者。所有纳入病例均排除女方

不孕因素，经２～３次精液常规检查，精液液化时间大于６０ｍｉｎ。
排除标准：内分泌异常、先天性生殖道畸形、输精道梗阻、睾丸

萎缩；合并严重心、脑、肝、肾和造血系统严重原发疾病者，未按

要求接受治疗，或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判断者。

１２　一般资料
符合上述入选条件的男性不育患者１２０例，按就诊顺序，以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甘酸化阴汤治疗组（治疗组）和复方玄驹胶

囊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治疗组（对照组）。治疗组６０例，年龄
２２～４５岁，平均（２７４±１３）岁，病程１～８年，平均（４２±０７）
年。对照组６０例，年龄２３～４５岁，平均（２７８±１６）岁，病程１
～９年，平均４０±０９年。两组年龄、病程、病史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观察项目

治疗前后观察、记录如下项目：精液液化时间、精液量、精

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应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治疗，口服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６０９０２５０７７２），０２ｇ／次，２次／ｄ，连用２周后停止服用；复方玄驹
胶囊（杭州施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
１２６ｇ／次，３次／ｄ，３０ｄ为１疗程。

治疗组口服自拟甘酸化阴汤，药物组成：乌梅２０ｇ、山茱萸
２０ｇ、木瓜２４ｇ、生地２４ｇ、黄精２０ｇ、枸杞子３０ｇ、制首乌２０ｇ、黄柏
１５ｇ、车前子３０ｇ、白芍３０ｇ、五味子１５ｇ、土鳖虫１５ｇ、砂仁１８ｇ、川
萆３０ｇ、石菖蒲２０ｇ、茯苓２０ｇ、泽泻１８ｇ。水煎服，１剂／ｄ，分２
次早晚服用。３０ｄ为１疗程。
１５　疗效观察

治疗１疗程结束后禁欲２～７ｄ复查精液常规，疗效标准：参
考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
册》（第４版）。治愈：精液液化时间≤３０ｍｉｎ；有效：３０ｍｉｎ＜精
液液化时间≤６０ｍｉｎ；无效：精液液化时间＞６０ｍｉｎ。
１６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２检验比较不同疗
组间的有效率，自身配对 ｔ检验比较治疗前后各项精液观察指
标的差异。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精液常规检查主要观察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的液化时间均较治疗前缩短，精子活率及活力

较治疗前提高，而治疗组更为明显。

治疗组治疗前后，经统计学处理精子密度及畸形率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而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差异有显著性（Ｐ＜
００１），对照组治疗前后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治疗组精子
质量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提高，有４０例患者的配偶在１年内受
孕；对照组精子质量无明显提高，仅有１３例患者配偶在１年内
受孕，受孕率仅为２１６６％。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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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精液观察指标的比较

精液液化时间（ｍｉｎ） 精子密度（×１０５／ｍＬ） 精液量（ｍＬ） 精子活率（％） ａ＋ｂ级精子（％）

治疗组 治疗前 ６２０４±２７０４ ６２１４±２８５５ ２８９±１２２ ４３３４±２５２３ ２３３４±１３２３

治疗后 ３８７９±１２３４△ ８２０７±２４７６△ ３４７±１４３△ ７０１２±１０４５△ ４１３２±１２３７△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５３７±２８１１ ６３２５±２６４３ ３０１±１５３ ４３３１±２１５１ ２５７４±１５１２

治疗后 ５８７９±１２３４△ ７００７±２５２８△ ３０３±１６７△ ４８７９±１９４５△ ３０２８±１１４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组与对照组精液不液化的治疗结果比较
治疗３个疗程后治疗组精液液化情况为，治愈４６例，有效

１０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９３３３％；对照组治愈２１例，有效
１１例，无效１８例，总有效率５３３３％。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６０ ４６ １０ ４ ９３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２１ １１ １８ ５３３３

#

　讨论
人类精液具有射出后迅速凝固并在短时间内液化的特点。

精液液化后有利于精子从阴道黏液池游出，穿过宫颈、宫腔抵

达输卵管与卵子相遇，完成受精［６］。上述过程是在凝固因子和

液化因子协同作用下实现的［７］，凝固因子主要来源于精囊腺，

液化因子主要来源于前列腺［８］。现代研究认为，精液不液化主

要是由于前列腺等附属性腺炎症导致［９］。据统计，９０％精液不
液化患者有前列腺炎病史［１０］，而在前列腺炎患者中，精液不液

化占１２％。本研究中我们选用的盐酸左氧氟沙星能有效治疗
前列腺炎，复方玄驹胶囊针对精液不液化及精子活力差有很好

的治疗作用，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前列腺表面有

一层坚韧的纤维膜，这层膜起屏障作用，一般药物很难作用于

病变部位，单纯采用西药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传统医学古籍中并没有关于精液不液化的记载，本病

可参照“淋证”、“精浊”进行辨证治疗。我们从长期的临床实践

中体会到，本病中医辨证以阴虚湿热多见［１１］。现代社会生活节

奏快、工作压力大，加之饮食不节制，嗜食肥甘厚味，脾失健运，

酝湿生热，日久伤阴或素体阴虚，湿热趁虚客居，煎熬精液以致

稠厚不化。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认为：“六淫之邪，亢甚皆见

火化，郁甚皆见湿化，郁极则由湿而转见燥化。”叶桂《临证指南

医案》云：“阴水素亏，酒食水谷之湿下坠，阴弱不能包涵所致”。

论述了由湿热致阴虚，或由阴虚致湿热，最终导致阴虚湿热证

的机理。

甘酸化阴汤中乌梅敛肺止咳、生津止渴；山茱萸补益肝肾；

木瓜除湿和胃；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黄精滋肾润肺、补脾

益气；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制首乌补肝肾、益精血、乌须

发、强筋骨；黄柏泻火解毒、清热燥湿、退虚热；车前子利尿通

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白芍敛阴平肝；五味子宁心安神、生津

敛汗、益气滋肾；土元散血瘀、消坚结、解凝活血、消肿止痛；砂

仁化湿行气、温中止呕止泻；川萆利湿去浊；石菖蒲芳香化

湿、醒脾健胃、化浊祛痰；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泽泻利水渗

湿、泄热。诸药合用补而不滋腻、利而不伤正，共奏甘酸化阴、

清利湿热之功。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地黄有抗辐射、抗炎、抗真

菌的作用［１２］。乌梅、黄柏、石菖蒲、车前子均具有杀菌抗炎作

用［１３－１６］。《本草经疏》描述黄柏时云：“以至阴之气，补至阴不

足，虚则补之，以类相从，则阴回热解，湿燥而诸证自除矣。”药

理研究表明，黄柏对实验大鼠前列腺有一定的渗透作用，可以

更好地作用于前列腺［１７］。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枸杞子能提高生

殖能力［１８］。《本经》记载，五味子“主益气，补不足，强阴，益男

子精。”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五味子有改善肾脏功能和生殖系

统、有效促进精子发生的作用［１９］。

总之，本研究表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采用甘酸化阴汤治

疗男性精液不液化，针对性强，在促进精液液化的同时能提高

精子活力及活率，大幅度提高患者配偶妊娠率，降低患者的心

理负担及经济负担，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值得在临床中大

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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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继发性早泄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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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辨证论治联合盐酸舍曲林片治疗继发性早泄的疗效观察。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于我院泌尿男科就诊的早泄患者１５６例，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药组及西药组，各５２例。
中药组单纯中药辨证论治，分别给予肝经湿热证、阴虚火旺证、肾气不固证、心脾两虚证患者不同方药，１剂／
ｄ，水煎４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温服；西药组给予盐酸舍曲林片５０ｍｇ，１次／ｄ；治疗组给予盐酸舍曲林片联合中
药辨证治疗，连续用药 ４周。观察三组治疗前后及随访 １个月射精潜伏期变化。结果：三组患者治疗后及
随访１个月的ＩＥＬＦ有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在治疗后及随访１个月时的 ＩＥＬＦ
均高于中药组和西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中药辨证论治联合盐酸舍曲林片治疗继发
性早泄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ＩＥＬＦ，临床疗效良好，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关键词】　早泄；中西医结合疗法；盐酸舍曲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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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
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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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指阴茎插入阴道后２ｍｉｎ
内发生射精，而伴侣尚未达到性高潮。早泄是男子性功能障碍

中发病率最高的射精障碍疾病，全球患病率达２０％ ～３０％［１］。

病因复杂，常见为心理因素及气质性病变等，如不尽早治疗则

会对夫妻的和谐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临床上治疗早泄

的方法较多，但药物在患者中较易被接受［２］。其中舍曲林是一

种常见的治疗早泄的药物，临床疗效确切，但仍存在复发率较

高的问题［３］。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采用辨证论治联
合盐酸舍曲林片治疗继发性早泄，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于我院泌尿男科就诊的早
泄患者１５６例，均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中
药组及西药组，各５２例。中医辨证分型将患者分为肝经湿热
证、阴虚火旺证、肾气不固证、心脾两虚证４型［４］。治疗组年龄

２０～６１岁，平均（３５１１±６３７）岁，病程 ９个月 ～２３年，平均
（５６２±２１３）年；中药组年龄２０～６２岁，平均（３４５２±６４０）
岁，病程６个月～２３年，平均（５３４±２４２）年；西药组年龄２１～
６０岁，平均（３３８０±６３６）岁，病程８个月～２３年，平均（５７４±
２１８）年。中医辨证分型见表１，患者在年龄、病程及辨证分型
等一般情况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００３６、０１０４，χ２＝
０７０６，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患者中医辨证分型比较

组别 例数 肝经湿热证 阴虚火旺证 肾气不固证 心脾两虚证

治疗组 ５２ １９（３６５４） ９（１７３２） １２（２３０７） １２（２３０７）

中药组 ５２ １７（３２６８） ９（１７３２） １５（２８８５） １１（２１１５）

西药组 ５２ １８（３４６２） １０（１９２３） １４（２６９２） １０（１９２３）

χ２ ０７０６

Ｐ ０９９４

１１１　早泄诊断标准　 ①射精多在插入阴道后１ｍｉｎ左右发
生；②随着性交次数增多，射精时间无法延长；③对患者造成烦
恼、沮丧和（或）避免性的亲密接触等消极影响。诊断标准参照

国际性医学会的标准［５］。

１１２　继发性早泄诊断标准　①过早射精的发生时间明确；②
过早射精症状可为逐渐或突然发生；③其发生过在射精前的射
精时间正常；④怀疑其发生与心理疾病、甲状腺疾病及泌尿外
科疾病等有关。诊断标准参照《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

南》［６］。

１１３　纳入标准　①患者有超过１年以上的稳定性伴侣，勃起
功能正常；②患者病程 ＞６个月；③无射精功能异常史；④超过
５０％的性交过程中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
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１ｍｉｎ；⑤就诊前有采用其他治疗者，停止治
疗至少１个月。
１１４　排除标准　①药敏试验不能耐受曲舍林者；②就诊时或

近期患有急性泌尿系感染者；③诊断为原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性
早泄、早泄样射精障碍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中药组　肝经湿热证处方组成：龙胆６ｇ，黄芩、黄柏、栀
子、泽泻、当归、干地黄各１０ｇ，茅苍术、车前子及白、土茯苓各
２０ｇ。阴虚火旺证处方组成：黄柏、泽泻、丹皮各１０ｇ，茯苓、知
母各１２ｇ，熟地黄、山药、山茱萸，龙骨、牡蛎各２０ｇ。肾气不固
证处方组成：制附子６ｇ，桂枝、莲须各１０ｇ，桑蛸１２ｇ，山茱萸、
五味子各１５ｇ，熟地黄１８ｇ，金樱子、芡实、黄芪各２０ｇ。心脾两
虚证处方组成：人参、甘草各６ｇ，当归、远志、木香、蒺藜各１０ｇ，
白术、茯神各１２ｇ，酸枣仁１５ｇ，龙眼肉、炙黄芪、金樱子各２０ｇ。
每日１剂，水煎４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温服，连续用药４周。根据
患者具体病情加减药材。出现尿频、尿急症状者加益智子、乌

药各１５ｇ；伴随阳痿者补加巴戟天１５ｇ、淫羊藿３０ｇ；会阴及阴
囊内疼痛加丹荔２０ｇ、木香藤１０ｇ。
１２２　 西药组　盐酸舍曲林片（左洛复）５０ｍｇ，每日口服 １
次，连续用药４周。药品购自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Ｈ１０９８０１４１）。
１２３　治疗组　盐酸舍曲林片联合中药辨证治疗，连续用药
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保持性生活频率、习惯等不变，嘱咐其伴侣在每次性生活

中用秒表测定ＬＥＬＴ，以治疗前３次 ＬＥＬＴ（ｍｉｎ）的平均值为基
线，对患者治疗前后ＩＥＬＦ进行评价。治疗期间不增加其他相关
药物及疗法。

１４　统计分析
将本次研究设计的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７０行数据分析，组间比

较行ｔ检验，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以 Ｐ
＜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及随访１个月的 ＬＥＬＴ有

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在治疗后及
随访１个月时的 ＬＥＬＴ均高于中药组和西药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及随访１个月的ＬＥＬＴ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ｍｉｎ） 治疗后（ｍｉｎ） １个月后（ｍｉｎ）

中药组 ５２ ０８４±０４６ ３１９±１８０＾ １８１±１２５＾

西药组 ５２ ０８１±０４４ ３８５±２３７＾ １４７±１１２＾

治疗组 ５２ ０８５±０４９ ５８８±３０９ ４２３±１８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１；^与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１

#

　讨论
早泄是临床上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之一，特点是患者

缺乏对射精的控制，射精潜伏时间短，从而导致性伴侣双方对

性生活的满意度下降，影响患者的自尊心及生活质量。临床上

将早泄分为原发性早泄、继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性早泄和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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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射精障碍 ４类［７］。其中继发性早泄较为常见，其病因较复

杂，甲状腺功能异常、前列腺炎、勃起功能障碍等均可导致早泄

的发生，表现为患者从某段时期开始出现射精的自控能力减

退、射精时间缩短等现象［８］。

目前早泄的病理机制西医尚不清楚，可能与多因素有关，

如阴茎敏感性过高、射精反射过度活跃、中枢５－羟色胺受体敏
感性以及遗传决定等［９］。其中射精反射受大脑射精中枢控制，

其兴奋性产生于神经纤维内多巴胺及５－羟色胺的代谢有着密
切联系［１０］。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
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对５－ＨＴ受体的作用具有选择性，其作
用机理是选择性阻断５－ＨＴ的再摄取，从而保持突触中５－ＨＴ
的较高含量，提高射精阈值，延长射精潜伏期，从而达到治疗早

泄的效果［１１］。目前，ＳＳＲＩｓ在西医治疗早泄应用较为广泛，其中
包括舍曲林、氟西汀、达伯西汀等。而舍曲林对５－ＨＴ的选择
性最高，同时对胆碱能受体、多巴胺受体等儿茶酚类神经介质

的影响较低，是治疗早泄较为理想的药物。另外，心理因素也

是部分早泄患者的诱因，其相互作用会使患者自尊心严重受

挫［１２］。而舍曲林、氟西汀等 ＳＳＲＩｓ药物具有疗效确切、起效快
等优点，能够及时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增强患者治愈疾病的信

心，有利于稳定家庭和谐关系。

《景岳全书·阳痿》说：“忽有惊恐，则阳道立痿，亦甚验也。”

现代中医学中定义早泄：男性不能够控制射精，在阴茎未插入或

插入未抽动时便发生射精，无法完成性交的病症［１３］。早泄的原

因较多，多因房劳过度，饮食不调，以致精气虚损、命门火衰，阳物

失振；肝失疏泄条达，宗筋所聚无能，扰动精室，制约无能；素体肝

旺，纵欲房劳；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精关不固等所致。并且中医

学认为，继发性早泄的发生与人机体失衡有关，需从根本上治疗

早泄，以“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为原则，辨虚实，明脏腑，审寒热，

从而配制出针对性的治则和方药。虚证者正气不足，脏腑衰退，

精疲气短，以补肾为主。其中偏肾阳不足者，心肾不交，宜温补下

元以扶不足之肾阳，佐以固涩；偏阴虚有热者，阴液亏虚，水不制

火，宜滋阴清热；心脾两虚者，心悸怔忡、失眠多梦，宜养心健脾。

实证者外邪侵袭，痰火血瘀，以清热降火为主。肝经湿热证：属实

证、热证，湿热之邪，蕴结于肝脏经脉，多表现早泄，性欲亢进，口

苦咽干，大便干结，宜泻肝清热除湿，慎用补涩。阴虚火旺证：本

虚标实证，临床以早泄滑精，耳鸣腰酸，手足心热为主，宜滋阴降

火，清热养心，禁补肾壮阳。肾气不固证：属虚证，临床以性欲减

退，滑精早泄，腰膝酸软，小便频数清长为主，宜补肾固精。心脾

两虚证：属虚证，临床以早泄伴心血不足和脾气虚弱为特征，宜补

气摄血，健脾养胃，少滋腻之品。中医治疗早泄的关键在于辨证

清楚，论治准确。

而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服用ＳＳＲＩｓ也会使５－ＨＴ在突触间隙
长期处于高水平，从而降低其相应受体的敏感性，导致患者停药

１个月的复发率达５０％［１４，１５］。而张凯等［１６］通过Ｍｅｔａ分析显示，
ＳＳＲＩｓ的大剂量服用可导致 ＥＤ发生率 ＞５％，并可出现性欲降
低。继发性早泄多有其他原发病基础，症状随着基础病的好转而

改善。因此治疗继发性早泄的关键是治疗潜在疾病［１７］。ＩＥＬＴ
是一个可以测定的评价早泄的重要指标，广泛地应用于早泄的诊

断和临床研究中，其诊断早泄的敏感性、特异性均达到８０％［１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治疗后及随访１个月时的ＩＥＬＦ均
高于中药组和西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在

使用西药盐酸舍曲林片治疗的同时，中药调理以去除继发性早泄

的潜在诱因，能够明显提高药物的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的风险。

综上所言，中西医结合治疗继发性早泄疗效良好，但鉴于本次研

究中样本较少，随诊时间短，仍待进一步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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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癃闭通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及其患者免疫功能
的影响
祖宁辉　杨荣华
湖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前列癃闭通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及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
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来我院就诊的９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４５例。对照组：接受洛美沙星、前列腺按摩治疗；观察组：在洛美沙星、前列腺按摩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前列癃闭通片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疗效、复发率、患者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白细胞计数及卵磷脂小体变

化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８８９％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５５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观察组复发率６７％低于对照组复发率 ２２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ＩｇＡ
（１７８３±５７６）μｇ／ｍＬ、ＩｇＧ（２５８２±４５３）μｇ／ｍＬ都低于对照组 ＩｇＡ（２１１５±８７５）μｇ／ｍＬ、ＩｇＧ（３４７５±
９３４）μｇ／ｍ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白细胞计数（３９９±１１４）个／Ｈｐ、ＮＩＨ－ＣＰ
ＳＩ评分（９７５±１７６）分都低于对照组白细胞计数（９２１±１４３）个／Ｈｐ、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１７５３±２１６）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的卵磷脂小体（＋＋＋＋）比例８６６７％高于对照组的
１７７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前列癃闭通片在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中疗效确切，能够改
善患者的免疫功能。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洛美沙星；前列癃闭通片；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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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Ｌｏｍｅ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Ｑｉａｎｌｉｅｌｏｎｇｂｉｔｏｎｇｔａｂｌｅｔ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慢性前列腺炎是一种常见的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１］，其可 分为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和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前者主要的致

病因素为病原体感染，后者致病原因较为复杂［２］。文献表

明［３］，前列癃闭通片可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但其作用

机制仍少见报道。本研究中，笔者观察了前列癃闭通片治疗慢

性前列腺炎的疗效及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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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来我院就诊的９０例慢
性前列腺炎［４］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纳

入标准：（１）知情同意参加研究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２）出现
尿急、尿频、尿痛以及小便次数增多，且Ｂ超检查前列腺包膜不
完整，腺体内部回声不均匀者。排除标准：（１）急性前列腺炎患
者，或伴有心脏病以及尿道狭窄等疾病者。（２）药物过敏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５例。观察组：年龄
２１～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３６±４６）岁；病程７个月～５年，平均病
程（３１±１２）年。已婚３５例，未婚１０例。对照组：年龄２０～
６９岁，平均年龄（４４２±４９）岁；病程６个月 ～６年，平均病程
（３３±１６）年；已婚３６例，未婚９例。两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在年龄以及结婚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洛美沙星（吉林康乃尔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６５６０６）０２ｇ，稀释于５％葡萄糖注射液或２５０ｍＬ生理盐
水中，２次／ｄ。给予患者前列腺按摩，１次／周，并且每晚进行热
水坐浴。观察组：在对照组洛美沙星、前列腺按摩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前列癃闭通片（江苏颐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３３９）４片／次，３次／ｄ。疗程均为４周。

１３　疗效评价
治愈：治疗４周内临床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前列腺液检查

正常，白细胞＜１５个／ＨＰ，细菌培养呈阴性，Ｂ超检查无炎症反
应。显效：治疗４周内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显著改善，前列腺液检
查正常，白细胞＜１５个／ＨＰ，细菌培养呈阴性，Ｂ超检查无炎症
反应。有效：治疗４周内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好转，但前列腺液
检查异常，细菌培养呈阳性，Ｂ超检查有炎症反应。无效：治疗
４周内症状和体征无改善甚至加重，细菌培养呈阳性，Ｂ超检查
有炎症反应［５］。总有效＝治愈＋显效＋有效。
１４　观察指标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两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在治疗

前后的ＩｇＡ和ＩｇＧ指数［５］。测定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白细胞

计数、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以及卵磷脂小
体，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为９个问题，总分得分越低，症状越轻［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Ｐ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采用（珋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形式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８８９％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５５６％，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复发率６７％低于对照组
的复发率２２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率

对照组 ４５ １０（２２２） ７（１５６） ８（１７８） ２０（４４４） ２５（５５６） １０（２２２）

观察组 ４５ ２６（５７８） ８（１７８） ６（１３３） ５（１１１） ４０（８８９） ３（６７）

χ２ １１８５２ ００８０ ０３３８ １２４６２ １２４６２ ４４０６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前列腺的局部免疫功能指标
治疗后，观察组的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指标 ＩｇＡ（１７８３±

５７６）μｇ／ｍＬ、ＩｇＧ（２５８２±４５３）μｇ／ｍＬ都低于对照组的前列腺
局部免疫功能指标 ＩｇＡ（２１１５±８７５）μｇ／ｍＬ、ＩｇＧ（３４７５±
９３４）μｇ／ｍ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的局部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时间 组别 ＩｇＡ（μｇ／ｍＬ） ＩｇＧ（μｇ／ｍＬ）

治疗前 对照组 ２４９８±１２９７ ４１０５±１３９３

观察组 ２５２６±１３４４ ４１２７±１４３２

ｔ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１１５±８７５ ３４７５±９３４

观察组 １７８３±５７６ ２５８２±４５３

ｔ ２１２６ ５７７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３　白细胞计数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白细胞计数（３９９±１１４）个／Ｈｐ、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９７５±１７６）分都低于对照组患者白细胞计数
（９２１±１４３）个／Ｈｐ、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１７５３±２１６）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时间 组别 白细胞计数（个／Ｈｐ）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

治疗前 对照组 １６２２±１５８ ２５６６±１８８

观察组 １６２３±１６１ ２５７８±１９３

ｔ ００３０ ０２９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对照组 ９２１±１４３ １７５３±２１６

观察组 ３９９±１１４ ９７５±１７６

ｔ １９１４８ １８７３１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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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卵磷脂小体含量
治疗后，观察组的卵磷脂小体（＋＋＋＋）比例８６６７％（３９／

４５）高于对照组的１７７８％（８／４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卵磷脂小体含量比较

时间 组别 ＋ ＋＋ ＋＋＋ ＋＋＋＋

治疗前 对照组（ｎ＝４５） ２６ １９ ０ ０

观察组（ｎ＝４５） ２４ ２１ ０ ０

χ２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４５） ５ １２ ２０ ８

观察组（ｎ＝４５） ０ １ ５ ３９

χ２ ３３８８ １０８７９ １２４６２ ４２７９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属于祖国医学“精浊”范畴［６］，发病率非常

高，病因学也非常复杂［７］，临床表现以骨盆区域疼痛和排尿异

常两大类症状为主［８］。感染、炎症以及异常盆底神经肌肉活动

的共同作用为病因的最主要因素［９］。慢性前列腺炎会对男性

的生殖功能和性功能造成影响［１０］，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

活。前列癃闭通片主要成分为黄芪、土鳖虫、桃仁、淫羊藿、茯

苓、桂枝等，具有活血祛瘀、补肾壮阳之功效、利水渗湿之功

效［１１］。本研究观察了前列癃闭通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

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８９％高于对照组５５６％，而且
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显著。提示前列癃闭通

片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中具有显著疗效，能有效降低疾病复

发率。

文献认为［１２］，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异常是引起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病情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免疫功能是机体对疾

病的抵抗力［１３］。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免疫功能正常能避免或

减轻前列腺炎症反应［１４］。免疫球蛋白是指具有抗体活性的球

蛋白，可作为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和微生物分析的重要补

充［１５］。本研究观察了前列癃闭通片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免疫

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后的观察组的前列腺局部免疫功

能指标ＩｇＡ、ＩｇＧ都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显著。此外，治疗后
的观察组患者白细胞计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也都低于对照组患
者的白细胞计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而且，治疗后的观察组卵磷
脂小体（＋＋＋＋）比例也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显著。提示前列癃
闭通片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症状，调节患者的前列腺局部免疫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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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ＰｏｎｔａｒｉＭＡ，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Ｍ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
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７２（３）：８３９－８４５．

［１５］　ＴｅｏｄｏｒｏｖｉｃｈＯＶ，ＳｈａｔｏｋｈｉｎＭＮ，Ｍａｌ’ｔｓｏｖＶＮ，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Ｕｒｏｌｏｇｉｉａ（Ｍｏｓｃｏｗ，Ｒｕｓｓｉａ：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５）：２２－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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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满燕（１９７５－），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儿童内分
泌临床与研究工作。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３７

大补阴丸对治疗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女孩之正常青春
期后续乳房发育影响的临床研究
张满燕１　沈科２　沈红１　李琳１

１绍兴第二医院儿内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２慈溪市人民医院儿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大补阴丸对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女孩之正常青春期乳房发育的后续影响。方法：
在儿童内分泌门诊因乳房发育来就诊的８～１０岁青春期体检女童中，选择１５１人进入本研究，其中既往曾患
有单纯性乳房发育，经口服大补阴丸治愈的性早熟女童７５人作为观察组，既往无性早熟病史的正常青春期
女童７６人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女童的乳腺长径、子宫、卵巢体积大小，＞４ｍｍ卵泡数量，血清黄体生成素
（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及雌二醇（Ｅ２）的基础值。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的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大补阴丸治疗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性早熟是安全的，对女童之后的正常青春期后续乳房发
育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　大补阴丸；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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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模式和饮食结构
的改变，空气、水、土壤工业污染日趋严重，国内外儿童性早熟

发病率日趋上升［１－３］。循证医学中，大补阴丸在治疗女孩单纯

性乳房早发育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４］，并已在临床实践中广泛

应用。口服大补阴丸能将性早熟中单纯性乳房发育患儿的乳

腺组织萎缩，乳核消散，那么该类被治疗的患儿等到正常青春

发育年龄时，乳腺组织的正常发育会受到影响吗？特别是在当

今社会，女性以丰胸为美的审美观点下，这个问题被越来越多

的家长和医务工作者所思考。目前尚未见有学者对大补阴丸

治疗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女孩之正常青春期后续乳房发育影响

观察的临床报道，笔者收集了既往曾予大补阴丸治愈的单纯性

乳房早发育现正常青春启动的女孩７５例，与正常青春发育女童

７６例作对照，评估两组女孩间性发育的差异，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儿童内分泌门诊因乳房
发育来就诊的８～１０岁青春期体检女童中，选择１５１人进入本
研究，其中既往依据性早熟诊疗指南，曾诊断患有单纯性乳房

发育［３］，经口服大补阴丸治愈的性早熟女童７５人作为观察组，
既往无性早熟病史的正常青春期女童７６人作为对照组。两组
女童在年龄、身高、体重、骨龄及正常青春启动后乳房发育时间

上无显著差异，排除了矮小症、肥胖症、甲状腺功能异常、严重

心脏病、胃肠道疾病、慢性感染性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及青春

期快速进展型发育类型。见表１。
１２　纳入标准

（１）两组身高在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同年
龄同性别（Ｍ±ＳＤ）之间［５］；（２）两组女童既往均未接受过性激素
类药物及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类药物治疗；（３）根据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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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观察组在８周岁前均患有单纯性乳房发育，曾予戈那瑞林
激发试验，排除了中枢性性早熟，口服大补阴丸治疗１～３个月，
这种发育发动允许出现１～２次，但必须已治愈，在正常青春期启
动之前，乳房处于Ｔａｎｎｅｒ分期Ⅰ期；（４）对照组女童８周岁前均未

出现性早熟，未服用过大补阴丸；（５）两组女童实际年龄≤骨龄
＜实际年龄＋１岁；（６）正常青春期启动后，乳房发育时间≤６个
月；（７）１４≤体块指数≤１５。所有研究对象均取得家长同意进入
本临床观察。

表１　两组女童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骨龄（岁） 乳房发育时间（月）

观察组 ７５ ９２８±０６５ １３４±６９ ２６３±２４ ９６５±０６８ ４３６±１４１

对照组 ７６ ９４３±０４７ １３５±４５ ２７１±３２ ９８１±０７３ ４５２±１４６

Ｕ －１６３ －１０５ －１３１ －１３９ －０６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方法
２１　指标观察及测定

乳房参数测定：测量由专人测定，Ｂ超下测量乳核长径大
小。性激素浓度测定：用化学发光法测定，测血清黄体生成素

（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基础值。子宫容积、卵
巢容积测定：Ｂ超测量子宫附件的容积，以ＨｉｔａｃｈｉＥＵＢ４０型二
维超声诊断仪测量子宫及卵巢的长、宽、厚径（ｍｍ），按公式１／２
（长×宽×厚）分别计算子宫及两侧卵巢的容积。测量卵泡大
小及计算直径大于４ｍｍ卵泡数目。
２２　疗效评价［６］

显效：服药 １个疗程后，乳房大小较治疗前缩小５０％以上，
触痛明显减轻；有效：乳房大小较治疗前缩小不到 ５０％，有触
痛；无效：服药１疗程后乳房大小无变化或较治疗前增大，触痛
明显。

２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

用（珋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Ｕ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比较两组女童测量的参数，结果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两组女童测量参数比较

组别 ｎ
乳核长径

（ｃｍ）
子宫容积

（ｍ３）

卵巢容积

（ｍ３）
＞４ｍｍ卵泡数
（个）

观察组 ７５ １６４±０８２２７２±０３６１３７±０４３ ２４６±０９２

对照组 ７６ １５４±０８７２８５±０２８１２８±０４７ ２５８±０８９

Ｕ 　０７３ －０９７ 　１２２ －０８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女童性激素测定比较

组别 ｎ
黄体生成素

（ｍＩＵ／Ｌ）
卵泡刺激素

（ｍＩＵ／Ｌ）
雌激素

（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７５ １４２±１１４ ３２５±１７３ ３２４±１１５

对照组 ７６ １３８±１２５ ３２９±１６８ ３２３±１１４

Ｕ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５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乳房发育作为第二性征发育重点，备受家长的关注，特别

是当今社会，在以丰胸为美的审美观点影响下，乳房发育的健

康问题也是儿童内分泌医生研究的重要领域［７］。笔者在临床

工作中发现，女童只要被发现出现乳房发育，不管发生在任何

年龄段，大部分家长都会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门诊就诊，确诊

一下这种发育是否属于正常发育。特别是８岁前患有单纯乳房
发育患儿的家长［８］，等孩子乳房再次发育时，一般都表现得比

较焦虑，往往能再次就诊，这为本次研究奠定了临床样本基础。

众所周知，８岁前出现乳房发育的女童越来越多，而单纯性
乳房早发育为部分性性早熟引起的性征发育［９］。目前大补阴

丸已广泛的应用于治疗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并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中医认为儿童性早熟的病机为肾阴虚而相火旺，中医

所谓的“肾”，是指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解系统，包括下丘脑 －
垂体－性腺轴、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皮质轴、下丘脑 －垂体
－甲状腺轴等，所谓“肾阴虚而相火旺”，实质上就是指这些调
节轴提前发动和功能亢进［１０－１２］。《丹溪心法》载［１３］：“大补丸，

降阴火，补肾水。”大补阴丸组方体现了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

足”的学术思想，通过滋阴降火，最后达到养血填精之效［１４，１５］，

从而调节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解系统，使性早熟女童内分泌调

节轴处于稳定，乳房缩小，乳核消散。

疾病得到了控制，但家长的担忧也随之而来，本来发育起

来的乳房，经大补阴丸控制后回缩，那么正常青春期发育时，大

补阴丸对乳房的正常发育是否有后续影响，特别对乳房发育的

丰满问题是否存在影响。为了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很好的回答

这个问题，笔者做了本次临床观察，结果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

女童之间，不仅乳房发育没有明显差异，且血清黄体生成素、卵

泡刺激素、雌激素值，子宫、卵巢容积，＞４ｍｍ卵泡数均未体现
出明显差异。但由于两组女童家长无法很好配合女童成年后

乳房发育对比的进一步随访，所以对成年后乳房发育影响的观

察目前无临床样本量支持。从临床实践来看，大补阴丸药物成

分为熟地黄、炙龟板、黄柏、知母、猪脊髓，在体内不会蓄积易被

排泄，对正常青春早期性发育无明显后续影响，那么对青春晚

期性发育理论上也应该没明显影响。由此可见，大补阴丸治疗

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性早熟是安全的，且对女童之后的正常青春

期后续乳房发育无明显影响，在临床上可安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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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生育力临床评估的新观念：睾丸储备功能
周少虎１　翁治委１　李堂林２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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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创造性地提出一种通过评估睾丸潜在功能，反映男性生殖能力的新观念：睾丸储备功
能，即睾丸储备（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Ｒ）。方法：评估睾丸潜在功能的指标很多，可以通过患者年龄、睾丸体积
质地、基础血清ＦＳＨ、ＬＨ、Ｔ水平、血清 ＩＨＮＢ、血清 ＡＭＨ、代谢综合征、ＣＡＳＡ、睾丸活检等来评估，把睾丸储
备功能分成０级至Ⅳ级，更能全面反映睾丸的功能。我们定义为：睾丸可能持续生成精子的数量和质量，以
及分泌雄激素的潜能，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能力。结果：目前男性不育大约７５％病因不明，其中睾丸功能是
关键因素，正确评价睾丸功能有助于优化男性不育症的临床诊疗策略，指导男方因素导致的不孕症进入辅

助生殖技术方式的选择。结论：评估睾丸储备功能可以反映男性生育力，指导治疗方式的选择，同时可以预

期药物治疗的预后，甚至可以预测睾丸或附睾取精的成功率，临床意义显著；也有助于平常男性生殖健康的

防病管理。目前睾丸储备功能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更大样本的临床实验数据进一步阐明。

【关键词】　睾丸储备功能；生育力；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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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Ａ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育龄夫妻婚后同居一年以上，未采用
任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原因造成女方不孕者，称男性不育症。

ＷＨＯ预测，在２１世纪不育症将成为人类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
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男性不育的病因分类复杂，以往以精液参数或混合型分类

法都不尽合理。目前专家的共识是采用澳大利亚男科专家 Ｄｅ
Ｋｅｒｔｓｅｒ和Ｂａｋｅｒ推荐的逻辑分类法：即睾丸因素、睾丸前因素和
睾丸后因素。随着不育症发病率的升高，睾丸性的因素越来越

多的受到关注，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研究和关注点都在适时睾丸

的功能的研究，基于此我们提出睾丸储备功能的概念，并开始

睾丸储备功能的相关研究的初探。

睾丸储备功能即睾丸储备，我们定义为睾丸可能持续生成

精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分泌雄激素的潜能，强调的是这种潜

在的能力。睾丸储备功能更全面反映睾丸的功能，故临床可以

指导治疗方式的选择，同时可以评估药物治疗的预后，甚至可

以预测睾丸或附睾取精的成功率，也有助于平常男性生殖健康

的防病管理。

!

　睾丸储备功能的评估指标
１１年龄相关性

大量文献报道［１－３］，精液质量与年龄有相关性，３０～３４岁
精子密度最高，年龄大于４０岁，精子密度与增龄成负相关关系。
１２　睾丸体积、质地

ＷＨＯ指出双侧睾丸总体积与每次射精精液中的精子总数
明显呈正相关［４］。我们建议用Ｂ超测量计算睾丸体积［睾丸容
积＝睾丸长度（ｍｍ）×睾丸宽度（ｍｍ）×睾丸厚度（ｍｍ）×
０５２１］，这样可以更精确测得睾丸体积，可以了解睾丸的血液
供应和质地：质地稀疏血供差者，生精能力差；质地致密血供丰

富者，生精能力好。刘保兴等［５］认为Ｂ超检测还可以了解是否
有睾丸微结石 （ＴＭ）。ＴＭ是生精小管内的钙盐沉积，睾丸Ｂ超
检查在１个超声切面图像，至少有５个或５个以上的微小钙化
灶，即可诊断为ＴＭ。
１３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Ｓ）是由一组异常构成
的包括超重（腹部内脂肪分布）、血脂异常、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疾病组成的综合征。目前研究发现代谢综合征与睾丸功能有

一定相关性。Ｊａｒｏｗ等［６］的研究发现与能生育且非肥胖的、能

生育且肥胖和不育且非肥胖的人相比，那些同时患有不育和肥

胖的人，睾酮水平和雌激素水平的比率显著降低，他认为这些

变化，导致在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功能降低，可能会导致

男性不育。Ｊａｒｏｗ的推断被Ｆｅｊｅｓ等［７］的一个实验证实，入选的

８１例育龄男性不育患者进行人体数据测量，精液参数分析
（ＷＨＯ标准）及生殖激素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精子总数、总
活动精子数、总快速向前活动精子数与体重、体重指数、腰围及

臀围呈负相关；体重、体重指数、腰围、臀围与睾酮呈显著负相

关；Ｇａｒｇ等［８］指出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是与全身性的

炎性前状态和脂质氧化的氧化应激增加相关，反映出睾丸微环

境和排放导管系统可能存在异常增加的氧化状态，这可能是精

子ＤＮＡ损伤的增加原因。
１４　基础性激素水平及睾酮分泌指数

基础ＦＳＨ、Ｔ、ＬＨ水平可以间接反映睾酮和精子的发生，这
已经得到了公认。李江源等［９］认为睾酮分泌指数（ＴＳＩ）随增龄
而逐渐降低，可以间接反映游离睾酮的真实水平，是一个反映

睾酮内分泌功能的非常敏感的指标；当Ｔ／ＬＨ比值下降，提示睾
丸间质细胞内分泌功能下降，故 ＴＳＩ可以推荐为评估睾丸储备
的指标之一。

１５　血清抑制素Ｂ（ＩＨＮＢ）
Ｐｉｅｒｉｋ等［１０］认为血清抑制素 Ｂ是评估精子发生较好的标

志物，同时还指出评价精子发生功能，血清抑制素 Ｂ较血清
ＦＳＨ更可靠。有学者认为同时检测血清抑制素 Ｂ和血清 ＦＳＨ
的水平，是评价精子发生的最好方法。

１６　抗苗氏管激素（ＡＭＨ）
抗苗氏管激素（ＡＭＨ）源于睾丸的支持细胞，是一种糖蛋白

激素［１１］，它与睾酮共同作用影响男性胚胎内生殖器官的正常分

化与发育。ＡＭＨ是评估青春期睾丸功能最好的指标之一，也是
鉴别无睾症和隐睾症最简单和可靠的指标，与血 Ｔ呈负相关关
系，青春期后逐渐下降。

１７　精液常规分析ＣＡＳＡ
按照ＷＨＯ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１２］

推荐，检测２～３份精液标本有助于获取基线数据，可以较全面
反映睾丸的生精功能。

１８　睾丸活检
睾丸活体组织检查术是一种具有诊断和治疗双重功能的

临床技术，通过手术方法取出睾丸活组织，依照睾丸组织结构

及生殖细胞分布来评估睾丸生精和生成睾酮情况，甚至取得精

子施行试管婴儿。通过睾丸活检，可以评估睾丸的生精功能或

者生精障碍的程度，是男性不育症最重要的检查手段之一，对

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分型、治疗和预后判断均有重要价值。由

于活检给睾丸带来一定的损伤，故只有在必要时才考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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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目前评估睾丸储备的常用指标，各项指标都能一定

程度反映睾丸储备功能。

"

　睾丸储备功能的评估实验
为了更全面的评估睾丸储备，我们尝试用连续取精法和促

性腺激素激发试验评估睾丸储备功能。

２１　通过连续取精法评估睾丸储备功能
Ｍａｔｉｌｓｋｙ等［１３］选择了８７名成年男性，其中严重少精子患者

９例、中度少精子症患者１３例、正常精液患者６５例，禁欲４ｄ后
取精１次，隔天后再次取精，结果显示８７例患者第２次精液的
体积、浓度、精子总数和活动精子总数均较第１次显著下降。国
内裴开颜等［１４］研究８名正常成年男子，按照 ＷＨＯ要求的取精
标准，连续８天排精检查结果发现，密集排精引起正常男性的精
液体积、精子总数下降，但仍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故研究者认为连续排精对精子活力影响不大。但是我

们的临床观察发现，对于少精子症患者，频繁排精对精液参数

有显著影响，其中精子浓度的下降尤为显著。综上，我们建议

连续多次取精观察，如果精液分析精子总数持续下降的，考虑

睾丸储备功能不良。

２２　用激发试验评价睾丸的储备功能
ＨＣＧ＋ＨＭＧ联合用药激发试验验证睾丸的应激反应［１５］。

通过促性腺激素的使用后，观察 Ｔ、抑制素 Ｂ的水平变化，以及
多次ＣＡＳＡ的精液参数变化，从而反映评估睾丸的储备功能。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尚无公认的最佳的睾丸储备检测方

法，多项指标结合应用检测睾丸储备能获得更准确、客观的评

价结果。为了便于临床评估睾丸储备功能以及推广其在临床

的应用，我们将睾丸储备功能分成五级。见表１。

表１　睾丸储备功能分级及临床相应治疗方案

分级
多次ＣＡＳＡ
（３次）

Ｂ超检测
睾丸体积（ｍＬ）

ＦＳＨ／ＩＮＨＢ ＴＳＩ
ＨＣＧ＋ＨＭＧ
激发试验

治疗方案

０级 无精子症（均无） ≤７ ＦＳＨ＞６０ＩＵ／Ｌ；
ＩＮＨＢ＜５０ｐｇ／ｍＬ

＜０１ｎｍｏｌ／ＩＵ 检验无精子 ＡＩＤ、ＩＣＳＩ

Ⅰ级 严重少弱畸精子症（大

于６１％）
（７，９］ ４５ＩＵ／Ｌ≤ＦＳＨ≤６０ＩＵ／Ｌ ＜０７ｎｍｏｌ／ＩＵ 精液无改善或改善＜３０％ 药物＋ＩＣＳＩ

Ⅱ级 中度少弱畸精子症（３１％
～６０％）

（９，１１］ ３０ＩＵ／Ｌ＜ＦＳＨ＜４５ＩＵ／Ｌ ＜１４ｎｍｏｌ／ＩＵ Ｔ和抑制素 Ｂ升高；３０％≥精液
改善≤６０

药物＋ＩＶＦ
或ＩＵＩ

Ⅲ级 轻度少弱畸精子症（１０％
～３０％）

（１１，１３］ ＦＳＨ≤３０ＩＵ／Ｌ；
ＩＮＨＢ＞５０ｐｇ／ｍＬ

＜２１ｎｍｏｌ／ＩＵ Ｔ和抑制素 Ｂ升高；精液改善
＞６０％

药物

Ⅳ级 正常精子生成 ＞１３ 正常 ≥２８ｎｍｏｌ／ＩＵ 精子生成正常 生殖健康管理

#

　展望
睾丸储备功能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客

观评估睾丸储备功能对男性生殖力的预测有重大意义，尤其是

在睾丸储备明显下降前指导夫妻受孕和治疗不育症，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睾丸储备功能的研究未见文献报道，尽管目前已有多种评估

方法，然而至今仍无统一的标准能够准确地预测睾丸的储备功

能。如何进一步研究现有评价指标，并挖掘其新的预测意义，引

进包括染色体核型、Ｙ染色体微缺失、精子ＤＮＡ碎片化率、精子
凋亡率等新的评估方法，并研究各指标间的关联程度，联合多项

指标应用检测睾丸储备功能以期能获得更准确、客观的评价结

果，将有助于提高男性生育力的评估水平，指导治疗方式的优化

选择；也有助于平时男性生殖健康的防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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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腰－硬联合麻醉用于分娩镇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在我院分娩的１２０例产
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分娩镇痛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照组采用持续硬膜外麻
醉，研究组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比较两组的镇痛效果、分娩结局等。结果：两组的顺产率、镇痛效果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研究组的麻醉起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罗哌卡因总用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研究组的麻醉起效时间为（３５±１２）ｍｉｎ，对照组为（１５１±５５）ｍｉｎ；研究组的罗哌卡因总用量为
（９７±４１）ｍｇ，对照组为（２０１±７５）ｍｇ。研究组的麻醉起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罗哌卡因总用量显著
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ｔ值分别为１５９６、９４２，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产科分娩镇痛中
采用腰－硬联合麻醉，具有起效迅速、镇痛效果好、麻药用量少等优点，能够有效减轻产妇分娩过程中的痛
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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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娩过程中予以适度镇痛，可有效减轻产妇痛苦，消除
其对分娩的恐惧心理，保障分娩的顺利进行。我院在产科分娩

镇痛中采用了腰－硬联合麻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在我院分娩的１２０例产妇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产妇宫缩力正常，头盆对称，均为单

胎头位，且均有分娩镇痛要求。排除标准：排除麻醉禁忌证、妊

娠合并症、产前出血等。年龄２０～２９岁，平均（２５８±６５）岁，
孕周３８～４１周，平均（３９８±１３）周。根据分娩镇痛方法的不
同，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观察组６０例，年龄２１
～２９岁，平均（２６０±５３）岁，孕周 ３８～４０周，平均（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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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周。对照组６０例，年龄２０～２８岁，平均（２５４±５２）岁，孕
周３８～４１周，平均（４０２±１２）周，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产妇均在宫口开至３ｃｍ时予以镇痛。研究组行腰 －
硬联合麻醉，选择第２～３腰椎进行硬膜外穿刺，穿刺成功后，置
入腰穿针（２５Ｇ），对蛛网膜下腔进行穿刺，直至由清亮的脑脊液
流出，再注入１５ｍＬ罗哌卡因（０２％）。取出穿刺针，置入硬膜
外导管，并固定好。产妇调整为平卧位，调整阻滞平面达到 Ｔ８
～１０，蛛网膜下腔注药４０ｍｉｎ后，经硬膜外导管注入８ｍＬ芬太
尼（厂商：宜昌人福药业，批号：１００７０１）（０００２ｍｇ）与罗哌卡因
（厂商：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ＡＢ，批号：Ｈ２０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１％）的混合
液［１］。若镇痛无效，可在产妇疼痛明显时加注５ｍＬ混合液。在
宫口开至９ｃｍ时，完成最后一次注药。

对照组仅行硬膜外麻醉，取第２～３腰椎间隙进行硬膜外穿
刺，置入硬膜外导管后，注入８ｍＬ芬太尼（０００２ｍｇ）与罗哌卡因
（０１％）的混合液，若镇痛无效，可在产妇疼痛明显时加注５ｍＬ
混合液。在宫口开至９ｃｍ时，完成最后一次注药。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的麻醉起效时间（从注射药物到深度睡眠的

时间）、镇痛效果、产程进展、总用药量、分娩方式等。根据产妇

主诉评价镇痛效果：略有疼痛或完全无痛感，但正常活动未受

影响，为１级；有轻度腰腹疼痛，但可忍受，为２级；腰腹疼痛明
显，难以忍受，为３级；腰腹疼痛难忍，大声喊叫，为４级。１、２
级为镇痛效果良好，３、４级为镇痛不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处理，计量、
计数资料分别以（珋ｘ±ｓ）、［ｎ（％）］表示，数据比较分别采用 ｔ检
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分娩方式、产程

研究组顺产５１例（８５００％），助产４例、剖宫产５例；对照
组顺产４９例（８１６７％），助产５例、剖宫产６例。两组的顺产率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χ２＝１４５）。研究组的第一产程
活跃期短于对照组，但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两组的第二产

程时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的产程进展比较（ｍｉｎ）

组别 第一产程活跃期 第二产程

研究组（ｎ＝６０） ２７２４±１１０４ １０２５±５８４

对照组（ｎ＝６０） ２８４５±１１２０ １０６８±６０５

ｔ ０６０ ０４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镇痛效果
研究组第一产程末、第二产程末的镇痛良好率均略高于对

照组，但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的镇痛效果

组别
第一产程末

镇痛良好 镇痛不良

第二产程末

镇痛良好 镇痛不良

研究组（ｎ＝６０） ６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８（９６６７） ２（３３３）

对照组（ｎ＝６０） ５８（９６６７） ２（３３３） ５５（９１６７） ５（８３３）

ｔ 　３３８ 　２２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麻醉起效时间（注射药物到深度睡眠的时间）、罗哌卡因
用量

　　研究组的麻醉起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罗哌卡因总用量
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麻醉起效时间、罗哌卡因用量比较

组别 麻醉起效时间（ｍｉｎ） 罗哌卡因总用量（ｍｇ）

研究组（６０） ３５±１２ ９７±４１

对照组（６０） １５１±５５ ２０１±７５

ｔ ４８７６ ２９８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子宫收缩会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大部分

产妇都会对分娩疼痛产生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的存在会造成

子宫血流量减少，延长产程，从而对母婴预后造成不利影响［２，３］。

自然状态下的阴道分娩方式一般被叫做有痛分娩，是在医学不发

达或者条件受到限制时的一种分娩方式［４，５］。无痛分娩实际上

就是分娩镇痛，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应用各种方法消除或者缓解疼

痛。进行无痛分娩是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以人为本的需要［６］。

分娩镇痛，是指采用现代医学方法，消除产妇分娩过程中的疼痛

感受，以达到安全完成自然分娩的目的。分娩镇痛在消除产妇对

分娩的恐惧以及生理上的痛苦，提高产妇自然分娩率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产痛是妇女所经历的最剧烈的疼痛。长时间的产痛给

产妇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由于惧怕产痛，绝大多数产妇选择剖

宫产。该方式对产妇损伤更大，且不利于母婴健康［７，８］。无痛分

娩可以极大地降低剖宫产率。镇痛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在宫

口开大３ｃｍ时进行镇痛效果最佳，过早则药力受到影响，过迟则
导致产妇产痛时间延长。无痛分娩可以减轻宫缩痛，促进产程顺

利进行，且不会增加产后出血量［９，１０］。

目前，产科分娩应用最多且最为有效的镇痛方法就是椎管

内阻滞麻醉。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腰 －硬联合麻醉的研究
组和硬膜外阻滞麻醉的对照组在第一产程末和第二产程末的

镇痛效果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表明硬膜外阻滞麻醉
和腰－硬联合麻醉用于分娩镇痛均能取得良好的镇痛效果［１１］。

研究还显示，研究组的罗哌卡因总用量显著少于对照组，麻醉

起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这提示腰 －硬联合麻醉
可有效缩短起效时间，减少罗哌卡因用量，更能满足分娩镇痛

要求的给药方便、起效迅速、可靠性好等要求［１２］。究其原因就

是腰硬联合麻醉时，先将药物通过腰麻针注入到蛛网膜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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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拔出腰麻针，再通过硬膜外的穿刺针置一根很细的管子进

到硬膜外腔，这样就可以持续给药到硬膜外腔，辅助腰麻的麻

醉效果［１２，１３］。腰硬联合麻醉不仅起效快速，镇痛完善，效果确

切，麻醉时间不受限制，而且术后头痛发生率低，对循环呼吸影

响小［１４］。因此，这项技术被医护人员普遍接受，广泛应用于下

肢、下腹部手术的麻醉，尤其用于产科剖宫产术。不过，所有的

麻醉技术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两种麻醉技术的联合应用为麻醉

管理增加了复杂性、困难性和风险性；传统上以麻醉有无出现

并发症作为判定麻醉效果的标准，硬联合阻滞麻醉时并发症也

时有发生，麻醉风险必定存在［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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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杆菌联合甲硝唑治疗妊娠合并滴虫性阴道炎的
临床分析
邓琼１　黄利川１　江丹丹１　张晓静２

１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２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甲硝唑联合乳酸杆菌治疗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本院
妇科门诊收治的８８例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患者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各４４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甲硝唑片口
服治疗，联合组加用乳酸杆菌胶囊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１个疗程（甲硝唑连用７ｄ，乳酸杆菌胶囊连用１０ｄ
为１个疗程）后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联合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０９１％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０％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ＩＬ－８、ＩＬ－１３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联合组
降低更加显著（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ＩＬ－２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治疗１个疗程结束时，联合
组的阴道滴虫转阴率９７７３％高于对照组的９３１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１个月
后，联合组的滴虫转阴率９５４５％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８１８２％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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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结束时，联合组的乳酸杆菌菌落数≥１／２面积率为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２７３％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的产Ｈ２Ｏ２阳性率４７７３％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１５９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甲硝唑联合乳酸杆菌治疗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患者对于恢复患者阴道微生态环境、提高
治疗效果具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　甲硝唑；乳酸杆菌；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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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虫性阴道炎为已婚女性较为常见的妇科炎症疾病，主要
由于阴道毛滴虫过度消耗糖原、破坏阴道的防御和自净作用，

继而引起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临床上滴虫性阴道炎主

要症状为瘙痒、白带异味以及阴道分泌物增多等妇科炎症表

现［１，２］。而迄今为止部分临床研究认为宫颈 ＨＰＶ病毒感染与
滴虫性阴道炎以及细菌性阴道炎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３，４］，张

惠莲等［５］认为滴虫性阴道炎为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
素之一，故此如何有效地治疗滴虫性阴道炎是一线妇科医生的

重要课题。本研究重在分析甲硝唑联合乳酸杆菌治疗妊娠期

滴虫性阴道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具体研究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科门诊收治的８８例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患者，
采用掷硬币法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各４４例。联合组４４例患
者，年龄２１～３８岁，平均年龄（２７２±５４）岁；妊娠孕周１２～３４
周，平均孕周（２１１±５９）周。对照组４４例患者，年龄２０～３６
岁，平均年龄（２６９±６０）岁：妊娠孕周 １２～３３周，平均孕周
（２０８±６１）周。两组患者的上述资料组间比较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
纳入及诊断标准：（１）滴虫性阴道炎的诊断参考《２００８年中

华医学会滴虫性阴道炎诊治规范》中的相关标准，患者临床表

现主要为分泌物增多、泡沫状、有异味，患者外阴有瘙痒、灼烧

感、外阴充血、有抓痕，滴虫培养显示阴道滴虫；（２）患者均处于
妊娠期；（３）所有患者均为首次诊断或者院外就医治疗后相隔
时间＞１个月；（４）治疗方法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及本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

排除标准：（１）合并严重的心、肺、肝、肾功能不全及神经系
统疾病的患者；（２）对甲硝唑药物具有过敏反应的患者；（３）合
并急慢性盆腔炎、衣原体、淋球菌等妇科疾病的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甲硝唑片（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

药厂，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０２４９，规格０２ｇ／片）治疗，１片／次，３次／
ｄ，连续口服１周为１个疗程；联合组患者同时阴道内置入复合
乳酸菌胶囊（江苏美通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８０１８４），１
粒／ｄ，每晚给药，持续治疗１周为１个疗程，两组均于１个疗程
后进行相关指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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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对两组患者治疗一个疗程后的临床效果进行比较，治疗前与

治疗后１个疗程后阴道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白细胞
介素－１３（ＩＬ－１３）、白细胞介素 －２（ＩＬ－２）的变化情况；治疗１
个疗程结束时、１个月后的阴道滴虫转阴率差异；治疗１个疗程
后两组患者阴道乳酸杆菌检出率、产Ｈ２Ｏ２阳性例数的差异。

临床疗效标准：（１）痊愈：经过治疗患者的症状、体征完全
消失，阴道滴虫检查阴性，阴道分泌物清洁度 Ｉ度；（２）显效：经
过治疗患者的症状、体征明显缓解，偶发症状，阴道滴虫检查阴

性，阴道分泌物清洁度Ｉ度；（３）有效：经过治疗患者的症状、体
征减轻，阴道滴虫检查阴性，阴道分泌物清洁度ＩＩ度；（４）无效：
患者的症状、体征无变化或者加重，滴虫检查阳性。总有效率

＝（痊愈＋显效）／病例数×１００％。
１４　检查方法

检测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江苏吴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白细胞介素 －８（ＩＬ－８）、白细胞
介素－１３（ＩＬ－１３）、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选用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
ＭＫ３酶标仪测定４５０ｎｍ吸收光度值（ｔｈｅｒｍｏ公司）。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及统计在专业软件 ＳＡＳ９０软件包中处理，联合
组和对照组的阴道灌洗液中细胞因子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 ｔ检验、治疗前后组内比
较采用配对ｔ检验；治疗效果、阴道滴虫转阴率、乳酸杆菌检出
率、产Ｈ２Ｏ２阳性率采用［ｎ（％）］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两组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联合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０９１％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
７５００％，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４４ ３０（６８１８） １０（２２７３） ３（６８２） １（２２７） ４０（９０９１）

对照组 ４４ ２２（５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 ８（１８１８） ３（６８２） ３３（７５００）

χ２ ３９３８

Ｐ ００４７

２２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阴道灌洗液中细胞因子检出情况

　　联合组和对照组治疗前的细胞因子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ＩＬ－８、ＩＬ－１３较治疗前均显著的降
低（Ｐ＜００５），联合组降低更加显著（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两组
患者的ＩＬ－２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阴道灌洗液中细胞因子变化情况

组别 时间 ＩＬ－２（ｐｇ／ｍＬ） ＩＬ－８（ｐｇ／ｍＬ） ＩＬ－１３（ｐｇ／ｍＬ）

联合组（ｎ＝４４） 治疗前 １０４６±４１２ ４１９８４１±８９２３３ ４７６２±１５８４

治疗后 ９８３±３７５ １８３５４４±４０９８５ａｂ １５７６±５２５ａｂ

对照组（ｎ＝４４） 治疗前 １０５７±４３５ ４０７３７５±９１６７２ ４４１８±１４７９

治疗后 １０２６±３８８ ２４８９７３±６０５４８ａ １８９６±６１８ａ

　　注：ａ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ｂ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治疗结束时、一个月后的阴道滴虫转阴率比较

　　治疗１个疗程结束时，联合组的阴道滴虫转阴率９７７３％
高于对照组的９３１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结束１个月后，联合组的滴虫转阴率９５４５％显著的高于
对照组的 ８１８２％，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治疗后阴道滴虫转阴率比较

组别 ｎ 治疗１个疗程后 治疗后１个月

联合组 ４４ ４３（９７７３） ４２（９５４５）

对照组 ４４ ４１（９３１８） ３６（８１８２）

χ２ １０４８ ４０６２

Ｐ ０３０６ ００４４

２４　两组患者的治疗结束后的乳酸杆菌检出率、产 Ｈ２Ｏ２阳性

率比较

　　治疗１个疗程结束时，联合组的乳酸杆菌菌落数≥１／２面
积率为７５％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２２７３％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联合组的产 Ｈ２Ｏ２阳性率４７７３％显著的高于对
照组的１５９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治疗结束后的乳酸杆菌检出率、产Ｈ２Ｏ２阳性率比较

组别 ｎ
乳酸杆菌阳性例数

菌落面积

＜１／２面积
菌落面积

１／２面积

产Ｈ２Ｏ２
阳性例数

联合组 ４４ １１（２５００） ３３（７５００） ２１（４７７３）

对照组 ４４ ３４（７７２７） １０（２２７３） ７（１５９１）

χ２ ２４０５８ １０２６７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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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患有生殖系统感染的孕妇往往出现坐立不安、情绪紧张等

较为严重的主观症状，部分相关基研究表明，孕妇生殖系统感

染导致的紧张情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神经 －内分泌系统的

紊乱，相关肾上腺素、甲状腺激素以及糖皮质激素分泌异常，严

重者可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羊膜炎症、胎膜早破以及胎儿窘

迫［６，７］。赵万英等［８］临床研究发现，合并有滴虫性阴道炎的孕

妇其阴道分娩损伤的可能性较大，切口愈合不良以及新生儿感

染的几率显著增加。如何早期处理、有效控制滴虫性阴道炎的

临床症状，改善阴道内局部微环境是改善妊娠结局的重要内

容，也是提高产科质量的重要内容［９］。甲硝唑为滴虫性阴道炎

的首选治疗药物［１０，１１］，对于妊娠期孕妇其口服剂量推荐为每次

０２ｇ顿服，而乳酸杆菌制剂为活性乳酸杆菌菌群调节剂，通过

改善阴道内有益菌群乳酸杆菌的构成，进而改善阴道内环境，

抑制其他致病菌的侵袭和致病。本次研究重在分析甲硝唑口

服联合阴道内使用乳酸杆菌活性制剂的临床疗效，进而改善妊

娠期女性妇科炎症治疗效果，提高产科质量。

本研究将本院妇科门诊收治的８８例妊娠期滴虫性阴道炎

患者采用掷硬币的方式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各４４例，（两组患

者均给予甲硝唑片口服治疗，联合组加用乳酸杆菌胶囊治疗），

治疗１个疗程后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发现，联合组的乳酸

杆菌菌落数≥１／２面积率以及产 Ｈ２Ｏ２阳性率显著的高于对照

组，统计学差异较为显著，提示联合治疗组在口服甲硝唑的基

础上联合阴道内使用乳酸杆菌活性制剂能显著改善阴道内环

境，促进有益菌群生成，维持阴道内酸性环境［１２］。Ｆａｎ等［１２，１３］

认为，乳酸杆菌制剂阴道内用１个疗程后阴道内环境的改善能

显著促进阴道炎症的临床症状改善，并降低临床复发率，这与

本次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发现治疗结束１个月后，联合组

的滴虫转阴率９５４５％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提示了乳酸杆

菌制剂的临床疗效较为确切。Ｊａｈｉｃ等［１４］认为，阴道内局部微环

境免疫状态对于生殖系统炎症的临床治疗具有较为显著的影

响。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炎症趋化因子 ＩＬ－８、ＩＬ－１３以及免

疫应答增强因子ＩＬ－２的变化，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ＩＬ－８、

ＩＬ－１３较治疗前均显著的降低，而联合组降低更加显著，提示

联合治疗组经１个疗程治疗后阴道内炎症状态较为平稳，并逐

渐恢复正常，相关炎症趋化因子水平回落正常。对于两组病例

临床治疗的总体有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联合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的高于对照组，Ｔｏｕｚｏｎ等［１５］通过回顾性分析７５例妊娠期

滴虫性阴道患者的临床诊治资料后发现，合理地使用妊娠期 Ｂ

类药物以及阴道活性乳酸菌药物能显著提高滴虫性阴道炎的

总体临床治疗有效率；赵万英等［８］也认为，联合用药相比于单

纯口服甲硝唑治疗，２个疗程治疗后患者的阴道瘙痒、白带异味

等阴道炎症表现，以及阴道毛滴虫检出率均显著降低。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期患有滴虫性阴道炎的女性，甲硝唑

口服联合阴道内使用乳酸菌制剂能显著改善阴道内局部微环

境、调节菌群分布，促进阴道内免疫微环境的改善，进而提高其

临床资料有效率、降低复发率，其效果较为确切，值得临床上进

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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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进展
万幸　余小鸣△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和普通青少年一样，残疾青少年也面临着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
康知识十分有限，性行为的发生率与普通青少年相比并无差异，在不安全的性行为特别是性侵犯方面有明

显的易感性。他们面临着非意愿妊娠、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等不良生殖健康结局的威胁，虽然相关的

数据报道较少，但已有证据证明残疾青少年在面临这些生殖健康结局时有多重的危险因素，这些不良结局

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残疾青少年对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务的需求往往得不到满

足。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亟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性侵犯；非意愿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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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２００６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１］中将残疾人定
义为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

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

切实地参与社会。《残疾人权利公约》中还明确指出残疾人拥

有获得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和联合国
人口活动基金会（ＵＮＦＰＡ）在《提升残疾人的性与生殖健康》［２］

中指出残疾人士和其他人一样有性与生殖健康的需求，但在获

得相关信息和服务时他们经常面临着各种阻碍，而这些阻碍主

要不是因为残疾本身，而是来自于社会和个人的忽视和态度。

青少年处于性与生殖健康发育的关键时期，残疾青少年虽

然在其他方面存在损伤或障碍，但生殖系统的发育不会受到太

大的影响，因此残疾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也成为了研究者们

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

　残疾青少年的性知识十分有限
在国内外残疾青少年的研究中涉及到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性生理知识（包括青春期发育与保健）、避

孕相关知识以及性病艾滋病的预防。总的来说，残疾青少年对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十分有限，不全面甚至一无所知或者

存在许多错误，研究中缺乏与普通青少年的比较。性别、地区、

残疾类型、残疾程度对残疾青少年的知识掌握情况存在一定的

影响。知识的掌握与认知水平存在明显的关联，而智力残疾和

精神残疾的青少年往往认知功能低于正常人，对知识的了解

较低。

刘茜等［３］对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的３３９名１０～１９岁的残
疾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知信行以及功能障碍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其功能障碍越大，青春期知信行水平越低。Ｏｌａｌｅｙｅ
等［４］在尼日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４７％的应答者表示知道性自
慰，半数的应答者从未听说过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４１％的应答
者表示了解至少一种避孕措施。该研究也指出，不同残疾类型

和性别的青少年对避孕措施的了解程度不同，视力残疾的青少

年了解至少一种避孕措施的比例最高，而智力残疾青少年中仅

有２０％的应答者知道避孕措施，男性对避孕措施的知晓率比女
性高。加纳聋人学生的一项调查［５］显示不同避孕措施的知晓

率在男女间存在着差异。Ｉｓｌｅ等［６］对土耳其６０名１５～２０岁的
智力残障学生调查发现他们对性和青春期发育特征的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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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常低，且存在性别差异，半数以上的青少年将性描述为接

吻和亲密接触，可见对于性的了解比较局限。

部分研究提及了残疾青少年了解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途

径，Ｏｌａｄｕｎｎｉ［７］的研究显示残疾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最主要的
途径是朋友，最希望的途径是父母，但父母并没有能力承担教

育者的责任。对父母的一些调查发现，大部分智力残疾青少年

父母较少提及性话题，并且谈论时的孩子年龄高于无智力残疾

青少年［８，９］。Ｗａｌｔｅｒ等［１０］对比了５０４名身体残疾女性与４４２名
她们的非残疾女性朋友的性与生殖健康相关问题，结果发现两

组开始了解性行为有关的身体知识的年龄相同，最常见的渠道

都是书籍、发生性行为以及通过伴侣、朋友和老师，家庭话题中

很少涉及到性。但残障女性还可从其他残障女性以及康复咨

询师那里获得相关知识。

"

　残疾青少年更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Ｃｈｅｎｇ等［１１］在美国的研究发现与无残疾青少年相比，身体

残疾青少年虽然青春期发育较迟缓，社会交往较差，但在性经

历上并无差异。瑞典的一项针对１５～１６岁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残疾青少年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要高于无残疾青少年［１２］。由

此可知，残疾青少年同样有着性需求，同样会发生性行为，而不

是无性的。

有研究发现残疾青少年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的风险更高，

特别是被迫性行为。Ｊｏｎｅｓ等［１３］分析了２００５年美国的青少年
危险行为调查发现，身体残疾或长期患病的青少年发生被迫性

行为的比例为１５１％，高于健康青少年（６３％）。Ｏｌａｄｕｎｎｉ［７］对
尼日利亚的１４０名残疾青少年调查显示，５４６％的应答者发生
过性行为，其中２９９％有多个性伴侣，１２８％从未采取过避孕
措施；２４６％的应答者发生过被迫性行为。Ｒｕｓｉｎｇａ［１４］调查了津
巴布韦５０名１５～２４岁的聋哑青少年，结果显示４０％的人发生
过性行为，首次发生年龄都在１８岁之前，且三分之二的人在最
近一次性行为中没有使用安全套。

在不同类型的残疾青少年中，智力残疾青少年遭受性侵犯

的风险相对较高，Ｏｌａｌｅｙｅ等［４］在尼日利亚调查了１０３名１０～２５
岁的残疾青少年，其中超过１／４自述被强奸过，而１０名智力残
疾青少年中，一半被强奸过，７人经历过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同
样是在尼日利亚，Ａｄｅｒｅｍｉ等［１５］发现智力残疾的女孩报告被强

奸史的比例是无智力残疾女孩的将近４倍。而国内一些法院处
理的强奸案中，被害人是智力或精神残障的比例高达２６７％ ～
４６７％［１６］。而在这些研究中被迫性行为的对象以陌生人居多，

但也有亲戚、老师甚至父母。

#

　残疾青少年同样面临不良生殖健康结局
３１　性传播疾病

不安全的性行为与性传播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残疾青

少年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更为普遍，面临性传播疾病的风险也

更大。

在国外，由于一些人相信“处女清除”（ｖｉｒｇｉｎ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即
得了性病的人和处女进行性行为可以清除病原体，而残疾人因

为常被认为性不活跃因而纯洁，并且容易成为目标，所以残疾

人被强奸的危险比正常人更高。Ｇｒｏｃｅ［１７，１８］认为残疾人由于遭
受性侵害的比例高以及极度贫困而导致婚姻状况不稳定，性伴

众多，再加上艾滋病知识的缺乏，教育和服务的不可及，因此残

疾人的艾滋病感染状况也是十分严重的。而 Ｈａｎａｓｓ－Ｈａｎ
ｃｏｃｋ［１９］在南非的一项研究支持了 Ｇｒｏｃｅ对残疾人状况的分析，
残疾人有多重的艾滋病感染的敏感因素，但对于残疾人的艾滋

病感染现况还缺乏进一步的数据支持。

在国内外研究中关于残疾青少年性传播疾病或艾滋病的

发病率或患病率统计数据较少。Ｋａｓｓａ等［２０］在埃塞俄比亚的调

查中发现在有过性行为的残疾青少年中，２３５％自述感染过性
传播疾病。

３２　非意愿妊娠
除了性传播疾病，不安全的性行为还可能引起非意愿妊

娠。残疾少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有些甚至连自理能力

都没有，又缺乏相关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还有一些因为自身

残疾对胎儿的不良影响，再加上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大

多数的非意愿妊娠以人工流产为结局。在 Ｋａｓｓａ等［２０］的研究

中，在７２名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残疾青少年应答者中有４０人
（５５６％）曾经怀孕过，首次怀孕的平均年龄仅１７６岁，而其中
７０％为非意愿怀孕，５５０％进行过流产。而 Ｏｌａｄｕｎｎｉ［７］的研究
中，７７名发生过性行为的残疾青少年中，有１５名（１９５％）报告
他们曾怀孕或使某人怀孕，而仅有２人进行了分娩，１人正怀
孕，其余的结局都是自然或人工流产。

残疾少女怀孕的原因有缺乏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特别是避

孕知识，缺乏社会技能及自尊，容易遭受性侵犯等。据调查，在

赞比亚残疾少女怀孕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被性侵犯，而“处女

清除”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残疾少女原本就因为残疾而

容易被忽视或遭受歧视，而非意愿怀孕是给她们的双重打击，

他人对她们的态度会更加消极、抵制甚至产生敌意［２１］。

而有些残疾少女依然会进行分娩，据估计，英国沃尔夫汉

普顿市的青少年母亲中有２８％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２２］，美

国也有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有或多或少的怀孕的残疾青少年

或残疾青少年父母［２３］。

$

　残疾青少年难以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
为提高残疾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水平，降低其受到性侵犯的

风险，为其提供适宜有效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显得十分

有必要。但由于残疾青少年的特殊性，他们在面临性与生殖健

康教育或服务时，他们的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主要表现为：

（１）难以接受到性教育或服务；（２）难以理解所接受到的性教育
或服务；③接受到的性教育和服务难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性与
生殖健康问题。

Ｗｉｌｓｏｎ［２４］访谈了三名智力残疾者，他们表示未接受过或无
法理解性教育，而对于性教育的需求，他们提及了三个主题：朋

友关系、恋爱关系和安全性行为。瑞典的性教育从１９５５年起就
是青少年的必修课，但Ｍａｒｔｅｎｓｏｎ［２５］对瑞典１６名１６～２１岁的智
力残疾青少年的一项访谈研究中发现，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否

接受了性教育，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性教育的内容。部分

受访者对性和性教育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足，并有受访者表示

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容易遗忘，他们希望能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

进行阶梯式的性教育。

以色列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了一项针对１２～３５岁的残障人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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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人的特殊服务，服务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交往、性关系和

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然而Ｐｏｒａｔ等［２６］调查了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利用
了该服务的残障人发现该服务的利用率并不高，而主要原因就

是交通不便和无人陪同。

%

　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亟需国
内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而从国内外的这些研究可知，残疾青少年面临着比普通青
少年更加严峻的性与生殖健康形势，而自身的残疾使得他们难

以获得与普通青少年平等的教育机会，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

面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时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十分有必

要加强对残疾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的关注。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初就已经关注到了残疾青少年
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并且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

先确认了残疾青少年的性需求，同时提到了受到性侵犯的风险

更高。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发达国家的研究者的主题集中在了

探讨如何为残疾青少年提供适宜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

研究对象较为广泛，除了残疾青少年本身，还有其家人、朋友

等，并且常会与无残疾青少年进行对比。而在近１０年来，非洲
国家也开始关注残疾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研究者多以残疾

人学校作为研究现场，了解残疾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的知、

信、行的现况，特别是性侵犯和艾滋病相关问题。

但这些研究远远不够，更常见的现象是在国内外青少年或

残疾人性与生殖健康研究中往往不会特别关注残疾青少年群

体，在针对残疾青少年的研究中较少涉及性与生殖健康状况，

而主要集中在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从已有的残疾青

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的样本量都较小，研

究结果的适用性受到明显限制，对于不同残疾类型间的比较研

究也较少，并且缺乏残疾青少年性传播疾病的相关数据。另

外，虽有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开发并开展残疾青少年专门的性

教育与服务，但其适用性和实施效果还未得到明确的评价结

果，这些都是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国内对于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研究接近空白，结

合国外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国内进行残疾

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研究：（１）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
识、态度和行为的现况；（２）残疾青少年性传播疾病、非意愿怀孕
的状况；（３）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务的需求；（４）家
长、老师、朋友对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态度及参与；（５）发
展健全的残疾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６）残疾青少年
与普通青少年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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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ｌｅ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２（３１）：４８－５８．

［１２］　ＥｌｉｎｏｒＢｒｕｎｎｂｅｒｇＭ，ＬｉｎｄｅｎＢｏｓｔｒｏｍ，ＭａｔｓＢｅｒｇｌｕ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１５／１６－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ｏｄｅｓｔｄｉｓ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Ｓｅｘ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２７）：１３９－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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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８，７８（５）：２５２－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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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２５（２）：１６１－１７４．

［１６］　廖怀高，熊少波，李巧艺．智障者性侵害问题研究综述．理论与
改革，２０１１（４）：１５６－１６０．

［１７］　ＧｒｏｃｅＮｏｒａＥｌｌｅｎ，ＴｒａｓｉＲｅｓｈｍａ．Ｒａｐ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ｋｂｅｌｉｅｆ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４，３６３
（９４２２）：１６６３－１６６４．

［１８］　ＧｒｏｃｅＮｏｒａＥｌｌｅｎ．ＨＩＶ／ＡＩＤ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Ｌａｎ
ｃｅｔ，２００３，３６１（９３６７）：１４０１－１４０２．

［１９］　ＪｉｌｌＨａｎａｓｓ－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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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ａｌ，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Ｓｅｘ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２７）：３５－４７．

［２０］　ＴｉｇｉｓｔＡＫａｓｓａ，ＴｏｂｉａｓＬｕｃｋ，ＳａｍｕｅｌＫｉｎｄｅＢｉｒｒｕ，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４，４１（１０）：５８３－５８８．

［２１］　ＳａｌｌｙＮｙａｋａｎｙａｎｇ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ｍｏｎｇ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ｎ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ｔｅｅｎ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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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ＨＩＶａｎｄＡＩＤ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２０１３：７－９．
［２２］　ＫｕｌｊｉｔＨｅｅｒ．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ｏｌｖｅｒ

ｈａｍｐｔｏｎＣｉｔｙ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ＪｕｎｅＩｓｓｕｅ：１－５．

［２３］　Ｊｏｎｅｓ，ＫＨ，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ＤＭ，ＶａｌｅｎｔｅＪ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ｔｅｅ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ＡＣ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４（２）：２４－３５．

［２４］　ＡｍｙＳｗａｎｇｏ－Ｗｉｌｓｏ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ｅｘ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１（２９）：１１３－１１８．
［２５］　ＬｏｔｔａＬｏｆｇｒｅｎ－Ｍａｒｔｅｎｓｏｎ．“ＩＷａｎｔｔｏＤｏｉｔＲｉｇｈｔ！”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ｏｆ

Ｓｗｅｄｉｓｈ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ｅｘ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２（３０）：２０９－２２５．

［２６］　ＯｍｅｒＰｏｒａｔ，ＲａｆａｅｌＨｅｒｕｔｉ，ＨａｇｉｔＮａｖｏｎ－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２
（３０）：３１１－３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牛婷（１９９０－），女，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
生殖内分泌。

△【通讯作者】李爱斌（１９６７－），博士、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７９４２８３９４８
＠ｑｑ．ｃｏｍ

·性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４２

某高校本科生对性健康知识的认知与态度情况调查
分析
牛婷　李爱斌△　曹景云　陈力　沈兰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了解高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认知和态度，探讨与评价高校针对大学生开展生
殖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武汉大学本科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对性知识的了解，包括其来源、性现状、性态度、性观念以及有关避孕方面的知识、意外妊娠风险的

认识等。结果：共发放调查问卷８００份，回收７５６份，有效问卷７３６份，其中男生３７６名，女生３６０名。经统
计发现被调查者对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对无保护性行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认知薄弱；大部分

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课程以了解避孕知识和性知识。结论：武汉地区高校大学生生殖健

康的认知水平较低，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较大 ，需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生殖健康教育。

【关键词】　大学生；生殖健康；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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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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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各种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青少年在
接触到各种新鲜刺激事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婚前

性行为、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发生率日益增高，这些都会直接

影响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青年大学生是我国人才发展战

略的重要力量之一，处于人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其在生

理上处于性器官和第二性征的发育已经成熟的阶段，然而由于

家庭、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在

性心理、性行为等生殖健康方面的发育情况。调查显示［１］，高

校大学生的贞操观念趋向于淡薄，对性观念、性态度的开放程

度日益增强，与之相矛盾的是，他们的生殖健康知识相当缺乏。

这种矛盾可导致他们在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人的过程中出现

较多问题，如堕胎、性传播疾病的传染甚至导致精神性疾病的

发生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得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甚至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和前途。因而本研究旨在

通过调查武汉市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认知情况，为更好的

开展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武汉大学在校大一至大

四本科生８００名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８００份，回收 ７５６
份，有效问卷７３６份。其中男生３７６名 （５１１％），女生３６０名
（４８９％）。一至四年级人数分别为８８、３２、４２４和１９２人，年龄
１８～２４岁。
１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在自愿前提下，以不记名的方式自填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对性知识的了解，包括其来源、性现状、性态度、性观念，以

及有关避孕方面的知识、安全措施使用状况、性传播疾病、意外

妊娠风险的认识、对恋爱与婚姻的认识等。

１３　统计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调查者对生

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

"

　结果
大学生的性教育比较薄弱，将近一半（４１６％）的学生在家

庭或学校学习中从未接受过性教育，大学期间或大学以前发生

过性行为的比例较少，占１１２％，但是大学生们对婚前性行为
持开放态度，８３７％的学生认为可以理解婚前性行为；大学生们
对排卵期的认识错误率较高（７４２％），仅２５８％的大学生可以
正确知道女性排卵期；在校大学生，本人或女友怀孕后，有将近

一半（４７６％）的人会选择去做人工流产，但是仅有３４％的学生
清楚知道人工流产的危害；调查发现，有８９４％的学生认为大
学生应该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见表１。
#

　讨论
生殖健康作为人类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系指与生殖系统及

其功能和过程相关的所有方面处于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幸福的

一种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病症。由于受到社会的各

种影响，当前大学生生理发育较过去来得早而快，而心理发育却

相对滞后，同时他们的性观念又处于日渐开放的趋势。如郑

涛［２］对山西某大学的１０００名大学生性观念的调查显示：如今大
学生对于婚前性行为以及未婚同居认可度较高，性行为发生率高

达２１０６％ 。然而调查资料显示［３］，我国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

掌握的程度较为欠缺，接近于“性盲”。在各专业中，性知识测试

的平均水平不及格率均较高，理科生为 ９０６９％，文科生为
９３８５％，虽然医学生的性知识水平高于其他专业，但性知识测试
的平均水平仍不及格，且不及格率达６７１５％。

表１　学生性教育现况及对性教育看法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人数［ｎ（％）］

从小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是否接受过性方面教育

　从无 ３０６（４１６）

　有，但层次不深入 ３６０（４８９）

　有，从小一点点灌输 ７０（９５）

是否有过性行为

　经常有 ８（１１）

　偶然有 ７４（１０１）

　不清楚 ６８（９２）

　没有 ５８６（７９６）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可以理解会去尝试 ２５６（３４８）

　可以理解但不会尝试 ３６０（４８９）

　不能理解，发生也无所谓 １０（３５）

　不能理解，发生终身后悔 １０（３５）

　没想过 ６８（９３）

对排卵期认识

　下次月经前７天左右 ２４０（３２６）

　下次月经前１４天左右 １９０（２５８）

　月经后７天内 ２００（２７２）

　月经期内 １０６（１４４）

在校大学生，你或你的女友怀孕了你会怎么办

　不知所措，相互埋怨 ５０（６８）

　告诉父母，让他们想对策 １１０（１４９）

　独自去医院做了 ３５０（４７６）

　选择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２２６（３０７）

对人工流产后危害的了解

　不知道有危害 ３４（４６）

　知道一点，但是不清楚 ４５２（６１４）

　很清楚 ２５０（３４）

大学生是否应该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应该 ６５８（８９４）

　不应该 ２６（３５）

　不知道 ５２（７１）

开展生殖教育会增加性行为的发生率

　会 １６４（２２３）

　不会 ５７２（７７７）

　　中国学生只在中学时期学习过与生殖健康教育相关的课
程，而且在讲课过程中并无系统讲解，甚至有的老师专门避开

此节课，不予讲解，导致中国学生对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严重

缺乏。本调查资料显示，从小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从未

接受过性方面教育的占４１６％（３０６／７３６），曾经接受过性方面
教育但层次不深入的有４８９％（３６０／７３６），从小一点点灌输过
性教育的仅占９５％（７０／７３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性教育长期
以来处于一个充满误解、阻力的禁区状态，造成大学生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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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性知识，因此凸显了大学生殖健康教育的

必要性及重要性。

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生同居及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升高已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和不能回避的问题［４］，对于婚前性行为发生

率，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不同，各个地区发生率也不一

致，范围在１４％～２１０６％［２，５，６］。但是对于避孕知识的了解，中

国大学生却知之甚少，如李爱兰等人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显示知道如何使用避孕套的学生比例为３２５％，对于正确理解
体外射精、安全期和避孕药的学生比例分别为３２５％、２３３％、
１９５％和１２６％［７］。另有调查显示１４％的中国大学生有性生
活，但是其中有４０％的人从来不用避孕套［５］。本调查中显示，

对于女性排卵期的认识，能够正确认识的仅占 ２５８％ （１９０／
７３６），认识错误的占７４２％ （５４６／７３６），这些对避孕知识的缺
乏将会导致不安全性行为之后的意外怀孕情况。本资料显示，

在校大学生，女生意外怀孕后，有４７６％（３５０／７３６）将近一半的
人会选择独自去医院做人流。有调查资料显示，对于非计划的

意外妊娠，８６％ ～９６％的中国未婚女性会选择人流［８］，而在未

婚年龄小于２４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青年的非意愿妊娠终止手
术发生比率占８８７％［９］，这些均提示了人流数量的巨大。但是

在对人流的认识中，有６１４％（４５２／７３６）的人对人工流产后危
害知道的不是很清楚。而由于许多学生怕受学校处分，怀孕后

找那些江湖医生，在极不安全的情况下偷偷流产，使生殖器受

到很大的伤害，很容易引起大出血、感染等，导致婚后习惯性流

产、宫外孕或者早产的几率大大增加，甚至影响到以后的生育

能力，乃至生命。同时，随着初次性行为年龄越来越早及由于

生殖健康知识缺乏导致的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青少年被认为

是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等的高危人群［１０，１１］，感染了性传播疾

病，会使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伤害。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学生知识来源的两种重要途径。在

美国，目前有一个名为“家长 －性启蒙教育者”的项目，其目的
是帮助家长对子女进行更好的性教育。ｋｌｅｉｎ等［１２］认为这可以

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健康交流，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是

国外一项关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生殖与性健康话题讨论的调查

显示［１３］有３７％的学生曾经与他们的父母之间进行生殖与性健
康话题讨论至少两次。其中比起和父母，多数学生更愿意与同

龄人之间进行讨论交流。另有调查显示［１４］，绝大多数学生强调

了来自于同龄人的关于性知识来源及寻求性问题解答的重要

性。文化禁忌，害羞和缺乏沟通技巧是阻碍父母和青少年之间

的交流性及生殖健康知识的重要原因。中国学生在经历紧张

的高考之后步入到大学校园，他们一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学校之中，故学校在对学生的教导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且一

项关于“上海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及干预研究”的调查

显示［１５］关于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讲座和选修课是大学生

最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大学生们对学校和医生提供的性教育

知识认可度最高。这些提示了学校与医学专业人员联合为大

学生们提供生殖健康教育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在生殖健康课

程上，老师可以向学生一方面系统地讲解性生理方面的知识，

另一方面讲授全面的性心理、性角色、性伦理道德、性法律、性

文化、性责任及性健康知识等，使学生在掌握基本性知识的基

础上，打破他们性无知、性愚昧和性神秘等观念的束缚，从而正

确的对待和处理性问题。

综上所述，大学生们需要通过正规的教育来获取正确的生

殖健康知识，通过正确的生殖健康观念和知情的生殖健康行为

选择，来减少甚至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伤害，所以对大学生进行

生殖健康教育是很必要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本调查显示在校大

学生对生殖健康问题的态度较为开放，有８９４％的对象认为自
己生殖健康知识较为缺乏，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课程，了

解性知识和生殖避孕知识，说明大学生们主动获取生殖健康知

识的愿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这是加强高校生殖健康教育的有利

因素。因而，我们呼吁为大学生开设生殖健康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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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性教育课程体系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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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陈少芳１　李宏伟１　杨巧红１　周红２　陈月灵３　张树地４　谭宝凤５　梁蔚菁６　黄志煊７

陈葵芳８

１中山市教师进修学院，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３
２中山市第一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３中山市古镇初级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４中山市板芙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５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６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７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８中山市小榄镇永宁小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中山市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为设计科学合理的性教育课程提供依据。方法：采
用整群分层抽样法，对中山市４６６２名在校初中生的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现状以及性教育课程期待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学生自身性成熟前性知识准备不足，掌握的性知识数量偏少、科学性偏低；认为性是纯洁自

然的学生比率不高，学生性观念前卫但需要引导；学生性知识主要来自学校，但仍有部分来自黄色读物；学

生表示需要学校的性教育，但对现行的性教育认可度不高。结论：需拓宽教育渠道、转变教育理念、把握教

育原则，提升青少年的性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

【关键词】　青少年；性教育；性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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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期是个体由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期，也是人生发展历程
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关键时期。与儿童期相比，性成为这一时期极为

重要的发展内容和发展主题，成为影响人生进程的重要课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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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接受科学、完整、适当的性教育，注定是青少年的必修课程［１］。

为了了解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以便设计科学系统的性教育课程，

《中山市中小学生青春期性教育课程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组对中山

市４６６２名在校初中生的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现状及性教育课程
期待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下是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

　调查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选择的８所学校来自广东省中山市直属、东部、南
部、西部、北部和中部的全部片区，包含了市区、镇区中不同办

学层次的学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７０７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６６２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９０％。在提交有效问卷的４６６２人中，
男生２４１９人，女生 ２２４３人；其中初一学生 １５８６人（男生 ８５０
人，女生７３６人），初二学生 ２０９７人（男生 １０９３人，女生 １００４
人），初三学生９７９人（男生４７６人，女生５０３人）。
１２　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从知识、态度、行为三个

维度（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ＡＰ）了解学生的性教育现
状，以及学生对学校现行性教育工作的评价和对性教育课程的

期待。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问卷发放老师详细解读问卷填写说

明，学生以无记名方式独立完成问卷，当堂填写、当堂回收，对

调查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相关分析统计。

"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知识掌握水平
２１１　自身性成熟前对遗精（月经）的认知　分别调查男、女学生
在个体性成熟（男生首次遗精和女生月经初潮）前对该现象的认知

情况。有３１７％男生在首次遗精前不知道这种个体要经历的生理
变化，而女生在月经初潮前，对该现象相对了解得多一些，有８８５％
的女生表示清楚地知道或知道一点。对首次遗精的态度，比较多的

男生表示为没多大感觉、无所谓，比例为５６５％，而５０５％的女生在
月经初潮则表现为困惑和恐慌。不能忽略的是，仍有２２１％的男生
对首次遗精表现为困惑和恐慌。见表１。

表１　青少年自身性成熟前对遗精（月经）的认知 （％）

性别
首次遗精（月经）时对该现象的了解

清楚知道 知道一点 不知道

首次遗精（月经）时对该现象的态度

新奇、喜悦 困惑、恐慌 无所谓

男生 ２０８（５０３／２４１９） ４７５（１１４９／２４１９） ３１７（７６７／２４１９） ２１４（５１８／２４１９） ２２１（５３４／２４１９） ５６５（１３６７／２４１９）

女生 ３８８（８７０／２２４３） ４９７（１１１５／２２４３） １１５（２５８／２２４３） １９４（４３５／２２４３） ５０５（１１３３／２２４３） ３０１（６７５／２２４３）

２１２　对常见性知识的认知　在问卷调查到的１０个常见性知
识中，学生掌握较好的知识有月经、艾滋病、同性恋、性骚扰，对

这些概念的掌握，清楚知道和知道一点儿的学生均超过了

８０％。而掌握较差的概念有童贞、自慰、性冲动、遗精、避孕、性
行为，对这些概念回答不知道的学生均超过了３０％，特别是对
童贞这个概念，回答不知道的学生达到了６５１％。见表２。另
外，对于自慰这种人类正常的、广泛存在的生理现象，只有

３７５％的学生认为是正常行为、有度即可，１８７％的学生认为是
不正常行为、不可以有，４３９％的学生选择回答不清楚。

表２　青少年对常见性知识的认知（掌握）（％）

性概念 清楚知道 知道一点 不知道

遗精 ２６４（１２３１／４６６２）３９８（１８５５／４６６２）３３８（１５７６／４６６２）

月经 ４４７（２０８４／４６６２）３５７（１６６４／４６６２）１９６（９１４／４６６２）

性冲动 ２０８（９７０／４６６２） ４０２（１８７４／４６６２）３９１（１８１８／４６６２）

避孕 ２５６（１１９３／４６６２）４３３（２０１９／４６６２）３１１（１４５０／４６６２）

自慰 ２１５（１００２／４６６２）３１２（１４５５／４６６２）４７３（２２０５／４６６２）

性骚扰 ３８８（１８０９／４６６２）４６９（２１８６／４６６２）１４３（６６７／４６６２）

同性恋 ３９４（１８３７／４６６２）４２３（１９７２／４６６２）１８３（８５３／４６６２）

童贞 １４１（６５７／４６６２） ２０８（９７０／４６６２） ６５１（３０３５／４６６２）

性行为 ２５９（１２０７／４６６２）４３８（２０４２／４６６２）３０３（１４１３／４６６２）

艾滋病 ４０９（１９０７／４６６２）４１８（１９４９／４６６２）１７３（８０６／４６６２）

２２　性态度自我报告
２２１　对性的看法　调查学生对性的看法，认为性是纯洁自然

的学生比率并不高只有４６５％，有３０７％的学生回答性是说不
清楚的，有１７８％的学生回答了性是神秘的、难为情的，还有
５０％的学生认为性是罪恶的。
２２２　对性别的悦纳　问卷调查了学生对自己性别的接受情
况，有６５５％的学生选择了乐意接受，２４８％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但仍有９８％（４５７人）的学生回答了不情愿和希望改变性别。此
外，问卷还单独调查了女生对“女生与男生相比”的看法，认为

男女生都一样的只有６１６％，认为女生比男生强的有１５０％，
认为女生不如男生的有５５％，还有１７９％回答了没想过这个
问题。

２２３　对异性交往的看法　对于是否有特别想交往的异性朋
友，回答没有、也不想有的学生占的比例最多为４６９％，回答有
过、但放在心里的次之占 ３２２％，回答没有、很想有的占
１２２％，回答有过、并单独交往过的学生占的比例最少只为
８７％。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学生对聊天、牵手、接吻、性行为四
种行为选择可以接受的比例分别为５５７％、２５３％、１１６％和
７４％，其中需要关注的是，选择可以接受性行为的比例为
７４％（共３４５人）。
２２４　对同性亲密交往的看法　对于同性间的亲密交往，回答
能理解、但自己不会尝试的学生占比例最高为４２４％，回答说
不清楚的学生次之为２８８％，再次之是回答难以理解、无法接
受的学生占１６１％，１２７％的学生回答了没什么、我就是如此。
２２５　对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看法　调查学生对未成年人
发生性行为的看法，认为无法接受的学生占多数为 ６１７％，
２８６％的学生回答说不清楚，还有９７％（共４５２人）的学生认
为是司空见惯、没什么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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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性相关行为表现
２３１　获取性知识的途径　调查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最主要途
径，学校教育占的比例最高为４６９％，父母次之为１８９％，再就
是朋友、同学占１５２％，网络占６７％，报刊、杂志占４４％，影
视、录像占３８％，还有４１％的学生选择了其他途径。
２３２　男生看黄色读物（网页）的情况　本题调查只对男生进

行，由男生汇报班上男生阅读黄色刊物（网页）的情况，认为有

大部分的占１３１％，认为有少数几个的占１６０％，认为没有的
占２１４％，还有４９５％回答不清楚。再分别调查不同年级男生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回答大部分的，初一、初二、初三３个年级是
依次递增的，分别占１０４％、１５６％和３０５％。见表３。

表３　男生对看过黄色不健康读物（网站）的同班男生人数的看法（％）

大部分 少数几个 没有 不清楚

全体男生 １３１（３１７／２４１９） １６０（３８７／２４１９） ２１４（５１８／２４１９） ４９５（１１９７／２４１９）

初一男生 １０５（８９／８５０） １３０（１１１／８５０） ２４０（２０４／８５０） ５２５（４４６／８５０）

初二男生 １５６（１７０／１０９３） ２１０（２３０／１０９３） １５０（１６４／１０９３） ４８４（５２９／１０９３）

初三男生 ３０５（１４５／４７６） １４７（７０／４７６） １１７（５６／４７６） ４３１（２０５／４７６）

２４　性教育课程期待
２４１　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　调查学生学校是否有必要
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认为迫切需要和需要的学生占２５８％和
５４２％，两者共占比例达到８０％，还有１４０％的学生认为无所
谓，只有６０％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
２４２　对学校现有性教育课程的评价　对学校现有性教育课
程的评价，认为很一般、多数知识是自己以前就懂的学生占的

比例最多为３５４％，仅次于此的是选择丰富生动、得到了很多
自己迫切想知道的知识的学生占３４９％，认为枯燥无味、没什
么感觉的占９０％，还有２０７％的人选择了不知道。
２４３　对学校性教育课程形式的期待　对学校要开展的性教
育，学生认为最适合的形式是教师讲座，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形

式为５１９％，次之是同伴讨论和看视频分别占 １７４％和
１６７％，最后依次是阅读书籍、电话咨询、当面咨询和其他方式
分别占７９％、３１％、２６％、０６％。
２４４　对学校性教育课程内容的期待　分性别调查学生最想
了解的青春期性知识。男生最想了解的性知识中，排在前３位
的是：如何与异性交往、青春期的发育特征及卫生保健、有关遗

精的知识，余下依次是：性心理障碍的排除、性器官的构造、预

防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知识、对待性冲动的知识和方法、性病的

预防及相关知识、对男性性别角色的悦纳、有关避孕的知识、其

他。女生选择排在前３位的性知识是：如何与异性正确交往、月
经的形成与经期保健、预防性骚扰与性侵害知识，余下依次是：

性心理障碍的排除、乳房的发育与保健、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悦

纳、对待性冲动的知识和方法、性器官的构造、性病的预防及相

关知识、有关避孕的知识、其他。显而易见，男女学生都把如何

与异性正确交往列在了最想了解的青春期性知识的第１位。
#

　讨论与建议
３１　拓宽教育渠道，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丰富的性知识
３１１　学校应成为主阵地，科学系统地开展性教育　调查结果
显示，学生在个体性成熟前，性知识准备不足，掌握的性知识总

体上数量偏少、科学性偏低。有３１７％男生在首次遗精时对遗
精是不知道的，并有２２１％的男生首次遗精时表现为困惑和恐
慌。虽有３８８％和４９７％的女生在月经初潮时表示清楚地知
道和知道一点，但仍有５０５％的女生在月经初潮时表现为困惑

和恐慌。对调查给出的１０个常见性知识，月经、艾滋病、同性
恋、性骚扰是学生掌握较好的，但清楚知道的比例也只有

４４６％、４０９％、３９４％和３８８％。对童贞、自慰、性冲动、遗精、
避孕、性行为６个性知识，回答不知道的学生均超过了３０％，特
别是对童贞这个知识，不知道的学生更是达到了 ６５１％。此
外，学生对性知识缺乏正确的认识，如只有３７５％的学生认为
自慰是正常行为，有度即可。国务院２０１１年８月印发的《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应加强儿童生殖健
康服务，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教育部

于２０１２年２月发布《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要求教师要掌握
中小学生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２］。同时，本调查

也显示，学校教育是学生获取性知识的首要途径。所以，学校

教育应肩挑重任，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有计划地开展性教育

（如针对青少年个体性成熟前的性知识准备不足，学校可以在

小学四、五年级时给学生开设青春期发育特征与卫生保健知识

的课程），使学生掌握丰富科学的性知识，从而在面临自身性成

长问题时能做出正确的应对，避免类似“１７岁少年耻于勃起挥
刀自宫”［３］等悲剧故事的发生。

３．１２　家庭—学校—社会应三位一体，全方位开展性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中，父母是仅次于学
校教育的第二项途径，此外，同学、朋友、网络、报刊、杂志、影视、

录像都是学生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同时，有１３１％的男生认为
班上有大部分男生阅读了黄色刊物（网页），且在分年级统计

中，此比例按年级依次递增，到初三年级，该比例达到了

３０５％。可见，青少年性知识来源于学校、家庭、社会，学校性教
育需要一个立体化的教育渠道，家庭、学校和社会应齐抓共管，

全方位地对青少年性教育发挥积极作用［４］。具体做法是家长

应端正性教育思想，避免出现“无师自通论”、“封闭保险论”［５］

等错误观点，同时学校和社会也可向家长开设性教育课堂，提

升家长的性教育理念。社会相关部门与学校要统一步调，支持

或协同开展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如在我市，学校性教育工作

需要得到市教育局卫生保健所和德体艺科、市妇女联合会、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部门的支持和协

同配合，通过课程宣讲，社会宣传，网站管理，书籍印发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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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青少年科学的性知识。依据知信行（ＫＡＰ）模式①，知识是
基础，只有学生掌握了健康的性知识，才能促成健康性态度与

性行为的产生。

３２　转变教育理念，引导青少年树立积极正确的性态度
３２１　树立性是美好的教育思想　正确的性教育应让孩子树
立性是美好的观点，因为正确的性观点会带来孩子正确的两性

交往观，同时也决定着孩子一生的幸（性）福。调查中显示，能

真正认为性是纯洁自然的学生比率并不高，只有 ４６５％。同
时，在调查中，有学校错误地把必要的、正面的性教育看作是

“性诱发”，因而拒绝给学生发放问卷。另外，有学者到一所进

行过防性侵犯的中学调查，问学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

所有学生写下的都是“强奸、性骚扰、疼痛、怀孕、性病、流产

……”这些负面词汇，没有一个人写下“愉悦、快乐、爱、亲密关

系”这类的正面词汇。所以，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教

育工作者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性是美好的教育思想。台湾著

名性教育专家林燕卿教授强调，在教授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

课就要告诉孩子“我的身体很漂亮！”，从而引导孩子与人沟通，

建立勇敢面对性的态度［６］。要避免性是罪恶、性是羞耻的教育

思想，从而避免出现将来婚姻恋爱生活中“亲密关系恐惧

症”［７］、“爱无力”［８］等不良后果。

３２２　倡导赋权型性教育理念　性教育是有理念的。好的理
念，真正使青少年受益；坏的理念，即使目的是好的，也终将伤

害青少年［９］。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在两性交往中，对聊天、牵

手、接吻、性行为四种行为可接受的比例分别为 ５５７％、
２５３％、１１６％和７４％，即在被调查的人群中，有３４５人选择了
可以接受性行为。调查学生对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看法，有

９７％共４５２人认为是司空见惯，没什么大不了。面对学生性观
念的改变，传统的性教育思想已经不合时宜，顺应形势，我们必

须要转变性教育的理念。禁欲型性教育、综合型性教育、整体

型性教育是当今国际社会主要的性教育模式，这３种性教育理
念实施的事实证明：尊重受教育者人权的性教育，才是效果最

好的性教育［９］。在此基础上，国内著名性教育专家方刚博士提

出了“赋权型性教育”的理念。该理念强调性教育的目的是让

受教育者具有掌控自身与性有关的事务权力，是提供给他们相

关的资源，帮助他们获得选择的能力［９］。调查显示，如何与异

性交往是学生最想了解的青春期性知识，在开展爱情相关话题

的性教育时，“赋权型性教育”认为不应该是“拒绝早恋”的教

育，也不应该仅是“爱情美好”的教育，甚至不应该只是“异性爱

情”的教育。该理念强调要在教育中让孩子充分、全面地理解

爱情，要学会面对情爱关系时必然会遇到的情况及处理方式，

如如何表达爱慕？如何邀约？如何面对性要求？失恋了怎么

办？等等［１０］。台湾晏涵文、林燕卿等著名性教育专家也强调，

两性交往教育中我们要教会学生邀约的艺术，教会学生如何用

尊重和合适的方式与异性做男女朋友［１１，１２］。在美国，女孩如何

安全约会已被写入性教育课本中，１６条黄金原则指导女孩更聪
明地约会，并在应该的时候勇敢说“不”［１３］。良好的性态度涉

及到如何看待知识的获取、自我的悦纳、人际的交流、彼此的尊

重、负责任的决定。因此，在提供科学准确的性健康知识的同

时，深化对性态度的讨论和教育，对性有更广更深的了解和理

解，会帮助青少年学会全面、客观、积极地看待生活，稳定的性

情感和良好的性适应有助于推迟他们可能出现的性行为，也使

得初次性行为的发生更趋于理性，对今后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乃

至工作学习中的问题，都有积极的影响［１４］。

３３　把握教育原则，促进青少年养成负责担当的性行为
３３１　内容上，性教育要把握“标准”原则　调查结果显示，有
八成的学生“迫切需要”或者“需要”学校开展性教育，可见，对

性知识的渴望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的普遍现象。但开展性教育，

是要遵循许多标准的：①年龄标准，即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要给
予不同内容的性教育，同时不同年龄的孩子也应该有不同的性

行为标准。本调查结果也显示，不同年龄的孩子对性有不同的

关注点，如初一学生更关注青春期发育及保健知识，初二学生

更关注两性交往的知识，而初三的学生则表现出对遗精和月经

感兴趣。②男性参与标准，即性教育中要体现男性角色的存
在。其一是性教育不要只关注女生的教育而忽略了男生的教

育，如女生需要自我保护、防性侵教育，男生也同样需要；其二

是在生命由来、感恩教育、爱的教育等课程中，不要忽略了父亲

的角色，如在生命诞生的过程，父亲也充当着照顾母亲和婴儿

等重要角色，父亲与母亲是同等重要地存在。目前，正在热播

的媒体节目《爸爸去哪儿》也正明确地表达了该观点。③爱的
标准、双方自愿的标准，即一切性行为的发生都建立在爱与双

方自愿的基础上。所以性教育时要告诉孩子，交往是以尊重为

前提的。④权利与责任的标准，即对性行为我们有选择的权
利，但要承担责任与义务［１５］。被誉为“全球性教育典范”的瑞

典性教育模式指出，完整的性教育不仅仅是性生理知识的教

育，它应该也是人格成长与自我认同的教育［１０］。所以，性教育

的标准不仅仅是以上４条，而是要本着知识与情感相结合的原
则，来促进青少年养成负责有担当的性行为。

３３２　形式上，性教育要把握“多样性”原则　性教育要讲究
适时、适度，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据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喜欢

的性教育方式是教师讲座，因为在这样的讲座中，知识信息量

大，且相对科学、完整和系统。但目前，中小学校性教育教师师

资的匮乏影响了这一形式实施的效果。此外，同伴讨论和看视

频也是学生喜欢的性教育方式。目前，同伴讨论在课堂上被老

师们沿用最多，因为这种方式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共鸣，产生的

结论也更能被孩子们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需要老

师的专业引领，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更高的要求。看视频也

是一种很好的性教育方式，在这里推荐方刚博士倡导的性教育

电影课程，课程通过引领孩子们去观看电影，从影片中挖掘可

进行的性教育情节，进而引导孩子们掌握正确的性知识、性态

度和性行为。目前，我们课题组已开展的电影课程有《初恋这

件小事》、《早熟》、《怦然心动》等，都旨在与学生们探讨如何面

对青春期的心理变化，如何开展两性交往等［９］。当然，性教育

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籍阅读、电话咨询、面谈等等，这就需要

家庭、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多种方式，一起来开展青少年的性

教育工作。

① 知信行模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ｌｉｅ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ＡＢＰ或ＫＡＰ）是
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一，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

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及形成行为３个连续过程。知信行模式认
为：知识是基础、信念是动力、行为的产生和改变是目标，人们通

过学习获得相关的健康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健康的信念和态

度，从而促成健康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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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女大学生同性恋的成因分析
唐吉　陈若玄　吴汉奇△

川北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南充市女大学生同性恋的成因，为女同性恋者心理指导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百
度贴吧、ＱＱ群征集就读于南充市高校的女同性恋者，对５０名女大学生同性恋者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
结果：在调查的女大学生同性恋者中，同性恋者２３人，占４６％；双性恋者２７人，占５４％。Ｔ（同性恋者中较男
性化的角色）占３６％，Ｐ（同性恋者中较女性化的角色）占３８％，Ｈ（男性化女性化的角色皆可扮演）占２６％。
同性恋者中，成因是天生而来的有１３人，占５６５％。结论：女大学生同性恋的成因可能与同性恋文化的传
播、天生女同性恋者的诱导、网络社交、遗传、社会宽容度以及外貌性格等因素有关。其中，同性恋文化的传

播和天生女同性恋者的诱导是可能性较大的因素。

【关键词】　女大学生；同性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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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体、经济、文化及风习
的各国，均存在同性爱现象［１］。随着同性恋文化的传播，同性

恋不再是一个阴暗隐晦的话题。如今同性恋者们依然受到社

会不同程度的偏见［２］，这种偏见有害于她们的心理健康［３］。由

于男同性恋性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开放性，对于男同性恋者的研

究较多。女同性恋者由于其隐匿性，接触和研究的机会不多，

我国每年有关女同性恋的研究一直很少［４］，特别是女大学生同

性恋影响因素的研究［５，６］。关于同性恋的成因学说，有生理因

素决定说和心理社会因素决定说［７］。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

响，同性恋者依然被当作怪人，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随之

而来的是更多的精神健康问题［８］。为探究南充市女大学生同

性恋者的成因并为她们的心理指导提供依据，于２０１４年３月至
７月对南充市女大学生同性恋者进行了面对面问卷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百度贴吧、ＱＱ群征集就读于南充市高校的女同性恋
者，共征集５２个同性恋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回收５０份有
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６２％。
１２　方法

问卷调查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项目及答案均在查

阅资料后确定。调查内容包括年龄、年级、学历、属性（在同性

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性恋的成因、第一段同性恋情的时间、

与同性恋者接触对自身的影响、对自身接受程度以及出柜的打

算等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分析
对有效问卷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录入数据，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问卷评分结果进行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进行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５０位女大学生同性恋者，分别来自南充市川北
医学院、西华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其中，调查对

象的年龄为１８～２４岁，平均年龄（２１±１５７８）岁。年级大一６
人（１２％），大二 １０人（２０％），大三 １５人（３０％），大四 １７人
（３４％），大五２人（４％）。专科学历者７人，占１４％；本科学历
者４３人，占８６％。其中，同性恋者２３人，占４６％；双性恋者２７
人，占５４％。Ｔ（指女同性恋者中倾向男性化角色者）占３６％，Ｐ
（指女同性恋者中倾向女性化角色者）占３８％，Ｈ（指女同性恋
者中角色倾向不明或兼具者）占２６％。同性恋的成因是天生而
来的有１７人，占３４％；成因是由于外界环境影响的有３３人，占
６６％。第一段同性恋情发生在８～１３岁的有５人（１０％），１４～
１７岁的有１１人（２２％），１８～２２岁的有２７人（５４％），２２岁以后
的有２人（４％），其中５人（１０％）至今没有第一段同性恋情。
其中有 ７人（１５６％）的第一任女友是熟人介绍的，１７人

（３７８％）是通过网络社交认识的，１５人（３３３％）的第一任女友
是自己的朋友，６人（１３３％）为自己的室友。６８％的人认为与
同性恋者的接触对其性取向有影响。其中１５人（３０％）完全接
受自己的性取向，１６人（３２％）比较接受自己的性取向，１７人
（３４％）对自己的性取向持无所谓的态度，２人（４％）比较不接
受自己的性取向。对于出柜的打算，１７人（３４％）表示在经济独
立后出柜，１３人（２６％）表示在找到合适的人再出柜，５人
（１０％）已经出柜，１５人（３０％）不打算出柜。
２２　双性恋与同性恋者的成因分析

同性恋者中，Ｔ较多，占 ６９６％；双性恋者中，Ｐ较多，占
６３％。同性恋的成因中自我认定有５０％因为恰好遇到了适合
的人，３８％因为天生喜欢女生，４％因为异性恋受挫，４％因为穿
着打扮很像男生而变成了女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中，大多数人

在１４～１７岁确定自己喜欢女生，占４７８％；双性恋者中，大多
数人在１８～２２岁确定自己喜欢女生，占５５６％。无论是同性
恋者还是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在 １８～２２岁有第一段同性
恋情。

同性恋者中，５６５％的人在确定自己是同性恋之前没有同
性恋者朋友。而双性恋者中，５９３％的人在确定自己是同性恋
之前有同性恋者朋友。５０％的同性恋者认为自己与同性恋者的
接触不影响自己的性取向。４８１％的双性恋者认为自己与同性
恋者的接触程度为一般。

同性恋者中，６０９％的人天生喜欢女生并会一直喜欢女生。
双性恋者中，７０４％的人不是天生喜欢女生并不知道自己会不
会一直喜欢女生。同性恋者中，６０９％的人因为天生对女生有
好感而成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中仅１８５％的人因为天生对
女生有好感而成为同性恋。不论是双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大

多数人都因为恰巧遇到一个让自己喜欢女生的人而成为同性

恋者。大多数人都是在确定自己是同性恋者之后并对同性恋

社交感兴趣才开始同性恋网络社交。

同性恋者中，有４３５％的人对于改变自己性取向有过轻微
的尝试或念头，４７８％的人完全没有过改变自己性取向的想法。
双性恋者中，有３３３％的人对于改变自己性取向有过轻微的尝
试或念头，４４７％的人完全没有过改变自己性取向的想法。同
性恋者中，９１３％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完全没有自杀的念头，有１
位有过较强烈的自杀念头，１位有过较轻微的自杀念头。双性
恋者中，１００％的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完全没有自杀的念头。
９５７％的同性恋者接受自己的性取向。９２６％的双性恋接受自
己的性取向。

７３９％的同性恋者有出柜的打算。６６７％的双性恋者有出
柜的打算。同性恋者中，大多数的人对于未来的婚姻状况都有

自己的打算。而对于双性恋者来说，大多数的人对于将来的婚

姻状况都还没有打算好或无法预算将来。２６１％的同性恋者和
５５６％的双性恋者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对于未来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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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中，有８２６％的人没有过男友并且不想交男友。
有１７４％的人有过１位男友。双性恋者中有过２位及以上的
男友的占４８１％。同性恋者中，８２６％的人将自己的性取向告
诉过朋友。双性恋者中，５９３％的人将自己的性取向告诉过朋
友。同性恋者中，外貌身材和性格人品是她们择偶时最在意的

标准。双性恋者中，外貌身材、性格人品和学识修养是她们择

偶时最在意的标准。

#

　讨论
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同性恋者２３人，占４６％；双性恋者２７

人，占５４％。同性恋者中 Ｔ占大部分，双性恋中 Ｐ占大部分。
同性恋者一般在１４～１７岁确定自己喜欢女生，双性恋者一般在
１８～２２岁确定自己喜欢女生。而不论同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
第一段同性恋情大多数都发生在１８～２２岁。

同性恋者大多是天生喜欢女生，双性恋者则是因为偶然喜

欢上女生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女同性恋者的成因与双性

恋者的成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不同角色区分者在性

别有关的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主动角色偏男性化，被动角色

偏女性化［９］。不排除女同性恋者在确定自己是同性恋者后对

本属于异性恋者的人进行追求，对她们进行性取向的诱导；在

新一代的爱情观的开放、网络的同性爱传播以及环境宽容度增

高的大背景下，加上本身对于性取向的探索，极大部分异性恋

者会成为双性恋者。所以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大多数人

都会在１８～２２岁发生第一段同性恋情。
５２％的女同性恋者在变成同性恋者之前有同性恋者朋友。

５０％的同性恋者认为自己与同性恋者的接触不影响自己的性
取向。４８１％的双性恋者认为自己与同性恋者的接触程度为一
般。同样也表明天生同性恋者会对异性恋者造成性取向的诱

导，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部分异性恋的性取向，使她们成为双

性恋。大多数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都会在确定自己的性取向

后，选择加入同性恋网络社交（贴吧、微博、豆瓣、论坛等），加入

后，有更多的机会结识新的同类。即使恋情以失败告终，但是

可以在网络上聊以自慰，也有部分人在网络社交中，找到自己

喜欢并愿意一同面对困难的人。同样更加坚定自己的性取向，

在大家的鼓励和同性恋情的交互影响中，会使她们更加接受自

己，所以７３９％的同性恋者和６６７％的双性恋者有出柜的打
算。拉拉圈亚文化对同性恋的身份角色有着重塑和巩固的作

用［１０］。网络把她们最终推向了女同性恋之路［１１］。

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极

大部分人父母关系都很好并且也没有恋母情结。父母关系对

于女同性恋者的成因的影响并不是很有意义。对于同性恋的

成因，目前仍无法绝对区分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作

用［１２］，除了天生的因素之外，更多的影响因素与爱情观的开放

程度、网络社交、同性恋文化传播、天生女同性恋者的诱导、外

貌性格及社会的接受程度等密不可分。研究表明同性恋者及

双性恋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异性恋者［１３－１５］，而心理

干预对同性恋者的消极态度改善效果明显［１６］。所以我们不仅

要关注她们的健康问题，还应该设立社会关怀和危机干预

机构［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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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欲理论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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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伊德提出的原欲理论是说在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存在一种与性相关的心理能量，称其
为力比多。精子卵子、受精卵、胎儿以致人的一生都有性（原）欲，并各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特定的表达模式，

成为儿童期和老年期性生活的动力源；青春期在性激素的作用下，产生成人生殖器官交媾欲，联合性器官原

欲形成性器官性欲的霸权地位，统领原欲构建正常成人的性欲求。对人类原欲的进化（发育）本质的研究和

理解，也是对人类性本质的理解，为人类的性的多元化现象作了很好的诠释，为人类性科学和爱情学的研究

拓展思路，为科学性教育、性医学、性健康和婚恋咨询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原欲理论；力比多；生殖器官交媾欲；性的多元化；爱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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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的“性命”到弗洛伊德说的“性与生俱来”早已表达
了性与命同在的本质，弗洛伊德总结了学术界对儿童性行为的

观察，提出儿童性欲学说，人们更习惯于接受成人的性，那么儿

童的性、老年的性和成人的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要解释与性

相关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和研究原欲理论。

!

　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
弗洛伊德早期曾提出过性本能一说，指与性欲和种族繁衍

相关的一类本能，其作用是保存种族，繁衍后代。他认为性本

能是一种原欲、一种力量，表现为性的冲动，寻求快感的满足。

对于人类来说，性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在深度的无意识

层面里，它被认为是性的原始驱动力。弗洛伊德引入这个词，

意指一种与社会文明约定相抵触的，本能的冲动。拉丁文作：

Ｌｉｂｉｄｏ，所以人们也常常把原欲称为力比多。
弗洛伊德指出，各种原始本能的大本营居于本我，本我又

是各种本能活动能量的源泉，

力比多根据个体的情况进行关注、活动或转移。他认为凡

能引起感官满足和自己需要的活动皆属于“性（欲）力”的活动，

故在弗洛伊德性学理论中所论述的“性”已不是世俗意义上的

“性”的概念。但是从生物学种族生存的长链看，性仍是主要为

了繁殖后代而存在的，所以性本能始终居于核心环节。弗洛伊

德甚至把性力的顺序发展作为人格发展的动力。

可以以原欲来测定性兴奋领域内的不同过程及这些过程

的变态表现。原欲依据它的源泉和它属于何种心理过程而各

有区别。不同原欲之间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区别。我

们之所以要从其他心理能量中把原欲能量分离出来，是为了表

达这样一种假设：机体性活动是经由特殊的化学变化过程而获

取其营养的，性兴奋不仅来自所谓的性部位，更多的是来自全

身各器官。

弗洛伊德提出原欲可分为两种，即自我原欲和对象原欲。

自我原欲（ｅｇｏ－Ｌｉｂｉｄｏ）亦可称为“自恋原欲”（ｎａｒｃｉｓｉｓ－
ｔｉｃ－ｌｉｂｉｄｏ）；自恋或自我原欲乃是一个很大的储仓，投资或投注
出去的能量从这里出发，最终又回到这里。自恋原欲对自我的

投资乃是从孩提时代便已经存在的一种原始状态，以后又因为

原欲的不断发散，这一现象遂被掩蔽而积存于最低层。

对象原欲（ｏｂｊｅｃｔ－ｌｉｂｉｄｏ）是指心理能投注于性对象上面，
即转化为“对象原欲”时，我们看到的是它聚集或固置于对象上

（或离开这些对象而投向另一些对象）的状态，这就是说，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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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个人性活动的状态。这时候，原欲本身却暂时地或部分地

消失了。

“对象原欲”也会从对象撤回，在一般时间内以一种紧张力

呈现自己，最后终于收回到自我之中，再度变成自我原欲。“对

象原欲”主导了他恋的行为，是爱情活动中的主要动力，甚至是

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就其实质而言，两种原欲就是一种能

力，一种力，指向于自己就是自恋原欲，指向于别人，就是对象

原欲［１］。

现代人对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真正理解和接纳还是很不

够的，弗洛伊德说过，性与生俱来，把儿童的性与成人的性混在

一起，把性和神经心理障碍，甚至和精神病混在一起，常常引起

人们对他的乏性论的误解。以现代的科学成就来学习和研究

原欲理论，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并以

此丰富我们对人类性的更全面、更科学的认知和观念。

众所周知，卵子携带的遗传基因是 Ｘ染色体，精子携带的
遗传基因是Ｘ或 Ｙ染色体，受精卵携带的是 ＸＸ还是 ＸＹ染色
体，就已经决定了胚胎的性别，胚龄５０天后胎儿的性别已经明
确；青春期前的儿童时代，便已有了性的分化，这也是不争的事

实；男女性特征的明显分化始自青春期。分化的结果对以后人

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男女之间的天性方面

的差别，在婴儿期便已经很明显了。

至于在自体享乐和自慰式的性表现方面，人们甚至认为，

女童的性活动完全是男性风格的。事实上，不管是在男人还是

在女人身上，原欲都必然是男性的，或者说是共性的，男女性的

原欲有何差异，目前仍不清楚，只有它的对象才分为男人和女

人。原欲到底是何性质，它与成人的性欲有何异同，人们还没

有更多共同的见解。

"

　性（原欲）与生命同在
２．１　儿童期性（原）欲存在的事实

要说原欲或力比多，在精子和卵子中即已存在，它既是卵

子对精子的一种吸引力，也是精子奋力游向卵子并钻进去，直

至雄性的染色体结合到雌性染色体上去的一种动力。甚至也

可以说，受精卵对母亲的子宫就特别青睐，若是没有阻碍，它一

边发育，一边就被一种力量送进了子宫。胚胎种植在子宫黏膜

发育成长，胎儿以附着于母体子宫的胎盘与母亲联成一体。胎

儿与母亲虽然隔着羊水，但母子联系密切有加，相互的影响也

众所周知。是否也可以说胚胎或胎儿的原欲投向了母体，为日

后恋母情结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新生儿带着性本能和性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它们经

过一个重要的、可分作许多阶段的发展过程之后，便形成了我

们所知道的正常的成人的性（原）欲。在孩子们身上观察这些

性行为的表现并不困难。

胎儿、幼儿吮吸拇指就是从某一性感区获得这种自身性欲

满足的典型例子。第一个科学角度观察幼儿吮吸拇指现象的

人是布达佩斯一位名叫林德纳的儿科专家（１８７９年），他早已
正确地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性满足，并透彻地描述了它向其它更

高级的性行为形式过渡的过程。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

生殖器的手淫刺激，这种满足对后期生活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影

响，而且有不少人会一生不能克服这方面的影响。

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桑福德·贝尔（ＳａｎｆｏｒｄＢｅｌ）医
生１９０２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两性爱情

初探》。作者在文章中说：“性爱情感……并不是在青春期首次

萌发的。”作者收集了历时１５年的不少于２５００个积极的观察
实例，其中有８００个是作者本人的观察。他认为这些产生爱恋
之情的实例竟是才三四岁或四五岁的幼儿。

在某些性反常现象里，性活动特别以口腔或肛门为主，这

时快感作用便极其明显，致使这两个地方酷似性器官，甚至达

到不可区别的地步。

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因此可以分解为来

源不相同的许多部分。最重要的是，它还没有同生殖功能发生

联系，它要到后来才会承担起这一职责。它这时的任务是要获

得各种不同的快乐情感，我们通过类比与联系，把这些快乐情

感统统归于性快感的观念之下。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身

体某些对刺激特别敏感的部位出现的适当亢奋状况。这些部

位除生殖器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以及皮肤等感官表层。

儿童性欲发育的不同阶段，性欲的内涵和性行为以及原欲

满足的形式都有不同的表现。

２．２　弗洛伊德儿童性欲学说
弗洛伊德在１９０５年提出儿童性欲学说，他将儿童的性心理

发展划分为以下５个阶段。
口欲期（０～８月）：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懂得吸乳，乳头摩擦

口唇黏膜引起快感，叫做口欲期性欲，他甚至把“婴儿吮吸自己

的手指”当成“那是把手指当作性满足的对象”，也是一种“自

淫”。弗洛伊德认为，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有性欲，而且这种性的

欲望和成年人的性的欲望可能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个阶段

的小孩获得性满足的方式和性敏感带在身体的部位是不一样

的。１岁的孩子获得性满足的部位是口唇。我们知道，１岁的孩
子只能通过嘴巴来跟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当他的嘴巴能够获

得满足的时候，就是他获得性的满足。

肛门期（１～３、４岁）：１岁半以后学会自己大小便，粪块摩
擦直肠肛门黏膜产生快感，叫做肛门期性欲，到了肛门期，小孩

子面对外界压力，父母对他进行排泄训练，不能随时随地想什

么时候排泄就什么时候排泄，这时候出现了跟外界权威的对

抗。弗洛伊德认为有许多成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曾

在性交时以肛门代替阴道。

男根期（３、４～６、７岁）：儿童到３岁以后懂得了两性的区
别，男孩子和女孩子发现他们的性器官结构不一样，开始对异

性父母眷恋，对同性父母嫉恨，会体验到俄底普斯（Ｏｅｄｉｐｕｓ）情
结（或称为恋母情结）和厄勒克特拉（Ｅｌｅｃｔｒａ）情结（或称为恋父
情结），男孩出现了恋母情结和杀父娶母的愿望；女孩子出现了

杀母嫁父的愿望。这种感情更具性的意义，不过还只是心理上

的性爱而非生理上的性爱。

潜伏期（６、７～１１、１２岁）：孩子的兴趣完全被自然界或外面
的世界所吸引，没有什么性的想法，直到青春发动期。

生殖期（１２岁～成人）：只有经过潜伏期到达青春期性腺成
熟才有成年的性欲。成年人成熟的性欲以生殖器性交为最高

满足形式，以生育繁衍后代为目的，这就进入了生殖期［１，２］。

#

　儿童不同年龄段性（原）欲的内涵和表达
笔者在弗洛伊德把儿童性心理发育分为５个阶段的基础

上，８０年代提出分为７个阶段的建议，分别是：皮肤依恋期、口
（鼻）腔依恋期、肛门（尿道）依恋期、恋父母期、同性依恋期、性

器依恋期和性心理成熟期。各期原欲的内涵情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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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儿童不同年龄段性（原）欲的内涵
皮肤依恋期：众所周知，单细胞生物是通过细胞膜进行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的，除力的作用外，还有受体结合、

细胞的胞饮运动、钾钠泵作用和其他的物质、信息传递过程。

到了多细胞动物，即使进化到了人类，由外胚层构成的皮肤，也

还执行着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的功能。可见皮肤是

最原始的生活本能欲望满足的器官，这种欲望称谓“皮肤欲”。

皮肤欲是性欲的雏形，也是日后性欲的主要组成。人类从降生

开始就对抚摸、轻拍、搂抱、亲吻等有特殊感情。儿童也往往以

拥抱和亲吻表示亲昵，这种行为一直保持到成人。在性发育

中，皮肤欲发育最早，并成为以后各欲期直至成人性欲的中心

器官。ＪｏｈｎＭｏｎｅｙ（１９７９）认为，在儿童与父母的亲情中包括躯
体的全面接触和拥抱、依偎和抚摸，以及有节奏的摇动，即所谓

的“接触安慰”。并可由依赖和拥抱父母延伸到拥抱柔软的毛

毯和玩具、动物模型和洋娃娃。玩具的安慰，有节奏的摇动能

帮助孩子放松入睡。

口（鼻）腔依恋期：新生儿除皮肤依恋继续存在和发展外，

口（鼻）腔区域的快乐感受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地位。有人拍摄

到一个１８周的胎儿在吮吸自己手指头的照片，刚出生的孩子就
能吮吸乳汁。孩子的吮吸本能不仅是饥饿导致的一种摄食本

能，也同时是一种生活本能欲望的满足形式。乳头含在口腔之

中并来回运动，有效地刺激唇、口腔和舌黏膜，会产生强烈的快

感。人类婴儿为满足口欲朝口腔放物时，常会先触压鼻部；吮

吸乳汁时也常会让鼻子碰及乳头或吮吸较深，使乳房与鼻相

碰。儿童也常喜欢被掏鼻孔、揉鼻子或鼻腔塞物。

肛门（尿道）依恋期：此期孩子对皮肤接触的需要和口（鼻）

腔区域的需要仍较强烈，而肛门（尿道）区域的需要日趋突出。

Ｋｅ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６）通过对２岁儿童生命节律的研究，发现儿童生
命节律模式受肛门功能的调节。Ｍａｈｌｅｒ（１９６８）对儿童肛门期行
为中的矛盾心理和儿童对肛门行为的过分注意的情况作过观

察和描述。Ｇａｌｅｎｓｏｎ（１９７９）总结了近代对肛门期行为的研究，
提出此期儿童对改变大便的方式和次数，改变排便的行为，对

肛门探索行为，对大便、小便，以及对厕所、对冲大便都感兴趣；

甚至对涂抹的游戏，对玩大小便的象征物（水、泥、沙等）及对垃

圾等等也感兴趣。一组７０例婴儿的研究表明，肛门意识最早发
生是在 ６个月，最迟 １９个月，多数在 １２～１４个月。Ｍｏｎｅｙ
（１９７９）认为尿道期的性行为主要是婴儿意识到并对尿道机能
及其产物感到快乐。大部分婴儿在１１～１４个月开始尿道意识
的行为表现，通常在肛门意识之后，尿道意识与个体分化过程

有关。同时他们也对父母或别人的尿道区域及其功能产生强

烈的好奇。

恋父母期：此期相当于弗氏的“男根期”，具有两方面的性

心理特征，其一是阳具崇拜心理，其二是恋父、母情结的形成。

这一阶段弗氏认为是３～７岁。事实上可能更早。调查发现有
半数以上的男孩在１５岁以前就有举阳反应。这一阶段孩子性
器欲不强烈，但若反复刺激也能出现情欲高潮。根据金赛、霭

理士等人的描写，男孩的表现可见为阴茎明显的震颤和挺伸，

身体发生节律性的运动，感觉能力改变，最后肌肉紧张……一

阵痉挛，症状突然消失；女孩可见为紧靠双腿，闭眼握拳，身体

冒汗，满脸通红等。学者们对儿童手淫的观察屡见不鲜［３］，我

们认为青春发育前的儿童情欲高潮都是儿童原欲的满足表现，

即使是刺激生殖器官（如手淫）而发生的情欲高潮也应该与成

人的性高潮有所区别。

同性依恋期：此期相当于弗氏认为的“潜伏期”，由于性欲

得不到满足，于是寻找新的对象，通常是同龄、同性别朋友。

性器依恋期：儿童８～９岁性腺开始发育和性激素水平增
高，而导致性生理的迅速发育成熟和生殖器官交媾欲的出现，

性器欲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初期的性器欲更多体现了动物

性器欲的特点，常带冲动性，理性的制约能力薄弱。随着性生

理的迅速发育成熟其他感官性欲的发育也随之成熟。生物体

摄取视、听、嗅、味等其他感觉信息的器官，这些感官对性信息

的摄取能不同程度地影响性欲的积累和满足。

性心理成熟期：此期已为成人阶段。性心理逐步发育

成熟［４］。

３．２　儿童不同年龄段性（原）欲的表达
人类早在胎儿时期即已需要皮肤刺激。研究发现，妊娠４９

天的胎儿就开始用身体运动对触觉刺激作出反应了；８周以后
的胎儿对触觉等刺激就能做出诸如蹬足、摇头等表情动作。胎

儿心理学家把胎儿分娩时受到微温羊水的洗涤和母体肌肉收

缩的“按摩”作用，特别是胎儿被挤进产道与产道发生强烈的摩

擦，看成是胎儿需要的皮肤接触。他们认为在胎儿经受巨大冲

击的同时，有痛楚，也有强烈的生理性快感体验；他们甚至通过

实验证实胎儿期的这种体验不仅能终身记忆，还对日后的心理

发育、性格形成和成年后性生活的方向有重要影响。

新生儿期开始，皮肤即需要接触，否则孩子会发生“皮肤饥

饿”。研究证实，适当的进行皮肤接触（如抱孩子、搂孩子、抚摸

孩子，为孩子穿衣、脱衣、洗澡等）具有“皮肤营养作用”，能促进

孩子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尤其是孩子唇、眼、手等皮肤敏感部

位触觉的正常发育对孩子性心理发育和成人后获得良好的性

体验有重要影响。但若对孩子体肤刺激，尤其对性敏锐区域的

过分刺激，则有碍孩子性欲和性心理的正常发展。

出生后，儿童口（鼻）腔区域的欲望很强烈，他们吸母亲的

乳房，奶瓶的橡皮乳头，甚至手指、足趾、各类餐具、玩具及其他

物品，有时甚至到非吸不可的程度。孩子吸饱了乳汁一般并不

想离开乳房，愿意继续吸或含在口中，强行分开则常哭泣，许多

孩子常常含着奶头睡去。婴儿也喜欢妈妈的吻，尤其喜欢妈妈

嘴含了食物吻着去喂他；吸手指现象也很普遍。国外（Ｂｒａｚｅｌ
ｔｏｎ）（１９５６）和国内学者对１岁以内的儿童调查，吮指者占９０％
以上，孩子哭闹时除抱和逗以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乳头

或橡皮乳头吮吸。说明孩子口（鼻）腔的需要超过了其他方面

的需要。除 Ｆｒｅｕｄ外，Ｓｐｏｃｋ（１９６３），Ｍａｈｌｅｒ（１９６７）和 ＥＧａｌｅｓｏｎ
（１９７９）等都对儿童口腔期行为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和描述。

孩子也大多有揉鼻子、挖鼻孔或鼻腔塞物等习惯。成人独

处也常有此癖好。

肛门欲期的孩子从排泄物的充足和排放两个过程得到满

足。他们喜欢玩弄大便，喜欢摩擦肛门，甚至大便时把手指试

图塞到肛门里，也喜欢玩小便；大小便时总爱磨蹭，断断续续不

愿很快结束。此期要加强孩子大小便的训练，禁止孩子玩弄大

小便和肛门。

青春期前儿童性器官的原欲常以手淫的形式予以发泄，据

国外报道１４岁以前已有手淫等自慰行为的占４５％，其中５４％
发生于５岁以前。因而此期要尽量避免对小儿性器的过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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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６岁以后，儿童大部分时间是以同性集体的形式进行游戏。
孩子向他人暴露生殖器并彼此抚摸以及一道进行自慰行为。

根据对父母调查，６～７岁男孩同性性游戏较多，女孩同性性游
戏与男孩和女孩间的性游戏大致相当。

对青春发育期的孩子，人们都有这样的共识：青少年性器

官、性生理发育成熟，性欲望、性冲动特别强烈，一般情况下难

以自制，容易出现冲动性行为［４］。

儿童和成人相似，当他们的原欲不能满足时，便把它化为

焦虑反过来说，成人的原欲不能满足时也会表现得像个孩子，

一个人独处时就会害怕。

$

　原欲和性欲的确切含义
４．１　原欲原是生命之欲

性和质的组合就与性和命的组合一样，性质代表了事和物

的本质，同样性命代表了生命的一种本质。物质（包含能量，也

包含暗物质、暗能量）组成了世界，不同的生命又是物质不同层

次的自组织系统，物质有性，生命更有性。在自然状态下，精子

和卵子的结合是通过性行为实现的，所以性是生殖的必须过

程，没有性行为就无法实现自然状态下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当

然就没有受精卵，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胚胎，自然不会发育出个

体。所以性就是命，没有性也就没有命，性与命同在，性与生俱

来。有命没有性，为短命，有性没有命，是虚无。性命不可分

割，无性必无命，无命亦无性，本来如此。

物质的存在，取决于它的能量，它对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

用，是吸引还是排斥，存在于什么样时空状态等等；同样生命的

存在也取决于它的物质结构、能量、与外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

所处的时空维度，进化序列。性欲原是生命之欲，广义的性包

含了生命体与外界的一切交换的过程，物质的、信息的，摄取

的、排泄的等等，完成这些过程的组织结构、功能、行为等等也

都与性相关。从这么一个理论出发，性自然是一个广义的、多

元化的概念，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性”的概念。就现代人的一

生而言，性与生命同在的广义性概念是人类性多元化的最好的

诠释。原欲就是生命之欲。

４．２　原欲也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与生殖繁衍相关的性欲

　　“病毒性交”、精子卵子的结合，鱼和两栖动物中的部分种
类靠嘴巴对皮肤或皮肤的相互接触而排出精子、卵子完成受

精，鸟类的泄殖腔交接完成受精等等，都说明这些器官的原欲

跟生殖繁衍直接相关的。那么动物进化到了哺乳动物，到人类

以后，这些器官的原欲就跟生殖繁衍不直接相关了，但这些欲

望依然保存，甚至有所发展。这些原欲在进化历程中曾经就是

性欲，它们既有性欲的痕迹，也与性欲有联系，要么是直接的参

与，要么是一种激发的因素。

能否可以说，人类的原欲是原始的性欲，或者理解为“退二

线”的性欲。它起源于生命之欲，又介乎于生命之欲和成熟个

体的生殖器官交媾欲之间的一种欲望，以把原欲与世俗意义上

的“性欲”得以区分。

４．３　原欲伴随一生，仍然是性欲的重要组成
从精子卵子、受精卵到胚胎、胎儿，到成人，到老年，伴随一

生的是原欲。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生殖器

官开始了快速的发育，并在性器官原欲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强

烈的生殖器官交媾的欲望，两者组合形成性器官性欲的霸权地

位。为实现生殖繁衍的目标，男女都有强烈的性欲望，发生频

繁性交行为。随着更年期的到来，性激素停止分泌，卵细胞停

止排放，生殖功能失去，生殖器官交媾欲也相应的减弱，以致消

失。更年期直至老年期，性生活正常进行的动力应来源于性器

官的原欲和其他器官的原欲。

性器官原欲和生殖器官交媾欲是何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不是一回事。只要比较儿童的情欲满足、

老人的情欲满足的过程和年轻人的性行为、性高潮的明显不同

就可以得到证明。

众所周知，儿童的手淫常常是对外生殖器区域的压迫或者

抚摸，典型的如女孩的夹腿综合征和压迫会阴区域的手淫，既

不是拨弄阴蒂，也不是抚弄阴道口、阴道，完全是对包括生殖器

官在内的整个区域的压迫。老年男女，单纯地性交不容易达到

性高潮，有时需要经历长时间厮磨才能达到性高潮，一般更多

需要的是拥抱、抚摸、接吻等肤体的接触，体贴、关爱、尊重、互

助等深厚的情感表达，爱情的体验才会更加的丰满和深邃。青

春发育期前的儿童尚无生殖器官交媾欲，更年期以后的老年人

生殖器官交媾欲失去了雄性激素的支持而逐渐减弱，以致消

失，孩子和老人都是靠原欲维持的性生活，他们的情欲高潮自

然平淡而可能缺少激情。

%

　研究原欲理论的现实意义
５．１　原欲理论加深对生物性进化本质的理解

受儿童性欲发育过程的启示，儿童性欲、性心理发育要经

历从皮肤依恋期到性心理成熟期７个阶段，才进入人类性的成
熟阶段。这一发育过程也可理解为生物性（原）欲的发育进化

的过程。

单细胞通过细胞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精卵

细胞的结合可以视为“皮肤欲”的满足。到了多细胞动物，即使

进化到了人类，皮肤也还执行着 “大细胞膜”的功能，较原始的

动物已经把皮肤欲的满足摆在突出的位置。例如：蠕形动物中

的血吸虫，生殖期雌虫卧在雄虫腹部的抱雌沟中，增加了雌雄

虫之间的体肤接触；鱼类发情时，雄鱼对雌鱼的追逐和碰撞，它

们多数没有性器的交接，仅是追求皮肤的接触；两栖动物中的

蛙类，也是体外受精，生殖期雌雄蛙紧紧地抱在一起，可见它们

把皮肤欲的满足作为性欲满足的最高形式。高等动物，如马、

牛、狗等，也往往是如此。母兽舐幼兽属于爱抚的表现。雄兽

与雌兽、公畜与母畜之间，都以舐和挨擦为主要的求偶手段，并

由互相接触而产生快感。人类从降生开始就对皮肤的相关刺

激有特殊好感。

由原生动物发展到腔肠动物（水螅等）已出现口腔，口是动

物界参与性活动的一个重要器官。如蜗牛及某些甲虫以触须

相碰；雄鱼是以头和口碰撞雌鱼而求爱；鸟类以啄相交，斑鸠式

接吻更是佳作；牛、鹿、马、犬等高等动物求爱之际，互咬、互舔

的动作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有互舔唇的，有互舔体肤、皮毛的，

多数是舔会阴和外生殖器。

线性动物门，如蚯蚓等已经具有肛门；而在脊椎动物门中，

如鱼纲、爬行纲、鸟纲，一直到哺乳纲中的原兽亚纲（如鸭嘴

兽），排泄和生殖是一个共同开口叫泄殖腔。这些动物的生活

本能欲望除可经皮肤、口（鼻）腔等处得到满足以外，出现了通

过肛门（泄殖腔）得到满足的新途径。鸟类的泄殖腔交接完成

受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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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进化到哺乳纲的真兽亚纲以后，尿殖孔和肛门分

别开口于体外，形成两套互不相关的发育完善的器官，兼排尿

与生殖的性器官成了生活本能欲望满足的又一个重要的途径。

性器的交接摩擦和排精纳精过程成了性欲满足的重要方式。

由此看来从皮肤、口鼻腔、肛门尿道、性器官原欲发育的过

程自然反映了生物性进化的历程。人类性的发育重演了生物

性进化的历程［５］。

５．２　对成人性多元化的诠释
人类的性是生物性进化的顶峰，人类的性就其生物结构、

功能、调节及其他一切方面不仅达到进化的顶峰，同时还包含

进化的全部历程，构成了人类性的多元化的特色，只有人类才

是生物中性能力的佼佼者，人类的性行为、性心理的满足，是任

何动物所不能比拟的。

成年男女性器官的分类就比较容易理解，通常人们认为的

性器官（属于男女生殖器官）我们称其为主要性器官；而同时还

依然存在的表达原欲发育进化过程的各个器官，包括统领各个

性器官、感觉和整合各种性刺激的大脑在内，统称为次级性器

官；配合、辅助性活动的各器官，尤其是视、听、嗅、味等感觉器

官，统称之为辅助性器官。

就生理功能而言，主要性器官的交媾不仅能感受性快感，

得到性高潮，还能完成生殖功能；次级性器官的交媾或接触可

以感受性快感，甚至达到性高潮，但不能完成生殖功能；辅助性

器官只能感受一般的性愉悦，正常人不能达到性高潮，更不能

完成生殖功能［６］。

成人性欲望也呈多元化的特点，性器官的原欲与生殖器官

交媾欲联合形成霸权地位，在各器官原欲的维护、支持下，并与

人类特有的大脑及情（心）欲望共同构成对人类性爱的最高欲

求状态。

就性感受而言，原欲和现欲的同步满足是性爱追求的核

心。即辅助性器官的广泛积极参与，次级性器官欲望的全面激

发和满足，双方主要性器官同步进入极致的性高潮体验和情感

的满足状态。这就是一个最满意的性爱过程［７］。

５．３　老年期性生活安排的新理念
更年期的到来预示着性激素的匮乏，睾丸和卵巢基本停止

了性激素的分泌，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性激素也已近忽略不计。

有人认为大脑皮质在老年人性欲望的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我

们认为不排除大脑的功能，但更主要因素是伴随一生的原欲在

起作用，老年人生殖器官交媾欲望的持续性的减弱，而身体和

其他器官接触欲望的相对高涨，正说明原欲回归的一种趋向。

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老年女性喜欢唠叨，老年男性肛交或直肠

异物相对多见，相对说明老年人主要性器官的霸权地位逐渐衰

退，但原欲仍存在，加上大脑功能，所以还能维持性生活。老年

女性由于雌激素的失去，正常阴道分泌功能下降，润滑度不够，

弹性也差，性交感觉不爽，更受文化的影响，而常常拒绝性交。

因此老年男性婚外性活动可能有增加的趋势。

正如俗话所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对年长者而言，除了原欲

的满足更显得重要外，亲情的发掘和培植提升爱情体验的作用

会更大。大力鼓励黄昏恋，让老人们享尽天伦，享尽人类的爱

情生活。

５．４　给性残疾人享受性福带来希望
有实验证明，脊瘫病人经过半年的训练，就可以通过接吻、

拥抱、抚摸乳房或其他敏感区域，获得满意的性高潮体验，从而

拥有正常性生活。说明在主要性器官的生殖器官交媾欲和原

欲完全失去以后（神经阻断，感觉不能上传或组织结构、生理功

能障碍等），次级性器官的原欲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

主要性器官，达到性高潮，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性高潮的体验

质量越来越好，越接近正常性生活。其他如主要性器官的畸

形、外伤、肿瘤、炎症或性病及其他原因而不能进行生殖器官交

媾者，都可以接受次级性器官原欲提升的训练，以期尽早恢复

性生活［５］。

５．５　对人类性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强化人们对一生都需要性教育的认识：性教育大家都说重

要，真的叫他去做好少儿早期的科学性教育工作，既不理解，也

确实不知道怎么去做。父母都会说，青春期前讲什么性教育？

其实对我们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持续一生的原欲以及

大脑和情（心）性欲的健康发育的问题。性教育必须从孩子出

生前就开始。

成人的性商、性度等等测试及标准的制定：成人性欲已不

是单纯的性器官的交媾的一种性欲，而是一种欲望的系统，过

去的相关测量更多是围绕生殖器官交媾欲而制定，不能反映全

貌，更不适应于没有或失去性激素支持的相关个体。

对人类性和性生活的新观念：动物的性欲只是激励双方生

殖器官的交媾，以达到精子的输送和卵子的结合为目标，所以

动物只是在卵子发育成熟，并具备了受精条件的时候（所谓的

发情期）才接受雄性动物的性要求。而人类进化了，生育后代

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而把性交往，性欲望的满足演变为爱

情生活的一部分，把动物仅仅为了精子和卵子结合而发生的性

行为，在生理、心理、时间、空间等不同的维度上都有了大幅度

的拓展，在人类两性的结合已经不是单纯的生殖器官的交媾，

而是两个人在组织结构不同的层次、生理心理更多的层面和时

间、空间更广泛的维度上的全面融合。正因为人类有原欲伴随

终身，一辈子都有“做爱”的动力和潜能，人类更有脑性爱和情

（心）性爱的参与，爱情的体验无以伦比［８］。

为人类爱情学、婚姻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念：事实上，人类

物质生活的满足，已更趋向于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追

求，充分利用自身性生理、性心理方方面面的多元化优势，更致

力于性乐和情感生活的完满的享受。

对每个人而言，从生到死都应该有整整一辈子美妙的“性

生活”，若把人类的性生活只说成是性交，实是无知了。爱情和

婚姻都是在追求性交，人类的婚姻延续了数千年，尚未脱离动

物层面，也实在可悲、可惜。我们相信人的一辈子都应该为自

己有真正人类爱情生活的不懈追求。

参 考 文 献

［１］　夏光明，王立信，主编．弗洛伊德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６．

［２］　［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西安：太白文



·１４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　第２５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艺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３］　ＷｏｌｍａｎＢＢ，ＭｏｎｅｙＪ．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ｈｃ，１９８０．

［４］　周正猷．少儿早期性教育．北京：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２

－４５．

［５］　周正猷主编．婚姻分析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６０－１７２，

７３５－７５０．

［６］　周正猷，周峪锌，金宁宁．人类性的多元化的初步研究．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０）：１０２－１０６．

［７］　周正猷，周峪锌，金宁宁．一见钟情是人类爱情深层的基础．中国

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２）：１０４－１０７．

［８］　周正猷主编．婚恋异化现象解析．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８１

－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第一作者简介】张萍（１９７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与研
究工作。

·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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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病疑病症患者的心理分析及心理综合疗法
探讨
张萍１　李万斌２

１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古城医院妇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２荆州市中医院妇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女性性病疑病症患者的心理以及采取心理综合疗法的临床效果。方法：选
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来我院治疗性病疑难病的女性患者８０例进行分析治疗。用精神自评量表和
抑郁量表对８０例性病疑病症患者进行心理评估，采用森田疗法为主要治疗方法的心理综合疗法对８０例患
者进行治疗，测量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中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总结综合疗法的
治疗效果。结果：８０例患者按照精神卫生自评量表分为，混合型３０例，强迫症型２０例，疑病症型１５例，恐惧
症型１５例。治疗有效率为９１２５％，治疗后精神自评量表和抑郁量表指标明显下降，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
腺素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性病疑病症患者以混合型心理障碍为
主，其次就是强迫症型，用森田疗法为主要治疗方法的综合疗法，能够提高患者的心理治疗水平。

【关键词】　性病疑难病；女性患者；心理分析；综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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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病疑病症是因为不正当的性知识教育，对性病知识了解
不足或者婚外性交史导致的对性病强烈的恐惧心理，并且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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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以及回避行为的一种心理障碍疾

病［１，２］。随着性病发病率的逐渐升高，性病疑难病患者的心理

状态引起社会及医学界的高度关注。研究表明，性病患者的心

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性病治疗的效果，增大治疗难度。

因此，为了提高患者治疗的效果，就要积极的对性病患者心理

进行护理。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来我院治疗性病疑病症的
女性患者８０例进行分析治疗。纳入标准：具有突出的性病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呈阴性。排除标准：因其疾病所致精神

异常者；因性病所致器质性脑损伤患者。另外，８０例女性患者
年龄在１８～５０岁之间，且在治疗前１周均停用多塞平等相关药
物，同时研究前８０例患者对本次研究均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
意书。

１２　方法
采用精神自评量表和抑郁量表对８０例性病疑病症患者进

行心理评估，并以日本森田疗法为主对８０例患者进行心理综合
治疗，测量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中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水平［３，４］。

１２１　疾病分型　根据精神自评量表的评分结果，可以将８０例
患者分为四种类型：（１）混合型：精神自评量表中２个或２个以上
项目的分数对应为重度或中度。（２）强迫症型：单项强迫状态得
分表现为中度或重度，并且其他项目得分显示为轻度或无。（３）
疑病症型：单项躯体化得分显示为中度或重度，并且其他项目得

分显示为轻度或无。（４）恐惧症型：单项恐怖状态得分显示为中
度或重度，并且其他项目得分显示为轻度或无［５，６］。

１２２　患者填表　令８０例患者在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第 ２
周、４周、６周、８周，填写精神自评量表，由医生填写抑郁量表。
１２３　综合疗法　首先医护人员要向患者详细介绍森田疗法
的具体治疗内容，转移患者注意力，使其不再过分关注自身疾

病而关注外界；同时，帮助患者进行心理放松并通过心理疏导

或暗示等方式对其进行心理治疗；与患者之间开展一对一交

流，并保证每周进行１次交流，每次保证交流在半个小时以上，
时间不宜过长，患者出现焦躁情绪就要终止谈话，安抚患者

情绪［７，８］。

１２４　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在患者治疗前以及治
疗后的第２周、４周、６周、８周进行５－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的检查，取离心处理患者外周血液，将离心后上清液加入试剂

中并充分震荡［９－１１］，随后再将下层提取液加入相应的检测试剂

中。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对２种加入提取液的试剂进行检测，观
察水平变化和浓度。

１３　评价指标［１２，１３］

１３１　治疗效果评分　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精神自评量表的
评分，评价患者的治疗效果。（１）痊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或者
有轻微症状，能够适应家庭生活，精神自评量表分数下降三个

标准差。（２）有效：临床症状发生明显改善，但对患者生活及工
作仍有轻微影响，量表评分下降两个标准差。（３）好转：患者临
床症状随有所改善改善，但对其正常生活工作仍有较大影响，

量表分数下降一个标准差。（４）无效：临床症状无任何改善，且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及工作，甚至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和家庭生

活，精神自评量表分数没有下降或者下降不到一个标准差。其

中痊愈和有效百分比相加表示总有效率。

１３２　治疗效果评分标准　对抑郁量表进行分析，观察患者治
疗前后抑郁量表之间的差异，对比患者治疗前后５－羟色胺与
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

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性病疑病症分型和治疗效果

８０例患者按照精神卫生自评量表分为混合型３０例，强迫
症型２０例，疑病症型１５例，恐惧症型１５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１２５％见表１。

表１　性病疑病症分型和治疗效果

疑病症分型 例数（ｎ） 痊愈 有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疑病症型 １５ １０ 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强迫症型 ２０ ８ １０ ２ ０ ９０．００

恐惧症型 １５ ５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混合型 ３０ １０ １５ ５ ０ ８３３３

合计 ８０ ３３ ４０ ７ ０ ９１２５

２２　治疗前后精神自评量表评分
８０例患者在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第２周、４周、６周、８周进

行精神自评量表填写，分析评分结果发现，患者的精神自评量

表分数逐渐下降。疑病症、强迫症、抑郁症等情况在第４周与治
疗前相较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恐惧症状在第６周与治疗前相
较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精神自评量表评分

时间 疑病症 强迫症 恐惧症 抑郁症

治疗前 ２４１±０４２ ２１４±０２３ ２１４±０４２ ２５２±０７７

治疗２周 １８７±０２１ １９８±０２４ １７７±０４８ ２２４±０７４

治疗４周 １３５±０２１ １７５±０２４ １６５±０２５ １８７±０５６

治疗６周 １０８±０１２ １５４±０２４ １３２±０２３ １４７±０３６

治疗８周 ０８７±００７ １２５±０３５ ０９６±０１５ ０９８±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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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治疗前后抑郁量表评分
通过对抑郁量表的分析总结，抑郁量表评分逐渐下降，在

治疗后第４周与治疗前分数具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抑郁量表评分

治疗时间 抑郁量表评分

治疗前 ２０４±０７５

治疗２周 １６２１±３４１

治疗４周 １１２５±２３５

治疗６周 ７４８±４２５

治疗８周 ３６５±２３６

２４　５－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
在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第２周、４周、６周、８周进行５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检查。患者治疗后５－羟色胺与去
甲肾上腺素的水平逐渐上升，与治疗前相较有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５－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８周） ｔ Ｐ

去甲肾上腺素 ０２２±００７ ０３１±０７４ ３２４ ＜００５

５－羟色胺 １０８±０４１ １４７±０３６ ３５８ ＜００５

#

　讨论
性病疑病症患者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且经过国内

外多年研究发现，导致该心理疾病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１）患者人格缺陷：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ＭＭＰＩ）结果显
示性病疑病症患者的疑病、抑郁、病态人格、神经衰落、社会内

向等多项因子均大于正常对照组，表明性病疑病症患者多存在

人格缺陷［１４］。另外，从艾森克个性问卷（ＥＰＱ）调查来看，患者
存在明显的神经质倾向、社交内向性、自恋敏感、被动、退缩等

心理特征。（２）社会因素：一旦患上性病，会遭到社会及家人的
歧视和排斥，使得人们对性传播疾病高度恐惧，总怀疑自己是

否得了性病，进而产生性传播疾病的恐惧心理。（３）医源性因
素：某些非正规医务机构夸大性传播疾病的严重性，故意或无

意把非性病诊断成性病，从而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

当前，我国临床对性病疑病症的分型没有明确的标准，治

疗方法得不到统一，因此临床上对性病疑病症的治疗效果不是

特别理想。本次对我院８０例性病疑病症进行治疗中，引入精神
自评量表和抑郁量表对患者的类型进行区分，然后采用森田疗

法为主的心理综合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且取得不错的治疗

效果［１５］。以森田疗法为主的心理综合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心理

治疗手段，能够消除患者的思虑和矛盾，将其从主观愿望引导

到客观事实中，从而认清疾病，一方面促进患者接受疾病，不回

避疾病，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患者接受社会，步入正常的生活，陶

冶性格，从而战胜疾病。

本次研究中，性病疑病症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１２５％，精
神自评量表和抑郁量表随着患者治疗时间也随之降低。精神

自评量表和抑郁量表是精神病科和心理科常用的精神量表，精

神自评量表包括多方面关于精神障碍的指标，比如对强迫症、

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恐惧症的评分，来判断患者的心理状态。

抑郁量表能够明确的对患者抑郁、焦虑的情绪进行分级。精神

自评量表与抑郁量表相结合，能够帮助医生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进行客观、有价值的评测［１６］。

参 考 文 献

［１］　陈修漾．性病恐怖症患者的心理治疗———读《黄帝内经》的启发．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８６．

［２］　陈光敏．疑病症的鉴别诊断模式．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２４
（１７）：２０６０－２０６２．

［３］　邵景进，李丹，范李姣，等．慢性病的心理适应：概念、模型与影响
因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９（２）：８３－８９．

［４］　乔建歌，杨青敏．慢性病患者乐观心理的研究进展．中华护理杂
志，２０１４，４９（５）：５９２－５９６．

［５］　蒋明华．性病诊治中医疗告知的伦理学因素探讨．医学与哲学，
２０１０，３１（１）：４９－５０．

［６］　李志新．社区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中心理问题分析与干预对策．
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２７）：３１９１－３１９３．

［７］　李芳梅．性病恐惧症患者心理分析及临床干预疗效观察．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６）：７９－８０，８７．

［８］　袁有兰，陈雪丽，钟财莲，等．性病受检者的心理需求及循证护
理．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３，１２（３）：２５６－２５７．

［９］　王会民．心理干预应用于性病治疗的临床效果研究．现代预防医
学，２０１２，３９（３）：６５２－６５３，６５６．

［１０］　冼少梅．性病患者门诊治疗中的心理护理分析．现代中西医结合
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１４）：１５６７－１５６８．

［１１］　张赛，杜蕾，金光辉，等．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对抑
郁情绪认知情况的调查．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１４（１６）：１８３０
－１８３３．

［１２］　王丽香．门诊性病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对策．中国美容医
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８）：５５２．

［１３］　满洁，倪吉志，王雪宁，等．门诊流动人口性病就诊者行为学调
查．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７）：２８２４－２８２５．

［１４］　ＢｅｗｌｅｙＡ，ＡｆｆｌｅｃｋＡ，ＢｕｎｄｙＣ，ｅ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１６８（６）：１１４９－１１５０．

［１５］　肖艳灿．性病患者的心理状况调查及护理干预．中国医药导报，
２０１０，７（３０）：１３０－１３１．

［１６］　徐永兴，瞿雁．性病恐怖心理因素治疗２例．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３，
５１（１４）：１３６－１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　第２５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１４７　　·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

罪预防创新团队课题”。

【作者简介】李晓磊（１９８３－），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犯罪
学、刑法学。

·性社会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４７

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防治研究———以社会键理论为
视角
李晓磊

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　我国关于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防治的理论研究不足，且相关社会治理效果不佳。赫希的社会
键理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以其观照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现象，并探求防治之道，具

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该理论视域下，未成年少女性交易活动的成因，可以归结为社会键的扭曲或断

裂，而对其基本的防治之道，须着眼于社会键的重塑或归正。

【关键词】　社会键理论；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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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少年或儿童）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关乎国
脉兴衰。《儿童权利宣言》明确规定：儿童应受到特别保护，制

订有关法律应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

在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上呈现二元性架构，即对

与成年人发生性交易的行为，一般不作犯罪处理，对与未成年

发生性交易的行为，在大多数国家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例如加

拿大、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新加坡及我国台湾

地区，等等。这亦是国际上形成的基本共识，相关规定见诸于

《日内瓦儿童宣言》、《儿童权利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第２３条、２４条）、《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公约》（如第１０条）、《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保护
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

原则宣言》、《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非常状

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等等。以我国台湾地

区为例，其以立法形式制定了《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

（简称《条例》）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系统且具体地将与未

成年人发生性交易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例如，《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与未满十六岁之人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规定处罚

之。十八岁以上之人与十六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人为性交易

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１］

近年来媒体上频现的“援交案”（或未成年性交易案）等，暴

露出我国在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上存在着明显缺陷。仅以立

法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将与１４至１８周岁未成年人发生性交易
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之列，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尤其是未

成年少女）性权利的保护，也有悖国际基本共识。鉴于社会键

理论对青少年犯罪或越轨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笔者拟从未

成年少女性交易问题的研究现状出发，引入社会键理论并以之

观照相关问题，以期为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防治提供崭新且合理

的路径选择。

!

　理论研究之现状：专门和系统性的研究严重不足
就当下而言，我国关于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防治的基础理论

和实证研究严重不足，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搜索，

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著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就有限的相关研究

成果分析，研究不足之处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研究路径亟待更新。通常学者考察犯罪原因多沿用

了古典犯罪学派的理论范式，即从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考察。亦有学者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

这两种理论研究范式的合理性自不待言，但上述进路存在明显

的缺陷，即研究缺乏针对性，容易陷入泛泛而论的境地。

二是实证资料严重匮乏。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分析，尚未

发现有专门针对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问题展开的调查研究。与

之相关的研究有：（１）２００９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上海市
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对６０２３名青少年（５～２４岁）所做的调查。
此次调查显示：４３％的有过商业性行为，１２７％的有过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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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商业性行为）。（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儿童研究中心
联合调研所形成的《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３）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梁俊华、汪凯与童小军合作的《大学生对援助交

际认知状况的调查与分析》。（４）基于对福建省２５１名卖淫青
少年女性的问卷所形成的《卖淫青少年女性的社会心理特征及

其成因》的调查报告。（５）中国政法大学调研组所作的《未成年
案件特征的实证分析》。（６）余海燕的《未成年人性犯罪现象分
析及预防对策》。（７）《关于贵州农村女性卖淫问题的调查与反
思》，等等。此外，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被舆论曝光的未成年人参与
性交易的案件约２０余起，但这２０余起案件因信息残缺，多数研
究价值不大，仅有上海中小学生卖淫案、十堰特大组织少女卖

淫案因相关资料较为详实，比较有个案研究价值。

进而言之，由于对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现象专门和系统化的

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导致实证研究难以深入有效展开；基础理

论研究不足和实证研究的匮乏又引发制定科学决策的难题，以

至于相应的社会治理难以有效开展。本文倡导从社会键理论

视角全面分析相关问题，是对传统理论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超

越。其显著优点在于：可操作性强、简约有致、综合性明显、实

证性突出。虽然克罗恩（ＭａｒｖｉｎＫｒｏｈｎ）和梅西（ＪａｍｅｓＭａｓｓｅｙ）
认为，社会键理论难以解释所有的犯罪现象，而对少女犯罪和

轻微的少年犯罪具有较强的解释力［２］，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

究，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未成年少女。

"

　基本原理之解读：社会键理论之于青少年犯罪问题
２１　“社会键理论”的历史谱系

“社会键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ｂｏｎｄｔｈｅｏｒｙ），又译为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联系理论，是由美国当代著名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

（ＴｒａｖｉｓＨｉｒｓｃｈｉ，１９３５－，简称赫希 ）于１９６９年所提出。赫希在
他的《少年犯罪原因》一书中对社会键理论有比较详尽的论

述［３］。为更加直观表明社会键理论在整个犯罪学派演变过程

中所处的位置，详见图１所示，并简要分述如下。

图１　犯罪学派流变简图

　　犯罪学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古典主义学派（或
古典犯罪学派）和实证主义学派（或实证犯罪学派）。犯罪学上

的实证主义又可分为生理实证主义、心理实证主义和社会实证

主义。切萨雷·龙勃罗梭（ＣｅｓａｒｅＬｏｍｂｒｏｓｏ）是生理实证主义奠
基人之一。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ＨａｎｓＥｙｓｅｎｃｋ，１９６４－１９７７）
是心理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萨瑟兰、迪尔凯姆、默顿和赫希

等是社会实证主义学派该学派的重要代表。该学派对犯罪学

的发展影响重大，形成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例如，萨瑟兰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ｒｄ）的“差异交往理论”（Ｄｉｆｆｅｒ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默顿的紧张理论以及社会控制理论。

其中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后来成为“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

论”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社会键理论作为社会控制理论的典型

代表，其在解读青少年犯罪或越轨行为上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２２　“社会键理论”的基本要义及评价
赫希认为：基于人先天的动物性，所有人天生都具有犯罪

的可能性。因而，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们为什么不犯罪，而

非人们为什么会犯罪。多数人不犯罪的原因，在于其内心和外

部环境有良好的控制纽带，即“社会键”。所谓“社会键”乃是人

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情感，属于正常人格中的一

部分。例如，如果一个人认识到家庭或社会上多数人对他有较

大的期望，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使他感觉重要，那么这就表明

“社会键”的作用比较显著，这个人不容易犯罪的可能性

较大［４］。

控制人们不犯罪的关键要素有四种。第一种要素是依恋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依恋程度越高，犯罪行为越少；依恋是社会价值
和规范合理内化的必要因素。对未成年人来说，家庭和学校是

他们最重要的依恋对象。家庭是少年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的

场所；就家庭而言，依恋父母的程度越高，越不容易走上犯罪道

路。学校是介乎家庭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就学校而

言，对学校的依恋意义重大。少年犯罪与否，较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为此，赫希还勾勒了一个犯罪原因

锁链图（见图 ２）［５］。此外，朋辈也是少年依恋的重要对象，
等等。

图２　学校依恋与少年犯罪原因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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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要素是奉献或追寻（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如果青年人能
致力于实现传统目标，例如渴望接受高等教育，追寻崇高理想，

那么也就不大可能实施诸如少年越轨或犯罪等危险活动；相

反，则表明个人一旦具有实施犯罪等危险活动的条件，他就较

大可能地实施犯罪等危险活动。

第三种要素是参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即青少年花费时间、精力
等参与传统活动。这里的传统活动，通常指有益身心的体育运

动、有益功课的学术活动、有益美德培养的团体活动，等等。研

究表明：邪恶生于懒人之手，卷入传统活动程度到越深，越使个

人没有时间和经历感知诱惑，越能够将个人从越轨或犯罪行为

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开来；反之，违法犯罪等危险行为发生的几

率增加。

第四种要素是信仰（Ｂｅｌｉｅｆ），即对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
观念的认同。诸如对诚信的认同、对法治的信赖，等等。赫希

认为，在社会群体中存在着共通的价值道德体系，如果青少年

丧失对最基本是非观念、公平正义等的信赖，那么个人实施危

险行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６］。

#

　基本问题之新探：社会键的扭曲或断裂
在社会键理论视域下，未成年少女性交易活动的成因，可

以归结为社会键的扭曲或断裂。具体阐述如下。

３１　“依恋家庭、学校和朋辈的纽带”遭到破坏或扭曲
如前文所述，依恋是个人与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同辈的

连结。个人对这些事物的依附程度较高，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

所约束，他们犯罪的机会便较少。以上海中小学生卖淫案为

例，从其与家庭的关系看：娜娜（化名）因家庭变故，中途辍学，

辍学后并无正当或稳定的工作。据此，可以初步推断娜娜与父

母、学校之间的社会键已经断裂或遭受严重破坏，犹如断了线

的风筝。实际上，根据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涉案学生和父母之

间大多缺乏有效的沟通，谩骂和溺爱是重要原因。从其与学校

的关系看：作为学校，本应成为“性教育”实施的主要场所。然

而，由于学校此项职责的缺失，导致在“性”的问题上学生与学

校之间极少存在或实际不存在连结。从其与同辈的关系看，同

辈的影响十分深远：萍萍是小文的同学，萍萍介绍小文和好友

小敏卖淫；娜娜和小文是一起玩耍的邻居，小文又介绍另外４名
未成年女生卖淫。在该案中，可以称为依恋的扭曲，即依恋的

对象所持守的规范本身是扭曲的。

３２　“追寻传统目标”的缺失或扭曲
有调研表明，在校学生性犯罪多以职业技校学生为主，占

未成年人性犯罪总人数的４３％。他们一般文化基础较差，多有
厌学倾向或行为，不愿意接受家庭或学校教育［７］。上海卖淫

案、十堰特大组织少女卖淫案中显示，涉案学生多数成绩较差，

缺乏对传统目标的追寻。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将时间和精

力更多地投放到吃喝玩乐和追求刺激上，而非学业和职业规划

上。我们虽然不能遽然得出成绩与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有

必然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根据现有的调查表明：成绩差的

学生从事性交易的几率远大于成绩好的学生。

３３　参与传统活动的不足或缺失
实际上，传统目标的缺失或扭曲自然会导致参与的不足。

上述案例显示：这些青少年女性较少参与诸如学校运动（如乒

乓球）、学习比赛（如数学竞赛）等传统活动。从事性交易的经

历，又进一步减少其参与传统活动的动力。《访谈》中从事援交

学生的陈述有力的印证这一点。例如，Ｗ学生表示，不听课，很
多东西就做不来嘛。然后成绩就慢慢下降了。在１９位受访者
中，认为有影响的有９位，接近５０％。认为没有多大影响的学
生，有些学习本身比较差，例如 Ｂ学生表示，我的成绩超烂的，
也没啥影响［８］。可见，游手好闲是滋生犯罪的温床，参与传统

活动的不足或缺失为青少年女性越轨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３４　传统信仰（或信念）的缺失或扭曲
对福建省２５１名卖淫青少年女性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卖

淫青少年女性缺乏对传统道德观念和基本价值的认可和尊重，

而崇拜金钱、崇尚享乐是其主要价值追求。该项调查显示以卖

淫为业的有８７人，占总数的４７７％。而在这其中，家庭经济条
件一般（中等）的占８０６％；家庭条件好的１３人，占７４％；家庭
条件较差或贫困的２１人，占１２％。可见，多数青少年女性并非
经济困难而从事卖淫活动。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当下以“金钱

为坐标”的不良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在许多青少年眼中，幸福

就是对物质的占有，崇尚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有的甚至认为

自己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代表［９］。持“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价值观的人为数不少。在上海中小

学生卖淫案、十堰特大组织少女卖淫案中，多数涉案女学生基

本对我们传统价值不屑一顾，偶像、金钱、甚至追求刺激成为了

她们的“信仰”。

$

　基本防治之道：社会键的重塑或归正
在社会键理论的启示下，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问题的基本防

治之道，须着眼于社会键的重塑或归正。具体而言有以下几

方面。

４１　个体层面上的应对之策：建立合理而有力的家庭依恋
就个体层面而言，应重视孩子对父母的依恋，防止家庭教

育缺位。因为对父母的依恋关系重大，丧失对父母的依恋，青

少年较难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家庭也容易失去了控制少年犯

罪的作用。我国当下的突出问题是许多农村父母由于生计在

外打工，孩子多托给老人抚养。然而，大多老人因自身原因难

以提供正常的家庭教育，孩子们的家庭教育多数处于缺失状

态。不少城市的父母由于工作繁忙，不少孩子交由托儿机构看

管，这亦导致家庭教育失位（或不到位）。上述现象，除了部分

是因生计所迫之外，多数家庭并未充分意识到父母的作用，也

不重视家庭教育。上海、十堰、广东等地发生的青少年学生卖

淫案，无不印证这一结论。正如上海中学生援交案的办案民警

罗德刚所讲，首先应加强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

长应与其子女建立持久和有效的连结纽带。具体而言，可以建

立适当的亲子互动项目，例如一起爬山、游泳、游戏、打球、朗诵

等等；对因故长时间在外的父母，要经常与子女电话联系，或通

过视频聊天关注子女的成长，并适时地加以鼓励和引导。

此外，父母应特别关注未成年少女（特别是青春期少女）的

生理、心理变化，在性教育方面应及时指引，也要特别注意子女

与朋辈之间的交往。生理上已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对性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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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的，由于无其他正规途径可供选择，父母（尤其是母亲）

的引导至为关键。然而，一些家长对性交易存在误解和敌视，

可谓谈性色变。例如，由上海市教科院普教研究所和共青团上

海市委等单位主办的“少女护花，健康成长”活动，内容主要涉

及什么是性、避孕的具体方法、如何拒绝男性的性要求等基本

常识，在推广之初困难重重。甚至有家长认为，这样的资料坚

决不能发给学生［１０］。该所心理研究室主任沈之菲认为，当代学

生身体发育的时间与１０年前相比提前近了两年，然而他们在性
心理成熟等方面却没有同步发展。在近年发生的上百起校园

性侵案中，许多孩子被性侵后缄默不语，其重要原因之一即为

缺乏正确的性教育。此外，根据《访谈》显示，１８位援交女学生
中，有１２个人是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并从事援交的［８］。因此，作

为家长，既应通过科教书籍、视频引导孩子了解关于性的知识，

使孩子健康成长，又要积极引导孩子与品行良好的朋友交往，

当发现其朋友圈子存在异常时，要及时合理疏导或干预。

４２　学校层面上的应对之策：建立可信赖的有力的学校依恋
第一，归正教育理念使学校成为学生可信赖的所在。就我

国现状而言，当下的教育理念可归结为一句话，即“灌输知识，

为考试服务”。当一个学生为“考”而生，并非为“学”而生时，学

校的职责变会“异化”。在“灌输知识，为考试服务”的旗帜下，

“性教育”的缺失便不难理解。例如，上海中职学校预防危险性

行为课题组在对１０所中职学校教师的调查显示，多数教师难以
坦然面对“性”的话题，认为自己能解决仅占５％，３０％的学校没
有专门开展中职学生性教育［１０］。而合乎人性和常识的教育理

念应是育人为本，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因此，归正教

育理念，明晰学校的本职，适时开展生动活泼的性教育课程，使

学校成为可信赖的纽带，乃是紧迫且重要的举措。

第二，尤其不可忽视差生的教育。赫希的研究表明，与学

校建立良好的纽带，可以使青少年比较顺利地从童年过渡到成

年，在制约或控制青少年犯罪活动上具有重要作用［１１］。青少年

对学校的依恋程度主要取决于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如前文

所述，缺乏智力技能是青少年犯罪的征兆。在学校中，老师越

了解学生，越能够鼓励和帮助学生，越能够恰当合理的管教学

生，学生从事犯罪或越轨行为的可能性越小。鉴于此，以下措

施是值得实施的：一是无论学习成绩如何，对所有学生均应给

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二是有意识地开展预防犯罪的活动；三

是重视青少年人生规划教育；四是尊重青少年的个人兴趣，提

供参与机会。因为就青少年而言，一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学校而言，尊重青少年的正当兴趣活动

是十分必要之策。这既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预防犯罪

的需要。

４３　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应对之策：重塑对法治和基本价值的
信仰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和多元文化思想并行的时期，新
的价值共识尚未真正确立，对财富、名气、地位和刺激的追求似

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席卷全社会的潮流。这种潮流肆

无忌惮地冲击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女性美德）：即女性的

温柔、善良、忠贞、爱心、坚强、忍耐、本分、内敛等［１２］。此外，嫖

宿幼女罪、援交案中的法律空白等屡屡成为人们批评对象，反映

多数民众对基本价值观念仍持认同态度，对法律的不作为和乱

作为现象非常不满，亦反映其对“法治”现状的不满。法治作为

当下社会最好的治理方式，似乎成为虚幻的蜃景。在我国，市

民社会发育缓慢，党和各级政府（及部门）实际是社会中的主导

和中坚力量，掌握最核心和庞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资

源，由其承担重塑社会对法治和基本价值信赖的重任是自然

之理。

第一，构筑防火墙，建立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的预防和治理

机制。这是国际上的基本经验，也是当下我国最紧要和稀缺的

一道防火墙。日本为管理互联网上的交友网站，颁布《交友类

网站限制法》，禁止交友类网站发布“希望援助交际”之类的信

息，并规定网站运作者有责任阻止１８岁以下青少年进入。２００９
年４月１日，日本颁布《保证青少年安全安心上网环境的整顿
法》，确保青少年上网安全。侵犯未成年人性权益的行为，日本

法律明确规定予以严惩，不论未成年人同意与否。相关规定散

见于《日本刑法典》、《儿童福利法》、《防止虐待儿童法》之中。

对照我国相关政策，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针对卖淫现象的刑事政策
虽然不断演变，但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即重点打击卖淫行为。

因此，“切断性交易通道，重点打击买淫者”，乃是未成年人性交

易防治的有效之举。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当下最紧要的是弥补法律漏洞。《未

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法》的内容或过于笼统，或

有所缺失，无法应对社会上的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问题。具体

而言：一是规范交友网站，使“净网行动”转化为常态的依法运

行的“净网机制”。详细举措可以参见日本的《交友类网站限制

法》和《保证青少年安全安心上网环境的整顿法》，结合我国“净

网行动”的经验等，经过实证调查研究，加以制定。二是参酌台

湾的《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修改《未成年保护法》和

《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法》，将与未成年人性交易行为纳入规制其

中，增加“与未成年人性交易惩罚条款”；或者单独制定“预防未

成年人性交易防治法”；或者在刑法修订中，单独增设“与未成

年人性交罪”。

第二，防止强势话语垄断“民意”，倾听各方声音以达至基

本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价值共识的形成，不是站在道德

制高点或者道德低谷强制推行一套体系，而是基于不同群体、

不同声音通过合理对话机制进行沟通、辩论，逐步形成合乎人

性、合乎法度、可以公度的价值共识。虽然主流观点主张未成

年少女参与性交易（尤其是幼女卖淫）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后果

和永久的伤害。但我们断然不能在未经系统调研论证之前，即

笼统的认为这是真理，不能有不同意见［１３］。作为政府，应当积

极为类似援交少女的弱势边缘群体提供意见表达的渠道，让异

质声音有机会在法律运行及演进过程中发挥应有功用。如此

形成的政府决策和法律的演进方合乎生活的真实样态，才更有

可能产生实在的效果。

%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得出以下结论：在社会键理论视

域下，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现象的成因可以归结为社会键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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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断裂，对此类现象的防治之道可归结为社会键的归正或重

塑。此外，本文写作的另一目的是，期待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问

题能够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相关调研应当刻不容缓地跟进，因

为她们现在还是孩子，将来她们是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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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分析———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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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社会对同性恋的关注日益提高，由同性恋现象引发的多重社会效应日益显现。本
文选取性别、年龄、收入、信息来源、学历、养老态度等６个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的相关数据，对公众之于同性恋的包容度进行具体评估。研究发现：（１）女性
群体比男性群体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更大；（２）随着年龄的增长，公众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越小；
（３）随着收入和学历的增长，公众对同性恋性行为会更加理解与包容；（４）在网络上对同性恋问题有更多接
触和了解，也会增进公众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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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１１　同性恋的概念与对其的社会态度

对同性恋与包容度的定义阐述，同性恋古而有之，然而同

性恋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李银河在《他们的世界———中

国男同性恋现象研究》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以同性为对象的

性爱活动”，将同性恋者定义为“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

人或女人）”。本文以该定义为标准，研究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

容度。包容，字面意思是指宽容、容纳，其实质是“仁”，就是爱

人。包容度，就是指人们宽容、接纳某种事物、现象或是人的程

度。研究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就是研究其对同性恋者这

一亚性别群体的宽容、容纳的程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关于中国古代同性恋的文字记载最早可

追溯到先秦，如卫灵与弥子瑕、魏王与龙阳君等著名事件。在

中国历史中，同性恋并没有过于极端的歧视或处罚，甚至在汉

朝、南北朝、清朝等时期男风盛行，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排斥

同性恋本身，相反的，社会对其有较为宽容的态度。同性恋这

一亚文化，有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独特性，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

样性。其不被主流文化接受是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

增强，中国吸收了恩格斯、列宁等反对同性恋的观点开始。自

此之后，同性性行为曾被视为刑事犯罪，同性恋曾被视为精神

疾病。直到１９９７年新刑法的出台从而实现了同性恋的去罪化、
２００１年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
病中剔除，从而实现了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今社会对同性恋的关注日益提高，由

同性恋现象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现在人们

对同性恋的看法有所改变，反对同性恋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内

心深处并不能接受同性间的性爱行为。许多事例表明，同性恋

亚性别群体依然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受到社会主流文化认识

的排斥，甚至与之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性恋群体的生存境遇依

然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原因如下：（１）由于中国性教
育的缺失，使人们对同性恋缺乏了解，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中关

于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极易先入为主，同性恋甚至被等同于

艾滋病，公众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而视同性恋如吃人恶虎、洪

水猛兽；（２）中国人拥有传统、刻板而严肃的家庭伦理观念。同
性间的结合是被认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是“不伦”的。同

时，同性间不能繁衍后代的特征又使其成为对传统子嗣观念的

极大挑战。在中国人眼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也

极大地捍卫了二元性别制度的地位。当今中国独生子女越来

越多，独生子女身上背负着沉重的传宗接代的压力，在父母眼

里，只有和异性结婚、生儿育女，才是对父母、对家族有责任心

的表现，否则就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３）人是群居动物，处于
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同性恋者及其父母往往要承受巨大的、来

自亲朋、好友、邻里的社会舆论压力。

从同性恋自身的角度看，同性恋在自我认同上有着复杂的

心理状态。有些人觉得认为自己是不健康的、是病态的，因而

倍感压抑、折磨与羞愧；有些人坦然面对自己的性向问题，但出

于对自己、对家人朋友的保护，不愿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只有极

少数人能认同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并努力争取更多的权利和

尊重。

１２　同性恋者的现状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我国

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 １６６％，仅有心理倾向的占
８４％，两者兼有的占４２％。而据中国社科院李银河教授的调
查，保守估计下我国同性恋者也有３６００～４８００万人，如此庞大
的群体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１］。而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包

容度，既关乎他们的正常生活与幸福，也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相关资料表明，每一个时代都保有一定数量的同性恋群

体，而这些群体正在日益扩大，所关联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

正如李银河［２］所说：“同性恋群体是一座尚未浮出海面的冰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而已。”

１３　相关研究综述

李银河等［３］的调查表明，同性恋者在当前社会的可见度仍

较低，在公众对同性态度的问题上，显示出中国文化的中庸特

性：完全接纳和坚决反对的人都比较少。公众对同性恋的整体

认知程度不高，但态度较为宽容。

关于公众对于同性恋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研究，大部

分的调查对象都集中在学生群体中。彭玲［４］的一项调查发现，

虽然中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程度不高，但仍然要优于大学生对

同性恋的理解。然而胡均［５］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学作为年轻人

和高级知识分子聚居的场所，大学生作为接收高等教育的群

体，对同性恋现象的接受程度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于建

平［６］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学生对于同性恋定义、外表特征和行

为特征均能正确认知的仅占３５９％，对“同性恋行为与感染艾
滋病病毒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认识率仅有３７３％，表明大部分
中学生对同性恋认知存在错误或不清，高达６８８％的学生认知
来源于周围人的谈论，由此可见，学生缺乏正规认知途径了解

同性恋者这一群体。

在关于公众看待同性恋问题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李银河［３］

在２０１３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影响公众对同性恋态度最重要的因
素是年龄、职业和婚姻状态，最不具影响力的因素是城市区域

和性别。而吕少博［７］的一项研究却发现，性别也是重要因素之

一：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对同性恋者存在更多的消极态度。相

反，女性则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李放［８］的研究认为：大

学生对同性恋偏见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且男生对同性恋的偏见

程度明显高于女生，社会支配倾向、支持群体基础的支配、反对

平等、排外主义四个成分均对同性恋偏见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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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提出，通过降低社会支配倾向将有助于减少同性恋偏见

的现象。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看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

公众包容度都有较大影响。从中，我们筛选出性别、年龄、学

历、收入等因素，从这些因素出发，研究、分析公众对同性恋的

包容度。目前关于公众对同性恋问题态度的研究，存在调查数

据偏少、调查群体范围过小等局限，在定量分析中也不够深入

具体。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权威数据，并运用序次

Ｌｏｇｉｔ回归的方法，对全国范围的公众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进行实
证分析，了解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的影响因素，引导人们

正确、客观地认识同性恋问题，以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缩写为
ＣＧＳＳ），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
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每年对全国各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该
数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调查覆盖范围广，有利于我

们的科学研究。此次调查分析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等统计分析工具进
行分析，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和序次
Ｌｏｇｉｔ回归。

在本次研究的样本中，总共有１１，７８３个样本。排除缺失值
和异常值的影响，得到的数据变量结构如下：男性５６７７人，占
４８１８％，女性６，１０６人，占５１８２％；年龄１７～９６岁，平均年龄
（４７８±０３）岁。学历上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有 １５３９人，占
１３０６％；小学学历有２６００人，占２２０７％；初中学历３４１７人，占
２９２９％；大学学历１７２３人，占１４６２％；研究生及以上１８１３人，
占１５３９％。个人年平均收入１３９５６６７±３１７１３元。信息来源上
以报纸和杂志为主有６８２人，占５７９％；以广播为主有２２２人，
占１８８％；以电视为主有８９７６人，占７６１８％；以互联网为主有
１６６１人，占１４１％。

在对待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上，在ＣＧＳＳ居民问卷中，关
于因变量的具体问题“您认为同性间的性行为对不对？”一共有

５个备选答案，分别是：１表示“总是不对的”，２表示“大多数情
况下是不对的”，３表示“说不上对与不对”，４表示“有时是对
的”，５表示“完全是对的”。９６９４人表示总是不对的，占
８２２７％；５２１人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的，占４４２％；１２５１人
表示说不上对与不对，占１０６２％；１１２人表示有时是对的，占
０９５％；６３人表示完全是对的，占０５３％。
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２进行处理与分析
#

　数据分析
本文将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设为因变量，根据国内外

研究经验，将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信息来源和养老态度作为

自变量，进行序次 ｌｏｇｉｔ回归。为了避免各变量量纲不同，阈值
不同而导致的影响，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

编号：包容度（ｚ０）、性别（ｚ１）、年龄（ｚ２）、学历（ｚ３）、收入（ｚ４）、
信息来源（ｚ５）。见表１。

表１　序次Ｌｏｇｉｔ回归

ｚ０ Ｃｏｅｆ Ｐ＞｜ｚ｜

ｚ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ｚ２ －０２０１ ０００１

ｚ３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０

ｚ４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

ｚ５ ０２２４ ００００

ｚ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如表１所示，ｚ２、ｚ３、ｚ４和 ｚ５对因变量 ｚ０在９９％的置信水
平下具有显著的影响（Ｐ＜００１），ｚ１对因变量ｚ０在９０％的置信
水平下具有显著的影响（Ｐ＜０１）。

回归结果显示，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被调查者

中女性比男性的包容度高００４８个对数比；年龄每增加１单位，
包容度下降０２０１个对数比；学历每增加１单位，包容度上升
０３５个对数比；收入每增加１单位，包容度上升００８７个对数
比；信息来源每向网络化靠近一个阶段，包容度上升０２２４个对
数比。可以简单表述为：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对同性恋性行为

的包容度高；年龄越大的居民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越小；

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信息来源越网络化的居民对同性恋性行

为的包容度越大。

$

讨论

４１　性别对同性恋性行为包容度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对同性恋

性行为的包容度要比女性低。人们能够接受两个女人手拉手，

认为这是正常的友谊，但却看不惯两个男人同进同出，更不容

忍他们有任何性方面的接触。这些传统的性别观念直接造成

了人们对女同性恋者更为接纳，而对男同性恋者表现出更为严

厉的态度。［９］这样的观念和态度也导致了公众中男性对于同性

恋性行为的包容度要低于女性。张笑笑等［１０］在《大学生对同性

恋的归因及态度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对待同性恋者的情感

态度和行为态度上，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积极。国外许多研

究结果也发现，对同性恋的态度存在性别差异［１１］。

４２　年龄对同性恋性行为包容度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公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倾向于拒

绝接纳同性恋性行为。大部分人群都会选择在这个年轻时恋

爱，同性恋也不例外，对于同龄人的同性恋表现得更加理解［１２］。

同时，年轻群体对于新兴事物的认知和包容程度也比老年群体

要高，这将提高他们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

４３　学历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公众的学历越高，对同性恋者的包容

度越高。这可能是随着学历的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提高，

思想更为开放包容，对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包容度有所提升。

李银河［３］在调查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结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

同性恋者越宽容，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同性恋者越不宽容。

４４　收入对同性恋性行为包容度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公众的收入越高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

越高。李银河［３］在相关的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收入更高

的公众对于同性恋者的平等问题、包容度以及婚姻的赞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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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高的群体，接触面更广，对同

性恋这一新兴现象的包容度也越高。

４５　信息来源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为主

要信息来源的公众比以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主

要信息来源的公众，对同性恋性行为具有更高的包容度。公众

获取同性恋相关信息的首要途径是各种传播媒介。其对公众

了解认知同性恋群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其对公众关于同性恋

的态度也有着重大影响［１３］。互联网上的信息开放多样，公众以

此为主要信息来源，更容易接受新兴事物，思想更加包容开放。

%

　结论与建议
本次研究发现，在对待同性恋性行为的态度上，大部分公

众的包容度处在中等水平，不接纳也不反对该行为。大部分公

众表示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这也放映了我国文化中的中庸

思想。

从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包容度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

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和信息来源对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

有显著的影响。从这些因素的影响模式来看，年龄越低、学历

越高、收入越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女性青年对同性

恋性行为具有更大的包容度。相反，年龄越高、学历越低、收入

越低、不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男性青年对同性恋性行为

的包容度越小。

针对这一研究成果，为了提高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认同度

和包容度，应该加大同性恋方面知识的宣传和讨论，增进公众

对此的了解和认知，加强公众与同性恋群体的沟通交流，促进

和谐共处，相互理解与包容。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５１　在学校进行健全健康的性教育
根据在年龄方面的分析，学校应对学生进行的正确性教

育。同时，根据在性别方面的分析，学校应更注重对男同学进

行正确的性教育。而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学校或者未开设专

门的健康教育课程，或者极少谈及同性恋，或者观点片面甚至

错误。傅晓龙等［１４］强调学校在同性恋方面的心理教育的重要

性，认为学校的适当教育将有助于学生客观正确地对待同性恋

问题，避免学生被网络或身边的其他不客观信息所误导。

５２　开设科普同性恋知识的网站
根据对主要信息来源的分析，媒体对公众对同性恋性行为

包容度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大部分上是促进作用。因此，利

用互联网通过建立科普网站与论坛，更加广泛地在社会上科普

同性恋知识，将有利于公众走出对同性恋的歧视和误解。网络

等社会公众媒体，对社会舆论具有重要的导向和传播作用。其

对同性恋的客观真实的报道，将有利于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公

众对同性恋问题的正确认识，从而有利于缓和有关矛盾，促进

和平共处［１５］。

５３　完善与同性恋相关的法律与政策
法律的一个重要准则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性恋

者的基本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一些国家已通过立法

的形式来保障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而在我国几乎找不到相关

的法律与政策。近年来，中国同性恋者受法律保护与中国承认

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然成为社会热点，专家学者（以李银河等为

代表）也已在两会提出相关提议。解决这两个问题必然是一个

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也将是提高公众对同性恋者包容度的

关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义务教育

的普遍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养，加

之互联网日益广泛、日益规范化，结合本文的分析，公众对同性

恋者的包容度将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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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性别暴力：新的定义与新的研究视角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校园性别暴力，是性别暴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近年开始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校园性别暴
力发生在校园及其周边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文件对于校园性别暴力的特点有新的揭示，表现形式

包括欺凌、性骚扰、诱奸、性别骚扰等，也包括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暴力。校园性别暴力可能发生在学生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师生之间、学生恋人之间、进入校园的校外人员与学生之间。校园性别暴力危害到学生的身

心健康、学业、人际关系、价值观。处置性别暴力的策略，包括预防、制止、惩处，以及建立帮助受暴者的支持

系统。

【关键词】　校园；青少年；社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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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２０多年间，性别暴力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校
园性别暴力却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的《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１］，将“校园性别暴力”这个

词正式推到公众面前。

!

　性别暴力与校园性别暴力的定义
１１　性别暴力

性别暴力的定义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８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首次出

现“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

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

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１９９２年联合国消除
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第１９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
“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

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

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

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建议还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

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８５次全
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

“针对妇女的暴力”（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Ｗｏｍｅｎ）的概念：“对妇女
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

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

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宣言还详细

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１）在家庭内发生
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２）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
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

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３）国
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

何处发生。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

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在笔者看来，性别暴力的概

念也需要加以扩展，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

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以及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性倾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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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性恋者）、性别气质暴力（针对不够阳刚的男人和不够

温柔的女人）、美貌暴力（要求女性美丽的性别文化）、性别选择

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也均应属于“基于性

别的暴力”。

１２　校园性别暴力
校园性别暴力是性别暴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发生在校园

空间内的性别暴力，无疑属于性别暴力，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

该简单地以物理空间的概念定义校园性别暴力。发生在校园

周边的，甚至虽然远离校园，只要与校园中角色关系和生活有

关的暴力，均可以视为校园暴力。比如，社会闲散人员在校园

门外骚扰或抢劫女生的行为，或一位男生向女同学求爱不成，

便到她家中施暴，都应归为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呈现为多种多样的行为，包括而不仅限于［２］：欺

凌，包括言语和肢体上的骚扰；性骚扰，也称为挑逗或者性暗

示；以获取优秀成绩或者支付学费作为交换而发生的性行为；

非自愿性接触或者性侵犯；教师对学生的诱奸和骚扰；以及在

校园环境中对男性主导地位与侵害的容忍或鼓励。在我国，以

往对于校园性别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暴力上，即校园性侵

害或性骚扰。在笔者看来，教学中的性别歧视与偏见同样属于

性别暴力，而且是一种被忽视的，名正言顺施行的暴力。

从校园性别暴力施暴者与受暴者的身份角度，笔者将校园

性别暴力分为如下几种情况：（１）师生之间的性别暴力，包括教
师对学生施暴，也包括学生对教师施暴，后者长期被忽视；（２）
普通学生之间，包括同一性别的学生之间施暴，也包括对不同

性别同学的施暴，其中既有男对女，也有女对男。特别不能忽

视的是，针对跨性别学生的暴力；（３）学生情侣之间；（４）校外人
员进入校园，对学生或教师施暴。在笔者这样的定义下，校园

性别暴力的内涵已经被充实了，不再是研究最多的性侵害了。

"

　校园性别暴力的新关注点
２１　我国对于校园性暴力的的关注点

我国对于校园性暴力的的关注点仍旧是主流社会的男性

对于女学生的侵犯与骚扰，依旧假设只有学生、女性才会遭受

“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人惋惜。在日益多元和人权越来越得

到重视的社会背景下，必须看到多元性别下性暴力的存在，必

须关注被边缘化的群体遭受的校园性暴力伤害。例如男学生

对女教师，同性学生或者教师之间性暴力等等。只有这样，才

能推动整个校园性暴力乃至校园性别暴力的发展。

按着笔者对性别暴力概念的扩展，我们同样应该对校园性

别暴力的定义更宽广一些。在校园中，也存在学生（通常为男

性）对教师（通常年轻以及为女性）实施的性骚扰，还有女性教

师对男性学生施加的暴力。

２２　联合国校园暴力文件提到研究的空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文件中，也提到了一些

研究的空缺，比如［３］：（１）关于非异性暴力形式的研究：几乎还
没有任何关于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ＳＲＧＢＶ）的研究超
出异性暴力形式，目前研究所涉及的暴力绝大多数都是男性教

师或学生对女性学生实施的；（２）学生对教师的暴力：教师，尤
其是年轻的女性教师，也会遭受来自其他职员或者年长学生

（通常为男性）的性暴力，这样的事实被大大忽略了；（３）校园相
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ＳＲＧＢＶ）与其他暴力形式之间的关系：对
此，我们还将在后面的“影响因素”中进行分析；（４）校园相关的
基于性别的暴力（ＳＲＧＢＶ）和欺凌的区分：对待欺凌问题缺乏性
别视角，以及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区别于基于性别的暴力

（ＧＢＶ）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既无有助于对问题规模的了解也不
能最好地解决问题；（５）对教师看法的了解：针对教师对基于性
别的暴力（ＧＢＶ）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学校环境中如何处理这些
事情，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关于教师在日常目睹或往往参与其

中的发生在体制内的暴力时，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

以及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这些态度和行为，我们尚需要进行了

解；（６）教育、可及性和成就：虽然我们认识到校园相关的基于
性别的暴力阻碍了教育机会、参与过程以及教育质量和平等结

果的实现，但尚不知道暴力具体是如何影响学生的在校率和学

业成就的；（７）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ＳＲＧＢＶ）和其它社
会领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认识。

２３　恐同欺凌、恐跨欺凌受到较多关注
在所有以往被忽视的校园性别暴力中，恐同欺凌、恐跨欺

凌近来受到较多的关注。恐同（性恋）欺凌是指基于对同性间

的性欲望以及性行为存在的非理性的恐惧而产生的暴力，而恐

跨（性别）欺凌是指对那些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行为与其生理性
别或社会的性别角色不符的人产生的非理性的恐惧下的暴力。

它们有的是欺凌者有意识的行为，有的是欺凌者无意识的

行为；它们一直存在，只不过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普遍接受。在

同性恋与跨性别追求平等权益的过程中，恐同恐跨的校园欺凌

才受到重视［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其全民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ｌｌ）的框架下，加强了其在消除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
方面的努力。ＵＮＥＳＣＯ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６～９日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组织了全球首次关于校园欺凌的国际咨询会。中国一名

青年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来自２５个国家的参会代表一
致通过了《关于恐同欺凌和全民教育的里约宣言》，呼吁各国政

府采取措施，应对教育系统内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

凌现象。会议结束后，ＵＮＥＳＣＯ发布了一份基于性倾向和性别
身份校园霸凌的全球回顾报告，并即将在此基础上出版一个关

于教育部门应对恐同和欺凌的政策与实践指南。

除针对性倾向的暴力外，性别气质暴力也开始受到重视。

性别气质暴力，即针对所谓男生不具备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女

生过于阳刚不温柔的指责。一度流行的“拯救男孩”论，便是这

种性别气质暴力的典型体现。

２４　校园暴力的施加方式
校园暴力的施加方式，除了以往常见的肢体暴力、精神暴

力及语言暴力外，互联网暴力是新的特点，指的是施暴者通过

网络，以文字或多媒体手段对他人进行长期的攻击。学生们对

互联网的使用率非常高。网络文化与暴力结合成紧密的关系。

互联网社区中将女性的容貌、身体以及性的特征无限放大，也

是一种将女性物化、商品化、工具化的性别暴力。语言暴力在

互联网上传播速度很快，如网友攻击芙蓉姐姐，便是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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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网络语言暴力。

#

　校园性别暴力的危害
校园性别暴力对安全的校园环境产生威胁，并侵犯了学生

普遍接受教育的权利。校园暴力中的大多数施暴者和受暴者

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因此暴力更容易实施和持续，所以校园性

别暴力有持续时间长、次数多的特点；校园性别暴力的绝大多

数受暴者又都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处于心理、生理发育阶段，受

暴对他们的伤害更大。受到暴力对待，甚至受到暴力威胁，都

会对受暴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３１　学业
校园暴力可能会影响到受暴者对自己学生身份的认知；校

园性别暴力可能使受暴者失去学习兴趣，学习成绩随之退步；

一些受暴者无心学习、注意力减弱、缺勤、逃课和逃学；校园性

别暴力所导致的辍学，使得受暴者社会技能的发展受到阻碍，

特别是最易受暴力影响的女孩，她们未来获得较高收入的能力

遭到破坏，更不用说其它与教育有关的发展机会了［５］。

３２　心理健康
受暴的经历可能会毁坏一个人的自尊心，受暴者可能会产

生自卑、抑郁、焦虑感，出现失眠、饮食失调、罪恶感、酗酒、自

残，甚至自杀的现象；容易愤怒，并有报复心理；或长时间处在

恐惧状态；一些人因情绪压抑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这可能影

响到他们的性健康。

３３　生理健康
肢体暴力直接伤害到受暴者的生理健康，一些受暴者身上

会留有不同程度的轻重伤；精神暴力对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同

样可能转化为生理的创伤；强迫性行为还可能造成包括感染性

传播疾病和非意愿妊娠、高危的青少年怀孕和分娩、以及不安

全堕胎等生理健康问题。

３４　人际关系
受暴者可能出现多种不良表现，与同学间的关系变得不和

谐；因为自卑而自我封闭，较少参与学校活动；学校内的暴力环

境会导致学生继续实施或遭受暴力。

３５　价值观
性别暴力会影响受暴者对于公平、正义的看法，甚至会彻

底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中一些人会学习暴力，以暴易暴；性

别暴力在学校内被容忍和宽恕时，就会对性别平等产生更广泛

的社会影响，会超越学校而在社会中导致更广泛的不平等和基

于性别的暴力。

总之，校园性别暴力，不仅是对实现受教育权的障碍，也是

对受暴者基本人权的侵犯，更甚之是对整个社会正义的破坏，

它的存在可能会产生非常坏的持续影响。

$

　校园性别暴力的土壤
４１　校园性别暴力存在的原因

校园性别暴力是性别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存在的根本

原因也与性别暴力存在的原因一样，即整个社会中不平等的性

别权力关系。男性对女性、异性恋对同性恋、符合性别规范的

人对于违背性别规范的人……便是这种不平等权利关系的体

现，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具有权力。这种权力被整个社会的父权

体制所维护。校园中传统的权力关系，教师对学生、男性对女

性、男女对跨性别、上级对下属、高年级对低年级、异性恋对同

性恋……都是父权体制的具体体现。

家庭、学校和社区都认可社会结构与制度中的性别规范和

权力关系。学校承担着引导学生“社会化”的角色，可能会通过

对现状的默许或明确认同，在无形中加剧这种有害的社会性别

规范及权力关系并使其合法化。作为社区中受人尊重的教育

机构，学校在无形中会制造一种使基于性别的暴力得以泛滥的

有利环境［６］。

４２　对“校园”性别暴力滋生的分析
我们可以围绕“校园”这一特定的情境对性别暴力的滋生

做更具体的分析：（１）学生之间不仅一起学习，还一起生活，它
具有一般职场或住居社区所没有的紧密性，特别是大学校园更

是一个小社会。这种接触的频繁、紧密，人际关系的多元，使得

各种类型的性别暴力的发生比单纯职场或单纯社区都更可能

集中。（２）校园强调其教育、科研与学习的功能，校园性别暴力
通常会被视为简单的人际关系处理；即使是高校也倾向于把学

生当“孩子”，认为学生间不存在性别暴力，即使发现也倾向于

基于“稳定”、“名声”而淡化处理。（３）教育权威地位与光环。
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等级观念影响，教师的权威带

来学生的绝对服从，虽然现在平等的氛围在校园中越来越浓

厚，但“老师永远正确、教师意思不可逆”的传统的思维定势仍

然或多或少地在起作用。（４）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强化了权
力关系。特别是在大学中，学生的成绩、评奖、入党、保研等均

控制在教师手中，这些权力加强了学生的从属地位。教师拥有

权力，使得一些暴力的实施有条件，学生不敢提出反抗，隐秘性

强。（５）防范系统缺失。由于缺乏防止有害的性别规范和行为
的机制，使得与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持续发生。识别和

报告校园性别暴力的系统不足和欠发达。即使当学生意识到

自己的权利并知道报告系统存在于何处，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

因为缺乏安全感或得不到保护而不去主动报告自己遭受暴力

的经历。针对受害者的社会服务，医疗和其它系统很少，且往

往不好。

%

　校园性别暴力的处置

首先必须明确校园性别暴力的概念，不至于因为概念不

清、概念过窄而使许多暴力畅行无阻。在其基础上，笔者从下

面三点提一些构想。

５１　预防

积极防范是重要的制止暴力的工作，要在暴力发生之前建

立预防暴力的机制。国家应该从政策角度明确禁止校园性别

暴力；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准则都进行修订和实施，特别包括

关于性别暴力方面的规定和约束。同时就校园性别暴力进行

研究、监测、报告，为政策提供有力支持。

学校应该加强性别平等教育，教学内容（包括课程、教材、

教学方法和课堂实践）具有性别意识，通过增加教师和学生关

于自身权利的认识，从而减少了暴力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去挑

战那些固有的错误的社会性别规范，从而建立新的法则，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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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通过其它的非暴力实践来促进宽容和平等。它不仅是

针对学生的教育，同时也应该是针对教师的教育。

大众媒体宣传和倡导预防性别暴力，对校园性别暴力现象

给予长期关注。

５２　制止与惩处

国家制止和惩处校园性别暴力的法规应该得到有效执行，

在受暴者进行求助时，暴力行为可以得到立即制止，施暴者受

到惩罚。只有确保施暴者受到法律的裁决，才能有效制止性别

暴力。

一个学校应该形成这样的氛围：当有人受到性别暴力时，

她或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向校方求助，并且能够顺利地找到学校

事先专门安排的机构或教师。台湾校园普遍设有性别平等教

育委员会，并有“性骚扰申诉与处理委员会”，这些机构针对校

园性别暴力应该做出及时的专业反应。

５３　支持

对于受暴者，校方应该提供专业的支持服务，包括足够的、

免费的心理健康咨询，以及帮助受害者重新建立与同学或周围

人关系的支持。校方同样有责任履行保密职责。为此，需要教

职员工得到处置性别暴力的良好训练，提升处理校园性别暴力

的技能和知识。

学生的同伴支持同样非常重要，应该有专门的学生社团或

小组关注校园性别暴力，并对遭受暴力的学生提供合乎需要的

伙伴支持。这些支持同样可以给予受害人的家属，有及暴力目

击者。暴力具有传承性，针对暴力目击者的辅导有助于阻断

传承。

总之，制止校园性别暴力，要应对导致校园性别暴力发生

的强大的社会因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长期的

努力。

参 考 文 献

［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ＳＲＧＢＶ）讨论文件，２０１３．

［２］　ＵＮＩＣＥＦＷｅｓｔ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Ａｂｕ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ｔ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ｄｅｓｅｎｆａｎｔｓａｌ’ｅｃｏｌｅｅｎＡｆｒｉｑｕｅｄｅＩ’

Ｏｕｅｓｔｅｔｄｕ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６：３．

［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ＳＲＧＢＶ）讨论文件．２０１３：９．

［４］　勉丽萍．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在线问卷调查报告．

北京爱白文化中心，２０１２．

［５］　Ｌｅａｃｈ，Ｆｉｏｎａ，ＭáｉｒéａｄＤｕｎｎｅ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Ｓａｌｖｉ．Ａ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ＳＲＧ

ＢＶ）ｆｏｒＵＮＥＳＣ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ｓｓｅｘ，２０１３：２０－

２３．

［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校园相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ＳＲＧＢＶ）．２０１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３）

【第一作者简介】王重阳（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优生优
育研究。

·大众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５０

大师索兰纳斯笔下的子宫
王重阳 １　马晓年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北京１００７３０
２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０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刻画人体题材的洞穴壁画和石雕像的年代可追溯至欧洲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法国奥瑞纳文化（ＭｉｄｄｌｅＡｕｒｉｇｎａｃｉａｎ，

４０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ＢＣ），但直到此后数千年，人们对于人体解剖学才

进行努力认真的研究。著名的学者亚里斯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３８４－

３２２ＢＣ）承认他对人体的内部依然所知甚少。存世的一些早期

的医学资料，如埃伯斯纸草文稿（ＥｂｅｒｓＰａｐｙｒｕｓ，１５５０ＢＣ）认为

子宫就像一个独立的动物，能够在主人的体内来回运动。另外

一些资料将子宫描述成各种形状，像乌龟、蝾螈或鳄鱼。卡帕

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的古王国）的阿勒特奥斯（Ａｒｅｔａｅｕｓｔｈｅ

Ｃａｐｐａｄｏｃｉａｎ，８１－１３８ＡＤ），公元２世纪一位杰出的希腊内科医

生，在他的著作《急性和慢性疾病的病因与并发症》中是这样叙

述子宫的：“子宫系一个位于女子两侧腹之间的内脏，类似于一

个动物，因为她可以向腹腔各处移动。向上可以直达胸部的肋

软骨以下，也可以斜向左边或右边，或到肝脏或到脾脏，同样她

可以向下脱垂。一言以蔽之，她完全飘忽不定，喜芳香而趋向

之，厌恶臭而避离之。总之，子宫就像一个动物体内的动物。”

根据希波克拉底（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４６０－３７７ＢＣ）的著作，大约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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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前，人们认为没有得到男性精液浇灌的子宫常常会变得发

疯发狂。

在公元初的一两个世纪，子宫如动物之概念逐渐被七室学

说所取代。这是个形态学奇葩，它把子宫腔描画的由七个分隔

组成，两边三个，中间一个，并认为男性胚胎在右边隔室中生

长，而女性胚胎在左边，当中的隔间则用来储存阴阳人。这种

对子宫的观念在中世纪一直流行，直到后来通过人体解剖才得

以光照子宫的真相。见图１（该图见于意大利昂布罗修图书馆

的古代医学手稿）。

图１　子宫七室模型

图２　索兰纳斯

第一次关于人类子宫的精彩描述来自索兰纳斯（Ｓｏｒａｎｕｓｏｆ

Ｅｐｈｅｓｕｓ，约９８－１３８ＡＤ，又译索拉努斯，见图２）之笔。索兰纳

斯是古代第一流的妇产科学权威，关于他的生平几乎不为人所

知。他于公元１世纪下半叶生于以弗所（Ｅｐｈｅｓｕｓ，小亚细亚的

贸易城市／施洗约翰写成《约翰福音》的地方），在埃及的亚历山

大港（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学艺，在罗马开业行医直到去世，大概卒于公

元２世纪中叶。他以在妇女病方面的论著而出名。《女性疾

病》（ＤｅＭｏｒｂｉｓＭｕｌｉｅｒｕｍ）是妇科学教科书的范本，曾被广泛的

转抄、编辑和翻译，并作为６世纪莫斯奇诺（Ｍｏｓｃｈｉｏｎ）《助产士

手册》的内容基础。然后，１６世纪法兰克福医生罗林斯（Ｅｕｃｈａ

ｒｉｕｓＲｏｓｓｌｉｎ）的《产科学》（ＤｅｒＲｏｓｅｎｇａｒｔｅｎ，１５１３）及其英文版的

译著雷纳尔德（ＴｈｏｍａｓＲａｙｎａｌｄｅ）的《人类之出生》（ＴｈｅＢｙｒｔｈｏｆ

Ｍａｎｋｙｎｄｅ）也脱胎于此。索兰纳斯的著作论述了用胎足倒转术

来处理难产，而且还包含一个有关新生儿照料的极好部分。然

而，真正的原作者身份却不能肯定。

经过对几个版本索兰纳斯论著的研究，Ｊｌｌｂｅｒｇ在１９１０年

得出结论：“以索兰纳斯名义留传给我们的资料是由一位拜占

庭医师所汇编的。内容除索兰纳斯的论文外，还包括阿米达

（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城市，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尔 Ｄｉｙａｒｂａｋｉｒ）的

艾修斯（ＡｅｔｉｕｓｏｆＡｍｉｄａ，５０２－５７５ＡＤ）所著《四书志》（Ｔｅｔｒａ

ｂｉｂｌｏｎ）。很明显书中对子宫的描述是基于对人类尸体的研究

结论：

子宫位于髋关节之间，在腹膜内，膀胱和直肠当中，子宫背

倚直肠并根据其尺寸大小的转变而不同程度的变换位置。在

儿童，子宫小于膀胱，因此完全位于膀胱之下；在青春期，子宫

发育成和膀胱等高，再年长些且有过性行为的妇女子宫会更大

一点；产妇的子宫甚至更大。在孕期，子宫延伸至上腹部，显然

这是源于其中增大的胎儿和胎膜、羊水。分娩以后，子宫收缩，

但仍然保持比孕前稍大的尺寸。这时子宫大于膀胱并且不完

全位于膀胱以下。阴道连接子宫并向前分离突出到远端，尿道

沿着整个阴道延伸终止于膀胱颈的前面。子宫向上延伸越过

膀胱底，达到肚脐水平。所以，膀胱腔近靠子宫颈，膀胱底紧贴

着子宫体。子宫由柔薄的膜上连膀胱，下连直肠，侧面和后方

分别连接于髂骨和骶骨。当这些膜由于感染炎症而收缩，子宫

就会横向移动；当这些富有弹性的韧带松弛，子宫就会脱垂下

去，并非是一些人相信的像一个动物似的。只不过它和其他器

官一样敏感，比如对收敛剂有收缩反应，对软化剂表现为松弛。

人类的子宫并不像哑巴牲口那样在体内四下盘旋，而是形

状像一个玻璃拔火罐，顶部圆而宽，从宫底部到尽头端逐渐缩

减，末端那儿开个孔口。孔口上面就是子宫颈，然后旁边部分

或称为肩部。子宫内部的空间叫做子宫腔。宫颈口形如唇状，

位于阴道的中央，阴户的深处。宫颈到外阴的距离因年龄而

异，在成年女子大约３英寸半。在经产妇，由于颈管拉伸，宫颈

距阴道口要近一些。宫颈口的尺寸也有变异，在大部分妇女同

外耳道口大小一样。宫颈口在几种情况下会扩张，如：在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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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期，为了接受精液；在月经期，允许经血流出；在妊娠期，同

胎儿的生长相关；在分娩时，宫口扩大到足以通过一整个拳头。

在质地上，处女的子宫通常是柔软多肉的，像呈海绵状的肺，如

舌头一样光滑。但在经产妇，子宫就变得硬如珊瑚头，正如古

希腊解剖学之父赫罗菲拉斯（Ｈｅｒｏｐｈｉｌｕｓ，３２５－２５５ＢＣ／３３５－

２８０ＢＣ）所说，像支气管的末端。这种变化是由于经血排泄和

分娩创伤所致。子宫整体上是纤维性的，但也含有动静脉血管

和肌肉组织。纤维起源于脊髓索。两动脉和两静脉来自主动

脉和腔静脉，而肾脏血管也由此而来。子宫血管形成分支，通

过两条动静脉供应子宫，而卵巢则各有一支动脉和一支静脉。

卵巢位于子宫的两侧，靠近子宫颈，很容易被摸得到。卵

巢呈腺状结构，被膜所包裹。它们不像男性睾丸那样被拉伸，

而是如某种球形，一边平坦，基底部圆而宽。生殖管道从卵巢

沿着子宫旁进入膀胱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种子没有参

与生殖，因为它在外部被带走了。有些人，包括Ｃｈｉｕｓ，认为卵巢

有悬韧带支持，还有人则否认。据我们亲自观察，在对一名腹

外疝的妇女进行手术时发现，当包围和支持卵巢的结构松弛

时，卵巢是向前栽倒移位的。

子宫由两层构成：外层较薄，是纤维性的、结实的，显白色；

而内层则多肉，是海绵状的、柔软的，呈红色。内层富含许多血

管，在宫底部更多，这里是胚种附着与经血产生的地方。这两

层外连结有一层薄的纤维膜，当膜被拉伸，就形成子宫脱垂。

脱垂的结果是外层束膜依然完整无缺，而内部垮塌下去。在未

生育过的妇女，宫底包含两个折痕；在经产妇，整个子宫是扩大

的和圆的。根据 Ｄｉｏｃｌｅｓ，子宫腔包含乳头状突起或称绒毛叶，

这样安排使胎儿在子宫内生活时就能够学习吸吮。但解剖学

家已经证实，对生殖的研究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一定不要以为子宫对于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器官；不光是因

为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脱垂，而且如 Ｔｈｅｍｉｓｏ所报道的，一些妇女

被切除了子宫，并没有引起死亡；据说，在加拉提亚（Ｇａｌａｔｉａ，位

于小亚细亚，罗马帝国行省名）摘除子宫的母猪反而变肥了。

当子宫患病时，它对胃和大脑产生类似交感的作用，这种

共鸣效果也存在于子宫和乳房之间。在青春期，当子宫发育增

大，乳房同时隆起。当子宫内的胚种充分发育，乳房就会准备

婴儿营养所必需的奶水。当月经恢复，乳汁就干涸了；若持续

哺乳，月经就被抑制了。同理，在上年纪的妇女，子宫萎缩，乳

房也枯萎。当胎儿有了疾病，乳房的尺寸就会减少。确实，在

孕期，乳房的皱缩就意味着胎儿的死亡，也是流产的预兆。这

就是子宫的真相。

（本文部分译自 １９９６年 ＨａｒｏｌｄＳｐｅｅｒｔ所著《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的第一章ＴｈｅＵｔｅｒｕｓ：Ｓｏｒａｎｕｓ）

链接：

索兰纳斯（ＳｏｒａｎｕｓｏｆＥｐｈｅｓｕｓ，约９８－１３８ＡＤ），活跃于公元

２世纪罗马时期的希腊医学家，父母名叫 Ｐｈｏｅｂｅ和 Ｍｅｎａｎｄｒｉａ。

早年就学于亚历山大里亚，后在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时期（Ｔｒａ

ｊａｎａｎｄＨａｄｒｉａｎ）到罗马开业行医。继承以原子论为学说基础的

方法学派传统，治病中不问病因而力图寻求疾病的共性，否定

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说而采用固体病理说，被称为方法论学

派之王。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急、慢性病》、《论骨折》和《论妇科

疾病》，尤擅于产科和外科，所著《论妇科疾病》达到古代妇产科

学之顶点，被誉为妇产科的创始人。在书中索兰纳斯区分了阴

道和子宫，讨论了月经、生育、避孕、妊娠、产前处理、分娩后处

理、新生儿护理、子宫出血及其他妇女病。他是最先给新生儿

用油洗眼的人，他还制定了婴儿断乳的规则，认为初生婴儿不

到第三日不应哺乳，在头两天只应喂予煮沸过的蜂蜜。他对新

生儿的哺乳、断乳、沐浴、牙齿的护理及婴儿的疾病的护理，均

有详尽的论述，这些表明索兰纳斯是个优秀的有经验的和谨慎

的医生。此外，他还论述了产椅、阴道窥器及子宫注射器等，将

难产的原因归结为产妇、生殖器官及胎儿三方面，并采用产钳、

产椅、足式转向等方法，这证明其医学知识超过了亚历山大城

学派，其著作也成为早期妇产科和儿科学的经典著作。他的巨

著在遗失数个世纪后，到１８３８年才得以被搜集出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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