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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年前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ＶＰ）中保留膀胱颈对手术
效果及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ＰＫＶＰ手术的１０７例良性前列
腺增生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术中是否保留患者的膀胱颈分为保留组６８例、非保留组４９例，对比两组
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手术效果及术后性功能差异。结果：保留组患者的手术时间（５９９±８２）ｍｉｎ显著的
长于非保留组的（５６８±８７）ｍｉｎ（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术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尿管留置时间、术后住
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复查，保留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膀胱顺应性、最
大逼尿肌压力、Ｑｍａｘ、ＲＵＶ均显著的优于非保留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复查，保留组患者
的勃起满意度、自慰或性交后患者达到高潮的满意度、射精满意度评分均显著的高于非保留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ＰＫＶＰ术中保留膀胱颈有利于患者术后排尿功能、性功能的恢复，手术效果及术
后性功能效果优于手术中不保留膀胱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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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作为中老年
男性的常见疾病，近年来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随着病

情的发展，患者会出现排尿困难或者尿失禁的情况［１］。因此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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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青年ＢＰＨ患者，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来挽救患者的性
功能。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ｅｎｉｔｉｃ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ＶＰ）作为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技
术上发展而来的先进技术，具有切割精准、不粘刀、止血效果好

及包膜识别等优点，有望成为治疗ＢＰＨ的标准手术方法［２］。为

此，本研究针对中年ＢＰＨ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中保
留膀胱颈对手术效果及性功能的影响作用进行探讨。现将研

究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 ＰＫＶＰ手
术的１０７例ＢＰＨ患者，根据术中是否保留患者的膀胱颈分为保
留组６８例、非保留组４９例。

保留组６８例患者，年龄５０～６０岁，平均（５５３±３９）岁；病
程３～８年，平均（４３±２３）年；术前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３８～
６９ｍＬ，平均（５１４±９８）ｍＬ；合并尿潴留２３例、高血压１１例、
糖尿病２例。非保留组４９例患者，年龄５０～６０岁，平均（５５０
±３４）岁；病程２～９年，平均（４６±２４）年；术前 Ｂ超检查前
列腺体积３７～７４ｍＬ，平均（５２４±１０５）ｍＬ；合并尿潴留１５例、
高血压６例。两组患者的上述基线资料构成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ＢＰＨ诊断标准参考那彦群主编《中国
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术前接受 Ｂ超检查、残余尿量
（ＲＵＶ）、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测定确诊；（２）患者术前 ＩＰＳＳ评分
＞１０分、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４分；（３）经保守治疗效果不
佳，年龄范围５０～６０岁；（４）由同一组医护人员实施手术治疗，
各项资料完整；（５）术前告知患者手术利弊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方案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合并尿路结石、尿路感染的患者；（２）合
并肾积水、肾功能不全、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３）合并前列腺
癌、前列腺上皮瘤的患者；（４）合并膀胱肿瘤的患者；（５）手术资
料、随访资料不完整的患者。

１．３　手术方法
１．３１　保留组　保留组患者连续硬膜外麻醉后取膀胱截石位，
使用ＯＬＹＭＰＵＳＵＥＳ－４０连续灌洗双鞘高频电切镜［药（械）准

字：２０１２第３２５２８７６号，北京华康普美科技有限公司］，并将电
刀功率设置为２５０～３００Ｗ，电凝功率为８０～２００Ｗ。电切刀时
从膀胱颈口６点钟方向前进切至精阜，并将患者的包膜逐层切
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个性化的切除中叶部分，并形成宽敞

的通道。自患者１２点钟方向出发，切除患者前列腺２侧叶的增
生部分，并切除精阜部位的腺体。在切除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

对膀胱颈造成伤害，并保留膀胱颈附近０５ｃｍ的组织，术中并
不要求将膀胱颈部的三角区切平或完全切除。术后将组织碎

块洗净，并对创面进行止血，置入三腔导尿管，并使用生理盐水

进行冲洗。术后对膀胱进行持续的常规冲洗，２～５ｄ后拔除尿
管。术后６个月内随访。
１．３２　非保留组　非保留组患者的手术方式与保留组基本相
同，但要求将膀胱颈部的三角区切平或完全切除。

１．４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１．４１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手术出血
量、膀胱冲洗时间、尿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要求患者每个月到本院泌尿科进行１次随诊检查，对
患者术后 ３个月的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尿动力学指标［膀胱顺应性、最大逼尿肌压力、最大尿
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ＲＵＶ）］进行评价，并与术前进行比较。

性功能评价：采用男性性欲量表四项（ＭＳＦ－４）进行评价，
该量表主要包括：主观对性生活的愿望、勃起满意度、自慰或性

交后患者达到高潮的满意度、射精满意度。每一个项目１～４
分，最高１６分，得分越高，性功能评价效果越好。同时观察两组
患者术后发生逆行射精的发生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及统计在专业软件 ＳＡＳ９０软件包中处理，围手

术期指标、ＩＰＳＳ、ＱＯＬ、ＩＰＳＳ、ＱＯＬ、及尿动力学指标值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假设检验，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
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时两组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保留组患者的手术时间（５９９±８２）ｍｉｎ显著的长于非保
留组的（５６８±８７）ｍｉｎ（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术出血量、膀
胱冲洗时间、尿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ｄ） 尿管留置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保留组 ６８ ５９９±８２ ７３４±１２０ １６±０６ ３５±０８ ９２±１５

非保留组 ４９ ５６８±８７ ７１５±１０７ １５±０５ ３３±０７ ９０±１３

ｔ １９６０ ０８８１ ０９５０ １４０１ ０７５０

Ｐ ００４８ ０４６１ ０３８７ ０１１５ ０５７３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症状、尿动力学指标比较
术前保留组和非保留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膀胱

顺应性、最大逼尿肌压力、Ｑｍａｘ、ＲＵ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复查，保留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膀
胱顺应性、最大逼尿肌压力、Ｑｍａｘ、ＲＵＶ均显著的优于非保留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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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症状、尿动力学指标比较

观察指标
保留组（ｎ＝６８）

术前　　 术后

非保留组（ｎ＝４９）

术前　　 术后

ＩＰＳＳ（分） ２２６±３５ ６０±２０ａｂ ２３１±３６ ７２±１７ａ

Ｑｍａｘ（ｍＬ／ｓ） 　８０±２９ ２３１±４４ａｂ 　８３±３４ １８９±４２ａ

ＲＵＶ（ｍＬ） １５５７±２４５ １１２±３４ａｂ １５８５±２８７ １５２±３４ａ

膀胱顺应性（ｍＬ／ｃｍＨ２Ｏ） １２３±３５ ２５１±４６ａｂ １２５±４２ ２０６±４７ａ

最大逼尿肌压力（ｃｍＨ２Ｏ） ９５９±８４ ６３０±８３ａｂ ９６３±９２ ７３１±８５ａ

ＱＯＬ（分） 　５３±１５ １４±０６ａｂ 　５２±１５ １８±０４ａ

　　注：与术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非保留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功能评价
术前保留组和非保留组患者的 ＭＳＦ－４各项指标：主观对

性生活的愿望、勃起满意度、自慰或性交后患者达到高潮的满

意度、射精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复查，保留组患者的勃起满意度、自慰或性交后患者达到高

潮的满意度、射精满意度评分均显著的高于非保留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功能评价

ＭＳＦ－４项目
保留组（ｎ＝６８）

术前 术后

非保留组（ｎ＝４９）

术前 术后

主观性生活愿望 ３５１±０３２ ３１６±０４７ａ ３６２±０３４ ３１２±０４０ａ

勃起满意度 ３２７±０３０ ２８９±０４０ａｂ ３３１±０２９ ２５５±０３４ａ

高潮的满意度 ３４１±０３５ ２９１±０５３ａｂ ３４６±０３９ ２５２±０４６ａ

射精满意度 ３２１±０４７ ２８７±０４８ａｂ ３３２±０４５ ２３９±０５８ａ

　　注：与术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非保留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作为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功能障碍的常见疾病，在组

织学上主要表现为前列腺移行区域的腺体和间质细胞增生，因

此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前列腺体增大、膀胱出口梗阻的尿流动力

学变化以及下尿路症状［３，４］。随着近年来 ＢＰＨ患者的不断增
多，低龄患者也随之增加，由于人们对性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

中年患者对于治疗效果不仅满足于排尿功能的改善，更要求对

性功能的保留和恢复［５］。因此，在中青年 ＢＰＨ患者的治疗中，
如何保护患者的性功能在ＢＰＨ的治疗中具有关键作用。

ＰＫＶＰ作为近年来临床上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主要方
法，其工作原理主要为高射频电能通过人体内的电解质进而构

成精密的局部控制回路，由于电切环工作的电机与自身附带的

回路电机之间形成的高热能等离子球体，其动态能量可汽化切

除靶组织［６，７］。由于等离子双极技术产生的电流并未通过患者

身体，因此不会对机体造成损伤［８］。本研究在应用 ＰＫＶＰ治疗
中年ＢＰＨ患者的过程中，同时还要求保留患者膀胱颈的完整
性［９］。这是由于膀胱颈部的主要生理功能之一是在性生活勃

起射精时关闭，并在精阜上方的前列腺及前列腺包膜的协同作

用下使膀胱颈部的压力超过尿道外括约肌，进而使精液排除体

外［１０，１１］。因此，在手术过程中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患

者的性功能及射精功能至关重要。若手术过程中破坏了膀胱

颈部的完整性及膀胱内括约肌的功能，可导致患者在射精时精

液逆流入膀胱［１２，１３］，同时还可能会造成膀胱颈部穿孔并累及海

绵体神经，影响患者术后的勃起功能。因此，本研究在保留组

手术过程中对膀胱颈口进行仔细的辨认，并切除增生的腺体组

织，注意保护致密、发白并且呈编织样的膀胱颈内括约肌组织，

并保留了膀胱经口周围０５ｃｍ的组织，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膀
胱颈组织［１４－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保留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显

著的长于非保留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患者的手术

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尿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该研究结果提示，ＰＫＶＰ在保留患者膀胱
颈完整性的过程中，虽然延长了手术时间，但术后出血量及膀

胱冲洗时间等指标并无明显差异。另外通过术后复查，保留组

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膀胱顺应性、最大逼尿肌压力、
Ｑｍａｘ、ＲＵＶ均显著的优于非保留组。该研究结果提示，ＰＫＶＰ中
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具有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且并发症较

少，安全性更高［１７］。术后复查，保留组患者的勃起满意度、自慰

或性交后患者达到高潮的满意度、射精满意度评分均显著的高

于非保留组，分析其原因，推测与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也保留

了患者性功能及射精功能有关。

综上所述，ＰＫＶＰ术中保留膀胱颈有利于 ＢＰＨ患者术后排
尿功能、性功能的恢复，手术效果及术后性功能效果优于手术

中不保留膀胱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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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低龄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
术勃起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袁文兵　李颖毅　康启源
宝鸡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低龄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勃起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本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
两组，各４０例，观察组实施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并在术中做好膀胱颈完整性的保护；对照组实施经
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但在术中对膀胱颈三角进行切除，随访６个月，比较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两组不
同时间点ＩＩＥＦ－５评分、两组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相关指标及干预后精液常规及ＤＦＩ指数变化情况。结果：观
察组出现阴茎海绵体神经损伤、周围组织损伤及膀胱颈完整性受损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
３个月和术后６个月，观察组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性欲增强及勃起功能增强的比例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出现逆行射精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精液中精子密
度、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精子 ＤＮＡ碎片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结论：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保留膀胱颈完整性能显著减少患者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提高性生活质量，

同时还能提高精子质量。

【关键词】　保留膀胱颈完整性；低龄；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勃起功能；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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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腔镜手术得到迅速普及，尤其在我
国东部沿海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前列腺增生而需要实施开放

手术的比例显著下降［１］。针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治疗上大多

首选微创治疗，而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的要求提

高，此类患者不仅期待术后排尿功能得到改善，同时希望保留

术后性功能。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则是目前临床应用

最多的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手段［２］。以往研究证实［３］，对于

发病前存在有正常性生活患者，使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

术治疗后，约１５％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尤其对于低龄患者，如何
有效的保证患者术后排尿功能基础上，做好患者性功能的保护

十分重要。本研究主要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

过程中保留膀胱颈完整性的临床价值，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本院收治的良性前列
腺增生患者８０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表现、排尿功能测定、前列
腺超声等确诊，年龄在３５～５０岁之间，排除合并凝血功能障碍、
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碍、心理疾病，术前存在勃起功能障碍、精

子质量低、合并严重内分泌系统疾病及存在有恶性肿瘤者。按

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４０例，其中观察组年龄３５～５０岁，
平均（４３２±２３）岁，病程１～１０年，平均（５３±１１）年，存在
尿潴留史者３３例，合并泌尿系统感染史者１５例；对照组年龄
３５～５０岁，平均（４３３±２４）岁，病程 １～１０年，平均（５３±
１０）年，存在尿潴留史者３２例，合并泌尿系统感染史者１６例，
两组性别、年龄、合并尿潴留史、合并泌尿系统感染比例以及术

前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精子活力和精子 ＤＮＡ碎片检查均无
异常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腰硬联合麻醉下完成手术，术中麻醉平面控

制在Ｔ８左右，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手术时间控制在６０ｍｉｎ
左右。其中观察组实施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并在术中

做好膀胱颈完整性的保护，于直视下使用等离子电切刀行环形

切除。术中首先在颈口５点及７点方向对精阜进行处理，采用
“打沟”方式进行处理，直至外科包膜，随后对前列腺中叶及两

侧叶机械能逐步切除。重点在处理膀胱颈部位时注意对其进

行保护，避免损伤，保留近膀胱颈开口处约０５ｃｍ组织，术中不
对膀胱颈三角进行切除处理。对照组实施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电切术，但在术中对膀胱颈区域进行切除。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入组均签署保密协议书，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

申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对所有患者均采用电话及门诊随访

６个月，比较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两组不同时间点 ＩＩＥＦ－５评
分、两组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相关指标及精液常规及 ＤＦＩ指数变
化情况。

１．４　判断指标
患者阴茎勃起功能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简表（ＩＩＥＦ

－５）进行，其总分为２４分，如得分低于２１分则提示存在阴茎勃
起功能障碍（ＥＤ）。精液常规测定标本留取主要是在患者出院
时，通过手淫方式收集精液，其中精子 ＤＮＡ碎片（ＤＦＩ）使用上
海榕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试剂盒，通
过ＳＣＤ法进行，所有操作均严格在４０倍光镜下进行，通过比较
精子大晕环、中晕环、小晕环与无晕环比例，进而对精子损伤程

度及精子ＤＮＡ碎片进行计算。逆行射精则至在性交过程中存
在有射精感觉但未见精液由尿道排出体外，随之进行性交后尿

液检查则提示尿液中混杂有精子。性欲增强至男性主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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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次数每月平均提高５０％以上。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 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出现阴茎海绵体神经损伤、周围组织损伤及膀胱颈

完整性受损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比较

阴茎海绵体神经损伤 周围组织损伤 膀胱颈完整性受损

观察组 １ ２ ２

对照组 ９ １０ １１

χ２ ５６００ ４８０４ ５８７８

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２．２　两组不同时间点ＩＩＥＦ－５评分
两组术前ＩＩＥＦ－５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３个月和术后 ６个月，观察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同时间点ＩＩＥＦ－５评分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１８３±１２ ２１３±０４ ２２３±０５

对照组 １８２±１２ １９４±１２ ２０６±０４

ｔ ０３７３ ９５００ １６７９１

Ｐ ０７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性欲增强及勃起功能增强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出现逆行射精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术后６个月性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性欲增强 勃起功能增强 逆行射精

观察组 １９ ２１ ２

对照组 ６ ９ １１

χ２ ８３７８ ６４５３ ５８７８

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２．４　 两组术后６个月精液常规及ＤＦＩ指数比较
术后６个月观察组精液中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

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精子ＤＮＡ碎片显著少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术后６个月精液常规及ＤＦＩ指数比较

精子密度（１０９／Ｌ）活动率（％） 活力（％） ＤＦＩ（％）

观察组 ４５５±２８ ８１４±１１６ ７８４±１０３ ８８±１５

对照组 ２４６±１９ ５８８±９６ ５５５±８３ ３１３±５０

ｔ ３９０６４ ９４９３ １０９４９ ２７２６０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以往实施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治疗前列腺良性增生

的金标准，该手术操作相对复杂，且术后并发症多［４］，尤其是术

后出现勃起功能障碍以及逆行射精等严重影响患者术后性功

能［５］。而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作为近些年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前列腺微创治疗手术方式，其主要通过等离子双极电切

治疗，其等离子体双极电切电极及回路电极均位于电切环

中［６］，避免了术中电流通过患者身体进行传导，且无需与组织

进行直接的接触，有效的减少了手术并发症，提高患者术后恢

复情况［７］。但仍有约 ８％ ～１０％患者出现术后勃起功能障
碍［８］。以上两种治疗方法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及逆行射精，可能

为手术破坏了膀胱颈的完整性，而导致尿道内括约肌的功能障

碍，故在射精过程中出现逆行射精［９］。故本研究观察组患者术

中均注意对其膀胱颈完整性进行保留。

膀胱颈在性功能方面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射精时关闭，并协

调精阜上方前列腺与前列腺包膜进行收缩，进而促使膀胱颈压

力升高，并超出尿道外括约肌压力，以利于精液排出体外［１０］。

一旦手术影响膀胱颈完整性导致其无法确保有效压力，则其将

波及阴茎海绵体神经，从而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勃起功能障

碍［１１］。针对手术相关并发症研究发现，观察组出现阴茎海绵体

神经损伤、周围组织损伤及膀胱颈完整性受损的比例显著高于

对照组。可能与观察组手术方式选择有关，术中注重对患者膀

胱颈的完整性进行保护，认真辨认膀胱颈口，尤其是在对增生

的腺体进行切除时，针对致密、发白及编织样的膀胱颈部内括

约肌组织进行重点保护，从而减少了对阴茎海绵体神经及周围

组织的损伤，确保了膀胱颈的完整性［１２］。术后随访６个月发
现，术后３个月和术后６个月，观察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
组，且观察组性欲增强及勃起功能增强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

组，出现逆行射精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有效的保护膀胱颈

完整性，间接的对离前列腺尖部相对较近的勃起神经起到有效

保护作用，减少了逆行射精发生率［１３］。

针对两组干预后精液常规及 ＤＦＩ指数比较发现，干预后观
察组精液中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精子ＤＮＡ碎片显著少于对照组。可能与行等离子电切且
保留膀胱颈完整性，从而避免了对前列腺外科包膜前同一血管

进行反复的切割，更为准确的进行术中止血［１４］，同时完整的保

留膀胱颈完整性从而避免手术对尿道内括约肌及膀胱颈的损

伤［１５］，提高患者手术勃起功能及性生活质量［１６］，减少了逆行射

精比例［１７］，减轻了患者术后心理恐惧与压力［１８］，患者夜间与晨

起阴茎自发性勃起功能得到恢复，性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减轻

了患者对“药物依赖性勃起”产生的心理负担，有效提高了精子

质量。同时术后排尿功能恢复，减少了尿路感染几率，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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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泌尿生殖系统功能。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保留膀胱颈完整性

能显著减少患者术后勃起功能障碍，提高性生活质量，同时还

能提高精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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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性功能及下尿路症状的临床影响分析
张宇１　刘永强１　张军２　李庆荣１　移志刚１　高平生３△

１长庆石油勘探局矿区服务事业部燕鸽湖医院外科，银川 ７５０００６
２长庆石油勘探局矿区服务事业部燕鸽湖医院中医科，银川 ７５０００６
３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银川 ７５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评价改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及下尿路症状的临床
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分组法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３８例分成两
组，各１９例，试验组患者行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对照组患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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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９个月 ＩＰＳＳ评分，术后９个月勃起功能障碍、精液减少、逆行射精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试验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９个月的ＩＰＳＳ评分为（１０２１±３２８）分、（３６４±１０３）分，对照组患者术后６
个月、９个月ＩＰＳＳ评分为（１１０４±３８３）分、（４１２±１９３）分，两组患者术后ＩＰＳＳ评分均显著低于术前（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术后９个月发生１例勃起功能障碍，２例精
液减少，２例逆行射精，发生率分别为５２６％、１０５３％和１０５３％，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改
良后的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与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相比，治疗效果相当，经尿道等离子

双极前列腺电切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更小，安全性更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切除术；下尿路症状；
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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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中
老年男性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１－３］，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

尿频，尿急，尿不尽、夜尿增多、进行性排尿困难等下尿路症

状［４，５］。目前，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最有效的措施为进行手

术治疗［６］，最为广泛的手术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为ＢＰＨ治疗的金标准［７］，但其

术后患者易发生性功能障碍。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

术（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为改良后的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其具有出血少、安全性高等优点［８］。

本文纳入３８例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改良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除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及下尿路症状的临

床影响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２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６月我院收治的 ３８例
ＢＰＨ患者，入选标准为患者经直肠指诊、Ｂ超检查、最大尿流率
测定、ＩＰＳＳ评分确诊为ＢＰＨ患者，其中入组患者ＩＰＳＳ评分均大

于１０分，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评分大于４分。所有入组患者均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将入组患者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各１９例，试验组患者行经
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对照组患者行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除术。两组患者平均年龄为（６８４４±６４８）岁，平均病
程为（５４８±１１８）年，前列腺体积为（６０９２±５２７）ｃｍ３，两组
患者在年龄、病程、前列腺体积等基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基线可比。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年） 前列腺体积（ｃｍ３）

试验组 １９ ６８１２±７２１ ５６２±１２２ ６１２４±５１１

对照组 １９ ６８５９±６０３ ５１３±１３９ ６０８４±５３６

ｔ ０７２９ ０９５２ ０６２０

Ｐ ０４２８ ０２１８ 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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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手术方法
试验组患者行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手术

方法如下：采用美国顺康等离子镜（生产厂商：美国顺康 ＡＣＭＩ，
型号：ＦＯ－８９２１Ｌ，生产批号：２７０９１８ＦＢ），以０９％的生理盐水
溶液作为灌洗液，首先在精阜前缘作－３６０°标记，然后在距颈口
处以远１ｃｍ以膀胱颈口作为参照平行颈口的 －３６０°标记，在２
个标记间进行操作。直视下将电切镜置入尿道，观察精阜的位

置、形态，明确前列腺增生的部位与大小，观察患者膀胱颈部、

三角区、各壁的情况。分别切除中叶、左右侧叶，再修整尖部，

切平后尿道。对照组患者采用德国Ｗｏｌｆ公司生产的电切镜，行
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手术方法同试验组。

１．３　观察指标
本文选取患者术后 ６个月、９个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表［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评估患者术后下
尿路症状的改善情况；选取患者术后９个月勃起功能障碍发生
率、精液减少、逆行射精的发生率评估患者术后性功能情况。

１．４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分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９个月ＩＰＳＳ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ＩＰＳＳ评分均显著低于术前 ＩＰＳＳ评分（Ｐ＜
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术后 ６个月、９个月的 ＩＰＳＳ评分分别为
（１０２１±３２８）分和（３６４±１０３）分，与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
无显著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９个月ＩＰＳＳ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９个月

试验组 １９ ２６６５±６８６１０２１±３２８ ３６４±１０３

对照组 １９ ２７１１±６２９１１０４±３８３ ４１２±１９３

ｔ ０６３１ ０９２６ ０７８３

Ｐ ０５０２ ０３２７ ０４４２

　　注：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比较
试验组患者术后９个月发生１例勃起功能障碍，２例精液

减少，２例逆行射精，发生率分别为５２６％、１０５３％和１０５３％，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比较

组别 ｎ 勃起功能障碍 精液减少 逆行射精

试验组 １９ １（５２６） ２（１０５３） ２（１０５３）

对照组 １９ ５（２６３２） ６（３１５８） ４（２１０５）

χ２ １１９６２ ９３７１ ６０２８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

　讨论
ＢＰＨ高发于５０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１０，１１］，传统的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除术是最早应用于ＢＰＨ治疗的手术，虽然其可有效
改善患者尿路梗阻，但该手术时间过长，术中容易发生渗血，术

后容易导致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１２，１３］，因此，限制了该手术

的应用。本研究探讨了改良后的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

切术对ＢＰＨ患者性功能及下尿路症状的临床影响，研究结果发
现，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９个月的 ＩＰＳＳ评分均显著低于术前
（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和９个月 ＩＰＳＳ评分与对照
组患者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ＩＰＳＳ评分为国际
公认的评估ＢＰＨ患者下尿路症状的指标，ＩＰＳＳ评分越低，表明
患者下尿路症状越轻，因此，改良后的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

腺电切术与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均能显著降低患者的

下尿路症状，取得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在

于，通过手术治疗，患者的前列腺体积明显缩小，减轻了患者尿

路梗阻的症状。同时，手术能够消除患者长期炎症导致的膀胱

颈纤维化，消除患者增生腺体对神经血管束的压迫、能够缓解

炎症造成腺管口水肿、腺管狭窄或阻塞、清除前列腺结石

等［１４，１５］，从而有效缓解了患者的下尿路症状。本研究结果显

示，试验组患者术后９个月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精液减少发生
率和逆行射精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改良
后的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较传统的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除术对患者性功能影响更小。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在于，等

离子电切设备在电切过程中高频电流自成回路，电流不会在切

割处释放过大能量，因此，电切时切口局部温度仅为４０～７０℃，
显著低于传统电切术的４００℃，从而大大减少了由于热损伤对
组织造成的伤害，有效避免了前列腺包膜穿破、包膜外阴茎勃

起神经血管束损伤。同时，等离子电切过程中产生的热穿透效

应仅为０５～１０ｍｍ，其对包膜外性神经的损伤显著小于传统
电切术，显著降低了患者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等离子电

切还具有出血少的优势，手术过程中仅有少数小血管出血，使

得手术过程中，手术医师的视野更清晰，显著减少了术中由于

视野模糊导致的误伤组织、包膜切穿的发生［１６］。

综上所述，改良后的经尿道等离子双极前列腺电切术与传

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相比，治疗效果相当，经尿道等离子

双极前列腺电切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更小，安全性更好，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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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左氧氟沙星配合前列腺按摩治疗ⅢＡ型前列腺
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林英立１　戚景光１　马建国２　李文平２　孙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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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剂量左氧氟沙星配合前列腺按摩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ⅢＡ
型前列腺炎患者５２例，所有患者均行经直肠前列腺按摩 ２次／周，同时口服左氧氟沙星片０５ｇ／次，１次／ｄ，
连续６周。分析治疗前后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计数及慢性前列腺炎疼痛评分、尿路症状评分及症状对生活
质量影响的评分的变化。结果：治疗后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明显减少，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
疼痛评分、尿路症状评分及症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评分均明显减少，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大剂量左氧氟沙星配合前列腺按摩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疗效确切、安全。

【关键词】　前列腺炎；前列腺按摩；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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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炎是泌尿生殖系统的常见疾病，严重威胁着患者的
身心健康，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１，２］。根据患者的不同临

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将前列腺炎分为４种类型。分别为Ⅰ型
（相当于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Ⅱ型（相当于慢性细菌性前列
腺炎），Ⅲ型（慢性前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Ⅳ（无症状
性前列腺炎）。其中Ⅲ型前列腺炎又分为ⅢＡ型（炎症性）和Ⅲ
Ｂ型（非炎症性）。Ⅲ型前列腺炎难以治愈，病情易于反复，是
目前困扰临床医师的一大难题［３，４］。我们采用左氧氟沙星

５００ｍｇ口服１次／ｄ并结合经直肠前列腺按摩２次／周治疗ⅢＡ
型前列腺炎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徐州市肿瘤医院泌尿外科门
诊的男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选取５２例，其中年龄２４～４３岁，
平均３５岁；病程１０～４２月，平均２３个月。患者均有不同程度
的男性前列腺炎临床症状，包括不同程度的会阴、下腹及睾丸

坠胀不适和排尿异常。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

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
进行客观评估。所有患者均行泌尿系彩超、肾功能检查、尿常

规检查、直肠指检、前列腺按摩，并取前列腺液进行常规检查；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有慢性前列腺炎症

状，病程在３个月以上，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１０个／ＨＰ、卵磷
脂小体减少或消失，前列腺液细菌培养阴性，中段尿常规检查

白细胞＜５个／ＨＰ。排除标准：年龄在１８岁以下，合并泌尿道感
染、尿道狭窄、糖尿病、前列腺肿瘤、神经源性膀胱、精神疾患者

以及泌尿系彩超或肾功能检查异常者。

１．２　治疗方法及疗效评价
所有患者均行经直肠前列腺按摩２次／周，同时口服左氧氟

沙星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３８７）
０５ｇ／次，１次／ｄ，连续６周，每周复查肾功能１次。治疗期间忌
酒及辛辣饮食，鼓励患者规律生活、避免劳累、久坐，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分析治疗前后前列腺液常

规白细胞计数（ＷＢＣ）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慢性前列腺炎疼痛评分、尿
路症状评分及症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评分的变化。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所得的计量数

据以（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Ｐ＜
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所有患者经过６周治疗后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

的缓解，无不良反应的发生。治疗后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

ＷＢＣ明显减少，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疼痛评分、尿路症状评分及
症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评分均明显减少，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ＷＢＣ及ＮＩ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比较

时间 ＷＢＣ
疼痛

评分

尿路症状

评分

对生活质量

影响的评分

治疗前 ４７．８±１１．５ １５．４±３．１ ７．３±２．５ ７．６±２．３

治疗后 １２．２±５．７ ４．５±１．７ ３．４±２．６ ３．０±１．７

　　注：治疗前后相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炎是泌尿系生殖系统的常见疾病，研究表明大约

５０％的男性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将受到前列腺炎的困扰［５］。

根据前列腺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以及更好地制定治疗策略，

ＮＩＨ将前列腺炎分为４种类型，其中Ⅲ型是临床最为常见，并且
病情最为复杂、治疗极为困难的一种类型。根据前列腺液常规

显微镜检查结果又可分为ⅢＡ型（炎症性）和ⅢＢ型（非炎症
性）。其中ⅢＡ型前列腺液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但
细菌培养阴性，其为一种难治性疾病；目前不少学者对该型前

列腺炎制定了众多治疗策略，但因该病个体差异较大，疗效并

不甚理想。目前多数学者认为ⅢＡ型前列腺炎治疗的主要目标
是缓解疼痛不适、改善排尿症状及提高生活质量，其疗效的评

价也以临床症状的改善为主［６－８］。ＮＩＨ－ＣＰＳＩ是目前公认的慢
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指标；因此，本研究采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变化作为疗效评价的重要手段，同时比较治疗前后前列腺液常

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的变化。

尽管我们在前列腺炎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但到目前为止ⅢＡ型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因此
也缺乏特异性治疗策略。当前认为ⅢＡ型前列腺炎的病因可能
与病原体感染、精神心理因素、神经内分泌失调、免疫反应异常

及盆底相关疾病有关［９－１１］。虽然在前列腺液常规细菌检查中

未能分离出病原体，但前列腺液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有学者

认为可能与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病毒或厌氧菌及细菌变异为

Ｌ型等有关。因此，抗炎治疗仍然是ⅢＡ型前列腺炎的重要治
疗手段［１２，１３］。左氧氟沙星是喹诺酮类药物的一种，具有广谱抗

菌作用，对多数革兰阳性菌和阴性菌均有抗菌作用，并且对支

原体、衣原体感染也有治疗作用，也是前列腺炎治疗中的重要

药物［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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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造成慢性前列腺炎疗效不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药物不能有效到达前列腺组织。本研究中对所有患者均进行

前列腺按摩，规律的前列腺按摩可通畅腺管引流、促进炎症物

质的排出，改善局部循环并增加局部的药物浓度，在按摩时要

注意动作轻、缓、柔，避免动作粗暴造成损失，按摩后嘱患者立

即排尿，以冲出尿道中炎性分泌物［１５］。目前临床医师多采用小

剂量左氧氟沙星分次服用治疗前列腺炎，但临床效果不佳。本

研究中应用左氧氟沙星０５ｇ顿服可达到较高的血药浓度、增加
药物在前列腺组织中的分布，进而提高药效。但左氧氟沙星主

要通过肾脏排泄，在应用前需进行泌尿系彩超和肾功能检查，

对肾功能异常及泌尿系统疾患者需避免大剂量药物的应用、以

免不良事件的发生。我们应用该药物治疗６周后未见肾功能损
害，也未见不良反应的发生，研究结果说明大剂量左氧氟沙星

治疗前列腺炎安全、有效。

综上所述，大剂量左氧氟沙星顿服配合规律的前列腺按摩

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治疗后前列腺液中白细胞计数减低，患者
疼痛及排尿异常症状缓解、生活质量提高，疗效确切、使用安

全，值得临床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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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对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生
存质量的影响研究
孟晓云　孙珂珂　张巧敏　 詹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九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对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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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字表法将６８例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３４例）和对照组（３４例），对照组在药物
治疗的同时行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根据健康信念模式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３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结果：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前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健康教育３个月后观察组各项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运用健康信念模式教育能有效改善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疼痛及不适症状，
提高其生存质量。

【关键词】　健康信念模式；健康教育；慢性前列腺炎；生存质量；部队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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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一种病因和发病
机制不明、难于诊治、严重影响部队官兵身心健康的常见病和

多发病［１］。目前国内外研究提示 ＣＰ为身心疾病，心理因素对
疾病的预后有着显著的影响［２］。目前治疗 ＣＰ还没有十分满意
的方法，因此在进行药物等治疗的同时，采取有效的健康教育

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本研究对３４名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实施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疼痛及不适症

状，提高了其生存质量，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来我院就诊，因会阴部、下腹部
等部位疼痛或不适，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尽、性功能下降等

症状超过３个月就诊的军队患者，进行常规查体、ＥＰ检查、前列
腺液涂片及尿液分析培养、Ｂ超检查等，所有病例均符合 ＣＰ诊
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给予喹诺酮类抗生素、α－受体阻滞剂类
药物治疗。除此之外，辅以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中成药以及物理

疗法（包括前列腺按摩和局部热疗）等。

有以下情况不纳入：（１）患有尿道狭窄、前列腺增生症、前
列腺癌等其他泌尿系统严重疾病［３，４］；（２）３个月内曾经服用过
“保列治”等药物［５］；（３）患有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的严重疾病；
（４）患有神经症、精神病及神经系统疾病史。将符合入选标准
的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６８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３４例，两组患者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均能正
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与医护人员合作。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小组　成立由泌尿外科医护人员５人组成的研究
小组，其中副主任医师２名、副主任护师１名、护师２名。向小
组成员介绍研究的目的、方法、意义等，并对小组成员进行疾病

相关知识、不同健康教育方式应用等内容的培训。健康教育方

式包括：（１）集体教育活动，如采取阶段性授课、现场示范，发放

健康教育手册、传送视频资料等集体教育形式。（２）小组专题
活动，如采取面对面、网络平台等形式组织有相同问题的一组

患者进行讨论和经验分享。（３）个性化指导：如采取电话随访
和门诊再教育等形式，评估患者健康需求并给予指导和再

教育［６，７］。

１２２　干预方法　对照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行常规健康教育，
主要由接诊医生向患者交代ＣＰ发病原因、治疗原则、注意事项
等，同时对患者提出的问题给予相应的解答；观察组在药物治

疗的同时，由研究小组根据健康信念模式的基础理论来设计健

康信念模式教育干预措施并实施。３个月后评价两组患者的生
存质量。

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干预措施：研究小组从患者符合入选标

准进入观察组后，即应用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干预措施：（１）与患
者建立良好的医护患关系：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结

合心理学知识，有针对性地给予心理疏导与支持，建立信任感，

使他们解除思想顾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８，９］。（２）与患者讨
论疾病相关知识：全面评估观察组３４例患者的认知水平，借助
数字、图片和视频有针对性的进行知识教育，包括 ＣＰ的发病机
制、预防措施、治疗方法和效果、不良行为对疾病的影响等。

（３）让患者充分认识采取健康行为的益处：介绍成功案例，利用
现身说法帮助患者认识健康的重要性；实行集中培训，向患者

提供相关的书籍杂志、健康小册子，切实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健

康信念，并且使其有意愿主动采取健康行为以延缓疾病发展和

预防复发。（４）帮助患者主动采取健康行为：帮助患者制订个
性化的行为转变计划并指导实施。对患者已经采取的正确的

健康行为应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同时及时解决患者在采取健

康行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５）鼓励患者互帮互助：充分
利用ＱＱ、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帮助患者建立互助小组，促进
组内成员之间的经验分享，相互监督、共同采取健康行为。另

外，加强基层部队卫生工作者和基层连队干部 ＣＰ知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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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们对健康行为的正面评价，对患者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持

续监督。

１３　评价方法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的由９个问题组成的慢性前

列腺炎症状积分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１０，１１］进行效果评价：项目
１～４测量患者的疼痛或不适，总积分０～２１分，其中疼痛部位
０～６分，疼痛的频率０～５分，疼痛的严重程度０～１０分；项目
５～６是关于排尿症状的问题，积分０～１０分；项目７～９是对生
活质量的影响，总积分０～１２分。总积分越高，患者的临床症状
或病情越严重。分别于健康教育前和健康教育后３个月对患者
进行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由研究小组成员发

放量表，向研究对象详细讲解表中各项内容及填表要求，使其

完全理解并自愿填写，当场发放当场收回。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以（珋ｘ±ｓ）表示，两组比

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前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健康教育３个月后观察组
各项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疼痛或不适 排尿症状 生活质量

观察组

　干预前 ３４ １００５±３２７ ５６１±１７８ ８０１±２５６

　干预后３个月 ３４ ４３１±１４０ １８３±０５８ ３６１±１１５

对照组

　干预前 ３４ ９２５±３３０ ５２８±１８９ ８２５±２６０

　干预后３个月 ３４ ５６６±１９０ ２７２±１０２ ４６６±１４７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生存质量调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前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的临床症状或病情较严重，生活质量评分较高，说明其生存质

量下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生存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

的概念，它受着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独立性程度、社会

关系及与突出的环境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影响［１２］。ＣＰ具有排
尿异常，会阴部、下腹部等部位不适或疼痛的临床症状，部分患

者会出现精液质量下降、性功能障碍，严重时造成不育［１３］。另

外，ＣＰ因治愈较难、病程反复，导致患者对治疗缺乏信心，产生
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１４］。研

究［１５］表明，诸多不良行为生活方式是诱发ＣＰ发生、发展的高危
因素。孟晓云等［１６］调查表明，部队战士对 ＣＰ疾病认知需求非
常迫切，其中有临床症状的调查对象的认知需求明显高于整体

调查对象，采取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部队战士正

值青壮年，处于青春成熟和婚育高峰期，正确的男性健康教育，

对他们的身心发育、健康性观念形成等有重要影响。

３２　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对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生存质
量的影响

　　健康信念模式［１７］认为人们对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的认知

与预防疾病的行为是相关的，其核心部分是关于疾病的个人信

念，这个信念调节着对威胁的感知，从而影响采用对抗疾病行

为的可能性。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将健康信念模式与健康教育

相结合，帮助患者建立健康信念，提高其健康信念水平，并且针

对患者在实施健康行为过程中的心理、行为特点制订切实可行

的措施进行干预，引领、劝导患者采纳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前 ＣＰ症状及生活质量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应用健康信念模式设计
干预措施，３个月后评价效果，观察组患者经过健康信念模式教
育后的ＣＰ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以健康
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行为干预相对常规健康教育而言，更能

改善部队战士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存质量。本

研究结果证明，医护人员在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基础

上，依据健康信念模式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强患者的

健康信念，改变心理过程，主动获取有利于康复的知识和信息，

自觉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从而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促进身心健康［１８，１９］。

３３　普及ＣＰ疾病知识宣教，构建身心健康的和谐部队环境
部队医院医护人员应积极深入基层部队，普及 ＣＰ基本知

识，教育广大官兵自觉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使

广大官兵认识到尽管前列腺炎的发病率逐年增高，避免冶游

史、避免手淫或减少频次、避免下尿路损伤，经常变换工作体

位，适时排尿降低膀胱尿道压力等，同时配合健康的生活饮食

习惯，将可以大大减少 ＣＰ的发生、发展，也有助于治疗康复。
同时应加强基层部队卫生工作者和基层连队干部的男性健康

知识和相关健康教育内容的培训，使其主动指导、帮助青年战

士建立良好的行为方式，主动关心 ＣＰ疑似、确诊战士，切实保
护就诊战士的隐私，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督导基层连队干部

在安排军事训练时，要保证官兵休息和个人卫生整顿时间，注

意劳逸结合；督导基层卫生工作者要经常深入连队和训练场

地，及时了解、掌握官兵身体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在部队开展ＣＰ知识宣教，不仅可以有效的减少ＣＰ的发
病率和复发率，而且对构建身心健康的和谐部队环境、保证部

队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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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扭转临床诊治体会
袁巍１　董德河２△　曹继刚３　江克华１　陈苏１　陈洪波１　胡晓晖１

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２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武汉 ４３０３００
３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　要】　目的：提高睾丸扭转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降低急性睾丸扭转的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
３６例睾丸扭转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进行总结。３６例患者年龄３～３２岁，平均１１６岁，左侧２９例，右
侧７例，无双侧同时发病者；发病至确诊时间６ｈ～７ｄ。结果：３６例行手术探查，２２例术中证实睾丸扭转坏死
而行睾丸切除术，１４例行睾丸复位术，除其中１例术后出现睾丸萎缩，其他均已治愈。结论：对于睾丸扭转，
早期诊断及早期手术探查是提高睾丸存活率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睾丸扭转；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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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扭转是泌尿外科常见的主要急诊之一，年龄低于１８岁
的男性中年均发病率为３８／１０００００，约占阴囊急性疾病的１０％
～１５％，睾丸扭转接受手术治疗者，约 ４２％行睾丸切除术［１］。

睾丸扭转的典型表现是突发单侧睾丸剧烈疼痛，部分患者伴恶

心呕吐。由于基层医生对睾丸扭转认识不足，难以及时的识

别，及时治疗，导致睾丸缺血性坏死或睾丸萎缩，最终需要睾丸

切除。因此，当患者出现阴囊急诊时必须排除睾丸扭转。扭转

４～８ｈ后出现永久性缺血损伤。延迟治疗可能降低生育能力，
或可能导致睾丸切除。尽早发现和及时手术探查是提高睾丸

存活率的关键。我院于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共诊治睾丸
扭转３９例，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研究中共３６例患者诊断为睾丸扭转，平均年龄（１２８

±１０５）岁，左侧２９例，右侧７例，均系单侧发病，无双侧同时扭
转病例，发病至确诊时间６ｈ～７ｄ。＜６ｈ１例，＜１２ｈ１例，＜２４ｈ
４例，２４ｈ～３ｄ１９例，３ｄ～７ｄ１１例。３６例均以突发单侧阴囊内
睾丸疼痛就诊，疼痛逐渐加剧为持续性剧烈疼痛，后疼痛可减

轻。其中２５例有明确诱因（近期的创伤史或剧烈体力活动史，
如打球、跑步等），余１１例为夜间睡眠时发病。２７例患者发病
早期在外院误诊为急性睾丸、附睾炎，给以抗感染治疗，疼痛仍

然存在，为求进一步诊治，转入我院。３６例患者均行彩色多普
勒超声以及血流成像（ＣＤＦＩ）检查，其结果均提示患侧睾丸、附
睾体积增大，其中９例显示睾丸内血流信号明显减少，２７例显
示睾丸血流信号完全消失。本组３６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睾
丸疼痛、阴囊红肿，取直立时疼痛症状加重，６例向同侧腰腹部
及大腿内侧放射痛；７例有同侧下腹部、腹股沟放射性疼痛。２
例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查体：患侧阴囊肿胀，阴囊皮肤可有

硬结、红斑和发热，睾丸附睾体积增大并界限不清，有明显触

痛，拒绝按压，质地稍硬，精索增粗，提睾反射消失。睾丸上移

呈横位（２例为隐睾），Ｐｒｅｈｎ征（睾丸抬举试验）阳性。
"

　手术方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平卧位，术区碘伏消毒、铺巾，取患侧腹

股沟疝切口，分层切开皮肤，皮下，将睾丸自阴囊逆行从切口推

出，切开睾丸鞘膜，明确扭转发生部位及程度。复位睾丸精索，

予以生理盐水热敷１０～１５ｍｉｎ后，观察睾丸颜色有无改变，或同
时将睾丸白膜切一小口观察有无鲜血渗出。若无改善遂切除

患侧睾丸，用丝线将健侧睾丸与肉膜固定；若有效则用丝线将

双侧睾丸与肉膜固定；若为隐睾则同时行睾丸下降内固定术。

彻底止血后，分层缝合阴囊皮肤切口，切除标本送病检。

#

　结果
３６例均行手术探查，均证实睾丸精索有不同程度的扭转，

１８０°～７２０°不等。睾丸鞘膜内扭转３２例，鞘膜外扭转４例。扭
转１８０°１例，３６０°９例，５４０°２１例，７２０°５例。左侧逆时针扭转
２６例，右侧顺时针扭转１０例。其中２７例睾丸呈黑色改变。２２
例证实睾丸扭转而行睾丸切除术，除１例术后出现睾丸萎缩，其
他均已治愈。

$

　讨论
睾丸扭转的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一个高峰在新生儿期，

另一个高峰在青春期。在新生儿期，以鞘外扭转为主，包括整

个精索，甚至鞘状突的扭转。鞘外扭转可能出现在产前或产褥

期，典型表现为无痛性阴囊肿胀，伴有或不伴有急性炎症。新

生儿期睾丸扭转后睾丸活力普遍较差；文献研究报道新生儿鞘

外扭转睾丸保留率仅９％［２］。由于鞘外扭转的病因仍不清楚，

但新生儿组织固定性较差与其密切相关，分娩困难或产程延长

或是高危因素［３］，因此，建议在手术探查时行对侧睾丸固

定术［４］。

在年长的儿童和成年人，睾丸扭转通常是鞘内扭转（扭曲

的精索在鞘膜内）。睾丸鞘膜异常的固定，鞘膜内睾丸活动性

增加。不管是鞘膜内扭转还是鞘膜外扭转，扭转早期使静脉压

力增加，血管充血，之后动脉血流减少，睾丸缺血。虽然症状通

常是单侧，但是需排除双侧睾丸扭转。

临床上鞘膜内型睾丸扭转较鞘膜外型发病率高，左侧多

见，常发生于先天性睾丸系膜过长、隐睾、睾丸下降不全、睾丸

韧带发育不良。另外，剧烈运动、提睾肌痉挛、阴囊与精索外伤

也是发病重要诱因。

由于急性睾丸、附睾炎发病初始症状、体征与睾丸扭转极

为相似，易被误诊［５，６］。而合并隐睾、睾丸下降不全患者，可因

阴囊空虚未见内容物而极易漏诊。我们认为，对所有急性诉睾

丸疼痛的患者，为尽早明确诊断，应该及时行彩超检查，以免延

误病情。多普勒超声检查是最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敏感性

（８８９％）和特异性（９８８％）高，假阴性率（１％）低［７］。多普勒

超声检查可评估睾丸的大小、形状、回声和双侧血流灌注。睾

丸扭转时彩色多普勒显示血流相对减少或睾丸内无血流信号，

需立即手术探查。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ＣＤＦＩ）现被公认为首选的检查方法，
可灵敏显示患侧睾丸血流减少或血流消失，可有效鉴别。且具

有方便、无创伤、特异性高和可重复检查等特点。而同位素９９锝

睾丸扫描过程需时较长，且基层医院缺乏，此方法不适于推广。

睾丸扭转后是否发生缺血性坏死，与扭转的持续时间和程

度密切相关。治疗睾丸扭转的关键是尽早恢复缺血睾丸血供。

扭转４～８ｈ后即可出现典型的缺血性改变，表现为睾丸组织形
态学改变，同时对精子质量产生有害影响。即使睾丸血流完全

恢复，由于睾丸血流屏障通透性异常改变，精液质量下降，生育

能力降低。睾丸扭转后难以预测睾丸存活率；因此，虽然很多

患者病程超过４～８ｈ，仍需急诊手术治疗［８］。研究报道称，如果

手术探查是症状发作６ｈ内进行，睾丸存活率是９０％ ～１００％；
如果症状超过１２ｈ则降低到５０％；如果症状持续２４ｈ以上睾丸
存活率通常小于１０％［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１０］发现扭转持续时间在

１２ｈ内，４％患者可出现睾丸坏死；超过１２ｈ，则可达到有７５％。
近来国内也有相关报道［１１］。还有学者认为持续扭转６ｈ，可出
现生殖上皮损害，引起睾丸萎缩；超过１０ｈ可永久性损害睾丸间
质细胞功能［１２］。睾丸扭转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旦彩超发现睾丸内血流信号明显减少或是无信号，复位

越早越好，但是手法复位过程较盲目，如果不能立即实施手术，

或在准备手术探查的时候，可尝试手法复位，但不能延迟手术

治疗。睾丸扭曲一般超过３６０°，所以手法复位时一个以上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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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才能使睾丸完全复位。手法复位不应取代手术探查［９］。如

果睾丸出现严重坏死或失活则行睾丸切除术。睾丸切除率在

文献报道中差异较大，通常为３９％～７１％。年龄和延误治疗已
被确定为睾丸切除术的危险因素。一旦误诊，睾丸切除率接近

１００％［１３］。钟摆畸形增加了睾丸的活动性，因此，双侧睾丸扭转

的的风险高达８０％［１４］，不管患侧睾丸的活力如何，需行对侧睾

丸固定术［１５］。

在实际临床操作中，我们还需注意：（１）术前需明确有无同
时合并隐睾、睾丸下降不全，若有则需同时一并手术治疗。（２）
因考虑到鞘膜外精索扭转的可能，手术切口宜选择腹股沟部。

（３）术中将扭转复位后，若睾丸呈紫黑色，可用盐水热敷睾丸
１０～１５ｍｉｎ，若逐渐变红，行睾丸固定术；若睾丸外观仍无改变，
可切开睾丸白膜，观察切口出血情况，在确认已经坏死后应行

睾丸切除。（４）由予引起睾丸扭转的先天性解剖异常因索及诱
发因素多为双侧，在单侧睾丸发生扭转时，对侧睾丸也有发生

扭转的可能，术中应同时对对侧睾丸行预防性固定。

关于睾丸扭转后对健侧睾丸的影响，大多学者认为单侧睾

丸扭转可导致对侧睾丸生精细胞广泛凋亡，可诱导抗精子抗体

形成而影响对侧睾丸生育能力［１６－２１］，故应及早治疗。

因此，一旦出现睾丸扭转后，我们应通过彩超做出早期的

正确诊断，并采取积极的手术探查、复位、固定治疗，才能提高

患侧睾丸保留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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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３７１－３７２．

［１８］　ＫｏｓａｒＡ，ＫｕｐｅｌｉＢ，ＡｌｅｉｇｉｒＧ，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ｉｇｉｃ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
ｌａ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ｌｅＥｕｒＵｒｏｌ，１９９９，
３６（６）：６４０－６４４．

［１９］　黄澄如主编小儿泌尿外科学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杜，
１９９６：２３０－２３２．

［２０］　郭应禄，胡立泉主编 男科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５９２．

［２１］　刘子明，郑新民，扬志伟，等单侧睾丸扭转引发对侧睾丸生精损伤
免疫机制的实验研究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１）：５９－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重点项目（１６ＺＡ０３９６）；四川文理学
院院级项目（２０１４Ｒ０２５Ｙ）。
【第一作者简介】盛佳智（１９８３－），男，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
与生殖医学、力量训练的生理学适应。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７

体力活动、运动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 Ｍｅｔａ分析
盛佳智１　弓腊梅２

１四川文理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２四川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　体力活动和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慢性代谢综合症等疾病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对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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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的影响也陆续报道，作者针对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发表的以运动和男性性唤醒、性高潮、性需求等组成的男
性性功能指标，来系统定量分析运动对于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以期为科学训练提高男性性功能提供理论依

据和文献支持。

【关键词】　体力活动；运动；Ｍｅｔａ分析；性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ｚｈｉ１，ＧＯＮＧ
Ｌａｍｅｉ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ｚｈｏｕ６３５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ｚｈｏｕ６３５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ｈａｖ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０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
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７ 【文献标志码】　Ａ

引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体育运动或者体力活动在预防慢性

代谢疾病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肥胖、高血压、高血脂以及

脂肪肝等等，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中国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
的患者已经高达１９亿，非酒精性脂肪肝与肥胖引起的代谢紊
乱关系密切，通过运动可以显著改善肝脏功能［１，２］，在运动方式

的选择上，抗阻训练的效果优于有氧运动［３］。运动不足引起的

肥胖和代谢综合症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全世界肥胖或者超重的人数也在急剧增加，最新一期的《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发文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成人
肥胖者超过体重过轻者，中国的肥胖人群居全球首位，男性

４３２０万人，女性４６４０万人［４］。

影响男性性功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年龄［５］、肥胖、吸烟与

酒精摄入、体力活动不足、慢性代谢疾病和心理因素［６］等等。

年龄作为无法逆转的因素，吸烟和酒精摄入可以通过行为因素

加以控制，肥胖是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两

种疾病的患者往往罹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甚至有研究表明，过

度肥胖的男性，精液质量偏低。目前临床上评价男性性功能的

方法夜间阴茎勃起测试仪和硬度测试仪［７］，一般也要结合国际

勃起功能问卷和早泄诊断工具［８，９］。评价性功能的具体指标主

要由性唤醒水平、性高潮、性需求等几部分组成，采用的手段是

自填式问卷。运动在塑造体形促进健康方面效果显著，运动能

否改善男性性功能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使用Ｍｅｔａ分
析的方法系统综述来探讨运动、体力活动对于男性性功能水平

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纳入与排除

文献纳入标准：（１）合并干预研究如有运动加上饮食控制
或者药物调理的共同干预，由于运动带来的效果难以确定被排

除。（２）受试者有特殊的的生理问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胃肠
道综合征等等），因为这些群体需要借助药物维持机体健康，锻

炼的影响容易被混淆。（３）诊断或者描述患有心理性勃起功能
障碍的被排除。（４）受试者常规生理指标检查显示健康，一般
有合理的对照组构成。

１．２　检索策略
以运动、训练或者体力活动，男性性功能为关键词，通过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进行检索，以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为关键词，通过 Ｅ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
ＰＵＭＢ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等进行检索，通过论文题目和摘要进
行初选。

１．３　文献筛选与评估
通过论文题目和摘要对论文是否纳入研究进行筛选。凡

是运动、体力活动、男性性功能２个因素缺少１个的均被排除，
排除标准：没有对照组，缺少运动实验干预或者干预手段，除了

运动以外还有其它干预手段。所有的文章由两个作者分别筛

选，其中不一致的部分，交给第三个专家决定，最终结果按照第

三个专家的意见决定是否纳入。凡是随机对照实验，而且只有

运动干预的方案研究被评定为高，纳入研究。运动前后自身对

照的研究评定为中，纳入研究。在运动干预的基础上还有饮食

或者药物干预的研究方案评定为中（纳入研究）或者低，缺少对

照组或者运动等信息交代不明确的研究评定为低，不纳入研究。

１．４　数据提取
提取的信息主要包括受试者的基本特征、运动干预的方

式、干预持续时间以及男性性功能的改变等等。

１．５　统计分析
统计依据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工具书提供的公示 Ｍｅａｎ差值：

＝Ｍｅａｎ后—Ｍｅａｎ前，ＳＤ：＝（ＳＤ
２
前 ＋ＳＤ

２
后）

１／２计算，然后将相关的数

据输入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３系统评价软
件进行数据合并分析，设置９５％作为可信区间。
１．６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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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文献的筛选流程及结果

"

　结果
２．１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纳入研究的一般特征，最终纳入研究样本量为２２１人，其中运
动组为１４１人，对照组８０人，其中Ｗｈｉｔｅ等的研究对象报道了脂肪
百分比，Ｅｓｐｏｓｉｔｏ等报道了研究对象均属于肥胖人群，ＢＭＩ＞３０，主
要结果报道了体重、腰臀围、ＢＭＩ等的改变，３篇文章均报道了训练
的方式和运动干预的时间，Ｗｈｉｔｅ等报道了具体的最大摄氧量的控
制。其中Ｓｔｏｎｅ等的研究属于运动前后自身对照的研究。见表１。
２．２　纳入研究的异质性评价

对纳入文献的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行检验发现，Ａ：ｄｆ＝２（Ｐ
＝００２），Ｉ２＝７４％，说明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因此要采用随机
模型计算合并效应值：Ｚ＝２７５（Ｐ＝０００６），改变的加权数差为
１６７，９５％的可信区间为０４８～２８７，具有统计学意义。Ｂ：ｄｆ
＝１（Ｐ＝３１），Ｉ２＝３％，说明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Ｚ＝６０５（Ｐ
＜０００００１），改变的加权数差为３５７，９５％的可信区间为２４２
～４７３，具有统计学意义。见图２。

表１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作者 年份 样本 组成 年龄（岁） 体重 说明 主要结果

Ｗｈｉｔｅ，Ｊａ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４］ １９９０ ９５
运动组：７８男
对照组：１７男

４８
４４

２０±４２（Ｆ％）
１９±４７（Ｆ％）

７５％～８０％
最大摄氧量

９个月有氧运动干预增加了性唤
醒和性满意度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ｅｔａｌ［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１０
运动组：５５男
对照组：５５男

４３５（４８）
４３（５１）

肥胖

ＢＭＩ≥３０
生活

方式改变

体重、腰臀比和ＢＭＩ与勃起功能
指数负相关

Ｓｔｏｎｅ，Ｍｅｔａｌ［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６
运动组：８男
对照组：８男

３０（７）
３０（７）

７０２±４２
７０２±４２

耐力有氧训练
１４天的有氧训练提高了男性的
性需求水平

图２　纳入研究的异质性评价

２．３　发表偏倚的评价
漏斗图作为评价是否有发表偏倚的方法，以各个研究的数

据为纵轴，效应量为横轴制作散点图，依据其对称程度来判定是

否存在发表偏倚，本研究的 Ａ和 Ｂ漏斗图可以看出，对称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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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好，暗示存在的发表偏倚相对较小。见图３。

图３　发表偏倚的评价

#

　讨论
３．１　运动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国内学者借助性感觉集中训练，结合心理疗法在治疗新婚

阳痿方面效果显著［１０］，勃起功能与男性的骨盆底部之间有密切

关系，科学的训练在增加提高骨盆肌肉功能改善男性性能力方

面具有积极的效果［１１］。性爱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不但能够促进

身体之间的交流，也能耗一定的热量，规律的性爱对健康有

益［１２］。有氧运动在脂肪消耗，增加心肺功能方面的效果显著，

较多的研究［１３－１５］表明：有氧运动在改善男性性功能方面效果

显著。适当强度和运动持续时间对于男性性激素的分泌也有

促进作用，雄性激素的分泌又和肌肉的合成有关，对勃起组织

和功能有直接的影响，雄性激素可以通过对内皮型和神经元型

ＮＯＳ的蛋白表达、ＰＤＥ５蛋白表达及酶活性、对阴茎海绵体平滑
肌细胞离子通道等产生影响［１６］，而运动有可能借助这条途径来

实现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有氧运动，尤其是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对于人群具有较高的

心肺功能的要求，对于部分人群具有一定的显著效果。在提升

血液中的睾酮含量这个层面上，抗阻训练优于有氧运动［１７］。学

者［１８］综述了前人的研究发现举重、深蹲和硬拉以大肌肉群训练

为主，与小肌肉群训练相比，可以产生更多的睾酮。然而马志

祥［１９］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大学生使用为期１２周的抗阻训练，
虽然体质百分比显著下降，然而没有发现血液中游离性激素水

平显著改变，这也可能暗示两者可能并不是同时进行的。

有学者研究发现，较大的下肢力量与勃起功能指数密切相

关，通过改善下肢肌肉的力量可以改善勃起功能，这个结论还

需要较多的研究来支撑。性功能的衰退与肾脏的功能下降有

关，所有能够提高肾脏功能的运动均能改善男性性功能。王雯

等［２０］通过对３所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男性青年患者研究发现，
借助巴芬伯格运动量表及 ＩＩＥＦ－５量表进行的横断面研究，运
动组的标准为运动能量消耗 ＞１４００Ｋｃａｌ／周，否则视为静坐组。
静坐组更容易出现勃起功能障碍、性交满意度和性欲降低和总

体满意度降低。在性高潮方面两组没有显著差异（确诊患有

ＥＤ的人群不纳入研究）。然而静坐组中有５例糖尿病患者，对
于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的研

究发现［２１］，学者通过左归丸联合五禽戏对心理勃起功能的患者

进行干预３个月，运动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服用左归丸，运动组
服用左归丸并联合五禽戏运动锻炼，发现两组血清睾酮含量均

有提升，运动组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２５５６％，运动组睾
丸的温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勃起功能得到改善可能的机制是运

动调节了激素的水平，改善了阴茎海绵体的血液微循环。

３．２　影响男性性功能的因素分析
血压是影响勃起功能的重要因素，高血压患者往往伴随不

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２２］，所用能够升高血压的因素都会影响

勃起功能［２３］，超重或者肥胖也负面影响勃起功能，特别是那些

腰臀比越大的群体，或者腹型肥胖人群［２４］，勃起功能指数越

低［１３］，腰臀比值较高的人群是罹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高发

人群。糖尿病患者群体或者患有肛肠疾病困扰的个体，往往表

现出较低的性欲［２５］。反映糖尿病状况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

勃起功能负相关。由体力活动不足是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行

为因素之一，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充足的体力活动对于性

激素的分泌，提升性欲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使是患有糖尿病

或者高血压的患者，通过体力活动的干预依然在提高勃起功能

方面看到成效。

３．３　心理因素与年龄因素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年龄因素是制约勃起功能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

罹患ＥＤ的几率越高［５］。而心理性的 ＥＤ则降低。生物学年龄
无法改变，但是通过运动和调整心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心

理年龄，很多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伴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祝海

州等［２６］研究发现青年男性焦虑程度越严重，勃起功能指数评分

越低，勃起功能障碍与焦虑程度呈正相关。景涛［２１，２６］和沈鹤军

等［２７］通过借助药物和五禽戏或者太极拳干预，发现运动干预加

上药物干预，往往效果比仅仅依靠药物干预的效果好。借助中

西医结合的方法也能较好的改善病情［８］。不光在中国，在美国

大概有３０００万人患有勃起功能障碍，学者研究发现既往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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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规律的锻炼可以降低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Ａｅｄｉｎ
Ｃａｓｓｉｄｙ教授［２８］和她的同事发现，多吃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有利

于预防和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相比进食水果较少的男性而言，

水果摄入总量较多的男性出现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降低了

１４％。相比不怎么进食类黄酮食物和运动的男性而言，同时食
用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和规律运动的男性出现勃起功能障碍的

风险降低２１％。通过调整了一些潜在的混杂因素包括体育运
动、体重、咖啡因摄入和吸烟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该结论依

然存在。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运动改变男性性功能这方面的研究相

对较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同所有的Ｍｅｔａ分析一样，如发表
偏倚、资料真实性以及文献质量等等，甚至存在一些正在接收

而没有发表（可能结论与目前的结论差异很大）的研究。本研

究的局限性在于，一无法控制发表文献的偏倚，二是无法对于

文献做到全面收集，包括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阳性结果的试

验和阴性结果的实验，这点特别重要，很多阴性结果的实验没

有机会被报道，这样结论就存在一定的偏差。

$

　结论和展望
科学规律的运动不仅在改善生理机能方面具有积极的意

义，也能促进良好的心态，运动在缓解压力方面效果显著。通

过运动缓解压力是预防和治疗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简单方

式。生理性的勃起功能障碍需要弄清发病机制，采用针对性的

处方。运动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干预手段，有氧运动较为显

著的提升了健康男性的性功能。

研究表明，多吃水果可降低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２８］。

水果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有利于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繁殖，维

持肠道的健康平衡状态，肠道菌群紊乱与肥胖之间的发生关系

密切。水果中的果胶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了热量的摄入，其

提高男性性功能可能与肠道的内稳态关系密切。而抗阻训练

则通过增肌达到提高基础代谢的效果来实现。未来的研究将

注重勃起功能指数与肠道微生态变化之间的研究，以及运动和

膳食干预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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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胡倩倩（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妇产科
相关工作。

·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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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高分化黏液性癌患者中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Ｓ１００Ａ１４的表达
胡倩倩１　严浩２　李盛１

１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２湖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探讨卵巢高分化黏液性癌（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ｕｃｉｎｏｕｓ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ＤＯＭＣ）
患者中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的表达水平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法对４０例正常卵巢组织、４３例
卵巢黏液性肿瘤（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ｕｃｉｎｏｕｓｔｕｍｏｒ，ＯＭＴ）、８０例ＨＤＯＭＣ患者中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的表达水
平进行检测，并分析 ＨＤＯＭＣ患者中 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与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表达的相关性。结果：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正常卵巢组织、ＯＭＴ、ＨＤＯＭＣ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呈递增趋势，且两两组间比较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ＨＤＯＭＣ患者中 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与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两两呈正
相关（Ｐ＜００５）。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与 ＨＤＯＭＣ患者手术 －病理分期（ＦＩＧＯ）、ＣＡ－１２５
水平有关（Ｐ＜００５）；与年龄、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无关（Ｐ＞００５）。结论：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
达水平升高与ＨＤＯＭＣ发生、进展、早期转移具有显著相关性，早期联合筛查这些指标对 ＨＤＯＭＣ病情演变
及治疗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黏液性癌；表达水平；联合筛查；病理分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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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ｍｏｒ（ＯＭＴ）ａｎｄ８０ＨＤＯＭ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１００Ａ１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ＨＤＯＭ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
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ＭＴａｎｄＨＤＯＭＣ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１００Ａ１４ｉｎＨＤＯＭ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ＭＰ－２ａｎｄＭＭＰ－９（Ｐ＜００５）．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ＨＤＯＭＣ（ＦＩＧＯ）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ｌｅｖｅｌｓ（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ｇｅ，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
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ａｎｄＳ１００Ａ１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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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ｘｅｓ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ＤＯＭ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ｕｃｉｎｏｕｓ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卵巢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ＯＣ）是近年来临床最常见的一种女
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隐匿，在疾病早期可无明显症状，

７０％～８０％患者发现时即己为晚期，死亡率极高［１－３］。因此，近

年来，临床一直在寻找对早期卵巢癌监测对其侵袭、转移具有

重要预测价值的标志物。大量研究［４，５］发现，ＭＭＰｓ在多种肿瘤

组织中表达水平升高且与肿瘤侵袭、转移具有显著相关性。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是目前临床研究发现与肿瘤发生、发展关系最为
密切的一组ＭＭＰ成员；通过降低细胞外基质水平促进癌细胞
浸润，导致恶性肿瘤发生早期转移。已有研究［５］表明 Ｓ１００Ａ１４

基因水平在多种肿瘤患者中呈现高表达状态，Ｓ１００Ａ１４以 ｐ５３
依赖方式对肿瘤患者ＭＭＰ－２表达水平进行上调，促进细胞侵
袭，导致恶性肿瘤预后不良。本研究通过免疫组化法，探讨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ＨＤＯＭＣ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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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意义。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我院 ２０１０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８月收治的 ８０例
ＨＤＯＭＣ患者，均经手术切除病理证实为 ＨＤＯＭＣ。纳入标准：
病理类型为高分化黏液性癌；ＫＰＳ评分 ＞９０分，预计生存时间
＞３个月；年龄２５～７６岁。入选患者平均（４９５±８７）岁，ＦＩＧＯ
分期：早期（Ⅰ～Ⅱ期）２７例、晚期（Ⅲ ～Ⅳ期）５３例，术前均未
采用过放化疗治疗，并排除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选取同期４０
例因子宫肌瘤行子宫及附件全切的正常卵巢组织患者，４３例
ＯＭＴ患者作为对照研究，年龄２４～７３岁，平均（４７８±８６）岁。
１．２　方法

Ｓ１００Ａ１４兔多克隆抗体，ＭＭＰ－２、ＭＭＰ－９单抗以及ＳＰ试
剂盒均由中杉金桥公司提供，批号分别为２０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２０１／１２０４，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染色，石蜡切
片经脱蜡、酒精水化、微波炉抗原热修复。后经ＤＡＢ染色、苏木
精复染，最后采用中性树胶进行封闭。以实验前期检查

Ｓ１００Ａ１４为阳性的 ＨＤＯＭＣ组织作阳性对照，以 ＰＢＳ代一抗作
阴性对照。Ｓ１００Ａ１４、ＭＭＰ－２、ＭＭＰ－９阳性判断标准：显微镜
下染色强度为胞浆和胞膜呈浅黄色至棕黄色，且典型分布于膜

部分，排除完全脱片的无效标本，所有切片均通过 Ａｐｅｒｉｏ病理
扫描，用ＡｐｅｒｉｏＩｍａｇｅＳｃｏｐｅ软件分析蛋白表达量。每张切片随
取６～１０个部位用于 Ｓ１００Ａ１４、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表达水平的

检测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

间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进行相关性检验，Ｐ＜００５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标本组织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差异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正常卵巢组织、ＯＭＴ、
ＨＤＯＭＣ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呈递增趋势，且两两组间比较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标本组织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差异

时间 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 Ｓ１００Ａ１４

正常卵巢组织 ０４１６±０４１４ ０４４７±０４６３ ０２８９±０３０９

ＯＭＴ ０８９３±０５１５ ０８４１±０５４９ ０８９３±０５０１

ＨＤＯＭＣ ２０３３±１０９４＃１９２８±０９４９＃ １８６８±０８６３＃

　　注：与正常卵巢组织组相比，Ｐ＜００５；与ＯＭＴ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ＨＤＯＭＣ患者中的表达情况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与ＨＤＯＭＣ患者手术

－病理分期（ＦＩＧＯ）、ＣＡ－１２５水平有关（Ｐ＜００５）；与年龄、肿
瘤直径、淋巴结转移无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ＨＤＯＭＣ患者中的表达情况

项目 人数 Ｓ１００Ａ１４ Ｐ ＭＭＰ－２ Ｐ ＭＭＰ－９ Ｐ

手术－病理分期

　早期 ２７ １．４９１±０．６３０ ＜０．０５ １．５１３±１．０６２ ＜０．０５ １．６１３±０．６５２ ＜０．０５

　晚期 ５３ ２．０３１±０．８６３ ２．３１４±０．９３２ ２．０４５±０．６６２

淋巴结转移

　有 ４３ １．９３６±０．８３６ ＞０．０５ １．９５６±０．９９６ ＞０．０５ １．９５６±０．９６３ ＞０．０５

　无 ３７ １．９７３±０．８９７ １．９７５±０．９９５ １．９５５±０．９９５

年龄（岁）

　＜５０岁 ３５ １．８４５±０．８１３ ＞０．０５ １．８３８±０．９２６ ＞０．０５ １．９３８±１．０２６ ＞０．０５

　≥５０岁 ４５ １．８４９±０．８９１ １．８９６±０．９５１ １．９４６±１０５１

肿瘤直径（ｃｍ）

　＜１０ ２０ １．７６３±０．９６３ ＞０．０５ １．９３６±１．０３２ ＞０．０５ １．８６３±１．０５６ ＞０．０５

　≥１０ ６０ １．７７０±０．９５６ １．９４２±１．０２９ １．８７３±１．０１１

Ｃａ－１２５水平（Ｕ／ｍＬ）

　＜３５ ２６ １．５３６±０．９８３ ＜０．０５ １．６８６±１．０３２ ＜０．０５ １．５１３±０．５６３ ＜０．０５

　≥３５ ５４ １．９３９±０．９８６ １．７９３±１．０３３ １．８２０±０．５３６

２．３　ＨＤＯＭＣ患者中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的
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ＨＤＯＭＣ患者中 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与 ＭＭＰ
－２、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两两呈正相关（ｒ＝０７７３，Ｐ＜００５；ｒ＝

０６５３，Ｐ＜００５）。
#

　讨论
卵巢癌己成为近年来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杀手之一，

其死亡率居于妇科恶性疾病之首，据调查统计，其５年存活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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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０％［６，７］。因此，临床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能够灵敏地

反映卵巢癌早期病变、演变的实验室客观指标，对早期癌变筛

查、延长病人生命具有重要价值。本实验通过检测 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ＨＤＯＭＣ组织中表达，以探讨这些指标是
否可作为ＨＤＯＭＣ疾病筛查、演变以及预后地评估指标。

侵袭、转移是恶性肿瘤治疗失败以及后期死亡的主要原

因，多基因参与其中，是一个复杂的病理过程。有报道［８］称

Ｓ１００Ａ１４蛋白与肿瘤密切相关。己有研究［９］证实，Ｓ１００Ａ１４基
因在多种肿瘤细胞的ＲＮＡ上高表达，在乳腺、卵巢、宫颈以及子
宫内膜等妇科癌症中表达水平上调，在结直肠癌、细胞癌中表

达水平下调。目前临床对于Ｓ１００Ａ１４在ＨＤＯＭＣ中的研究资料
尚少。浸润是个主动过程，细胞浸润关键在于可水解细胞外基

质（ＥＣＭ）成分及穿越基底膜。妇产科领域肿瘤疾病均发现
ＭＭＰｓ异常表达，并且其水平高低和癌肿分期、预后存在密切相
关性，可作为早期癌症诊断的重要监测指标［１０］。ＭＭＰ－２是
ＭＭＰｓ家族成员之一，它通过降解 ＥＣＭ和穿越基底膜，破坏局
部组织结构，有利于癌细胞侵袭；ＭＭＰ－２不但对基底膜糖蛋
白、ＥＣＭ成分起到降解作用，且对肿瘤新生血管的生产也具有
重要促进作用，为新生血管开辟道路。ＭＭＰ－９是 ＭＭＰｓ家族
中分子量最大酶，主要降解破坏 ＥＣＭ成分中的Ⅳ、Ⅴ型胶原以
及明胶［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在
ＨＤＯＭＣ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ＯＭＴ及正常卵巢组织；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与ＨＤＯＭＣ患者手术病理分期（ＦＩ
ＧＯ）、ＣＡ－１２５水平有关（Ｐ＜００５）；与年龄、肿瘤直径、淋巴结
转移无关（Ｐ＞００５）。这可能与样本量少等主观因素有关。由
此推测，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可作为 ＨＤＯＭＣ
的有效筛查指标。

联合多个基因，探讨肿瘤发病机制和寻求灵敏度较高的肿

瘤早期筛查指标是当前临床研究的焦点、热点［１２，１３］。本研究在

上述基础上继续探讨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之间的相关
性，以揭示其在 ＨＤＯＭＣ疾病中的意义。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显
示，ＨＤＯＭＣ患者中 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与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表达水
平两两呈正相关（Ｐ＜００５）。有研究［１４，１５］证明，Ｓ１００Ａ１４可激
活乳腺癌中的信号通路，下调野生型 ｐ５３基因，从而上调 ＭＭＰ
－２、ＭＭＰ－９蛋白表达，促进癌细胞发生侵袭、转移。但其在
ＯＣ中细胞信号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由实验推测，Ｓ１００Ａ１４
与ＭＭＰ－２、ＭＭＰ－９之间具有协同作用，Ｓ１００Ａ１４可能通过上
调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表达，促使癌细胞侵袭、转移。本实验为
遏制ＯＣ侵袭性生长提供了新的可能，以期改善病人预后。

综上所述，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Ｓ１００Ａ１４表达水平升高与
ＨＤＯＭＣ发生、进展、早期转移具有显著相关性，早期联合筛查
这些指标对ＨＤＯＭＣ病情演变及治疗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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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广泛子宫切除对排
尿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黄吕成１　翟建波２

１宝鸡市中医医院妇科 ，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１
２陕西省肿瘤医院妇瘤科，西安 ７１０１９９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广泛子宫切除对排尿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
各４０例，观察组使用腹腔镜下注意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处理，对照组使用标准术式，对所有患者采用术后
电话及门诊随访结合方式随访１２个月，比较两组术后尿动力学检查结果，统计两组发生排尿功能不适情况、
术后６个月性生活质量及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与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结果：观察组最大尿流量大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膀胱顺应性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最大逼尿肌压力及最大尿道压力均大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发生尿频、尿急、尿潴留、尿失禁及用力排尿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性生活
质量标准中性欲望、性兴奋、性高潮、阴道润滑、疼痛及性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
开始性生活时间早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下保留
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对于广泛子宫切除术后患者，能有效保留其排尿功能，改善术后性生活质量，促进早日恢

复规律性生活。

【关键词】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广泛子宫切除；腹腔镜；排尿功能；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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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子宫切除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子宫内膜癌最主要的手
术方式，该手术术中游离面，相对创伤较大，容易导致患者术后

出现下尿道及膀胱功能障碍，阴道等生殖系统功能下降而影响

患者术后排尿及性功能［１］。已有研究证实发生以上并发症主

要是因为术中对盆腔自主神经丛的损伤所致［２］。故如何在确

保手术治疗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盆腔自主神经

功能的损伤，是提高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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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３］。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４］，术中注意保护盆腔自主神经丛，达

到从根本上预防及减少术后膀胱、直肠及阴道功能障碍。已有

研究证实在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时［５］，充分熟悉盆腔解剖、术

中仔细分离神经走行并加以保护、通过腹下神经丛指引、确保

盆腔神经丛自主完整性，在减少手术对直肠、膀胱、阴道等各支

配脏器损伤中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则主要探讨腹腔镜下保

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对患者术后排尿功能

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子宫内
膜癌患者８０例，所有患者均经术前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拟诊，
术后病理组织活检确诊，所有患者发病前均存在有规律的性生

活，年龄在３５～５０岁之间，排除有精神疾病史，有实施盆腔手术
史，合并严重妇科疾病影响性生活质量，既往夫妻生活不和谐、

合并直肠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合并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

碍，存在有严重凝血功能障碍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

各４０例，观察组：年龄３５～５０岁，平均（４１２±２３）岁；肿瘤分
期：Ⅰ期者１９例，Ⅱ期者２１例；肿瘤分型：鳞癌者２６例，腺癌者
１４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者２５例，初中及以下者１５例。对
照组：年龄３５～５０岁，平均（４１３±２４）岁；肿瘤分期：Ⅰ期者
１７例，Ⅱ期者２３例；肿瘤分型：鳞癌者２５例，腺癌者１５例；文化
程度：高中及以上者２４例，初中及以下者１６例。两组年龄、肿
瘤分期、肿瘤分型、文化程度、术前最大尿流量、膀胱顺应性、最

大逼尿肌压力及最大尿道压，以及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中各评

分指标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入组时均签署保密及知情同意书，并取得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均在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告知手术对术后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下完成手

术治疗，其中观察组使用腹腔镜下注意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

处理，选择脐旁行１ｃｍＴｒｏｃａｒ穿刺置入观察镜头，并选择右侧麦
氏点行 １２ｃｍＴｒｏｃａｒ为主操作孔，选择右中上腹与左中腹行
０５ｃｍ均Ｔｒｏｃａｒ做辅助操作孔，连接二氧化碳气腹机，术中维持
气腹压力为１２～１５ｍｍＨｇ。进入盆腔后先常规对盆腔淋巴结进
行清扫，随后游离子宫动脉根部并结扎后切断双侧子宫动脉，

并分离直肠阴道陷凹部腹膜、直肠侧间隙与阴道直肠间隙，充

分暴露直肠与阴道韧带，钝性外推盆腔与腹膜下神经丛，选择

性切除直肠阴道韧带与子宫骶韧带。游离子宫主韧带暴露子

宫深静脉后离断，随后向内上方牵拉子宫深静脉断端，离断子

宫主韧带部位血管。认真分辨子宫主韧带部位条索状盆腔自

主神经丛、膀胱分支及左右下腹神经，重点加以保护，钝性分离

膀胱宫颈阴道韧带，注意术中保护输尿管。将子宫及近子宫侧

子宫深静脉上提后离断，随后将子宫整体取出。对照组按照

２０１０版《中国妇科肿瘤学》［６］，针对子宫癌内膜标准术式进行，
采用高黏滞性切除术，术中未对盆腔自主神经丛进行特殊处

理，按照手术标准对其进行解剖、暴露及离断。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所有患者采用术后电话及门诊随访结合方式随访１２个

月，比较两组术后尿动力学检查结果，统计两组发生排尿功能

不适情况、术后６个月性生活质量及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与恢
复规律性生活时间。

１．４　判断方法
其中术后尿动力学主要针对患者术后最大尿流量、最大逼

尿肌收缩压、膀胱顺应性及最大尿道压进行评定，其中最大尿

流量采用接尿器对单位时间内经尿路排出的最大尿液总量，余

下各项均通过经尿道置入的膀胱双腔测压管联合直肠测压管

进行，方法为测定者缓慢逆向向膀胱内灌注生理盐水，通过直

肠管了解患者腹压变化，在有效排除膀胱压力变化受腹压影响

外，通过尿道管测定最大逼尿肌在收缩压时的最大压力，了解

膀胱顺应性，并测定及记录最大尿道压。性生活质量评定采用

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ＦＳＦＩ）进行，对所有患者随访６
个月，评定患者性生活质量，其中 ＦＳＦＩ包括性欲望、性兴奋、性
高潮、疼痛、阴道潮湿和性满意度６大方面，单项总分均为６分，
整体总分３６分，分值越高，提示性生活越满意。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尿动力学检查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最大尿流量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膀胱顺应
性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最大逼尿肌压力及最大尿道压力均
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尿动力学检查结果比较

最大尿流量

（ｍＬ／ｓ）

膀胱顺应性

（ｃｍＨ２Ｏ）
最大逼尿肌压力

（ｃｍＨ２Ｏ）
最大尿道压

（ｃｍＨ２Ｏ）

观察组 １３２±１５ ３５２±３１ １９３±２１ ４３５±３９

对照组 ９３±０５ ２６３±１８ １３３±０７ ３７６±２３

ｔ １５６００ １５７０２ １７１４３ ８２４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发生排尿功能不适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发生尿频、尿急、尿潴留、尿失禁及用力排尿的

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发生排尿功能不适情况比较

尿频 尿急 尿潴留 尿失禁 用力排尿

观察组 １ １ ２ ２ １

对照组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９

χ２ ５６００ ６７４６ ４８０４ ４８０４ ５６００

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术后６个月，观察组性生活质量标准中性欲望、性兴奋、性

高潮、阴道润滑、疼痛及性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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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女性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性欲望 性兴奋 性高潮 阴道润滑 疼痛 性满意度

观察组 ４１±０３４３±０３４３±０２４０±０３３９±０３４０±０３

对照组 ２０±０２２６±０２１５±０１０３±０１２１±０２１６±０２

ｔ ３６８３６ ２９８２０ ７９１２０ ７４０００ ３１５７４ ４２０９９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及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
比较

　　观察组开始性生活时间早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恢复规律
性生活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及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比较（月）

开始性生活时间 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

观察组 ８９±１２ １０１±１７

对照组 ９６±１５ １１６±１９

ｔ ２３０５ ３７２１

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盆腔神经丛作为支配阴道阴蒂、子宫、直肠与膀胱最重要

的神经，在维持直肠与膀胱功能，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方面均

具有重要价值［６］。广泛性子宫切除，切除部位包括子宫体、部

分阴道、全部宫颈及宫颈旁组织［７］，同时还需要对盆腔淋巴结

进行清扫，尤其是术中处理宫骶韧带与子宫主韧带时，极易损

伤盆腔自主神经丛，导致患者术后出现排尿功能障碍及性生活

质量下降［８］。

针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广泛子宫切除患者，本研究观察

组实施腹腔镜手术并注意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针对

两组术后尿动力学检查结果比较发现，观察组最大尿流量大于

对照组，膀胱顺应性优于对照组，最大逼尿肌压力及最大尿道

压力均大于对照组。可能在于观察组术中注意对腹下神经及

下腹下神经丛的近心端进行保护，针对条索状的神经走行加以

区分避免离断，有效的确定了盆腔内脏神经分布［９］，同时仔细

游离下腹下神经丛的膀胱支，并对其加以保护，确保了盆腔内

脏神经丛的完整性，并将其损伤降至最低，从而保持了盆腔内

脏神经丛对膀胱功能的支配，减小了手术对患者手术排尿功能

的影响［１０］。同时针对两组发生排尿功能不适情况比较发现，观

察组发生尿频、尿急、尿潴留、尿失禁及用力排尿的比例显著低

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有效的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对于改

善患者术后排尿功能，减少术后排尿不适感有积极意义。

针对两组术后６个月性生活质量研究发现，观察组性生活
质量标准中性欲望、性兴奋、性高潮、阴道润滑、疼痛及性满意

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中 Ｔ１１～Ｌ２神经节主要支配交
感神经，并融合为交感神经的下腹神经节，在女性性生活过程

中主要支配其阴道的分泌、收缩功能［１１］，而下腹神经干则主要

分布在直肠周围，同时与骶２～骶４神经根相结合，形成骨盆神
经丛，在女性性生活过程中只要影响阴蒂的感觉及勃起，提高

性敏感度［１２］。观察组有效的保留了盆腔内脏神经丛，从而有效

的保留了下腹神经节及骨盆神经丛所支配的女性性生活相关

感受器功能，保证了阴道壁血管供应及阴道润滑功能，进而提

高了其性生活质量［１３－１６］。最后针对两组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

及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比较发现，观察组开始性生活时间早于

对照组，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短于对照组。分析原因，可能为

使用的腹腔镜手术对盆腔内脏神经丛结构的辨认更具有优势

性，更有效的保护了盆腔内脏神经丛，进而确保了支配阴道、阴

蒂等性器官的神经功能，有效的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正常的性

功能［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功能对于广泛子宫

切除术后患者，能有效保留其排尿功能，改善术后性生活质量，

促进早日恢复规律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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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３２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霍军伟（１９７３－），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
床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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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的
临床效果分析
霍军伟１　查善辉１　高雄杰１　刘婉１　马欢１　何红娥１　李龙 ２　韩晓兵２　李爱军３

苑中甫３

１榆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２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宫保散联合高频电波刀（ＬＥＥＰ）对宫颈癌前病变合并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
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７４例按照病床单
双号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７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ＬＥＥＰ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宫保散局部涂抹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分析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价值。结果：两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试验组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两组治疗前ＨＰＶ病毒载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试验组远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试验组ＨＰＶ转阴率和总有效率（８６４９％和９１８９％）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５１３５％和６４８６％）（Ｐ＜００５）；两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效果
确切，可以显著减少ＨＰＶ病毒载量，提高ＨＰＶ转阴率和总有效率，且安全可靠。

【关键词】　宫保散；高频电波刀；宫颈癌前病变；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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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前病变是临床常见的一种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疾
病。若该病患者未得到及时彻底治疗，发生宫颈癌变的风险则会明

显升高，而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预后较差，给患者

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带来严重威胁。近年来，随着宫颈癌病理过程

研究不断深入，宫颈上皮瘤变—原位癌—浸润癌这一渐进质变过

程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进行明确概括，而合并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已被证实属于在宫颈癌前病变患
者向恶性肿瘤进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在疾病进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１］。由此可知，对于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来说，积极
采取科学合理措施阻断疾病进展，杀灭ＨＰＶ病毒，削弱其不良作
用，对降低宫颈癌变风险、延长生存期、改善预后均具有显著作

用［２］。高频电波刀（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手
术以其操作简单、出血少、微创、不损害生育能力等优势在临床上得

到广泛应用，已成为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主要手段［３］。我院自

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对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给
予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发现此种方案疗效显著，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值，研究情况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７４例宫
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并按照病床单双号分为试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７例。两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
究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小组成员一致通过。其中试验组

年龄２８～５６岁，平均（４３７８±６９２）岁，ＣＩＮⅠ级５例，ＣＩＮⅡ级
７例，ＣＩＮⅢ级 ２５例；对照组年龄 ２９～５７岁，平均（４４１７±
６８９）岁，ＣＩＮⅠ级６例，ＣＩＮⅡ级９例，ＣＩＮⅢ级２２例，所有患者
ＨＰＶ感染检查阳性，且以阴道分泌物异常增多、白带多而黄，部
分患者血性白带，且性交后出血。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宫颈癌前病变诊断和分级参照２０００年谭道彩《妇科肿瘤
学》［４］相关标准：使用毛刷或刮板采集宫颈口和宫颈管内上皮

细胞，盛入含有ＴｈｉｎＰｒｅｐ保存液的培养基中，制成薄层细胞涂
片，直径为２ｃｍ，使用浓度为９５％的酒精溶液固定，巴氏染色后

采用ＴＢＳ分类法进行细胞学诊断［５］，低度鳞状上皮内瘤变记为

ＣＩＮⅠ级，鳞状上皮中度非典型增生记为 ＣＩＮⅡ级，鳞状上皮重
度非典型增生记为ＣＩＮⅢ级。
１．３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且 ＨＰＶ感染检查阳性；
（２）年龄２０～６０岁；（３）近１个月内未行其它抗肿瘤治疗；（４）
签署本研究知情协议。

排除标准：（１）合并其它部位原发恶性肿瘤者；（２）合并严
重感染，或存在ＬＥＥＰ手术禁忌症者；（３）对宫保散已知成分存
在过敏反应者；（４）妊娠或哺乳期女性；（５）拒绝签署知情协议，
或已参与其他研究试验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对照组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ＬＥＥＰ治疗：（１）在月经
后２～３ｄ给予浓度为５％的聚维酮碘溶液（规格：５％；批准文号：国
药准字Ｈ３２０２４０８６；生产单位：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对阴道
进行清洁，然后使用无菌棉签擦拭，嘱患者月经干净后４～７ｄ内行
ＬＥＥＰ手术，手术前禁止性生活；（２）嘱患者取截石膀胱位，将外阴
和宫颈充分暴露，常规消毒，并给予浓度为１％的利多卡因（规格：
２５ｇ：１７５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２０１０７；上海信宜药厂有限公
司）局部麻醉；（３）在阴道镜下观察并确定病变范围，采用ＬＥＥＰ治
疗仪（型号：Ａ１２５０型，购自美国ＢＯＶＩＥ公司）将转化区域周围和下
方部分宫颈组织切除，环形电极直径需要依据病变组织范围和厚度

进行选择，且切除范围应包括转化区域和病变部位周围２～３ｍｍ的
正常组织，椎高为５～１０ｍｍ，可采用电凝方法对切除创面进行止血；
（４）术后给予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嘱患者卧床休息，保持外阴清洁，２
周内禁止盆浴和性生活。

１．４２　试验组　常规治疗和ＬＥＥＰ治疗方法均参照对照组，宫保
散治疗方法如下：于月经结束后ＬＥＥＰ手术前局部涂放宫保散（我
院自制中医方剂，药材组方为：硼砂、苦参、雄黄、蛇床子以及冰片

等），首先使用浓度为５％的聚维酮碘溶液对阴道进行清洁，无菌棉
签擦拭，然后采用窥阴器扩张阴道，将宫颈和阴道充分暴露，对宫颈

部位黏液等分泌物彻底清除后，将宫保散均匀涂于宫颈表面，退出

窥阴器，ＣＩＮⅠ级患者１次／ｄ，持续治疗２周；ＣＩＮⅡ级患者１次／ｄ，持
续治疗３周；ＣＩＮⅢ级患者２次／ｄ，持续治疗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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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医疗费用、治疗前后

ＨＰＶ病毒载量、ＨＰＶ转阴率、临床疗效、ＣＩＮ分级和不良反应。
ＨＰＶ病毒载量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进行定量检测，ＨＰＶ
转阴率为ＨＰＶ感染阴性构成比。临床疗效参照《妇科常见肿瘤
诊疗指南》［６］进行评定，分为治愈、显效、有效和无效，其中治

愈：宫颈活体和细胞学检测非典型增生症状完全消失，且阴道

分泌物恢复正常；显效：非典型增生症状降为Ⅰ级，且阴道分泌
物明显好转；有效：非典型增生症状和阴道分泌物均存在好转

迹象；无效：宫颈上皮组织细胞检查无好转迹象，且分泌物无变

化甚至加重。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数。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专用数据处理软件包 ＳＰＳＳ１５０对全部数据进
行分析，ＨＰＶ转阴率、临床疗效、ＣＩＮ分级和不良反应等计数资
料均采用 构成比（％）表示，并以秩和检验等级资料，以卡方检
验两样本资料；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医疗费用、ＨＰＶ病
毒载量等计量资料均采用（珋ｘ±ｓ）形式表示，以独立样本 ｔ检验
两样本组间比较，以配对ｔ检验单一样本治疗前后比较，所有比
较结果均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手术情况比较

试验组和对照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前者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均较后者显著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医疗费用

（元）

试验组 ３７ １５７２±５１６２０１５±５７６ ５９２±１０５ ８２９１５４±２６１７８

对照组 ３７ １６０９±５１２２０７７±５８１ ８７３±１２２ ８９７５４６±２７２５７

ｔ — ０２９５ ０４６１ １０６１９ １１００８

Ｐ — ０７６８ ０６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治疗前后ＨＰＶ病毒载量、ＨＰＶ转阴率和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治疗前ＨＰＶ病毒载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均远远降低（Ｐ＜００５），且试验组远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试验组 ＨＰＶ转阴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８６４９％和
９１８９％，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５１３５％和６４８６％，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试验组临床疗效和对照组等级比较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不良反应比较

试验组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对照组有２例患者出现轻微
阴道瘙痒，可耐受，自行消失。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０００％ ｖｓ５４１％，χ２＝０５１４，Ｐ＝０４７４）。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ＨＰＶ病毒载量、ＨＰＶ转阴率和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ＨＰＶ病毒载量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ＰＶ转阴率

临床疗效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试验组 ３７ ３０５±０２４ １０２±０１８ａ ３２（８６４９） ２４（６４８６） ６（１６２２） ４（１０８１） ３（８１１） ３４（９１８９）

对照组 ３７ ３０７±０２５ ２０９±０１９ａ １９（５１３５） １６（４３２４） ３（８１１） ５（１３５１）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４（６４８６）

ｔ／χ２ — ０３５１ ２４８６８ ９０８４ ２４８８ ６４５９

Ｐ — ０７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注：ＨＰＶ病毒载量：×１０６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和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的高危状态，具有较

高的恶化风险，也是癌前病变逐渐向癌症转化的基础病理状

态。大量医学研究显示［７－９］，合并 ＨＰＶ感染且持续存在、多种
ＨＰＶ类型混合感染以及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等均是宫颈癌病发的
独立危险因素，其中合并ＨＰＶ感染且持续存在也是导致宫颈糜
烂，引发各类妇科疾病的高危因素。宫颈癌前病变，即宫颈内

上皮瘤变发展为宫颈癌通常需要８～１０年时间，一旦出现浸润
癌病理性改变，多数患者将会于５年内死亡，病情发展迅速，严
重影响预后和生存质量［１０］。因此，对于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
感染患者，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治疗手段，将癌变控制在萌芽状

态，提高ＨＰＶ转阴率，对病毒感染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对降低
此类患者宫颈癌发病风险，减轻家庭和社会医疗负担，改善预

后成效和生存质量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临床意义。

ＬＥＥＰ是妇产科临床常用的微创化治疗技术，ＬＥＥＰ治疗仪
是利用超声波能特异性对深部病变细胞产生破坏作用，从而可以

将ＨＰＶ病毒和病变细胞彻底杀灭，故而在宫颈癌前病变患者中

得到广泛应用。此外，ＬＥＥＰ治疗仪电极尖端产生的超高频电波
可以在和机体组织接触瞬间使细胞内水分迅速形成蒸汽波，既可

顺利完成切割，还可达到止血目的，减轻手术创伤，同时对切口边

缘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无任何不良影响［１１，１２］。和传统治疗仪相

比较，ＬＥＥＰ治疗仪具有疼痛小、疗效显著、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
量少、适应症更为广泛、医疗费用低等明显优势，其应用价值已得

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１３，１４］。相关研究指出［１５］，ＬＥＥＰ治疗仪
在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中不仅可以有效彻底切除病
变组织，还可迅速杀灭ＨＰＶ感染病毒，减少ＨＰＶ病毒载量，改善
转阴率，可显著增强临床疗效，从而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本研

究结果中，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均比较短，且术中出血量较少，对

ＬＥＥＰ治疗仪微创化优势做出进一步肯定。
宫保散由硼砂、苦参、雄黄、蛇床子以及冰片等材料精制而

成，其中硼砂具有显著杀菌作用，可消毒防腐，在妇科炎症、癌

前病变、外阴道湿疹中均具有良好抗菌功效；苦参为清热燥湿、

杀虫利尿之要药，在妇科感染中抗菌、杀毒疗效俱佳；雄黄对肿

瘤细胞生长具有抵抗作用，还可抑制细胞腐蚀，在宫颈癌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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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宫颈涂抹应用，抗菌、杀毒、灭虫效果良
好；蛇床子可燥湿祛风、杀虫灭菌，在女性外阴瘙痒、阴道炎症、

病毒感染病患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冰片清热解毒、清香宣散、

止痛杀虫，可用于溃后不敛、疮疡肿痛病症，故而宫保散在宫颈

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中可清热解毒、祛湿杀菌，还可促
进创伤组织快速修复，对 ＨＰＶ病毒起到显著抑制和杀灭作
用［１６，１７］。有学者研究表明［１８］，对ＣＩＮ合并 ＨＯＶ感染患者采用
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转阴率，改善临床疗
效，还可大幅度减少病毒载量，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提示宫保散

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安全高效，应用价值较高。本研究结果中，试验
组治疗后ＨＰＶ病毒载量治疗前和对照组显著改善，治疗总有效
率前者远远高于后者，且前者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方面均较后

者更具优势，和上述报道相符，表明宫保散联合ＬＥＥＰ治疗宫颈
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效果确切，安全高效。

综上所述，对宫颈癌前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采用宫保散
联合ＬＥＥＰ治疗，不仅可以改善 ＨＰＶ病毒载量和转阴率，还可
增强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有效阻止宫颈癌前病变向恶性

肿瘤进展，降低宫颈癌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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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前病变中的表达与临床意义。方法：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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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选择在我院诊治的宫颈癌前病变患者９８例作为癌前病变组，同期选择宫颈癌患者９８例
作为宫颈癌组和９８例健康体检人作为对照组，取三组的宫颈样本都进行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的
免疫组化分析，并调查了临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组的阳性表
达率分别为８００％、９３９％和９２９％，而癌前病变组为５７１％、５００％和５７１％，在对照组为３１％、２０％
和４１％，三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的阳性表达与宫颈癌前病
变的年龄、疾病类型、ＨＰＶ感染等病理参数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直线相关性显示 ＡＥＧ－１、
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都呈现两两正向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前病变
中都呈现高表达状况，且与临床病理特征存在相关性，三者可互相作用影响宫颈癌前病变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宫颈癌前病变；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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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女性最为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当前宫颈癌的
发生率逐渐增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１，２］。宫颈上皮内瘤变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为常见的宫颈癌前病变，
不过发展为宫颈癌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在１５年左右，在这个时
间段可以对宫颈上皮内瘤变进行有效诊断，从而预防宫颈癌的

发生［３，４］。星型胶质细胞上调基因－１（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ｇｅｎｅ－
１，ＡＥＧ－１）与肿瘤的侵袭转移，血管生成及化疗耐药密切相关，
可能是多种肿瘤的一个重要的潜在预后指标［５］。原发肿瘤因

子－１６（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ｔｕｍｏｒ－１６，Ｐ１６）基因为一种细胞周期蛋白依
赖性激酶的抑制剂，可直接参与细胞周期调控，在宫颈癌及癌

前病变中ｐ１６基因主要表现为过表达［６，７］。细胞增殖核抗原 －
６７（ｎｕｃｌｃ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ｇｅｎＫＩ－６７）可能是为 ＤＮＡ复制提
供场所的核基质及染色体支架的一种组分，可以用来识别生长

期的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可参不驱动细胞周期的调控网络。

肿瘤恶性程度越高，ＫＩ－６７蛋白表达水平越高，肿瘤细胞增殖
越快［８］。本文具体探讨了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
前病变中的表达与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选择在我院诊治的宫颈癌前病
变患者９８例作为癌前病变组，同期选择宫颈癌患者９８例作为

宫颈癌组和９８例健康体检人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年龄２０～
７０岁；癌前病变与宫颈癌都得到病理证实；均未行放疗、化疗及
免疫治疗；知情同意本研究且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排

除标准：有免疫缺陷疾病；既往有宫颈病变史。癌前病变组中

年龄最小３５岁，最大６８岁，平均年龄（６１３４±４５２）岁；平均体
重指数为（２１４７±２４４）ｋｇ／ｍ２；疾病类型：ＣＩＮⅠ型４０例，ＣＩＮ
Ⅱ型４０例，ＣＩＮⅢ型１８例。宫颈癌组中年龄最小４２岁，最大６９
岁，平均年龄（６０６７±３１８）岁；平均体重指数（２１２２±３１９）
ｋｇ／ｍ２；病理类型：鳞癌５８例，腺癌４０例；临床分期：Ⅰ期４４例，
Ⅱ期３０例，Ⅲ期２４例。而对照组中年龄最小２２岁，最大 ６８
岁，平均年龄（４５６７±４１９）岁；平均体重指数为（２１８９±
２２２）ｋｇ／ｍ２。
１．２　免疫组化方法

鼠抗人ＡＥＧ－１单克隆抗体（即用型抗体，批号ＴＡ８０３７１０）
购自Ｒ＆Ｄ公司，鼠抗人Ｐ１６单克隆抗体（即用型抗体，批号 ＺＭ
－０２０５）购自博士得生物有限公司，鼠抗人 ＫＩ－６７单克隆抗体
（即用型抗体，批号 ＳＴ－０９１０）购自福建迈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ＤＡＢ显色试剂盒购自福建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为２０９４２２４４），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购自于北京中杉金桥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２０１３４４６１）。采用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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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的表达情况，在免疫组化过程
中，选择经ＨＥ染色证实的宫颈组织石蜡块，３μｍ石蜡切片，放
置于载玻片，６０℃烤片４ｈ；切片经二甲苯脱蜡２次，依次梯度酒
精后充分水洗；进行微波处理修复抗原，蒸馏水冲洗，５ｍｉｎ×３
次；滴加５０μＬ３％Ｈ２Ｏ２溶液处理１５ｍｉｎ，以阻断内源性?氧化物
酶，ＰＢＳ冲洗，５ｍｉｎ×３次；滴加５０μＬ第一抗体（ＡＥＧ－１、Ｐ１６、
ＫＩ－６７）工作液，４℃孵育１２ｈ，ＰＢＳ冲洗，５ｍｉｎ×３次；滴加５０μＬ
第二抗体工作液，２５℃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冲洗，５ｍｉｎ×３次；ＤＡＢ
（３，３－二氨基联苯胺 Ｔｒｉｓ缓冲液）室温下３～５ｍｉｎ显色，自来
水冲洗终止显色；苏木素复染细胞核１～２ｍｉｎ，梯度酒精脱水，
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下观察。以已知的阳性对

照染色片为阳性对照，ＰＢＳ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
１．３　观察指标

以细胞核内呈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每张切片在４００倍光
学显微镜计数癌细胞，阳性率≥２０％定为阳性，每张切片由两
位病理专家独立阅片共同协商出判断结果。

１．４　统计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７００软件进行分析，而计数数据对比采用卡方

分析；计量数据选择（珋ｘ±ｓ）表示，对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者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的表达情况对比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组中主要在细胞的核
周和细胞质中表达，在癌前病变组主要表达在异型细胞的核周

和细胞质。见图１、图２、图３。经过判定，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
蛋白在宫颈癌组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８００％、９３９％和
９２９％，而癌前病变组为５７１％、５００％和５７１％，在对照组为
３１％、２０％和 ４１％，三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图１　ＡＥＧ－１在癌前病变中的表达

图２　Ｐ１６在癌前病变中的表达

图３　ＫＩ－６７在癌前病变中的表达

表１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不同组别的阳性表达率对比

组别 例数
ＡＥＧ－１阳性
表达率

Ｐ１６阳性
表达率

ＫＩ－６７阳性
表达率

宫颈癌组 ９８ ７８（８００） ９２（９３９） ９１（９２９）

癌前病变组 ９８ ５６（５７１） ４９（５００） ５６（５７１）

对照组 ９８ ３（３１） ２（２０） ４（４１）

Ｆ ２９４４５ ４５３２２ ３４２２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与宫颈癌前病变病理参数
的相关性

　　经过资料调查与对比分析，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的阳
性表达与宫颈癌前病变的年龄、疾病类型、ＨＰＶ感染等病理参
数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现为年龄越大，ＣＩＮⅢ
型和ＨＰＶ感染的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阳性表达率都比较
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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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与宫颈癌前病变病理参数的相关性（ｎ＝９８）

指标 例数
ＡＥＧ－１阳性表达率

（ｎ＝５６）
Ｐ

Ｐ１６阳性表达率
（ｎ＝４９）

Ｐ
ＫＩ－６７阳性表达率

（ｎ＝５６）
Ｐ

年龄

　≥６０岁 ６０ ４６（７６７） ＜００５ ３９（６５０） ＜００５ ２６（４３３） ＜００５

　＜６０岁 ３８ １０（２６３） １０（２６３） ３０（７８９）

疾病类型

　Ⅰ型 ４０ ６（１５０） ＜００５ ５（１２５） ＜００５ ９（２２５） ＜００５

　Ⅱ型 ４０ ３２（８００） ３１（７７５） ３４（８５０）

　Ⅲ型 １８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３（７２２） １４（７７８）

ＨＰＶ感染

　有 ５６ ４９（８７５） ＜００５ ４１（８３７） ＜００５ ４７（８３０） ＜００５

　无 ４２ ７（１６７） ８（１９０） ９（２１４）

２．３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癌前病变中表达的相关性
直线相关性显示，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都呈现两

两正向相关性（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癌前病变中表达的相关系数

指标 ＡＥＧ－１ Ｐ１６ ＫＩ－６７

ＡＥＧ－１ － ０３４４ ０４１２

Ｐ１６ ０３４４ － ０３９８

ＫＩ－６７ ０４１２ ０３９８ －

　　注：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是最常见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多数为鳞状细胞

癌与腺癌，一般认为宫颈癌的发生与性生活过早、多产、多个性

伴侣及 ＨＰＶ感染等因素有关［９］。不过宫颈癌的发病过程持续

比较久，长期的慢性子宫颈炎 －子宫颈上皮内瘤发 －原位癌 －
浸润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癌前病变按照异型增殖

细胞累及宫颈黏膜上皮的层次，分为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针对
癌前病变进行分析，有利于预防与控制宫颈癌的发生［１０］。

ＡＥＧ－１最先发现在胶质母细胞瘤中，随后的研究发现
ＡＥＧ－１在腺癌、食管鳞癌、原发性肝细胞癌等多种肿瘤中异常
表达，并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１１］。有学者采用多

组织核酸印迹法证实ＡＥＧ－１的ｍＲＮＡ在脊椎动物的脑、肾、膀
胱、前列腺、胸腺、心脏、肝、脾、肺等组织器官中均有不同水平

的表达［１２］。Ｐ１６基因是直接参与细胞周期调控的抑癌基因，
Ｐ１６基因失活可使得宫颈上皮细胞的细胞周期发生紊乱，从而
启动一系列癌变过程。ＫＩ－６７蛋白被公认为是能准确可靠反
映细胞群增殖活性的客观指标［１３］。本研究显示 ＡＥＧ－１、Ｐ１６、
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组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８００％、９３９％和
９２９％，而癌前病变组为５７１％、５００％和５７１％，在对照组为
３１％、２０％和 ４１％，三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表明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都在宫颈癌前病变中呈
现高表达状况。

ＡＥＧ－１是一个敏感的诊断癌前病变的指标，有研究发现
ＡＥＧ－１在正常宫颈上皮组织、癌前病变组织和宫颈癌组织中
的过表达率是逐步升高的，且 ＡＥＧ－１蛋白在宫颈癌中多为强
阳性表达，并发现其升高程度与患者的预后成正相关［１４］。有研

究发现胃癌患者 ＡＥＧ－１高表达组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低于

ＡＥＧ－１低表达组，ＡＥＧ－１表达水平与胃癌的预后密切相
关［１５］。而ＨＰＶ感染后，病毒进入宿主细胞进行整合需要Ｅ１和
Ｅ２蛋白的缺失，二者的缺失可导致癌蛋白水平升高，也引起细
胞内ｐＲｂ蛋白功能失调，诱导Ｐ１６蛋白过表达。而Ｋｉ－６７表达
不只限于基底层细胞，阳性细胞比例增加，与宫颈癌的发生、发

展及恶性程度有关［１６］。本研究显示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
的阳性表达与宫颈癌前病变的年龄、疾病类型、ＨＰＶ感染等病
理参数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ＡＥＧ－１、Ｐ１６、
ＫＩ－６７蛋白可能参与宫颈癌的恶性表型的进展过程。

细胞增殖是机体的基本生物学特征，当发生致癌因素时，

细胞增殖失控和分化受阻，导致肿瘤的发生［１７－１９］。本研究直

线相关性显示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表达都呈现两两正向
相关性（Ｐ＜００５），其中 Ｐ１６蛋白的过表达与 ＨＰＶ感染有关；
而Ｋｉ－６７表达与ＣＩＮ级别显著相关，且不同 Ｋｉ－６７阳性表达
级别组的ＨＲ－ＨＰＶ负荷有显著差异；ＡＥＧ－１蛋白的阳性过表
达率与宫颈癌的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肌层浸润

深度之间密切相关。

总之，ＡＥＧ－１、Ｐ１６、ＫＩ－６７蛋白在宫颈癌前病变中都呈现
高表达状况，且与临床病理特征存在相关性，三者可互相作用

影响宫颈癌前病变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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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技术及传统宫颈细胞涂片在宫
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对比研究
陈红球　施晓　钱立勇
舟山?妇幼保健院妇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比较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技术（ＴＣＴ）与传统巴氏涂片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我院收治的１８２６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接受ＴＣＴ法的１７４２例患
者纳入ＴＣＴ组，接受传传统巴氏涂片的８４例患者纳入对照组，通过患者的组织病理活检结果，分析并比较两
组检查的准确率。结果：ＴＣＴ组阳性符合率为７５８９％（１３２２／１７４２），对照组为５３５７％（４５／８４），两组间阳性符
合率差异有高度显著性意义（χ２＝６７１０３，Ｐ＜００１）；两组检查方法指标相比，特异度均为１００％无差异（Ｐ＞
００５），而ＴＣＴ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７１０３、５１０，Ｐ＜００１或００５）。结论：ＴＣＴ应
用于宫颈癌筛查中效果好，虽然费用略高，但其敏感度显著优于传统的巴氏涂片法，具有在临床上推广的价值。

【关键词】　液基薄层细胞学；传统巴氏涂片；宫颈癌；筛查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ｅｌｌｓｍｅａｒ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ｑｉｕ，ＳＨ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Ｌｉｙ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３１６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ＴＣ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ｅｌｌｓｍｅａｒ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８２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ｔｏ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１７４２ｃ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ＣＴａｓｔｈｅＴＣ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８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
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８１．８８，Ｐ
＜０．０１）．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Ｃ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７５．８９％ （１３２２／１７４２）ａｎｄ５３．５７％
（４５／８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６７１．０３，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ｉｎ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１０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ＣＴ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６７１．０３，５．１０，Ｐ＜００１ｏｒ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ＣＴｉｓｏｆｈｉｇｈ



·４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ｓｔ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Ｔ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是导致女性死亡的高发肿瘤疾病之一，相关统计表
明，目前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其死亡率居女性癌症之

首［１］。近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递增之势，宫颈癌的诊

断筛选也越来越受人们所重视。传统的宫颈细胞涂片法早已

在宫颈癌的筛查中得到普及，但其准确率不高，因此尽早寻找

一种诊断准确率高、方便快捷的筛查方法进行替代在所难

免［２］。为此，笔者对 ２０１３年 ４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４月我院收治的
１８２６例患者进行研究，比较了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技术（ＴＣＴ）
与传统宫颈细胞涂片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我
院收治的１８２６例患者作为对象。ＴＣＴ组（ＴＣＴ筛查）１７４２例患
者，年龄２２～６８岁，平均（３７９±８７）岁；孕次 １～３次，平均
（１４±０７）次；对照组（传统巴氏涂片）８４例患者，年龄２３～６８
岁，平均（３８２±８８）岁；孕次１～３次，平均（１５±０８）次。病
例纳入标准：（１）未合并肝、肾等脏器疾病；（２）无宫颈手术史；
（３）有生育史；（４）检查时患者不处在月经期或妊娠期；（５）患
者及家属均对本试验知情，且签署知情书。两组患者的年龄、

孕次等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可进行组间对比。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采用 ＴＣＴ筛查。具体操作如下：准备筛查所需仪
器，包括无菌棉球、用于保存细胞溶液的塑料容器、细胞过滤

膜、阴道扩张器等。首先在阴道中置入阴道扩张器。使用无菌

棉球将宫颈表面的黏液、分泌物等擦去，一次性宫颈?样拭子

通过宫颈入宫颈管左旋刷 ５圈右旋刷 ５圈刷取宫颈脱落细
胞［３］。再将拭子置于盛有 ＰｒｅｓｅｒｖＣｙｔ液的瓶中进行刷洗，将宫
颈脱落细胞浸泡并保存。使用采集器常规提取液体中细胞，将

宫颈细胞制成标本，并置入离心管内进行２０ｍｉｎ左右的低速离

心［４］。离心完毕后，将上清液弃去，留约３ｍＬ沉淀转至塑料容
器中，并制成细胞薄层以供筛查。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巴氏涂片法筛查。具体操作如下：准备

筛查所需仪器，包括无菌棉球、巴氏涂片、阴道扩张器等［５］。首

先在阴道中置入窥镜，使用无菌棉球将宫颈表面的黏液、分泌

物等擦去，将刮板置入宫颈旋转收集宫颈细胞，而后立刻将之

涂抹于涂片上，重复操作，使用９５％酒精固定。最后进行巴氏
染色并固定，进行筛查［６］。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患者的最终诊断结果均以组织病理活检为准，活检阳

性诊断标准为ＣＩＮＩ～Ⅲ、ＳＣＣ；（２）所有患者的筛查结果均使用
ＴＢＳ分级系统：意义尚未明确的非典型磷状上皮细胞（ＡＳＣ）、有
高度病变倾向的非典型磷状上皮细胞（ＡＳＣ－Ｈ）、低程度病变
的磷状上皮细胞（ＬＳＩＬ）、高程度病变的磷状上皮细胞（ＨＳＩＬ）、
磷状上皮细胞癌变（ＳＣＣ）和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ＮＩＬＭ）；
（３）检查方法指标包括敏感度、特异度和漏诊率，敏感度＝真阳
性／（真阳性＋假阴性），特异度 ＝真阴性／（假阳性 ＋真阳性），
阴性预测值＝真阴性／（假阴性＋真阴性）［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计算，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进行表示，组间
对比采用成组ｔ检验，组内对比采用配对 ｔ检验；计数资料对比
采用χ２检验，若Ｐ＜００５，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细胞学检查与组织病理活检符合率比较

两组细胞学检查与组织活检符合率比较，ＴＣＴ组阳性符合率
为７５８９％（１３２２／１７４２），对照组为５３５７％（４５／８４），两组间阳性
符合率差异有高度显著性意义（χ２＝６７１０３，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细胞学检查与组织病理活检符合率比较

病理检查结果

正常／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ＳＣＣ
总计

ＴＣＴ检查结果

　ＡＳＣ ９ ３９ ４２ ６３１ ２２７ ９４８

　ＡＳＣ－Ｈ １２ ３４ ４８ ９１ ４１ ２２６

　ＨＳＩＬ １８ ３７ ３９ ７８ ４３ ２１５

　ＬＳＩＬ ２４ ５６ ６０ １５３ ５７ ３５０

　ＳＣＣ ０ １ １ １ ０ ３

　总计 ６３ １６７ １９０ ９５４ ３６８ １７４２

巴氏涂片检查结果

　ＡＳＣ ７ ５ ３ １９ １２ ４６

　ＡＳＣ－Ｈ ０ １ ３ ２ ０ ６

　ＨＳＩＬ ４ ３ ５ ２ １ １５

　ＬＳＩＬ １ ２ ４ ６ ３ １６

　ＳＣＣ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总计 １２ １１ １６ ２９ １６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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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检查方法指标比较
两组检查方法指标相比，特异度均为 １００％无差异（Ｐ＞

００５），而ＴＣＴ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
６７１０３、５１０，Ｐ＜００１或００５）。见表２。

表３　两组检查方法指标比较（％）

组别 敏感度 特异度 阴性预测值

ＴＣＴ组 ７５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５９

对照组 ５３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２３

χ２ ６７１０３ ０００ ５１０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是严重影响妇女生存质量的恶性肿瘤疾病，目前的

研究显示，其病因多与患者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以及某些病毒传

播有关［８］。虽然宫颈癌致残致死率较高，但其从最初的癌前病

变逐渐发展成恶性肿瘤却是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尽早对患

者宫颈的病变情况进行诊断与治疗对预防宫颈癌发生、降低死

亡率有重要价值［９］。传统的巴氏涂片法敏感度较低，易发生漏

诊，而近些年新发展的ＴＣＴ在筛查宫颈病变情况时拥有更高的
灵敏度。相关研究表明，ＴＣＴ筛查的结果与组织病理活检的结
果相符性极高［１０］。为了进一步探明 ＴＣＴ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
用效果，笔者对 ＴＣＴ于传统巴氏涂片法的筛查结果进行了
比较。

在分析与组织病理活检相符率后，我们发现ＴＣＴ组阳性符
合率为７５８９％（１３２２／１７４２），对照组为５３５７％（４５／８４），两组
间阳性符合率差异有高度显著性意义（χ２＝６７１０３，Ｐ＜００１）。
由此可见，ＴＣＴ较传统的巴氏涂片法准确度更高，有更好的应用
价值［１１］。有文献称，由于巴氏涂片法出现不满意涂片的现象较

多，获取的样本中往往夹杂着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细胞和组织

等，这就造成了宫颈细胞无法得到有效观察，故精准度降

低［１２，１３］。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弊端之外，巴氏涂片法相对简易

的涂片与观察操作极易导致样本着色不均匀等问题，在使用显

微镜观察时，就会出现因无法清晰分辨细胞而出现诊断的失

误，而且涂片中的细胞易发生重叠，这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检

查的结果［１４，１５］。

此外，在对两组检查方法的指标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两

组特异度均为１００％无差异（Ｐ＞００５），而 ＴＣＴ组敏感度和阴
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７１０３、５１０，Ｐ＜００１或
００５）。之所以ＴＣＴ能够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是
因为更为先进的过滤技术几乎可以收集到所有采样器上的细

胞，制成的涂片也更为清晰，这就提高诊断的准确度，尽可能避

免了误诊的发生［１６］。有文献还证明，ＴＣＴ不仅可以对宫颈组织
细胞病变进行检查，还能够同时检查出阴道中的滴虫、霉菌等

微生物，这一点明显优于单纯宫颈刮片的巴氏涂片法［１７］。但也

有研究认为，ＴＣＴ相对巴氏涂片检测效果不佳，尤其是浸润性肿
瘤疾病的诊断上。需要关注的是，ＴＣＴ由于费用较高，且需要对

检验人员进行培训，这是导致其短时间内无法普及的重要

原因［１８］。

总之，ＴＣＴ应用于宫颈癌筛查中效果好，虽然费用略高，但
其敏感度显著优于传统的巴氏涂片法，具有在临床上推广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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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患者１０６例
临床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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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子宫肌瘤患者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收集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到我院进行诊治的经过专科医师确诊子宫肌瘤患者１０６名作为研究
对象，将１０６名研究对象作为实验组，同时随机选择同期经过专科医师确诊子宫肌瘤患者１００名作为对照
组。实验组的研究对象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的药物联合治疗方法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使用米

非司酮进行对比治疗。治疗完成后将治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实验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平均子宫肌瘤体积

小于对照组平均子宫肌瘤体积（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孕激素水平为（９５±８７）ｎｍｏｌ／Ｌ与对照组
患者的（９４±４９）ｎｍｏｌ／Ｌ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实验有效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桂枝茯苓胶囊；米非司酮；子宫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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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们夜生活的不断丰
富，患有子宫肌瘤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１］。子宫肌瘤现如今已

经成为我国女性生殖器官疾病中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种肿瘤。

子宫肌瘤临床表现为腹痛继发性贫血、盆腔临近器官受压迫

等，好发于３５～５５岁已婚妇女［２］。但是由于子宫肌瘤起病缓

慢、发病缓慢，对子宫肌瘤的相关发病机制研究尚未清晰，对子

宫肌瘤的变化情况尚不能完全了解。所以几年来针对子宫肌

瘤的治疗成为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３，４］。从中医的观点认

识子宫肌瘤认为子宫肌瘤形成的原因为气血不顺，局部气血淤

积从而凝聚。而桂枝茯苓胶囊由多种活血化瘀的中药组成，能

够有效降低血液黏度，降低血小板聚集能力，有提高免疫力、消

炎镇痛、抗菌等效果［５］。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外针对子宫肌瘤的

研究很少，所以本研究收集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到我院
进行诊治的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桂枝茯苓胶囊联

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效果。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到我院进行诊治的患者
１０６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实验组，同时随机选择同期子宫肌瘤
患者１００名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经过专科医师确诊患有子
宫肌瘤。所有患者或其家属均同意自愿参加本次试验并签署

我院制定的知情同意书。经过统计后发现：实验组所有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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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年龄在２５～６０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５４±１０３６）岁；平均体
重为（５０４５±１５６９）ｋｇ；平均身高（１５９９０±２０３６）ｃｍ。对照
组患者年龄在２４～５９岁，平均年龄为（４３２４±１１２６）岁；平均
体重为（５１４６±１３７９）ｋｇ；平均身高（１５９９０±２０３６）ｃｍ。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其他疾病情况比较，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首先纳入标准为所有研究对象均经过超声检查和专科医

师检查后确诊患有子宫肌瘤。排除患有严重的心、肝、肾疾病

或者精神疾病的患者；患者具有相关药物和治疗的禁忌症时，

予以排除；排除测量不准和虚假测量结果［６］。

１３　方法
实验组患者口服桂枝茯苓胶囊（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Ｚ１０００５５）１ｇ／次，２次／ｄ，联合米非司酮（北京紫竹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６３３）１２５ｍｇ／次，２次／ｄ；对照
组患者仅使用米非司酮１２５ｍｇ／次，２次／ｄ。治疗完成后将治
疗结果进行效果分析［７］。

１４　效果评价
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第８版内科教材中对子宫肌瘤治疗

效果的判定：显效的定义为患有子宫肌瘤的患者的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患者的子宫肌瘤消失５０％以上；有效为患有子宫肌
瘤的患者的临床状况有所缓解，患者子宫肌瘤体积降低１０％
到５０％。无效的定义为，患有子宫肌瘤的患者的临床症状完
全没有改善，甚至更加严重，患者的子宫肌瘤体积完全没有

减小［８］。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对计算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Ｐ＜

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超声影像下观察的子宫肌瘤体积差

在超声影像下观察子宫肌瘤体积，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研究对象的子宫肌瘤体积均有所缩小。但是实验组临床显效

率和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有效率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１００ ２０（２００） ７４（７４０） ６（６０） ９４（９４０）

实验组 １０６ ５０（４７２） ５６（５２８） ０ 　　 １０６（１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孕激素水平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孕激素水平为（９５±８７）ｎｍｏｌ／Ｌ与

对照组患者的（９４±４９）ｎｍｏｌ／Ｌ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两组研究对象中均出现了不良反应，比如潮热、恶心、瘙

痒、胃肠不适、性欲降低等不良表现，大部分患者继续服药后病

情缓解。对照组中有３名患者的血清转氨酶升高的情况。并未
出现肾功能异常。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潮热 恶心 瘙痒 胃肠不适 性欲降低

对照组 ６ １５ １０ ９ ２０

实验组 ４ ２ １ ３ ４

#

　讨论
现如今，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仍没有完全被探究出来，子

宫肌瘤已经成为我国女性生殖器官疾病中发病数量最多的一

种肿瘤［９，１０］。子宫肌瘤的临床表现为腹痛、继发性贫血，盆腔临

近器官受压迫等主要表现的妇科疾病。但是由于子宫肌瘤起

病缓慢、发病缓慢，现如今针对子宫肌瘤等疾病的治疗仍然使

用激素治疗为主要手段，以激素治疗的方案往往会取得较好的

疗效［１１］。同时子宫肌瘤的高发病率和高致死率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命健康，子宫肌瘤手术后的复发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心

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众多的术后并发症极大地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所以，对子宫肌瘤的治疗已经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

问题［１２］。

米非司酮作为一种新型化学合成甾体类药物，可以起到阻

断孕激素的作用，吸收速度较为迅速，人体内经代谢后与孕激

素受体结合，产生较强的抗孕酮作用，促使黄体生成素下降，达

到卵巢黄体溶解，体内雌二醇和孕酮水平降低的目的［１３］。桂枝

茯苓胶囊的主要成分为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白芍等，具有

活血化瘀、消瘀散结功效，可通过瘀滞的血脉重新流通，达到化

瘀消瘤的目的。因此，桂枝茯苓胶囊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抑

制外肿瘤细胞的生长以及调节体内雌激素的分泌作用，即有助

于子宫肌瘤瘤体缩小［１４］。

本实验研究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对象治疗后子宫

肌瘤体积均减少。但是实验组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高于

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
者经过治疗后平均子宫肌瘤体积小于对照组平均子宫肌瘤体

积。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孕激素水平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针对不良反应，患者出现比如潮热、恶心、

瘙痒、胃肠不适、性欲降低等不良表现，大部分患者继续服药后

病情缓解。对照组中有３名患者的血清转氨酶升高的情况，并
未出现肾功能异常，此结果与白慧萍［１５］、余霞［１６］等研究结果具

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患有子宫肌瘤患者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

司酮具有较好治疗效果。同时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

酮治疗子宫肌瘤能够有效预防不良反应的出现，也可以有效的

提高其治疗的有效率。但是研究对象的数量等问题使研究具

有局限性，对患有子宫肌瘤患者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

酮治疗具有十分大的效果，为今后研究做出文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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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效果
分析
冯艳　贺晶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主要研究米非司酮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效果并分析。方法：本次的研
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医院收治的１２４例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患者，将所有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各有患者６２例，命名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的６２例患者给予安宫黄体酮口服进
行治疗，实验组的６２例患者采用米非司酮口服进行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
疗效果。结果：两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两组患者在治疗总有效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 ２例
（３２３％）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患者有１０例（１６１３％）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在不良反应发生
率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实验组患者的复发率为６４５％（４／６２）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的复发率２４１９％（１５／６２），存在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结论：采用米非司酮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
的治疗效果很明显，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米非司酮；子宫出血；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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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临床上的常见的疾病之一是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由
于体内生殖神经内分泌系统出现功能异常，导致患者的子宫出

现异常出血的现象［１，２］，临床上有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临床上用

米非司酮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效果好，能尽快缓解患

者的症状，且不良反应少。本次研究主要是探讨米非司酮治疗

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并分析，现具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医院收
治的１２４例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每组各有患者６２例，分别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年龄４５
～５６岁，平均（４８６±２４）岁，病程１～３年，平均（１２±０４）
年。患者中，４２例增生期子宫内膜，４０例单纯性子宫内膜，２６
例混合型子宫内膜，１６例分泌不足。入选患者均符合顽固性功
能性子宫出血临床诊断标准，且患者入院后均得到确诊。两组

患者的病史、年龄等方面的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有
可比性。

１２　入选标准
所有患者都表现为经期的时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延长，月经

周期没有规律性、在月经期间其经血量比以往多以及确诊为功

能性子宫出血。患者在近期内没有接受过任何激素类药物的

治疗，没有严重的心、肝、肾等疾病［３－５］。所有患者在进行本次

研究前，均知晓本次研究并同意，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自愿加入

本次研究，排除因其他器质性病变原因而导致的子宫出血的

患者。

１３　 方法
对照组的６２例患者给予口服安宫黄体酮进行治疗，实验组

的６２例患者采用口服米非司酮（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１０９５０２０２）进行治疗。对照组的患者在诊断刮宫的半
个月后开始口服安宫黄体酮（北京北大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１１０２１５６２）进行治疗，口服服药，８０ｍｇ／次，１次／ｄ，连用１０ｄ，
若观察到对照组患者的阴道还是没有止血，继续出血，则在１５ｄ
后继续采用安宫黄体酮进行治疗，连续用药３个月。实验组的
患者在诊断性刮宫后采用米非司酮进行治疗，采用口服服药，

睡前服，１０ｍｇ／次，１次／ｄ，连用１个月。若实验组的阴道出血控
制效果比较好，则可以将米非司酮的服药剂量减半，５ｍｇ／次，１
次／ｄ，睡前服药，连用３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在经过治疗后的总有效率、治疗过程中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以及复发的情况，其中治疗效果分为３个等级，
分别为治愈、有效和无效。痊愈：经过药物治疗１周内患者的阴
道出血现象消失，患者的月经有规律、月经量正常以及月经的

经期恢复正常，在后期的随访时间内没有出现复发；有效：经过

药物治疗１０ｄ后患者的阴道出血现象有明显的改善，经过１个

月的治疗后患者的月经开始有规律、月经量正常以及月经的经

期恢复正常，随访期间内没有出现复发；无效：经过药物治疗

１０ｄ后，患者的阴道还是出血异常，治疗１个月后患者的症状没
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加重。治疗总有效率＝（痊愈＋有效）／总人
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
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两组患者在治疗总有效

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６２ ３４（５４８４） ２３（３７１０） ５（８０６） ９１９４

对照组 ６２ ２５（４０３２） １８（２９０３） １９（３０６５） ６９３５

２２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治疗后的
复发情况

　　实验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２例发生不良反应，对照组有
１０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实验组患者有４例出现复
发，对照组患者有 １５例出现复发，存在明显的差异性（Ｐ＜
００５）。
#

　讨论
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在妇科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疾病，

引起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分别为机体

的内部原因和生活环境的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患者体内

生殖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失调所导致子宫的功能性出血，外部原

因主要有患者生活环境、压力、心理方面的负担等方面的影

响［６－８］，患者出现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表现为月经周期开

始没有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闭经后又开始出现阴道出血等现

象，而且在月经期间患者的流血量比平时要多，月经持续的时

间也没有规律性，出血严重的患者有可能会出现贫血、失血过

多而休克等现象［９－１１］。

安宫黄体酮是临床上用于治疗妇科疾病的常用药物，其在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出血，孕妇的先兆流

产，临床上经常用于治疗习惯性流产的患者，出现功能性闭经

的患者以及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等等［１２］。安宫黄体酮

是一种孕激素类的药物，主要是采用皮下注射，可以增强孕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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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类药物的有效活性，患者如果长期采用肌内注射，其在治疗

妇科的某些疾病方面效果突出，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因为激素失

衡的原因而导致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闭经等。但目前也有

相关临床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此药物在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

宫出血方面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米非司酮是属于孕酮受体阻

滞剂［１３－１５］，临床上可用于抗糖皮质激素，此药物对孕酮受体的

亲和力很强，但是没有孕酮的活性。有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

米非司酮对于人体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作用于人

体的下丘脑，产生抑制黄体生成素的生成和释放的作用，另一

方面，米非司酮可以直接对垂体产生作用，抑制卵泡刺激素和

黄体生成素释放的目的。患者在使用米非司酮后，能够加速体

内残存卵泡的萎缩，让其加快凋亡的速度从而实现闭经的。米

非司酮是一种新型的抗孕激素药物，在体内与孕激素互相竞争

孕激素受体，米非司酮与孕激素受体相结合减少孕激素与孕激

素受体的结合量，刺激并发挥抗孕激素的效果。同时还能有效

的延长患者的排卵时间，抑制卵泡的发育，加快卵泡的萎缩，从

而达到快速止血的治疗效果。

本次通过对比两组的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

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

有效率，两组患者在治疗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
验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２例（３２３％）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对照组患者有１０例（１６１３％）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在
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
实验组患者的复发率为６４５％（４／６２）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复发率２４１９％（１５／６２），存在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综上
所述，采用米非司酮治疗顽固性功能性子宫的治疗效果明显，

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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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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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炔诺酮治疗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效果分析。方法：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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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医院收治的１４６例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决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炔诺酮进行治疗，治疗结束后观察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结束后观察组临床有效率为９８６３％，对照组临床有效率为７９４５％，两组临
床有效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经期天数、周期和血红蛋白水平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统计两组患者血性激素水平，结果显示
治疗前血性激素水平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Ｅ２、ＦＳＨ、Ｐ和ＬＨ四项指标比较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使用炔诺酮治疗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可显著改善
患者月经周期、血清性激素指标和血红蛋白指标，临床指导意义重大。

【关键词】　炔诺酮；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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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是指因非全身及生殖
系统各种器质性疾病引发的子宫异常出血，该病包括无排卵性

和排卵性两种，临床较为常见的为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１，２］。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临床多表现为月经

量增多，存在不规则出血和经期延长等症状，临床治疗无排卵

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多使用性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治疗中

会导致患者出现较多不良反应［３］。本研究为分析炔诺酮用于

治疗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对１４６例
临床患者进行了分组治疗。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到医院诊治的无排卵性功能失
调性子宫出血患者１４６例，年龄１８～６１岁，将其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７３例，年龄 １８～６０岁，平均（３６２８±
５１７）岁，出血时间１２～９０ｄ，平均（３８２９±６７３）ｄ；对照组７３
例，年龄１８～６１岁，平均（３６９１±４８２）岁，出血时间１３～９０ｄ，
平均（３７９９±６０１）ｄ。全部患者经生殖激素测定、Ｂ超检查、宫
颈镜检和子宫内膜病理检查后确诊为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

宫出血，排除合并高血压、高血脂、严重肝肾功能异常、心脑血

管疾病等患者。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年龄、

出血时间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决雌醇环丙孕酮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分装，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００００３，２０３５ｍｇ／ｓ），口服，月
经第１ｄ开始服用，１片／次，１次／ｄ，连服２１ｄ后停药７ｄ，第８ｄ开
始继续服用，以此类推２８ｄ一周期服用药物。观察组患者给予
炔诺酮（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１７６９，
０６２５ｍｇ／片）５ｍｇ／次，１次／ｄ，连续口服２２ｄ，月经周期第５ｄ同
法服用。两组患者连续治疗３个月，治疗结束后对患者进行病
理检查并统计临床指标。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妇科检查结果、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月经周期、血红蛋白等临床指标和临床治疗效果。临床疗

效判定为痊愈、好转、无效，痊愈：患者治疗结束后出血停止，月

经恢复正常，且无复发情况；好转：患者治疗结束后出血停止，

月经基本恢复正常；无效。患者治疗结束后出血未得到控制，

存在复发情况。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性激素指标包括：雌

激素（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孕激素（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若
Ｐ＜００５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临床疗效，７３例观察组患者治疗结束后临床
有效率为９８６３％，对照组为７９４５％，组间临床有效率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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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指标和血红蛋白水平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经期天数、周期和血红蛋白水平，

比较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三项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红蛋白水平、经期天数和周
期统计结果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痊愈 好转 无效 临床有效率（％）

观察组 ７３ ３２（４３８４）４０（５４７９） １（１３７） ９８６３

对照组 ７３ ２７（３６９９）３１（４２４７）１５（２０５５） ７９４５

χ２ － ５７８２ ４４５８ ８７９６ ８７９６

Ｐ －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指标和血红蛋白水平比较

组别
血红蛋白（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月经周期（ｄ）

治疗前 治疗后

月经天数（ｄ）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８３２７±８２６ １３６２９±７５３ ２０２３±２４３ ２７０１±２６５ １８３４±２３１ ６７５±１６４

对照组 ８３５２±８０２ １０５７２±８４６ ２０２１±２５１ ２３７４±２７４ １８５２±３０１ ８５６±１５９

ｔ １５４２ ２５２１ ０９８２ ２４１５ １３１５ ２６９０

Ｐ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２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９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性激素水平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性激素水平指标雌激素（Ｅ２）、卵

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孕激素（Ｐ），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治疗前四项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结束后四项指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Ｅ２（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２３４±１９２３ ２９６３±１０５７ １６３６±１３６８ １３２８±１２３４ １２４８±１０２７ １３１４±１０２４ １５３±０９４ １１８±０３６

对照组 ４２６１±２０１８ ３６６７±１１２６ １６４２±１４２５ １５２１±１３０４ １２５４±１０７２ １２８６±１０４２ １５３±０８６ １２５±０７５

ｔ ０８５６ ２３５７ ０９８２ ２３３０ １１４９ ２２８５ ０７７９ ２１９８

Ｐ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０ ０２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３８９ ００３１

#

　讨论
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临床多表现为月经完

全不规则，患者血清雌激素水平和下降速度决定了患者出血类

型，长期患病还会导致患者出现贫血、肥胖、多毛、不孕等临床

症状［４－６］。临床患者随着年龄不同，发病原因也有所不同，青春

期患者发病多由下丘脑－垂体 －卵巢轴发育成熟不全引发，而
绝经过渡期妇女功血多与患者生殖器官功能衰退有一定的关

系［７－１０］。临床常规治疗无排卵性功血多使用性激素类药物改

善患者体内激素水平，控制患者经期出血状况［１１，１２］。本研究对

比分析了决雌醇环丙孕酮片和炔诺酮治疗无排卵性功能失调

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炔诺酮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决

雌醇环丙孕酮。研究中统计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统计两组患者月经指标、血红蛋白、血性激素水平
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多项临床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正常情况下，女性体内雌孕激素随着月经周期会
发生一定变化，炔诺酮具有弱雄激素效果，针对无排卵功能失

调性患者血性激素异常状况有一定临床效果，有利于稳定雌激

素水平，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Ｅ２、ＦＳＨ和Ｐ水平显著下降，

表明炔诺酮改善患者血性激素水平临床效果显著，患者止血效

果明显。研究中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结束后血红蛋白水平和

月经周期显著增加，月经天数显著减少，炔诺酮可有效促进性

腺激素分泌，同时还有较强的孕酮样效果，可显著修复患者子

宫内膜，达到有效的止血效果，缩短患者出血时间，减少月经天

数［１３－１６］。炔诺酮作为１９－去甲基睾酮的衍生物的一种，有较
强的孕激素效应，可显著促进子宫内膜进入分泌期，有效减少

患者出血状况，此外该药还有一定的抗血管生成效果，临床止

血效果显著［１７－２０］。

综上所述，炔诺酮治疗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临床

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不规则出血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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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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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Ｗ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盆腔外子宫内
膜异位症，最常见于剖宫产术后切口瘢痕处，目前临床尚无统一的诊治标准。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切口瘢痕

周围出现圆形或椭圆形的实性肿块及与月经相关的周期性渐进性疼痛等。诊断需详细询问病史，并结合临

床表现及相关的辅助检查。药物治疗以甾体类激素、消炎药物为主，但临床疗效差。局部病灶切除术是临

床上常用的治疗ＡＷＥ的有效手段。ＡＷＥ虽是良性疾病但却会出现如复发、甚至恶变的恶性行为。
【关键词】　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诊治；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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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是指具有活性的子宫
内膜腺体和间质出现在子宫腔外的部位［１］，是育龄期妇女的常

见病。ＡＷＥ是最常见的盆腔外子宫内膜异位症［２］，是剖宫产术

后远期并发症之一。随着我国剖宫产率的上升，ＡＷＥ的发病率
也增高［３］，逐渐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虽然结合临床表现和辅

助检查不难诊断ＡＷＥ，但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诊治标准。本文就
其病因、临床表现、治疗、复发及预防等方面予以综述。

!

　
%&'

的发病率和病因

１１　ＡＷＥ的发病率
Ｍｅｙｅｒ于１９０３年报道了首例腹壁瘢痕子宫内膜异位症［４］。

１９５６年妇科文献中就有关于剖宫产术后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
的相关报道［５］。近年来剖宫产术后腹壁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为００３％～１７３％［６，７］。

１．２　ＡＷＥ的病因
１８８５年ＶｏｎＲｏｋｉｔａｎｓｋｙ教授首次提出子宫内膜异位症，迄

今为止，其发病机制尚未阐明。现普遍认为是多种因素相互协

同作用，相关学说包括：种植学说（经血逆流及医源性种植）、体

腔上皮化生学说、免疫学说等。现研究倾向认为 ＡＷＥ是一种
医源性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即手术操作时将子宫内膜碎片种植

于切口，在激素的影响下内膜细胞不断增殖，进而形成异位病

灶［８］。此外，ＡＷＥ还可见于羊膜腔穿刺、阑尾切除术和疝气修
补术后［２，９］。研究证明，不同时期的子宫内膜种植能力不相同，

其顺序依次为月经前期 ＞间歇期 ＞分泌期 ＞早期妊娠 ＞晚期
妊娠［１０］。虽剖宫产时带至切口的内膜碎片并不少见，但腹壁内

异症的发生率却并不高。祝洪澜等［１１］报道９４例腹壁切口子宫
内膜异位症患者，发现其中哺乳期＞６个月的３８例患者潜伏期
较长，提示体内低雌激素水平不利于异位内膜增长，有助于减

少ＡＷＥ的发生。故认为ＡＷＥ的发病可能与诸多因素相关，因
此对于该病的病因仍待进一步研究［６］。

"

　诊断
目前临床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应根据病史、临床表现，结

合辅助检查明确诊断，但术后病检仍是确诊的金标准。此外，

尚需与腹壁切口疝、瘢痕肉芽肿、血管瘤、腹壁纤维瘤、淋巴瘤、

甚至腹壁恶性肿瘤等疾病相鉴别。

２．１　临床特点
ＡＷＥ常见于２０～４０岁的育龄期女性，潜伏期长短不一，可

从数月到数年不等，大多继发于剖宫产术后２４～６０个月［６］。研

究显示横切口ＡＷＥ的发生率高于纵切口，且病灶大多位于切
口右侧［９］。患者常以剖宫产切口部位或周围出现肿块或周期

性切口部位疼痛就诊。少数患者可表现为痛经、性交痛及腹壁

包块出血等［２］。病灶可侵及皮肤、皮下脂肪、肌肉、筋膜，可局

限于脂肪层，也可位于腹直肌鞘前后，但较少侵入腹膜。肿块

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活动度差。巨检可见切口处或周围触及

质硬的包块，大小不等，边界不清，活动度差，可有轻度的

触痛［１２］。

２．２　辅助检查
目前认为彩色超声是ＡＷＥ最常用的辅助检查手段。对于

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可以采用腹部探头结合高频探头

检查腹部情况［１３］。陈小燕等［１４］认为超声结合高频超声对

ＡＷＥ的诊断准确率高达９５２％。典型超声图像表现为肿块内
部回声不均匀、无包膜、形状不规则，脉冲多普勒提示肿块内部

显示点状血流信号，为低速高阻血流频谱。ＣＴ、ＭＲＩ可确定病
灶的囊实性及浸润深浅，可协助排除血管瘤、腹壁纤维瘤、腹壁

疝、异物肉芽肿等疾病。但因其价格昂，临床较少用于 ＡＷＥ的
诊断［１５］。当腹壁包块直径＞４ｃｍ时，ＭＲＩ对术前评估及手术方
式的选择是必要的。肿块穿刺活检术是指在超声引导下对包

块进行穿刺并行病理学检查，此方法虽可以术前排除恶性［２］，

但可能增加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故临床上仍存在争议。血ＣＡ－
１２５常用来辅助诊断ＥＭ，但研究显示血 ＣＡ－１２５对 ＡＷＥ的诊
断价值不大［１６］。

２．３　病理诊断
ＡＷＥ的病理特点为异位内膜的周期性出血及其周围组织

的纤维性增生。病灶切面呈现灰白色，显微镜下可见少许子宫

内膜腺体、基质或增生的纤维组织或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

胞［１７］。极少的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可发生组织学变化，甚至

癌变。

#

　治疗
３．１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以性激素类药物为主，常用药物有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激动剂（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
ａ）、口服避孕药、米非司酮［２，１８］等。ＡＷＥ异位病灶内反复出血，
与周围组织致密粘连，导致药物难以到达病灶发挥药效［１９］，故

临床药物治疗效果差。有学者认为甾体激素药物治疗腹壁子

宫内膜异位症较其他类型内异症临床疗效差。ＧｎＲＨ－ａ可以
起闭经、潮热、烦躁等低雌激素类不良反应，不能长期使用，停

药后容易导致疾病复发。现临床上常于术前或术后辅助药物

治疗。术前用药可控制症状，局限腹壁包块，有利于手术治疗，

但同时也可能使微小病灶萎缩致使手术无法完整切除而导致

病灶复发。术后辅助用药主要目的是控制残留病灶，减少复

发［１９］。蒋玉等［２０］对病灶切除术后的８３例腹壁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给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类药物或口服孕三烯

酮药物治疗，随访２年期间无一例复发。
３．２　手术治疗

病灶切除术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有效治疗手段。根据

患者临床表现、超声检查及术中情况将 ＡＷＥ分为 ３型，分别
为：皮下脂肪型、前鞘肌肉型、腹膜型，以期指导麻醉方式及手

术切除范围［２１］。

３．２１　皮下脂肪型　此型患者病灶表浅，且局限于皮下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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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大多表现为切口瘢痕周围周期性疼痛的进行性增大包块，

且经期疼痛明显，但一般不影响生活。巨检时可触及腹壁切口

周围触痛性包块，与周围组织粘连，活动度差，且界限不清，腹

肌收缩时疼痛不加重。Ｂ超及术中探及包块均位于皮下脂肪层
内。患者临床症状一般较轻，术中病灶切除范围小，一般切除

病灶周围正常组织１～２ｃｍ，较容易彻底切除病灶。术前无需胃
肠道准备，故可行局部麻醉或腰椎麻醉。

３．２２　前鞘肌肉型　此型患者病灶累及前鞘及肌肉，位置较
深，临床表现常以与月经周期相关的切口瘢痕疼痛为主，且腹

壁肌肉活动后疼痛加重。查体时早期腹壁包块不明显，包块周

围压痛明显，且腹肌活动后疼痛加重。疼痛与月经周期明显相

关，经前期及月经期较重，月经后疼痛略有减轻，可影响部分患

者的工作及生活。Ｂ超及术中可见包块位于腹直肌中。对于此
型患者，一般选用椎骨内麻醉，因病灶位置及侵及组织深度不

同，术中常难以完整切除病灶，原则上应切除病灶周围至少

０５ｃｍ的正常组织。术中切除组织过多容易导致切口张力较
大，存在切口愈合困难或切口疝形成的风险。故术前应充分评

估患者的包块大小、位置，同时可联合药物治疗以期局限病灶，

利于术中切除，但尚存在微小病灶残留导致复发的风险。此

外，术中还可采用生物材料代替肌肉组织，从而减少切口张力，

防止术后疝气形成［２２］。目前常用的补片有聚丙烯补片、聚酯补

片和聚四氟乙烯补片等。术中补片大小合适，用丝线缝合固

定，但对于需行补片修补的腹壁缺损大小，目前尚存在争议。

３．２３　腹膜型　腹膜型患者临床上少见，此型患者病灶累及腹
膜，临床症状和体征多不典型，部分患者累及多层腹壁时可出

现类似前鞘肌肉型的临床表现。研究表明，此型患者可同时合

并有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大多于活动后疼痛明显加重，于月

经后略有缓解。查体时大多患者切口瘢痕周围压痛比较明显，

部分患者查体无异常，或仅存在轻微的腹壁压痛。当包块较大

时，可触及质硬结节，与周围组织关系密切。研究表明，ＡＷＥ合
并盆腔内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率为１４３％ ～２６０％［２３］。ＭＲＩ
可初步评估盆腔脏器是否受累，因此对病情复杂者术前可联合

使用，以便对合并盆腔内异症患者早期行腹腔镜诊断和治疗。

对于腹膜病灶过大，术后缺损严重的患者，可行生物补片或皮

瓣移植［２４］。术后可辅助用药，控制异位病灶，减少疾病的复发。

３．３　其他治疗
近年来，超声消融技术逐渐应用于 ＡＷＥ的治疗，该技术是

将超声波通过体外聚焦方式作用于体内的病变组织，使局部组

织内温度升高，导致靶组织凝固性坏死［２５］。其具有创伤小、时

间短等优势。左巧富［２５］研究显示超声消融技术治疗腹壁子宫

内膜异位症在短期内是安全有效的，但因病例少，其远期疗效

尚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有研究者报道电化学治疗 ＡＷＥ有一
定优势，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大样本的研究证实其疗效。

$

　复发与恶变
文献报道，病灶较大、位置较深的患者术后容易复发，可能

与术中病灶不易清除有关。袁蕾等［２６］对１５１例ＡＷＥ患者行病
灶切除术治疗，术后５３例辅助药物治疗，８８例未给予药物治
疗，随访期间，药物治疗组２例复发，复发率显著低于未用药组，
提示ＡＷＥ术后辅助药物治疗可降低复发率。韩小燕等［２７］报道

３８例腹壁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均行术前Ｂ超、均于月经期
刚结束行手术治疗，且切除范围超出病灶边缘至少０５～１ｃｍ，

其中２７例患者术后辅助用 ＧｎＲＨ－ａ药物预防复发，随访期间
所有患者均无复发。由此可见，术前根据 Ｂ超确定病灶范围和
深度，术中尽量完整切除病灶，术后辅助ＧｎＲＨ－ａ药物，对预防
复发有一定作用。

ＡＷＥ的恶变率不到１％，Ｍａｔｓｕｏ等［２８］于１９９８年报道第一
例切口内膜异位症恶变为透明细胞癌。虽然 ＡＷＥ恶变率较
低，但术后均应常规送病检。对于以下情况应警惕恶变：（１）肿
块直径＞１０ｃｍ，或短期内明显增大；（２）疼痛呈持续性或进展性
加重；（３）辅助检查为实性或乳头状结构，且Ｂ超提示病灶周围
血流丰富，阻力指数低；（４）血清 ＣＡ－１２５显著升高（＞２００Ｕ／
ｍＬ）。
(

　预防
（１）宣传自然分娩的优点，并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减少社

会因素性的剖宫产率；（２）剖宫产术时应严格规范操作，尽量保
护好切口周围，防止宫腔内容物溢出及减少子宫内膜种植的机

会［２９］；（３）宫腔操作的器械及物品均不可重复使用；（４）缝合子
宫时应注意不可穿透子宫内膜层；（５）术后积极母乳喂养，降低
体内雌激素水平，对ＡＷＥ的预防可能有益［３０］；（６）严格掌握手
术时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宫腔操作。

)

　小结
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需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及相关

的辅助检查，病检仍是确诊的金标准。目前临床治疗方法多

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病灶切除术仍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有效

治疗手段。近年来，超声消融和电化学治疗已应用于 ＡＷＥ的
治疗，但其远期疗效仍需进一步探讨。术后辅助药物治疗可降

低ＡＷＥ的复发率。此外，虽ＡＷＥ的恶变率较低，但仍需警惕。
因ＡＷＥ与剖宫产关系密切，而我国的剖宫产率还未得到有效
的控制，故应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规范术中操作，同时提高临

床医生对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认识，以期有效预防 ＡＷ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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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绝经后阴道出血病变类型和相关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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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绝经后阴道出血临床原因与病理分析。方法：通过对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
医院收治的１２０例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进行病理检查分析患者阴道出血病理分型，同时对引发患者绝经后
阴道出血的临床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非条件回归分析，分析引发患者出血的临床原因。
结果：统计１２０例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病理分型结果显示１２０例患者中有９３例患者为炎性病变，其中有２７
例细菌性阴道炎占２２５０％，３９例老年性阴道炎占 ３２５０％，子宫内膜炎 １２例占 １０００％，９例盆腔炎占
７５０％，６例卵巢囊肿占５００％；恶性病变患者有２７例，包括１３例子宫内膜癌占１０８３％，宫颈癌７例占
５８３％，平滑肌肉瘤４例占３３３％，间质瘤２例占１６７％，卵巢癌１例占０８３％；对影响患者绝经后阴道出
血的临床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过大、绝经时间较长及子宫内
膜过厚均为单独影响患者阴道出血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临床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多以炎性病变
为出血原因，患者年龄较大、绝经时间较长、子宫内膜较厚均会引发患者阴道出血。

【关键词】　绝经；阴道出血；临床原因；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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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经后阴道出血是中老年妇女阴道炎、子宫肌瘤、宫颈癌
等妇科疾病的临床危险信号，常见于中老年女性绝经１年后，患
者出血类型以不规则出血较为常见［１－３］。临床绝经妇女出现阴

道出血应及时就诊治疗，避免病情恶化，预防子宫内膜癌发生

率［４，５］。临床治疗绝经阴道出血需对疾病发病原因和病理分型

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针对性治疗，有效缓解病情发展。本

研究为分析女性绝经阴道出血的临床原因和病理分型，对１２０
例绝经阴道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到医院诊治的绝经后阴道出血
患者１２０例，年龄４６～７６岁，平均（５８３８±４１９）岁，出血时间
距绝经时间１～２０年，平均（７２９±５２８）年，病程２～２０年，平
均（８９２±３４１）年。患者阴道出血类型部分为少量不规则出
血，少数患者为接触性出血。全部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老年阴道炎患者。

１２　检查方法
全部患者行常规妇科检查，统计患者出血量、出血方式。

患者出血原因包括：无诱因下出血、血性白带、性交出血；实验

检查项目包括：凝血功能、血常规、血小板功能；宫颈涂片、阴道

涂片进行细胞学检查；影像学检查项目：腹部多普勒超声检查、

阴道Ｂ超、阴道镜、宫腔镜检查及分段诊刮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

根据检查结果统计患者阴道出血类型和分布情况；根据

ＷＨＯ子宫内膜增生分类及中国肿瘤病理学分类标准对患者出
血类型进行确诊，患者病变类型包括炎性病变和恶性病变，炎

性病变类型中包括阴道炎、宫颈糜烂、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

恶性病变包括多种恶性肿瘤，主要有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平滑

肌肉瘤、卵巢癌等［６－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各项影响因素

采用ｔ检验，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非条件回
归分析，自变量筛选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向前逐步回归法，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病变类型及检出率

对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类型及构成比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１２０例患者出血类型主要为炎性病变，共有９３例占７７５０％，其
中以老年性阴道炎和细菌性阴道炎为主，共占比５５００％；恶性
病变２７例，占２２５０％。见表１。

表１　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病变类型及检出率

出血病变类型 例数 检出率（％）

炎性病变（ｎ＝９３）

　细菌性阴道炎 ２７ ２２５０

　老年性阴道炎 ３９ ３２５０

　子宫内膜炎 １２ １０００

　盆腔炎 ９ ７５０

　卵巢囊肿 ６ ５００

恶性病变（ｎ＝２７）

　子宫内膜癌 １３ １０８３

　宫颈癌 ７ ５８３

　平滑肌肉瘤 ４ ３３３

　间质瘤 ２ １６７

　卵巢癌 １ ０８３

合计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临床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统计全部患者年龄、绝经时间、子宫内膜厚度等临床危险

因素，结果显示恶性病变患者同炎性病变患者年龄、绝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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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宫内膜厚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对影响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患者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显
示患者年龄过大、绝经时间较长及子宫内膜过厚均为单独影响

患者阴道出血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患者阴道出血临床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炎性病变 恶性病变 ｔ Ｐ

年龄（岁） ５８２６±１４８ ６４３６±２５１ ２５８３ ００１０

绝经时间（年） ４９６±２００ ８０２±１９７ ２７４８ ０００７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２５３±１０３ ５７８±１３４ ２９３９ ０００３

出血量（ｍＬ） ２６７９５±５３５１２７６１９±５６９８ １７８６ ００７９

表３　患者绝经后阴道出血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β Ｓ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过大 １１０３ ０４６８ ５５４４ ００１９ ３０１２ １２０３～７５４１

绝经时间较长 １９３７ ０６１６ ９８８８ ０００２ ６９３２ ２０７４～２３１８９

子宫内膜较厚 １７７１ ０５４３ １０６６７ ０００１ ５８８２ ２０３１～１７０３５

出血量 ２１４７ １３０９ ２６９１ ０１０１ ８５６３ ０６５８～１１１４３６

#

　讨论
绝经后阴道出血是临床常见妇科疾病之一，同时是生殖系

统病变的临床前兆，妇女绝经后卵巢功能逐渐衰退，分泌雌激

素水平逐渐降低，激素对子宫内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长期刺

激积累会导致患者子宫内膜增生，激素水平出现显著波动时会

导致患者出现阴道出血［９－１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防癌意

识加强，临床妇科绝经阴道出血患者对该病有了一定认识，临

床诊断率也有所提高，通过分析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的发病原

因和病理分型可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治疗方案［１２］。

对１２０例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的病理分型进行统计，其中
发生炎性病变的患者有９３例，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以细菌性阴
道炎和老年性阴道炎患者为主，共有６６例占比５５００％，为常
见炎性病变类型；恶性病变患者检出２７例，以子宫内膜癌和宫
颈癌较为常见。临床研究发现妇科炎性病变原因多为腺体萎

缩，腺管堵塞导致小静脉破裂功能萎缩，患者血管壁硬化、脆化

后再血压波动时易出现出血状况，同时绝经后患者雌激素水平

下降，患者免疫力较弱，发生炎症几率较大［１３－１５］。对影响患者

绝经后阴道出血的临床危险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过大、绝经时间较长及子宫
内膜过厚均为影响患者阴道出血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合
研究结果指导临床治疗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应根据患者年龄、

绝经时间、子宫内膜厚度进行综合检查和判断，对患者阴道出

血原因进行确诊，进而采取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提高临床治

愈率［１６，１７］。

综上所述，临床绝经后阴道出血患者以炎性病变为多发病

变类型，其中较为常见的为细菌性阴道炎、宫颈糜烂和子宫内

膜炎，恶性病变以子宫内膜癌、宫颈癌较为常见。患者年龄过

大、绝经时间较长及子宫内膜较厚均为引发患者绝经后出血的

临床危险因素，临床诊断中应结合以上因素进行对患者病情综

合判断，对提高临床诊断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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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状况调查分析
张晓霞　简百录△　高鹏　陈荣莉　雷娟
解放军４５１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状况及危险因素，以期注重防范，提高临床效
果。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９８例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性生活状
况变化情况，并对受影响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９８
例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受影响的有２５例（２５５１％）；９８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单危险因素
有低龄（＜３０岁）、月收入较低（＜５０００元）、婚龄短（＜５年）、治疗时间段（＜８周）、配偶态度消极、悲观性
心理、抑郁（Ｐ＜００５）；而和性观念、职业无关（Ｐ＞００５）；经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月收
入、婚龄、治疗时间、配偶态度、性心理、抑郁是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女性泌
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会受影响，但和心理因素关系最密切，临床上应加强心理疏导。

【关键词】　 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危险因素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
ＪＩＡＮＢａｉｌｕ△，ＧＡＯ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ｌｉ，ＬＥＩＪｕ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４５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８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
ｌｉｆ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ｎ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２５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２５．５１％）ｗ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ｙｏｕｎｇａｇｅ
（＜３０ｙｅａｒｓ），ｌｏｗｍｏｎｔｈｌｙｉｎｃｏｍｅ（＜５０００Ｙｕａｎ），ｓｈｏｒｔ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ｂｌｅａｇｅ（＜５ｙｅａｒｓ），ｓｈｏｒ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８ｗｅｅｋ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ｕｓｅ，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ｒｗａｓｎｏ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ｎ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ｅ，
ｉｎｃｏｍｅ，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ｓｐｏｕｓ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ｂｕｔｉｔｉｓｍｏｓｔ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在临床上较常见，多数是由于细菌、
病毒、支原体、酶菌等多种病原体侵袭，好发于绝经后女性，但

在中青年中也较常见，虽然多数不需要治疗，但常反复发作，严

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其中就包括性生活受影响，但性生活

又是一个隐私的问题。本次研究就通过观察女性泌尿生殖道

感染患者性生活状况的影响性，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住院号单双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９８例女
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最小２５岁，最大 ６０

岁，平均（３６５±４１）岁；病程最短３ｄ，最长３周，平均病程为
（１２±０３）周。临床表现为外阴瘙痒、灼痛、性交痛和尿频等，
妇科检查可发现阴道皱襞消失变平，黏膜变薄、充血，散在小出

血点，阴道分泌物镜检白细胞 ＋～２＋，偶见红细胞，尿常规红
细胞＋～２＋。诊断标准为阴道壁萎缩，黏膜变薄，外阴瘙痒，阴
道分泌物多，为脓性，阴道黏膜充血，有出血点，泌尿器官萎缩，

尿频等不适症状［１］。排除治疗前有性功能障碍者；排除伴有精

神障碍患者；排除先天性畸形或发育不良的外生殖器患者；排

除并发严重心肺患者，排除感染前即性生活受影响者。所有患

者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方案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

１２　方法
对所有患者均局部清洗外加阴道用药，清洁外阴后用甲硝

唑２００ｍｇ放入阴道深部后，连续用７ｄ。入院后对所有患者单独
进行问卷调查和面谈，记录详细临床资料，所有资料均严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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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配偶职业、配偶对性生活态度、

结婚年龄、子女数、治疗时间、家庭社会关系等，性生活问卷调

查包括治疗前后性生活次数，配偶态度、有无性高潮、性心理问

题如自卑、性生活改变所致苦恼和结婚带来的影响和影响性生

活主要因素。性生活受影响判断：以下指标中有５０％以上为异
常则认为性生活受影响：（１）性观念分为开放和保守，开放认为
性伴侣在 ２个以上为正常现象，否则认为保守，保守为异常；
（２）性心理分为乐观和悲观，结合性生活评价指标对自己性生
活满意则认为乐观，否则为悲观，悲观为异常；（３）性格则结合
相关性格的规定，结合患者性格进行匹配，自卑为异常。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行卡方检验，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Ｐ＜００５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状况情况

９８例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性生活受影响的有２５例，
发生率为２５５１％。
２２　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单危险因素分析

９８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单危险因素有低龄（＜３０
岁）、月收入较低（＜５０００元）、婚龄短（＜５年）、治疗时间段（＜
８周）、配偶态度消极、悲观性心理、抑郁（Ｐ＜００５）；而和性观
念、职业无关（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感染后性生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经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月收入、婚龄、
治疗时间、配偶态度、性心理、抑郁是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独立

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单危险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调查例数

（ｎ＝９８）
性生活影响

例数（ｎ＝２５）
χ２ Ｐ

年龄（岁）

　≥３０ ７１（７２５） ７（２８０） ５９５５ ＜００５
　＜３０ ２７（２７６） １８（７２０）
月收入（元）

　≥５０００ ７８（７９６） ９（３６０） ５７３５ ＜００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４） １６（６４．０）
婚龄（年）

　≥５ ８１（８２７） ８（３２．０） ７８８３ ＜００５
　＜５ １７（１７４） １７（６８．０）
治疗时间（周）

　≥８ ３１（３１６） ２０（８００） ５７８３ ＜００５
　＜８ ６７（６８４） ５（２００）
配偶态度

　积极 ６９（７０４） ６（２４０） ６８９４ ＜００５
　消极 ２９（２９６） １９（７６０）
性观念

　开放 ７１（７２５） １９（７６．０） ０８９４ ＞００５
　保守 ２７（２７６） ６（２４０）
性心理

　乐观 ６５（６６３） ４（１６０） ５６８３ ＜００５
　悲观 ３３（３３７） ２１（８４．０）
性格

　抑郁 ２８（２８６） １５（６００） ５３５６ ＜００５
　开朗 ６０（６１２） ８（３２０）
　其他 １０（１０２） ２（８．０）
职业

　农民 ２１（２１４） ５（２００） ０５４３ ＞００５
　公务员 １９（１９４） ４（１６．０）
　工人 ４１（４１８） １０（４００）
　其他 ２７（２７６） ６（２４０）

表２　感染后性生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５３６８ ０６２５ ５６７１ ００３１ ５６８６ １３６７～１５６７３
月收入 ６１２４ ０４７２ ６８１４ ００３６ ５１３４ １８１３～１３２４７
性观念 ０４５７ １６９４ １２１４ ０８９２ １６８６ ２４２７～５４５９
职业 ０１７８ １４８２ １８１９ ０３１６ １１３４ ２８４５～１６２１５
婚龄 ６１３６ ０６９１ ６１３５ ００１３ ６１８５ １８２４～１４１８６
治疗时间 ５７９２ ０８９４ ５６７１ ００２７ ５６７２ １３５７～１３２５７
配偶态度 ４６８３ ０３７７ ６８９１ ００１８ ７１５６ １７４１～１４２３６
性心理 ５８３７ ０６９１ ５７８５ ００２５ ４８９４ １７２４～１５２４４
抑郁 ６２３４ ０７９４ ５１３５ ００３１ ４５６７ １４６２～１４２４６

#

　讨论
研究［２，３］称，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生活影响因素主要有

生理和心理以及配偶的态度等，结合本次研究分析如下：

由于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临床上约有４％ ～２１３％患者会
反复发作［４，５］，主要是患者对该疾病的恐惧，加上该疾病临床症

状明显，患者难以忍受，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一旦治疗时间较

长，如本次研究中超过８周则患者性生活明显下降，则会和疾病
本身未愈影响患者性生活。生殖道感染后限制了夫妻间进行

性生活的可能，在临床上为改善患者的性生活，我们可通过减轻

患者心理压力、减少生理刺激、促进身体康复、运用各种沟通技

巧提供患者独立空间，让患者坦诚说出心理的困扰，医护人员

加强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性心理对性生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研究［６，７］称，临床上

７０％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在治疗期间会拒绝配偶性交要
求，认为禁欲有助于治疗。但年龄越低患者一般对性要求高，

性欲也较强烈，感染后由于阴道黏膜病变等影响了性交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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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降低了双方性欲，故影响了性生活。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

又是妇科中难以彻底治愈的疾病，容易复发，就目前的医疗费

用，很多患者担心需支出较多的费用，即使配偶有性生活要求，

临床上有５１％患者会拒绝［８，９］。而性心理悲观患者往往担心患

病后性生活会明显下降，即使满足配偶性交要求，往往自身也

未达到性高潮。同时抑郁性格患者６０％以上多数会出现性生
活受影响［６］，因患者多疑多虑，造成配偶产生性生活厌恶心理

等吗，故性生活会受影响。

研究［１０，１１］称，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后约有４０％患者配偶在
性态度和性观念上均会出现变化，一般术前婚姻关系维持较

好，婚姻时间长则对性生活影响性小；相反，则影响性较大。目

前研究证实，泌尿生殖道感染疾病的转归和内分泌等均有关，

和患者本人情绪和行为有很大关系，采用情绪干预和行为干预

对患者影响性较大［１２，１３］。调查显示，患者在患病期间，更加渴

望得到配偶的关爱，此时配偶要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要考虑患者的感受，在精神、经济上给予支持。研究［１４，１５］证实，

配偶支持和关爱对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预后有促进作用，也能

降低患者性不良心理。

结果显示，在性生活开放患者中预后更差，这可能和性生

活开放患者往往伴侣较多，在治疗期间未注意卫生，造成反复

感染，影响了性生活过程中的愉悦等有关；同时在职业上无明

显影响性，这和该疾病好发人群普遍，未出现症状时具有隐匿

性等有关。而收入上在一旦程度上代表的是患者知识度和支

付能力，高收入者注重对自己身体的调节，每年会定期检查，发

现疾病后及时治疗有关［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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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康复治疗子宫全切术后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
效观察
敖金娥　杨婉　洪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从尿动力学的角度探讨盆底康复治疗对子宫全切术后出现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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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我院妇产科门诊收治的因妇科非脱垂良性疾病行子宫全切术
治疗后出现压力性尿失禁的３０例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给予电刺激＋生物反馈＋阴道哑铃训练的盆底
康复方法进行治疗，治疗结束后６个月随访。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尿动力学检查，记录３ｄ排尿日记，并
填写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简表（ＩＣＩ－Ｑ－ＳＦ）。治疗结束后分析有效率，并比较治疗前后患者
的尿动力学指标最大膀胱容量（ＭＣＣ）、最大尿道压（ＭＵＰ）、最大尿道闭合压（ＭＵＣＰ）、功能性尿道长度
（ＳＦＬ）、腹压漏尿点压（ＡＬＰＰ）的变化，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子宫全切术后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进行电
刺激＋生物反馈＋阴道哑铃训练的盆底康复方法进行治疗后，有效率高达９０％，ＭＣＣ治疗前后没有明显的
改变，但是治疗后患者 ＭＵＰ、ＭＵＣＰ、ＳＦＬ以及 ＡＬＰＰ均明显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电刺激＋生物反馈＋阴道哑铃训练的盆底康复疗法治疗子宫全切术后压力性尿失禁，效果明显，患者
控尿能力明显提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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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全切术是妇科疾病诊治中常见的手术，其在切除宫颈
的同时也破坏了盆底的支持结构和生理状态，导致神经损伤、

血管营养障碍等，从而导致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包括盆腔器

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以及女性性功能障碍等［１，２］。压力性尿

失禁是指腹压增加时出现尿液不自主的从尿道口溢出，严重影

响妇女的生活质量。目前，关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主要包括

康复治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采用非侵入性方法治疗压

力性尿失禁已成为首选。我院对子宫全切术后压力性尿失禁

的患者进行盆底康复治疗，并采用尿动力学检查客观的评价疗

效，疗效甚佳。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我院妇产科门诊收治
的因妇科非脱垂良性疾病行子宫全切术治疗后出现压力性尿

失禁，并进行盆底康复治疗的３０例患者进行研究。排除以下情
况：（１）患者既往有泌尿生殖道瘘或者泌尿生殖道手术史；（２）
有神经肌肉病变性疾病史；（３）有心脏病、心脏起搏器植入史；
（４）急性泌尿系、阴道感染者；（５）患者依从性差，不能定期随
访。患者年龄４０～６７岁，平均（５５±１０）岁，均为经产妇，产次２
～５次。

１．２　盆底康复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电刺激 ＋生物反馈 ＋阴道哑铃训练的盆

底康复治疗方法。首先将探头置于阴道内，给予一定频率的电

刺激和生物反馈，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患者进行盆底肌群的训

练，使患者学会Ⅰ类肌纤维和Ⅱ类肌纤维的收缩，锻炼其盆底
肌肉的肌力；接着依次进行各种场景生物反馈训练模块、Ａ３反
射训练模块以及会阴—腹部协调收缩训练模块训练，进一步的

指导患者在不同情况下收缩盆底肌群，增强盆底肌力。每次治

疗３０ｍｉｎ，２次／周，５周为１个疗程。同时在电刺激 ＋生物反馈
训练的基础上加用阴道哑铃训练。首先从最轻的哑铃开始，将

不同重量的哑铃依次放入阴道内，让患者收缩阴道夹住，保持

在咳嗽、大笑、跑步等腹压增加的情况下依然不脱出，且保持

１０ｍｉｎ以上，然后增加哑铃的重量，时间延长至１５ｍｉｎ，以加强患
者盆底肌力，紧缩阴道，改善阴道松弛情况。１次／ｄ，３个月１个
疗程。

１．３　研究内容
所有患者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６个月进行随访，并进行尿

动力学检查，记录３ｄ排尿日记，填写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
失禁问卷简表（ＩＣＩ－Ｑ－ＳＦ）。

疗效观察指标包括最大膀胱容量（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ｙｓ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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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ｉｔｙ，ＭＣＣ）、最大尿道压（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ＵＰ）、
最大尿道闭合压（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ＵＣＰ）、功
能性尿道长度（ｓｔａ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ＦＬ）、腹压漏尿点压（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ｌｅａｋ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ＬＰＰ），所有患者治疗结束后随访３
个月。

１．４　疗效评价
治愈：治疗结束后患者自觉尿失禁症状完全消失；有效：治

疗结束后患者自觉尿失禁症状明显好转，漏尿次数减少大于

５０％；无效：治疗结束后患者自觉尿失禁症状无明显缓解，漏尿
次数减少少于５０％。有效率的计算公式为（治愈病例数＋有效
病例数）／总例数。
１．５　统计学分析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尿动力
学结果均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疗效分析

所有３０例患者均获得有效随访，电刺激＋生物反馈＋阴道
哑铃训练后６个月随访，治愈１９例（６３％），有效８例（２７％），
无效３例（１０％），总有效率９０％，且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严重的
并发症及不良反应。由此可见，电刺激 ＋生物反馈 ＋阴道哑铃
训练治疗子宫全切术后压力性尿失禁疗效满意。

２．２　治愈和有效患者的尿动力学指标改变
进一步的分析治愈和有效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６个月的

尿动力学参数可以看出，与治疗前相关参数相比，治疗后６个月
患者最大膀胱容量没有明显的变化（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６个
月ＭＵＰ、ＭＵＣＰ、ＦＵＬ以及ＡＬＰＰ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增加，Ｐ＜
００５，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盆底康复治疗前后尿动力学参数改变

ＭＣＣ（ｍＬ） ＭＵＰ（ｃｍＨ２Ｏ） ＭＵＣＰ（ｃｍＨ２Ｏ） ＦＵＬ（ｃｍ） ＡＬＰＰ（ｃｍＨ２Ｏ）

治疗前 ３２４±１１２ ４８７±１２１ ３２６±１２１ ３３±１３ ７８２±２２１

治疗后 ３５０±８９ ７６２±１０６ ５２３±１４２ ４４±１２ １５０５±２３６

Ｐ ０５６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

　讨论
盆底整体理论认为女性盆底的器官、肌肉、韧带、筋膜以及

神经等组织具有各自独特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但各个部分

有彼此间互相联系，功能上成为一个整体，盆底相关器官和肌

肉组织相互配合，参与尿道闭合机制，其中前耻尾肌支撑阴道

前壁进而压迫尿道，阴道的收缩可以关闭膀胱颈，肛提肌板收

缩，向上牵拉耻骨膀胱筋膜和阴道前壁组成的“吊床（ｈａｍ
ｍｏｃｋ）”结构，进而关闭膀胱颈，从而维持控尿能力的完整［３］。

若这些组织结构缺陷或功能障碍，导致尿道闭合力量减弱，使

尿道闭合压下降，无法在腹压增加时仍维持尿道的关闭，维持

尿道闭合压高于膀胱内压，当尿道闭合压下降至低于膀胱内

压，从而尿液排出，出现压力性尿失禁。

子宫全切术目前主要包括阴式子宫全切术、经腹子宫全切

术、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等，其需要切断宫骶韧带、子宫的血管

以及主韧带，且其在切除子宫的同时下推膀胱，推开两侧的输

尿管，破坏了盆底支持组织如肌肉、韧带、筋膜、结缔组织等的

解剖结构、血液供应和神经支配，从而可能引起盆底功能障碍，

且手术后患者阴道长度缩短，卵巢功能不同程度的减退，心理

因素等，可导致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欠佳，更有患

者常因尿失禁而避免社交活动，避免参加运动，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４－９］。目前，关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主要是增强

盆底支持组织的力量，恢复盆底正常的解剖位置，增强尿道的

控尿能力，主要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行为治疗和手术治疗。

但是药物治疗因其禁忌症和不良反应较多而应用受限，手术治

疗费用较高，且有可能因手术给患者带来进一步的损伤，造成

痛苦，因此仅适合重度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物理和行为治疗费

用较低，无药物不良反应，效果明显，患者易于接受。盆底康复

治疗是物理治疗的首选。

子宫全切术后患者进行盆底康复治疗主要是为了提高盆

底肌肉的收缩力量，延长收缩时间，从而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电刺激＋生物反馈 ＋阴道哑铃训练法可用于治疗压力性
尿失禁。该方法通过阴道探头电刺激盆底肌肉组织，使盆底肌

肉功能增强，且能准确的指导患者分别训练盆底的Ⅰ类和Ⅱ类
肌纤维，增强肌肉整体的功能，提高患者的控尿能力，使患者紧

缩阴道，明显的改善性生活质量。电刺激还可刺激阴部神经，

加强其兴奋性，通过增强神经反射而增强盆底肌肉如肛提肌、

尿道横纹肌等等的收缩功能，提高尿道关闭压。电刺激还可通

过作用于传入神经纤维抑制逼尿肌核的兴奋性从而抑制逼尿

肌的收缩，长期作用可降低逼尿肌的兴奋性，使膀胱容量增加，

同时兴奋交感神经，抑制副交感神经进一步增加尿道的关闭功

能；同时，交感神经冲动使 β－肾上腺素能受体兴奋，从而使膀
胱底松弛，相应的增加了膀胱颈的封闭性［１０］。除了直接刺激神

经冲动，电刺激还可具有神经细胞唤醒作用，唤醒丧失传导功

能的神经细胞，稳定逼尿肌的兴奋性，修复受损的排尿反射调

节机制。生物反馈则将患者无法直接感知的生物信号转化为

可直接感知的视觉或听觉信号，从而帮助患者建立相应的反

应，加强盆底肌肉的训练效果。阴道哑铃训练可以唤醒浅层和

深层肌肉收缩的本体感觉，增强Ⅰ类和Ⅱ类肌纤维的整体收缩
力量，增强会阴、腹部的肌肉收缩能力，从而增强患者的控尿能

力。已有研究发现，盆底康复治疗的效果明显，且不受年龄、体

重、月经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患者依从性较好，易于接受。目前

研究发现，产后妇女及时的进行合理的盆底康复训练，能明显

的提高其盆底肌肉的力量，改善性生活质量，减少尿失禁的发

生，临床疗效明显［１１－１３］。

采用尿动力学结果来评估盆底康复治疗的疗效，能有效的

排除主观因素对尿失禁程度的判断，避免其他一些方法判断尿

失禁疗效的不确定性，较其他方法更加科学、客观，已成为研究

尿失禁的重要方法［１４，１５］，其还可以通过动态的观察治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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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尿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更客观的动态的观察盆底康复治疗

效果，更有效的指导患者的治疗，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提高

疗效。

综上所述，电刺激＋生物反馈 ＋阴道哑铃训练法治疗子宫
全切术后压力性尿失禁，效果明显，能明显提高ＳＵＩ患者的生活
质量，且该方法操作简单、无创、费用低、副作用小、患者依从性

好，值得临床推广。但是，本实验样本量较少，有待扩大样本量

后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ｂｄｅｌ－ＦａｔｔａｈＭ，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Ｊ，Ｙｏｕｓｅｆ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ｌ＆Ｇｙ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０４，５９（４）：２９９－３０４．

［２］　ＵｕｓｔａｌＦｏｒｎｅｌｌＥ，ＷｉｎｇｒｅｎＧ，ＫｊｌｈｅｄｅＰ：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ｆｅｃａｌ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ｒｉ
ｃｉａ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２００４，８３（４）：３８３－３８９．

［３］　王晶晶，韩燕华，苏圆圆．子宫全切术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
关系研究进展．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２００９，５（６）：
６２２－６２６．

［４］　王建六：全子宫切除术后远期并发症的防治．中国医刊，２００６，
４１（６）：１８－１９．

［５］　ＺｈｕＬ，Ｌ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ｅｒｖｅｆｉｂ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ａｎｔｅｒｉ
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ｆｏｒ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
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１５（４）：２７２－２７５．

［６］　ＢａｎｕＮＳ，ＭａｎｙｏｎｄａＩ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ｏｎｓｔｏ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ａｅ

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９（３）：４３１－４４９．
［７］　ＡｙｏｕｂｉＪ，ＦａｎｃｈｉｎＲ，ＭｏｎｒｏｚｉｅｓＸ，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ｉｅｓｏｎｗｏｍｅｎ’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１１（２）：１７９－１８２．

［８］　ＺｏｂｂｅＶ，ＧｉｍｂｅｌＨ，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ＢＭ，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ｏｔａｌｖｓ．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
ｃａ，２００４，８３（２）：１９１－１９６．

［９］　ＫａｒａｓｉｃｋＳ，ＳｐｅｔｔｅｌｌＣ．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ｏ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ｄｅｆｅ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ＪＲ，１９９７，１６９（６）：１５５５－１５５８．

［１０］　ＷｅｉｓｓＢ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ＡｍＦａｍ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２００５，７１（２）：３１５．

［１１］　邵仙吉．产妇产后盆底康复治疗的疗效观察．中国医学创新，
２０１３，１０（３２）：１０５－１０６．

［１２］　陈玉清，裴慧慧，陈蓓，等．盆底康复训练对改善产后盆底肌功能
的作用．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８（３）：２３４－２３７，２５７．

［１３］　冯静，王小萍，陈庚敏，等．生物反馈联合盆底电刺激疗法治疗压
力性尿失禁的疗效分析．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７，４２（１２）：８０２
－８０４．

［１４］　ＡｏｕｎＦ，ＰｅｌｔｉｅｒＡ，ｖａｎＶｅｌｔｈｏｖｅｎＲ．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ｐｅｌｖｉｃ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０３９５８．

［１５］　金锡御，宋波．尿动力学检查在尿失禁诊治中的意义．中华泌尿
外科杂志，１９９８（３）：１９０－１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基金项目】河北省沧州市２０１５年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项目
（１５１３０２０４１）。
【第一作者简介】宋庆雷（１９８０－），男 ，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
肿瘤及妇科盆底疾病的诊疗。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

腹腔镜与输尿管镜治疗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的临
床对比研究
宋庆雷　纪江海　张雪　田龙江　闫芳　任娜　孙金豹
沧州市人民医院妇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腹腔镜与输尿管镜治疗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治的１００例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患者，按照不同处理方式分为腹腔
镜组与输尿管镜组，每组各５０例，腹腔镜组给予腹腔镜下输尿管修补术联合内支架引流术，输尿管镜组给予
输尿管镜下输尿管支架引流术，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尿瘘平均消失时间、双 Ｊ管留置时、治
疗前后肾功能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腹腔镜组与输尿管镜组相比尿瘘平均消失时间、双Ｊ管留置时间均无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相比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随访时间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且均未出现感染、肾功能异常、肾积水、输尿管狭窄、输尿管梗阻等严重并发症，在随访期间未见
１例复发。腹腔镜与输尿管镜组治疗后较治疗前相比 Ｓｃｒ降低、ＢＵＮ降低、肾小球滤过率升高（均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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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相比ＳＣｒ、ＢＵＮ及肾小球滤过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采用腹腔镜下输尿管修
补术联合内支架引流术与输尿管镜下输尿管支架引流术治疗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均具有显著疗效，易于

被患者认可接受，值得推广。

【关键词】　腹腔镜；输尿管修补术；内支架引流术；输尿管镜；双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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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ｏ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ｊｏｉｎｔｓｔｅｎｔ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ｕｒｅｔ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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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损伤在临床工作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损伤均由医
源性所致，其中以妇科手术作为常见。原因是女性生殖器官与

泌尿系统的连接较为紧密，在妇科手术操作期间常因局部病变

不具有清晰的解剖结构，导致输尿管损伤而诱发输尿管阴道

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诸多影响［１］。因此，采取积极有效

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现我院针对收治的１０８例妇科手术致输
尿管损伤患者，分别给予腹腔镜及输尿管镜两种不同途径治

疗，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

治的１００例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患者，按照不同处理方式分
为腹腔镜组与输尿管镜组，每组各５０例，纳入及排除标准：全部
患者术后１～３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热、腰酸腰痛、尿量减少、
尿潴留、直肠指检有明显触痛等症状，在入院前已无法自行排

尿，行超声检查可见肾积水，行静脉肾盂造影检查可见输尿管

瘘［２，３］。排除了合并严重心肺肝肾疾病、传染性疾病、血液性疾

病的患者。本次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

家属签署了知情权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

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年龄

疾病类型

宫颈癌 卵巢癌
子宫内膜

异位症

损伤原因

单、双极

电凝热损伤

钳夹子宫

动脉导致

机械损伤

缝合阴道

残端损伤

损伤部位

宫底韧带

处及膀胱

入口处

输尿管骑跨

髂内、外

动脉分支

子宫动脉

跨越

输尿管处

腹腔镜组 ４６５±２３ ２３（４６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１９（３８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１４（２８００）

输尿管镜组 ４３４±２４ ２０（４００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２２（４４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χ２／ｔ 　０５６ 　１２３ 　１４２ 　１３６ 　１０５ 　０９８ 　１１６ 　１２１ 　１０２ 　１２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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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治疗方法
腹腔镜组给予腹腔镜下输尿管修补术联合内支架引流术，

方法：于术前对患者行常规超声检查及静脉肾盂造影检查，以

明确输尿管损伤部位［４］。建立腔镜通道后，对输尿管损伤部位

给予详细探查后修补，于损伤部位上方将输尿管切开，并在直

视条件下留置双Ｊ管［５］。输尿管镜组给予输尿管镜下输尿管支

架引流术，方法：术前检查同腹腔镜组。为患者行全麻处理后，

于患者阴部铺上消毒巾。于患者尿道口部插入硬性输尿管镜

直达膀胱，对膀胱内是否存在结石、肿瘤、憩室及双侧输尿管开

口等情况给予观察［６］。于低压灌注状态下，将输尿管镜进入到

输尿管内，对损伤部位给予仔细观察并明确部位，拔除引导管

后换成“斑马导丝”，跨越过损伤部位直至肾盂，将输尿管镜退

出膀胱外，于直视条件下借助“斑马导丝”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留

置６Ｆ或７Ｆ双Ｊ管，并留置导尿管［７］。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尿瘘平均消失时间、

双Ｊ管留置时间、治疗前后肾功能及并发症发生率。常见并发

症包括感染、肾功能异常、肾积水、输尿管狭窄、输尿管梗阻等。

肾功能评价指标包括血肌酐（ＳＣｒ）、血尿素氮（ＢＵＮ）、肾小球滤
过率，于清晨空腹状态下抽血静脉血３ｍＬ后分离血清，采用Ｈｉ
ｔａｃｈｉ７６００－０２０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ＳＣｒ及 ＢＵＮ测量，采用
注射放射性物质９９ｍＴｃ－ＤＴＰＡ进行肾核素扫描的方法测算肾小
球滤过率［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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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腹腔镜组与输尿管镜组相比尿瘘平均消失时间、双 Ｊ管留
置时间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相比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有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失血量（ｍＬ） 尿瘘平均消失时间（ｄ） 双Ｊ管留置时间（ｄ）

腹腔镜组 ５０ ８０４９±６７３ ３２３２±４５３ ７６２±１１３ ３６２±０３１

输尿管镜组 ５０ ２０５６±７１１ １０６７±４９８ ７５２±１３４ ３５２±０６５

ｔ 　１３４ 　１４５ 　１５６ 　１６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腹腔镜组随访时间在 １０～８００ｄ之间，平均随访时间为

（５４３２±２３５）ｄ，输尿管镜随访时间在１４～７８３ｄ之间，平均随
访时间为（５３９３±２７９）ｄ，两组患者的随访时间无明显差异
（ｔ＝１２３，Ｐ＞００５），且均未出现感染、肾功能异常、肾积水、输
尿管狭窄、输尿管梗阻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在随访期间未见１
例复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对比
两组治疗前相比 ＳＣｒ、ＢＵＮ及肾小球滤过率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腹腔镜组与输尿管镜组治疗后较治疗前相比Ｓｃｒ降
低、ＢＵＮ降低、肾小球滤过率升高（均 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
相比ＳＣｒ、ＢＵＮ及肾小球滤过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对比

组别 例数 时间段 ＳＣｒ（μｍｏ１／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肾小球滤过率（ｍＬ／ｍｉｎ）

腹腔镜组 ５０ 治疗前 １５９２３±２８７８ １４８７±８１７ ７７５４±１５９８

治疗后 ５８３４±８２３ ４２０±２０１ １００９８±１８３４

ｔ 　５９２ 　５７３ 　５４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输尿管镜组 ５０ 治疗前 １６０３４±２７５６ １４９１±８２１ ７６４９±１６０２

治疗后 ５９２３±８１９ ４１８±１９８ １０１５５±１８７６

ｔ 　５７９ 　５８２ 　５５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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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据调查研究资料显示，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子宫内

膜异位症及宫颈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对女性患者的日

常生活及性生活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９］。而针对此类疾

病的治疗多以药物、射频消融、放化疗及手术为主，其中以微创

手术的应用最为广泛。但在行手术操作期间随之发生的术中

副损伤也逐年增多，其中以术中输尿管损伤最为常见，原因包

括术者不熟悉输尿管解剖结构、操作盲目或行卵巢肿瘤手术时

在给予高危结扎卵巢动脉时对输卵管造成伤害，且影响较

大［１０］。因此，采用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目的是通过

对损伤的输尿管给予及时的发现与修复，保证其连续性与完整

性，同时将保护患者肾脏功能，提高其生存质量作为重点。但若

操作不当，则易引起尿外渗、盆腔感染、肾功能丧失等严重并发

症，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１１，１２］。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

通过以下几点则可考虑患者是否出现了输尿管损伤：（１）在术
后虽未出现输尿管损伤，但在术后发现了尿液减少、无尿等现

象；（２）行静脉注入靛胭脂后，可见阴道漏液蓝染；（３）行超声检
查可见不同程度的肾积水及输尿管扩张；（４）行静脉肾盂造影
检查可见输卵管周围或阴道内出现造影剂外渗的现象等［１３，１４］。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针对收治的１００例妇科手术致输尿管
损伤患者展开研究，分别给予腹腔镜下输尿管修补术联合内支

架引流术及输尿管镜下输尿管支架引流术治疗，发现二者尿瘘

平均消失时间、双Ｊ管留置时间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相比
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有显著（Ｐ＜００５），且治疗后较治疗前相
比Ｓｃｒ降低、ＢＵＮ降低、肾小球滤过率升高（均Ｐ＜００５）。两组
治疗后相比ＳＣｒ、ＢＵＮ及肾小球滤过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且均未出现感染、肾功能异常、肾积水、输尿管狭窄、输尿管梗

阻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在随访期间未见１例复发。结果说明
此两类微创手术在治疗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方面均具有显

著优势，总结几点如下：（１）由于操作视野较为清晰，能够明确
输尿管损伤的部位，使得手术对患者的创伤较小，术中出血量

较少，其中输尿管镜相比于腹腔镜更为细小，极大程度的减少

了医源性损伤；（２）手术后的处理过程中较为简单，原因是尿道
管腔之间的距离并不会受到腹腔镜及输尿管镜操作的影响，有

利于将血块及冲洗液排除体外，患者术后恢复速度快；（３）由于
二者的手术操作较为精确，不会对患者的会阴部黏膜神经丛造

成影响，使得患者的性功能得到了良好的保障，不会对日后的

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足感等造成较大的影响；（４）即使此二者
微创手术操作失败，仍可给予开放性尿道吻合术，不会对治疗

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１５－１７］。

综上所述，采用腹腔镜下输尿管修补术联合内支架引流术

与输尿管镜下输尿管支架引流术治疗妇科手术致输尿管损伤

均具有显著疗效，易于被患者认可接受，可促进改善患者的日

常生活及性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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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行中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治
疗远期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杨二江　杨勇
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中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远期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１１３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１１３例患者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 ＴＶＴ手
术组和ＴＶＴ－Ｏ手术组，术后根据患者的主观感觉及客观压力试验评价手术治疗效果，同时对患者进行随访
２年，应用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Ｉ－ＱＯＬ）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ＴＶＴ组的主观疗效、客观有效率分别
为９６３６％、９４５５％，ＴＶＴ－Ｏ组的的主观疗效、客观疗效有效率分别为９４８３％、９３１０％；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的提高（Ｐ＜００５），且ＴＶＴ－Ｏ组质量后的生活质量
评分明显高于ＴＶＴ组（Ｐ＜００５）。结论：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行中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临床疗效满意，
其中，经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吊带术（ＴＶＴ－Ｏ）在改善患者的远期生活质量方面更优于经阴道无张力尿道
吊带术。

【关键词】　压力性尿失禁；中段尿道吊带术；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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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ＶＴａｎｄＴＶＴ－Ｏ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ｓｔ．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２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ｂ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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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ＶＴ－Ｏ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ｉ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ｔｈａｎＴＶ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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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在中老年女性中比较常见，目前临床发
病率大约为１５％ ～３０％［１］。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一般表现为在

咳嗽、打喷嚏或者体力活动时有尿液从尿道口不自主的流出。

近年来，手术治疗尿失禁的方法不断涌现，为治疗女性尿失禁

提供了很多新的选择。其中，中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的应用，

更是明显地提高了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临床疗效。无张

力中段尿道吊带术可分为经阴道无张力尿道吊带术（ＴＶＴ）和经
闭孔阴道无张力尿道吊带术（ＴＶＴ－Ｏ）。本研究探讨中段尿道
无张力吊带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远

期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治疗提供临床

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病例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我院收治
的１１３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纳入标准：所有１１３例患者均
经过压力实验和尿动力学诊断标准确诊［２］，符合 ＴＶＴ手术和
ＴＶＴ－Ｏ手术指征，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愿意配合此次研究过程，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有严重心、肝、肾、血液系统疾

病者，有多种药物过敏史，影响治疗效果观察者。所有患者年

龄３７～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１４２±４２９）岁，病程１～２０年，平均
病程（６５５±２１６）年，１１３例患者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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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ＶＴ手术组和ＴＶＴ－Ｏ手术组：ＴＶＴ手术组５５例，年龄４０～６６
岁，平均年龄（５２３３±３７８）岁；尿失禁程度：Ⅰ度１７例、Ⅱ度
２４例、Ⅲ度１４例。ＴＶＴ－Ｏ手术组５８例，年龄３７～６８岁，平均
年龄（５０７７±４９０）岁；尿失禁程度：Ⅰ度２０例、Ⅱ度２３例、Ⅲ
度１５例。两组手术均由同一组医生来操作。两组患者年龄、病
程以及尿失禁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ＴＶＴ组　所有患者取膀胱截石位，采取连续硬膜外麻
醉，采用 Ｐｒｏｌｅｎｅ带针网状吊带（强生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２０１２０５０８、２０１３０４０７）自尿道两旁间隙、阴道前壁切口
内向下腹部位穿刺，由耻骨上缘中线两旁２ｃｍ左右处小切口穿
出［３］。根据膀胱镜检显示无穿刺针进入膀胱腔以后，把网状吊

带无张力放于尿道中段，一般而言，尿道与吊带之间保持１ｃｍ２

的距离，最后，阴道前壁切口缝合后将吊带包埋。导尿管留置

时间为２～３ｄ。
１．２２　ＴＶＴ－Ｏ组　所有患者同样取膀胱截石位，硬膜外麻
醉，应用ＴＶＴ－Ｏ系统（美国强生医疗生产），在尿道上方垂直
２ｃｍ处，腹股沟交点，切开出点皮肤，在阴道前壁做１５ｃｍ左右
的长中线切口，将阴道黏膜分离，然后沿着分离的通道将无损

伤具翼引导器置入，插入导针，从出点处穿出，取出导针后，拉

出吊带、塑料管，另一侧操作相同，调整吊带，最后去除多余吊

带以及外鞘，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
根据患者的主观感觉及客观压力试验评价手术治疗效果，

主观感觉评分采用模糊数字评分法［４］，１００分为满分，分数越
高，症状越轻，１００分为治愈，７０～１００分视为显效，３０～７０分视
为有效，＜３０分视为无效。客观疗效评价依据诱发试验及指压
试验［５］，治愈：当腹压增加时，患者无自主溢尿，日常生活不需

要使用尿垫；显效：腹压增加时，患者溢尿量较前明显减少≥
７０％；有效：腹压增加时，患者的溢尿量减少在３０％ ～７０％；无
效：达不到以上３种标准者。同时对患者进行随访２年，应用尿
失禁生活质量问卷（Ｉ－ＱＯＬ）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６］，１００分为
满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受尿失禁的影响越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所有的１００例患者的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主观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ＴＶＴ组的主观疗效有效率达９６３６％，
ＴＶＴ－Ｏ组的的主观疗效有效率为９４８３％，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主观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ＴＶＴ组 ５５ ４６（８３６３）５（９０９）２（３６４）２（３６４） ９６３６

ＴＶＴ－Ｏ组 ５８ ４５（７７５９）８（１３７９）２（３４５）３（５１７） ９４８３

　　注：经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客观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ＴＶＴ组的客观疗效有效率达 ９４５５％，

ＴＶＴ－Ｏ组的的客观疗效有效率为９３１０％，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客观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ＴＶＴ组 ５５ ４７（８５４５）３（５４５）２（３６４）３（５４５） ９４５５

ＴＶＴ－Ｏ组 ５８ ４８（８２７６）２（３４５）４（６９０）４（６９０） ９３１０

　　注：经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远期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经过随访发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的提高（Ｐ＜

００５），且ＴＶＴ－Ｏ组质量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 ＴＶＴ组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Ｐ

ＴＶＴ组 ５５ ２６７８±２１１ ７７３２±５４８ ＜００５

ＴＶＴ－Ｏ组 ５８ ２５９９±２４７ ９１７７±５０５ ＜００５

ｔ ０２４６ ６１１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病与年龄、难产、便秘等很多导致腹压

增高的因素相关，盆底肌肉和筋膜松弛所引起的尿道过度活

动，腹压增高，压力传递不平衡是导致本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患者尿道和盆底的支持组织结构损伤时，腹压增高，尿道常常

不能正常关闭从而发生漏尿现象［７，８］。

中段尿道吊带术是一种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方法

的总称，其是由女性尿道的闭合机制“吊床假说”衍生而来，中

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是通过穿刺的方式在中段尿道周围无张

力地放置一种聚丙烯网状吊带，像吊床一样将尿道托住，从而

治疗尿失禁［９，１０］。中段尿道无张力吊带术主要包括 ＴＶＴ和
ＴＶＴ－Ｏ等。ＴＶＴ是用穿刺的方法通过阴道小切口在尿道中段
无张力悬吊吊带，此种手术方法操作简单，创伤比较小，临床疗

效确切。有研究结果［１１，１２］显示，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

ＴＶＴ手术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患者的客观、主观评价治愈率均可以达到８１％ ～８５％。但
是，随着该技术的大量应用，关于其手术并发症的报道也越来

越多，常见有膀胱穿孔，肠道、神经、血管受损等。为此，Ｄｅｌｏｒｍｅ
首先提出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采用经闭孔阴道中段尿道

吊带术（ＴＶＴ－Ｏ）治疗，目前该技术已经成为临床上治疗该病
的一个重要的手术方案。与 ＴＶＴ术相比，其操作更为简便，创
伤也更小，能够有效地避免肠道、膀胱、尿道、神经和血管的损

伤，且临床疗效与ＴＶＴ手术基本相同，因此得到医疗工作着的
普遍认可和推广。赵勇锋等［１３］分别采用 ＴＶＴ手术和 ＴＶＴ－Ｏ
手术对一组不同程度的女性尿失禁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结果

显示，中等程度女性尿失禁患者的两种手术方法治愈率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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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无明显差异。本研究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ＴＶＴ组的主观疗
效、客观有效率分别为９６３６％、９４５５％，ＴＶＴ－Ｏ组的主观疗
效、客观疗效有效率分别为９４８３％、９３１０％，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ＶＴ－Ｏ组的有效例数少于 ＴＶＴ组
的原因有二，一是是样本量少，二是可能与 ＴＶＴ的网状吊带调
节张力相同，而ＴＶＴ－Ｏ组的吊带张力应调节得较 ＴＶＴ稍紧。
压力性尿失禁除了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外，同时给患者带来巨

大的心理压力，生活质量明显下降［１４］，可表现为情绪低落、限制

性行为、逃避社会活动，导致夫妻感情不和等。丁文京等［１５］等

对６９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ＴＶＴ术后的６个月的生活质量
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患者自我满意度评分和生活质量明显

提高，提示ＴＶＴ手术可以明显地提高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生活
质量。本研究经过随访发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的

提高（Ｐ＜００５），但是，ＴＶＴ－Ｏ组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
高于ＴＶＴ组（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行中段尿道无张力吊

带术临床疗效满意，其中，ＴＶＴ－Ｏ术在改善患者的远期生活质
量方面更优于ＴＶ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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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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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１００例，分析患者的原菌检出状况，同时对比患者初感染以及
反复感染３个月后的性功能情况。结果：在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方面，革兰阴性菌数量多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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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以及革兰阳性菌，同时患者初感染以及反复感染３个月后的性功能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反复泌尿系感染对患者的性功能无显著影响，病原菌主要革兰阴性菌，临床上应当做好细菌监测从而

为合理用药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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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系统感染可以说是临床上仅次于呼吸系统感染的常
见感染，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于男性。合并有泌尿道疾病例如膀

胱炎以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反复泌尿系感染的发病率会显著

上升。近年来随着激素、抗菌药物以及免疫抑制剂应用的日益

广泛，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显著升高［１］。反复泌尿系感染会给

患者带来严重的生理压力以及心理影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生

活质量，其中性功能同泌尿系统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研究该

病对患者性功能产生的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中我们即就反

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探讨其对

性功能的影响。现将研究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反复泌
尿系感染患者１００例，患者自初次感染就一直于我院就诊，排除
恶性肿瘤患者以及精神病患者。男４１例，女５９例，患者年龄
２２～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１２±１１）岁，上尿路感染患者２６例，下
尿路感染患者７４例。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方法　取患者的中断尿为检测标本，使用全自动分
析仪（日本希森美康，ＵＦ－１０００ｉ）检测病原菌。检测由检验科
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进行，之后分类统计检出的各类病原菌

计，同时计算各种病原菌检出率［２］。对比患者初次感染时以及

反复感染后３个月的性功能状态。
１．２２　培养方法　送检标本 ＜１ｈ接种到琼脂平板上，经过
３５℃培养４８ｈ，显微镜观察菌落的生长状况，其中定量培养的标
准如下：革兰阳性球菌数量＞１０５ＣＦＵ／ｍＬ，革兰阴性杆菌数量＞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就可认定属于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３］。

１．３　评价标准
患者性功能状况的评分使用国际性功能评估表加以评估，

量表当中共有２０个问题，分别属于性欲、性唤起、性生活频率、
性行为症状以及性满意度，各个指标评估的分值同性功能状态

成正比关系［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检测的数据用统计学专业软件数据包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珋ｘ±ｓ）表示，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５］。

"

　结果
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一共检出病原菌９１株，革兰阴性菌数

量多于真菌以及革兰阳性菌，各类菌株当中大肠埃希菌的检出

率最高。见表１。

表１　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分类
菌株

（ｎ）
占本分类比例

（％）
占所有菌株比例

（％）

革兰阴性菌 ６５ １０００ ７１４

　大肠埃希菌 ５１ ７８５ ５６．０

　铜绿假单胞菌 ４ ６２ ４４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０ １５３ １１０

革兰阳性菌 ２４ １０００ ２６４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０ ４１７ １１０

　表皮葡萄球菌 ６ ２５．０ ６６

　其他 ８ ３３３ ８８

真菌 ２ １０００ ２２

总数 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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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对性功能的影响方面，患者

初感染以及反复感染３个月后的性功能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性功能评分（分）

时间 性欲 性唤起 性生活频率 性行为症状 性满意度

初感染 ６３７±０２２ ７６３±０２６ ５１４±０１９ ４８６±０２３ ７３８±０２６

感染后３个月 ６２６±０２３ ７４１±０２４ ５２３±０１８ ４３６±０２２ ７２９±０２２

χ２ １２６５ １９５４ ２１６３ １５８２ ２６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泌尿系统感染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感染性疾病，并且

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升高［６］。正常条件下人体肠道内部的正常

菌群维持生态平衡的状态，当特定因素导致人体的免疫力显著

下降的时候，就会进入到泌尿道不断繁殖从而发展形成条件性

致病菌，并最终诱发宿主出现泌尿系统感染［７］。反复泌尿系感

染患者当中，女性要显著多于男性，这是因为同男性比较而言，

女性特有的生理解剖结构导致容易发生肛门排出物污染问题，

所以尿道感染的发生率更高；统计显示 ＞５０％的女性出现过泌
尿系统感染，其中２０％左右会发展成为反复尿路感染［８］。相关

研究显示，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当中，主要为革兰阴性菌，其中

大部分属于肠道正常菌群导致的内源性肠道菌。泌尿系统感

染会给患者的日常工作以及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９］。除

此之外，部分患者属于复杂性的泌尿系统感染，致病菌的种类

比较多，包括真菌、杆菌以及球菌等多种不同病原菌，并且近年

来由于抗生素的滥用问题导致致病菌的耐药性日益严重［１０］，统

计表明不同病原菌在耐药性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因此针对不

同的患者，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选择使用有效敏感的抗生素

治疗，对于反复泌尿系感染的治疗有重要意义。因为研究该病

致病菌的种类分布有重要的临床价值［１１］。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在病原菌分布方

面呈现出一定特点，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阴性菌，其次是革兰阳

性菌，真菌检出较为少见［１２］。除此之外，检出的病原菌当中大

肠埃希菌的数量最多，表明该病菌是诱发该病的重要病原菌，

需要对其进行耐药性的研究从而实现针对性用药［１３］。泌尿系

统感染的病原菌药敏谱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需要医务人员做

好病原菌培养以及药敏试验工作［１４］。在病原菌检测方面，应当

加强尿标本留取技巧的培训，从而提高阳性检出率，并加强临

床医师同检验科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尤其是近年来该病

临床上多重耐药菌株的检出率日益上升，甚至发现泛耐药菌

株，这更需要临床医师更新观念，根据不断变化的药敏谱来指

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除此之外，由于该病的泛耐药菌株不断

增加，需要医院强对于多重耐药菌以及泛耐药菌泌尿系感染的

控制与预防，加强多重耐药菌株以及泛耐药菌株监测，从而实

现早发现以及早消毒，切断病原菌的感染途径。临床上一旦发

现多重耐药菌以及泛耐药菌诱发的反复泌尿系感染，需要及时

采取治疗措施。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反复泌尿系感染一方面会对患者的泌

尿系统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患者性功能情况

带来直接不利影响［１５，１６］。同时也有研究人员认为虽然反复泌

尿系感染会给患者的日常工作以及生活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

不过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较为轻微，可以忽略不计［１７－１９］。本

研究当中在研究反复泌尿系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的基础上，进

一步分析反复泌尿系感染对患者性功能产生的影响，从而进一

步了解该病的临床危害。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患者初感染以及

反复感染３个月后的性功能情况对比方面，性欲、性唤起、性生
活频率、性行为症状以及性满意度等指标均未出现显著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过部分男性患者在性满意度
的评分方面出现波动，表明该病可能会给患者性满意度带来一

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推测原因为反复的泌尿系感染使得患者的

心理出现变化［２０］。不过该病对患者其他性功能指标的评分均

无显著影响，表明该病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轻微。

综上所述，反复泌尿系统感染对患者的性功能无显著影

响，病原菌主要革兰阴性菌，临床上应当做好细菌监测从而为

合理用药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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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３

免疫层析技术和化学发光法免疫分析法在梅毒检测
中的效果比较
孙凯１　马开富１△　 江华２

１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２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考察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实验（ＣＭＩＡ）与免疫层析技术（ＧＩＣＡ）在梅毒检测中
的应用效果差异。方法：采用ＴＰＰＡ法作为金标准检测１５００例住院患者血清标准，评价ＣＭＩＡ与ＧＩＣＡ在梅
毒检测中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金标准中１５００例血清标本梅毒检出率为１２１％，ＣＭＩＡ阳性检出率为
１２５％，ＧＩＣＡ为１２７％。ＣＭＩＡ法灵敏度为９２８６％，特异性为９８，６％，阳性预测值为８９８９％，阴性预测
值为９９０１％。ＧＩＣＡ法灵敏度为 ９８３５％，特异性为 ９９７７％，阳性预测值为 ９８３５％，阴性预测值为
９９７７％。两组间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ＧＩＣＡ的灵敏性和阴性预测值优于
ＧＩＣＡ法，可以提到ＴＰＰＡ成为梅毒检测的血清学检测首选方法。

【关键词】　梅毒；血清学检验；ＣＭＩＡ；Ｇ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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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９９．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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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Ｇ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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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梅毒是我国二类传染病报告中排名第
三的传染性疾病，梅毒螺旋体是梅毒的病原体［１］。性传播是梅

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占所有传播途径的９５％，大量存在于皮肤
黏膜损害表面，也见于唾液、乳汁、精液、尿液中。未经治疗的

病人在感染１年内最具传染性，随病期延长，传染性越来越小，
病期超过４年者，通过性接触无传染性［２，３］。目前，对于梅毒的

诊断主要依据病史、临床症状和血清学诊断联合判断，该方法

耗时长、操作复杂，给梅毒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极大的不便［４］。

目前，梅毒的血清学检测主要是由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和ＴＲＵＳＴ等检
测方法［５］。ＴＰＰＡ是目前临床公认的梅毒检测金标准，然而该
方法操作繁琐且依赖肉眼判断实验结果，对检测者的实验技术

和经验有较高的要求［４］。ＥＬＩＳＡ和 ＴＲＵＳＴ法各有优劣但均无
法替代ＴＰＰＡ。ＣＭＩＡ是一种新型的 ＴＰ抗体检测试验，有报道
称其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和特异性［６］。ＧＩＣＡ是在酶联免疫吸
附、单克隆抗体技术、乳胶凝集试验和胶体金技术的基础上发

展出的新技术，具有灵敏、方便等优势［７］。因此，本研究拟探讨

ＣＭＩＡ和ＧＩＣＡ的优劣，为改善梅毒的诊断提供数据支持。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皮肤与性病科送检血
清样本 １５００例，其中男性 １０４７例，女性 ４５３例，年龄 １６～８９
岁，平均（３６８±８２）岁。排除：（１）已接受抗梅毒治疗、免疫治
疗患者；（２）拒绝入组患者。本研究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美国贝克曼公司设计生产的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

仪ＤｘＩ－８００及其配套试剂、定标液和质控品（批号：２２４７５１）。
ＴＰＰＡ和ＧＩＣＡ试剂盒、酶标仪和指示板由美国罗氏公司提供
（批号：２０１４０５１０）。
１３　方法

空腹采血 ３ｍＬ，离心得到血清后分别采用 ＴＰＰＡ、ＧＩＣＡ、
ＣＭＩＡ法进行检测，操作严格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ＧＩＣＡ法
使用ＴＰ１５、ＴＰ１７、ＴＰ４４５和 ＴＰ４７的金颗粒分别加入阳性对照
和阴性对照及样品中，反应０５ｈ后清洗并在全自动微粒子化学
发光仪中进行检测，记录各孔的发光强度。ＣＭＩＡ法从测试到
结果判读均由仪器全自动完成，以 Ｓ／ＣＯ＞１０为梅毒检验阳
性。ＴＰＰＡ以反应孔中细胞沉积在孔中央呈光滑纽扣状为阴
性，反应孔出现凝集呈不规则沉积为阳性。当滴度≥１∶８０时判

读为阳性，对于弱阳性标本需重复测定２次，复检２次全为阴性
时判读为阴性，否则结果判读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检测结果采用配对四格表计算敏

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两种方法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

　结果
采用ＴＰＰＡ检测法对１５００例血液样本进行梅毒检测，检出

阳性样本１８２例、阴性样本１３１８例，阳性率１２１％。
２１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在阳性样本中ＣＭＩＡ法检测结果优于ＧＩＣＡ法（Ｐ＜００５），在
阴性样本中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ＴＰＰＡ法确诊结果

＋ －
合计

ＣＭＩＡ法 ＋ １６９ １９ １８８

－ １３ １２９９ １３１２

ＧＩＣＡ法 ＋ １７９ ３ １８２

－ ３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８

合计 １８２ １３１８ １５００

２２　两种检测方法实验特性比较
ＣＭＩＡ的灵敏性和阴性预测值优于 ＧＩＣＡ法（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种检测方法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比
较（％）

灵敏度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ＣＭＩＡ法 ９２８６ ９８５６ ８９８９ ９９０１

ＧＩＣＡ法 ９８３５ ９９７７ ９８３５ ９９７７

χ２ ６５４ ３０６ ２４１ ６２７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

　讨论
在梅毒螺旋体初次感染人体后会进入潜伏期，潜伏期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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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感染临床症状不显著，诊断存在困难，而在进入潜伏期２～４
周后便会产生特异性的抗梅毒螺旋体抗体，因此针对这些抗体

进行检测有助于梅毒的早期诊断和治疗［８］。同时，梅毒发病率

的上升也对临床输血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９］。目前，国内医

院或实验室主要使用非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如性病研究实验室实验（ＶＤＲＬ）［１０］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
片实验（ＲＰＲ）［１１］等。

ＣＭＩＡ检测梅毒的原理是将重组的梅毒螺旋体抗原
（Ｔｐｎ１５、１７和４７）包裹并与检验稀释液混合后加入样本，若血
样中存在梅毒螺旋体抗体，则会结合在抗原包被粒子上，加入

预触发液和触发液后，测的化学发光反应无的相对单位，进而

检测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１２］。张东梅等［１３］比较了 ＣＭＩＡ法与
ＴＰＰＡ法测定梅毒感染的效果证实，两种检测方法具有极高的
一致性，但认为在 ＣＭＩＡ法 Ｓ／ＣＯ值为 １０～４０时需进一步
复检。

ＧＩＣＡ法是一种结合了色谱层析和免疫反应两种技术优势
的体外诊断技术［１４］。通过高纯度的梅毒螺旋体抗原高选择性

结合样品中的抗体，并通过色谱层析的方式分离，仅需一次上

样不需要任何仪器设备辅助就能高效准确的测定样本中抗体

含量［１５］。磁性微粒因为具有超顺磁性因此分离简单且具有较

大的单位表面积，因此反应灵敏［１６］。张鹏［１７］比较了 ＧＩＣＡ和
ＥＬＩＳＡ技术在梅毒检测中的效果证实 ＧＩＣＡ与 ＥＬＩＳＡ和 ＴＰＰＡ
检测法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该方法操作更为简便。杨

璐［１８］对ＧＩＣＡ法进行评估后认为该检测方法具有很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且简单易行，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证实，在阳性样本中 ＧＩＣＡ法检测结果优于 ＣＭＩＡ
法，在阴性样本中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

两种检测方法实验特性，发现 ＧＩＣＡ法的灵敏性和阴性预测值
优于 ＣＭＩＡ法。提示，ＧＩＣＡ法检对梅毒的检测更为灵敏，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ＧＩＣＡ法不仅采用了免疫吸附技术同时还使用了
层析技术对于结果的判定更为准确。而对于ＧＩＣＡ法、ＣＭＩＡ法
与ＴＰＰＡ法之间的检测差异，在本研究中尚未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和验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ＧＩＣＡ法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阴性预测值，但是该方法所用试
剂盒的生产工艺较为复杂，多种因素均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

响，因此应当选择微孔膜均一性好、渗透速率高且干燥稳定的

高质量试剂盒，以提高实验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ＧＩＣＡ的灵敏性和阴性预测值优于 ＣＭＩＡ法，可
以取代ＴＰＰＡ成为梅毒检测的血清学检测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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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湖北省恩施州社会发展科技指导性项目（２０１５－
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官爱萍（１９６６－）女，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护理工作。

△【通讯作者】胡萍，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ｊａｐ００１６３９７＠１６３．ｃｏｍ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４

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分析
官爱萍１　胡萍１△　陈兰２

１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２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妇产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进行相关调查分析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有利于促进梅毒母婴传
播防治工作的正确开展。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医院产科检查的５００名孕妇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５００名孕妇中，仅有２８２名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基本知晓，知晓率为５６４％，平均得
分为（２１８±３７）分，其中梅毒基础知识平均得分为（１１２±２５）分，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平均得分为
（１０６±１２）分，且２８２名孕妇中，城市人口１５１名，农村人口６３名，流动人口６８名，城市孕妇在梅毒知晓情
况中优于农村以及流动人口。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法发现，文化水平、户籍所在地是影响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
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主要因素。结论：目前孕妇对于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较低，因此，需要加

强孕妇对梅毒基础知识以及母婴传播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才能够保障出生人口质量。

【关键词】　孕妇；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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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影响胎儿的妊娠结局，并且随着该
病的发生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孕妇出现梅毒的发生率也不断

提高，影响我国的人口质量［１］。因此，文章主要对孕妇对梅毒

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医院产科检查的

５００名孕妇进行问卷调查，孕妇的年龄为２０～３５岁，平均年龄
为（２５８±１６）岁，妊娠期为２４～３６周，平均妊娠期为（３２５±
１０）周。本次所选孕妇为城市与农村常住人口以及暂住人口。
孕妇均对本次问卷调查知情，并能够配合随访调查［２］。本次研

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并排除认知障碍、精神异常

患者。

１２　方法
为每位孕妇建立档案并进行问卷调查，档案内记录孕妇的

一般资料，其中包括年龄、户籍所在地、文化水平、职业、经济状

况等。问卷调查主要为梅毒基础知识和母婴传播知识，内容以

《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为主［３］，其中梅毒基础知识涉

及的方面有传染性、传播途径、梅毒类型、预防措施、梅毒并发

症状以及相关性知识，共有２０题，每答对１题加１分；母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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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涉及的方面有：梅毒母婴传播性、影响妊娠结局因素、常见

妊娠结局以及相关预防措施。共有 ２０题，每答对 １题加 １
分［４］。总分超过１８分为基本知晓。
１３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经审核后进行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孕妇梅毒基础知识水平

５００名孕妇中，仅有２８２名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
基本知晓，知晓率为５６４％，平均得分为（２１８±３７）分，其中
梅毒基础知识平均得分为（１１２±２５）分，梅毒基础知识得分
占总得分的 ５１３８％，且传染性、传播途径、梅毒类型、预防措
施、梅毒并发症状以及相关性知识所占总分的比例分别为

１６５８％、２０６５％、２２２３％、１６８７％、１６３８％、７２９％。
２２　孕妇梅毒母婴传播知识

５００名孕妇中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基本知晓平均得
分为（２１８±３７）分，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平均得分为
（１０６±１２）分，梅毒母婴传播知识平均得分占总得分的
４８６２％，且梅毒母婴传播性、影响妊娠结局因素、常见妊娠结
局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所占总分的比例分别为 ２２３６％、

２５６５％、２０８７％、３１１２％。
２３　影响孕妇梅毒母婴传播知识认知水平因素

２８２名孕妇中，城市人口１５１名，农村人口６３名，流动人口
６８名，城市孕妇在梅毒知晓情况中优于农村以及流动人口。通
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文化水平、户籍所在地是影响孕妇对梅毒
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主要因素。见表１。

表１　孕妇梅毒母婴传播知识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调查名数 知晓率（％） χ２ Ｐ ＯＲ

文化水平 ５００ ５３ ５６３８ ＜００５ ６３８５

户籍所在地 ５００ ４８ ６３５８ ＜００５ ７８５４

婚姻状况 ５００ ３６ ２６３５ ＞００５ ３６２４

职业 ５００ ４２ ３５２４ ＞００５ ３２６３

家庭收入 ５００ ４０ ３８５４ ＞００５ ３５２４

２４　知识来源途径对孕妇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的影响
通过询问孕妇发现其主要的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获取

途径依次为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网络信息、医院教育、宣传活

动，亲属、朋友以及其他途径。可以得出，知识来源途径是主要

影响孕妇梅毒母婴传播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见表２。

表２　不同孕妇群体获取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途径分布率（％）

孕妇群体
获取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途径

报纸书籍 广播电视 网络信息 医院教育 宣传活动 亲属朋友 其他途径

城市户口 ５８６３ ５１６５ ４２８５ ３２５４ ２４６３ １２５８ ５２４

农村户口 ３４９５ ５７９６ ３２５８ ２５６９ ２０５８ ８６３ ８６８

流动人口 ４０８４ ４８９６ ３０８５ ２４６９ １８６９ ５６３ ２６３

#

　讨论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产生的一种慢性系统性传播

疾病，其主要的传播方式为性行为以及母婴传播［５］。该传播疾

病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卫生问题，并且该病的发生率已经成为

衡量国家公共卫生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标准［６］。自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初，梅毒在我国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截至２０１３年，梅毒
在我国乙类传染病的发生率为第三名，并且女性的发病率高于

男性，且大部分女性患者的患病年龄为２０～３５岁，为生育的最
佳时期［７］。通过文章对５００名孕妇行问卷调查发现，孕妇对梅
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率仅为５６４％，对梅毒的危害性没有正确
认识以及对于梅毒母婴防治措施掌握情况不足。

相关文献指出，提高人口质量需要从控制预防先天性疾病

的出现［８］。而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的认识是有效控

制和预防先天性梅毒的重要措施，并且就我国目前女性患者梅

毒发病率情况看来，需要加强对孕龄妇女的梅毒预防知识宣传

活动［９］。且由于孕妇的人口结构不同，部分农村户口孕妇对梅

毒具有错误的认知，并且害怕此类疾病，担心自身坦言是梅毒

患者可能被排挤或受到歧视，从而不到正规医院进行诊

治［１０，１１］。在我国的梅毒相关知识宣传工作中，需要以知晓率作

为对孕妇梅毒知识掌握情况的判断标准，并且以对梅毒知识误

区进行重点宣传，以减少孕妇对梅毒的错误认知［１２］。５００名孕

妇中，仅有２８２名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基本知晓，知晓
率为５６４％，平均得分为（２１８±３７）分，其中平均梅毒基础知
识得分为（１１２±２５）分，梅毒基础知识得分占总得分的
５１３８％，且传染性、传播途径、梅毒类型、预防措施、梅毒并发症
状以及相关性知识所占总分的百分比分别为 ５０３５％、
５３６５％、５２２３％、５６８７％、４６３８％、４８２５％；平均梅毒母婴传
播防治知识得分为（１０６±１２）分，梅毒母婴传播知识平均得
分占总得分的 ４８６２％，且梅毒母婴传播性、影响妊娠结局因
素、常见妊娠结局以及相关预防措施所占总分的百分比分别为

４２３６％，４５６５％，５０８７％，４６８９％。其中有城市人口１５１名，
农村人口６３名，流动人口６８名，城市孕妇在梅毒知晓情况中优
于农村以及流动人口。并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文化水平、户
籍所在地是影响孕妇对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主

要因素，从中可以得出，良好的教育以及城市人口对于梅毒知

识的掌握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教育工作将健康卫生加

入学习工作以及城市中开展了大量健康卫生宣传工作，有助于

提高人们对健康知识的认知水平［１３，１４］。通过询问孕妇发现其

主要的梅毒母婴传播防治知识获取途径依次为报纸、书籍、广

播电视、网络信息、医院教育、宣传活动，亲属、朋友以及其他途

径。可以得出，知识来源途径是主要影响孕妇梅毒母婴传播认

知水平的重要因素［１５，１６］。因此，在进行梅毒防治知识的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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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可以利用多种宣传途径开展［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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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唐云志（１９６９－），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皮
肤美容及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５

老年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的治疗分析
唐云志１　高礼福２　徐桦１　黄晓安１　龚小琴１

１解放军五三五医院皮肤性病科，湖南 怀化 ４１８００８
２解放军６１９１５部队卫生队，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的治疗方案。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３
月我院皮肤性病门诊及住院诊治的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的老年患者９４例，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观察组进行苄星青霉素＋头孢曲松治疗，对照组进行单纯的苄星青霉素治疗，持续观察２４个月。
比较两组患者首次治疗后ＲＰＲ滴度、疗效及治疗结束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水平。结果：观察组患者原倍、
１∶２、１∶４、１∶８、１∶１６、１∶３２ＲＰＲ滴度分别为４例、８例、１１例、１２例、９例、３例；对照组患者原倍、１∶２、１∶４、
１∶８、１∶１６、１∶３２ＲＰＲ滴度分别为１例、６例、８例、１１例、１２例、９例。观察组治愈３４例，好转１１例，未治愈２
例，总有效率为９５７４％；对照组治愈１８例，好转１８例，未治愈１１例，总有效率为７６６０％。治疗前，两组患
者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等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能够有效治疗老年
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提高ＲＰＲ转阴率，可作为隐性梅毒的首选治疗方案。

【关键词】　 隐性梅毒；苄星青霉素；头孢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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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梅毒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主要传播途径包括血液传
播和性接触［１］。隐性梅毒又称潜伏梅毒，是指脑脊液检查正常

的梅毒血清学阳性患者。研究证明，隐性梅毒主要由治疗药物

用量不足或未经治疗引起的治疗不彻底造成，患者除梅毒血清

学呈阳性外无其他临床症状，部分患者因免疫力强暂时抑制梅

毒发病［２］。苄星青霉素是治疗隐性梅毒的常见药物，能够有效

抑制病情发展，促进 ＲＰＲ转阴［３］。但是，苄星青霉素吸收极为

缓慢，部分患者出现过敏反应，大剂量给药时还可能产生神经

毒性，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进一步提高隐性梅

毒治愈率，本研究对我院老年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患者进

行苄星青霉素 ＋头孢曲松治疗，旨在明确联合用药的治疗效
果，为隐性梅毒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分析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我院收治的隐性梅毒感染
并发皮疹的老年患者９４例，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４７例，其中男２９例，女１８例，年龄 ４８～６７岁，平均（５１６４±
３５９）岁；文化程度：小学２１例，初中１８例，高中及以上８例；婚
姻状况：已婚１９例，未婚２８例；存在非婚性接触４１例；对照组
４７例，其中男２７例，女２０例，年龄 ４９～６５岁，平均（５３０８±
３９１）岁；文化程度：小学２２例，初中１９例，高中及以上６例；婚
姻状况：已婚２０例，未婚２７例；存在非婚性接触４２例。见表１。

纳入标准：（１）符合隐性梅毒诊断标准［４］；（２）梅毒快速血
浆反应素（ＲＰＲ）和螺旋体血凝（ＴＰＰＡ）实验均为阳性；（３）合并
有躯干、双手掌、双足跖浸润性黄色斑疹；（４）年龄 ＞４５岁；（５）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恶性肿瘤患者；（２）青霉素过敏史患者；（３）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４）神经梅毒患者；（５）其他免疫性疾病患者。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观察组（ｎ＝４７） 对照组（ｎ＝４７） χ２／ｔ Ｐ

年龄（岁） ５１６４±３５９ ５３０８±３９１ １７１３ ００８５

性别 ２４５１ ０１３５

　男 ２９ ２７

　女 １８ ２０

文化程度 １３２８ ０２４９

　小学 ２１ ２２

　初中 １８ １９

　高中及以上 ８ ６

婚姻状况 ３１２７ ００８６

　已婚 １９ ２０

　未婚 ２８ ２７

非婚性接触 １６０３ ０１９８

　有 ４１ ４２

　无 ６ 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１）治疗前常规使用强的松；（２）肌内注射苄
星青霉素（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７９９，规格１２０
万Ｕ），２４０万Ｕ／次，１次／周，３次／疗程，持续治疗３周；（３）对
苄星青霉素过敏者进行脱敏治疗。

１２２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头孢曲松（西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３２５２，规格２ｇ），静脉点滴２ｇ头孢曲松＋
２５０ｍＬ生理盐水，１次／ｄ，２周／疗程，持续治疗２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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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开始后每２周复查 ＲＰＲ１次，第１年每３个月复查１

次，次年每６个月复查１次。疗效评定标准：治愈———连续２年
ＲＰＲ检查均为阴性，且皮疹完全消退；好转———ＲＰＲ转阴或
ＲＰＲ滴度有所下降，皮疹有所消退；未治愈———ＲＰＲ连续２年
未转阴或ＲＰＲ滴度未降低，皮疹无明显变化。分别于治疗前
１ｄ，治疗结束后次日采集患者２ｍＬ外周静脉血，进行肝素抗凝，
加入５μＬ单克隆抗体试剂，使用 ＸＬ／ＸＬ－ＭＣＬ流式细胞仪（美
国贝克曼公司提供，国食药监械（进）字２０１０第２４０２４６６号）检
测两组患者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并计算 ＣＤ４＋／
ＣＤ８＋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结果比较采用χ２检

验，计量结果比较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用药后两组患者的ＲＰＲ滴度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ＲＰＲ滴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
可比性。２个疗程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患者原倍、１∶２、１∶４、
１∶８、１∶１６、１∶３２ＲＰＲ滴度分别为４例、８例、１１例、１２例、９例、
３例；对照组患者原倍、１∶２、１∶４、１∶８、１∶１６、１∶３２ＲＰＲ滴度分
别为１例、６例、８例、１１例、１２例、９例，分布情况具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首次用药后两组患者的ＲＰＲ滴度比较

分组 例数（ｎ） 原倍 １∶２ １∶４ １∶８ １∶１６ １∶３２

观察组 ４７ ４（８５１） ８（１７０２） １１（２３４０） １２（２５５３） ９（１９１５） ３（６３８）

对照组 ４７ １（２１３） ６（１２７７） ８（１７０２） １１（２３４０） １２（２５５３） ９（１９１５）

χ２ ９１０３ ５９７６ ４２７８ ０５０９ ５０２４ ７９８２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４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２２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愈 ３４例，好转 １１例，未治愈 ２例，总有效率为

９５７４％；对照组治愈１８例，好转１８例，未治愈１１例，总有效率
为７６６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等
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分组 例数（ｎ） 治愈 好转 未治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７ ３４（７２３４）１１（２３４０） ２（４２６） ９５７４

对照组 ４７ １８（３８３０）１８（３８３０）１１（２３４０） ７６６０

χ２ ６６０４

Ｐ ００１１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比较

分组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６９３±５２４ ６９１６±６０７ ３２８５±５２２ ４３３７±６５３ ２８０６±５３２ ２５１４±４７９ １１７±０３２ １７３±０３９

对照组 ５７１５±５３６ ６２４３±５６２ ３３１４±５１９ ３８０３±６２０ ２７９４±５１６ ２５９２±４６１ １１８±０２９ １４７±０３３

ｔ １４７６ ２０７９ １８７２ ２３３０ ０７７９ １３１５ １６１３ ２７４８

Ｐ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０ ０３８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７

#

　讨论
梅毒螺旋体是梅毒病原体，分为胎传梅毒和获得性梅毒，

其中胎传梅毒主要通过胎盘、脐带血传给胎儿，获得性梅毒则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５，６］。梅毒螺旋体具有严重致病性，但机

体免疫力较强或进行药物治疗能够暂时抑制梅毒感染，此时患

者表现为梅毒血清学阳性，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７，８］。隐性梅

毒根据感染时间分为早期隐性梅毒和晚期隐性梅毒，隐性梅毒

虽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但持续发展可转变为显性梅毒。因此，

隐性梅毒的预防和早期治疗成了降低梅毒感染率的重要环节。

青霉素类是隐性梅毒治疗的首选药物，低血清浓度下即可有效

杀灭梅毒螺旋体。但是，药物过敏是青霉素使用过程中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严重时可导致死亡。研究证明，头孢曲松抗梅毒

螺旋体效果明显，可作为青霉素类过敏者的替代药物［９－１１］。

本研究对隐性梅毒老年患者同时使用苄星青霉素和头孢

曲松，研究数据显示，首次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ＲＰＲ滴度分布呈
现出明显差异，观察组低滴度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苄星

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能够有效促进隐形患者ＲＰＲ转阴，效果显
著。头孢曲松是第３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药代动力学研究证
明，静注头孢曲松的即刻血药峰浓度高达１５０ｍｇ／Ｌ，且在人体内
不被代谢［１２，１３］。因此，联合用药在较短时间内即可发挥高效的

抗菌作用，成效显著。由于梅毒潜伏期较长，隐性梅毒的治疗

效果不能仅以短期疗效确定。我们对两组患者进行了长达２４
个月的随访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５７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６６０％）。表明联合用药在隐性梅
毒的治疗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机体免疫功能是梅毒发展和转

归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Ｃ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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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ＣＤ４＋又称 Ｔｈ细胞，能
够与ＭＨＣＩＩ发生反应，协助 Ｂ细胞产生抗体，还能与抗原巨噬
细胞结合发挥辨认抗原的作用，并通过释放白介素促进 Ｂ细胞
繁殖［１４－１６］。老年隐性梅毒患者体内的ＣＤ４＋明显减少，导致梅
毒螺旋体大量存活［１７，１８］。ＣＤ３＋、ＣＤ４＋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功
能的重要指标，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恢复至正常水平，表明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能够有效
调节机体免疫机制，改善免疫抑制。

综上所述，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老年隐性梅毒的效

果明显高于单纯的苄星青霉素，能够促进ＲＰＲ转阴。值得提醒的
是，头孢曲松可产生静脉炎、过敏反应等不良反应，临床上可采取降

低静注速度、脱敏等对症治疗。此外，研究发现头孢曲松过量使用

可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泌尿系统结石的严重并发症，因此，临床上

使用此类药物进行治疗时应严格控制用药剂量，避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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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６

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临
床效果观察
周均１　王翠媚１　罗丽丽１　于娜莎２　钟庆杨３

１东莞石碣医院皮肤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２９０
２南方医院皮肤科，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３东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考察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临床效果。方法：将６０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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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ＣＯ２激光联合阿昔洛韦软膏治疗，观察
组患者给予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１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１个疗程，随访３个月。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和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有效率为９６７％（２９／３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００％（２４／３０）（χ２ ＝４０４３，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出现 １３例（４３３％）不良反应与对照组的 １２例
（４００％）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６９，Ｐ＞００５）。随访期间观察组脱组１例、对照组脱组２例，观察
组患者复发２例（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例（２６７％）（χ２＝４３２０，Ｐ＜００５）。结论：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
喹莫特乳膏治疗女性尖锐湿疣有效率更高且复发率低，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尖锐湿疣；ＣＯ２激光；咪喹莫特乳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ａｎｄ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ＺＨＯＵ
Ｊｕｎ１，ＷＡＮＧＣｕｉｍｅｉ１，ＬＵＯＬｉｌｉ１，ＹＵＮａｓｈａ２，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３．１．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ｉｊｉ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ｉｔｙ，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２９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５１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０００，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ｆ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ａ
ｍｏｎｔｈａｓ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９６．７％ （２９／３０）ｗｈｉｃ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８００％ （２４／３０）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０４３，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３ｃａｓｅｓ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００６９，Ｐ＞００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ｅｒｉｏｄ，ａｃ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ｓ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８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３２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传播导致的性传播疾病
（ＳＴＤ），主要发生于肛门和外生殖器部位，是女性中最为常见的
ＳＴＤ［１］。尖锐湿疣不仅给女性患者带来较大的健康困扰和心理
压力，还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３］。因此，改善尖锐湿疣的

治疗尤其是在女性患者中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尖

锐湿疣的治疗主要采用物理疗法和药物疗法，其中 ＣＯ２激光配

合抗病毒药物治疗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治疗方案［４－６］。ＣＯ２激光
联合阿昔洛韦是治疗女性尖锐湿疣的一线方案，但该方案具有

较高的复发率［７，８］。咪喹莫特乳膏是一种新型的抗病毒软膏，

考察其与ＣＯ２激光联合治疗的临床效果，对于改善女性尖锐湿
疣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双盲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６０
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患者知情同意并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后将其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尖锐湿疣诊断标准：（１）生殖器或者肛周等部
位出现丘疹，呈菜花状、鸡冠状或乳头状肉质赘生物，表面粗

糙；（２）醋酸白实验结果呈阳性，ＰＣＲ见检测可出 ＨＰＶ－ＤＮＡ
特异性条带，核酸杂交检测可见 ＨＰ－ＤＮＡ序列；（３）病理学检

查可见棘细胞空泡化病变。排除标准：（１）合并其他性传播疾
病；（２）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或全身免疫性疾病；
（３）严重肝、肾功能异常者；（４）进行过其他治疗。其中年龄分
布为２０～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７±２５）岁，观察组患者平均年
龄为（３０５±３１）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２９２±２２）岁。两组
患者年龄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临床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ＣＯ２激光治疗，先局部麻醉疣体基底部，行
局部封闭治疗，后根据疣体的大小调整ＣＯ２激光频率，使疣体碳
化并将其彻底清除，最后使用高锰酸钾清洗创面，保持伤口干

燥及外阴部清洁。对照组患者在ＣＯ２激光治疗后涂抹阿昔洛韦
软膏（长春海外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３９９４，
规格：１０ｇ）于干燥的创面上，２次／ｄ；观察组患者在 ＣＯ２激光治
疗后涂抹５％咪喹莫特乳膏（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８，规格：２５０ｇ×４袋）于干燥的创面上，
１次／２ｄ。１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随访３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和
复发率。

１．４　疗效判断
治愈：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醋酸白实验检查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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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显著改善，醋酸白实验检查结果为

阴性；无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未见显著改善，醋酸白实验检查结

果为阳性。治疗有效率＝治愈率＋显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治疗有效率、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复发率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有效率为９６７％（２９／３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００％（２４／３０）（χ２＝４０４３，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无效 有效

观察组 ３０ ２７（９００） ２（６７） １（３３） ２９（９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１９（６３３） ５（１６７） ６（２００） ２４（８００）

χ２ ４０４３

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出现１３例（４３３％）不良反应与对照组的１２例

（４００％）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６９，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红斑 水肿 烧灼感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０ ５（１６７） ６（２００） ２（６７） １３（４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５（１６７） ５（１６７） ２（６７） １２（４００）

χ２ ００６９

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随访期间观察组脱组１例、对照组脱组２例，观察组患者复

发２例（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例（２６７％）（χ２＝４３２０，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２个月 ３个月 复发率

观察组 ３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２（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２ 　　 ２（６７） ４（１３３） ８（２６７）

χ２ ４３２０

Ｐ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一种由性途径传播的ＨＰＶ病毒感染疾病，人类

是其唯一寄主且具有高度的组织特异性。ＨＰＶ病毒的６、１１、１６
和１８亚型均可能导致尖锐湿疣，且大多数患者为复合型感

染［９］。由于１６和１８亚型的 ＨＰＶ不仅会导致尖锐湿疣还与宫
颈癌的发生高度相关，因此尖锐湿疣不仅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

活质量，还会对患者的生命产生威胁［２，３，１０］。因此，如何有效治

疗尖锐湿疣并预防其复发对于改善居民健康水平，预防癌症发

生均具有重要意义［１１，１２］。

ＣＯ２激光治疗属于物理疗法，采用激光烧灼的方式定点清
除皮肤黏膜表面的疣体，具有准确性高、疗效快、术中损伤小等

优点，在临床上应用广泛［４，１３］。然而，由于该治疗方法仅会清除

病灶处皮肤的疣体对于正常皮肤及其黏膜中潜伏的病毒并无

消除作用，因此容易出现疗效不满意或者复发。

咪喹莫特乳膏是一种非核苷类异环胺免疫调节剂，可以促

进ＩＬ－１、ＩＬ－６和 ＩＬ－８等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提高机体的
免疫反应和抗病毒能力［１４］。由于咪喹莫特乳膏属于外用型药

物，涂抹于患处周围，可以在局部组织达到较高的药物浓度，达

到辅助机体免疫细胞消灭ＨＰＶ的作用［１５］。与 ＣＯ２激光治疗配
合以点带面提高治疗效果。尹传玲［１６］、马燕利等［１７］均报道称

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尖锐湿疣具有较好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但两人的研究中对照组均仅使用ＣＯ２激光进行
治疗，且未对复发率进行报道，因此临床参考价值有限。

本研究中采用临床上常用的阿昔洛韦软膏配合ＣＯ２激光作
为对照组的治疗方案，考察阿昔洛韦和咪喹莫特两种免疫调节

药物在女性尖锐湿疣中的治疗效果差异。研究证实，观察组患

者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ＣＯ２激光联合咪喹莫特软
膏的治疗效果优于阿昔洛韦。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于阿昔洛韦

软膏，咪喹莫特具有更快的吸收速率（５ｍｉｎ达到血药浓度峰值）
和更高的生物利用度（约６７％）［１８］。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可知，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为ＣＯ２激光治疗带来的红斑、水
肿和灼烧感，两组均未发现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提示两种药

物均安全可靠。比较两组患者复发率可知，观察组复发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其原因是咪喹莫特对联合 ＣＯ２激光对 ＨＰＶ具有
更好的清除效果，可以有效的杀灭ＣＯ２激光治疗后残留的ＨＰＶ，
因此复发率更低。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女性尖锐湿
疣有效率更高且复发率低，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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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肖均建（１９７５－），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性病及
皮肤美容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７

卡介菌多糖核酸、γ－干扰素联合调 Ｑ激光治疗尖锐
湿疣的疗效对比
肖均建１　何威２

１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皮肤科，重庆 ４０２３６０
２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皮肤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　目的：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ＢＣＧ－ＰＳＮ）或γ－干扰素（γ－ＩＦＮ）联合调Ｑ激光治疗尖锐湿
疣的效果并比较差异。方法：８４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组（ＢＣＧ组）和γ－ＩＦＮ治疗
组（ＩＦＮ组），在调Ｑ激光处理患处后分别肌肉注射 ＢＣＧ－ＰＳＮ或 γ－ＩＦＮ治疗。比较两组的治愈率、、淋巴
细胞的变化、复发率和不良反应之间的差异。结果：ＢＣＧ组（８８１０％）的治愈率高于ＩＦＮ组（６１９０％），χ２＝
７６８３，Ｐ＝０００６；治疗后两组患者出现ＣＤ３＋Ｔ细胞增多、ＣＤ４＋Ｔ细胞增多、ＣＤ８＋Ｔ细胞减少、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升高（Ｐ＜００５），ＢＣＧ组的变化较 ＩＦＮ组大（Ｐ＜００５）；ＢＣＧ组（１４２８％）复发率明显低于 ＩＦＮ组
（３３３３％），χ２＝４０８６，Ｐ＝００４３；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４９１，Ｐ＝０４８３。结论：
从治愈率和复发率的角度比较，ＢＣＧ－ＰＳＮ的治疗效果优于γ－ＩＦＮ。

【关键词】　卡介菌多糖核酸；γ－干扰素；调Ｑ激光；尖锐湿疣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ＣＧ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ｏｒγ－ＩＦ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Ｑ－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ｒｅａ
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ＸＩＡＯＪｕｎｊｉａｎ１，ＨＥＷｅｉ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ａｚ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２３６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Ｘｉｎｑｉａ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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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之一，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常发生在外生殖器及肛门

部位。该病潜伏期长，传染性强。临床上多用激光、电灼、冷冻

或者化学腐蚀等方法去除疣体，这些方法虽见效快、治愈率高，

但治疗后复发率高，患者需多次治疗，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

很大的影响［１－３］。目前临床使用最多的是激光等方法除去疣体

后，使用干扰素、匹多莫德、咪喹莫特或卡介菌多糖核酸（ＢＣＧ－
ＰＳＮ）等免疫调节剂，能够有效降低尖锐湿疣治疗后的复发
率［１－７］。为比较常用的免疫调节剂ＢＣＧ－ＰＳＮ和γ－干扰素（γ
－ＩＦＮ）联合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效果，我院采用调Ｑ激光联合
ＢＣＧ－ＰＳＮ或γ－ＩＦＮ治疗尖锐湿疣，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效
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收治的 ＣＡ
患者８４例。所有患者均表现为典型的ＣＡ临床症状，且通过醋
酸白试验和病理诊断确诊。排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严重心肝

肾功能不全及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其他性病患者。将

病人随机分为ＢＣＧ－ＰＳＮ治疗组（ＢＣＧ组）和 γ－ＩＦＮ治疗组
（ＩＦＮ组），每组４２例。ＢＣＧ组包括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４例；年龄
１８～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２４±８６）岁；疗程 ３～１０个月，平均
（５２±１７）个月。ＩＦＮ组包括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１８～
６１岁，平均（３４６±５２）岁；疗程４～９个月，平均（４８±１２）个
月。皮损部位主要分布在龟头、冠状沟、尿道口、包皮内板、阴

唇、肛周。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研
究方案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征得

了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先将患者皮损处常规消毒，然后涂抹一层约１ｍｍ厚度的利

多卡因乳膏（北京紫光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３４６６），
使表皮充分麻醉以减轻疼痛。调 Ｑ激光治疗仪为成都亚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 ＪＹ－ＳＱ型调 Ｑ开关 ＹＡＧ固体激光治
疗仪（成都亚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２００８０４２３）。
用激光将肉眼可见病灶及周围醋酸白试验阳性的皮肤黏膜区

域１次或分次清除干净；术后涂抹红霉素软膏，防止感染。ＢＣＧ
组肌肉注射ＢＣＧ－ＰＳＮ（迪苏，浙江万马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Ｓ３３０２０００１，）１ｍＬ，隔日１次，９次为１个疗程；ＩＦＮ组肌肉注
射ＩＦＮ－γ（伽玛，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１０９８００８４）１００万Ｕ，１次／ｄ，５次为１个疗程；２个疗程后改为
隔日１次。开始３个月每周复诊１次，之后每月复诊１次。所
有患者均随访１２个月，详细记录术后疗效和复发情况。
１３　疗效评价

皮损完全愈合，治疗后３个月内无新疣体出现，醋酸白试验
显示阴性，治疗后随访３个月未见复发为治愈；皮损表面愈合，
醋酸白试验显示阴性，治疗后３个月复发为显效；皮损面积缩
小，醋酸白试验仍显阳性为有效；皮损未愈合或恶化，醋酸白试

验显阳性为无效；无再次接触，疗程结束后３个月内出现新疣体
或醋酸白试验显示阳性为复发［７，８］。

１４　淋巴细胞的提取和检测
抽取患者外周血，通过梯度离心分离法分离出总淋巴细

胞。细胞标记流式抗体ＣＤ４９、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购自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公司），４℃避光孵育１ｈ，磷酸缓冲液清洗后用 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
流式细胞仪（购自ＢＤ公司，生产批号：０１６４６）检测细胞的比例。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５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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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ＢＣＧ组４２例患者治愈２９例，显效５例，有效３例，无效５
例，总治愈率为 ８８１０％；ＩＦＮ组 ４２例患者治愈 ２０例，显效 ４
例，有效２例，无效１６例，总治愈率６１９０％；通过比较总治愈
率，可见 ＢＣＧ组的治疗效果优于 ＩＦＮ组，χ２ ＝７６８３，Ｐ＝
０００５６。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治愈率

ＢＣＧ组 ２９（６９０５） ５（１１９０） ３（７１４） ５（１１９０）３７（８８１０）

ＩＦＮ组 ２０（４７６２） ４（９５２） ２（４７６） １６（３８１０）２６（６１９０）

χ２ ３９６７ ０１２４４ ０２１２７ ７６８３ ７６８３

Ｐ ００４６ ０７２４０ ０６４５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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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ＣＤ３＋Ｔ细胞增多、ＣＤ４＋Ｔ细胞增多、
ＣＤ８＋Ｔ细胞减少、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升高（Ｐ＜００５）。组间比
较，治疗前两组的以上指标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治疗后ＢＣＧ
组的变化比ＩＦＮ组幅度大（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的变化比较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ＢＣＧ组 ５０２５±２８６ ３２９３±３６５ ４０１２±４０１ ０８６±０２３

　ＩＦＮ组 ５１０８±３４２ ３４２１±３８８ ３９３２±４３６ ０８５±０１７

　ｔ １２０７ １５５７ ０８７５２ ０２２６６

　Ｐ ０２３１ ０１２３ ０３８４ ０８２１

治疗后

　ＢＣＧ组 ５５３７±２２１ ３８３７±４５８ ３５１５±２６６ １０９±０３３

　ＩＦＮ组 ５３８９±３５７ ３６１０±３８２ ３７４７±２９６ ０９６±０２１

　ｔ ２２８４ ２４６７ ３７７８ ２１５４

　Ｐ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注：同组内治疗前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
在随访的１２个月内，ＢＣＧ组患者有６例复发，分别为在３

个月内复发５例、４～６个月１例、７～１２个月 ０例，复发率为
１４２８％；ＩＦＮ组患者共有１４例复发，分别为在３个月内复发４
例、４～６个月８例、７～１２个月２例，复发率为３３３３％。ＢＣＧ组
的复发率低于ＩＦＮ组，χ２＝４２００，Ｐ＝００４０；差异主要出现在４
～６个月时的复发例数，ＢＣＧ组明显低于 ＩＦＮ组，χ２＝６０９８，Ｐ
＝００１４。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７～１２个月 ４～６个月 ３个月 复发率

ＢＣＧ组 ０　　　 １（２３８） ５（１１９０） ６（１４２８）

ＩＦＮ组 ２（４７６） ８（１９０５） ４（９５２） １４（３３３３）

χ２ ２０４９ ６０９８ ０１２４ ４２００

Ｐ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４ ０７２４ ００４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比较
ＢＣＧ组有１２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发热１１例，注射部位

疼痛３例，皮疹１例，恶心４例，患处瘙痒或灼热４例，发生率为
２８５７％；ＩＦＮ组有１５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发热１４例，注射部
位疼痛２例，皮疹１例，恶心３例，患处瘙痒或灼热５例，发生率为
３５７１％。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４９１，
Ｐ＝０４８３。见表４。不良反应主要出现在注射ＢＣＧ－ＰＳＮ或ＩＦＮ－
γ后２４ｈ内，程度较轻，患者可耐受，不经处理可自行消退。

表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发热 注射部位疼痛 皮疹 恶心 患处骚痒灼热 总发生率

ＢＣＧ组 １１（２６１９） ３（７１４） １（２３８） ４（９５２） ４（９５２） １２（２８５７）

ＩＦＮ组 １４（３３３３） ２（４７６） １（２３８） ３（７１４） ５（１１９０） １５（３５７１）

χ２ ０５１３ ０２１３ ０　　 ０１５６ ０１２４ ０４９１

Ｐ ０４７４ ０６４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３ ０７２４ ０４８３

#

　讨论
ＣＡ主要是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常见性传播疾

病之一，具有潜伏期长，易复发等特点。接触 ＨＰＶ后是否发病
取决于ＨＰＶ的类型、机体免疫力和营养状况等条件，但具体机
制尚不清楚。ＨＰＶ易感染黏膜与皮肤的鳞状上皮细胞。感染
后，病毒的复制导致上皮增生、变厚、角化形成疣体［９，１０］。

治疗尖锐湿疣首先要除去疣体，清除皮损处的病毒。临床

常用的方法有微波、激光、ＣＯ２激光等、液氮冷冻、调 Ｑ激光

等［６－１１］。调Ｑ激光是近年来应用于皮肤科的新技术之一，可用
于治疗扁平疣、太田痣、纹身、痤疮、黄褐斑等皮肤问题［１１－１５］。

与其他物理方法相比，调Ｑ激光有可直接杀灭 ＨＰＶ病毒、激活
局部免疫、损伤范围小、作用浅表、操作简单安全，产生的光热

作用能促进创面炎症的消退等优点，在皮肤科临床中不断推

广。所以我们选用调Ｑ激光作为清除病灶的方法。
为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并降低复发率，除了彻底清除可见

病灶外，还应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免疫调

节剂之一是ＢＣＧ－ＰＳＮ，该药物是卡介菌通过热酚法去除菌体
蛋白质，再经乙醇沉淀、提取的一种具有多种免疫调节功能的

调节剂，其中包含多糖、核酸等多种免疫原成分。其作用机制

是通过调节机体内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刺激网状内皮系

统，诱导淋巴因子释放，溶解和破坏病毒靶细胞，激活淋巴细胞

和单核－巨噬细胞，持续刺激机体产生大量ＩｇＧ抗体，减少肥大
细胞脱颗粒，稳定肥大细胞膜，增强自然杀伤细胞功能来提高

机体抗病毒感染能力［１６］。

γ－ＩＦＮ是一类生物活性糖蛋白，是人体重要的吞噬细胞刺
激因子，具有较强的免疫调节功能，能增强抗原递呈细胞功能，

加快免疫复合物的清除和提高吞噬异物功能，对淋巴细胞具有

双向调节功能，提高ＮＫ细胞的杀伤活性，能有效预防尖锐湿疣
的复发［７，１７］。

在该研究中，调 Ｑ激光联合 ＢＣＧ－ＰＳＮ和联合 γ－ＩＦＮ的
治疗效果比较，ＢＣＧ组的总治愈率高于 ＩＦＮ组；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ＣＤ３＋Ｔ细胞增多、ＣＤ４＋Ｔ细胞增多、ＣＤ８＋Ｔ细胞减少、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升高，并且 ＢＣＧ组的变化比 ＩＦＮ组幅度大。
治疗后１２月内复发率低于ＩＦＮ组，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没
有显著差别，可见ＢＣＧ－ＰＳＮ的治疗效果更好。这与其作用机
制密不可分。ＢＣＧ－ＰＳＮ具有双相免疫调节功能，调节 Ｃ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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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８＋的平衡，使ＣＤ４＋增多，增强机体巨噬细胞和 ＮＫ细胞活
性，诱导内源性干扰素的产生，有利于ＣＡ患者的恢复和长期稳
定；而干扰素作用快，但持续时间短［１８］。治疗后６个月内，两组
的复发率分别为９５２％和１４２８％，χ２＝０４５４，Ｐ＞００５，两组
间无显著差异。两种治疗方法都会引起轻微的不良反应，但都

强度小、持续时间短、患者可耐受，两组间无显著差异。综上所

述，调Ｑ激光联合ＢＣＧ－ＰＳＮ与γ－ＩＦＮ相比，是一种治疗效果
更好、更持久稳定的治疗手段，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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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亚型的感染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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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１１０例女性尖锐湿疣（ＣＡ）患者ＨＰＶ亚型的感染特征，为临床治疗以及宣传教育
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１１０例尖锐湿疣女性患者，采用ＨＰＶ分型
试剂盒进行ＨＰＶ分型检测，并通过调查问卷调查患者一般资料和焦虑抑郁状况，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结果：１１０例ＣＡ患者全部为ＨＰＶ阳性，检测为单一ＨＰＶ感染的患者有６９例（６２７％）；多重ＨＰＶ感
染达４１例（３７３％）。其中单一低危ＨＰＶ感染以ＨＰＶ１１占比最高；单一高危 ＨＰＶ感染以 ＨＰＶ１６最高。进
一步的研究发现，年龄、收入水平与饮食习惯与不同危害类型的ＨＰＶ感染分布有关。年龄越小，收入相对低
以及喜食辛辣的患者更易得高危害型ＨＰＶ感染。结论：不同亚型的 ＨＰＶ感染发生比率不同，其中与年龄、
收入以及饮食习惯显著相关，在今后的治疗以及宣传教育上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值得临床上加以强调。

【关键词】　尖锐湿疣；ＨＰＶ亚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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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全球范围内最常
见的性传播疾病，在欧美地区是仅次于淋病的第二大性传播疾

病［１］。在我国ＣＡ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有报道指出我国的
ＣＡ的发病率由２００２年的１２９４／１０万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９３５／
１０万［２］。ＣＡ是有人乳头病毒（ＨＢＶ）感染引起的表皮良性增生
性疾病，大多发生于成年人。ＣＡ除了可以通过性传播外，也可
以通过间接接触传播，具有相当的传染性。在女性 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可以诱发宫颈内部的多种病变，甚至诱发宫颈癌。ＨＰＶ病
毒具有多态性，迄今为止发现超过１００种的 ＨＰＶ病毒，其中大
多数没有危害，为无害型。有３０多种ＨＰＶ病毒可以造成危害，
又根据危害大小，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３］。低危型ＨＰＶ病毒一
般只引起肛门、生殖器以及宫颈等的损害，一般不引起癌症；而

高危型ＨＰＶ病毒可将ＤＮＡ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可以诱发癌
变［４］。由于ＣＡ发病率高，治疗相对不易，且复发率高，因此调
查分析女性ＣＡ患者ＨＰＶ亚型的感染特征，有助于寻找针对性
的治疗方法以及宣传教育对策，以控制我国 ＣＡ的发病率。本
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我院皮肤性病门诊的１１０例女性 ＣＡ患者的
ＨＰＶ亚型及感染分布特征，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于我院皮肤性病科就诊并
首次行ＨＰＣ分型检测的女性 ＣＡ患者１１０例，年龄２０～７５岁，
平均年龄（３４７±９７）岁。所有受试对象的病理诊断均参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发的《性病诊断标准与实验室检测方法及相

关管理文件与要求工作手册》中对于ＣＡ的相关描述。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所有参与本次研究的受试人员需满足下列纳入标准和排

除标准。纳入标准为：（１）均属于首次被诊断为 ＣＡ患者；（２）
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或者需要长期使用免

疫抑制剂；（３）均有正当职业；（４）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对本次研
究知情并积极配合完成调查。排除标准：不合作、不愿意接受

调查问卷或患有精神病不能合作者。

１３　实验方法
ＨＰＶ分型试剂盒购自深圳亚能生物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Ｒ２３１１００５０３）。具体方法为：采集患者外阴、阴道、宫颈等处疣
体，经过洗脱、离心后弃去上清，后裂解再离心后取上清液备

检，加入至ＰＣＲ反应管后放入 ＰＣＲ分析仪中进行扩增，经过杂
交反应后观察每个患者的检测结果。该试剂盒可以检测常见

的具有危害的２８种ＨＰＶ亚型，包括高危的２３种以及低危的５
种。同时由专业人员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为患者的一般资

料包括患者年龄、教育背景、户籍性质、月收入水平以及工作性

质等，同时通过焦虑自评量表［５］和抑郁自评量表［６］评价患者的

焦虑和抑郁程度。

１４　统计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量数据采用独

立样本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非
参数检验中的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
"

　结果
１１０例ＣＡ患者全部为ＨＰＶ阳性，检测为单一ＨＰＶ感染的

患者有 ６９例，占比 ６２７％；多重 ＨＰＶ感染达 ４１例，占
比３７３％。
２１　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分布

低危型的单一ＨＰＶ感染患者有４１例，占比３７２７％；高危
型的ＨＰＶ感染患者有２８例，占比为２５４５％。在低危型的ＨＰＶ
单一感染患者中，ＨＰＶ１１占比最高，达 １７２７％，ＨＰＶ６占比次
之；而在高危型的 ＨＰＶ单一感染患者中，ＨＰＶ１６占比最高，达
６３６％，其次为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１８和ＨＰＶ５１。见表１。
２２　多重ＨＰＶ亚型感染分布

４１例多重ＨＰＶ感染患者共分离出２种 ＨＰＶ亚型２８例，３
种ＨＰＶ亚型９例，４种及以上４例。见表２。
２３　１１０例患者分离出ＨＰＶ亚型种类分布

单一ＨＰＶ感染和多重 ＨＰＶ感染患者共计检出 ＨＰＶ亚型
１７１种；低危型患者１０４例次，高危型６７例次。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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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分布

危险等级 ＨＰＶ亚型 病例数（例） 百分比（％）

低危型 ＨＰＶ６ ９ ８１８

ＨＰＶ１１ １９ １７２７

ＨＰＶ４２ ２ １８２

ＨＰＶ４３ ９ ８１８

ＨＰＶ４４ ２ １８２

合计 ４１ ３７２７

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 ７ ６３６

ＨＰＶ１８ ３ ２７３

ＨＰＶ３１ １ ０９１

ＨＰＶ３３ ２ １８２

ＨＰＶ５１ ３ ２７３

ＨＰＶ５２ ２ １８２

ＨＰＶ５８ ４ ３６４

ＨＰＶ５９ １ ０９１

ＨＰＶ６６ ２ １８２

ＨＰＶ７３ ３ ２７３

合计 ２８ ２５４５

总计 ６９ ６２７３

表２　多重ＨＰＶ亚型感染患者分布

感染ＨＰＶ亚型种数 病例数（例） 百分比（％）

２种 ２８ ２５４５

３种 ９ ８１８

４种及以上 ４ ３６４

总计 ４１ ３７２７

表３　１１０例患者检出ＨＰＶ亚型分布

危险等级 ＨＰＶ亚型 病例数（例） 构成比（％）

低危型 ＨＰＶ６ ２５ １４６２

ＨＰＶ１１ ４７ ２７４９

ＨＰＶ４２ ６ ３５１

ＨＰＶ４３ ２０ １１７０

ＨＰＶ４４ ６ ３５１

合计 １０４ ６０８２

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 １５ ８７７

ＨＰＶ１８ ６ ３５１

ＨＰＶ３１ ３ １７５

ＨＰＶ３３ ４ ２３４

ＨＰＶ５１ ６ ３５１

ＨＰＶ５２ ４ ２３４

ＨＰＶ５８ ７ ４０９

ＨＰＶ５９ ２ １１７

ＨＰＶ６６ ４ ２３４

ＨＰＶ７３ ６ ３５１

合计 ６７ ３９１８

总计 １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４　ＨＰＶ感染高危低危亚型分布与相关因素分析
不同的影响因素对 ＨＰＶ感染亚型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

与ＨＰＶ感染有着显著的相关性，ＨＰＶ感染患者中，年纪２０～３０
之间的患者比重最大，占比达４６４％，且该年龄段的患者更易
被诊断为高危ＨＰＶ感染。婚姻状况和体育锻炼与ＨＰＶ亚型的
分布没有显著相关性。在收入状况的研究中，高收入者（≥
５０００元／月）感染ＨＰＶ的概率较低，且诊断为高危 ＨＰＶ的概率
也较低。而饮食状况中，喜食辛辣的患者被诊断为高危ＨＰＶ感
染的概率也显著高于不喜食辛辣的患者。见表４。

表４　ＨＰＶ感染高危低危型分布与相关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样本数 低危ＨＰＶ样本 高危ＨＰＶ样本 Ｐ

年龄（岁） ２０～３０ ７９（４６２０） ４２（２４５６） ３７（２１６４） ＜００５

３０～４０ ４３（２５１５） ２３（１３４５） ２０（１１７０）

４０～５０ ３０（１７５４） ２３（１３４５） ７（４０９）

５０～６０ １６（９３６） １４（８１９） ２（１１７）

６０～ 　３（１７５） ２（１１７） １（０５８）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１３（６６０８） ７５（４３８６） ３８（２２２２） ＞００５

未婚 ５８（３３９２） ２９（１６９６） ２９（１６９６）

是否经常锻炼 是 ６５（３８０１） ４１（２３９８） ２４（１４０４） ＞００５

否 １０６（６１９９） ６３（３６８４） ４３（２５１５）

收入状况（元／月） ＜５０００ １２９（７５４４） ７３（４２６９） ５６（３２７５） ＜００５

≥５０００ ４２（２４５６） ３１（１８１３） ９（５２６）

是否喜食辛辣 是 ９０（５２６３） ４３（２５１５） ４７（２７４９） ＜００５

否 ８１（４７３７） ６１（３５６７） ２０（１１７０）



·８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２５　患者焦虑抑郁情况与ＨＰＶ亚型的关系
ＨＰＶ感染患者中，大多数患者表现为轻度或无焦虑抑郁症

状。见表５。

表５　患者焦虑抑郁与ＨＰＶ亚型之间的关系

程度 样本数 低危ＨＰＶ样本高危ＨＰＶ样本 Ｐ

焦虑症状 无 １１０（６４３３） ７９（４６２０） ３１（１８１３） ＞００５

轻度 ４７（２７４９） １５（８７７） ３２（１８７１）

中度 １１（６４３） ９（５２６） ２（１１７）

重度 　３（１７５） １（０５８） ２（１１７）

抑郁症状 无 １０１（５９０６） ６１（３５６７） ４０（２９２４） ＞００５

轻度 ５４（３１５８） ３３（１９３０） ２１（１２２８）

中度 １４（８１９） １０（５８５） ４（２３４）

重度 　２（１１７） ０ ２（１１７）

#

　讨论
ＣＡ是目前成人性疾病中最为常见的性传染疾病，其发病

率仅低于淋病。ＣＡ是由于ＨＰＶ感染所致，而ＨＰＶ目前也发现
并分离有２００种亚型，不同亚型不同感染部位引起的临床症状
不尽相同，而不同亚型诱发恶性肿瘤的几率也不相同［７］。低危

害性的ＨＰＶ一般仅引起增生性疾病，不会引起恶性癌变；而高
危害型ＨＰＶ特别是持续感染的高危害型ＨＰＶ可以与宿主细胞
进行ＤＮＡ整合，导致感染部位出现恶性癌变［８，９］。因此进行

ＨＰＶ亚型检测，不仅能够尽早判断 ＨＰＶ的危害类型，针对性治
疗，降低感染部位癌变风险，同时也可以寻找出 ＨＰＶ亚型的分
布规律，从而寻找到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对策，从根源上降低

ＨＰＶ感染的人数［１０，１１］。

本研究所使用的ＨＰＶ分型试剂盒能够通过ＰＣＲ分析仪迅
速分析出患者所感染的 ＨＰＶ亚型。包含常见的５种低危型和
２３种高危型。本研究发现，１１０例 ＣＡ患者 ＨＰＶ阳性检出率为
１００％，其中单一 ＨＰＶ感染的患者有６９例，占比６２７％；多重
ＨＰＶ感染达４１例，占比３７３％。提示我们ＣＡ患者中有相当一
部分为非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在临床检验 ＨＰＶ亚型是需要重
点观察，提高ＨＰＶ亚型检查的准确率。在单一性ＨＰＶ感染中，
低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有４１例，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为２８例。在
低危型的ＨＰＶ单一感染患者中，ＨＰＶ１１占比最高，达１７２７％，
ＨＰＶ６占比次之；而在高危型的 ＨＰＶ单一感染患者中，ＨＰＶ１６
占比最高，达６３６％，其次为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１８和ＨＰＶ５１。表明在
ＣＡ患者中，不同亚型的ＨＰＶ病毒具有不同的感染概率，有助于
之后临床治疗中的经验用药，可以优先使用针对高感染ＨＰＶ亚
型的药物。

而在进一步的分析年龄、婚姻状况、锻炼与否、收入状况以

及患者是否喜食辛辣与不同危害程度的ＨＰＶ感染，有利于针对
性的寻找到ＨＰＶ感染的相对规律并针对性的制定对策，减少并
降低ＨＰＶ感染的概率。研究发现年龄、收入状况和饮食习惯与
不同危害程度的ＨＰＶ亚型的分布有显著相关性。年龄较小的

患者更易受到高危害性ＨＰＶ的感染；相对低收入的患者更易受
到高危害性的ＨＰＶ感染；而喜食辛辣的患者属于高危害 ＨＰＶ
感染的概率也显著高于不喜食辛辣的患者。

在焦虑和抑郁评分中，大多数患者均不表现出明显的中重

度焦虑和抑郁症状。但是与国内常模比较，焦虑和抑郁平均评

分仍有显著性差异［１２，１３］，表明 ＣＡ患者仍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
抑郁症状，在临床上可以适当加以注意，必要时进行心理指导

或者针对性的药物治疗［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不同亚型的 ＨＰＶ感染发生比率不同，其中与年
龄、收入以及饮食习惯显著相关，在今后的治疗以及宣传教育

上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值得临床上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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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表专辑，１９８４（２）：７１－７２

［７］　彭雪，胡丽娜．ＨＰＶ感染及危险因素的研究．实用妇产科杂志，
２０１０（３）：１６８－１７０．

［８］　马贵涛，许良杰，曾灿辉．６６６例女性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亚型感
染特征分析．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９９－
３００，３０３．

［９］　刘立鸿，汪凯，张富春，等．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致癌机制研究
进展．生命科学，２００８（２０）：２９５－２９９．

［１０］　杨英先．心理干预对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右江医学，２０１１（４）：４５５－４５６．

［１１］　查树伟．ＨＰＶ对生殖系统影响的研究进展．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
（１）：６６－６８．

［１２］　ＴａｙＳＫ，ＴｅｓａｌｏｎａＫＣ，ＲａｓｈｉｄＮＭ，ｅｔａｌ．Ｖａｃｃｉｎｅ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ＬｏｗＨＰＶ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ｕｐ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
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５，１６（１２）：５１１９－５１２４

［１３］　ＧａｒｌａｎｄＳＭ，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ＥＧ，ＭａｃｈａｌｅｋＤＡ，ｅｔａｌ．Ｈｏｗｔｏｂｅｓｔｍｅａｓ
ｕ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ｍａｌｅ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ｓ？．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５，２１（９）：８３４－８４１．

［１４］　李丹，张霞，曾碧冰，等．２０３例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宫颈 ＨＰＶ
基因型检测及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６－２９．

［１５］　王文格，郑玲玲，孙铮，等．尖锐湿疣６７例ＨＰＶ分型分析．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２）：５３－５４，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８７　　　·

【基金项目】辽宁省大连市科技局科技计划（民生科技）项目

（２０１１０７８５）。
【第一作者简介】张兴晖（１９７８－），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艾
滋病性病的防治。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９

大连市 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行为习惯的调查分析
张兴晖　郭琦　倪长玉
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１

【摘　要】　目的：了解大连市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的现状及其行为习惯。方法：对参加大连市艾滋
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的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进行问卷调查，进行相关的统计描述与分析。结果：发出
问卷２００份，有效问卷 １５１份。其中男性 １３６人（９０１％），女性 １５人（９９％）。近期（７ｄ以内）调查中
９２２％的患者并未存在漏服，但在既往史调查中发现有多半数患者曾经存在漏服。感染后有性生活的为
６７４％，５８３％与配偶每次都会使用安全套，与其他性伴使用安全套的频率为８７０％。被调查人群感染后
至今有性接触的在不同性别上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０６，Ｐ＜００５），感染后再有性接触者男性多于女性；在
不同文化程度上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９，Ｐ＜００５），感染后再有性接触者学历高中以上者多于初中以下
者。认为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的占７７３％。临时性伴中９２９％的人群并不知晓患者的病
情。同性性行为（ＭＳＭ）人群中，有固定同性性伴的占 ５０５％；群交行为发生率 １９６％。男性性工作者
（ＭＢ）人群中目前每天的性伴数目，１个以上者占６２５％。有群交行为６２５％。结论：应有计划地在普通人
群中进行宣传教育，制定有效的措施，降低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歧视，减少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引发的社

会问题。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会关怀和感情支持，为今后有针对性的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关键词】　艾滋病；ＨＩＶ感染；行为习惯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ｉ，ＧＵＯＱｉ，
ＮＩＣｈａｎｇｙｕ．Ｄａｌｉ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２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ＨＩＶ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Ｄａｌｉａｎｗｅ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ｉｔｈａ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００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ａｓｉｓｓｕｅｄ，ａｎｄ１５１ｖａｌｉｄｏｎ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３６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０１％）ａｎｄ１５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７ｄａｙｓ），９２．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ｄｎｏｔｍｉｓ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ｈａｄｅｖｅｒｍｉ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
６７．４％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ｔｉｌｌｈａ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５８．３％ ｏｆｔｈｅｍｕｓｅｄｃｏｎｄｏｍｓｅ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
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ｐｏｕｓ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８６．９６％ ｗｈ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７．０６，
Ｐ＜００５），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ｒａｂｏｖ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ｅｎｄｔｏｈａｖｅｓｅｘ
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４．４９，Ｐ＜００５）．
７７．３％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ｉｔ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ｕｓｅｃｏｎｄｏｍｓ．９２．９％ ｃａｓｕａｌｓｅ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５０５％ ｏｆｍ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ｈａｄ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１９．６％ ｈａｄｇｒｏｕｐｓｅｘ．
６２５％ ｏｆＭＢｈａ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ｓｅ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ｄａｙ，ａｎｄ６２．５％ 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ｓｅｘ．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ａｎｉｃ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ＤＳ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ＩＤ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ｃａｒｅ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ｏ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又称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因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后导致免疫缺陷，严重者可
导致死亡的综合征。ＨＩＶ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
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 Ｔ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
使人体免疫功能丧失，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

因此病死率较高，且疫情逐年呈上升态势［１］。随着全球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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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如何防治艾滋病已成为我国公共卫

生所关注的焦点［２］。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有效的疫苗和理想

的治疗药物。当下最有效的防范措施为行为干预，要避免高危

行为同时又不损害艾滋病人的自尊心。ＨＩＶ主要通过性传播、
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通过直接接触 ＨＩＶ携带者体液，ＨＩＶ进
入血液而感染艾滋病。因此，分析艾滋病人行为习惯从而避免

高危行为，对预防艾滋病具有重要意义。大连市作为旅游城

市，对外联系频繁，人群流动性大，艾滋病疫情逐年呈上升态

势。为全面了解大连市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病人的现状及其行
为习惯，对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

区、金州新区、普兰店市、瓦房店市、庄河市共９个区正在治疗的
ＨＩＶ感染者及病人进行艾滋病现状、行为的相关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大连市传染病疫

情网下载截止２０１２年６月底大连市正在治疗的 ＨＩＶ感染者及
病人（本人均知情）的信息。按照所在辖区分层，分为中山区、

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新区、普兰店市、

瓦房店市、庄河市９层（其中高新园区、长兴岛、长海县由于在
治病人少而忽略不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５０％的比例
分别从各层抽取调查对象，共抽取调查对象２００人。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现况调查的研究方法。从大连市各辖区随

机抽取２００例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给研究对
象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情况、就医情况、性生活情

况等。收集问卷，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分析。

１３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份录入核查

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共发出问卷２００份，实际回收问卷数１８５份，问卷回收率

９２５％，其中无效问卷为 ３４份，有效问卷 １５１份，问卷有效
率８１６％。
２１　人口学特征

在调查的 １５１人中，男性 １３６人（９０１％），女性 １５人
（９９％）。年龄最小者１８岁，最大者７３岁，平均年龄（５０５２±
１２６８）岁。３０岁以下有５０人（３３１％），３０～３９岁的有３８人
（２５１％），４０～４９岁的有３０人（１９８％），５０岁以上的有３３人
（２１８％）。婚姻状况为未婚 ８１人（５３６％），在婚 ４４人
（２９１％），离异２６人，其中感染前离婚１７人，感染后５人，共占
１７２％。居住地情况为市内五区１１３人（７４８％）；本市农村１０
人（６６％）；本市除市内五区外的县城２８人，占１８５％。
２２　就医情况
２２１　就医习惯　由调查可知，若患者身感不适，在３个月内
有不适感觉的共 ５５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就医的有 １５人
（２４３％），就医的有４０人（７２７％）。对于自身病情有一定了
解（知道最近一次 ＣＤ４检测数值）的人有１１８人（８３１％）。认
为定期检测有作用的人有１２５人（８６５％）。
２２．２　服药习惯　由调查可知，６９４％患者知道何时服药，
５６４％的人未开始服用抗病毒药。最近７天服用抗病毒药的情

况比较乐观，９２２％的患者并未存在漏服。然而在服药的既往
史调查中，发现有１０２人曾经存在自主停药或漏服的情况，占总
人数的６７６％。
#

　性生活情况
３１　被调查者个人性生活情况

由调查可知，８３０％艾滋病病人认为有防护措施可以有性
生活，无防护措施不可以；感染后有性生活的为６７４％；与配偶
使用安全套频率：５８３％每次都用；有其他性伴的２３人中，与其
他性伴使用安全套频率为 ８７０％。患者获得安全套方式：
２１２％药店，４２４％在疾控中心及居委会。见表１。

表１　个人性生活情况

个人性生活情况 人数 构成比（％）

认为感染此病之后是否可以有性生活

绝对不可以有 １１ ７８

有防护措施可以有，无防护措施不可以 １１７ ８３０

两人都是感染者有无防护措施都可以有 ７ ５０

不知道 ６ ４３

感染后至今有无性接触

有 ９７ ６７４

没有 ４７ ３２６

与配偶之间的性生活是否有变化

有 ２１ ４４７

没有 ２６ ５５３

最近半年，和配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多半数用 ２１ ５８３

少半数使用 ５ １３９

从来不用 １０ ２７８

最近半年，和其他性伴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每次都用 ２０ ５４１

半数使用 ３ ８１

我没有性伴 １４ ３７８

一般从哪里获得安全套

药店 １４ ２１２

超市 ６ ９１

成人保健品店 ３ ４５

感染者组织 ９ １３６

疾控及居委会 ２８ ４２４

其他 ６ ９１

　　注：本组问题为涉及跳转的问题，根据上一问题的回答情况，跳转至
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各题目回答的人数不一

３１１　不同情况人群感染后至今的性接触情况的比较　经 χ２

检验可知，被调查人群感染后至今有性接触的在不同性别及文

化程度上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及婚姻状况上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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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感染后至今的性接触情况分析

感染后至今的性接触
感染后至今

有性接触

感染后至今

无性接触
χ２ Ｐ

性别

　男 ９２ ３８ ７０６ ００１

　女 ５ ９

年龄

　≤４４（青年） ７１ ２９ １９７ ０１６

　＞４４（中老年） ２６ １８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８ ２２ ４４９ ００４

　高中及以上 ６９ ２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７０ ３２ ０２５ ０６９

　在婚 ２７ １５

３１２　不同情况人群与配偶之间性生活有变化的比较　经χ２

检验，与配偶间性生活有变化的行为习惯在不同性别（χ２＝００７，
Ｐ＝１００）、年龄（χ２＝２１０，Ｐ＝０２３）、文化程度（χ２＝０３９，Ｐ＝
０５６）、婚姻状况（χ２＝０１９，Ｐ＝０７５）上均无统计学意义。
３１３　不同情况人群最近半年与配偶使用安全套情况的比较
　经χ２检验可知，与配偶之间性生活是否使用安全套在不同性
别（χ２＝０９８，Ｐ＝０３７）、不同年龄（χ２＝４１０，Ｐ＝００５）、不同文
化程度（χ２＝１４３，Ｐ＝０３２）及婚姻状况上（χ２ ＝０７３，Ｐ＝
０６３）均无统计学意义。

经χ２检验发现，最近半年，和配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在性
别（χ２＝３１６，Ｐ＝０１０）、年龄（χ２＝０３８，Ｐ＝０７２）、文化程度
（χ２＝１２４，Ｐ＝０３１）及婚姻状况（χ２＝０３９，Ｐ＝０７３）上均无
统计学意义。

３２　被调查人群配偶状况分析
被调查人群中配偶定期检测的占５７１％，配偶不定期检测

占４２９％；配偶感染占２７１％，配偶没有感染占７２９％；觉得与
配偶发生性行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的占 ７７３％，没必要的占
２２７％；有子女的占８０４％，没有子女的占１９６％；配偶有生育
意向占６８％，没有生育意向占９３２％。
３３　被调查人群临时性伴情况分析

经调查可知，临时性伴中非商业性质的占８７０％。性伴来
源中有６５２％为网友，３０４％为朋友，４４％为驴友。９１３％的
临时性伴并不知晓患者的病情。

３４　被调查人群同性性行为（ＭＳＭ）情况分析
在调查人群中，有两个以上同性性伴的占４１７％，单一性

伴的有３０２％，无同性性伴的有２８３％。有固定同性性伴的占
５０５％，不固定的占４９５％；群交行为发生率１９６％，且发生５
次及以上占４０９％。见表３。
３５　被调查人群中男性性工作者（ＭＢ）情况分析

由调查可知，被调查人群中做 ＭＢ时间 ６个月及以下占
３７５％，１年占２５０％，２年及以上３７５％，目前每天的性伴数
目１个的占５７１％，３个以上占４２９％。有群交行为６２５％，
无群交行为３７５％。曾经在外地发生过性关系占１６７％，未在
外地发生过性关系８３３％。被调查ＭＢ人群担心感染后从事商

业性行为会传染给他人。

表３　同性性行为ＭＳＭ

ＭＳＭ情况 人数 构成比（％）

确诊感染后有几个同性性伴

１个 ３２ ３０２

２个以上 ４４ ４１５

没有 ３０ ２８３

同性性伴是否固定

是 ５５ ５０６

否 ５４ ４５４

同性性伴多久发生一次性行为

每天 ５ ５３

２次及以上／周 １２ １２８

１次／周 １７ １８１

２～３次／月 ３５ ３７２

４次及以上／年 １５ １６０

２～３次／年及以下 １０ １０６

是否知道曾经感染过性伴

是 ５ ５０

否 ４３ ４３０

不知道 ５２ ５２０

是否有过群交行为

是 ２１ １９６

否 ８６ ８０４

群交发生的频率

仅１次 ３ １３６

１次以上 １９ ８６４

是否曾经在外地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是 ３３ ３６７

否 ５７ ６３３

　　注：本组问题为涉及跳转的问题，根据上一问题的回答情况，跳转至
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各题目回答的人数不一

$

　讨论
４１　人口学特征

经调查显示，男性仍为主要的艾滋病患者，且 ＭＳＭ人群占
被调查男性的８０１％，男男同性传播应该成为艾滋病管理者预
防艾滋病传播重点控制的对象。流动人口与艾滋病传染相关

联后，更加大了管控的难度［３］。在人口构成中，青年（２０～３９
岁）所占比例最大，可能与该类人群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性

观念较为开放，缺乏自制能力有关［４］。未婚患者所占比重较

大，这部分青年常感孤单，且不受家庭婚姻的限制。政府及红

十字会应加大对艾滋病宣传的社会公益性投入，如：报刊、宣传

单、免费的ＨＩＶ病毒检测、免费的避孕套等。
４２　就医情况
４２１　就医习惯　由调查可知，若患者身感不适，在３个月内有
不适感觉去医院求助医生的占７２７％，患者对自身病情有一定
了解（知道最近一次ＣＤ４检测数值）的占８３１％。认为定期检测
有作用的占８８７％。说明大部分患者对于自身病情比较关心，
并且清楚自身病情，清楚治疗过程，对于治疗效果态度积极，怀着

积极地心态看待将来的生活。应继续推进艾滋病治疗的发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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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文关怀，反对歧视，继续研发针对ＨＩＶ的有效疫苗。
４２２　服药习惯　本次调查发现仍有５６４％的人未开始服用
抗病毒药，表明患者对治疗效果并不完全信任或对现在未引起

明显症状的疾病漠不关心，应树立患者对于治疗前景的积极心

态。最近７ｄ服用抗病毒药的情况比较乐观，９２２％的患者并未
存在漏服。然而在服药的既往史调查中，发现多于半数的患者

曾经存在自主停药或漏服的情况，占总人数的６７６％。对于自
主停服的患者，可对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在保证治疗有

效性的同时将副反应降至最小，防止患者由于疼痛或者其他不

适对药物治疗产生抵触心理。

４３　性生活情况
４３１　个人性生活情况　大部分患者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有清晰的认识，但仍有部分患者对于艾滋病不了解，因此产生压

抑甚至恐惧心理，对这部分患者应予以鼓励和安慰，尽早普及艾

滋病相关知识。有４２４％的患者在疾控中心及居委会获得安全
套，在获得途径中比例最高，说明疾控中心与居委会的预防及干

预工作卓有成效。被调查人群感染后至今有性接触的在不同性

别上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０６，Ｐ＜００５），感染后再有性接触者男
性多于女性，说明在性传播途径上，男性尤其是ＭＳＭ人群是更为
危险的传染源。感染后再有性接触者在不同文化程度上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４４９，Ｐ＜００５），感染后再有性接触者学历在高中以
上者多于初中以下者，说明掌握艾滋病防控知识者未必会采取相

应的隔离或防范措施。因此在我国利用大众媒体宣传ＨＩＶ／ＡＩＤＳ
知识时，应重点向男性、文化程度低、低年龄、未婚者传送有关信

息，促使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和性行为［５］。

４３２　配偶情况　被调查人群中配偶定期检测的占５７１％，
配偶感染占２７１％，觉得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
的占７７３％，说明在性生活中采取防护及隔离措施确有必要。
４３３　临时性伴　临时性伴由于其隐秘性，容易成为潜在的感
染者或被感染者，双方在不知晓对方是否患病的情况下较易发

生ＨＩＶ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经调查可知，临时性伴中非商业性
质的占８７０％。性伴来源中有６５２％为网友，９１３％的临时
性伴并不知晓患者的病情。因此应指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及价值观，树立拼搏精神，勤勉立业而不沉沦于声色

酒肉［６］。

４３４　ＭＳＭ情况　本次调查发现，有２个以上同性性伴的占
４１７％，可知ＭＳＭ人群仍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有固定同
性性伴的占５０５％；群交行为发生率８０４％，且发生５次及以
上占４０９％。不固定性伴及群交行为均是需要干预的高危风
险行为。这一人群以性需求为第一需要的偶然性行为比例较

高，更多在公共浴室发生过无保护性肛交［７］，为获得心理的自

我安慰，更愿意从主观上盲目相信性伴而与之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从而将自身置于 ＨＩＶ的感染风险中。Ｇｏｌｕｂ［８］和 Ｈｏｙｔ［９］的
调查发现，沮丧症状与男男性行为者发生无保护性性行为的关

系有统计学意义。这部分人群不仅在艾滋病患者中比例最高，

而且在男性患者中占绝大多数，因此加强对 ＭＳＭ人群的行为
干预已经刻不容缓［１０］。可以采取以点带面，采取同伴教育方

式。彼此之间易于建立信任关系，更容易渗透进入此群体进行

宣传和教育工作。

４３５　ＭＢ情况　被调查ＭＢ人群中做ＭＢ时间６个月及以下
占３７５％，１年占２５％，２年及以上３７５％，说明此现象令行不

止。ＭＢ人群隐蔽性强，综合素质低，性活动频率高，安全套使用
频率低，艾滋病知识匮乏［１１］。多性伴及群交行为普遍存在。国

外有研究表明ＭＢ人群因高危行为较其他ＭＳＭ人群更容易感染
ＨＩＶ［１２］。普及ＨＩＶ传播途径常识，强调隔离防护措施对病毒传
播的阻断作用，鼓励正常的性生活，反对多性伴及群交的高风险

行为。虽然普通宣传方式效果有限，但应避免恐吓式宣传，取得

信任，采取同伴教育的方式，鼓励其早日回归正常社会［１３，１４］。

(

　结论
应有计划地在普通人群中进行宣传教育，制定有效的措

施，降低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歧视，减少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引发的社会问题，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会关怀和感情支持，为

今后有针对性的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另外，ＭＳＭ人
群受社会和自身认同的局限，隐蔽性高流动性强，使得干预措

施难以覆盖到所有调查人群，从而造成对该类人群的干预效果

评价出现一定的偏差，值得进一步研究［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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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
分析
高慧１　肖芙蓉１　许小珍１　林锋１　张秀春１　毛海燕２

１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２海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之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为医师制定合适的
行为介入和卫教宣导干预方案提供指导。方法：本研究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以自填问卷的方
式，对我院建档复诊的 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资料、健康
状况及服药情况、性行为模式三大部分。结果：２６３例 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中，４８７％出现梅毒感染，单因
素分析发现，职业、病程、ＣＤ４Ｔ细胞数量、病毒载量、是否使用 ＨＡＡＲＴ药物、主要性伴侣是否为 ＨＩＶ感染
者、是否有非主要性伴侣、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８个因素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之梅毒感染的相关变项。多因素
分析发现，教师／军人／公职人员（ＯＲ＝０２０）是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ＯＲ＝４６７）、主要性
伴侣是／有的是有的不是ＨＩＶ感染者（ＯＲ＝３４１）、有非主要性伴侣（ＯＲ＝２１９）以及使用娱乐性药物（ＯＲ＝
２１４）是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ＭＳＭ艾滋病感染者之后感染梅毒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后续的追踪管理
中应结合危险因素加强对高危人员的行为介入和卫教宣导，减少其梅毒感染几率。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艾滋病；梅毒；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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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６年高效抗逆转录病毒（ＨＡＡＲＴ）疗法广泛应用于艾
滋病的治疗开始，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感染者的存

活时间大大延长，艾滋病也开始转变为慢性病［１，２］。男男性行

为（ＭＳＭ）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根据北京市卫计

委一项统计报道显示，２０１４年１至１０月北京市新发２９３２例，其
中ＭＳＭ占到７０１％［３］。另外一项研究通过对１１７例 ＭＳＭ感
染艾滋病患者为期１年的追踪调查发现，２９３％的患者出现新
发梅毒感染［４］。同时，我们在临床研究中也发现，近年来，ＭＳＭ
人群中已确诊为艾滋病又再次感染梅毒的患者有增加趋势，这

也就意味着 ＭＳＭ艾滋病感染者有继续从事危险性行为的情
况。为了对ＭＳＭ艾滋病患者的性行为模式有更清楚的认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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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临床医生制定有效的卫教策略，防止患者再次感染梅毒以及

将艾滋病传染给自己伴侣，我们对 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
梅毒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间于我院建档复诊的ＭＳＭ
艾滋病患者 ２６３例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患者纳入标准如下：
（１）年龄≥２０岁；（２）ＭＳＭ致艾滋病感染；（３）有资料显示感染
艾滋病之前未感染梅毒；（４）艾滋病病程≥６个月；（５）知情同
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１．２　调查工具
本研究调查工具为结构式问卷，本结构式问卷由我科室专

家共同自拟完成，该问卷共包括３大部分，即：人口学基本资料、
健康状况及服药情况、性行为模式。基本资料主要调查患者的

年龄、婚姻状态、教育程度、职业、病程；健康状况及服药情况主

要检测调查患者的目前健康状况（ＣＤ４Ｔ细胞数值和病毒量）、
ＨＡＡＲＴ药物使用情况、梅毒感染情况；性行为模式主要调查患
者过去６个月有无主要性伴侣，主要性伴侣人数、主要性伴侣
ＨＩＶ感染情况、有无非主要性伴侣、非主要性伴侣人数、非主要
性伴侣ＨＩＶ感染情况、安全套使用情况，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
（大麻、麻古、摇头丸、Ｋ粉、助推剂等）。
１．３　调查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将于我院建档复诊的 ＭＭＳ感染艾滋病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由本研究工作人员向患者介绍本研究的目

的，在经患者同意后向其发放调查问卷，并匿名填写问卷。最

终有２６３名患者完成问卷调查，并将其填写问卷纳入本研究研
究档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

组件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件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将人口
学基本资料、健康状况与服药情况、性行为模式中的各指标在

梅毒感染组和无梅毒感染组进行 ｔ检验或 χ２检验，找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项，然后运用非条件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
分析危险因素。本研究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检验标准。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６３例调查对象年龄为２０～６４岁，平均年龄（３２３±９７）
岁，年龄组成：３５岁及以下 １６７例（６３４％），３５岁以上 ９６例
（３６５％）；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１１７例（４４５％），大专及以上
１４６例（５５５％）；婚姻状况：未婚／离异／丧偶１９２例（７３０％），
在婚／同居７１例（２７０％）；职业：学生５１例（１９３％），教师／军
人／公职人员７６例（２８９％），餐饮／商业／工人／服务人员／其他
１３６例（５１８％）；病程６～９８个月，平均病程（１８６±５４）个月，
病程＜２４个月１２９例，病程≥２４个月１３４例；感染梅毒情况：感
染梅毒患者 １２８例 （４８７％），无感染梅毒患者 １３５例
（５１３％）。

２．２　ＭＳＭ艾滋病患者之梅毒感染单因素分析
２．２１　患者人口学特征与梅毒感染的关系　经 χ２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情况的对象，其感染

梅毒的情况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不同职
业、不同病程的对象，其感染梅毒的情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象的梅毒感染情况比较

因素 ｎ
感染梅毒

（ｎ＝１２８）
未感染梅毒

（ｎ＝１３５）
χ２ Ｐ

年龄

　＜３５岁 １６７ ８１（４８５） ８６（５１５）

　≥３５岁 ９６ ４７（４８９） ４９（５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１１７ ６１（５２１） ５６（４７９）

　大专及以上 １４６ ６７（４５８） ７９（５４２） １０１ ＞００５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 １８２ ８６（４７３） ９６（５２７）

　在婚／同居 ８１ ４２（５１８） ３９（４８２） ０４７ ＞００５

职业

　学生 ５１ ２７（５２９） ２４（４７１）

　教师／军人／
　　公职人员

７６ ２５（３２８） ５１（６７２）

　餐饮／商业／工人／
　　服务人员／其他

１３６ ７６（５５９） ６０（４４１） １０７７ ＜００５

病程

　＜２４月 １２９ ５２（４０３） ７７（５９７）

　≥２４月 １３４ ７６（５６７） ５８（４３３） ７０８ ＜００５

２．２２　健康状况及服药情况与梅毒感染的关系　经 χ２检验结
果显示，不同ＣＤ４Ｔ细胞数量和不同病毒载量的对象，其感染
梅毒的情况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在有无
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的对象中，其感染梅毒的情况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在有无感染梅毒的对象中，其平均
ＣＤＲ数量和平均病毒载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２３　性行为模式与梅毒感染的关系　经χ２检验结果显示，过
去６个月有无主要性伴侣、不同主要性伴侣数目、不同非主要性
伴侣数目、非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以及不同安全套使
用情况的对象，其感染梅毒的情况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是在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有无非主要性
伴侣、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的对象中，其感染梅毒的情况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９３　　　·

表２　健康状况及服药情况对梅毒感染的影响

因素 ｎ 感染梅毒（ｎ＝１２８） 未感染梅毒（ｎ＝１３５） χ２／ｔ Ｐ

ＣＤ４Ｔ细胞数量（ｃｅｌｌｓ／μＬ） ２６３ ５８６９０±１９６３７ ５１３６５±１８１５２ ２９６ ＜００５

　＜３５０ｃｅｌｌｓ／μＬ ６７ ２９（４３２） ３８（５６８）

　≥３５０ｃｅｌｌｓ／μＬ １９６ ９９（５０５） ９７（４９５） ３５１ ＞００５

病毒载量（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２６３ ２２９６３±６３４８ ２８１６３±８５１９ ３１１ ＜００５

　≤４０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１７１ ９０（５２６） ８１（４７４）

　＞４０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９２ ３８（４１３） ５４（５８７） ３０７ ＞００５

是否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

　是 １８２ ９７（５３３） ８５（４６７）

　否 ８１ ３１（３８３） ５０（６１７） ５０８ ＜００５

表３　过去６个月患者性行为模式与梅毒感染的关系

因素 ｎ 感染梅毒（ｎ＝１２８） 未感染梅毒（ｎ＝１３５） χ２ Ｐ

是否有主要性伴侣

　是 １４１ ７５（５３２） ６６（４６８）

　否 １２２ ５３（４３４） ６９（５６６） ２４９ ＞００５

主要性伴侣数目

　１个 ９５ ４６（４８４） ４９（５１６）

　＞１个 ４６ ２９（６３１） １７（３６９）

　无主要性伴侣 １２２ ５３（４３４） ６９（５６６） ３９６ ＞００５

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

　否 ４９ ２１（４２８） ２８（５７２）

　是／有的是有的不是 ５３ ３８（７１６） １５（２８４）

　不知道 ３９ １６（４１０） ２３（５９０）

　无主要性伴侣 １２２ ５３（４３４） ６９（５６６） １４１６ ＜００５

是否有非主要性伴侣

　是 １４６ ８１（５５５） ６５（４５５）

　否 １１７ ４７（４０２） ７０（５９８） ４５５ ＜００５

非主要性伴侣数目

　１位 ３３ １６（４８５） １７（５１５）

　２～５位 ９９ ５３（５３５） ４６（４６５）

　≥６位 １４ １２（８５７） ２（１４３）

　无非主要性伴侣 １１７ ４７（４０２） ７０（５９８） ７２２ ＞００５

非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

　否 ８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是／有的是有的不是 ２５ １６（６４０） ９（３６０）

　不知道 １１３ ６１（５３９） ５２（４７１）

　无非主要性伴侣 １１７ ４７（４０２） ７０（５９８） ６４１ ＞００５

安全套使用情况

　偶尔／很少／从不 ５０ ２７（５４０） ２３（４６０）

　每次／经常 １３２ ４９（３７２） ８３（６２８）

　过去６个月无性行为 ４６ １７（３７０） ２９（６３０） ４６３ ＞０５

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

　是 ２０４ １０７（５２５） ９７（４７５）

　否 ５９ ２１（３５６） ３８（６４３） ５２１ ＜００５



·９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２．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
以感染梅毒作为因变量，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和专业知识

选择自变量，以职业、病程、ＣＤ４Ｔ细胞数量、病毒载量、是否使
用ＨＡＡＲＴ药物、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是否有非主要
性伴侣、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８个因素作为自变量，拟合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军人／公职人员是梅毒感
染的保护因素，使用 ＨＡＡＲＴ药物、主要性伴侣是／有的是有的
不是ＨＩＶ感染者、有非主要性伴侣以及使用娱乐性药物是梅毒
感染的危险因素。与学生对象群体相比，教师／军人／公职人员
的对象群体发生梅毒感染的比例较低（ＯＲ＝０２０，９５％ＣＩ：０２０

～０８７）；与未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对象群体比较，使用ＨＡＡＲＴ药
物对象群体的梅毒感染率较高（ＯＲ＝４６７，９５％ＣＩ：１４０～
１５５２）；与无主要性伴侣对象群体比较，主要性伴侣是／有的是
有的不是 ＨＩＶ感染者对象群体中发生梅毒感染的比例较高
（ＯＲ＝３４１，９５％ＣＩ：１６８～６９３）；与没有非主要性伴侣对象群
体比较，有非主要性伴侣群体发生梅毒感染的比例较高（ＯＲ＝
２１９，９５％ＣＩ：１２８～３７３）；与无使用娱乐性药物对象群体比
较，使用娱乐性药物的对象群体其梅毒感染比例较高（ＯＲ＝
２１４，９５％ＣＩ：１０９～３６０）。见表４。

表４　梅毒感染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
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Ｐ

职业 教师／军人／公职人员 学生 ０４９ ０２０ ０８７ ＜００５

餐饮／商业／工人／服务人员／其他 ０９６ ０４３ ２３１ ＞００５

病程 ≥２４月 ＜２４月 １２３ ０８５ １６７ ＞００５

ＣＤ４Ｔ细胞数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０６ ０８１ １２３ ＞００５

病毒载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１７ ０７７ １７９ ＞００５

是否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 是 否 ４６７ １４０ １５５２ ＜００５

主要性伴侣是否为ＨＩＶ感染者 否 无主要性伴侣 １００ ０５２ １９１ ＞００５

是／有的是有的不是 ３４１ １６８ ６９３ ＜００５

不知道 ０８５ ０３８ １９０ ＞００５

是否有非主要性伴侣 是 否 ２１９ １２８ ３７３ ＜００５

有无使用娱乐性药物 是 否 ２１４ １０９ ３６０ ＜００５

#

　讨论
从１９９６年ＨＡＡＲＴ广泛应用于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艾滋

病已经不再是绝症，而是转变为一种可以治疗、控制的慢性疾

病［５，６］。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发现，从 ＨＡＡＲＴ药物广泛应用开
始，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从事危险性行为亦有增加趋势，导致
该群体中再次感染梅毒等性病的比例大大增加［７，８］。在本调查

研究中发现，２６３例ＭＳＭ艾滋病毒感染者中，１２８例再次感染梅
毒，感染率为４８７％，高于其他研究报道［３，９，１０］。梅毒感染不仅

对患者本身身体状况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也会大大增加艾滋病

毒的传染危险性，梅毒染病灶部位所造成的溃疡，会积聚大量

ＣＤ４Ｔ细胞，而ＣＤ４Ｔ细胞也是艾滋病毒感染的标的细胞，因此
梅毒感染会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上升，从而导致非艾滋病

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１１，１２］。因此，了解 ＭＳＭ艾滋病
患者之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制定合适的卫教方案，具有重要

的意义。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

姻情况的ＭＳＭ艾滋病患者其再次感染梅毒情况差异不明显（Ｐ
＞００５），但是在不同职业、不同病程的 ＭＳＭ艾滋病患者中，其
感染梅毒的情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学生群体
再次感染梅毒的发生率达到５２９％，餐饮／商业／工人／服务人

员／其他群体中再次感染梅毒的发生率为５５９％，而在教师／军
人／公职人员群体中再次感染梅毒的发生率则仅为３２８％，另
外，多因素分析发现，教师／军人／公职人员是 ＭＳＭ艾滋病患者
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其感染发生情况仅为学生群体的 ０４９
倍，而这也与 Ｒｕａｎ［１３］和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而这

可能与教师／军人／公职人员文化程度较高、艾滋病与性病防护
知识丰富、自控力较高等有关。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相比病

程＜２４个月的群体，病程≥２４个月的群体发生梅毒感染的比例
更大（Ｐ＜００５）。这也说明了，病程越长，患者出现危险性行为
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病程并不是 ＭＳＭ艾
滋病患者之梅毒感染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５，１６］。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与没有感染梅毒的患者比较，感染

梅毒的患者其ＣＤ４Ｔ细胞数量明显升高，而ＨＩＶ病毒载量则明
显降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在使用
ＨＡＡＲＴ药物治疗的群体中，大约有５３３％的患者感染梅毒，明
显高于未使用ＨＡＡＲＴ药物治疗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是因为ＨＡＡＲＴ、ＣＤ４Ｔ细胞数量和ＨＩＶ病毒载
量有一定的关联，经规律服用ＨＡＡＲＴ药物后，患者病情得到明
显控制，其体内病毒含量明显降低，ＣＤ４Ｔ细胞也就明显上升。
但是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ＣＤ４Ｔ细胞数量和 ＨＩＶ病毒载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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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ＭＳＭ艾滋病患者之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而服用 ＨＡＡＲＴ
药物则是ＭＳＭ艾滋病患者感染梅毒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梅毒
感染情况是未服用 ＨＡＡＲＴ药物的４６３倍，说明服用 ＨＡＡＲＴ
药物对ＭＳＭ艾滋病患者之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对梅毒感染
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患者病情稳定后，患者的

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心态上也逐渐呈现乐观倾向，其性行为也

开始变的十分活跃，从而增加患者感染梅毒的危险［１７，１８］。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主要性伴侣“是／有的是有的不是”
ＨＩＶ感染者是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其梅毒感染情况是无主要
性伴侣群体的３４１倍，而Ｒｉｃｈａｒｄ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也指出艾滋

病状态与固定性伴侣相同者，更容易从事无保护肛交行为，与

本研究结果相呼应。同时，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有非主要性

伴侣和使用娱乐性药物是ＭＳＭ艾滋病患者感染梅毒的危险因
子，也间接说明了有非主要性伴侣群体和使用娱乐性药物群体

更容易出现危险性行为。本研究还发现，在不同非主要性伴侣

个数的对象群体中，其梅毒感染的情况虽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但是非主要性伴侣≥６位的对象群体，其梅毒发生率明显高于
其他类别群体，因此针对此类群体也有必要加强其危险性行为

的评估和相关宣教［２０］。另外，本研究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

问题，不知道主要性伴侣或非主要性伴侣艾滋病感染情况群体

的再发梅毒感染的比例比知道对方感染艾滋病的群体比例要

高，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艾滋病感染情况能

够促使患者在发生性行为时更加注重安全套的使用，这也可能

是一种保护因素，但是在本文中未得到证实。

总之，ＭＳＭ艾滋病感染者之后感染梅毒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后续的追踪管理中应结合危险因素加强对高危人员的行为

介入和卫教宣导，减少其梅毒感染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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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名家传承”项目（ＣＭ２０１４１００２）。
【第一作者简介】吕双喜（１９９０－），男，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
医结合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高瞻（１９７０－），男，主任医师、医学博士，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ｚｈａｎ０００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１

基于数据挖掘系统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中医用药规
律及治疗思路探究
吕双喜１，２　曾凡雄２　沈建武２　邵魁卿２　李奇２　李丁２　高瞻２△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　目的：总结、分析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的中医用药规律及治疗思路。方法：应用 ＣＮＫＩ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期间，公开发表的所有中医药治疗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相关文献，利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科研病例采集系统》、《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挖掘平台》进

行数据挖掘和统计学处理。关联分析最小支持度＞０１４的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通过对最终纳入的１３７
篇文献分析所得，最常见的６种证型为肾虚血瘀型、肾阳衰微型、脾气虚弱型、湿热瘀滞型、湿热内蕴型、阴虚
火旺型；最常用药物种类为茯苓、车前子、泽泻、王不留行等为代表的利水渗湿药，其次为熟地、牛膝、山药、

黄芪等为代表的益气养阴药，以及当归、桃仁、穿山甲、丹皮、桂枝等为代表的活血化瘀药；常用药对以泽泻

与丹皮、黄柏与知母、莪术与三棱、淫羊藿与巴戟天、黄芪与党参为代表的补泻相兼、滋阴降火、活血化瘀、益

肾壮阳等相须相使的经典药对。结论：经过以上数据挖掘分析得到的证型、药物、药对综合分析后得出，治

疗ＢＰＨ大多从清热利湿、活血化瘀、补肾助阳三方面着手；其分析结果具有合理的理论依据，对临床治疗
ＢＰ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用药规律；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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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中
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本病随着年龄增加，发病率也逐渐上

升，据报道，５０岁左右约为４０％，到８０岁可达７０％ ～８０％［１］，

是我国老龄化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本病临床表现

以下尿路症状为主，伴随尿频、排尿困难、急迫性尿失禁以及夜

尿增多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影响肾功能。传统中医文献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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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记载，根据症状及体征将其归属于中医“癃闭”范畴。西医

治疗以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为主，但副作用明显，并存在一定

的风险性，相比之下中医药治疗此病优势独特，不良反应小，拥

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历代中医学者对此病的治疗百家争鸣、

见仁见智，因此本文对近２０年在期刊上发表的中医药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的文献进行整理，以总结分析中医对ＢＰＨ的用药规
律及治疗思路，为该病的中医药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检索

对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ＣＮＫＩ中文期刊全
文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以“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或“前列腺增

生”或“前列腺良性肥大”或“前列腺肥大”或“ＢＰＨ”和“中药”
或“方剂”或“中医药”或“汤剂”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

１．２　文献纳入标准
（１）诊断标准，根据《２０１１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

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诊断标准［２］。（２）中医药（包括中
药、方剂、汤剂、中草药等）治疗ＢＰＨ文献；文献类型为临床随机
对照试验、各名医名家临床经验、案例报道。（３）文献中明确提
到辨证分型及相应的方剂药物治疗。

１．３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诊断标准。（２）单纯使用西药、复方制剂、中成

药、针灸、单味中药治疗ＢＰＨ的文献。（３）综述类文献、基础研
究类文献（动物实验，药物提取试验）、重复发表等文献。（４）用
药后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

１．４　资料处理、数据库建立及分析
从筛选的１３７篇文献中提取辨证分型及各种证型的用药数

据［３－２２］，经整理及核对后，录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科研

病例采集系统》，运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挖掘平台》进行挖掘

并描述用药的频次及常用药对等。

１．５　中药名称规范化
所录入的中药名称一律经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

病历系统进行统一处理。如将“生／炙甘草”统一为甘草，将“橘
皮／红”统一为“陈皮”，将“法／姜半夏”统一为“半夏”，将“生
芪”、“蛇舌草”、“炒杜仲”、“生地黄”、“熟地黄”、“墨旱莲”、

“川断”、“山萸肉”等统一为“黄芪”、“白花蛇舌草”、“杜仲”、

“生地”、“熟地”、“旱莲草”、“续断”、“山茱萸”等。最后将所得

到的数据由２名研究者分别输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科
研病例采集系统》，完成后再交叉核对，遇到不一致处讨论后进

行解决。

"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以上主题词共检索出相关文献３９２篇，纳入符合要求的文
献１３７篇，其中共出现 １３个证型，有 ６个证型出现频率超过
１０％，依次为肾虚血瘀（４５３％）、肾阳衰微（２８５％）、脾气虚弱
（１３９％）、湿热瘀滞（１３１％）、湿热内蕴（１３１％）、阴虚火旺
（１０２％）。见表１。
２．２　常用药物出现的频次及频率

从所纳入的１３７篇文献中，统计出共使用方剂２０３个，中药
２１９种，出现频次２３１６。其中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最常见（使
用频次大于３３次以上，包含３３次）的中药共２１种，其中利水渗
湿药５种（１８５％）、补肾助阳药３种（１１１％）、健脾益气药４

种（１４８％）、活血化瘀药 １０种（３７０％）、滋阴降火药 ２种
（７４％）、清泄湿热药３种（１１１％）。以上６种药物与表１所
述的常见６种证型相对应的药物治疗相契合。见表２。

表１　文献中出现的证型、出现频次及所占比例

证型名称 出现频次 所占比例（％）

肾虚湿热 ２ １４

肝郁气滞 ８ ５８

肺热壅盛 ９ ６６

脾气虚弱 １９ １３９

气阴两虚 ６ ４４

肾虚血瘀 ６３ ４５３

肾阳衰微 ３９ ２８５

湿热瘀滞 １８ １３１

肾虚水泛 １１ ８０

阴虚火旺 １４ １０２

湿热内蕴 １８ １３１

痰浊瘀滞 １２ ８８

瘀块内阻 ７ ５１

表２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症常用的中药频次与比例

中药名称 频次（次） 比例（％） 中药名称 频次（次）比例（％）

茯苓 ９１ ４１６ 穿山甲 ４８ ２１９

车前子 ７８ ３５６ 丹皮 ４１ １８７

泽泻 ７７ ３５２ 桂枝 ３８ １７４

黄芪 ７２ ３２９ 山药 ３８ １７４

肉桂 ７１ ３２４ 白术 ３８ １７４

甘草 ６４ ２９２ 大黄 ３６ １６４

牛膝 ６３ ２８８ 黄柏 ３５ １６０

王不留行 ５２ ２３７ 莪术 ３４ １５５

熟地 ５１ ２３３ 附子 ３３ １５１

当归 ５０ ２２８ 赤芍 ３３ １５１

桃仁 ４８ ２１９

２．３　方剂组方规律的关联分析结果
应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挖掘平台》中医用药用量关联分

析，设定支持度个数为１０，即支持１０。经数据库统计后，一共查
询到３５条数据，支持度个数即药物组合在所录入方剂中出现的
频次（Ｙ＝ａ×ｂ，其中 Ｙ为支持度个数，ａ为方剂数量，ｂ为支持
度）。见表３。
２．４　药物之间相关度分析

应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挖掘平台》进行用药关联挖掘，采

取最小支持度０１４以上的药对，发现符合条件的记录共有 ７
条。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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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药物组合出现频次（支持度１０）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１ 泽泻、丹皮 ２２ １９ 丹皮、山药 １３

２ 茯苓、泽泻 ２１ ２０ 熟地、山药 １２

３ 黄柏、知母 １８ ２１ 泽泻、桂枝 １２

４ 莪术、三棱 １８ ２２ 瞿麦、蓄 １２

５ 泽泻、山药 １８ ２３ 柴胡、升麻 １２

６ 茯苓、熟地 １７ ２４ 桃仁、穿山甲 １１

７ 泽泻、牛膝 １６ ２５ 茯苓、山茱萸 １１

８ 茯苓、白术 １５ ２６ 茯苓、车前子 １１

９ 茯苓、丹皮 １５ ２７ 海藻、昆布 １１

１０ 茯苓、山药 １５ ２８ 泽泻、丹皮、山药 １１

１１ 丹皮、桂枝 １４ ２９ 茯苓、丹皮 １１

１２ 车前子、泽泻 １４ ３０ 茯苓、牛膝 １０

１３ 桃仁、红花 １４ ３１ 牛膝、熟地 １０

１４ 桃仁、赤芍 １３ ３２ 黄芪、党参 １０

１５ 泽泻、熟地 １３ ３３ 泽泻、黄柏 １０

１６ 茯苓、桂枝 １３ ３４ 车前子、牛膝 １０

１７ 茯苓、泽泻、丹皮 １３ ３５ 当归、桃仁 １０

１８ 茯苓、泽泻 １３ ３６ 淫羊藿、巴戟天 １０

表４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用药配伍关联挖掘（支持度＞０１４）

项目 支持度 项目 支持度

车前子、茯苓 ０２１３ 茯苓、熟地 ０１６８

车前子、肉桂 ０１４９ 茯苓、桂枝 ０１６３

茯苓、泽泻 ０１４９ 丹皮、茯苓 ０１８８

茯苓、山药 ０１６４

#

　讨论
本次研究经资料整理、数据挖掘等过程，分析总结了 ＢＰＨ

常见的证型分型及常用治疗药物。其中肾虚血瘀型、肾阳衰微

型、脾气虚弱型、湿热瘀滞型、湿热内蕴型、阴虚火旺型为最常

见的６种证型。最常用药物种类为茯苓、车前子、泽泻、王不留
行等为代表的利水渗湿药，其次为熟地、牛膝、山药、黄芪等为

代表的益气养阴药，以及当归、桃仁、穿山甲、丹皮、桂枝等为代

表的活血化瘀药；在数据录入过程中，我们也同时发现了许多

常用药对，如泽泻与丹皮、黄柏与知母、莪术与三棱、淫羊藿与

巴戟天、黄芪与党参、车前子与茯苓、桃仁与红花、熟地与山药、

瞿麦与蓄、柴胡与升麻、海藻与昆布、当归与桃仁等，这些药

对大多具有利水渗湿、活血化瘀、益肾助阳、补气养阴等特点。

药对是中药配伍方法的精髓，也是药物组成方剂的核心［２３］。其

中泽泻与丹皮两者相用能加强渗湿泄热之功效，类似的常用药

对还有瞿麦与蓄、车前子与茯苓等。黄柏与知母两者配伍最

早出自李杲《兰室秘藏》滋肾丸，具有很好的清虚热作用，常用

于阴虚内热型ＢＰＨ；莪术与三棱均具有破血行气、消积止痛的
功效，二者合用更适合淤血阻滞型 ＢＰＨ，类似常用药对还有桃
仁与红花、当归与桃仁等。老年ＢＰＨ患者常由于病情迁延而出
现气阴两虚、肾气不足的表现，故临床常用药对有熟地与山药、

柴胡与升麻、黄芪与党参等；对于前列腺肥大而出现癃闭症状

的ＢＰＨ患者而言配以软坚散结的药对收效甚佳，因此海藻与昆
布临床上也比较常用；至于淫羊藿与巴戟天等补肾壮阳药，则

常用于伴有性功能障碍的中青年ＢＰＨ患者。而且，现代药理学
研究还证明，淫羊藿、巴戟天能增强造血功能，有抗氧化、延缓

衰老的作用［２４］。

ＢＰＨ常由于外感湿热或湿热内生，蕴阻于膀胱，下焦气化
不利，精室瘀滞，尿道梗塞，而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等症状。

因此下焦有热，热伤津液常出现小便黄赤、尿道灼热或涩痛。

故临床常用黄柏、知母、石韦、丹皮、泽泻等药物以清透邪热，使

湿邪从下焦而去。近年来试验研究证明清热利湿中药在体内

具有抗感染和防止细菌扩散，抗增生和抗渗出作用［２５］。《医林

改错》中强调积聚之成无不与瘀血有关：“无论何处，皆有气血

……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再加上久病入

络，久病则瘀，可以认为肾虚血瘀是造成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

生理特点和病理基础［２５］。因此，常用莪术、三棱、丹皮、桃仁、红

花、蓄、瞿麦等药物活血化瘀，现代药理学研究也显示：活血

化瘀药物具有改善微循环，达到化瘀散结和抑制组织增生的作

用［２６］。肾气充实，固摄有权，膀胱气化有力，开阖有度方能够维

持正常的水液代谢，故中老年男性，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膀胱

气化不利，常出现排尿困难、小便淋漓不出、夜尿增多等症状，

因此，常用附子、肉桂、淫羊藿、巴戟天等药物温肾壮阳。现代

药理学研究也证实：温肾助阳药物可以改善雌激素／雄激素比
例失调，调节内分泌功能及老年男性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功
能［２７］。综上所述，ＢＰＨ的治疗应着重从清热利湿、活血化瘀、温
肾助阳三方面着手。

$

　小结
中医药多靶位，整体化的作用特点决定了其疗效不仅仅局

限于某一疾病的局部，而且中医辨证施治的特点又使其根据不

同情况针对性的特异性治疗［７］。临床上 ＢＰＨ出现单一证型并
不多见，往往是多个证型相兼夹，因此在熟悉常用证型及药物

的同时要辨证施治，并结合其他治疗如针灸、热敷等来最大可

能的缓解病人的痛苦。综上所述，本次研究所得到的证型、药

物及药对分析，具有合理的理论依据，对临床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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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针灸学派”治疗男科疾病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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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澄江针灸学派作为当今针灸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其主张的辨病与
辨证相结合、中西互参、针药结合等思想，对当今男科疾病的治疗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挖掘整理其关于

男科疾病治疗的学术思想，对弘扬传统医学、促进男性生殖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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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瑰宝，近代尤以澄江针灸学派为研究
的热点。目前针灸治疗男科疾病多以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疗

效观察为主，理论研究尤其是针灸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较少。

笔者从澄江针灸学派的相关文献中总结整理其治疗男科疾病

的学术特点如下，以飨同道。

!

　澄江针灸学派的历史渊源
清道光年间，皇帝一纸诏令在太医院停止使用针灸。自

此，针灸覆盖面狭隘，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低下，针灸逐渐走向没

落，同时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认可，使其学术与临床之间形成恶

性循环［１］。承淡安于 １９２９年成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并于
１９３１年完成《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１９３５年从日本学习归来
后，创立了中国针灸讲习所，并邀请张锡群、谢建明、邱茂良、罗

兆琚、赵尔康等为办社人。此后，针灸学在新中国得到快速的

发展。澄江针灸学派以新中国工程院首批学部委员承淡安先

生为创始人，以首批国医大师程莘农院士及邱茂良、邵经明、杨

甲三、高镇五、苏天佑、留章杰等弟子为队伍的针灸学术流派，

它的形成对近百年来针灸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澄江针

灸学派的形成，见证了针灸学近百年来从绝学到复兴再辉煌的

过程。

"

　澄江针灸学派学术特点
（１）主张辨证辨病相结合、中西互参。坚持以传统中医理

论为本，现代医学知识为用，构架出新的针灸理论体系，并且很

好地延续了传统针灸理论精髓；（２）规范针灸针。承淡安做为
澄江针灸学派的领袖，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就提出了针具对疗效
重要性［２］；（３）针药结合、针灸并重强调疏针简灸、刺激适量。
运用针药结合方法治疗疾病是澄江针灸学派的重要思路。承

淡安所著《伤寒论新注》，凡《伤寒论》条文有使用方剂治疗者，

承淡安皆补入其相应针灸疗法，以方便广大学者参考使用，提

倡针方互参［３］；（４）“取穴中肯，精要简疏针”。治疗中提倡无痛
运针，三度进针，善用直接灸，取穴精简。

#

　针灸治疗男科疾病的特色和优势
随着中医男科学的兴起，针灸在男科的临床应用也日趋成

熟，其疗效亦得到了广泛认同，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４－６］。主

要表现以下几点：（１）具有简便效廉的优点；（２）常用穴位不多，

易于掌握运用；（３）治疗方法多而灵活，可随病情而定，不仅有
局部治疗功能，还有整体调节功能；（４）对机体内环境干扰较
少，无毒副作用。

$

　澄江针灸学派论治男科病特色
澄江针灸学派对男科疾病的认识已经相对全面，且在基础

理论上有些观点与现代中医男科不谋而合，临床运用中更是效

专力宏，摒弃沉疴。

４１　初认男科，衷中参西
澄江针灸学派形成于民国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在当时的

时代背景下，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

在社会中得到不断发展推广。此时医学亦如此，西医学受到发

展和重视，中医学确是相反的境地。尽管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以

及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承淡安先生仍然坚信：“夫西洋科

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

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

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７］。澄江针灸学派始

终秉承以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为本，同时采纳现代医学理论为己

所用，形成了针灸学术的兼容并蓄，与时俱进，尤其在针灸治疗

男科疾病中有很好的体现。承淡安所著《针灸薪传集》［８］二便

门一章，对于梅毒、癃闭、淋证、血尿等有专门介绍。曾天治所

著《科学针灸治疗学》［９］将泌尿器病、花柳病单独列成章节。赵

尔康所著《针灸秘籍纲要》［１０］在泌尿生殖器病中又分出癃闭、

阴痿、肿病、疝气等节，以西医系统为章，中医疾病为节进行细

分，独树一帜，使得针灸对于男科疾病的治疗有了更细致生动

的认识。

４２　重经络脏腑，并应用于临床
《难经》和《内经》作为传统的经络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其

表述古奥难懂，加之古今知识结构、观念的巨大差异，使时人对

于经络的理解更为困难。承淡安先生从临床实际出发去客观

地阐述经络理论，与传统的因循表述形成鲜明对比。以机体的

某部位与远处部位的病灶和病理的相关性为例，通过血流等媒

介来考查其联系，把这些关系描述为经络的分布走向［１１］。无论

是对于经典还是新知，承淡安先生均坚持从临床实际出发进行

考量，其观点与近来经络研究的热点（内脏与体表的相关性、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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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与器官的相关性等）不谋而合，可见先生对于经络有高瞻远

瞩的认识。其指出：“经络学说，既是数千年前所发明建立，则

其论据、论点和形式，当然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在某些方面

与现时代发生一定的距离，是事实所必然……只是一味地尊经

崇古、不许变易古说一字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死执教条的保

守者；一味地弃旧务新、不许谈及古说一字的人，我们只能称之

为割断历史的冒进者。所以说这两种态度，都非正确的治学态

度”［１２］。

生殖系统，对于女性则指属于奇恒之腑的女子胞，对于男

性而言则指“精室”。精室包括前列腺、精囊腺、睾丸、附睾等附

属性腺，以及与性和生育相关的泌尿生殖功能。精室既是男性

督、任、冲三脉的起源，又依赖于后天气血阴阳的滋养。其生理

功能具有奇恒之腑藏泻的两种特性，既能藏精主生殖，又能排

精参与性活动，具有性与生育的双重功能，为男性生育与性事

之本。其参与生殖和性的两大功能与其他脏腑所不同，为肾阴

和肾阳功能集中体现的重要靶器官之一。承淡安先生在《中国

针灸治疗学》［１３］中提到“从临床实践观察，针灸之所以能调整

排泄障碍，是通过刺激其有关之神经传达大脑时，间接调整其

部之血行，与内分泌同等之刺激素产生之故，故其发生效用之

后，往往较药物效用为持久”，认为肾、肠、汗腺为代谢产物之排

泄组织，分别在利尿、通便、发汗中发挥积极作用。

４３　重视灸法，针药并用
１９４０年版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增《灸科学讲义》一篇，

其与《经穴学讲义》、《针科学讲义》、《针灸治疗讲义》共同构成

全书的四大板块。《灸科学讲义》不仅详细列举了灸法的基本

理论知识以及具体操作要点、现代临床研究进展，而且将灸治

分为强、中、弱３种刺激方法，并对其逐一作了具体的定量，开创
了灸治量效关系的先河。澄江针灸学派在男科疾病治疗中更

是注重灸法，且效专力宏。承淡安先生对灸法尤为重视，曾感

叹艾灸对于顽疾的作用：“伟哉！艾灸之力，诚非其他药石所能

及”［１４］。留章杰老先生在治疗男子不育症时，认为此病多因肾

之亏损，治疗补肾补肾之法加温灸。曾治一名无精虫症患者，

结婚５年，未曾生育，平时房室不节，脉沉舌少津，治以滋养肾阴
为主，补阳益精为佐，配合针灸同治，辅以中药六味地黄汤，针

灸６次即愈［１５］。

针药并用，善用背俞穴。澄江针灸学派形成的思想中，对

选经取穴尤为重视，其与临床疗效直接相关。选经取穴配方应

尽量少而精，力求直达病所，不需太过复杂，同时善用背俞穴。

邵经明老先生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时，取肾俞、膀胱俞为主针灸

治疗，同时配合化瘀软坚固气方药缓调。不仅补益肾气，而且

使膀胱的气化功能得以恢复，避免了前列腺增生的进一步加

剧，以致压迫尿道影响排尿，发为癃闭，转化为危重症。因患者

饮食、气候等个体因素不同的影响，慢性前列腺炎也可合并发

热、排尿困难等急性发作的临床表现。因此，在临床上使用清

热利湿和化瘀软坚二法，应根据个体情况而定［１６］。

４４　典型病案
淡安治锡城许康君劳淋证，小腹胀满，小溲浑浊淋漓而热，

困难奇痛，经２年余未少嗟，西医欲为刨割，畏危险未敢允。适
余甫迁锡城，来针，为针阴陵、涌泉却肾经湿热。针合谷、尺泽

以开肺气，针膀胱俞。中极以鼓下元气化，针后约３小时，小溲
通畅而愈，快甚！后以要事行路４０里，病复发，仍针前穴，再补
肾俞而愈［１７］。

本案所举劳淋患者（相当于现代医学所指的慢性前列腺

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因畏惧西医要求其手术，转而求诊中

医。指出其病机为肾虚、肾精湿热，通过针灸开提肺气、补肾清

利而愈，３小时即见效。本法既符合中医基础理论淋证从肺、肾
论治（肺主通调水道，肾主水），又紧紧围绕前列腺疾病的中医

主体治疗大法（益肾导浊）开展治疗，疗效确切。

(

　结语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男性的生殖健康越来越受到重

视。男科疾病发病率高，其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明确，临床治疗

效果不佳，而中医药治疗尤其针灸治疗具有较大的特色和优

势［１８］。因而，发掘和整理澄江针灸学派关于男科疾病治疗的学

术思想，对弘扬传统医学、促进男性生殖健康均具有积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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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健脾法在治疗少弱精子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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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少弱精是引起男性不育症的重要原因之一。众多
医家对少弱精子症的治疗多从肾论治，但通过参考古今医家临床治疗经验并结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少弱

精子症虽病位在肾，但与脾关系密切。通过益肾健脾，精血生化有源的方法，达到治病求本，提高精子质量

的目的。本文从益肾健脾法治疗不育症的理论基础、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及近现代临床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为益肾健脾法治疗少弱精子症提供理论依据及临床基础。

【关键词】　男性不育症；少弱精子症；益肾健脾法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ｓｐｌ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ｓ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ｎ，ＤＩＮＧＪｉｎ，
ＬＩＸｉａｎｒｕｉ，ＬＩＪｕｍｉｎ，ＷＡＮＧＸｕｙｕｎ，ＨＡＮＳｈｕ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Ｄｏｎｇｍｅｉ，Ｓ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
ｇｙ，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ｋｅｅｐ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ｏｎｅ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ｓ．Ｍａｎｙｄｏｃｔｏｒｓｔｒｅａｔ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ｂｕｔ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ｔ
ｗａｓｎｏ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ａｔ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ａｓａｌｓｏ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ｌ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ｓｐｌｅｅｎ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ｐｅｒｍ．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ｓｐｌｅｅ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男性不育症定义为：婚后夫妇同
居１年以上，而未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但由于男方的某方面的
原因而造成女方不孕者，称为男性不育。根据美国最近流行病

学调查，西方国家育龄夫妇患病率大约为１０％ ～１２％，而发展
中国家相对较高为１０％～１５％，其中由男性方面原因引起的不
育不孕约占５０％［１，２］。近年来，由于药物泛滥、环境恶化、不良

的生活起居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世界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

日益上升，而造成不育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精子数量下

降、活力降低、畸形率过高都是造成不育症的常见原因。虽然

现代医学对男性不育症的研究日趋成熟，但未能彻底解决所有

的问题，治疗多为经验性、试验性的治疗，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疗效低下，而新兴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人工授

精、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等）因其花费较高、有效率低下

等，使普通家庭未能接受。根据文献可查，中医学对男性不育

症的认识，早在公元三世纪已有论述，多数医家多从肾论治，但

亦有不少医家遵古而不泥古，从脾肾相关理论出发，提出少弱

精子症当从脾肾论治，亦取得较好疗效。

!

　少弱精症子的中医理论认识
少弱精子症属于“艰嗣”的范畴。《灵枢·经脉》云：“人始

生，先成精”。《内经》也提出男子生殖以肾为轴心，其生殖学说

是以先天之精为中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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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

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

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

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

之，故五脏盛，乃能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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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

殖，故多从肾进行辨证，认为肾起决定作用，只有在肾气充盛的

情况下，天癸才能旺盛，只有天癸旺盛，精室才能充盈，精气才

会溢泄，男女和合，方能有子。肾乃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只有

当元气充足时，机体的生殖机能才会成熟，《诸病源候论》云“丈

夫无子者，其精清如水，冷如冰铁，皆为无子之侯”，由此可见，

我国古代在“精冷”、“精弱”的病因病机和治疗上已有了较为独

到而全面的认识。由于肾与生殖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今大多医

家均认同“病精冷精薄者，多责之于肾”之观点，所以在论治男

性不育症时，应遵从从肾入手这一基本法则［３］。唐代孙思邈则

认为“五劳七伤，虚劳百病所致”是男性不育症的原因，且制定

了“七子散”和“庆云散”治疗男性不育症。医圣张仲景也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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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育症归于“虚劳”的范畴，并提出“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

子，精气清冷”。有报道，通过检索近１０年与男性不育症中医
辨证相关的文献发现，涉及证候类型７２种，频率在２％以上者
为肾阳虚、肾精亏虚、肾阴虚、肾虚、湿热下注、脾肾两虚、肾气

虚等［４］。历代医家各有不同，有从肝论治，有从血论治，有从肾

论治，有从脾论治，有从气论治等，但从肾论治者居多，并为历

代医家所推崇［５］。如李曰庆教授认为，对于男性不育症的认识

中医仍以补肾为主，补肾法仍为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大法［６］，可

见，精液的生成、发育、成熟与肾的关系密不可分。陆良喜［７］认

为少弱精子症是引起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中医认为肾藏生殖

之精，少弱精子症病位在肾，与脾、肝、肺、心等脏息息相关，治

疗以补肾填精为主，兼以健脾、疏肝、润肺、养心。综上所述，虽

然历代医家对男性不育症的认识各异，但均从不同角度充实和

发展了不育症的中医诊治。

"

　益肾健脾法治疗少弱精子症的理论基础
精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分为先天和后天之精。先天之

精禀受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饮食，由脾胃所化生。先天之

精和后天之精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出生之前，先

天之精可以为后天之精的摄取提供物质基础，而后天之精又不

断滋养先天之精，故有“先天促后天，后天滋先天”之说。《秘本

种子金丹》有云：“生人之道，始于求子。而求子之法，不越乎男

养精、女养血两大关键。盖阳精溢泻而不竭，阴血时下而无愆，

阴阳交畅，精血合凝，胚胎结而生育滋矣”。如张景岳《类经·

卷十五》记载：“精能生气，气能生精……精之与气，本自互生

……然水谷在胃，命门在肾，以精气言，则肾精之化因于脾胃，

以火土而言，则土中阳气根于命门”。《景岳全书·论脾胃》云：

“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

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是以水谷之海本

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李中梓《医宗

必读·脾为后天本论》曰：“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

万物之母……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

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

脾”。清代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记载：“脾肾两脏，皆为

根本不可偏废，古人或谓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以生

脾土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从饮食之精自能下注于肾也。须

知，脾弱而肾不虚者，以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弱者，则补肾为

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傅青主女科》中“脾为后天，肾为

先天；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

脾，则肾之精何以遂生也”。脾阳的健运有赖于肾阳的温煦，古

人云：“补火生土”、“脾阳根于肾阳”。脾肾是先后天的关系，肾

阳温，脾阳健，方能确保肾中所藏之精活动有力。古人云：健脾

可以补肾，补血可以生精，益气可以生精活精。

#

　益肾健脾方药治疗少精、弱精子症的现代医学研究

颜嘉君［８］通过研究发现，脾气虚时雄性大鼠生精细胞凋亡

率上升，从而大鼠的生精功能降低，同时血清中胃泌素、Ｄ－木
糖醇的含量会降低，这也会对大鼠睾丸的生精功能产生不利的

影响，此外，有报道研究续断种子方（健脾益肾法）对大鼠睾丸

生精作用及其对超微病理学的影响。方法为制备奥硝唑所致的

可逆性生精障碍大鼠模型，给药４周后对各组大鼠进行指标测
定。结果：（１）与正常组相比，在精子密度与精子活动率方面，
模型组均明显低于正常组（Ｐ＜００５），而服用左卡尼汀组和服
用续断种子方组在精子密度与精子活动率方面均明显高于模

型组（Ｐ＜００５）；而且服用续断种子方组比服用左卡尼汀组在
精子密度与精子活动率方面也要高（Ｐ＜００５）。（２）经取材检
查发现，模型组大鼠附睾管壁变薄，附睾内精子数量明显减少，

管腔不能充盈，腔内排列紊乱，管腔间隙增大；而服用续断种子

方组以及左卡尼汀口服液组与模型组对比，其附睾管壁厚，管

腔内精子充盈，呈团簇样规则排列，管腔较紧密，与正常组类

似。故续断种子方能拮抗并修复奥硝唑对大鼠睾丸附睾的超

微结构损伤，维持了正常的生精功能［９］。据有关资料表

明［１０，１１］，使用补中益气方药可达到与使用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

（ＨＭＧ）及克罗米芬对治疗少弱精子症同样的效果，研究发现，
补中益气汤可以提高血清睾酮水平，改善生精上皮功能，促进

生精功能，亦能提高精子顶体反应率以及对卵子的穿透率，还

可以延长精子运动的时间，从而提高受精率。有药理研究表

明［１２］，仅仅补中益气汤中含有大量的机体必须物质，如黄芪多

糖、果糖、锌、人参三糖、维生素以及氨基酸，其中果糖及锌是正

常精子活动的必须物质。刘富新等［１３］研究表明部分男性不育

患者其精浆中锌的含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中药健脾益肾类如

黄芪、党参、枸杞、黄精中锌的含量较高，故可以明显改善生精

功能及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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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肾健脾法治疗少精、弱精子症的现状
脾为后天，肾为先天，临床中肾虚患者经常兼有脾虚，于是

在临床中经常见到一些肾虚而致不育的患者，起初并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脾虚症状，但使用补肾填精之法予以中药治疗后，因

为补药过于滋腻外加脾虚反而出现脾虚不运的症状，因此运用

益肾健脾方药治疗少弱精症临床中取得满意效果。如王志

勇［１４］报道，强精活力汤治疗脾肾两虚型弱精子症的临床研究，

随机将６０例入选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治
疗组服用“强精活力汤”治疗，对照组服用“四君子丸、五子衍宗

丸”治疗，连续服用３个月后，在提高 Ａ级、Ｂ级精子活力，以及
精子活率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治疗组能明显改

善患者的性欲减退、腰膝酸软等临床症状，通过中医症状积分

来看，治疗组的积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王权胜［１５］将１２０例患
者按简单数字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用健脾益肾法（强精煎）作为

治疗组６０例和黄精赞育胶囊作为对照组６０例治疗，疗程均为
３个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７９％（５１／５８例），女方妊娠５
例；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８８％（４５／５７例），女方妊娠３例，治疗
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郜海宽等［１６］选取精索静

脉曲张引起弱精子症（脾肾虚弱型）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治疗
组３２例和对照组２８例，治疗组给予健脾益肾化瘀方加减，对照
组给予左卡尼汀口服液。结果，两组患者精子活力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丁劲等［１７］将８８例Ⅲ度以下精索静
脉曲张性不育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５例和对照组４３例，治
疗组给予益气扶元颗粒（健脾益肾方药），对照组给予左卡尼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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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液，共治疗１２周，治疗结束后随访２４周，结果两组治愈率
（治疗组６６７％，对照组６９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组显效率（５５５６％）、有效率（２４４４％）、总有效率
（８６６６％）与对照组（分别为４１８６％、２０９０％、７６７４％）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纵观全文，
通过采用益肾健脾方法治疗男性不育症均能取得非常明显的

临床疗效。郭军等［１８］评价３种不同中医治则治疗少弱精子症
的疗效及安全性，将１２８例男性不育症患者中医辨证分别为肾
精亏虚证、脾肾两虚证及肾虚血瘀证，中药组分别采用补益肾

气、补肾健脾、补肾活血等中药治疗，西药对照组采用克罗米芬

２５ｍｇ／次，１次／ｄ治疗，两组连续服药３个月为１个疗程，共观察
１个疗程，结果与治疗前比较，精子密度、ａ级精子、（ａ＋ｂ）级精
子、１ｈ活动率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肾虚血
瘀证改善最明显，脾肾两虚证，肾精亏虚证次之，西药对照组改

善最弱。黄旭元［１９］探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男性脾肾阳虚少、弱

精子症的疗效，治疗２４周，并分别于治疗第４、８、１２、１６、２０、２４
周末复诊，并做相关检查。治疗２４周后，３３例患者精子密度、ａ
级精子比例、（ａ＋ｂ）级精子比例及活率均较用药前提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庞秋华等［２０］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主

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则气血充，生精有源，

种子有望。健运脾胃，补益后天，水谷精微而能聚精归肾，精旺

则子盛。以续断种子方治疗少弱精子症５７例，对照组口服左卡
尼汀口服液，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７１９％、８５９％，
治疗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黎杰运等［２１］以健脾

补肾，益血填精为治法，自拟生精赞育方治疗脾肾亏虚型少弱

精子症８０例。结果治愈率２１２５％、总有效率８８７５％，与对照
组（他莫昔芬片）治愈率１１８４％、总有效率６３１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结语
综上所述，男性不育症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就是脾肾

两虚，用益肾健脾方药治疗男性不育症取得较为满意效果。周

慎斋云：“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何以言之？

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故疾病日多矣。万物从土而生，亦从

土而归。‘补肾不若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

愈者甚多”。所以，从益肾健脾治则出发，结合辨证分析，灵活

运用，通过调补脾土，重视脾胃在化血生精中的作用，强调脾肾

同治，使脏腑之精充盛，肾精充盈，才能“精气溢泻”而繁衍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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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精子症患者血清抑制素 Ｂ测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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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东方医疗集团菁华医院男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通过对无精子症患者血清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水平的测定来鉴别梗阻性无精子症
（ＯＡ）及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ＮＯＡ），并对 ＮＯＡ患者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精成功率进行预判。方法：
对我中心就诊的３６５０例无精子症患者进行血清ＩＮＨ－Ｂ水平测定，分为ＯＡ组及ＮＯＡ组。结果：ＯＡ组患者
血清ＩＮＨ－Ｂ水平明显高于ＮＯＡ组，ＮＯＡ组中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精获得精子者血清ＩＮＨ－Ｂ水平
高于未获得精子者。结论：血清ＩＮＨ－Ｂ在鉴别ＯＡ与ＮＯＡ以及判断ＮＯＡ患者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
精成功方面是一个较好的临床测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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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精子症占男性不育的５％ ～１０％左右，其相关性检查项
目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如染色体、ＡＺＦ基因、血清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血清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精浆果糖、糖苷酶等，而 ＩＮＨ
－Ｂ被认为是男性精子发生的血清标志物［１，２］。在无精子症患

者中，ＩＮＨ－Ｂ的水平测定可以用于鉴别梗阻性无精子症（ＯＡ）
和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ＮＯＡ），对于 ＮＯＡ患者而言，ＩＮＨ－Ｂ水
平比ＦＳＨ水平能更直接地反应睾丸生精功能，能更好地预测睾
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精（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的结局。

近年，ＩＮＨ－Ｂ作为反映睾丸生精功能的肽类标记，逐渐受
到关注［３］。根据研究发现，ＩＮＨ－Ｂ是睾丸来源的糖蛋白激素，
它由α、β两个亚基组成，青春期前主要由 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分泌，青
春期后由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及各级生精细胞共同作用分泌［４，５］，它与

ＦＳＨ形成稳定的负调控关系，并在睾丸生精过程中通过旁分泌
的方式调节支持细胞的功能。ＩＮＨ－Ｂ选择性抑制垂体分泌
ＦＳＨ，血清ＩＮＨ－Ｂ可为各种生精障碍及睾丸功能受损程度提
供参考［６］。本文主要通过对无精子症患者血清ＩＮＨ－Ｂ水平的
测定来鉴别ＯＡ及ＮＯＡ，并对ＮＯＡ患者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
微取精成功率进行预判。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我中心就诊的３６５０例无精

子症患者，年龄２０～４６岁，平均２８５岁，不育时间１８～１２年，
平均４３年。３６５０例患者分为两组，梗阻性无精子症组 １４６０
例，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组２１９０例。
１．２　方法

（１）睾丸体积测量：多普勒彩色超声测量睾丸大小、形态。
（２）精液常规分析：所有患者均禁欲２～７ｄ，手淫取精于标准取
精杯中，３７℃恒温水箱存放，待精液液化后，按照 ＷＨＯ标准，采
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进行精液常规分析。３次以上精液
标本经离心后均未查到精子，确定为无精子症。（３）血清 ＦＳＨ
和ＩＮＨ－Ｂ测定：患者于上午８～１０时空腹采集静脉血５ｍＬ，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分离血清，采用磁性微粒分离酶联免疫测
定法（ＭＡＩＡ）测定血清 ＦＳＨ，正常值为１４～１８１ｍＩＵ／ｍＬ。采
用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ＩＮＨ－Ｂ水平，试剂盒购自美国 ＡｎｓｈＬａｂｓ公
司，检测范围１８２２～３１１２７ｐｇ／ｍＬ，最低检测量１０ｐｇ／ｍＬ。
"

　结果
２１９０例ＮＯＡ组患者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明显低于 １４６０例

ＯＡ组患者，ＮＯＡ组与 ＯＡ组相比较有差异性（Ｆ＝９２５，Ｐ＜
００１）；ＯＡ组患者血清ＦＳＨ为２５４～９３６ｍＩＵ／ｍＬ，血清ＩＮＨ－
Ｂ水平为 １１２３～２３５５ｐｇ／ｍＬ，ＮＯＡ组患者血清 ＦＳＨ值为
１４７２～３３１ｍＩＵ／ｍＬ，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为３１６～８７２ｐｇ／ｍＬ；
约６０％患者检测值为１０～１３８ｐｇ／ｍＬ，约２０％ ＮＯＡ患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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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方式获得精子。见表１。

表１　无精子症患者血清ＩＮＨ－Ｂ水平

组别 例数 ＩＮＨ－Ｂ（ｐｇ／ｍＬ）

梗阻性无精子症 １４６０ １７３９±６１６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 ２１９０ ５９４±２７８

#

　讨论
无精子症现阶段分为ＯＡ及 ＮＯＡ。ＯＡ的病理类型为精子

的输出管道阻塞或者缺如造成精子无法排出，此种情况下睾丸

具备生精功能；而ＮＯＡ的病理类型为睾丸生精功能障碍或者是
局灶性地具备生精功能造成精子无法正常排出。一直以来，血

清ＦＳＨ水平被认为是判定生精功能的较好指标，近些年血清
ＩＮＨ－Ｂ在无精子症患者的检测中被人们逐渐认识，它不但与
精子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且能直接地反映睾丸内精子发生的情

况［４，７］，并且可以选择性地抑制垂体分泌 ＦＳＨ，因此血清 ＩＮＨ－
Ｂ的水平检测能更好地鉴别 ＯＡ及 ＮＯＡ。国内也有报告，使用
精浆ＩＮＨ－Ｂ／血清ＩＮＨ－Ｂ比值在鉴别ＯＡ与ＮＯＡ有较高的诊
断价值［８］。

睾丸局部活检发现精子是睾丸局部生精功能存在的有力

证据［９］通过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精方式获取精子进行

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是目前治疗ＮＯＡ的有效方案，而
对于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显微取精成功的预判已成为研究的

焦点，ＩＮＨ－Ｂ水平能够反映整个睾丸组织的生精功能，在区分
正常及受损的精子发生时，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检测可能会取代
睾丸活检。

如以上资料及结果所显示，ＮＯＡ组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明显
低于ＯＡ组，而血清ＦＳＨ和ＬＨ水平明显高于 ＯＡ组，这就提示
ＩＮＨ－Ｂ与ＦＳＨ呈负相关，在评价男性生殖功能方面，有相似的
一致性。此外，在ＮＯＡ患者中，还有一部分对象经过睾丸切开
取精及睾丸 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方式获得精子。本结果中，１４６０例
ＯＡ患者血清ＩＮＨ－Ｂ水平明显高于 ２１９０例 ＮＯＡ患者，而在
２１９０例ＮＯＡ患者中，有４３８例患者通过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
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方式获得精子，约占 ＮＯＡ组的２０％，其血清 ＩＮＨ
－Ｂ水平明显高于未获得精子者，这说明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不
但可以作为鉴别ＯＡ及ＮＯＡ的一个重要指标，还可以预判睾丸
切开取精及睾丸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的结局。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血
清ＩＮＨ－Ｂ和ＦＳＨ水平对 ＮＯＡ患者睾丸精子的存在均具有预
测价值。这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观点一致，认为ＩＮＨ－Ｂ结合 ＦＳＨ测
定，能进一步提高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睾丸精子存在的准

确性［１０］。

综上所述，血清抑制素 －Ｂ水平与精子发生密切相关［１１］。

在男性生殖内分泌调节过程中血清 ＩＮＨ－Ｂ是一个重要角色，
它在鉴别ＯＡ与 ＮＯＡ以及在 ＮＯＡ患者睾丸切开取精及睾丸
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能否成功的预判方面是一个较好的临床测定指
标，与血清ＦＳＨ相比，ＩＮＨ－Ｂ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是一个具
有较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指标［１２，１３］。血清生殖激素作为无创

检查被常规应用，ＦＳＨ曾被认为是判定精子发生的最好指标，
长期以来用于评价男性生殖功能，但ＦＳＨ水平易受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雌二醇、睾酮等影响［１４］。而 ＩＮＨ－Ｂ水平不但在评
价睾丸生精能力上优于ＦＳＨ，而且对于评价睾丸活检获取精子
的成功上有着它积极的作用。尤其对于ＮＯＡ患者，血清ＩＮＨ－
Ｂ水平要比ＦＳＨ水平更加直接地反映睾丸的生精功能，比现有
其它的检测指标具有更好的临床应用前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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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女性的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及性伴情况
调查
尚?１　陈磊１，２　徐阳１△　刘朝晖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　目的：了解不孕女性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其性伴感染情况及双方感染一致性。
方法：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就诊的１００名有性经验妇女，分为体检组、不孕组，填写调查问卷，做
妇科检查，取宫颈分泌物并留取其性伴的尿液行沙眼衣原体（ＣＴ）、淋病奈瑟菌（ＮＧ）、生殖支原体（Ｍｇ）检
测，结果：两组共检测出沙眼衣原体阳性１１例，淋病奈瑟菌阳性０例，生殖支原体阳性８例，女方阳性时，男
方沙眼衣原体的感染一致率为２５％，生殖支原体的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不孕症组宫颈常见性传播感染及
性伴感染比例明显高于体检组。结论：不孕的女性当中，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发生率高于普通妇

女，并与性伴有一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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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性传播病原体感染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在不
同人群中的发生率亦很不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世界

范围内最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在发达国家占性传播疾病首

位［１］，根据我国２００８年疾控中心报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在我国占常见生殖道感染的第二位，淋病奈瑟菌感染在我国占

常见生殖道感染的第四位［２］。支原体是育龄期女性生殖道感

染的条件致病菌，而女性阴道内可能有解脲支原体的寄生，但生

殖支原体作为支原体中的另一种，与性传播疾病密切相关，而

国内对其研究的很少。

不孕症的发生率在我国亦逐年升高，不孕症妇女的上述性

传播病原体感染发生率以及性伴传播的一致性的研究更少，因

此本研究选取了５０例不孕女性及其性伴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他
们的生活习惯，并对女性宫颈分泌物及男性尿液进行沙眼衣原

体、淋病奈瑟菌、生殖支原体的检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随机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妇产科就诊的１００名有性经验妇女，分为２组，包括５０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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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者（体检组），５０位因输卵管性不孕就诊生殖中心者（不孕
组），排除生殖道畸形、内分泌因素、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症

引起的不孕，排除男方因素引起的不孕，均知情同意，填写调查

问卷，做妇科检查及阴道分泌物检查，取宫颈分泌物行沙眼衣

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淋病奈瑟菌（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
ｒｈｏｅａｅ，ＮＧ）、生殖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Ｍｇ）检测，并
请这１００位妇女的性伴留取尿液，进行ＣＴ、ＮＧ、Ｍｇ检查。
１．２　标本采集

宫颈分泌物：暴露宫颈，拭净宫颈分泌物，用取ＨＰＶ的宫颈
刷深入宫颈至内口水平，外缘抵住宫颈口，再旋转３～５周后取
出，放入标记姓名及编号的保存液瓶中。性伴尿液：留取清洁

中段尿倒入标记姓名的保存液瓶中。

１．３　检测方法
女性宫颈分泌物标本及男性尿液标本均行 ＣＴ、ＮＧ、Ｍｇ检

查，应用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ＲＮＡ实时荧光恒温扩增
检测技术，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７０１，检测ＣＴ、ＮＧ、Ｍｇ感染情况。
１．４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经专业人员统一输入计算机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建
立数据库，采用卡方检验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计算。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００名被调查者平均年龄（３１２±６６）岁（２１～５３岁），两
组之间平均年龄、居住环境、收入、学历无统计学差异。体检组

初次性生活年龄平均为（２４８７±２６５）岁，平均性伴数量（１２１
±０５１）个；不孕组初次性生活年龄平均为（２３７９±４１６）岁，
平均性伴数量（１４０±０９３）个。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２．２　 女性宫颈及其性伴尿液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

共检测出ＣＴ阳性１１例，ＮＧ阳性０例，Ｍｇ阳性８例，体检
组有一名女性ＣＴ、Ｍｇ同时阳性。两组女性宫颈及其性伴尿液
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不孕组和体检组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

不孕组阳性者

（ｎ＝５０）
体检组阳性者

（ｎ＝５０）
χ２ Ｐ

ＣＴ女 ６ ２ ２１７４ ０１４０

ＣＴ男 ３ ０ ３０９３ ００７９

ＮＧ女 ０ ０ ／ ／

ＮＧ男 ０ ０ ／ ／

Ｍｇ女 ５ １ ２８３７ ００９２

Ｍｇ男 ２ ０ ２０４１ ０１５３

女性感染 １１ ３ ５３１６ ００２１

男性感染 ５ ０ ５２６３ ００２２

２．３　女性ＣＴ、ＮＧ、Ｍｇ感染与各因素的关系
统计发现ＣＴ、ＮＧ、Ｍｇ与年龄、居住环境、个人收入、学历、

职业、清洗外阴频率、清洗外阴方式、阴道冲洗频率、内裤质地、

内裤松紧、使用护垫频率、护垫芳香与否、初次性生活年龄、性

伴数量无关。

２．４　男女ＣＴ、ＮＧ、Ｍｇ感染的一致性
８例女性ＣＴ阳性的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２例；０例女

性ＮＧ阳性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０例；６例女性 Ｍｇ阳性的
病例中，其性伴阳性病例２例。可见，女方阳性时，男方 ＣＴ的
感染一致率为２５％，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
#

　讨论
３．１　不孕女性中宫颈常见性传播病原体感染发生率明显增高

将女性ＣＴ、ＮＧ、Ｍｇ各感染合并，我们可以看到，体检组共３
例感染，而不孕组有１１例感染，不孕组与体检组之间比较，有统
计学差异。可见，不孕症的女性当中，宫颈性传播病原体感染

的发生率升高。国内文献亦对此有报道，认为不孕妇女的沙眼

衣原体及解脲支原体感染阳性率均高于正常生育妇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３－５］。因此对于生殖科就诊的不孕症的女性，需注

意筛查ＣＴ、ＮＧ、Ｍｇ等性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有感染者应治疗
后再行辅助生育治疗，以预防宫腔感染、盆腔炎等疾病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女方阳性时，男方 ＣＴ的感染一致率为２５％，Ｍｇ的
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因此及时宣传性传播疾病知识，避免无
保护性交。

３．２　 常见的女性性传播疾病
宫颈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常常症状隐匿而被女性和医生忽

视，而不孕症女性进行人工授精等手术，又可导致生殖道病原

体的上行感染，因此不孕症女性宫颈性传播疾病是非常值得我

们注意的问题。

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由ＣＴ在女性生殖器官引起
的性传播疾病，主要通过性传播，也可母婴传播，前者可引起ＣＴ
在社会上的蔓延，后者可导致胎儿及新生儿的感染。女性生殖

道ＣＴ感染如未及时诊治，可导致盆腔炎性疾病、异位妊娠、不
孕和慢性盆腔痛等［６，７］，严重影响女性生殖健康。

女性生殖道ＣＴ感染的发病率各家报道不一，不同人群中
的发生率也不一致。赵更力等［８］报告已婚妇女生殖道沙眼衣

原体感染率为４４％，美国普通人群ＣＴ阳性率为５％ ，丹麦普
通人群中女性ＣＴ阳性率为４５％ ～９２％，在性病人群中女性
的阳性率为２７１％［９］。有研究认为，在不孕不育的女性中，ＣＴ
的发病率明显升高［３］，也有文献认为，ＣＴ和 ＮＧ在不孕不育女
性中虽有一定感染，但感染率没有显著增加［１０］。我们调查的结

果体检组女性的生殖道ＣＴ感染率在４％（２／５０），与国内报道数
据相符。在不孕症妇女中占１２％，较体检组升高，但无统计学
差异。

支原体属为没有细胞壁，能通过滤器，可用人工培养基培

养增殖的一类最小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它能寄生在健康人

群，在某些条件下可成为病原体引起感染。而大量的研究已证

明，作为支原体的一种的Ｍｇ，与女性生殖道感染密切相关，可引
起阴道炎、宫颈炎、输卵管炎、宫外孕、流产、先天缺陷、死胎等

严重并发症。此外Ｍｇ感染引起输卵管粘连和闭塞是不孕的重
要原因［１１－１３］。

Ｍｇ在普通人群中的检出率极低，高危人群和多性伴人群
中Ｍｇ的检出率大大提高，说明 Ｍｇ可能具有性传播性。路麒
等［１４］研究发现Ｍｇ与泌尿生殖道感染密切相关。有研究［１５］分

别检测了 １７１４例和 １２１８例正常男女青年的尿液标本，发现
Ｍｇ、淋球菌和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４０％、
４２０％，认为Ｍｇ感染比淋球菌感染更流行，且与性活动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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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本研究中，体检组的Ｍｇ检出率亦较低，为２％（１／５０），而不
孕组的Ｍｇ检出率较高，达１０％，明显高于体检组，应引起生殖
科医生的注意。

３．３　女性性传播感染与性伴的一致性问题
Ｆａｌｋ等［１６］发现，ＳＴＤ门诊就诊者中 Ｍｇ的检出率为６００％

（２６／４６１），其中有５６％的性伴感染了 Ｍｇ。Ａｎａｇｒｉｕｓ等［１７］发现

Ｍｇ阳性的男性患者中，性伴 Ｍｇ阳性率达２２％。刘全忠等［１８］

报告，固定性伴之间ＣＴ感染的不一致率是５９２２％，推测ＣＴ的
性传播能力并不强。本研究中，女方感染时，男方 ＣＴ的感染一
致率为２５％，Ｍｇ的感染一致率为３３３％，与上述文献报告基本
相符。性伴中女方有ＣＴ、Ｍｇ等性传播感染，男方性伴也有一定
的感染几率，因此如发现女性有性传播疾病，男性性伴也应该

被建议接受相应的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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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患者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及淋病奈瑟氏
菌感染状况调查
赵本书１　牟玲２

１重庆协和医院不孕科 ，重庆 ４０００４１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２４医院妇产科 ，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菌感染与不孕不育的相关性。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于我院诊治的不孕不育症患者８００例纳入不孕不育组，另选取同期于我院健康体
检或产检者８００例纳入健康对照组。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仪测定两组患者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及淋病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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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氏菌ＤＮＡ。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不孕不育组患者解脲支原体感染、沙眼衣原体感染、解脲、沙眼衣原
体同时感染、淋病奈瑟氏菌感染率明显较高（Ｐ＜００５）。不孕不育组１３０对夫妻中丈夫和妻子的解脲支原
体、沙眼支原体感染率分别为６２３％、５９２％、４４６％、３９２％，其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沙眼支原体具有相
关性（ｒ＝０８６４，Ｐ＜００５；ｒ＝０７７３，Ｐ＜００５）。结论：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菌感染与
不孕不育相关，有必要对不孕不育夫妻同时检测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菌ＤＮＡ。

【关键词】　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菌；不孕不育；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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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及淋病奈瑟氏菌通过性接触传播
引起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在临床上越来越常见［１］。由于这些

病原体对人类生殖健康有着重要的不良影响，因此感染者往往

容易出现不孕不育症。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分子诊断学的快速

发展，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病原体的检测方法由传统的培养法、

普通免疫法、ＰＣＲ逐渐发展为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２］。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法除了有高效、灵敏度高、特异性高等 ＰＣＲ特点及
精确定量的光谱技术特点外，由于该技术全程检测反应均为全

封闭，使ＰＣＲ扩增产物污染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因此还
有污染小的特点，该技术的应用使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病原体

ＤＮＡ检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临床检测及基础研究的数据来
源更加及时、可靠［３］。本研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测定不
育不孕症患者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及淋病奈瑟氏菌 ＤＮＡ，
探讨这些病原体感染予不孕不育的相关性。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于我院诊治的不孕不育症
患者，阶段整群抽样选取８００例，纳入不孕不育组，纳入标准：
（１）１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
（２）所有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１）合并严重器官功能障碍；（２）有精神障碍或不配合检查者。
年龄２０～４５岁，平均（２８９±３５）岁，男４２５例，女３７５例；其中
有１３０对为不孕不育夫妻。另选取同期于我院健康体检或产检
者８００例纳入健康对照组，年龄１８～４７岁，平均（２９３±３８）

岁，男４５２例，女３４８例。性别、年龄在不孕不育组与健康对照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１．２　检测仪器与试剂盒

采用ＡＢＩ－７５００全自动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及中山大学达安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测定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

及淋病奈瑟氏菌ＤＮＡ（生产批号：Ｓ２０１５００９３）。
１．３　取标本及处理

所有取标本操作均由妇产科及泌尿外科医生完成。（１）女
性标本：先用干净棉签抹掉子宫颈外口分泌物，在用一次性女

性专用无菌棉签在宫颈管内旋转３圈，取宫颈管内分泌物于配
套管内。（２）男性标本：将一次性男性专用拭子伸入尿道内
３ｃｍ后旋转几圈，停留半分钟后取出置于配套管内。标本取好
后立即封闭并送检。标本处理及提取 ＤＮＡ过程由检测专业人
员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将棉拭子从生物安全柜中取出后置于

ＥＰ管内，加入１５ｍＬ无菌生理盐水充分混匀悬浮后去掉棉拭
子，将ＥＰ管放入离心机内以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ｍｉｎ，去掉上清留
取沉淀备用。

１．４　扩增ＤＮＡ及判定结果
将２μＬ标本 ＤＮＡ、阳性定量参考物及质控品 ＤＮＡ先后加

入扩增管内，置于离心机以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ｓ后放进全自动荧
光定量ＰＣＲ仪进行扩增，每次检测均分为空白对照、阴性及阳
性。ＰＣＲ仪参数设定：９３℃ ３ｍｉｎ预变；９３℃ ４５ｓ后进入 ５５℃
１ｍｉｎ持续１０个循环当作荧光本底信号；９３℃ ３０ｓ后进入５５℃
４５ｓ持续３０个循环，在５５℃时可收集荧光。用 Ｃｔ值代表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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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使标准曲线效果最佳，需根据阳性定量参考品结果进

行分析并对基线及阈值进行调整，使线性相关系数ｒ在０９７以
上。结果判定：Ｃｔ值在３０及以上或增长曲线未表现为 Ｓ型则
代表标本ＤＮＡ量比检测极限少，记录为阴性；反之则为阳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
不孕不育组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沙眼支原体则采用相关性

分析，如Ｐ＜００５，则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病原体感染率比较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不孕不育组患者解脲支原体感染、沙

眼衣原体感染、解脲、沙眼衣原体同时感染、淋病奈瑟氏菌感染

率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病原体感染率比较

病原体感染率 不孕不育组 健康对照组 χ２ Ｐ

例数 ８００ ８００

解脲支原体感染 ２４５（３０６） ８１（１０１） １０３６１５ ＜０００１

沙眼衣原体感染 １３７（１７１） ３４（４３） ６９４６５ ＜０００１

解脲、沙眼衣原体同时感染 ８４（１０５） ２０（２５） ４２１２３ ＜０００１

淋病奈瑟氏菌感染 ６０（７５） 　７（０９） ４３７５８ ＜０００１

２．２　不孕不育组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的相关性分析
不孕不育组１３０对夫妻中丈夫和妻子的解脲支原体感染率

分别为６２３％、５９２％，其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具有相关性
（ｒ＝０８６４，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孕不育组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的相关性分析

丈夫
妻子

阳性 阴性
总计

阳性 ６６ １５ ８１

阴性 １１ ３８ ４９

总计 ７７ ５３ １３０

２．３　不孕不育组夫妻间感染沙眼支原体的相关性分析
不孕不育组１３０对夫妻中丈夫和妻子的沙眼支原体感染率

分别为４４６％、３９２％，其夫妻间感染沙眼支原体具有相关性
（ｒ＝０７７３，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孕不育组夫妻间感染沙眼支原体的相关性分析

丈夫
妻子

阳性 阴性
总计

阳性 ４３ １５ ５８

阴性 ８ ６４ ７２

总计 ５１ ７９ １３０

#

　讨论
随着人们社交频繁及性意识的改变，由于不洁性行为引起

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发生率也随着上升。且人们普遍缺乏性

卫生知识，自我保护意思不强，使泌尿生殖系统感染进一步增

加，因此对人类生殖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４］。Ｒｕｉｙｉｎｇ等［５］调查

发现，全世界约有８％ ～１０％的育龄夫妻患不孕不育症，其中
２０％～６０％的不孕不育病因为泌尿生殖系统感染，而导致生殖

系统炎症的重要病原体为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

菌［６，７］。

解脲支原体主要的传播方式是性传播，其主要是通过粘附

在泌尿生殖道表皮细胞表层来对细胞产生损伤，从而导致输卵

管炎、子宫内膜炎、宫颈炎等，因此患者常常有外阴瘙痒等症

状［８］。近年来解脲支原体感染与不孕不育症的相关性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９］。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不孕不

育组患者解脲支原体感染率明显较高（Ｐ＜００５）。解脲支原体
感染引起不孕的机制主要为引起子宫内膜及输卵管的慢性炎

症［１０］。除此之外，感染诱发的自身免疫反应可能与不孕有关。

解脲支原体可以同时粘附在巨噬细胞和精子表面，对精子运动

产生阻挡，且其还能分泌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对精子和卵细胞的

结合产生干扰，使不孕的可能性增大［１１］。

作为革兰阴性病原体，沙眼衣原体有两种发育形式，即始

体和原体，其中感染力较强的原体，其侵入的靶细胞主要是柱

状上皮细胞，因此常常累及宫颈［１２］。沙眼衣原体感染机体后主

要在宫颈、尿道及精液中存活，通过性接触、直接体液接触等方

式来传播。沙眼衣原体引起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在欧美国家

已超过了淋病奈瑟氏菌，在性传播疾病病原体中排第一位［１３］，

我国虽然还是淋病奈瑟氏菌作为性传播疾病首位致病菌，但沙

眼衣原体感染率也逐年上升［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不孕不育组患者沙眼衣原体感染率明显较高（Ｐ＜
００５），与锁丙荣等［１５］研究结果相符。其机制可能为沙眼衣原

体感染可引起生殖道炎症及粘连，严重时闭塞，同时可引起生

殖道黏膜细胞坏死，从而使机体免疫系统与精子直接相接触，

通过分泌精子抗体来杀死精子而导致不孕。同时，沙眼衣原体

感染可降低宫颈黏液的葡萄糖含量，使进入宫颈的精子活力下

降而影响受精过程［１６］。沙眼衣原体侵占男性附睾及前列腺可

改变精液的生理功能而导致不育。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不育

夫妻间感染解脲支原体、沙眼支原体具有相关性（ｒ＝０８６４，Ｐ＜
００５；ｒ＝０７７３，Ｐ＜００５）。因此，不孕不育症夫妻双方有一方
感染解脲支原体或沙眼支原体都应常规让配偶同时检测。

作为革兰染色阴性双球菌，淋病奈瑟氏菌是引起不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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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病原体。其主要是通过单个植入的方式粘附在精子细胞膜

表面，使细胞膜的结构受到破坏，进而入侵到精子细胞质和细

胞核内，使精子内部结构受到破坏，对精子密度、活力产生严重

不良影响，甚至导致精子死亡而出现少精症、无精症［１７］。朱海

燕等［１８］研究发现，其也可通过侵犯输卵管引起炎症、粘连和阻

塞，使输卵管上皮细胞分泌功能和纤毛摆动功能受损，而影响

受精过程。

综上所述，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菌

感染与不孕不育相关，有必要对不孕不育夫妻，特别是原因不

明的不孕不育，同时检测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氏

菌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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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补充联合常规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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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雌激素补充联合常规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观察。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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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育龄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４０例。对照组使
用常规治疗，如药物诱导排卵、心理干预等、生活方式调整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结合雌激素片治

疗。随访２年，比较两组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治疗不良反应、干预后两组卵巢大小及个数、统计２年内
两组妊娠方式及结局。结果：治疗后，观察组 Ｅ２和 ＰＲＬ水平均基本处于正常，且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骨密度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发生潮热、生殖道干涩、闭经及骨质疏松的比例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卵巢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卵泡个数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自然妊娠比
例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未妊娠成功比例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雌激素替代治疗能有效的调节多
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性激素水平，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促使患者妊娠成功。

【关键词】　雌激素；多囊卵巢综合征；性生活质量；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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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作为育龄期妇女较为常见的一种内分泌
代谢障碍方面疾病，其具有高度的异质性［１］。本病病因目前尚

未明了，研究提示其可能由遗传及环境双重因素所致［２］。患者

常因寻找伴侣、性活动及组建家庭方面存在较大困惑，主要因

患病妇女出现的多毛症、月经周期不规则以及婚后不孕症等而

造成患者严重的心理负担［３］。为更好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本

研究主要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并探讨其对年轻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妊娠效果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育龄期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８０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表现、体格检查、
超声诊断及辅助生化检查确诊，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

４０例。其中观察组年龄１９～３５岁，平均（２６５±３２）岁，病程１
～１１年，平均（５２±１３）年，月经初潮年龄 １２～１７岁，平均
（１３９±０２）岁，月经失调年限 ０５～１９年，平均（６３±０２）
年，临床表现中闭经者５例，月经稀发者３５例；对照组年龄１９
～３６岁，平均（２６６±３１）岁，病程１～１０年，平均（５１±１２）

年，月经初潮年龄１１～１７岁，平均（１３８±０２）岁，月经失调年
限０５～２０年，平均（６４±０２）年，临床表现中闭经者４例，月
经稀发者３６例，两组年龄、病程、月经初潮年龄、月经失调年限
及临床表现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入组后均签署保密协议书及知情同意书，并申报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均实施保守治疗，如药物诱导排卵、饮食

调控、心理干预等综合处理。对照组患者均使用氯米芬（北京

双鹤药业，国药准字Ｈ１１０２０７３１）诱导排卵，连服５ｄ停用氯米芬
后第７ｄ加用绒促性素（ＨＣＧ）强化治疗，针对血睾酮显著升高
并合并有双侧卵巢的增大，则行双侧卵巢楔形切除，有效去除

卵巢增生导致的机体雄激素生成过多。观察组则在以上基础

上使用小剂量雌激素替代治疗，口服结合雌激素片（爱尔兰惠

氏药厂，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５０１１９），在月经周期第５ｄ开始，口服使
用倍美力（加拿大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９００３３生产
批号：２０１００１０３），每次０６２５ｍｇ／次，１次／ｄ，月经周期中连续服
用７ｄ为１疗程，连续治疗直至患者妊娠成功或时间达到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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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对所有患者随访２年，比较两组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

治疗不良反应、干预后两组卵巢大小及个数、统计２年内两组妊
娠方式及结局。

１４　判断方法
血清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孕激素（Ｐｒｏ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ｅ，

ＰＲＬ）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试验（试剂盒由上海通蔚试剂有限公司
提供，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５２）骨密度（ＢＭＤ）测定采用 Ｘ光 ＳＧＹ
－Ⅱ型骨密度仪（天津开发区圣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２０１００３０５）进行。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全身潮热、
生殖道干涩、闭经及骨质疏松；卵巢大小及个数测定在患者月

经周期中的排卵期进行盆腔双附件超声检查确定，所使用的超

声探测仪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为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生产的ＩＵ２２型超声探测仪（生产批号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３５）。妊娠
方式分为：自然妊娠、促排卵后妊娠、人工授精及未妊娠四种，

其中自然妊娠和促排卵后妊娠为治疗后１年内妊娠成功，人工
授精妊娠成功则指２年内通过体外受精孕囊人工植入方式妊娠
成功，未妊娠则指２年内通过各种方式仍未妊娠者。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Ｅ２和ＰＲＬ水平均基本处于正常，且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骨密度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比较

例数 Ｅ２（ｎｇ／Ｌ） ＰＲＬ（μｇ／Ｌ） 骨密度（ｇ／ｃｍ２）

观察组 ４０ １１３１±２０４ １５５６±３２７ １２４±００４

对照组 ４０ ２００２±３４３ ３６７８±９２９ １１５±００２

ｔ － １３８０３ １３６２７ １２７２８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治疗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发生潮热、生殖道干涩、闭经及骨质疏松的比例显

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不良反应比较

例数 潮热 生殖道干涩 闭经 骨质疏松

观察组 ４０ １ ２ １ ２

对照组 ４０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χ２ － ５６００ ４８０４ ６７４６ ４８０４

Ｐ －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２３　干预后两组卵巢大小及个数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卵巢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卵泡个数少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干预后两组卵巢大小及个数比较

例数 卵巢大小（ｃｍ） 卵泡个数（个）

观察组 ４０ １２１±０８ １２３±１０

对照组 ４０ １３２±１１ １４２±１５

χ２ － ５１１５ ６６６６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妊娠方式比较
观察组自然妊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７０１３，Ｐ＝

０００８＜００５），未妊娠成功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６６６０，
Ｐ＝００１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妊娠方式比较

例数 自然妊娠 促排卵后妊娠 人工授精 未妊娠

观察组 ４０ １２ １５ ８ ５

对照组 ４０ ２ １２ １１ １５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其主要因内分泌

功能的紊乱而致病［４］。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卵巢的多囊性改变

导致患者出现持续的无排卵，同时因体内雄激素水平过高而出

现多毛症等［５］。当前针对本病治疗主要以避孕药物及促排卵

药物为主，针对合并有明显的卵巢增生者则考虑手术治疗，以

上各种方法在短时间能达到一定临床效果缓解患者临床症

状［６］。但其长期疗效值得商榷且对患者自然妊娠方面效果不

理想，同时因长时间使用药物治疗出现的不良反应而导致患者

治疗依从性降低［７］。使用外源性的雌激素进行替代治疗，可有

效的缓解患者体内雌激素分泌不足，雄激素分泌过多症状，从

而调整体内内分泌激素平衡，维持卵巢功能［８］。

本研究针对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研究发现，治疗后，

观察组Ｅ２和ＰＲＬ水平均基本处于正常，且显著低于对照组，骨
密度水平高于对照组。证实联合使用结合雌激素片后有效的

调整了体内激素水平，提高了体内雌二醇及孕激素水平，同时

减少了因雌激素水平过低引起的钙离子吸收障碍而出现的骨

质疏松［９］。针对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而言，观察组发生

潮热、生殖道干涩、闭经及骨质疏松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

可能是联合结合雌激素片治疗后，有效的调整体内雌激素与雄

激素平衡，从而减少了卵巢源性雄激素的分泌［１０］，同时与卵巢

中生成的雄激素受体相互结合，阻断卵巢及外周靶器官中对过

多雄激素的结合［１１］。显著降低了因雌激素水平降低导致的机

体潮热、性交时生殖道干涩及闭经与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使用

超声对干预后两组卵巢大小及个数比较发现，干预后，观察组

卵巢小于对照组，卵泡个数少于对照组。可能是使用结合雌激

素片治疗后，促使机体雌激素受体 α蛋白结合水平降低，其结
合率增高，显著减少了存在病变卵巢因维持卵泡分泌功能而出

现的卵巢的过度增生，从而减小了卵巢体积及月经周期中卵泡

个数。最后针对随访２年时间内两组妊娠方式的比较发现，观
察组自然妊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未妊娠成功比例显著低于

对照组。进一步证实联合结合雌激素治疗能有效提高多囊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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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综合征患者妊娠率。其可能是结合雌激素片治疗后，促使机

体游离脂肪酸水平降低［１２］，促进外周组织提高对葡萄糖的摄取

率［１３］，同时降低胰岛素抵抗并提高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

性［１４］，促使卵泡膜细胞避免或减少其受到黄体生成素影响［１５］，

减少机体雄激素分泌［１６］，降低血浆雄激素水平［１７］，调节体内孕

激素水平［２］，有效调节紊乱的月经周期，提高患者妊娠率。

综上所述，雌激素替代治疗能有效的调节多囊卵巢综合征

患者性激素水平，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促使患者妊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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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妊娠期外阴阴道感染假丝酵母菌感染分析及其
对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李晓芳　周凤勤△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妊娠期外阴阴道感染假丝酵母菌感染情况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
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产前检查患者为研究对象，均进行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涂片、培养等，对其
中１４５例假丝酵母菌作为观察组，另外选取同时期无感染的３０７例作为对照组，观察在妊娠结局等方面差
异。结果：４５２例妊娠者，假丝酵母菌培养阳性率为 ３２０８％，假丝酵母菌感染有症状患者为 ３６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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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３％，发病率为 ７９６％。早中晚孕期有症状的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ＶＣ）的 ３１５４％、３３１２％、
３１５５％，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妊娠期有症状组患者产褥感染、胎盘早破、伤口愈合不良、早产等
发生率与对照组及无症状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
有症状组新生儿鹅口疮、巨细胞毒感染、尿布皮炎感染率明显高于无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结论：孕期与妊娠期妇女假丝酵母菌的感染率无相关性，妊娠期ＶＶＣ增高孕妇阴道裂伤、伤口愈合
不良、胎膜早破、产褥感染等风险，同时对新生儿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新生儿早产和感染的增加。

【关键词】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妊娠结局

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ＬＩＸｉａｏｆａｎｇ，
ＺＨＯＵＦｅｎｇｑ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４４１０２１，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ｓｍｅ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ｔｃ．Ｏｆｔｈｅｍ，ｔｈｅ１４５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０７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ｏｎｅｓ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
ｃｏｍｅ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４５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ｃａｎｄｉｄ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３２．０８％，ａｎｄ
３６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４．８３％，ａ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７．９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ｙｍｐ
ｔｏｍａｔｉｃ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ｔａｇｅ（３１．５４％，３３．１２％，
３１．５５％）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ｏｏｒ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ｙｃｏｔｉｃｓｔｏｍａｔｉｔｉｓ，ｃｙｔｏｍｅｇａｌｏ
ｖｉｒｕｓ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ａｐｅｒ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ｎｏ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ＶＶＣ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ａｎｄ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ｒｅ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属深部真菌性感染疾病。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感染在女性中很普遍，有资料显示，８０％以上的
女性在其一生有过该病病史，且其中超过４５％会反复发作［１，２］。

此类患者外阴奇痒、尿频、尿痛及性交痛。典型白带呈豆渣样

或者凝乳块样［３，４］，无特殊气味。在妊娠期，由于孕妇生理结构

功能的变化，机体免疫力下降等原因，ＶＶＣ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不仅给孕妇增加产褥感染的风险，对产妇产后愈合产生不良影

响［５，６］。本组资料对４５２例妊娠者外阴阴道进行假丝酵母菌病
筛查，分析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４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院建档定期产前检查的孕妇４５２例作为研究对
象，所有患者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签署知情同意书，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经病原菌培养分离为假丝酵母菌

属真菌感染。排除标准：排除其他病原菌感染患者，排除有其妊

娠并发症者，有严重心、肝、肾及造血系统疾病者。年龄２０～３８
岁，平均（２７５±５１）岁，孕期＜１２周者１３０例，１２～２７周者１５４
例，＞２８周者１６８例；３１４例为初次妊娠，１３８例既往有妊娠史。
１２　方法

常规清洁消毒外阴，扩阴显露阴道和宫颈，无菌拭子捻取

阴道侧壁分泌物于无菌试剂瓶中，接种培养［７，８］。根据培养结

果对患者进行分组，培养出假丝酵母菌者为实验组，余下为对照

组，根据患者是否出现感染症状如外阴瘙痒、白带增多、灼痛、

异味等，将实验组患者分为症状组和无症状组。

１３　观察项目
比较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母婴结局，包括妊娠并发症如

胎膜早破、阴道裂伤、产褥感染等、新生儿感染状况、生产方

式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

计量资料行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检出情况

１４５例患者样本中培养出假丝酵母菌，其中３６例患者有临
床症状，不同孕期孕妇假丝酵母菌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１。

表１　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检出情况

早孕（ｎ＝１３０）中孕（ｎ＝１５４）晚孕（ｎ＝１６８）合计（ｎ＝４５２）

阳性 ４１（３１５４） ５１（３３１２） ５３（３１５５） １４５（３２０８）

有症状 １０（７６９） １２（７７９） １４（８３３） ３６（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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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与产妇妊娠结局的关系
有症状组与无症状组及正常组胎盘早破、产褥感染、伤口

愈合不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三组孕妇胎盘

早剥、剖宫产率、阴道助产率比较稍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产妇妊娠结局的比较

组别 胎膜早破 胎盘早剥　　 产褥感染　　 伤口愈合不良 剖宫产 阴道助产

早孕组（ｎ＝３６） ６（１６６７） １（２７８） ９（２５） ５（１３８９） ８（２２２２） １（２７７）

中孕组（ｎ＝１０９） ５（４５８） ３（２７５） ４（３６７） ２（１８３） ２７（２４７７） ３（２７５）

晚孕组（ｎ＝３０７） １６（５２１） ３（０９８） ７（２２８） ３（０９８） ６８（２２１５） ８（２６０）

２３　新生儿状况比较
有症状组早产有９例，新生儿感染共有１７例，其中鹅口疮

４例，巨细胞毒感染５例，尿布皮炎８例；无症状新生儿感染１０
例，包括鹅口疮３例，巨细胞病毒感染４例，尿布皮炎３例；对照
组新生儿鹅口疮１例，尿布皮炎５例，有症状组与无症状组及正

常组早产率、鹅口疮、巨细胞毒感染、尿布皮炎感染率比较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三组新生儿新生儿窘迫、新
生儿黄疸、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 Ａｐｒｅｒ评分≤７分例数比较差
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新生儿状况比较

组别 早产　　 胎儿窘迫　　 鹅口疮　　 黄疸　　 巨细胞病毒感染 低出生体重儿 Ａｐｒｅｒ评分≤７分

早孕组（ｎ＝３６） ９（２５００） ２（５５５） ４（１１１１） １０（２７７８） ５（１３８９） １（２７８） １（２７８）

中孕组（ｎ＝１０９） １０（９１７） ６（５５０） ３（２７５） ２５（２２９４） ４（３６７） ２（１８３） ３（２７５）

晚孕组（ｎ＝３０７） ２５（８１４） １３（４２３） ０ ６８（２２１５） １（０３２） ２（０６５） ８（２６０）

#

　讨论
假丝酵母菌感染人体器官或组织后表现为急性、亚急性或

慢性炎症，大多为继发性感染［９－１１］。假丝酵母菌种类很多，但

能对人致病的仅有几种，以白假丝酵母菌（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即白色
念珠菌最常见，致病力也最强，其次为热带假丝酵母菌

（Ｃ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其它还有克柔假丝酵母菌（Ｃｋｒｕｓｅｉ）、近平滑假
丝酵母菌（Ｃｐａｒａｐｓｉｌｏｋｉｓ）和伪热带假丝酵母菌（Ｃｐｓｅｕｄ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等［１２，１３］。ｐＨ值５５是假丝酵母菌感染最适宜的生长
环境，正常人的阴道ｐＨ为３７～４５，阴道的弱酸性环境能够抑
制真菌的生长与繁殖，保持阴道的自洁功能，但阴道的弱酸性

改变为ｐＨ＝５５后，假丝酵母菌大量繁殖，并转变为菌丝，才引
发阴道炎症状。因此用 ｐＨ＝４弱酸配方的女性护理液不仅是
女性日常清洁护理的必需品，而且感染期间使用弱酸配方的女

性护理液会抑制假丝酵母菌的生长繁殖，维持阴道正常菌群的

平衡［１３，１４］。

妊娠期的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雌激素高水

平明显提升上皮糖原水平，酸碱度下降，假丝酵母菌更易吸附

在阴道上皮上，增加了假丝酵母菌在阴道上皮的聚集和繁殖，

大量假丝酵母菌在阴道上皮形成芽管，致使阴道上皮的正常菌

成为致病菌而发生感染［１５，１６］。

本组４５２例妊娠者中假丝酵母菌培养阳性率为３２０８％，
假丝酵母菌感染有症状患者为 ３６例，占 ２４８３％，发病率为
７９６％。早中晚孕期有症状的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ＶＣ）
的 ３１５４％、３３１２％、３１５５％，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妊娠期有症状组患者产褥感染、胎盘早破、伤口愈合不
良、早产等发生率与对照组及无症状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有症

状组新生儿鹅口疮、巨细胞毒感染、尿布皮炎感染率明显高于无

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感染后假丝酵母菌
会从阴道上行到羊水，再经过胎膜破口侵入到宫腔内，导致胎

膜早破，同时炎症加重可引起阴道黏膜充血，造成分娩时会阴

裂伤，产后阴道恢复慢，导致产褥感染，伤口愈合不良等的发

生［１７，１８］。本研究中，假丝酵母菌感染有症状组孕妇胎膜早破为

１６６７％，无症状组为４５８％；有症状组产褥感染率为２５００％，
无症状组为３６７％；有症状组伤口愈合不良为１３８９％，无症状
组为１８３％，假丝酵母菌感染有症状组与无症状组胎盘早破、
产褥感染率、伤口愈合不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表明感染假丝酵母菌携带本身无症状者并不会增加胎
膜早破，产褥感染的发生。有相关文献报道［１９，２０］，感染阴道假

丝酵母菌的产妇会引起新生儿先天性假丝酵母菌感染，可能和

宫内感染、母婴接触、软产道感染有关。本研究显示有症状组

新生儿鹅口疮、巨细胞毒感染、尿布皮炎感染率明显高于无症

状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妊娠期假丝酵母菌感染会使孕妇阴道生理功能

出现一定的变化，导致出现胎膜早破、产褥感染、阴道裂伤等风

险，同时对新生儿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新生儿早产和感染的

增加。对于ＶＶＣ感染孕妇在产前应该早期确诊，积极治疗，减
轻妊娠期妇女痛苦，减少新生儿的感染，减轻医疗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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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子痫前期孕妇产后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研究
张旋１　刘毅２△　柯丽娜１　夏美艳１

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８
２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子痫前期（ＰＥ）孕妇产后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于我院的子痫前期孕妇７８０例（ＰＥ组）以及孕周、年龄相当的正常孕妇２９８０例（正常妊
娠组）进行前瞻性分析及对比。研究对象入组时登记基本资料，并检测糖脂代谢指标。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对研究对象进行召回，并对其中５９６例 ＰＥ组患者和２３８０例正常妊娠组孕妇进行随访，评估产
后高血压发生情况，并检测产后糖脂代谢指标。对产后高血压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
果：ＰＥ组患者产后高血压率（１８１２％）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１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Ｐ＜０００１）；重度
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发生率（２１５１％）与轻度ＰＥ患者（１５４１％）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５）；产前体质指数、收
缩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产后体质指数、空腹血糖，以及产前产后收缩压、甘油三酯、ＨＯＭＡ－ＩＲ、ＨＤＬ－Ｃ
差值均是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０５，Ｐ＝０００３，Ｐ＝００２２，Ｐ＝００２４，Ｐ＝０００７，Ｐ＝０００７，
Ｐ＝０００９，Ｐ＝００３７，Ｐ＝００２９，Ｐ＝０００９）。结论：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发生率提高，孕期血压和糖脂代谢异
常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子痫前期；高血压；孕期血压；糖脂代谢指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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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痫前期（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ＰＥ）是怀孕前血压正常的孕妇在
妊娠２０周以后出现高血压、蛋白尿的一种妊娠期特发疾病，可
影响孕妇机体各器官系统，是导致孕妇死亡的首要原因［１］。有

研究［２］显示，ＰＥ患者有远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并未引起国
内足够的关注。高血压是远期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但国内

目前较缺少较大样本量的针对 ＰＥ产后高血压的前瞻性研究。
本研究为探讨影响子痫前期孕妇产后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选取于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于我院的子痫前期孕
妇７８０例（ＰＥ组）以及孕周、年龄相当的正常孕妇２９８０例（正常
妊娠组）进行前瞻性分析及对比。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于我院产科
住院治疗并分娩的ＰＥ孕妇７８０例（ＰＥ组）以及孕周、年龄相当
的正常孕妇２９８０例（正常妊娠组）进行前瞻性分析和对比。ＰＥ
组中患者平均年龄（３０８±５７）岁，妊娠期（３４２±１３）周；正
常妊娠组中，平均年龄（２９４±４９）岁，妊娠期（３５４±１２）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患者入组标准：（１）年龄２０～４０岁；（２）汉族孕妇；（３）孕前
无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其他内科疾病；（４）排除多胎
妊娠的患者；（５）排除孕期患有其他内科疾病或妊娠并发症
患者。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方法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将研究对象进行召回，其中

ＰＥ组５９６例，平均年龄（３０２±４８）岁，产后时间（２８±０７）
年；正常妊娠组有２３８０例，平均年龄（２８６±３３）岁，产后时间
（２９±０７）年。ＰＥ组中有１２６例患者无法联络，有５８例患者
因再次妊娠而被剔除；正常妊娠组中有５４８例患者无法联络，有
５２例患者因再次妊娠而被剔除。
１．３　资料采集方法

产前基础资料：生育史、疾病史、高血压家族史、烟酒史、口

服避孕药史、个人生活习惯等。

产前体格检查：①对所有患者使用统一专用电子测量仪检
测身高、体质量。体质指数 ＝体质量（ｋｇ）／身高２（ｍ２）；②测量
患者血压：患者上午８：００～１０：００静休１０ｍｉｎ后，取坐姿，暴露
右上臂，采用标准水印血压计袖带加压法在患者右侧肱动脉进

行血压测量，静休５ｍｉｎ后用同样方法进行第二次血压测量，取
两次测量血压值均值。测量前患者应排空膀胱，禁止抽烟、喝

咖啡，避免受寒。

产前和产后糖脂代谢指标检测：糖代谢指标：空腹胰岛素、

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以及空腹血糖。脂代谢指标：甘
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ｉｎ，ＬＤＬ－Ｃ）、低密度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ｉｎ，ＨＤＬ－Ｃ）。其中 ＨＯＭＡ－ＩＲ＝空腹血糖 ×空腹胰
岛素／２２５。患者禁食８ｈ后进行肘经脉抽血３ｍＬ，并即刻进行
检测。

产后基础资料收集：对研究对象进行召回随访，询问其产

后健康和再次妊娠情况，并再次测量血压、身高、体质量等。

１．４　诊断标准
ＰＥ患者诊断标准：根据２００２年美国妇产科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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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ＣＯＧ）诊断标准，轻度 ＰＥ：
患者妊娠 ２０周后，卧息间隔 ６ｈ的 ２次血压检测收缩压≥
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收缩压≥９０ｍｍＨｇ，且２４ｈ尿蛋白 ＞３００ｍｇ或
随机蛋白＞３０ｍｇ／Ｌ；重度ＰＥ：患者妊娠２０周后，具备以下任意
１项：收缩压＞１６０ｍｍＨｇ、舒张压 ＞１１０ｍｍＨｇ、尿蛋白 ＞５ｇ／ｄ，且
有头痛、上腹部疼痛、少尿（＜３０ｍＬ／ｈ）、视力障碍等症状。

高血压：根据２０１１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诊断
标准：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和（或）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
１．５　统计学原理

将所有数据录入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计数资料表示为率或

构成比，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统计；计量资料表示为（均

值±标准差），采用ｔ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对影响 ＰＥ产后发
生高血压的因素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采用双侧检
验，若Ｐ＜００５，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ＰＥ组和正常妊娠组患者入选和失访病例产前基础资料、
糖脂代谢指标对比

　　ＰＥ组和正常妊娠组患者入选和失访病例产前一般资料、糖
脂代谢指标等均无显著差异（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入选和失访病例产前基础资料、糖脂代谢指标对比

因素
ＰＥ组

入选（５９６） 失访（１２６）
χ２／ｔ Ｐ

正常妊娠组

入选（２３８０） 失访（５４８）
χ２／ｔ Ｐ

平均年龄（岁） ３０２±４８ ２９８±２４ ０９１１ ０３６２ ２９９±３３ ２９６±３１ １９４０ ００５２

产次 １３８±０６８ １３５±０７９ ０４３７ ０６６２ １４１±０５９ １４２±０６８ －０３４７ ０７２８

烟酒史（例） １３（２１８） ２（１５９） ０１８０ ０６７１ ４２（１７７） ６（１０９） １２３９ ０２６６

口服长效避孕药史（例） １２（２０１） ３（２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７９３ ２１（０８８） ４（０７３） ０１２２ ０７２７

高血压家族史（例） １９１（３２０５） ４０（３１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８ ５２９（２２２２） １０７（１９５３） １９１２ ０１６７

孕前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６２±２９ ２５９±２６ １０７３ ０２８３ ２１３±２４ ２１２±２５ ０８７２ ０３８３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５１９±１５９ １５２６±１６１ －０４４８ ０６５４ １１２３±９５ １１３０±９１　 －１５６７ ０１１７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１０７２±１２６ １０６７±１２２ ０４０７ ０６８４ ７１６±７４ ７１８±７１ －０５７５ ０５６６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４５１±０４８ ４４２±０５１ １８９１ ００５９ ４１９±０４２ ４２１±０４１ －１００９ ０３１３

空腹胰岛素（ｍｍｏｌ／Ｌ） １００２±４１２ １０２８±４１７ －０６４２ ０５２１ ８２２±３３１ ８１９±３２９ ０１９２ ０８４８

胰岛素抵抗指数 １６２±０６９ １５９±０６５ ０４４８ ０６５４ １５２±０７９ １５１±０７１ ０２７２ ０７８６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３５０±１３８ ３４８±１４４ ０１４７ ０８８３ ２７７±１１２ ２７８±１１７ －０１８７ ０８５２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６０２±１４１ ６０５±１３６ －０２１８ ０８２７ ５７２±１１５ ５８１±１１７ －１６４６ ０１００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４９±０６９ １５１±０５８ －０３０３ ０７６２ １４６±０５２ １４８±０２１ －０８８４ ０３７７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３３１±１０２ ３４０±０９２ －０９１５ ０３６１ ２８２±０８８ ２８１±０７９ ０２４４ ０８０７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两组患者产前和产后一般情况对比
ＰＥ组患者中，口服长期避孕药史、高血压家族史、孕前和产

后体质指数、产前和随访时收缩压、舒张压、产后高血压均明显

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口服长期避孕药史Ｐ＝
００１８，其他均 Ｐ＜０００１）；而两组患者妊娠年龄、随访时年龄、
产次、烟酒史等均无明显区别（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产前和产后一般情况对比

因素 ＰＥ组（５９６） 正常妊娠组（２３８０） χ２／ｔ Ｐ

平均年龄（岁） ３０２±４８ ２９９±３３ １７９５ ００７３

随访时间（年） ３２±０７ ３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随访时年龄（岁） ３１１±５２ ３０９±５１ ０８５３ ０３９４

产次 １３８±０６８ １４１±０５９ －１０７５ ０２８２

烟酒史（例） １３（２１８） ４２（１７７） ０４５６ ０５００

口服长效避孕药史（例） １２（２０１） ２１（０８８） ５５６１ ００１８

高血压家族史（例） １９１（３２０５） ５２９（２２２２） ２５０６２ ＜０００１

孕前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６２±２９ ２１３±２４ ４２６５４ ＜０００１

产后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２７±３６ ２０５±２３ １８３８６ ＜０００１

产前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５１９±１５９ １１２３±９５　 ７８０２６ ＜０００１

产前舒张压（ｍｍＨｇ） １０７２±１２６ ７１６±７４ ８９４０９ ＜０００１

随访时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５２±１８７ １０４６±９７　 １０９７１２ ＜０００１

随访时舒张压（ｍｍＨｇ） ８３７±１３７ ６６２±７４ ４２３５９ ＜０００１

产后高血压（例） １０８（１８１２） ２５（１０５） ３２５３２３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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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产前和产后糖脂代谢指标对比
ＰＥ组患者产前和产后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以及ＬＤＬ－Ｃ均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产前胰岛素抵抗指数 Ｐ＝０００５，其他均 Ｐ＜

０００１）；两组患者的产前 ＨＤＬ－Ｃ无明显差异（Ｐ＝０２４１）；ＰＥ
组患者产后 ＨＤＬ－Ｃ低于正常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前和产后糖脂代谢指标对比

项目 ＰＥ组（５９６例） 正常妊娠组（２３８０例） ｔ Ｐ

产前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４５１±０４８ ４１９±０４２ １６１４７ ＜０００１

　空腹胰岛素（ｍｍｏｌ／Ｌ） １００２±４１２ ８２２±３３１ １１２６９ ＜０００１

　ＨＯＭＡ－ＩＲ １６２±０６９ １５２±０７９ ２８３２ ０００５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３５０±１３８ ２７７±１１２ １３５４５ ＜０００１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６０２±１４１ ５７２±１１５ ５４２９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４９±０６９ １４６±０５２ １１７３ ０２４１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３３１±１０２ ２８２±０８８ １１７５９ ＜０００１

产后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５１９±０９９ ４７９±０４２ １５０３９ ＜０００１

　空腹胰岛素（ｍｍｏｌ／Ｌ） ９６２±５４２ ７１２±３０２ １５０３８ ＜０００１

　ＨＯＭＡ－ＩＲ ２３１±１５３ １４９±０６８ １９５５４ ＜０００１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１３３±０７９ ０８８±０６３ １４７７１ ＜０００１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５１１±１２４ ４８７±１２２ ４２８１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１３±０４１ １２１±０４１ －４２６０ ＜０００１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２７１±０７９ ２５１±０６６ ６３４７ ＜０００１

２．４　轻度和重度 ＰＥ患者产前、产后一般资料、糖脂代谢指标
对比

　　轻度和重度ＰＥ患者分别占３３１、２６５例，两组患者中妊娠年
龄、随访时间、随访时年龄、烟酒史、口服长效避孕药史、高血压

家族史、孕前体质指数、产后体质指数以及产后高血压均无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而轻度ＰＥ患者产前收缩压、产前舒张压、随
访时收缩压以及随访时舒张压均明显低于重度 ＰＥ患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１）。见表４。

轻度ＰＥ患者中产前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甘
油三酯、总胆固醇均明显低于重度ＰＥ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两组间产前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轻度ＰＥ患者中产后空腹血糖和总胆固醇均高于重度
ＰＥ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间产后空腹
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甘油三酯、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差异不具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４　轻度和重度ＰＥ患者产前、产后一般资料对比

项目 轻度ＰＥ患者（３３１） 重度ＰＥ患者（２６５） χ２／ｔ Ｐ

妊娠年龄（岁） ２９５±４８ ２９４±４７ ０２５５ ０７９９

随访时间（月） ３１±０７ ３２±０６ －１８４５ ００６５

随访时年龄（岁） ３０２±４９ ３０５±４６ －０７６３ ０４４６

烟酒史（例） ８（２４０） ５（１８７） ０１９４ ０６６０

口服长效避孕药史（例） ８（２４０） ４（１５１） ０６１４ ０４３３

高血压家族史（例） １１０（３３２３） ８１（３０５７）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８

孕前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７±３１ ２５８±３０ －０３９７ ０６９２

产后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３２±３６ ２３１±３６ ０３３７ ０７３６

产前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４５２±１０１ １６８７±１４９ －２２８７４ ＜０００１

产前舒张压（ｍｍＨｇ） ８９９±９６ １１５０±１１８ －２８６３４ ＜０００１

随访时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２６±１６３ １２８９±２１１ －４１１２ ＜０００１

随访时舒张压（ｍｍＨｇ） ７８８±１０３ ８３２±１５５ －４１４７ ＜０００１

产后高血压（例） ５１（１５４１） ５７（２１５１） ３６９３ ０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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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轻度和重度ＰＥ患者产前和产后糖脂代谢指标对比

项目 轻度ＰＥ患者（３３１） 重度ＰＥ患者（２６５） ｔ Ｐ

产前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４１４±０５２ ４８３±０５５ －１５６８９ ＜０００１

　空腹胰岛素（ｍｍｏｌ／Ｌ） ７９１±３２８ ８４９±３４１ －２１０８ ００３５

　ＨＯＭＡ－ＩＲ １５５±０７２ １７４±０６９ －３２６１ ０００１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３２７±１０９ ３６８±１５６ －３７６９ ＜０００１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５９７±１２１ ６２６±１５８ －２５３７ ００１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４８±０８２ １５０±０６１ －０３３１ ０７４１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３３１±１０１ ３３３±１０９ －０２３２ ０８１７

产后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５２６±１１５ ５０７±０８２ ２２６７ ００２４

　空腹胰岛素（ｍｍｏｌ／Ｌ） ９５１±５４９ ９５３±５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９６５

　ＨＯＭＡ－ＩＲ ２３０±１５９ ２２９±１５７ ００７７ ０９３９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１３３±０９１ １３５±０９０ －２２６８ ０７８９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５３１±１２７ ４９１±１０７ ４０９４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１５±０５０ １１３±０４７ ０４９８ ０６１８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２７３±０７９ ２６２±０７７ １７０８ ００８８

２．５　 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影响因素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产前体质指数、收缩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产后体质指

数、空腹血糖，产前产后收缩压、甘油三酯、ＨＯＭＡ－ＩＲ、ＨＤＬ－Ｃ
差值均是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影响因素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项目 β ＳＥ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产前

　体质指数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１０９３ １０２９～１１６１

　收缩压 ０３７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３ １４５１ １２０９～１７４１

　空腹血糖 ０６３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２ １８９３ １５７５～２２７１

　甘油三酯 ０５３３ ０２３６ ００２４ １７０４ １４３２～２０４５

产后

　体质指数 ０５８２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７ １７８９ １４９１～２１４６

　空腹血糖 ０５０４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７ １６５５ １３９１～１９８６

产前产后差值

　收缩压 ０８１１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９ ２２５０ １８７５～２７１３

　甘油三酯 －０７８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４５５ ０２１７～０９５４

　ＨＯＭＡ－ＩＲ ０７７５ ０３５６ ００２９ ２１７１ １０８０～４３６１

　ＨＤＬ－Ｃ －４６７３ １２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１１０

#

　讨论

有研究［３］显示，ＰＥ孕妇产后高血压发病率在５０％以上，心
血管发病率风险提高了２２８倍，脑血管疾病风险提高了１７６

倍，ＰＥ孕妇产后因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概率是正常孕妇的２
倍，特别是孕３４周前的ＰＥ孕妇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概率比
正常孕妇高约３～７倍。也有研究［４］显示，ＰＥ可作为女性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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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风险评估、预防和干预的重要窗口和机遇期。

本研究结果显示，ＰＥ组患者产后（３２±０７）年高血压发
病率（１８１２％）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产后（３２±０９）年高血
压发病率（１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其中重
度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发生率（２１５１％）比轻度 ＰＥ患者
（１５４１％）高，提示 ＰＥ患者产后患高血压的风险增高。有研
究［５］显示，ＰＥ孕妇在４０岁后患高血压的风险在５０％以上，最
早在产后６个月发现高血压。有研究［６］显示，ＰＥ孕妇产后患高
血压的发生率是比正常孕妇高约５２８倍，其中重度 ＰＥ患者产
后高血压发生率比正常孕妇高约６０８倍，轻度 ＰＥ患者产后高
血压发生率比正常孕妇高约３５２倍。有研究［７］提出，ＰＥ患者
产后高血压发生率的提高，会增加其未来患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患者早期出现的异常可作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的参考。本

研究表明，产后患高血压是ＰＥ患者较早出现的危险信号。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产后糖脂代谢指标中，ＰＥ组患者产前

和产后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以及ＬＤＬ－Ｃ均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产前胰
岛素抵抗指数 Ｐ＝０００５，其他均 Ｐ＜０００１）；ＰＥ组患者产后
ＨＤＬ－Ｃ低于正常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０１）。在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影响因素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中，患者产前体质指数、收缩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产后

体质指数、空腹血糖，产前产后收缩压、甘油三酯、ＨＯＭＡ－ＩＲ、
ＨＤＬ－Ｃ差值均是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提示 ＰＥ患
者产前糖脂代谢指标可对产后高血压发病率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尚未可明确 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发生率上升的原因。
有研究［８－１０］显示，产后患高血压与肥胖、ＬＤＬ－Ｃ及空腹胰岛素
升高、孕周、尿蛋白等相关。由于代谢综合征组分的提高，导致

高血压发生率上升，提示糖脂代谢异常可导致产后高血压风险

的提高［９－１１］。有研究［１２］表明，代谢综合征组分越高的孕妇，产

后高血压发生率就越高。ＰＥ孕妇存在脂代谢异常，如ＬＤＬ－Ｃ、
甘油三酯水平的上升，ＨＤＬ－Ｃ水平的下降等，而甘油三酯的提
高可导致ＰＥ发病率的提高，是首要危险因素［１３－１５］。有许多研

究［１５－１９］显示，孕周２０周前出现高甘油三酯血症可明显提高早
发型ＰＥ的发生率，ＰＥ孕妇甘油三酯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孕妇。
本研究结果提示，ＰＥ患者产后高血压发生率有上升趋势，孕期
血压和糖脂代谢异常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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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动脉栓塞术在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患者中的应
用价值
尹红章　万淑琼△

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省理工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剖宫术后瘢痕采用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应用价值，分析其临床适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于我院治疗的９２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分为观察组（给予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和对照组（给予甲氨蝶呤肌内注射

治疗）各４６例。观察并记录治疗后患者的月经恢复时间、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等各临床指标，记录患
者的不良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治愈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子宫瘢痕处
包块消失时间、手术过程中出血量、住院时长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月经恢复正常的时间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治愈率为１００％（４６／４６）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９１３０％（４２／４６），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８２，Ｐ＝００４１）；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
应率为１０８７％（５／４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４７９％（１６／４６），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４６６，Ｐ＝
０００６）。结论：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后再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
能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降低患者的不良情况，临床效果较显著，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　子宫动脉栓塞术；剖宫术；瘢痕妊娠；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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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ｉｍ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ｍａｓ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００％ （４６／４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９１．３０（４２／４６）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４．１８１８，Ｐ＝００４０９）．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０８７％ （５／４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４．７９％ （１６／４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７．４６６１，Ｐ＝０００６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ｔｈ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ＣＳＰ）是一种特殊异位妊娠，目前发病率约为００４％～００５６％，
是因受精卵在子宫下段剖宫产瘢痕处生长发育且瘢痕纤维及

子宫肌层将妊娠囊包绕［１］。ＣＳＰ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剖宫术次数
过多、多次刮宫术使子宫内膜及肌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切

口愈合效果不好且存在缺陷、瘢痕组织的形成。因 ＣＳＰ的危害
严重，患者一旦被确诊将采取终止妊娠措施。子宫动脉栓塞术

具有能迅速止血、效果显著、创伤小等优点［３－５］。将栓塞术联合

宫腔镜手术治疗瘢痕妊娠患者具有极大程度地降低术中失血

量、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将子宫被切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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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成为治疗ＣＳＰ的重要方法之一。本临床研究采用子宫动
脉栓塞术在剖宫术后瘢痕患者的应用效果，旨在保留患者的生

育功能，保证其生活质量，以探求更优、更适于剖宫产术后子宫

瘢痕处妊娠治疗方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的方法，统计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收治的９２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经医院伦委会审查通过。纳入标准：（１）血
清β－ｈＣＧ含量升高；（２）有病史，停经后伴随有不规则阴道流
血或者没有；（３）阴道彩超诊断为 ＣＳＰ。所有被诊断为 ＣＳＰ的
患者，按治疗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６例。两组患者在治
疗后均需要进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所有患者中１次剖宫产
病史６９例，２次剖宫产病史２０例，３次剖宫产病史３例，均为子
宫下段横切口行剖宫术，均在入院前进行彩超的初步诊断。其

中观察组４６例患者，平均年龄（３１７７±４２１）岁，孕次（３６８±
１７２）次，产次（１６１±０４５）次，平均停经（５８５６士１７１２）ｄ，
病灶（４８８７±３３２５）ｍ３，平均人流（１７２±１１６）次，剖宫产
（１５５±０７５）次，前一次剖宫产离本次瘢痕妊娠时间（４０２±
１９８）年，第一次血 β－ｈＣＧ平均含量（２２１±２９）×１０４ｍＩＵ／
ｍＬ，子宫前壁肌层厚度（０５９±０４２）ｃｍ，其中彩超显示胎儿有
原始心管搏动 １６例；对照组 ４６例患者，平均年龄（３０８７±
５２５）岁，孕次（３５８±１６２）次，产次（１７３±０５１）次，平均停
经（５９４６±１８３２）ｄ，病灶（４９５７±３４３５）ｍ３，平均人流（１８１
±１２２）次，剖宫产（１６２±０６３）次，前一次剖宫产离本次瘢痕
妊娠时间（４１８±２１３）年，第一次血β－ｈＣＧ平均含量（２４９±
２８）×ｌ０４ｍＩＵ／ｍＬ，子宫前壁肌层厚度（０５５±０５６）ｃｍ，其中彩
超显示胎儿有原始心管搏动１５例。两组患者年龄、孕次、产次、
平均停经天数、病灶、平均人流、剖宫产、前一次剖宫产离本次

瘢痕妊娠时间、第一次血β－ｈＣＧ平均含量、子宫前壁肌层厚度
等基本临床资料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方法
观察组４６例患者进行栓塞术前应先进行碘过敏试验，结果

为阴性时进行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后再进行宫腔

镜下病灶清除术。具体步骤：患者取仰卧位，进行局部麻醉后，

应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进行穿刺操作，操作成功后，置入５Ｆ导管
鞘，将４ＦＣｏｂｒａ导管和丝沿着导管鞘置入，将导管移至左侧子宫
动脉后，将导丝移除，对子宫动脉进行造影剂剂量为６ｍＬ、速度
为２ｍ／ｓ的超声造影，了解患者子宫动脉和其他动脉是否存在
交通支、有无动静脉瘘及病灶大小和血供。在子宫动脉灌注适

当的明胶海绵颗粒，完成栓塞后进行子宫超声造影，显示栓塞

是否完全。栓塞完全后，在穿刺点进行加压包扎，卧床休息１ｄ，
在术后１～２ｄ进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记录患者手术过程中
的出血量、术后病理检查切除的宫内物、复查血清 β－ｈＣＧ、彩

超复查等。依据患者的情况是否进行清宫或米非司酮口服的

后续治疗。

对照组４６例患者给予甲氨蝶呤肌内注射治疗后再进行宫
腔镜下病灶清除术。具体步骤：在肝、肾功能无异常，排除血液

病和感染性疾病再次评估病情后，给予患者给予剂量为５０ｍｇ／
ｍ２甲氨蝶呤（广东岭南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４２４６）肌
内注射治疗，治疗后在第４ｄ、７ｄ对患者进行血清β－ｈＣＧ复查、
妇科 Ｂ超、血常规，进而对治疗效果进行再次评估。血清 β－
ｈＣＧ复查结果小于５０％时，再进行一次甲氨蝶呤肌内注射，再
定期进行妇科Ｂ超和血清 β－ｈＣＧ复查，血清 β－ｈＣＧ复查结
果小于１０００ｍＩＵ／ｍＬ时或彩超显示病灶血流信号消失或减少时
进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观察记录患者手术过程中的出血

量、术后病理检查切除的宫内物。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各指标，如月经恢复正常时间、

血清β－ｈＣＧ的含量，子宫瘢痕处包块消失时间，手术过程中出
血量、住院时长等，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不良情况及治愈率。

治愈率＝（治愈 ＋基本治愈）／总例数 ×１００％。患者的包块大
小、瘢痕部位血流情况和前壁瘢痕处肌层厚度采用多普勒超声

检查。采用 Ｂ超对患者的血清 β－ｈＣＧ进行复查，每周进行１
次，至患者的血清β－ｈＣＧ的复查结果降到正常范围。
１４　判定标准

治愈：患者瘢痕处包块完全切除、瘢痕部位血流通畅、术后

生活质量良好；基本治愈：患者瘢痕处包块基本切除、瘢痕部位

血流较通畅、术后生活质量较好；未治愈：患者瘢痕处包块未切

除或大部未切除、瘢痕部位血流异常、术后生活质量差。

１５　疗效指标
患者血清β－ｈＣＧ的含量一直降至低于１００ｍＩＵ／ｍＬ，包块

渐渐变小或消失，在未出现大出血情况下，不对患者采用再次

栓塞治疗、腹腔镜及开腹手术，术后出现大出血者、手术部位血

流受阻者、检查显示包块未完全切除并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者，即对患者行再次手术。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数据资料输入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行统计学分析。

配对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行ｔ检验；计数资料
以比率表示，行χ２检验，假设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
时代表其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各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无行再次手术，对照组１例行再次手术。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子宫瘢痕处包块消
失时间、手术过程中出血量、住院时长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月经恢复正常的
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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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各指标比较

组别
月经恢复正常

的时间（ｄ）
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

时间（ｄ）
子宫瘢痕处包块

消失时间（ｄ）
手术过程中

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长

（ｄ）

观察组（ｎ＝４６） ４１１２±１２０６ ３８１８±１３０２ ５１１２±２１８７ ３３１５±７９８ １３１２±４８９

对照组（ｎ＝４６） ４４０２±９８７ ６２２２±１９９８ ６９２１±３７３２ ７３０２±１８４９ １７０６±５６３

ｔ １２６２ ６８３７ ２８３６ １３４２８ ３５８４

Ｐ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治愈率为１００％（４６／４６）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９１３０％（４２／４６），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１８２，Ｐ＝００４１）。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率为１０８７％（５／４６）明
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４７９％（１６／４６），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７４６６，Ｐ＝０００６）。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治愈 基本治愈 未治愈 治愈率

观察组（ｎ＝４６） ４５（９７８３） １（２１７） ０ 　　 ４６（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４６） ２４（５２１７） １８（３９１３） ４（８７０） ４２（９１３０）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组别 白细胞减少 转氨酶异常 腹痛 发热 不良反应率

观察组（ｎ＝４６） ２（４３５） ２（４３５） ０ 　　 １（２１７） ５（１０８７）

对照组（ｎ＝４６） ５（１０８７） ４（８７０） ３（６５２） ４（８７０） １６（３４７９）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及医疗体系的发展，剖宫产术在产

科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其保证了特殊情况下母婴的安全，是挽

救母子危症和解决难产的最有效措施。现如今，因多方面原因

剖宫产率在持续上升，其比例已逐渐接近自然分娩率。由于剖

宫产率的上升伴随着相关并发症的增多，进而导致 ＣＳＰ的发生
率也逐年增加，其临床表现不明显，缺乏特异性，病情复杂，患

者均出现子宫增大、停经、血清 β－ｈＣＧ含量升高等早孕表
现［１０］。目前，主要检查手段是阴道彩色超声探查，Ｈｕａｎｇ等［１１］

研究结果显示增强ＭＲＩ检查其诊断准确率达９５５％，且能观察
到病灶周围的血流信号。早期诊断对治疗 ＣＳＰ具有重要的意
义，能避免患者丧失生育功能，保证生活质量［１２］。

本临床研究通过对 ＣＳＰ的发病机制、治疗现状等特点入
手，结合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后

再进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

并观察临床疗效。将我院收治的９２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
妊娠患者按照治疗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旨在观察选

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与甲氨蝶呤肌内注射治疗运用

于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差异性，分别从临床各指标、

不良情况、治愈率等评价治疗后两组的差异。结果显示：临床

各指标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子
宫瘢痕处包块消失时间、手术过程中出血量、住院时长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月经恢复正常的时间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
塞术能将向绒毛和胎盘的血液供给阻断，进而能降低出现大出

血的风险，因缺氧、缺血使病灶慢慢坏死［１３，１４］。甲氨蝶呤是一

种叶酸拮抗剂，因滋养细胞ＤＮＡ被干扰进而活性被破坏而导致
绒毛坏死，但其药物疗效较漫长，血清 β－ｈＣＧ降至正常值缓

慢，病灶消失慢，易发生并发症且补救性治疗者易发生大出血，

其终止ＣＳＰ的疗效为５９％～８０％［１６，１７］，进而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子宫瘢痕处包块消失时间、手术过
程中出血量、住院时长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在栓塞术中采用明

胶海绵颗粒栓塞能使子宫动脉卵巢内血管网和侧枝循环免受

影响，降低栓塞导致卵巢动脉支的影响。甲氨蝶呤肌内注射能

干扰滋养细胞的 ＤＮＡ，使绒毛坏死，且患者血液中药物的浓度
较低，使患者机体的正常组织受到的影响很小，不影响患者的

卵巢功能，进而两种治疗方式均不影响患者月经恢复，故两组

患者月经恢复时间基本没有差别。治愈率比较，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治愈率为１００％（４６／４６）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９１３０％（４２／
４６），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８２，Ｐ＝００４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再进行宫腔镜下病灶清除术，能彻底将妊娠组

织清除，及时止血且创伤性小，使正常的子宫内膜免受损伤，将

患者大出血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治愈率高。但选择性双侧

子宫动脉栓塞术较甲氨蝶呤肌内注射的疗效更能终止 ＣＳＰ，进
而治愈率更高。不良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

反应率为１０８７％（５／４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４７９％（１６／４６），
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４６６，Ｐ＝０００６）。选择性
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会导致患者子宫出现缺血与明胶海绵颗

粒的短期吸收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如白细胞减少、转氨酶

异常、发热等，但以上症状采取相应治疗后症状基本消失。甲

氨蝶呤肌内注射因子宫瘢痕部位纤维组织形成，导致患者血液

运输较差，使得患者药物渗透能力差、病灶消失慢导致了患者

不良反应增多，进而观察组不良反应情况较对照组减少。李

娟［１８］研究结果显示，１８例患者栓塞均一次成功，术中止血效果
好，出血量少，仅有２例出现发热，无一例进行子宫切除，术后２
～３个月后恢复正常月经，其中２例已正常妊娠。因此，子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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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化疗灌注栓塞术快速、安全、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并可保留

生育功能，对病情危重的大出血患者不失为值得选择的应急止

血措施，可以作为治疗 ＣＳＰ的首选方案。因此，选择性双侧子
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安全性高，治疗

效果显著，能降低患者不良情况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治愈率，保

留患者的生育功能，进而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目前治疗剖

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重要方法。

综上所述，选择性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后再进行宫腔

镜下病灶清除术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能降低患者

不良反应，提高患者治愈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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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异位妊娠
患者临床研究
张欢欢１　付衡２　王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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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异位妊娠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９６例异位妊娠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４６例）和观察组（５０例），对照组采
用肌肉注射甲氨蝶呤０４ｍｇ／ｋｇ·ｄ×５ｄ联合米非司酮口服治疗，观察组采用单次肌肉注射甲氨蝶呤１ｍｇ／
ｋｇ联合米非司酮口服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治愈率为９４０％（４７／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７８３％（３６／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血β－ＨＣＧ转阴及包块消失时间均明
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前后孕酮及血β－ＨＣＧ水平变化明显，且观察组治疗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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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２０％
（１６／５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５２１％（１１／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口服米非司酮基础上
按表面积一次性大剂量注射ＭＴＸ治疗异位妊娠有助于降低血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提高治疗成功率，安全
性高，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异位妊娠；甲氨蝶呤；米非司酮；给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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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９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６ｃａｓｅ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０４ｍｇ／ｋｇ·ｄ×５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
ｗｈｉｌ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１ｍｇ／ｋ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ｆｅ
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４％
（４７／５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８．３％，３６／４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ｍａｓ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ｏｆ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２％ （１６／５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２．１％，１１／４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ｒｇｅｄｏｓｅｏｆＭＴＸ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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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属于一种常见的急腹症，是指受精卵在子宫体以
外部位着床，包括腹腔、输卵管、子宫颈及宫颈等［１］。近年来，

因妇科感染病例增多和盆腔手术的普及，异位妊娠发生率呈逐

年升高趋势，严重威胁女性生殖能力。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甲

氨蝶呤（ＭＴＸ）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异位妊娠，但 ＭＴＸ选择性较
差，常导致肝肾功能损伤、消化道反应及骨髓抑制等不良反

应［２］。既往研究表明，不同的给药途径引起的不良反应各不相

同，因此，探讨不同给药方式下 ＭＴＸ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异位妊
娠的治疗效果意义重大。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我院收治的异位妊娠患者

中按入院顺序选取９６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经 Ｂ超及实验室检
查确诊为异位妊娠，且符合《内科学》（第７版）中相关诊断标
准。纳入标准：年龄２０～３６岁；未见活动性出血且生命体征正
常；无相关药物使用禁忌症，愿意配合医生的治疗。排除标准：

临床资料不完整者；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妊娠及哺

乳期妇女。采用随机数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ｎ＝５０）和
对照组（ｎ＝４６），其中观察组年龄 ２１～３５岁，平均（２６８±
１２５）岁，初产妇３９例，经产妇１１例，孕次１～５次，平均（２６±

１２）次，停经天数３２～５６ｄ，平均（４５６９５）ｄ；对照组年龄２０～
３６岁，平均（２７２±１０８）岁，初产妇３６例，经产妇１０例，孕次１
～６次，平均（２８±１３）次，停经天数３５～５２ｄ，平均（４５２９６）
ｄ，两组患者在年龄、产次及孕次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本研究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
者或家属了解全部治疗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用药指征
（１）无明显腹腔内出血，直肠子宫陷凹积液≤２ｃｍ；（２）附件

区包括直径≤５ｃｍ；（３）血 β－ＨＣＧ＜２０００Ｕ／Ｌ；（４）有生育要求
或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５）肝、肾功能及血细胞计数正常；（６）
无甲氨蝶呤及米非司酮禁忌症。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均行药物保守治疗，其中对照组肌肉注射甲氨蝶呤注

射液（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５ｍｇ／支，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３３０６３），０４ｍｇ／ｋｇ·ｄ，１次／ｄ，连续５ｄ；与此同时，于治
疗第１ｄ开始口服米非司酮片（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规格：１０ｍｇ／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４８），１次／１２ｈ，
２片／次，连续服用３ｄ。观察组单次肌肉注射甲氨蝶呤１ｍｇ／ｋｇ，
同时服用米非司酮３ｄ，服用方法同对照组。密切观察两组患者
服药期间是否出现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治疗前及用药后每４８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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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血β－ＨＣＧ，每３ｄ行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如治疗第７ｄ
复查血β－ＨＣＧ降低 ＜３０％，则进入第２个疗程，每周第４、７ｄ
复查Ｂ超。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临床疗效　判定标准如下［３］：下腹不适、腹痛及阴道出

血等症状消失，Ｂ超显示包块消失或缩小超过５０％，血β－ＨＣＧ
＜１００ＩＵ／Ｌ为治愈；出现以下之一者为失败：腹痛及阴道出血等
症状无缓解甚至加重；包块未缩小或增大；血 β－ＨＣＧ未降低
或持续增加。

１．４２　临床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包块消失时间、血β－ＨＣＧ转
阴时间及住院时间。

１．４３　血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　治疗前后抽取外周静脉血
３ｍＬ于促凝管中，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后置于
－７０℃冰箱中备用。血 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的测定采用时间
分辨荧光法和化学发光免疫法进行。

１．４４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胃肠道反应、肝肾功能损
伤及骨髓抑制，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本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百分比（％）形式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愈率为 ９４０％（４７／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７８３％（３６／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愈疗程
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疗程数

１个疗程 ２个疗程

观察组（ｎ＝５０） ４７（９４０） ４２（８９４） ５（１０６）

对照组（ｎ＝４６） ３６（７８３） ３０（８３３） ６（１６７）

χ２ ５０６９ ０６４４

Ｐ ００２４ ０４２２

２．２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观察组包块消失时间及血 β－ＨＣＧ转阴时间均明显少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 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血 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血 β－ＨＣＧ
和孕酮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两组包块消失时间、血β－ＨＣＧ转阴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包块消失时间

（ｄ）

血β－ＨＣＧ

转阴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ｎ＝５０） ２７５±２４ １３２±１５ １８３±３９

对照组（ｎ＝４６） ３１６±３０ １８６±２１ ２０１±４５

ｔ ５１７３ ３１８２ １３７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３８６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比较

指标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β－ＨＣＧ（ｍＩＵ／ｍＬ）

　观察组（ｎ＝５０） １６５２３±５６０３７９６２±１８５２ ９１３６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４６） １６４２５±４９０６８７３６±１６０３ ３４１７ ００００

　　　ｔ ００３５ ４１２５

　　　Ｐ ０６３１ ００３６

孕酮（ｎｇ／ｍＬ）

　观察组（ｎ＝５０） ８６±１２ ４１±０５ ６３０２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４６） ８５±１６ ６７±０６ ５２４６ ００００

　　　ｔ １１７４ １０２７４

　　　Ｐ ０７５２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２０％（１６／５０），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 ５２１％（１１／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胃肠道反应 肝肾功能损伤 骨髓抑制 总不良反应

观察组（ｎ＝５０） １１（２２０） ３（６０） ２（４０） １６（３２０）

对照组（ｎ＝４６） １８（３９１） ３（６５） ３（６５） ２４（５２１）

χ２ ４０１２

Ｐ ００４５

#

　讨论
异位妊娠是妇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可在很大程度上威胁

妇女健康，据报道，其致死率约占孕产妇死亡率的１／１０［４，５］。近
年来，随着性行为的开放、盆腔炎发病率的上升及宫腔侵入性

操作，异位妊娠发病率逐年上升。既往研究证实，保守药物治

疗异位妊娠可作用于滋养细胞，抑制其生长，使妊娠组织完全

溶解，且不损伤管壁，避免了手术创伤及术后并发症，更适合于

要求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６］。

甲氨蝶呤（ＭＴＸ）属于一种抗代谢药物，目前被广泛应用于
异位妊娠的保守治疗。ＭＴＸ可结合四氢叶酸还原酶而阻碍四
氢叶酸合成，进而干扰 ＤＮＡ合成，使胚胎停止发育、坏死及脱
落。研究表明，ＭＴＸ尤其对妊娠滋养细胞增殖活跃状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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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滋养细胞内叶酸含量，进而抑制细胞内嘌呤核苷酸及胸

腺嘧啶核苷酸合成，阻碍中间型及合体型滋养细胞形成，造成

滋养细胞死亡［７－９］。米非司酮（Ｒｕ４８６）是一种可强烈作用于受
体水平的孕酮拮抗剂，具有抗孕激素作用，孕酮活性因 Ｒｕ４８６
与内源性孕酮竞争结合受体而受抑制，进而导致蜕膜及绒毛组

织变性、坏死，β－ＨＣＧ水平随之降低，黄体萎缩而造成孕囊坏
死。ＭＴＸ与 Ｒｕ４８６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可加速孕囊坏死，
提高保守治疗成功率，确保临床效果［１０，１１］。多项研究表明，

ＭＴＸ联合Ｒｕ４８６治疗异位妊娠杀死胚胎组织效果确切，有助于
避免手术创伤，保留患者生育能力，缩短恢复期，尤其适合有生

育要求的年轻患者［１２，１３］。本研究得到观察组治愈率较对照组

更高，且包块消失及血 β－ＨＣＧ转阴时间短，表明按表面积单
次大剂量注射ＭＴＸ，同时口服Ｒｕ４８６可在短时间加速抑制细胞
内核苷酸合成，进而加快滋养细胞死亡。

研究表明，血β－ＨＣＧ水平与胚胎着床部位营养状况密切
相关，动态监测血β－ＨＣＧ水平有助于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与
保守治疗［１４，１５］。血 β－ＨＣＧ水平升高速度异常提示可能存在
异位妊娠。孕酮是卵巢合成分泌的性激素，主要由卵巢黄体及

胎盘产生，用于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具有特异性强、敏感性高

等特点。沈醒杭等［１６］研究指出，血β－ＨＣＧ及孕酮水平升高情
况下Ｒｕ４８６联合ＭＴＸ治疗异位妊娠成功率呈逐渐降低趋势，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两者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异位妊娠保守
治疗成功率。观察组治疗后血 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提示单次大剂量注射ＭＴＸ联合Ｒｕ４８６治疗异位妊娠可
降低血β－ＨＣＧ和孕酮水平，减小治疗失败风险，对于提高治
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ＭＴＸ属于抗叶酸代谢类药物，主要作用于细胞增殖 Ｓ期，
因肝脏、消化道、黏膜及骨髓等组织细胞代谢旺盛，故受药物影

响较大，易出现肝肾功能及皮肤黏膜损伤、胃肠道反应及骨髓

抑制等不良反应［１７］。ＭＴＸ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转化及排泄
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ＭＴＸ血药浓度过高或持续时间
过长均可直接导致不良反应发生［１８］。本结果对照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表明分次肌肉注射ＭＴＸ在延长药物维
持时间的同时增加局部血药浓度，药物毒性随之增加。综上所

述，按表面积单次大剂量注射ＭＴＸ联合米非司酮口服治疗异位
妊娠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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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南通市 ２０１４年度科技计划（指导性）项目
（ＨＳ１４９１５８）。
【第一作者简介】徐晓英（１９７５－），女，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妇产科肿瘤及微创治疗。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２

无痛人工流产与传统手术流产可行性的对照研究
徐晓英１　王秀美１　薛晓玲１　汤春辉２　周建云１

１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６００
２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临床上无痛人工流产与传统手术流产的取舍原则。方法：选择行无痛人工流产
术（Ａ组）与传统手术流产术（Ｂ组）的早孕患者各２００例，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宫颈松弛度、术中出血量、术
后并发症以及问卷调查结果。结果：Ａ组手术时间短于Ｂ组（Ｐ＜００５），Ａ组术中宫颈松弛度优于Ｂ组（Ｐ＜
０００１），两组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操作者和患者满意度均高于 Ｂ组（Ｐ＜
００５），Ａ组更愿意接受相同手术方式（Ｐ＜０００１），Ａ组发生人流综合反应少于Ｂ组（Ｐ＜００５），两组术后发
生子宫穿孔等并发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无痛人工流产因存在麻醉风险、对操作者
的技术要求高等因素，目前在基层医院传统手术流产仍应作为必不可少的终止早孕的方式。

【关键词】　手术流产；无痛；并发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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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ｐＡ
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
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Ａｓｈｏｗｅｄｍｏ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ｓ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ｗａｙｔｏ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ｒｉｓｋ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ｉ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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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是指因意外妊娠或疾病等原因而采用人工方法终止
１０周内的妊娠，其方法包括药物流产和手术流产［１］。手术人工流

产是将金属器械强行扩开紧闭的宫颈，用带负压的吸引管进入宫腔

后，将植入子宫内膜的胚芽吸出的一种创伤性手术［２］。传统的手

术流产是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的，患者常感到紧张、痛苦及其他不

适，给患者心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增加人流综合反应的发生。无痛

人工流产虽然可减轻患者的痛苦，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醉相关并发

症，同时增加医院人员、设备的投入，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

避孕失败所致意外妊娠给妇女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

济负担，有时甚至可产生严重的后果［３］。本文对无痛人工流产与

传统手术流产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旨在为临床探索相对更安全、快

捷，且副作用小的终止早期妊娠的方法。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来我院妇产科门
诊，自愿要求行人工流产的早孕患者４００名。纳入标准：年龄
１９岁以上，血或尿ｈＣＧ测定、超声检查确诊宫内早孕，能自主回
答问卷调查的相关内容；排除标准：不同意参加调查者，生殖道

急性感染，精神疾病患者，不能自主语言表达者，严重的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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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疾病及血液系统疾病［４］。入选者年龄１９～４２岁，平均（２８２
±５６）岁；体重 ４９～７６ｋｇ，平均（５８２±１１３）ｋｇ；经产妇 ２７８
例，未产妇１２２例；孕周８～１０周，平均（９１±０６）周；人流次数
１～３次，平均（１６±０４）次。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分为无痛人工流产术（Ａ组）和传
统手术流产术（Ｂ组），每组２００例；将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孕
次、产次、既往人流次数及本次孕周等一般资料进行比较，组间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传统手术流产即负压吸引术。（２）无痛人工流产术前
禁食、禁水４ｈ，排空膀胱，建立静脉通道，持续吸氧、心电监护，
芬太尼（人福药业，国药准字 Ｈ４２０２２０７６，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４０３）
００５ｍｇ静脉注射，再缓慢静脉注射丙泊酚（力邦制药，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０２８２，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７２３）２ｍｇ／ｋｇ，患者意识丧失后开始
手术，具体操作与传统人流手术相同。

１．３　术中评估
主要包括手术时间、宫颈松弛度、术中出血量及子宫穿孔、吸

宫不全、人流综合反应、盆腔感染等并发症。宫颈松弛度分度：

６５号扩宫器无法直接通过宫颈内口为紧张；有少许阻力但仍能
通过为中等；无阻力通过为松弛［５］。人流综合反应指手术时疼

痛或局部刺激，使患者术中、术后出现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大汗

淋漓、心率减慢，严重者会出现血压下降等迷走神经兴奋症状［６］。

１．４　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１）手术过程中的各种不适主诉：恶心、呕吐、疼

痛、头昏等，并以 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进行评分［７］，无任何不适为０分，
轻度为１分，中度为２分，重度为３分，严重至无法难忍为４分；
（２）操作者满意度：很不满意为０分，不满意为１分，一般为２
分，较满意为３分，很满意为４分；（３）患者满意度：很不满意为
０分，不满意为１分，一般为２分，较满意为３分，很满意为４分；
（４）若再行人工流产，会选择无痛人流术的人数。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文中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均值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用 ｔ检验比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手术情况及比较

Ａ组宫颈松弛１５７例（７８５％），中等３０例（１５％），紧张１３
例（６５％）；Ｂ组宫颈松弛３３例（１６５％），中等９８例（４９％），
紧张６９例（３４５％）；Ａ组的手术时间为（５８±１３）ｍｉｎ，Ｂ组为
（８０±１３）ｍｉｎ；两组在手术时间和宫颈松弛度方面比较，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Ａ组术中出血量（１３０±３４）ｍＬ，Ｂ组（１３６
±２５）ｍＬ，两组进行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手术情况的比较

组别 ｎ 宫颈松弛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Ａ组 ２００ １５７（７８５） ５８±１３ １３０±３４

Ｂ组 ２００ ３３（１６５） ８０±１３ １３６±２５

χ２／ｔ １５９３６４ －３０９１ －１８３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９ ０４６９

２．２　手术并发症的比较
Ａ组的人流综合征、盆腔感染和吸宫不全发生率均低于 Ｂ

组，而子宫穿孔发生率Ａ组高于Ｂ组。将两组的人流综合症发
生率进行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在子宫穿孔、吸宫不全和
盆腔感染等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并发症的比较

组别 ｎ 人流综合征 子宫穿孔 吸宫不全 盆腔感染

Ａ组 ２００ ０ 　　 ２（０５） ２（１０） ２（０５）

Ｂ组 ２００ ８（４０） ０ 　　 ５（２５） ３（１５）

χ２ ８１６３ ２０１０ １３１９ １０１０

Ｐ ０００７ ０４９９ ０５４９ ０６２３

２．３　满意度及比较
将两组的操作者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评分进行比较，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操作者和患者对无痛人流
的满意度均明显好于传统手术流产。见表３。

表３　两组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ｎ 操作者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

Ａ组 ２００ ３８３±０１６ ３７６±０１７

Ｂ组 ２００ ３１３±０１５ ３０４±０１３

ｔ ２５１７ ２４２８

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２．４　若再行人工流产，选择无痛人流术比率的比较
Ａ组有１７８例（８９０％）愿意再次接受无痛人工流产手术，

２２例（１１％）不愿再次接受无痛人工流产；Ｂ组有 １０５例
（５２５％）愿意再次接受传统手术流产，９５例（４８％）不愿意再
次接受传统手术流产；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愿意再次接受无痛人流中，Ａ组包括有传
统手术流产经历者８３例、有无痛人工流产经历者７８例和既有
传统手术流产又有无痛流产经历者１７例；Ｂ组分别为５５例、２９
例和２１例，主要原因为手术过程中的各种不适。见表４。

表４　若再行人工流产，选择无痛人流术比率的比较

组别 ｎ
选择无痛人流

总数 有传统人流经历 有无痛人流经历 有传统和无痛人流经历
不选择无痛人流

Ａ组 ２００ １７８（８９０） ８３（９４６） ７８（５９５） １７（８５） ２２（１１０）

Ｂ组 ２００ １０５（５２５） ５５（３９２） ２９（４９０） ２１（１５７） ９５（４８０）

χ２ ６４３７７
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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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展人们的工作压力的增加和生活节

奏的加快，性行为的提前和活跃，导致意外怀孕的发生率逐年

提高，人工流产也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且行人工流产术患者的

年龄在不断减小［８］。人工流产是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能快速

有效地解决患者的身心痛苦。传统手术流产因手术时间短、术

中出血少、妊娠反应消失快、手术并发症少而仍受到相当一部

分妇女的欢迎［９］。本研究中，传统手术流产在术中出血、子宫

穿孔、盆腔感染、吸宫不全等方面与无痛人流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５２５％的患者表示倘若再次行人工流产，愿意再次接受
传统手术流产。但由于术中未采取任何镇痛措施，受术者常感

觉疼痛与不适，出现明显的恐惧和紧张等不良心理反应，严重

者可导致人流综合反应的发生，其发生率明显高于无痛人

流组［１０］。

为了减轻传统手术流产带来的痛苦，目前许多基层医院已

常规开展无痛人工流产术。无痛人工流产是在传统手术流产

基础上，静脉使用了小剂量丙泊酚复合芬太尼麻醉药［１１］，其具

有起效快、作用时间短、毒性小、代谢快、体内无蓄积等优点，可

使患者在无痛、安静、安全状态下顺利完成人流手术［１２－１５］。本

研究结果显示，无痛人流患者由于术中宫颈松弛、无明显疼痛

不适，所以手术时间较传统手术流产组短，且无１例人流综合反
应的发生。但术中疼痛是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可提醒操作者

检查自己是否存在失误，及时纠正不当操作，避免医源性副损

伤。尤其是青春期少女和未婚妇女行人工流产时，发生人流综

合征对其身心伤害较大，应积极防范［１６］。我们研究中无痛人工

流产术中发生２例子宫穿孔，传统手术组无１例，虽然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也说明了无痛人工流产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因为病例较少，不排除这可能与医师操作经验有关。

在本研究中，患者在此次人工流产之前，无论有无人工流

产经历或曾经行过何种人工人流手术，无痛人工流产组均较传

统手术流产组患者及操作者满意度更高，患者更愿意再次接受

无痛人工流产术。但无痛人流组中有２２例（１１％）表示若再行
人工流产，不愿再次选择无痛人工流产，既往均无妊娠史，不愿

再接受无痛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为担心麻醉意外、影响记忆力

及术后头晕等不适等；因为芬太尼具有呼吸抑制的副作用，而

且随着药物记录的增大，副作用会增强［１７］。较多受术者可能是

知晓人工流产会引起子宫颈口松弛和子宫内膜创伤，宫腔粘连

和上行性感染，增加不孕症的几率，并且会给再次妊娠和分娩

带来异常情况，增加产后出血的发生率［１８］。

综上所述，无痛人工流产虽能减少患者术中的不适程度，

实现了人性化服务，但由于费用高、存在麻醉风险、对操作者的

技术要求高等因素，目前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基层医院开展仍有

限；而传统手术流产因费用低，无危及患者生命的麻醉并发症，

仍应作为必不可少的终止早孕的方式。这两种人工流产术各

有优缺点，现在逐渐开展的超导宫腔直视下人流手术，能提高

手术的成功率，特别是对孕周较小的流产；减少手术对人体的

创伤，降低手术风险，保障医疗安全［１９］。人工流产毕竟是终止

意外妊娠或病理性妊娠的一种干预手段，对受术者的伤害常常

是远期的，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醒育龄期妇女坚持避孕，选择好

适合于自己的和可靠的避孕方法，减少非计划怀孕和降低人工

流产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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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心理状况及临床特征调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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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状况及临床特征。方法：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对１２０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和６０例健康对照组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并对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病例组在躯体化、强迫、焦虑等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患者临床特征以
性活跃、文化程度较低、合并其他性病及非正规治疗等人群为主。结论：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存在一定的心

理障碍，其复发与多种因素相关；对复发性患者采用综合治疗是降低复发的关键。

【关键词】　尖锐湿疣；复发；心理状况；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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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
毒感染引起的一类性传播疾病，近些年在国内外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占性病发病率的第二位［１－４］。目前该病容易诊断，但存在

疗程长、易复发、治疗费用高等问题［５，６］，给患者造成一定的心

理障碍［７，８］。现对１２０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
调查，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本院皮肤科就诊患者，把

均有冶游史或配偶感染史，临床表现典型，醋酸白试验阳性，并

有一次以上的治疗史，因复发（有新皮损出现）而来就诊的１２０
例复发性 ＣＡ患者做为病例组；对照组６０例，为与病例组匹配
的健康查体者，其中男３３例，女２７例；年龄２０～６０岁，平均年
龄（３１５７±１０９８）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均无显著
差异，基本情况比较见表１。所有受试者均获得知情同意。受
试者排除标准：（１）精神障碍者；（２）由于其他生活事件引起的
心理障碍者；（３）并发严重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系统性疾病
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具备任一条即排除。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心理状况评估　先应用生活事件量表［９］，排除由于其

他生活事件可引起心理障碍者；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９］评定符合条件的受试者心理状况。该评定量表是当前使
用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由９０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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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从感觉、情绪、思维、行为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方面对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及精神病

性等方面了解受试者的心理健康程度；通过总分反映疾病严重

程度，阳性因子分反映个体在某方面的症状程度。

１２２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病例组
和健康对照组心理测量表的各因子得分比较采用两样本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性；临床特征分布采用单样本 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法描述。
"

　结果
２１　两组资料临床特征

１２０例复发性ＣＡ患者中男性患者８２例，女性患者３８例，
男∶女＝２１６∶１。年龄＜２０岁患者１６例，２１～５０岁８９例，＞５０
岁１５例，以２１～５０岁年龄阶段所占比例最高（７４２％）；复发性
患者以已婚患者居多，已婚７８例，单身４２例。复发性 ＣＡ患者
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４２５％），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患者职业
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传染来源以非婚性接触为主，
多未进行规范治疗，ＣＡ复发时间多在１月病程内；同时合并其
他性病者３４例（非淋菌性尿道１３例、梅毒９例、淋病７例、生殖
器疱疹３例、阴虱２例）。见表１。
２２　心理状态评估

所有受试者经症状自评量表测定后显示，病例组患者除人际

关系敏感和敌意２个因子外，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惧、
偏执及精神病性的７个因子的心理评估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两组间人际关系敏感和敌意因
子评估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心理问
题主要体现在过分担忧、不能集中注意力、对事物不感兴趣、容易

烦恼和激动、忘性大、感到自身有严重问题、做事反复检查、睡眠

差、感到做事困难及苦闷，具体表现为焦虑和强迫症状。

表１　入选资料临床特征分布

因素　　临床特征 病例组 对照组

性别

　男 ８２（６８２） ３３（５５０）

　女 ３８（３１７） ２７（４５０）

年龄

　＜２０岁 １６（１３３） ９（１５０）

　２１～５０岁 ８９（７４２） ４４（７３３）

　＞５０岁 １５（１２５） ７（１１７）

婚姻

　已婚 ７８（６５０） ３８（６３３）

　单身 ４２（３５０） ２２（３６７）

职业

　服务业 ５１（４２５） ２７（４５０）

　无业 ３９（３２５） １９（３１７）

　其他 ３０（２５０） １４（２３３）

传染源

　非婚性接触 ９７（８０８） －

　配偶或间接 ２３（１９２） －

治疗

　规范 ３９（３２５） －

　不规范 ８１（６７５） －

复发时间

　＜１月 ８４（７００） －

　≥１月 ３６（３００） －

合并其他性病

　有 ３４（２８３） －

　无 ８６（７１７） －

表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比较

组别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意 恐惧 偏执 精神病性

病例组（ｎ＝１２０） １７３±０５３ １８８±０４５ １６５±０３６ １６４±０３８ １９２±０５９ １４６±０４８ １９１±０４６ ２１２±０５８ １９９±０６２

对照组（ｎ＝６０） １３３±０５２ １５４±０３８ １６７±０４１ １５０±０３８ １４４±０４４ １４１±０５４ １２６±０４０ １４７±０５１ １３１±０４６

ｔ ４７４３ ４９９１ ０３２３ ２２１５ ６０２ ０６６３ ９３５６ ７４０７ ８３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

　讨论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心理因素在疾病诊治中倍受关注［１０］。性病患者作为一类特殊

的患病人群，由于传播途径的特殊性，给患者也产生了一系列

的心理问题［１０，１１］。ＣＡ作为临床常见的一种性病，其高复发率
可能导致患者更严重的心理障碍。本项研究通过 ＳＣＬ－９０评
估，说明复发性ＣＡ患者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惧、偏执
及精神病性方面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人际关

系敏感及敌意方面两组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除人际

关系敏感方面外，其余与张继刚等［１２］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表

明复发性ＣＡ患者存在不同方面的心理障碍。分析原因可能与
下列因素有关：（１）由于疾病的特殊性，患者除忍受病痛还要面
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指责和自责，产生羞愧和负罪感；（２）对疾病
的发展和转归认识不足，多处求医，盲目用药，增加经济负担，

陷入恐惧和忧虑心境；（３）部分病例病程较长，反复发作，使患
者丧失信心，自暴自弃，甚至产生报复心理。同时由本组资料

可知患者心理障碍主要体现在焦虑和强迫症状，提示临床医师

在对此类患者进行躯体疾病治疗的同时，联合心理干预，对提

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治愈率有重要临床意义。

性传播疾病发病情况与患者思想观念、经济状况、文化教

育程度及日常行为等方面密切相关［１３，１４］。本组研究各临床特

征分布采用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分析后发现，各指标均呈非正
态分布（Ｐ＜００１）。复发性ＣＡ患者以２１～５０岁性活跃已婚人
群为主；职业以服务业（包括服务员、个体户、司机等）和无业人

员等低收入群体为多，占７５％；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总患者
的７３３％，传播方式以非婚性接触传染比例大，９７例占８０８％，
日常吸烟或饮酒的患者占７５８％；未进行规范治疗的患者占
６７５％；多数患者皮损在治疗后１月内复发，合并其他性病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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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淋菌性尿道１３例、梅毒９例、淋病７例、生殖器疱疹３例、
阴虱２例）。与徐斌等［１５，１６］研究的结果基本相同，性活跃人群、

工作不稳定、文化程度较低、有烟酒嗜好、合并其他性病及非正

规治疗仍是复发性 ＣＡ的高发因素。因此临床医师在复发性
ＣＡ防治中，除积极正规治疗 ＣＡ及合并症外，还应对复发高危
人群加强宣教，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以达到降低疾病复发的目的。

总之，尖锐湿疣作为临床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其高复

发率可能导致患者严重的心理障碍，且其复发因素具有多重

性［１７，１８］。研究这些心理问题和复发相关危险因素，对复发性

ＣＡ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和相应的措施预防复发，对当前尖锐湿
疣的防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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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卫生部医

政司２０１１－８７３）；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特色专科建设（２０１３－ＹＪＴＳＺＫ－
０２）；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人才启航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ＱＨ－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李小平（１９８８－），男，心理治疗师、硕士，主要从事心
理评估、咨询、治疗工作。

△【通讯作者】张海音，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ｈａｉｙｉｎｚ２０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４

性关系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李小平１，２　张海音１，２△　宋立升１，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２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性关系障碍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收集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心
理咨询门诊就诊的性关系障碍患者，根据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ＭＭＰＩ－３９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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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心理健康状况，以ＭＭＰＩ中Ｓｉ得分来划分为内外向（Ｓｉ＜５０，划分为外向；Ｓｉ＞５０，内向），比较性取向
问题的性关系障碍患者与常模的得分差异，比较内外向、不同性别、不同求诊方式的性关系障碍患者的心理

健康状况得分差异。结果：共有５４例性关系障碍人群，其中４８例是因性取向问题而来的（占８８９％）。因
性取向而来的性关系障碍人群在ＳＣＬ－９０中７个因子（人际关系、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强迫、抑郁、敌对）
得分高于常模标准。女性ＭＭＰＩ中的Ｍｆ和Ｐｔ量表上得分低于男性。内向人群在 ＳＣＬ－９０中的９个因子
（躯体、人际关系、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强迫、抑郁、偏执和其他因子）得分高于外向人群，在 ＭＭＰＩ中的４
个因子（Ｈｓ、Ｄ、Ｐｔ和Ｓｃ）上得分高于外向性人群。自身而来的人群仅在 ＭＭＰＩ中的 Ｄ量表得分上高于陪同
而来的患者。结论：因性取向问题而来的性关系障碍人群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常模普通人群，内向人群的心

理健康状况差于外向性，自来就诊的人群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关键词】　性关系障碍；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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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关系障碍是指由于性身份或性偏好异常，导致与性伴侣
建立或维持关系有困难（ＩＣＤ－１０）［１］。性关系障碍人群中包含
因性取向而困扰的同性恋人群，尽管在一些国家（包括我国），

已将性取向问题排除在精神障碍疾病外，但因其性取向身份所

伴随的心理问题，仍被视为同性恋的心理问题。目前同性恋成

因尚不明晰［２］，该人群近年来为ＨＩＶ病毒性传播的最大比例人
群，以及其物质滥用等问题，致使该人群的不良生活问题成为

亟待解决干预的社会问题［３，４］。同性恋体验到其作为少数身份

群体的压力，包括来自外部的他人偏见、不被理解，来自自身的

隐藏其身份等［５］。研究调查发现，认同而不“出柜”是大多数同

性恋者生存现状［６，７］。使用该种策略的人群，时常面临着周围

人的压力，特别到了适婚年龄，受到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期待，

因而其体验到慢性压力，影响其心理健康。

本研究分析性关系问题求诊的门诊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有针对性的开展性心理健康科学教育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就诊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门诊的性心理门诊，经主任医师诊断为性关

系障碍，再根据患者的主诉内容，纳入以性取向问题的性关系障

碍患者。排除标准：已婚；诊断为其他精神疾病的；明尼苏达多

相人格问卷（ＭＭＰＩ）的效度量表（矛盾对 ＞５对表明未认真作
答）。共有５４例因性关系障碍就诊的心理咨询患者，有１例异
性恋患者因婚外情而咨询，有５例已婚患者本身为同性恋，因夫
妻性生活担忧而前来咨询，４８例为未婚性取向问题来就诊，
占８８９％。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一年来所有初次就诊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受教育

年限、家庭和睦程度）、诊断、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和明尼苏
达多相人格问卷（ＭＭＰＩ）测试结果。
１．３　研究工具

一般资料信息：包括如前所述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

就诊方式等。

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８］：包含９０个项目，分为１０个因
子，包含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偏

执、精神病性和其他成分。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ＭＭＰＩ－３９９）［９］：包含４个效度量
表和１０个临床量表，４个效度量表包含疑问（Ｑ）、说谎（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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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Ｆ）和校正（Ｋ）量表，１０个临床量表包含疑病（Ｈｓ）、抑郁
（Ｄ）、癔病（Ｈｙ）、精神病态（Ｐｄ）、男性化 －女性化（Ｍｆ）、偏执
（Ｐａ）、精神衰弱（Ｐｔ）、精神分裂（Ｓｃ）、轻躁狂（Ｍａ）和社会内外
向（Ｓｉ）量表。
１．４　统计工具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ｔ检
验比较组间差异。检验标准为双侧检验，且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４８例患者纳入该研究中，年龄１８～３６岁，平均（２５０８±
４３６）岁，男性３２人，女性１６人，自来１２人，他人陪同而来的３６
人。根据ＭＭＰＩ的Ｓｉ量表来确定内外向（Ｓｉ＜５０，定义为外向，
Ｓｉ＞５０，为内向），内向２７人，外向２１人，然而仅３３人完成了
ＳＣＬ－９０问卷。
２２　性关系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性关系障碍患者除躯体症状、偏执症状方面不存在差异，

其他方面得分均大于常模标准。见表１。
２３　不同性别性关系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比较

男性与女性关系障碍患者在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除了敌对
因子）得分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ＭＭＰＩ得分上，女性在
Ｍｆ和Ｐｔ得分上低于男性得分。见表２、表３。

表１　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得分与常模的比较

项目
性关系障碍组

（ｎ＝３３）
常模标准［１０］

（ｎ＝１３８８）
ｔ Ｐ

躯体 １３７±０５９ １３７±０４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５

人际关系 ２００±０８５ １６５±０５１ ２３８１ ＜００５

焦虑 １７９±０８９ １３９±０４３ ２５６９ ＜００５

恐怖 １４９±０７２ １２３±０４１ ２１０７ ＜００５

精神病性 １７８±０７３ １２９±０４２ ３８０４ ＜００１

强迫 ２０８±０８８ １６２±０５８ ２９７８ ＜００１

抑郁 ２２３±０９２ １５±０５９ ４５６３ ＜００１

敌对 １８５±０８９ １４８±０５６ ２３７０ ＜００５

偏执 １６０±０７４ １４３±０５７ １２９５ ＞００５

表２　不同性别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ＳＣＬ－９０得分

项目
女性

（ｎ＝１０）
男性

（ｎ＝２３）
ｔ Ｐ

躯体 １２３±０３４ １４４±０６６ －０９５５ ０３４７

人际关系 １７７±０９２ ２１１±０８２ －１０５６ ０２９９

焦虑 １７３±１０８ １８１±０８２ －０２４３ ０８１０

恐怖 １４７±０６７ １５０±０７６ －０１１４ ０９１０

精神病性 １５８±０７３ １８６±０７３ －１００１ ０３２５

强迫 １７４±０７３ ２２２±０９１ －１４７２ ０１５１

抑郁 １９２±０８４ ２３７±０９４ －１２８９ ０２０７

敌对 １８３±１０９ １８６±０８２ －００６２ ０９５１

偏执 １５９±０８３ １６０±０７２ －００５９ ０９５４

其他 １５３±０６９ １８９±０８５ －１１７７ ０２４８

表３　不同性别的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ＭＭＰＩ得分

项目
女性

（ｎ＝１６）
男性

（ｎ＝３２）
ｔ Ｐ

Ｈｓ ４９２５±６５７ ５１３８±１０７７ －０７２３ ０４７４

Ｄ ５３５６±１３６３ ５６８８±１４８２ －０７４９ ０４５８

Ｈｙ ５４５６±１０４３ ５６５９±０９６１ －０６７１ ０５０５

Ｐｄ ６０５６±１１６０ ６０４７±１１９７ ００２６ ０９８０

Ｍｆ ４９５６±９７７ ６４６６±９５４ －５１２８ ００００

Ｐａ ５０６３±９１５ ５１２５±１０２２ －０２０６ ０８３７

Ｐｔ ４９０５±１０７５ ５７１６±１２３３ －２２５０ ００２９

Ｓｃ ４９０６±１０４２ ５２６６±１０４９ －１１２１ ０２６８

Ｍａ ５３７５±１２４６ ４９６３±９８７ １２５０ ０２１８

Ｓｉ ４５１９±１１９１ ５３５６±１４９７ －１９４８ ００５８

２４　不同内外向性关系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比较
内向性关系障碍患者在 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除了敌对因

子）得分显著高于外向患者得分，在 Ｈｓ、Ｄ、Ｐｔ、Ｓｃ量表分上显著
高于外向性性关系障碍患者的得分。见表４、表５。

表４　内外向性格的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ＳＣＬ－９０得分

项目
外向

（ｎ＝１５）
内向

（ｎ＝１８）
ｔ Ｐ

躯体 １１４±０２０ １５６±０７３ －２１５７ ００３９

人际关系 １５７±０４７ ２３６±０９４ －２９８２ ０００６

焦虑 １４５±０４４ ２０７±１０７ －２２１４ ００３７

恐怖 １１３±０２２ １７９±０８５ －３１７２ ０００５

精神病性 １３９±０３４ ２０９±０８２ －３２７６ ０００３

强迫 １６１±０５８ ２４７±０９１ －３１６６ ０００３

抑郁 １８３±０６３ ２５７±０９９ －２５１０ ００１７

敌对 １５６±０７９ ２０９±０９２ －１７７９ ００８５

偏执 １３３±０３６ １８２±０９０ －２０７４ ００４９

其他 １３９±０５０ ２１０±０８９ －２７５４ ００１０

表５　内外向性格的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ＭＭＰＩ得分

项目
外向

（ｎ＝２１）
内向

（ｎ＝２７）
ｔ Ｐ

Ｈｓ ４５７１±６６６ ５４５２±９７９ －３７０１ ０００１

Ｄ ４６７１±１２７８ ６２８１±１１４１ －４６０２ ００００

Ｈｙ ５５２９±９７４ ５６４１±１００５ －０３８９ ０６９９

Ｐｄ ５９３３±１１８９ ６１４１±１１７４ －０６０４ ０５４９

Ｍｆ ６０９５±１３５５ ５８５９±１０６４ ０６７６ ０５０２

Ｐａ ４８０５±８３０ ５３３７±１０３５ －１９２２ ００６１

Ｐｔ ４６１９±９２８ ６０８５±１０５５ －５０３０ ００００

Ｓｃ ４５９０±８２５ ５５７８±１０１３ －３６２７ ０００１

Ｍａ ５３７６±１０７５ ４８８５±１０６２ １５８１ ０１２１

Ｓｉ ３７２４±８１４ ６１３０±７９９ －１０２６７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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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不同求诊方式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ＳＣｌ－９０得分比较
陪同来与自来的性关系障碍患者的 ＳＣＬ－９０得分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陪同来的性关系障碍患者在 Ｄ、Ｍｆ量表得分上低
于自来患者。见表６、表７。

表６　不同求诊方式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ＳＣＬ－９０得分

项目
自来

（ｎ＝９）
陪同来

（ｎ＝２５）
ｔ Ｐ

躯体 １３６±０３６ １３６±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５

人际关系 ２２８±０６３ １８７±０９０ １２６１ ０２１７

焦虑 １６８±０２４ １８１±１０２ －０５９３ ０５５８

恐怖 １５１±０６１ １４７±０７６ ０１３７ ０８９２

精神病性 １８９±０３７ １７２±０８１ ０５８４ ０５６３

强迫 ２２４±０４４ ２０１±０９８ ０９６７ ０３４１

抑郁 ２３９±０４７ ２１７±１０２ ０８６０ ０３９７

敌对 ２１１±０８４ １７２±０９０ １１３６ ０２６４

偏执 １５７±０５４ １６１±０７９ －０１３７ ０８９２

其他 １８９±０４６ １７５±０９０ ０４４８ ０６５７

表７　不同求诊方式性关系障碍患者的ＭＭＰＩ得分

项目
自来

（ｎ＝１２）
陪同来

（ｎ＝３６）
ｔ Ｐ

Ｈｓ ５３９２±９０４ ４９５８±９６０ １３７３ ０１７６

Ｄ ６５１７±１２６１ ５２６４±１３６８ ２７９８ ０００７

Ｈｙ ５９７５±８８３ ５４６４±９９２ １５８５ ０１２０

Ｐｄ ６５８３±１０５７ ５８７２±１１６９ １８６７ ００６８

Ｍｆ ６６１７±１１１８ ５７４４±１１４９ ２２９２ ００２７

Ｐａ ５２１７±１１４２ ５０６７±９３３ ０４５６ ０６５１

Ｐｔ ５９９２±１１８４ ５２６１±１２１１ １８１９ ００７５

Ｓｃ ５５５±８３５ ５０１１±１０８９ １５６４ ０１２５

Ｍａ ４９５０±６６８ ５１５０±１１９５ －０５４９ ０５８６

Ｓｉ ５７０１±１２９３ ４８６９±１４５０ １７６２ ００８５

#

　讨论
本研究中纳入分析的为性关系障碍中的因性取向问题而

来就诊的患者，其占性关系障碍人群的８８９％。结果显示其心
理健康状况低于普通人群标准，这与以往关于同性恋关于心理

健康状况研究的结论大体类似［１１，１２］。然而，在躯体化和偏执方

面，本研究样本与常模得分不具有差异，这比以往结果有所提

高，可能伴随着时代的进步［１３］，一些国家设计发展适宜于同性

恋人群的旅游商业［１４］，加之教育的干预作用，恐同不再如以前

那么严重。同性恋人群也越来越能够接纳性身份认同［１５］，其心

理健康状况整体稍有改善，其不再使用偏执固执、躯体化的方

式来应对周围压力了。

男性性取向关系障碍人群在 ＳＣＬ－９０量表的１０个成分上
得分与女性相比没有差异，但在ＭＭＰＩ量表中，女性在Ｍｆ、Ｐｔ量

表上得分低于男性得分，这提示男性的心理状况低于女性，男性

更倾向于认同女性特质，如敏感、易思虑、常苦恼，久而久之易

出现神经衰弱症状。许毅分析男性同性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

况，男性同性恋的ＭＭＰＩ编码型为２７型，存在抑郁、焦虑、紧张、
提心吊胆，比较敏感，人际交往中，处于顺从、被动依赖地位，因

而容易产生心理困扰［１６］。

内向性格的性关系障碍人群的心理状况差于外向人群。

弗洛伊德将性视为是人格的重要部分，性本能属于生的本能，

包含有巨大的能量，一旦单纯固着在性生理上，性本能将产生

强烈的压力。如果将性本能扩大化，在广义的角度上去运用性

本能，那么创造、创新便都是性本能的产物，后期精神分析学家

温妮科特也特别重视性本能给个体带来的创造性活力，是具有

生长性意义的。外向性格的患者与他人交流、沟通，将性的动

力疏解开来，将这种性能量化解掉，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达到表

情达意，创造新事物的过程。而内向人群如若仅仅停留在自身

难以化解的能量上，将性之事更多聚集在自身，易折腾自身。

另一方面，外向的人与人沟通交流，获得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更

大，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支持能够促进心理健康［１７］。因而，同性

恋人群在隐藏自身性取向的事宜上，内向的人群较外向的人群

可能更易出现心理问题。

就诊的缘由可能是源于其本身的冲突，因而想寻求医生的

帮助。有父母或朋友来陪同的人群，也有自身前来求诊的。自

身而来的，大多数对自己的性取向持隐藏态度，如前述所称呼

的认同而不出轨，但其体验到强烈的社会压力致使其难以梳理

情绪。而陪同而来的，大多是由父母要求而来，父母希望临床

求诊能够改变性取向，这类人群的特点更认可自己的性取向。

陪同来就诊与自来就诊的比较发现，自来就诊人群的心理健康

状况在ＭＭＰＩ临床量表Ｄ、Ｐｔ得分上高于陪同来的，提示自来就
诊的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陪同来的人更认可自己的

性取向，并坦诚而谈，并不成为自身的负担，父母关注到他们，

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而自来的人群较之于陪同而来人群，是

独自承受着心中的情节，带着隐藏的不被允许表达的情绪前来

就诊，寻求支持，因而就诊的时机之时其抑郁、焦虑、紧张、提心

吊胆、敏感度更显严重。

$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进展
本研究样本取自临床就诊的性关系障碍人群，主要针对性

取向的就诊患者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对于未就诊的性关系障碍

人群的适用存在局限。本研究所取样本为１８～３６岁的青年群
体，对于步入中年的性关系障碍者的心理健康未有涉及，未来

可纵向观察分析中国背景下以性偏好困扰致使求诊的性关系

障碍者的生活状况，为少数群体的社会关怀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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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８）：８６－９０．

［１６］　许毅．男性同性恋的相关问题研究．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８：２４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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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编辑部关于征投稿有关事项的提示

尊敬的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

近期，一些人假借本刊编辑部成员的名义，以“征收优质稿件”、“加急发表”等噱头向业内专家征稿，干扰了

本刊的正常工作秩序。在此，我们郑重提示您：

１、《中国性科学》编辑部近期并没有开展征收“优质稿件”的活动，也未向任何机构和个人授权进行征稿活
动。如您收到任何可疑的邮件或者信息，请第一时间与编辑部联系，便于核实有关情况。

２、《中国性科学》杂志官方网站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ｋｘ．ｏｒｇ。由官方网站首页点击右上侧“作者／会员投
稿”按钮进入的投稿系统为我刊投稿系统。请您不要冒然相信检索到的其它与本刊有关的网络信息。

３、在线投稿是本刊唯一认可的投稿方式，网址为：
“ｈｔｔｐ：／／ｘｋｘｚ．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ｔ＝１＆ｍｉｄ＝ｘｋｘｚ”，所有稿件必须经过在线成功投稿后才能被收稿、

审理。

４、当前阶段，我刊不提前收取审稿费，文章通过审查被录用以后只收取版面费，版面费汇款方式均为对公汇
款。当前阶段，一切假借我刊名义收取审稿费的信息均为诈骗信息。

５、编辑部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８０２４９４，５８７６４２３９。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编辑部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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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李黎明（１９８８－），女，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
心理学。

△【通讯作者】赵必华（１９６５－）男，教授、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ｂｉｈｕａ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５

同性恋者的公众态度感知、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的
关系研究
李黎明　赵必华△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同性恋者公众态度感知、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以修订
后的同性恋者公众态度感知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为测量工具，采取同伴推荐和网络
调查等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３８１份。结果：公众态度感知与孤独感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９，Ｐ＜０００１），领悟
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７，Ｐ＜０００１），二者对孤独感的联合预测解释率为５０％；在公众态
度感知对孤独感的影响中，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量为０２３（Ｐ＜００１）。结论：领悟社会支持在同性恋者
的公众态度感知和孤独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同性恋者；孤独感；公众态度感知；领悟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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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６ 【文献标志码】　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同
性恋自豪论”一度成为世界头号新闻，而隐蔽在社会角落的同

性恋现象再次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主流伦理社会的

对立，又被长期禁锢于艾滋病的语境之下，社会仍然置同性恋

者于尴尬且难堪的处境。Ｃｏｃｈｒａｎ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同性
恋者深受重度抑郁、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物质依赖等心理疾

病的困扰，自杀尝试发生率更高［１］。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其

本身属性就比异性恋更不健康，Ｈｏｏｋｅ强调这是社会压制的结
果，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其或所属群体歧视性的动作言语、有意

无意表现的厌恶情绪以及不公平的社会公共政策等［２］。

孤独感是指个体知觉到的与他人隔离或者缺乏接触而产

生的一种痛苦体验［３］。因此孤独感无法脱离人际关系而存在，

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封闭，而不是客观的社会孤立。作为一种弥

散性、不愉快的情绪状态，往往与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息

息相关［４］，常常用作心理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

公众态度，是指社会公众对同性恋者或同性恋群体带有认

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成分的一贯且稳固的动力心理系

统［５］。从被冠以性犯罪、性倒错、性变态的恶名，到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认可并承认其合法权益，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变艰辛

且漫长。相对于客观存在的歧视态度，同性恋者对歧视态度的

知觉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现实”作为实际变量对心理健康发挥

着直接的作用［６］。

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构成系统，领悟社会支持加入了个体

的主观认知成分，强调对社会支持的评价和总体满意度［７］。相

较之实际的社会支持，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着更多

的增益性功能［８］。应激的ＣＰＴ理论指出，个体的经验以及所体

验的事件意义评价才是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

因［９］，而社会支持可以在应激和身心反应中发挥着中介性的作

用。因此，本文选取知觉到的社会支持的角度即领悟社会支持

去探讨公众态度感知对孤独感的影响机制。

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斥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着同性

恋者对社会公众态度的消极感知，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对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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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社会支持的领悟，从而使其孤独感体验产生差异。探讨

同性恋者的公众态度感知，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的关系可以

促进社会公众对同性恋者心理状态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有利

于形成文明开放的态度取向。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６名同性恋者为志愿者，在其同志和拉拉社交圈发放纸
质问卷３３６份，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回收问卷２２４份。通过长达
半年的时间在网络平台与同性恋者保持交流互动，采取电子邮

件填写和网上调查等形式，共收集网络问卷２０６份。按照剔除
标准：（１）年龄＜１４岁的被试（李银河指出同性恋的身份认同
时间最早是１４岁［１０］）；（２）金赛的性倾向等级测验自我报告为
四级及以下的被试［１１］。确定最终研究样本为３８１人，有效样本
率为８９％。其中男性１９４人，女性１８７人；年龄范围在１６～５４
岁；学生人群和企业员工人数较多（５６％）。
１．２　 测量问卷
１．２１　公众态度感知问卷（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ｃａｌｅ）　
本研究将庾泳等［１２］编制的用于测量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现象的

态度调查问卷进行修订，将原问卷男女子量表进行了合并。在

形式上保留了情感反应、道德评判、社会交往３个维度，在语义
上进行了换位。采用５点计分方式，共１０个项目，３个维度之
间相关，可以通过计算总分来表示总体的公众态度感知状况。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２／ｄｆ＝２３３＜３，ＧＦＩ、ＡＧＦＩ、ＣＦＩ、ＴＬＩ均超
过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９＜００６，该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说明公
众态度感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０８７。
１．２２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ａｌｅ）　本

研究采用由Ｚｉｍｅｔ等人编制，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等人修订完成并由姜乾
金翻译成中文版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１３］。该量表通过７点计
分方式，分别测定个体感受到的各种来源的社会支持，如家庭、

朋友和其他人（同事、亲戚、领导等）的支持程度，同时以总分反

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０９０。
１．２３　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ＵＣＬＡ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　采用 Ｒｕｓ
ｓｅｌｌ编制的ＵＣＬＡ孤独量表的第二版的中文修订版［１３］，共１８个
题目，采用４点记分，针对每个条目所涉及的主观体验进行评
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０８８。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和ＡＭＯＳ４０统计软件并主要采用信度分
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多

种统计方法。

"

　结果
２．１　 公众态度感知、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的两两关系研究

相关分析发现，同性恋者的孤独感与公众态度感知显著的

正相关（ｒ＝０２９，Ｐ＜０００１），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的负相关（ｒ
＝０６７，Ｐ＜０００１）。以公众态度感知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各维
度去预测孤独感，二者对孤独感的联合预测解释率为５０％，预
测作用：朋友支持＞其他支持＞社会交往＞家庭支持。
２．２　领悟社会支持在公众态度感知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随机打包法将单维的孤独感分为３个指标，命名为孤
独感１、孤独感２、孤独感３。首先通过 ＳＥＭ建立公众态度感知
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 ｃ为 ０３７，Ｐ＜
０００１，说明公众态度感知对孤独感有正向预测的直接效应
存在。

图１　领悟社会支持对公众态度感知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然后加入领悟社会支持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在模型拟合指
数中，χ２／ｄｆ为１６７；ＧＦＩ＝０９８、ＡＧＦＩ＝０９６、ＴＬＩ＝０９９均超过
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２＜００５，模型适配优良。见图１。其中，公众
态度感知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标准化回归系数

ａ为０３０（Ｐ＜０００１）；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孤独
感，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为０７６（Ｐ＜０００１）；公众态度感知对孤
独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ｃ’降为０１４（Ｐ＝０００３），说明领悟社
会支持在公众态度感知和孤独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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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量为ａｂ＝０２３，中介效应与主效应之比为６２％，即公众
态度感知对孤独感的影响有 ６２％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
获得。

#

　讨论
从两两关系来看，Ｌａｚａｒｕｓ认为歧视态度是影响边缘群体身

心健康的重要压力来源［１４］。而 Ｍｅｙｅｒ提出的性少数群体压力
模型（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Ｍｏｄｅｌ）也指出，社会污名、偏见和歧视引发
了一个带有敌意的社会环境，从而影响同性恋者的心理适应

性［１５］。本研究中公众态度对同性恋者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

存在消极效应的内部影响机制可以采用符合互动理论来解释：

个体的自我概念系统是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产生一定的反

馈性评价来建立［１６］，而同性恋者长期承受的歧视和偏见压力可

能会内化成其深层次的恐同心理和同性恋嫌恶感［１７］，而逐渐表

现出与污名印象相一致的行为模式，从而产生消极的人际关系

觉悟。而社会支持和孤独感均是人际关系的产物，故负面的公

众态度感知使同性恋者产生较低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强烈

的孤独体验。

从影响机制来看，有学者指出，边缘群体对歧视态度的知

觉可能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关系，而是存

在多种加工过程［１８］。应激 ＣＰＴ理论指出：应激性事件是通过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认知评价、个性等中介变量使人产生一系

列生理、行为和心理反应从而影响身心健康［１９］。在本研究中，

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及不合理的对待属于一种负性

压力源和应激事件，而孤独感一直伴随着深刻的健康风险。故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公众态度感知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是成立的。笔者的解释为，同性恋者通过与他人比较自身的处

境和地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会倾向于增加自我防御机制而

降低对周围环境的人际信任能力，从而无法对自身的人际关系

网络有一个客观清晰的判断，影响对既有的社会支持的领悟能

力，产生孤独体验。该中介模型丰富了同性恋者孤独感的影响

机制研究，为公众非歧视的态度可通过增加其领悟的社会支持

水平而减轻孤独体验提供理论依据。

从研究工具来看，本研究选择的同性恋者公众态度感知问

卷是通过对以社会公众为施测对象的对同性恋态度调查问卷

为原型转换而成，只是语义上进行了换位，而根据同性恋亚文

化编制适合同性恋者填写的相关心理量表，为量化研究的开展

提供工具支持显得尤为迫切；从调查方式来看，李银河指出，鉴

于同性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目前我国法律政令、社会规范对

同性恋现象所持的态度，研究不可能采用大规模随机抽样的方

法［１０］。随着今后学术界对同性恋现象的日益关注，采用严格意

义上的专门针对难以接近人群的同伴推动抽样法将是研究同

性恋群体的一种可供推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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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厅科研课题项目（０９０４８１）。
【第一作者简介】吴冬梅（１９８２－），女，护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护
理教育。

·性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６

中高职实习前护生性健康教育态度现状调查
吴冬梅　王应平
四川省人民医院护士学校，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　目的：了解中高职护生临床实习前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寻求学校性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使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中高职护生性健康调查问卷》，对成都地区３５５名中高职
临床实习前护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态度调查。结果：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性行为与性病、避孕及性相关知

识总分方面，护生主动向护理对象提供性健康教育的倾向性低于被咨询时被动回答的倾向性（Ｚ＝
－１２７０３；Ｚ＝－１２７２１；Ｚ＝－１２５３０；Ｚ＝－１３２１３；Ｚ＝－１３１６６；Ｚ＝－１４６８０，所有Ｐ＜０００１）；不同学制
护生进行性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及被动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Ｈｃ＝０２８３，Ｐ＝０８６８；Ｈｃ＝０６４４，Ｐ＝
０７２５）；与异性相比，护生对同性护理对象进行性健康教育的尴尬程度较轻（Ｚ＝－７８６３，Ｐ＜００１）。结论：
护士学校应当重视两性教育，积极培养护生主动为护理对象提供性健康教育的意识，同时护理中应重点关

注男性的性健康教育。

【关键词】　 性健康教育；态度；中高职护生；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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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健康是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对性相
关知识掌握的好坏关系着国民身体健康水平的高低。例如有

研究显示人工流产的女性对性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越高，出现

术后并发症的几率越低［１］。尽管性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但

有研究显示其常被医疗卫生工作者忽略［２］。通过性健康教育

可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研究显示产后性健康教育可提高

产妇的性生活质量，并改善产后性问题［３］。因此群众性健康水

平的提高，依赖于性健康教育的开展。有研究提出性健康教育

应以护士为核心培养专且精的师资队伍，同时护理人员应全方

位多层次的开展性健康护理，并广泛开展研究［４］。但目前的研

究显示我国医护人员普遍忽视患者性健康问题，且性健康指导

行为与性健康教育态度呈正相关［５］。护生作为护理队伍的生

力军，其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直接影响今后性健康教育的开

展，及护理对象的性健康状况。本研究通过对成都地区中高职

实习前护生的调查，旨在了解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对性健

康教育的态度，为后期性课程设置提供参考和评价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以成都地区３所学校的实习前护生作为调
查对象。纳入标准：（１）完成在校课程学习；（２）两月内将进入
临床实习；（３）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同意参加研究。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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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曾经专门接受过性相关知识培训者；（２）有临床实习或工作
经验者。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中高职护生性健康调查问卷》，对研究对

象性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及尴尬程度进行调查。主动

性意为：当护理对象未咨询性相关问题时，护生主动为其提供

性健康教育的倾向性，如条目“没有他人咨询，我会主动为其提

供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被动性则表示当护理对象向其咨询

性相关知识时，护生提供健康教育的倾向性。问卷在文献研究

基础上，并通过专家（临床和教学专家）咨询并进行小范围预实

验后设计而成。采用李克特１～５等级评分方法，“完全不会”
为１分，“完全会”为５分。预调查表明该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０，折半信度０８３，重测信度０６５。问卷采取匿名方式，由研
究对象自行填写，研究员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回收，逐项查漏，及

时核对。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由正态性检验和Ｐ－Ｐ

图分析，资料呈偏态分布，采用中位数（Ｍ）、四分位数间距（ＱＲ）
进行统计描述，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进行统计推断。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次有效问卷３１５份，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年龄以１５～２０
岁为主，占 ８００％。学制为中专者占 ２９５％；三年制大专者

３３３％；五年制高职者３７１％。
２．２　护生进行性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研究对象针对不同性相关知识（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

性行为与性病、优生优育与避孕知识）进行性健康教育的主动

性和被动性调查，结果显示护生主动向护理对象提供性健康教

育的倾向性低于被咨询时被动回答的倾向性。即护生较愿意

提供性健康咨询，但缺乏主动提供该类知识的意愿。见表１。
不同学制护生对护理对象进行性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及被

动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６８，Ｐ＝０７２５）。但不论哪
种学制护生，均不愿主动提供性相关健康教育（Ｐ＜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１　护生针对不同性知识进行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得分差异

（ｎ＝３１５）

变量
主动性

Ｍ ＱＲ

被动性

Ｍ ＱＲ
Ｚ Ｐ

性生理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０３ ＜０００１

性心理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７２１ ＜０００１

性伦理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３０ ＜０００１

性行为与性病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２１３ ＜０００１

避孕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１６６ ＜０００１

性知识总分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１９００ ６００ －１４６８０ ＜０００１

表２　不同学制护生性健康教育总体主动性和被动性得分差异（ｎ＝３１５）

学制 ｎ
主动性

分值区间 Ｍ ＱＲ

被动性

分值区间 Ｍ ＱＲ
Ｚ Ｐ

三年制中专 ９３ ５．００～２２．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２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７．００ －７．８１３ ＜０．００１

五年制高职 １１７ ５．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０ ８．００～２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７．００ －８．８７１ ＜０．００１

三年制大专 １０５ ５．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２５．００ １９．００ ６．５０ －８．７３０ ＜０．００１

Ｈｃ ０．２８３ ０．６４４

Ｐ ０．８６８ ０．７２５

２．３　护生对不同性别护理对象进行性健康教育的尴尬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护生面对同性护理对象与面对异性护理对

象相比，进行性健康教育的尴尬程度较轻，提示护生为同性提

供性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大。见表３。

表３　护生对不同性别护理对象进行性健康教育的尴尬程度得分差异

（ｎ＝３１５）

变量 分值区间 Ｍ ＱＲ

同性 １００～５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异性 １００～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Ｚ －７８６３

Ｐ ＜０００１

#

　讨论
３．１　提升医护人员开展性健康教育意识

随着社会进步，人类对性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入，“谈性色

变”的现象亦逐年减少。有研究显示，年轻成年人能从专业人

士处获得相对较多的性健康教育，同时较以前相比，也更愿意

与其谈论性相关话题［６］。而 Ｆａｒｒｅｌｌ等［７］通过对１０１名平均年
龄为８１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亦显示４７１％参与者希望在医疗服
务中获得性健康知识，８６％认为他们在讨论性健康问题上无尴
尬、生气等不良情绪。但与患者实际需求相比，护理人员为其

提供的性健康教育仍然不足［８］。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患者希

望从医务人员处获得性健康服务，但医护人员却缺少相关的知

识和技巧［９］。根据“知信行”理论，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知识、

技巧的培训，以及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调查，找出相关因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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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增加其健康教育的行为。

３．２　积极开展护生在校期间性健康教育
护生作为护理队伍的生力军，应积极开展性健康教育。

Ａｋｉｎｃｉ等的研究显示在护理教育阶段即开展性健康相关培训，
可提高护生进行性健康咨询的自在感［１０］。本研究针对即将进

入临床实习的护生，由于刚结束护理专业各理论知识学习，对

未来工作充满信心和期待。此时对其进行性健康教育态度的

调查，优势主要体现在无职业倦怠影响因素下，护生为护理对

象提供性健康教育的意愿。同时其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将直

接反映到未来的实际工作中。此外，对在校护生的调查也可部

分反映学校教育中性教育内容的不足，为各护理院校制定课程

设置提供参考。

３．３　护生缺乏性健康教育主动性
无论通过何种渠道进行性健康教育（如网络、电话或现

场），教育者的主动参与是保障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本

研究中护生在被咨询时较愿意提供性相关知识的指导，但并不

太愿意主动为护理对象提供这些知识的健康教育。与 Ｋｏｎｇ
等［１１］对３７７名护生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护生在性健康教育上
缺乏主动性，并可能与其相关知识缺乏、榜样缺乏或焦虑等因

素有关。建议在今后学校性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中除了设置必

要的知识内容，还应增加情感教育以及加强性相关沟通技巧的

培训课程。

３４　男性较少从护士处获得性健康教育
本研究提示护生在向同性提供性健康教育时显得更自然。

Ｆａｒｒｅｌｌ等［７］的研究结果提示男性患者更倾向于与医生而不是护

士开展性健康问题的讨论，而女性则愿意与任何医生或护士进

行相关讨论。由于目前国内外护士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加之两

性在掌握有关男女性知识方面有差异，男性对有关男性方面的

性知识掌握较好，而女性对有关女性方面的性知识掌握较

好［１２］，因此可能会导致男性不能较好的从护士渠道中得到足够

的性健康教育。

在临床实践中，护士与护理对象的个人因素如性别、年

龄、生活背景、沟通能力等，以及医院环境均会制约性健康教

育的实施［１３］。但笔者认为护士是否具有足够的性相关知识，

以及是否愿意为护理对象提供性健康教育，是其实施的先决

条件。有研究显示医学生在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上接受学校教

育的比例较低，其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为书籍和报刊杂志，但由

于学生对学校教育认可度较高［１４］，因此由学校开展多元化、

开放式的性健康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１５］。此外，家庭、

学校和社会应相互配合开展性健康教育［１６］，形成全方位、多

维度立体的性健康教育体系，以更好的促进全民性健康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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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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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ＡｋｉｎｃｉＡＣ，ＹｉｌｄｉｚＨ，Ｚｅｎｇｉｎ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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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０９，１８（１６）：２３７２－２３８２．

［１２］　颜丹，潘英，颜海婴，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性知识、性观念、性心

理和性行为的认知现状：６２３８份问卷调查．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６，

１０（３４）：４４－４６．

［１３］　Ｎ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ｕＥ，ＰａｐａｈａｒｉｔｏｕＳ，Ｈａｔｚｉｃｈｒｉｓｔｏｕ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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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迟春霞，吴元，杜伟钊．医学生性心理卫生调研报告．中国性科

学，２００７，１６（３）：１２－１３．

［１５］　梁蓉，沈明泓．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启示．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９）：７９－８１．

［１６］　林柔君，王亚平，张悦 ，等．中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现状调查分

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８３－８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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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重点立项课题。
【第一作者简介】沈洁（１９７９－），女，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青少年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车焱 （１９６８－），男，研究员，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ｙａｎ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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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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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平台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需求识别的
探索研究
沈洁１　陆梅１　陆珍１　闵敏２　张焕玲１　朱昊平１　陈科１　车焱１△

１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　要】　从在校学生出发，基于新媒体手机网络平台，以提供服务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和隐私保护性
为指导原则，我们对于目前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新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主要是通过青春健

康微信公众平台的建立，定期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咨询内容的推送，以“细雨润无声”的方式进行青春

健康主动宣教。健康资讯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特殊阶段出现的生理、心理相关的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相关信息为主，带启发性的关注青春期心理健康为辅，并关注时事热点，推送青春健康相关的新视角、新观

点和新动态，利用微信平台获取信息的快速性、在学习时间和地点上的便利性、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使用的

隐秘性、资源共享性和便利的互动性，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新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为今后

深化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和新参考。

【关键词】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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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力迅猛发展、各种文化信息激烈碰撞、广泛交融的
当下社会，全世界的青少年成长都面临着较多的性与生殖健康

问题［１－７］。我国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传统观

念的束缚、家庭教育的滞后以及学校教育中对于性教育的负面

影响是开展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所面临的主要困难［８－１４］。

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发达的今天，各种传播信息良莠不齐，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青少年获取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科技的

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的现代新型的大众传播平台（如 ＱＱ、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性教育的特殊性和微信平台所具有的

在学习时间和地点上的便利性、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信息获得

的快速性、使用的隐秘性和资源共享性决定了微信平台可能是

一条行之有效的性教育途径。

本项目研究主要是通过青春健康微信公众平台的建立，定

期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咨询内容的推送，以“细雨润无声”

的方式进行青春健康主动宣教，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

新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为今后深化利用新媒体平台开

展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和新参考。本

文为该模式的简要介绍及初步实施结果。

!

　方法和材料
１．１　微信公众平台的构建

２０１４年５月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官网，注册申请了“思
密达”微信公众账号，通过审核批准后，正式建立了针对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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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教育公众平台。从２０１４年８月开始定期在公众平台上推
送青春健康资讯。

１１１　关注平台　两种方法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种，手
机微信查找（微信号：ｈａｐｐｙａｒｄ或微信公众号：思密达）进入公
众号；第二种，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我们以

学校中青春期性和生殖健康专题讲座为契机，发放印有“思密

达”二维码的宣传书签，学生通过扫一扫二维码成为关注群体。

１１２　通过微信平台，每周定期进行健康推送　“思密达”是
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每周定期推送与青少年在生长发育特殊阶

段出现的生理、心理相关的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相关信

息，利用微信平台获取信息的快速性、在学习时间和地点上的

便利性、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使用的隐秘性、资源共享性和便利

的互动性，更有效的传播与青春健康相关的、并带有一定私密

性的性和生殖健康信息。

推送的内容以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为主的图文信息

和视频影像，带启发性的关注青春期心理健康为辅，并关注时

事热点，推送青春健康相关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动态，如世界

避孕日关注科学避孕，“歌手姚贝娜”事件关注女性乳房健康和

早期自查等。

１．２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带功能，不断完善新媒体平台

建设，提升平台对于青少年生殖健康促进的功能价值。

１．２１　素材管理　素材管理帮助更好的进行图文信息的编辑，
增加图文信息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利用好的素材管理和图文资

料，不断增加关注度。

１．２２　送达人数、阅读人数分析　对于图文信息的送达人数和
阅读人数以及点赞人数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专业人员寻找青

少年对于生殖健康教育的兴趣点。从兴趣点出发，增加兴趣阅

读，增强平台教育功能的有效性。

１．２３　用户管理　对于关注用户可以进行分组管理，健康信息

的分组推送。

１．２４　自动回复　自动回复功能有关注回复和关键词回复。
关注回复主要是在关注后回复，增加平台和关注用户的互动，

关键词回复，可设立关键词的回复，建立功能更为强大的菜单

式互动，帮助关注用户更快速的寻找到需要的相关信息。

"

　结果
２．１　关注度分析

截止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微信平台开始推送１５服务１５个月，微
信公众平台累积关注２１２人。

本次研究关注对象主要来自学校讲座后的扫一扫关注，讲

座结束后，有一批关注对象的新增高峰，前后共３５０名参加讲座
的学生，平台的持续关注度约为５０％。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一些
零星的新的关注者。

２．２　图文信息推送
微信公众平台建立开通近１年以来，共推送了１８集教育视

频，１ｍｉｎ／集，以及一百多条图文消息。
图文信息推送以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为主，主要推送了１８集

微小生动性教育视频《一分钟性教育》，包括性病知多少、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如何科学避孕、男性避孕套简介、频繁遗精该怎

么办、如何对待自慰等；带启发性的关注青春期心理健康为辅，

如什么是性心理，听名人说爱情，青春期性幻想、爱情产生的心

理基础等；关注时事热点，推送青春健康相关的新视角、新观点

和新动态，如１２月１日艾滋病日关注性病艾滋病传播流行预
防、世界避孕日关注科学避孕、“歌手姚贝娜”事件关注女性乳

房健康和早期自查等。

２．３　图文阅读分析
根据图文阅读人数和趋势，我们分析阅读兴趣点如下：生

殖器官保健、月经及经期保健、自慰、性知识等。阅读量前十位

的图文信息见表１。微信推送内容可根据阅读的兴趣点进行相
关图文信息的重点深入推送和专题推送。

表１　阅读量前十位的图文信息和人数统计

文章标题 阅读人数 文章标题 阅读人数

青春期男孩的禁忌 ６１ 精液的颜色与疾病 ４９

少女，你会清洗阴部吗？ ５５ 【一分钟性教育】认识撸管 ４８

【一分钟性教育】姑娘，你知道紫薇吗？ ５５ 男孩子的胡须宜刮不宜拔 ４８

【一分钟性教育】男孩和女孩那里为什么不一样 ５３ 什么是“性”？ ４４

月经期，该怎么吃？ ５２ 【一分钟性教育】胸部发育知多少 ４３

２．４　消息提问分析
关注对象中有７８人发出提问，提问次数为１２０余次。提问

主要为经期保健、痛经以及男生自慰等相关内容。对于提出的

问题，我们都由专业的老师给出回答，从正面的角度给予咨询

指导。

由于微信平台特有的功能，在提问的过程中，除了常规的

文字提问之外，还可以进行图片和语音多功能的提问，大大方

便了关注用户，增强了互动以及互动的便捷性。在“思密达”平

台中，我们也有接收过图片咨询，从图片看疑似“尖锐湿疣”，专

家及时给出了就医的咨询建议，避免了病情的延误。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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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的时期中，生殖

健康影响着青少年发育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因此，在青少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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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学、完整、适宜的生殖健康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渡过关键的时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

进我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提高我国人口素质。

从“思密达”微信公众平台建立并每周定期进行健康资讯

推送的这一年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给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提

供及时、正确、针对性强、个性化和通俗易懂的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势在必行。在互动过程中，我们发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开始只是身体的一些健康需求，

比如一些生殖器瘙痒等，因得不到及时的咨询指导，往往会带

来严重的心理隐患，因此，及时提供咨询指导，非常裨益。

生殖健康教育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比较保守的态度，很

多本应是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家庭

和学校在生殖健康教育上的功能很弱，学生很少能从家庭和学

校教育中得到咨询和帮助［１５－１８］。现在是网络时代的天下，是

“度娘”的时代，青少年在碰到身体突发状况时，基本都是求助

“度娘”。然而，网络上面的信息良莠不齐，很少能提供正确的

专业的咨询指导，很多都是与利益相关的信息，容易让人误入

歧途，尤其青少年，没有专业知识，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很容易

听信错误的信息［１９］。“思密达”在运行的这１年时间内，接收
了来自关注用户的提问信息共１２０余次，问题很多都是常规的
生殖健康问题，如男生的自慰困扰和女生的痛经问题，这一方

面折射出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严重匮乏，另一方面也看出生殖

问题无处寻求咨询和帮助。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为青少年提

供正确的健康资讯，必要时提供正确专业咨询指导的需求更为

迫切。现在的社会，不缺信息，缺少的正是信息的科学性、严谨

性和实用性。“思密达”微信公众平台，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保

障科学性和严谨性，只关注于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实

用性，避免关注对象多而杂乱，兴趣点过多。

生殖健康带有很大的隐私性，生殖健康教育相比其他教育

存在更大的特殊性，涉及生殖器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私密性，网

络公众平台使用上的隐秘性和学习时间和地点上的便利性有

效的弥补了常规教育的缺陷，微信平台在主动推送信息的过程

中扮演着１对 Ｎ模式，便捷的信息推送和咨询共享，在消息应
答方面又扮演着１对１模式，保证了关注个人的隐私，也使疑问
和困惑得到及时解答；而且微信平台所独有的语音功能和便捷

的图文对话模式，省去了许多繁缛的文字描述，简单明了，这所

有的优势便捷功能使得微信平台成为生殖教育的一大前景

模式。

但是，进一步推广平台，获得更多群体关注，提高平台的关

注度，使更多的关注群体受益，不断完善平台功能，增加与关注

用户的互动，更好的为关注群体答疑解惑，是我们下一步要重

点关注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１］　郑晓瑛，陈功．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０，１６（３）：２－１６．

［２］　高莹莹，张开宁．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

务．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１２）：７２６－７２７．

［３］　ＣｈｅｎＸＫ，ＷｅｎＳＷ，ＦｌｅｍｉｎｇＮ，ｅｔａｌ．Ｔｅｅｎａｇ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ａｄ

ｖｅｒｓｅｂｉｒ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ｌａｒｇ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７，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３．

［４］　ＮｅｌｓｏｎＥ，ＨｏｗｉｔｔＤ．Ｗｈｅｎｔａｒｇｅｔｇｒｏｕｐｓｔａｌｋｂａｃｋ：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ｒ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２１（４１）：４５－４８．

［５］　ＡｂａｊｏｂｉｒＡＡ，Ａｓｓｅｆａ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ｕｒａｌ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Ｇｏｊｊａｍｚｏｎｅ，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ＢＭ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２０１４，

１４（１）：１３８．

［６］　ＨｉｎｄｉｎＭＪ，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ＣＢ，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ＢＪ．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ｌｏｗ－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ｕｌｌ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２０１３，９１（１）：１０－１８．

［７］　ＫｇｅｓｔｅｎＡ，ＰａｒｅｋｈＪ，Ｔｕｎａｌｐ?，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ｍＪ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４，１０４（１２）：ｅ２３

－ｅ３６．

［８］　陆艳平，吴汉荣．我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进展．中国社会

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８（４），２６６－２６８．

［９］　余小鸣，郭帅军，徐震雷，等．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现况

及效果的系统评价．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４）：４１－４４．

［１０］　过保录．以学校为基础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解读．中国性

科学，２００８，１７（３）：２３－２９．

［１１］　游川，丁辉，项小英．中国青少年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１，１７（８）：４５９－４６２．

［１２］　李继锋，张洪雁，张海涛．学生家长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中的作用．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７，１６（１２）：３２－３４．

［１３］　邹婷．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现状之思．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９，１８（１２）：

３７－３９．

［１４］　王宝智，刘艳明．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及对策发微．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１，２０（７）：３７－３８．

［１５］　程艳，楼超华，左霞云，等．中学生接触媒体性信息情况及父母对

其的关注状调查．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１）：２１－２３．

［１６］　朱倩倩，楼超华，廉启国，等．中学生接触媒体时间及感知父母对

婚前性行为态度与其意愿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５）：

６６６－６６８．

［１７］　左霞云，廉启国，涂晓雯，等．中国青少年与父母交流性相关话题

的状况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３）：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０．

［１８］　郭帅军，余小鸣，孙玉颖．中国青少年高危性行为Ｍｅｔａ分析．中国

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６９－７２．

［１９］　朱倩，涂晓雯，楼超华，等．中学生接触媒体性相关信息情况及其

对与殖健康知识的影响．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３，３３（４）：２４４－２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１５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查建中（１９５３－），男，所长，主要从事生殖建康与性建
康产业产品研究。

·评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８

更年期性爱特性简述
查建中　李颂霖
武汉可立女性学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摘　要】　目的：探讨更年期怎样影响了性爱；对于更年期的性爱，不同的应对将对未来数十年的性爱
有怎样的影响，怎样做才会有完满的更年期呢。方法：将妇女一生的性爱分为可生殖期、更年期、非生殖期３
个不同阶段，并且将可生殖期性爱特性与更年期的改变进行比较、演绎。结果：动物的反射排卵比人类的周

期排卵存在明显的生殖优势。作为一种代偿机制，人类以卵巢自主分泌与性相关的雄激素（Ｔ）与雌激素
（Ｅ２）来进行匹配，由Ｔ与性欲成正相关，在排卵期时，正好对应Ｔ的峰值，从而具备了“生殖提示”的功能，弥
补了精子与卵子难以结合的劣势。同时，Ｅ２的消长还为性爱提供了充足的润滑，使得“想做爱随时都能做”
成为了可生殖期性爱的基本特性。更年期到来前，经历了３０余年的代偿运行，“想做就能做”的认知，奠定
了充分的“性爱自信”。特别是因更年前期促卵泡激素（ＦＳＨ）增高，会产生短暂的过度润滑期，更加强化了
“想做就能做”的认知。由于代偿机制并非渐近撤出，一旦卵泡停止生长，就会出现断崖式分泌停止，造成阴

道干涩，从而引起性伴侣双方严重不适，并且极易造成性交疼痛，引起“性爱自信”危机。更年期性爱特性

是：润滑的主要方式将由自主分泌向反射分泌转换，不少人会误认为机能老化，而放弃性生活。结论：应加

强更年期性教育及治疗干预，防止更年期性功能随生殖功能同时消失。

【关键词】　 可生殖期性爱；代偿机制；更年期性爱；反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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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性爱问题，是众多女性都会经历的问题。通常，学
界习惯用《妇产科学》的思维来看待女性的性问题，也就是用

“疾病医学”或者“生殖医学”相关的认识来对待性问题。事实

上，这些认知常常可能给我们误导，如对更年期常见的性功能

障碍（ＦＳＤ）的看法、对更年期“老化”的看法等；其实可以改变

一下，站在性学及物种生殖竞争的维度进行独立的思考：更年期

究竟由于什么影响了性爱？对于更年期性爱，不同的应对将会

对未来数十年的性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做才会有一个

完满的更年期呢？

５０％的女性进入更年期后，通常会有性生活的变化，包括阴
道润滑缓慢、分泌减少、外阴不适（烧灼感）以及性交疼痛、性交

困难［１］。对于这些与性相关的问题，尽管已有很多研究者，但

目前急需推进关于女性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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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思考
马斯特斯·约翰逊（１９６６）在性反应周期研究中，揭示了大

量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信息，“渗漏是产生阴道分泌的一个过程，

当一名女性被撩起性欲时，血流量增大产生的压力引起水分从

细胞间空隙中渗出”［３］。在女性性兴奋期内主要表现为生殖器

充血，以阴道润滑为首要特征，一般在性刺激１０～３０ｓ后，液体
从阴道壁渗出，使阴道湿润［４］。这些无疑是人类性学探讨中最

为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但是，女性从开始持有这

种感受至３０余年后的更年期时，却出现了例外。５０％的女性进
入更年期之后发生性生活改变，包括阴道润滑缓慢、分泌减少，

这就表明处在可生殖状态的性反应，与处在更年期状态下的性

反应，以及处在非生殖期状态下（绝经后）的性反应存在着明显

差异。为了便于研究，以下将不同时期的性状态分别简称为

“可生殖期性爱”、“更年期性爱”以及“非生殖期性爱”。而研

究更年期性爱问题，实质上是要考虑可生殖期性爱与更年期性

爱的差异，通过比较、演绎，找出原由。

“性本能属于生殖本能，是生命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

生存能力之一”［５］，性本能在实践中常常被证实“想就能”。但

是，在更年期性爱中出现了“想”却“不能”的性爱困难状况，可

见，性本能应包括“想”与“能”。性本能由什么支撑？性本能有

物质基础吗？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想”与“能”呢？

事实上，历史上已有很多相关的思考、探讨：“雌二醇是非

灵长类（猫、兔…）雌性出现性行为的必要因素，而另一些物种

（大鼠、小鼠）则必须与孕酮联合作用。但在人类，雌二醇似乎

对女性性反应包括性高潮，没有明显作用，这令人奇怪”［６］。最

确定的一个结论是：女性在月经周期任何阶段都可性爱，即在

不同的激素条件下，雌二醇水平高低如否，孕酮存在缺乏如否，

都可进行［７］。人们进行了众多关于女性在不同情况下服用雌

二醇或其他雌激素的研究，包括双侧卵巢切除的女性，性腺正

常性欲低下的女性或性感缺失的女性。所有研究一致发现，雌

激素治疗对性反应各个方面（包括性驱力、性愿望、性高潮的发

生与治疗）无稳定可靠的作用［８］。大剂量的雌激素仍不能提高

女性性欲、性唤起或性高潮［９］。单纯雌激素对性反应没有作

用［６］。性激素并未发挥对性活动产生决定作用，即无论激素水

平发生了多么大的波动，哪怕是没有，人们也可以经历性反

应［１０］。“性激素在人类中并不充当着必要的角色，而只是充当

调节角色。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以厨房为例，鸡蛋在煎蛋卷

中充当着必需的角色，但在马铃薯沙拉中充当着调和的角

色”［１１］。

尽管已有这样一些看法，但并不影响我们从不同的维度来

探讨可生殖期性爱的特性。

"

　关于可生殖期性爱
通常考虑性爱与生殖的关系，大多是与生殖结果有关，而

这里研究生殖与性爱的关系，则是考虑在可生殖的状态下，生

殖系统的运作对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２．１　性爱的生殖维度
和地球上其它生物一样，得以存世的只能是那些具有强大

而完善生殖基因的物种。３５亿年来，人类是以两种不同性别的
生物体，以及两种能够完美契合的生殖器形态存在的，这就决

定了人类生殖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生命的有机体，将

通过与外环境物质和能量的融合（即精卵结合）来实现繁衍。

２．１１　生殖 （欲望）产生性爱　如何实现融合？如何源源不
断地增殖？生殖欲望在人类的进化中得到了固化，并且成为了

最为重要的基因。

生殖欲望在男性中表现为“插入及射泄欲”，在女性中可分

为接触欲和胀满释放欲，表现为要求抚摸和阴道容纳的欲

望［４］。而满足这些欲望的行为，就是通常被称作性爱的行为，

或简称为性爱。“性爱的本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阴茎插入阴

道被认为是一个生物性的必需性行为，并且是人类性交中最

‘天然’，最不可或缺的一项”［１２］。可见，性欲特定的指向，构成

了人类繁衍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生殖意志由性欲体现，由

性行为实现。性爱成为了人的本能，性爱本能。

２．１２　性爱的信使功能　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文明的发展，
性爱具有了生物与人文两种属性。就生殖（生物属性）而言，性

爱的信使功能是：可将外环境物质与能量“送达”至适合的部位

（阴道内、宫颈旁）；而就人文属性而言，性爱的信使功能是：可

将情感（包括爱、恨、情、仇）送至人的心田。

通常认为性行为的功能是繁衍后代［４］，但是，事实上能出

现生殖结果除了性爱信使的“送达”作用外，还取决“送达”时机

以及两个生物体所产生的生殖物质的质量，包括孕育环境等

等。因此，在可生殖期性爱中，性爱只是生殖的一个环节、一个

步骤，是生殖的一部分。

２．２　性激素
在生物进化过程，脊椎动物身上出现了两套完整的系统：

用来进行迅速联络的神经系统，以及传递缓慢而长期持续信号

的内分泌系统，而用于传递信息的分别是神经递质与激素［１３］。

应该说，生殖系统的运作与递质和激素极大相关，这些与生殖

相关的递质、激素共同参与构成一个系统（生殖系统），而整个

系统的运作只为实现生殖结果。性爱作为生殖的一部分，性活

动也将直接受其性激素的调节。

２．２１　雄激素（Ｔ）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ｅＢｏｒｄｅａｎ在１８世纪提出了“激
素”概念，１９世纪中期

$

国内分泌专家 ＡＡＢｅｒｔｈｏｌｄ创立了一
种观点，认为雄激素（睾酮）是男女性行为的必要基础。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大量的观察与实验研究，人们对于Ｔ
的相关作用，己有了相当的认识：ＫＢＤａｖｉｓ（１９２９）在他开创性
的研究中，分析了２２００名女性的性要求强度，发现她们有两个
峰期：月经前、月经后。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在１９４３也得到同样结论：“有
些女性在月经前变成了‘花痴’”［７］。女性在性渴望和性快感，

包括性高潮上的表现，证明雄激素对女性性反应影响，围排卵

期较其它阶段更常见［１４］。“一直以来，人们从大量的，不同角度

的研究证实，雄激素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性驱力，雄激素过

多导致性欲过渡，反之则导致性趣下降”［１５］。这些研究进一步

表明雄激素直接影响性欲的强弱、性趋力的大小，与性本能中

的“想”有着密切的正相关。

２．２２　性爱的充分条件　雄激素与性欲成正相关，Ｔ成了女性
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当 Ｔ在峰值时，女性表现出主动性爱的要
求。但在黄体期，雌性一般都不积极要求交配，却仍可进行交

配［６］。显然，当Ｔ在谷值时也可性爱，表明女性在主动性行为
以外，还可进行被动性行为（性爱随从），通俗地说，女性不“想”

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进行性行为。

２．２３　雌激素问题　尽管有看法认为，性激素对性活动没有产
生决定性影响。但是，从更年期性爱时出现的例外来反思：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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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究竞在性活动中有没有作用？有何作用？是否只是可有

可无的调节作用呢？

事实上，在对雌激素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

雌激素可刺激分泌细胞的分泌功能［１６］；同时，雌激素在产生阴

道润滑中起重要作用［１５］；同时，雌激素还使阴道上皮细胞增生

和角化，使黏膜变厚，在排卵期最为明显［１７］；可以认为，这些变

化增强了局部的抵抗力即性交的耐受力。另外，从激素疗法的

副作用看，雌激素剂量过大时可引起白带过多［１８］。其实可以认

为是过度润滑，这也进一步表明，雌激素与润滑密切相关。

２．２４　 性爱的必要条件　性爱是为满足一组特定欲望而发生
的行为，而在这组追求“紧握感受”的动配合（抽插）中，没有润

滑的黏膜具有极高的磨擦系数，几乎是干涩的，就连插入都不

可能完成。显然，润滑是这组活动的必要条件。由于 Ｅ２在产生
阴道润滑中起重要作用，那么，可以认为Ｅ２是性爱的必要条件。
２．３　认识代偿机制

人类卵子从卵巢中释放，与性活动之间
%

有确切的同步关

系。但在动物中，雌性动物只有在阴道交配刺激时，才释放卵

子。这个过程被称为“反射性排卵”，与之相对，女性排卵的过

程则具有“自发排卵”的特性［１８］。女性主动性行为（性渴望）主

要限制在围排卵期，Ｔ和Ｅ２水平的峰值出现在这时期
［１０］。从进

化观点来看，月经周期是哺乳动物生殖生活史中最新增加上的

附加物［１９］。

然而，从性学（考虑性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及物种生殖

竞争的维度，可以发现：动物的反射排卵比人类的周期排卵具

有明显的生殖优势。人类以卵巢自主、周期的分泌Ｔ与Ｅ２进行
匹配，由Ｔ与性欲正相关，在排卵期正好对应峰值，峰值所营造
的“花痴期”，有助于“主动性爱”的发生，有利精卵相遇。从而

具有了“生殖提示”的功能。特别是Ｅ２消长，也为这一时期的性
活动提供了包括润滑（进入）、角化（耐受运动射精）的支持。显

然地，从生殖提示到润滑、角化，这一系列的细微变化，足以显

示出这是一种代偿的机制。可见，由于性是生殖的一部分，由

于有生殖机制的代偿作用，在可生殖期状态下，生殖系统（包括

代偿机制的匹配运作）确实对可生殖期性爱产生了积极、正向

的影响。

２．４　可生殖期性爱特性
女性在月经周期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性爱，不论Ｅ２水平高

低、都可进行［７］。Ｅ２的消长，自发的为性爱提供了快速、充足的
润滑，“想做就能做”甚或“不想做也能做”，也就是处在 Ｅ２的峰
值或谷值都能性爱，是可生殖期性爱特性。

#

　关于更年期性爱
更年期意为渐进的变更时期，长期以来特指“妇女卵巢功

能逐渐消退至完全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２０］，这将是一个程序

性的、不可逆的、凋亡过程。处在更年期的性爱将会面临哪些

问题呢？

３．１　性爱自信
女性更年期到来前，经历了３０余年的代偿运行，“想做就

能做”的认知，奠定了充分的“性爱自信”。特别是因更年前期

促卵泡激素（ＦＳＨ）增高，能引起 Ｅ２过多分泌，会产生短暂的过
度润滑期，更加强化了“想做就能做”的认知。

此外，包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或性伴侣）也会在性爱

实践中获得“想做就能做”的同感。

３．２　代偿机制的非渐近撤出
整个绝经过渡期Ｅ２并非逐渐下降，只是在卵泡停止生长发

育时才急速下降。绝经后关闭分泌［２１］。突发地出现断崖式分

泌停止，造成阴道干涩。从而引起性伴侣双方严重不适，并且

极易造成性交疼痛，引起 “性爱自信”危机。

由于生殖功能的凋亡，特别地，生殖代偿将会因不生殖而

受到影响。代偿机制撤出后，性功能也会发生改变，由以往的

“想就能”到现在的“想或许不能”。

３．３　更年期性爱特性
更年期内分泌基础尚不十分清楚，在正常的月经周期和更

年期之间，每个人卵巢产生荷尔蒙的速度有所不同。雌二醇、

雌酮的产生分别减少了大约８５％和５８％。卵巢产生的男性激
素，雄烯二酮、睾丸激素分别减少６７％ 和２９％［２２］。也就是说，

代偿机制撤出后，Ｅ２大约只剩下了１５％；而Ｔ大约剩下了７１％。
可以设想，在不生殖、不代偿的逻辑下，代偿机制撤出后，低水

平的Ｅ２再也不足以支持对分泌细胞形成有效刺激而发生分泌
作用。从而在更年期性爱中失去原有自主的、自发的、自动而

迅速的润滑能力。那么，未来性行为的必要条件，将以怎样的

形式呈现呢？

“规律性的进行手淫和性交有助于降低阴道干燥与疼

痛”［６］。更年期性爱特性：润滑的主要方式将由自主分泌向反

射分泌转换。

３．３１　反射分泌　由刺激神经（包括听、看、想、触摸、压、振动
等）后，从神经细胞末梢释放出来的体液，即为神经液，其化学

特性为小分子肽或氨基酸衍生物［２３］。

３．３２　润滑方式　阴道内壁细胞中流动的液体可以进入阴道
腔内，其过程是漏出［２４］。女性生殖系统的神经（包括阴部神经、

盆神经等）其末梢密集分布在阴唇、阴道以及阴蒂上。其中阴

蒂是人体神经末梢分布最密集的区域［２５］，经过手淫等等刺激从

神经末梢释放的液体，有可能成为阴道内壁中流动液体的来源

或补充，这或许也是慢润滑的主要原因。

３４　进入性疼痛（ＦＳＤ）问题
步入更年期后，其性爱条件，一般会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由于性爱自信原因，通常地，在更

年期性爱中，人们依然会按照长期以来的性爱习惯、方式行事。

不少性交常常在女性阴道没有润滑或充分润滑的情况下进入

的，因而极易引起阴道入口的上皮黏膜磨损性损伤，或细微拉

裂伤。当然这些损伤一般都是极细微的，可能一般妇检也难以

发现。但是，由于上皮细胞受到急性伤害，细胞骨架破坏或内

容物流出，即可引起周围组织发生炎性反应（或出现红肿、充

血、灼热感）并且极易产生炎性粘连或感染，给性生活造成问题

或困难。

特别地，这些常见临床症状并不为学界正视。以至２００３年
１月４日《英国医学杂志》上刊载了《澳大利亚财经评论》驻华
盛顿记者莫伊尼汉撰文称“ＦＳＤ是制造出来的疾病”。然而６
周后，《英国医学杂志》收到７０余封不同意见的来信，很多医生
认为性问题都是心理因素引起，但忽视了生理因素，“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医生和记者，众多ＦＳＤ女性才会长期被漠视”［２６］。对
于ＦＳＤ是“人造疾病”的论点，直到２０１３年第２１届世界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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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２１ｓｔ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上，学界才做出回应，
从学科规划的角度，阐述疾病医学与性医学在“病”的判定上存

在差异，两者分别以“生存”与“生存质量”为标准；进入性疼痛

不能愉悦并不影响生存，因而不为疾病医学正视，这是大量患

者无处求医的根源［１４］。从治疗学的角度，阐明进入性疼痛的病

理确实存在生理因素，如由较强的痛感可引起神经超敏反应；

由神经递质产生负情绪可导致内分泌系统抑制；阴道黏膜的高

拉伸性需要在高敏感的状态下修复等等；因此，要加强相应的

临床治疗学研究［２７］。

３５　关于老化问题
对于更年期的变化（包括性爱问题），如果站在疾病医学与

生殖医学的角度，对于相关的病理生理一般会有这样一些看

法：“更年期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卵巢功能衰退，

体内雌激素水平降落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机体老化的

变化，两者常交织在一起。”［２８］

我们老化了吗？对于生殖而言，不仅是，甚或已凋亡。但

是，对于性爱确不尽其然。

在对一所拥有５０００名学员的老年大学里，随机选择９个专
业１３个班禗３１６名中老年女性学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
中老年女性性爱热情研究，受访者年龄４１～８６岁，并按每１０岁
为间隔分组，结果表明，因长期无性爱而难受或很难受的占

２３４％，不同年龄组的比例呈如下关系：７０岁组 ＞４０岁组 ＞５０
岁组＞６０岁组；有性爱的人群中４７７％的人时常有性体位变
化，不同年龄组的比呈如下关系：４０岁组＞５０岁组 ＞７０岁组 ＞
６０岁组；１１１％的人认为无性爱不能白头偕老，不同年龄组的
比例呈如下关系：７０岁组＞５０岁组＞４０岁组＞６０岁组［３０］。可

见，步入更年期后，更年期性爱与非生殖期性爱还可能会经历

近３０年的时间。
３６　怎样才是完满的更年期？

性爱是贯穿人类一生的一个中心话题。无疑，更年期性爱

由于代偿机制的撤出，会带来一些困难或困惑；特别是，更年期

性爱变化正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上，可生殖期结

束，更年期性爱遇到困难或已完全失去以往的感受。人过中

年，究竟还要不要保留性爱？如何保留呢？的确，这是需要我

们正视的问题。从生理的角度，自然绝经后，雄激素主要由肾

上腺皮质产生，血液中雄激素水平与性兴趣呈正相关［２９］。这意

味着代偿撤出后，体内尚存的性能量会持续相当长的年头，这

些性能量需要通过性生活来进行释放。

其实，更年期性爱与非生殖期性爱的发生，更为突显的是

性爱的人文属性。由社会学对性爱的“唯一性”、“排他性”、“不

可替代性”要求，性爱与情感紧密的联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传

递情感的，最为保贵、最为简捷有效的路径与方式。可见，保留

这种信使功能非常必要。由于更年期改变是程序性的，不可逆

的。性爱问题主张夫妻、情侣间共同应对，但不必刻意追求过

往的自动、快速的润滑感受，过度使用外来激素，增加相关风

险。而应逐步地来适应“慢润滑”，重建新的“性爱自信”。

很显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启动（适应）了反射分泌的润滑

系统，保持（恢复）了规律的性生活，就是一个完满的更年期。

$

　结语
应加强更年期性教育及进入性（性交）疼痛的治疗干

预［３０］，防止更年期随生殖功能的消失，性功能也同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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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的女性因素及临床对策
毕焕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医男科，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０１

【摘　要】　早泄是男性的性功能问题，但与女性密切相关。女性的阴道内力、性魅力以及因男性射精
过早而对男性的态度，不仅可以改变男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而且还可以使男性出现消极的心理反应。

作者首次提出了阴道内力的概念，即阴道对插入阴道中阴茎的作用力。认为“阴道内力”是来自三个力的合

力，一是阴道应力，即阴茎插入阴道后，阴茎使阴道形态发生改变，变形的阴道恢复原状而对阴茎产生的应

力；二是阴道握力，即阴道肌肉收缩时对阴茎产生的压力；三是阴道摩擦力，即阴道与阴茎之间的摩擦力。

认为阴道内力越大，男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越短，男性就越早泄。女性的性魅力越大，男性性伴侣的性兴

奋程度越高，射精反射越容易形成，男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也会变短，男性也越容易早泄。但是，笔者认

为早泄的本质不是男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社会父权危机及女权兴起对男性的压力而致

的男性心理问题，是男性焦虑性抑郁症。女性为了提高性生活质量，对原本有益于生物进化的优势性行为

方式（早泄）加以否定，让男性超越本能，对决自然规律，造成男性心理压力。医学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延长

男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但解决早泄的根本办法是改变全社会尤其是女性的性观念，别总拿阴道内射精

潜伏时间说事儿，不要给男性压力。

【关键词】　早泄；阴道内力；女性性魅力；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焦虑性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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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早泄真的仅仅只是男人的问题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当然，早泄一定是个男人的事情，这是肯定的，但把早泄完全

说成是男性的问题，那就有失偏颇，早泄中的女性因素不容忽视。

强调早泄的女性因素，一是还原早泄问题的客观本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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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科学问题；二是替男性鸣冤，这是个社会问题。有多少男

人因早泄而焦虑、自卑、痛苦，又有多少男人因早泄被女性及社

会鄙视，甚至被家庭抛弃。

!

　早泄定义是一种学术妥协与约定
什么是早泄？中文的字面含义，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早泄，就是精液排出过早。

现代医学关于早泄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泄定

义的争论也贯穿性学及男科学发展的早期，我们大家曾因此而

困惑过，对此大家都清楚。今天，关于早泄，我们学界有很多共

识，也有临床指南。这些早泄的定义只是学界达成的一种共

识，是约定，是学术妥协，其准确性值得商榷。因为定义中有很

多问题［１］，既自相矛盾，又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我们略过曾经争论的诸多早泄定义，看看学界比较认可的

早泄描述。国际性医学学会（ＩＳＳＭ）的早泄定义：（１）射精往往
或总是在插入阴道１ｍｉｎ左右发生；（２）多次或每次插入后，没
有延长射精的能力；（３）有消极的后果，如烦恼、痛苦、沮丧和
（或）避免性的亲密接触。文中还对早泄进行了分类：原发性早

泄、继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早泄、早射精 －类射精功能障碍［２］。

我国也制定了《早泄诊断治疗指南》，其将早泄分为原发性早

泄、继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早泄、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３，４］。

无论国际的定义，还是国内的定义，都存在着可商榷的

问题。

比如，定义中说“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１ｍｉｎ左右发
生”，却在早泄分类中列出“早射精－类射精功能障碍”或“早泄
样射精功能障碍”一个类型。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５］说的是患

者自述早泄，可能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大于１ｍｉｎ，或者３ｍｉｎ、
４ｍｉｎ，或者更久，只要患者自述早泄，就应该归到这一类型，也就
是说只要患者说自己早泄，那就不管男性射精潜伏期是几分钟，

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早泄。这样，不仅否定了上面早泄定义最重要

的内容，即“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１ｍｉｎ左右发生”，而且，
还颠覆了我们关于早泄这个病的基本共识———“射精过早”。

这样的矛盾，定义的制定者一定看得见。如此定义，是来自

临床的困惑。既然矛盾，那么，要么把“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这

一类型去掉，要么把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去掉，这样矛盾不就解

决了吗？很显然，这样不可以，因为有更多来自临床患者诉求的

困惑。有些患者射精时间已经是１０ｍｉｎ，但患者自己坚决地认为
自己是早泄，并因此而痛苦，而且，患者的妻子也可能认为丈夫是

早泄，并因此而责难［６］。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我

们必须为患者解决痛苦，这是性医学临床医生及男科临床医生的

责任。而有些男性射精时间很短，甚至几秒钟，但自己认为正常，

并不苦恼，妻子也认为正常，并且怡然自乐。很显然，这不是我们

的患者，这种情况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我们翻开性医学及男科学史，可以发现关于早泄定义的争

论［７，８］，观点或有不同，但争论的焦点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阴道内

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第二，射精失去控制；第三，因此而烦恼、痛
苦、沮丧。那么，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说一说早泄与女性的关系。

"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
*'+,

）与女性的“阴道内力”有关

我在此暂不谈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的“正常”数值，
不谈争论，只从性器官层面谈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的改
变，我认为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与女性 “阴道内力”直
接相关，“阴道内力”越大男性射精越快。

在此，我提出“阴道内力”这个概念，即阴道对插入阴道中

阴茎的作用力。

这个概念提的是不是合适，跟大家商榷，也请大家多提

意见。

我认为“阴道内力”来自于３个力的合力，一是阴道应力，即
阴茎插入阴道后，阴茎使阴道形态发生改变（未性交时阴道前后

两壁是合在一起的），改变了形态的阴道有恢复原状的趋势，对阴

茎产生应力，这个力的大小与阴道壁肌肉的弹性相关，而弹性与

阴道是否经常受牵拉及扩张有关，多次生产可使阴道应力降低；

二是阴道握力，即阴道肌肉收缩时对阴茎产生握力，这个力与女

性性兴奋程度有关，性高潮时握力大，也与女性有意收缩阴道有

关，有意收缩阴道往往是外１／３收缩，与性高潮时的收缩不同，因
此，真高潮与假高潮时阴茎的感受是不同的；三是阴道摩擦力，即

阴道与阴茎之间的摩擦力，这个力的大小与阴道润滑度有关，性

兴奋时阴道润滑程度增加，更年期后即使性兴奋，其润滑程度也

减弱。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的长短，与阴道内力相关，阴道内力

越大，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越短，也就越发早泄。

射精是一种反射［９］。射精反射中枢位于脊髓内，交感神经

射精中枢在Ｔ１１－Ｌ２段；运动神经射精中枢在Ｓ２、Ｓ３、Ｓ４。整个射
精过程分为泄精（有文献翻译成遗精）和射精２个过程。

阴茎得到的刺激，经传入神经传入脊髓内射精中枢，Ｔ１１－
Ｌ２段被激活，性兴奋经传出神经到达前列腺、输精管、精囊的平
滑肌等，这些平滑肌收缩，使前列腺液、精囊液、附睾睾丸液及

精子汇合进入后尿道，即泄精（又称遗精）。脊髓骶骨部（Ｓ２、
Ｓ３、Ｓ４）的自发中心兴奋，性兴奋经传出神经传至阴茎根周围部
肌肉，肌肉收缩而精液射精，即射精［１０］。

临床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患者性生活后，根本没有每隔

０．８ｓ的射精动作，而精液缓缓流出；而有些患者，射精动作很明
显，但没有精液射出，射精动作后尿检无精子，并非逆行射精。

这两种情况说明射精反射的复杂性。

反射弧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枢、传出神经、效应

器。很显然，阴茎是射精反射的感受器，而前列腺、输精管、精

囊的平滑肌以及阴茎根部周围部肌肉是效应器。既然射精是

反射，就一定遵循反射的基本规律。非条件反射，也称脊髓反

射，是动物和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即遗传下来的，对外部生活条

件特有的稳定的反应方式，是本能。脊髓反射是无意识的，无

需脑做出决定的自动反应。条件反射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外界

刺激与机体反应之间建立起来的暂时神经联系，是后天形成

的。非条件反射是条件反射形成的基础。大脑可以感知反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反射强度。正常男性的射精是可以自

己控制的，射精是非条件反射，但存在着条件反射的成分。

射精反射与刺激强度密切相关，刺激强度越强，反射形成

的越快。

早在２０世纪初，现代神经科学伟大的先驱谢林顿（Ｓｈ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ｎ）提出神经反射的两个叠加效应：短暂积聚（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ｕｍｍａ
ｔｉｏｎ）及间隙积聚（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１１］，叠加后反射的刺激强度
将增强。所谓短暂积聚，即时间上的叠加效应，在射精反射中，表

现为阴茎抽动频率。谢林顿认为，短时间的重复刺激，会有累加

效应，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短暂积聚。单个刺激产生的突触传导

电位，当低于接受该刺激的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时，这种阈下兴

奋一旦产生便开始衰减，但它可以与紧随其后的第二个兴奋结

合。一系列连续刺激叠加，超过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上限时，便

会产生一个动作电位。性交中，每一次阴茎抽动都是一个单个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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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如果阴茎抽动频率很低，每一次抽动，其产生的突触传导电

位，没有超过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这种阈下兴奋随之衰减殆尽，

射精反射不会发生；如果阴茎抽动频率很高，每一次抽动，其产生

的突触传导电位，虽然没有超过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它刚刚开

始衰减便与紧随其后的第二次抽动产生的第二个兴奋结合，如此

一系列连续刺激叠加，超过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上限就会产生动

作电位而射精。正常男人自己可以控制阴茎抽动频率，因此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射精时间。

间隙积聚，即空间上的叠加效应，在射精反射中，表现为阴

道内力与阴茎受力面积。谢林顿认为，来自不同位置的突触信

号，在同一神经元上联合发生作用。每次单独的刺激都不能引

起反射活动，但两次联合起来，便能达到效果。这样来自不同

位置刺激的叠加，超过突触后神经元的阈值上限，产生一个动

作电位。女性阴道的不同部位对阴茎刺激产生的不同突触信

号，相互叠加，容易引起射精。女性性高潮时，阴道有力收缩，

而且广泛的握力使阴茎受力更广，叠加后更容易促使男性射

精，从生物进化论上看，女性的高潮有利于受孕。更广泛地说，

对阴茎以外的触觉刺激，如刺激阴囊、睾丸、会阴等其他性敏感

区，也会产生间隙积聚，从而加速射精。

女人的阴道及女人的性技巧，是可以明显改变男性的射精时

间，因此，男性的射精时间长短，至少有一半的女性因素。因此，女

性阴道的松弛程度、阴道的润滑程度、阴道平滑肌收缩程度不同，阴

道内射精潜伏时间不同；女性性交时参与程度不同，阴道内射精潜

伏时间也不同。一位男性，面对不同的女人、或同一个女人的不同

的性兴奋状态，其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不同。

#

　男性对射精的控制与女性的“性感程度”相关
脊髓反射的功能是独立的。脊髓反射中枢与脑之间有着复杂

的神经网络联系，所有的感觉在被人感知之前，必须将信息输送至

大脑。通过电刺激，可以在脑不同位置诱发出勃起、射精和交配活

动。信息的大脑整合，使射精的条件反射成为可能。

射精反射的形成，需要感受器接受多次刺激，反射需要一段时

间。很多因素会在这段时间内参与进来，使条件反射具有不同特

点，男士射精带有明显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会因个人经历、文化差

异、民族特点的不同而不同。虽然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存

在于所有射精反射中，那就是对女性性魅力的感受。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时期，性魅力标准不同，如丰满漂亮的乳房最具性魅

力［１２］是现代社会的性观念，但有人却更对小腹的下部感兴趣［１３］，

楚王爱细腰致苗条为性感，唐代的丰腴也成时代性感标准，甚至缠

足后的三寸金莲同样受到青睐［１４］，等等。虽有不同，但都会产生一

种心理及生理反应，那就是增加了性兴奋。

女性的性感度、性魅力程度越高，男性的性兴奋程度也就越

高，射精反射中枢的敏感性也越高。男性射精反射中枢的敏感性越

高，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就越短———越发早泄。中医古籍中有“见

色而遗”，即有些男性，还没有性器官接触就有射精了，这里强调

“见色”，就是这个道理。同一位男性，没有性情景及性幻想的自慰

时射精慢；看毛片、有漂亮性感女性在身边或幻想自己钟爱的女人，

同时自慰则很快射精。同一位男性，与自己喜欢与不喜欢的女性性

生活，显然与喜欢的女性性生活射精快。从进化论角度，性魅力是

为了吸引异性，是一种生殖选择。性魅力既选择了优势个体参与生

育，又以一种激发本能的方式加速生育过程。所以，我们要与女士

们说，您的丈夫早泄，恭喜您，您很有性魅力，您很性感，至少对您老

公如此。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您的阴道很干涩，您没努力，

这在前一个问题中已经说过。

$

　男性因早泄而烦恼、痛苦、沮丧与来自女性的心理压力有关
早泄定义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往往集中于阴道内射精潜伏时

间（ＩＥＬＴ）。国际性医学学会（ＩＳＳＭ）的早泄定义认为是１ｍｉｎ，但有
的定义认为更短（如０．５ｍｉｎ），有的定义说是更长（如２ｍｉｎ）。目前
这个时间的提出，既缺乏精确的实验依据，又缺少循证医学证据。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的得出，如果来自患者自己的测量，患者既是

被测量者，又是测量者，此时的性交过程受性交之外因素影响，已经

不是正常的性反应了，因此准确性应该遭到质疑；如果是医生（或

研究者）测量射精时间，遇到射精时间１０ｍｉｎ而自认为早泄的患者，
及射精时间１ｍｉｎ但自认为是正常的人，如何处理？样本量多大？
得出的结论对于整个人类，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些问题没有得

到回答之前，任何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的标准的准确性不能不受到

质疑。正因为此，学者们将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长，但自己认为是

早泄的男性，定为“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型早泄。早泄样射精功

能障碍的定义是主观认为射精过快，患者自己想象中的过早射精或

者不能控制射精焦虑，实际插入阴道射精潜伏时间正常甚至很长，

在将要射精时，控制射精能力降低，用其他精神障碍不能解释的焦

虑。这就明显告诉我们，对于早泄的认定，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长

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在意射精时间，是否因此而烦恼、痛

苦、沮丧［１５，１６］。

早泄根本就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社会通过

女性，活生生地制造出来的一种男性的心理疾病。从进化论上

看，早泄是一种优势的性行为，射精越快，越能在更短的时间将

自己的新的基因传入种群，创造更多的变异机会，更有利于促

进种群的进化。我们人类能进化到今天，应该托早泄的福。

绝大多数动物都是早泄的。弗朗斯·德瓦尔研究表明，黑

猩猩在交配竞争的环境下，性交本身的持续时间不超过１５ｓ，仅
仅几次深入有力的抽插动作就足以射精［１７］。德斯蒙德·莫利

斯对灵长类射精时间的描述亦如此：黑猩猩阴茎在阴道内抽送

６～２０次就射精，时间是７～１０ｓ；帽猴阴茎抽送５～３０次；吼猴
阴茎抽送８～２８次，平均１７次，时间是２２ｓ；恒河猴阴茎抽送２
～８次，时间不过３～４ｓ；狒狒阴茎抽送 １５次，时间是 ８～２０ｓ
……看来，灵长类都是早泄者［１８］。

其他动物亦如此。很多年轻的雄海鬣蜥在看到雌性海鬣

蜥经过时就自慰，自慰缩短了在性交过程中射精所需要的时

间，从而减少了在高潮之前被其他雄性打断的风险。那些不会

自慰的、射精时间长（不早泄）的雄海鬣蜥的基因就很难再流入

种群。因此，性交时射精越快，越具有物种优势［１９］。

早泄，是对父权终结的焦虑，及对女权兴起的压抑。

在１９１７年，心理分析师卡尔（Ｋａｒｌ）认为早泄是一种潜意识
的冲突，因而采取了经典的精神分析进行治疗。１９４３年，德国
精神病学家伯纳德（Ｂｅｒｎａｒｄ）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早泄是身心障
碍性疾病，并提出了生理与精神两种因素导致早泄，主张应用

麻醉药膏治疗。因为Ｂｅｒｎａｒｄ是第一个用医学的方法研究早泄
的学者，所以，后世称之为“早泄之父”。这是我所见到的国外最

早记载早泄诊治文献［２０］。相信可能还会有更早的文献，但“早

泄之父”的称谓，已经表明了在此以前，即使对早泄有关注，但

一定是非主流性。

中国最早记载早泄的医家是清代医家叶天士，他于１８９６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著《秘本种子金丹》。此时将早泄称为“鸡

精”，取鸡交配时间短之意。中国历史上很多医家记载过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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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但其源于精液遗失对健康损伤及对生育影响的恐惧，名

曰“失精”、“梦遗”、“滑精”等。怕的是“泄”，但与“早”无关。

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人的

价值与尊严。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才是现实生活

的创造者和主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就

是要解放个性。女性主义开始兴起［２１］，男人们自觉或不自觉

地、主动或非情愿地正视女性的权力与需求，包括性的需求。

尊重女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但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传

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虽然男人内心希望唯

我独尊，但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明素养”，又不得不表现出尊重

女性态度，内心的冲突往往使男人抑郁。

Ｍａｓｔｅｒ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早泄定义［２２］最能说明问题；“性交时，

射精持续时间维持到能使配偶满足的频度低于５０％为早泄”，
女性不满足，男性配偶就是早泄，这充分揭示了男性对早泄的

焦虑源于女性的压力。因此，我们才看见一个既矛盾又无奈的

现象，早泄原本关注的是射精过早，但是，仔细研究却发现，早

泄与射精时间无关。

我的观点是：早泄是来自女性压力而导致的焦虑性抑

郁症。

我们临床中看到的早泄患者，或轻或重地都有焦虑性抑郁

的症状：过分关注射精时间，不敢／不愿接近女人，情绪低落、压
抑、忧伤、悲观，郁郁寡欢的抑郁心境症状；丧失了对性快乐的

体验，以至于对任何事情兴趣索然的兴趣丧失症状；性欲低下，

疲劳，腰酸膝软，躯体疼痛，四肢无力的精力减退症状；觉得自

己性无能，觉得自己处理不了婚姻、家庭关系，从而自责的自我

评价低症状；记忆力减退，注意力难集中的精神运动迟滞症状。

(

　临床对策
治疗原则是夫妻同治，重在解郁。

延长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首先应该改善女性阴道内力。

即女人积极、主动参与性生活，女性情感投入尤为重要，要专注

性感觉，全身心投入性行为，一定努力性唤起，使阴道自然润

滑，减少阴道内力。

夫妻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虽然情感加深，但那已经是爱

情转变成亲情了，视觉疲劳会使得互相间的性魅力减弱。性生

活时，即使女性努力了，但仍会阴道润滑困难，这已经成为普通

家庭的常态。此时，提倡使用润滑剂。应该注意使用正规厂家

生产的正规产品，保证卫生、安全。

完成性行为的全过程：边缘性行为、过程性行为、目的性行

为［２３］。如果省略了前两个性行为，性生活时直接进入目的性行

为，时间都不会很长。真正的性感觉、性满足往往在边缘性行

为、过程性行为即可以获得，目的性性行为是画龙点睛而已。

完成全部的性行为，不要偷工减料。

性行为疗法可以改变反射，是早泄治疗的有效疗法，女性性治

疗师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自慰方式并不合适，患者既充当理性的

性治疗师，同时又要做好体验性感觉的被治疗者，治疗成功的可能

很小。在中国妻子（或女朋友）是最合乎国情的、最好的“女性性治

疗师”，但这需要耐心与宽容，很多女士对此鄙视、拒绝。

治疗早泄其实简单，那就是治疗焦虑性抑郁。早泄只是心

理疾病。治疗早泄，男性可以应用抗抑郁药物，如必利劲（盐酸

达泊西汀）［２４］、左洛复等。

男性的心理压力来自性伴侣，女方不应该给男性压力，女性应

该改变不正确的性观念。这才是治疗早泄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

　小结
从进化论上看，早泄是一种的优势性行为，谁射精快，谁最

棒。性功能强的标志不应该是射精时间长，而是性交射精频率

高。射精时间长短，与女性乳房大小一样，没有正常标准，只有心

理期待，是一种违背自然的文化及心理需要。延长射精时间，与

丰乳（乳房整形）一样，不是治疗疾病，而是一种心理需要，是挑

战自然、对抗自然欲望和行为。与自然对决，失败的往往是人类，

因此，疗效不明显是正常现象。治疗早泄应该治疗焦虑性抑郁，

但男性的心理压力来自性伴侣，女性的性观念尤为重要，女方不

给男性压力，这才是治疗早泄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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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色电影（ｔｈｅｐｏｒｎｆｉｌｍ）指的是在电影中出现较多的性爱
和性行为场面和镜头的电影作品，在美国一般是 Ｒ、ＮＣ１７级的
电影，在中国则属于不良影片。在中国一般说来就是“黄片”

（ｙｅｌｌｏｗｆｉｌｍ）或者说是“三级片”，主要指的是中国香港地区拍
摄制作的情色电影。香港的三级片的主要特点是演员动作幅

度较大，身体暴露也较多和明显，而且香港三级片的女星通常

身材较高，同时通过这类影片的拍摄，她们也从此走红，比如舒

淇、李丽玲、翁虹、徐若萱等人都是以拍摄三级片起家而走红

的。而黄秋生早年也涉足于三级片行业。目前，在大陆香港的

三级片已经可以公开上映，比如 ３Ｄ版的《金瓶梅》和《肉蒲
团》等。

!

　情色片和色情片
提起情色片，人们首先会想到性爱场面或者床戏镜头等，

因此不少人就误以为就是色情片；其实，情色片和色情片是有

区别的的。从性爱场景的目的来讲，情色片是为了挖掘剧中人

的心灵本原而借助性爱作为一种肢体语言，它主要是表达角色

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观点，因此性爱场面和镜头只是在必要时

起到烘托的作用，性爱场面也是叙事的一个部分；比如著名的

影片《本能》中，屡次出现的性爱场面，就是剧情的需要，女演员

沙朗斯通坐着交叉双腿，故意裸露内裤的一幕，就是要诱惑男

伴的性高潮时来实施她的杀人计划。

而色情片则主要是为了获得感官刺激而拍摄制作的，不具

有任何艺术性，拍摄时甚至不需要剧本，色情片拍摄时，需要

“真刀真枪”地去干。从拍摄成本来讲，色情片成本低廉———一

般只需要几千元就可以拍摄制作了。

情色片会引起争论，但是也能够获得好评，甚至得到大奖，

在美国获得奥斯卡大奖或荣获戛纳电影节大奖，比如李安导演

的《色戒》和《断臂山》等。而色情片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

　情色片的历史发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革

命的文化浪潮，性观念在美国有了剧烈的转变，对于美国好莱

坞电影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欧洲国家则远远地走在前

头。１９６９年，瑞典的电影工作者拍摄制作出一部题为《我好
奇———黄色》（ＩａｍＣｕｒｉｏｕｓ———Ｙｅｌｌｏｗ）的政治影片，其中包括
了不加掩饰的性爱镜头与场面。此部影片在美国上映时，曾经

遭到禁演，但是发行商纷纷向政府提出挑战，终于使得该片获

得公映，一周票房收入高达一千万美元。也正是这部影片，使

得瑞典片在美国成为了淫秽片的代名词。同年一部性教育和性

健康指导影片———《男人和妻子》（ＭａｎａｎｄＷｉｆｅ）也在美国上
映，这部影片主要显示了一些生理解剖图像，叙述人是一名医

生，影片中出现了许多夫妻做爱的场面和镜头，影片上映后也

引起争论，但后来一些性研究专家和学者出面，使得该片列为

美国学校的性教育影片。

１９６９年，美国导演德兰兹（ＤｅＲａｎｚｙ）携带一部手提摄影机
来到了刚刚取消限制色情的北欧国家丹麦，拍摄了一部记录性

影片《丹麦的色情业》（Ｔｈ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Ｄａｎｍａｒｋ）。这也是美
国拍摄的带有色情色彩的影片。

到了 １９７０年，美国第一部色情故事片《蒙娜：处女心结》
（Ｍｏｎａ：ｔｈｅＶｉｒｇｉｎＭｙｍｐｙ）正式上映，一方面激起了抗议热潮，
一方面获得欢迎，而且获得可观的利润。这部影片也成为当代

美国情色片的先驱。此后，美国巨星史泰龙也拍摄出一部色情

影片《意大利野马》（Ｔｈ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Ｓｔａｌｌｉａｎ），在此片中他也有露骨
的表演。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这类色情片一般是用１６ｍｍ的胶片
拍摄的，长度一般不超过１５ｍｉｎ。一般不在大电影院内放映，但
是此时由于此类影片会吸引大批观众，所以放映此类影片的简

陋小影院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笼，仅纽约一地，就有１５０家放
映此类影片的小电影院，门票一般为３～５美元。
１９７２年，由美国独立电影圈拍摄的三部曲《绿色门后》（Ｂｅ

ｈｉ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ｏｏｒ），正式宣布了美国色情电影的黄金时代。
也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一部令人震撼的色情片《深喉》———我们

将在下文专门讨论这部影片。

但是，不久人们就厌恶了，到了７０年代后期，美国的色情片
开始衰退。而到了１９８３年，随着录像机的普及，大多数美国人
开始租用录像带观看色情录像。于是，带有色情内容的录像带

纷纷上市而获得欢迎。到了九十年代，ＤＶＤ光盘的出现和普
及，更为热爱色情录像的人提供更为清晰的图像，于是色情

ＤＶＤ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东西，目前美国每年出售的色情 ＤＶＤ
光盘高达８５００多万张。
#

　世界各地的色情电影发展
３．１　美国色情片的分类

美国的色情片和成人片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即硬核（ｈａｒｄ
ｃｏｒｅ）和软核（ｓｏｆｔ－ｃｏｒｅ）。硬核指的是可以有关键部位———人
体私处直接暴露的场面或镜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露

毛”。而软核则比较含蓄一些，不许直接裸露私处等。在美国

一般Ｒ级影片属于软核类作品，而 ＮＣ１７和 Ｘ级作品则为硬核
作品。目前美国电影检查委员会对于影片审查还是较为慎重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１５９　　·

的，如李安先生导演的《色戒》就因为出现过于裸露的性爱镜头

而被列为Ｘ级，限制公映。
３．２　西方的色情电影业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美国情色电影和传统的好莱坞类
型片融合而形成了情色电影的新局面，情色电影开始加入诸多

新元素，比如暴力、惊悸、犯罪、喜剧、爱情等，从社会各方面来

表现人的性欲等，从而出现了诸如《本能》等较为新颖的电影作

品。这体现出美国电影制作者们在情色影片表现上的丰富性

和创新性，也使得美国好莱坞的情色电影赢得世界范围的广大

观众。

除了美国，西欧的情色电影业也值得介绍，目前欧洲的情

色电影一直一如往昔地保持其制作精致，优美的配乐、精准的

场面调度、精心的编剧等，而被列入为艺术片之列，而且获得多

个国际电影节大奖，如《安娜公主的爱情》等。据统计北欧国家

的情色电影，如瑞典、丹麦和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等的情色电

影一直被评论界所称道。

３．３　亚洲情色电影的三大基地
日本，韩国和香港被批评界称为亚洲情色电影的三大制造

基地。

日本的色情业一直很泛滥，笔者曾经写过专文介绍过，这

里不再赘述。日本是目前色情影片的最大供应国。根据２０１３
年的一份报告，日本国每年生产的色情影片高达２５００多部———
大多以 ＤＶＤ形式发行，而每年色情片的获利也高达数千亿日
元，成为日本色情业中获利最大最多的行业。

日本色情片的类型和题材多样，从同性恋、乱伦、强奸、暴

力、凶杀乃至变态等等，而且性爱镜头和场面有过多的暴露，特

别是特写镜头的运用等。日本色情女星也较为出名。

除了日本，韩国现代社会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影响

较深，因此情色电影制作也收到美国好莱坞较重的影响，如《美

人》就是一例，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受到《巴黎最后的探戈》的影

响。韩国的情色电影也看得出现代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如

《漂流欲室》虚拟的性欲之巢里充满了基本的原始人性，掠夺、

折磨、血腥暴力等，影片把性爱同原始欲望联系起来，使得人陷

入在杀戮和性爱的纠缠之中欲罢不能，而令人吃惊的结尾更让

人回味。目前韩国的情色电影如同韩剧一样流行广泛，而在中

国可以买到大批的韩国制造的情色影片的ＤＶＤ光碟。
$

　西方情色电影的先驱《感官王国》
由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先生执导的影片《感官王国》（法

语：Ｌ’Ｅｍｐｉｒｅｄｅｎｓｅｎｓ，英语：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ｔｈｅＡｅｎｓｅｓ）被评论家
认为是西方情色电影的先驱之作。

这是根据日本近代史的一件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情色艺

术片。影片取材于１９３６年发生在日本轰动一时的“阿部定事
件”。阿部定是一个女佣人，她原先曾经当过艺妓，后来来到京

都在一家富人家担当女佣人，她和男主人私通，陷入性欲之中

不能自拔。在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８日，她在日本京都荒川区尾久的
茶室，将自己的情人绞杀，并且切除下他的生殖器。此后，日本

警方逮捕了阿部定，并进行了审判。阿部定接受了服役６年的
判决，于１９４１年刑满出狱，之后，她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但是
突然在１９７１年失踪而下落不明由于此事件的猎奇性，在阿部
定被捕之后，日本媒体界对此事件纷纷报道，而成为当时最轰

动的新闻。

日本著名大导演大岛渚在根据该事件在１９７５年改编为一
部电影。大岛渚（１９３２－），京都人，早期在日本京都市立洛阳
工业高等学校学习，毕业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１９５４
年毕业后，进入日本松竹大船公司任副导演，他直到拍摄的《青

春残酷物语》和《太阳坟场》等作品成为了日本松竹公司新一代

导演的代表作，而大岛渚也成为了与黑泽明、小津安二郎齐名

的国际大师级导演。大岛渚是一位具有积极思想的艺术家，他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他被日本官方认为是一个左翼思

想者。

大岛渚亲自对“阿部定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

自己动手编写此电影剧本，并亲自执导这部影片。影片的剧情

如下：

阿部定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曾经当过艺妓，单身一

人来到京都在一家富人家当女佣人。石田吉藏（阿吉）是一家

之主，他看上了阿部定，开始勾搭阿部定，而阿部定也为男主人

的风流潇洒而倾倒，两人开始发生性关系。在开始时，阿部定

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后来竟然沉溺于和石田的肉体之欢而

难以自拔，两人离家私奔到了一家旅馆，没日没夜地做爱。为

了追求高度的性爱欢乐，他们两人开始寻求各种变态的性交方

式，当他们达到高潮时，性爱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一种爱

与死亡的仪式。在性爱高潮时，阿部定开始用丝衣带绞杀石

田，并在石田昏迷时，用利刃将石田的生殖器切了下来。阿部

定割下了阿吉的阳具之后，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

在尸体上用血写出“阿部定和阿吉永远在一起”的字样，她紧紧

拥抱住阿吉的尸体，当她被捕时，她身上装着阿吉的生殖器，面

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这部影片上映之后，立刻引起影评界的广大争议。很多人

为影片中的赤裸裸的性交场面和镜头震惊，认为影片过分暴

露，而不能够正式公映，因此被列为禁演之列；但是也有很多评

论家称赞这部影片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艺术片———

因为它很形象地探索和表现出人类的性欲和欲望等，被誉为是

西方情色影片的先驱之作。此后，这部由日本人导演和在法国

制作的《感官王国》被拿到美国上映，结果又是一场争论：美国

很多州禁止放映这部影片；可是在纽约市、加州的一些电影院

上映时，成了座无虚席的热门影片，一些影评家称赞这部影片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主题思想上都是一部杰作。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该片的录像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售了二千万之多。被

列入《全球最著名的禁演十大影片》。

在整部影片中，由于服装和场景的关系，观众几乎无法确

定故事发生的时间，整个影片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古典、传奇式

的日本，或者一个想象式带有虚幻性的日本；但是大岛渚在一

场戏中揭露出这是现代日本：当阿吉出门理发时，他迎面遇到

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而街道的另一边，围观的人群中，众人挥

舞着日本国旗和军旗，送走即将奔赴战场的青年士兵。导演大

岛渚安排这样一个场面，绝对不是仅仅为了表现时代风貌，而

是作为一名参加过反美战争的左翼艺术家，大岛渚试图宣示他

的思想即“要性爱，不要战争！”———这也是《感官王国》的主题

思想。

在影片中，阿部定和阿吉两个人疯狂的高频率做爱，尤其

是女人阿部定的一挑就起的敏感性欲，无疑是违反常态的，特

别是她的不避讳人的性爱———一刻不停地将男人的阳具夹在

自己的穴中，以及不停地含吮阿吉的阴茎，都令人吃惊。虽然



·１６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在日本的文化中对于性似乎是很坦率的，但阿部定的举止却令

人费解。大岛渚以一种客观甚至同情的态度来表现“性爱与死

亡”的复杂关系。

从艺术表现来说，《感官王国》是一部唯美主义作品，镜头

语言充分调动了日本风格的艳冶和美感，女人阿部定的颜色鲜

艳的和服、她那线条柔媚的身躯以及中景镜头拍摄出的两个人

的光滑的皮肤，以柔和的侧顶光的照射下，男女双方激情四射

的做爱———性交场面和镜头都体现出这个热火激烈的感官

王国。

导演大岛渚把艺术重点集中在阿部定身上，她也充分体现

出自己的性格和欲望，让自己全面地投入进两个人营造的情欲

世界———感官王国里面。而男人阿吉相比之下，性格则显得模

糊，他虽然主动诱惑阿部定，但我们看不到他的快感和性兴奋，

只是被动接受，比起阿部定的疯狂，阿吉实在显得很苍白。

这部著名的情色影片在西方欧美国家放映之后，虽然引起

很大的争论，但是从１９７６年之后，该片先后获得很多大奖，包括
１９７６年，美国电影学院大奖，萨瑟兰奖杯；１９７６年，美国芝加哥
国际电影节，特别评委会大奖；１９７６年，日本报知电影艺术大
奖，最佳男演员大奖；以及后来的多项大奖。

无论如何，大岛渚的情色影片都是是一部值得介绍和研究

的情色电影作品。

(

　影响深远的美国情色电影《深喉》
１９７２年，美国一位名叫琳达·洛夫莱斯（ＬｉｎｄａＬｏｖｅｌａｃｅ）的

２７岁的女人，连同她的成名电影作品《深喉》（ＤｅｅｐＴｈｒｏａｔ）———
一部独特的情色影片，获得美国情色电影业内的巨大成功以及

主流范围内的声名狼藉；该片完全真刀真枪的纪实性的表演，

即使在已经较为开放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还是引起了轩然
大波。一直至今，这部名叫《深喉》的情色电影作品还有着较深

的影响。

影片《深喉》的剧情可谓荒诞不羁，讲的是一个叫琳达·洛

夫莱斯的女人，她是一个苦闷的女人，因为她无法获得性高潮，

于是她的女友建议她拜访一个杨医生（ＤｒＹｏｕｎｇ）的性学医生。
这位杨医生给琳达进行检查，发现她的阴蒂没有长在正确的位

置，而是长在她的喉咙深处；这种特殊的生理结构使得她无法

在正常的性生活中获得快感，只有在她深深吞进男人的阴茎

时，才能够获得性快感。于是她开始学习“深喉”技术———即口

交，以达到梦寐以求的性快乐，

琳达在ＤｒＹｏｕｎｇ的诊所里当了一名护士，而且专门照顾
男性患者———不断进行深喉口交而获得性快感和性满足。该

片的情节设计下流但有趣，荒诞而幽默。在当时正在美国出现

的女性运动和所谓的“性革命”运动中，这部情色影片可谓得天

时，因此一旦公开上映，就立刻引起轰动，一时之间，在纽约市

观众在电影院排起长队等待观看这部情色影片。

有评论家指出，《深喉》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当时色情电

影的出笼，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从根本颠覆了美国传统

的性观念，但是极力寻求性解放的美国年轻人根本不管传统的

各种禁忌，他们经常结伴去看色情电影，而且还要大造声势，表

现出一股反叛造反的气势。于是，这部《深喉》就成为他们热爱

的情色电影作品。

此时，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开始发表对于色情电影的评

论文章，包括著名的《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纽约客》等报

刊杂志。在这些媒体中，评论家虽然很少承认自己是色情影

迷，但是他们的文章都似乎以正面观点来评介色情电影。《纽

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批评文章说：“即使没有《深喉》的出现，也

会有其他的色情影片进入市场，无论如何，色情影片都会受到

特殊的欢迎；人们就是要看色情片，所以《深喉》是恰逢其时。”

《深喉》首先在纽约市公映，与此同时，美国有２３个州禁映
这部电影，美国联邦政府也希望借此影片来铲除色情影片，有５
家有关公司和《深喉》的１２位演职人员被告上法庭，罪名是携
带和传播淫秽电影等。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被告

罪名成立；联邦上诉法院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拒绝继续追究责

任，但是此时影片已经吸引了大批观众；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决

定以保护言路自由和鼓励文化发展等借口，允许公开放映《深

喉》。一逢解禁，《深喉》再次获得欢迎，不但年轻人爱看，就是

一些知名的文化人士和上流社会的名人也纷纷观看这部影片，

一时之间，琳达·洛夫莱斯上了不计其数的杂志封面。反叛的

人们找到了武器，以性解放为名的大声呼唤的反文化运动，正

统派也找到了矛头；一时之间，“琳达综合征”波及全美。

其结果是这部低成本———成本仅仅二万美元的低俗色情

片，竟然在短短几周就获得几千万的票房盈利；而后此部《深

喉》在国际市场上竟然获利达到了六亿亿美元之多，《深喉》也

被列为经典情色电影名作。

说起这部影片制作出笼完全是一个笑话：《深喉》的导演与

编剧达米阿诺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他原来是美国纽约皇后区

的一个美发师，在给女顾客们做头发时，他经常听到她们的肆

无忌惮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经常涉及到性生活内容，包括一

些性趣闻和性笑话等。一天他听到两个女顾客谈论口交时，第

一次听到了“深喉”这个字眼———她们说有一个女人擅长口

交———能够吞下一支 ２８ｃｍ长的阴茎。于是他回家就计上心
来，决定拍摄一部有关口交的影片，他四处凑钱，找了仅仅两万

美元决定自己担任编剧和导演，于是找到了一个叫琳达·洛夫

莱斯的女人，邀请她出演这部电影———为了省钱，他们租了一

间客房开始拍摄。在拍摄时，琳达为自己的口交镜头担心，于

是达米阿诺找来一位性学专家指导和训练，终于琳达可以成功

地进行口交———据说她能够把一整条阴茎吞入口中。６天之
内，完成了整部影片的拍摄。１９７２年，达米阿诺决定将这部《深
喉》上市公映，结果是一炮打红。

２００８年，８０岁的达米阿诺病逝，人们评论他说：这是一位改
变美国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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