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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精囊镜治疗血精的临床效果。方法：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期间，于我
院选取１００例血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保守治疗）与观察
组（精囊镜治疗），每组各５０例，比较临床疗效及精液参数变化。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显效率（９０％）明显
高于对照组（３２％），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精囊镜治疗血精临床效果显著，有助于患者
精液质量的提高，应用前景广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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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精症系指精液镜检时发现红细胞，或肉眼见到血性精
液［１，２］。发病年龄不限，但多见于性生活旺盛的中青年人。呈

间歇性发作。为了进一步分析提高我国男性精液质量，本研究

就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期间，经精囊镜治疗与常规
保守治疗血精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精囊镜治疗

血精症的治疗效果，以期为血精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

参考价值。现将其具体详情作如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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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期间收治的血精病例资
料中，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按分层随机整取法的原则，选择５０
例保守治疗的血精患者作为对照组，选择５０例血精镜治疗的血
精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８１５
±３９６）岁；体重４７～８４ｋｇ，平均体重（６５３１±５８３）ｋｇ；病程２
～１２个月，平均病程（６６５±１５０）个月。观察组：年龄２４～５０
岁，平均年龄（３９０２±４６０）岁；体重 ５０～８８ｋｇ，平均体重
（６６００±５２６）ｋｇ；病程３～１０个月，平均病程（６２７±１３８）个

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均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３，４］：（１）成年男性；（２）经 Ｂ超、ＣＴ、ＭＲＩ等检查
确诊为血精症；（３）自主意识清楚，谨遵医嘱，依从性较高；（４）
坚持完成治疗，无中断或中转他院治疗的意愿；（５）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精囊占位者；（２）精神异常者，或无法
正常交流者；（３）有高温、毒素、放射性接触史的患者；（４）生殖
器官感染者；（５）结核、肿瘤等特异性疾病者；（６）合并心、脑血
管严重疾病者；（７）依从性较差，不易随访者；（８）病情复杂，难
以预料者；（９）不同意接受研究者。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本组５０例血精患者按照常规保守治疗步骤进
行治疗。包括：（１）心理辅导：向患者介绍产生血精症的原因，
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使患者恢复正常生

活和工作；（２）物理治疗：对于有条件的病人我们建议病人做前
列腺微理疗法，对于没有条件的病人，我们嘱患者在家中以温

水坐盆，以达到扩张局部血管，加速病理及炎症产物排泄；（２）
生活综合治疗：多饮水（２０００ｍＬ／ｄ），坚持身体锻炼，避免久坐及
长距离骑车，规律性生活（１次／周），并同时忌烟、酒、槟榔，忌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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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食物；（４）药物治疗：若在研究期间症状较严重者可继续予以
口服敏感抗生素２周，然后根据疗效反馈决定是否继续使用抗
生素治疗，并综合α受体阻滞剂、植物制剂、非甾体抗炎药和 Ｍ
受体阻滞剂等改善排尿症状和会阴部疼痛。

１３２　观察组　给予本组５０例患者精囊镜治疗［５－７］：（１）完善
术前常规检查，排除手术和麻醉禁忌，并将患者血压血糖控制

在正常范围内；（２）常规灌肠，并在术前３０ｍｉｎ预防性使用一次
静脉注射抗生素；（３）常规全身麻醉，患者取截石位；（４）输尿管
长硬镜直视下进入尿道及膀胱，推镜至阜部位，轻柔扩张后进

入精阜腔；（５）观察精囊内有无活动出血、新生物、结石，确定病
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６）单纯性精囊炎患者，行精道扩开
＋精囊抗生素灌洗；（７）精道梗阻性患者，行精囊冲洗＋抗生素
精道潘洗＋精道扩开；（８）精囊结石性患者，行精囊扩开＋抗生
素精道灌洗 ＋异物钳钳夹碎石，并冲洗；（９）术后留置导尿管１
周，拔除导尿管后鼓励患者自主排尿，并嘱患者下床活动，同时

对患者术后性生活进行规律指导［８］。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１４１　临床疗效　参考相关文献［９－１１］，制定临床疗效判定标

准：良好（临床症状消失，精液检查正常，随访３个月无复发）；
有效（临床症状消失，精囊有压痛感，精液复查可见少量红细

胞，随访３个月未加重）；无效（未见上述改变）。总有效率 ＝
（良好＋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２　精液参数　随访３个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３
个月后精液参数变化，在显微镜下观察患者一次排精的精液中

红、白细胞数目（为方便统计，以下表格中：０代表阴性，１代表

＋，２代表＋＋，３代表 ＋＋＋，依次类推）、主观血精率（３０ｄ内肉
眼血精次数与排精总数的比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

来予以构成，采用ｔ检验来进行统计。计数资料采用［例（％）］
来进行表示，采用χ２检验来进行统计。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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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总显效率（９０％）明显高于对照组（３２％），
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良好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ｎ＝５０） ８ ８ ３４ １６

观察组（ｎ＝５０） ２６ １９ ５ ４５

χ２ ３５３５

Ｐ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液参数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镜检红细胞、白细胞及主观血精率均明显降

低，与对照组相较，差异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

组别
镜检红细胞

治疗前 治疗后

镜检白细胞

治疗前 治疗后

主观血精率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５０） ３７５±０４２ ２４９±０５０ ２８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１６ ０７９±０２１ ０２８±０２２

观察组（ｎ＝５０） ３８２±０４０ １６７±０８２ ２６８±０１５ １６９±００８ ０７６±０２４ ０４５±０２３

ｔ ０８５３ ６０３７ １２５３ ９６４９ ０６６５ ３７７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

　讨论
正常情况下，成年男性的精液呈乳白色黏稠液状，气味略

腥。而血精是指男性排精时带有血液。一般来说，血精不大容

易马上为人们所觉察，除非出血较多。血精患者的精液在显微

镜下检查可发现红细胞，而肉眼观精液是鲜红色或暗红色，有

部分患者的血精中有血块。本病多由囊腺疾病和慢性前列腺

疾病所引起，最为常见的当属精囊病变。由于精囊腺壁的解剖

结构很薄，所以一旦充血肿胀后，布满细小血管的囊壁就很容

易破裂出血［１１］，形成血精。

随着精囊镜技术成熟与设备仪器的完善，精囊镜技术已成

为国内外众多男科医师治疗血精症的一个重要选择。其操作

核心在于：（１）术中进镜轻柔，避免损伤尿道、直肠、前列腺等；
（２）进镜至膀胱观查膀胱内有无新生物及双侧输尿管口位置、
形态，排除上尿路或膀胱肿瘤等原因；（３）在输尿管导管引导下
寻及精阜开口，并缓慢扩张进镜，并适当调整冲洗液水压避免

水压过大造成精阜损伤；（４）如遇射精管开口寻找困难，可同时
让助手行直肠指检，若镜下看到血性液排出即为射精管开口；

（５）术后留置导尿管１周，引流膀胱，多输液或饮水，利尿达到
内源性冲洗目的。其优点在于：操作方便、观察直接、效果肯

定［１３－１５］，成为诊断、治疗血精症的新武器之一。

整体而言，精囊镜作为治疗血精的一种临床新方式，以期

独有的优势，对患者精液质量的提高是存在积极作用的，相信

在男科疾病方面必定大放异彩。但是理论上，精囊镜还是存在

损伤精道的可能性，所以期待更加深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讨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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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曲张动物模型概述
赵家有　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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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男科常见病之一。近年来，ＶＣ致不育症成为研究的焦点
和热点之一。选择合适的动物和科学的方法建立符合人类ＶＣ病理过程的动物模型是开展发病机制和药物
作用机理研究的基础。本文主要针对ＶＣ动物模型作一概述，由于大鼠精索静脉解剖结构变异，影响了部分
结扎左肾静脉方法建立大鼠ＶＣ模型的稳定性。选择近交系Ｗｉｓｔａｒ大鼠亚株或结扎精索静脉不规律侧支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案。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动物模型；男性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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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指精索蔓状静脉丛，由于
各种原因引起回流不畅或因静脉瓣损坏引起血液倒流，导致局

部静脉扩张、迂曲和伸长的病理改变，是引起男性不育症的常

见病因。《欧洲泌尿外科学会男性不育症指南（２０１４年版）》指
出男性不育症患者致病因素调查表明，在已知的致病因素中，

ＶＣ所占比例达１４８％。近年来，ＶＣ致不育症成为研究的焦点
和热点之一。优选一种重现性好、科学的动物模型，是得到的

更科学可靠结果的基础。对近年来 ＶＣ模型的研究情况，综述
如下，供同道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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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的选择，直接影响实验的成败、实验结果的科学

性［１］。实验动物选择主要依据：与人类似程度、造模成效、伦

理、资金等因素。据文献报道，ＶＣ的动物实验研究所选用的动
物主要有犬、兔、大鼠。

ＳｈａｆｉｋＡ等［２］采用犬制作ＶＣ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成功建立
犬精索静脉曲张模型，模型组犬阴囊温度升高，睾丸发生退行

性病变，血清睾酮降低，催乳素升高。但是，ＬａｖｅｎＪＳ等［３］研究

表明血流动力学检测证实缩窄犬左侧肾静脉未能模拟出人 ＶＣ
的病理变化。

息金波等［４］采用结扎左侧精索静脉主干制作日本大耳白

兔ＶＣ模型，模型组白兔睾丸组织脂质过氧化物浓度均显著增
高，直接损伤睾丸生殖细胞致使睾丸生精功能减弱。ＳｎｙｄｌｅＦＥ
等［５］采用结扎左侧腰部睾丸干静脉制作兔 ＶＣ模型，结果表明
兔ＶＣ模型与人 ＶＣ所致生精功能障碍和精子质量下降情况
类似。

学者用犬和兔制作ＶＣ模型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由于大鼠成本低，饲养方便，近１０年多采用部分缩窄左肾
静脉方法制作大鼠 ＶＣ模型。但是，大鼠左侧精索静脉存在相
当大解剖变异，有两条走行方向，１条走向髂总静脉，１条走向左
肾静脉，这个变异似乎存在各个种系的大鼠包括 Ｗｉｓｔａｒ和 ＳＤ
大鼠［６］。王润等［７］认为由于大鼠睾丸静脉系统血液回流主要

是通过精索静脉主干，左肾静脉部分结扎导致睾丸静脉回流受

阻，但可以通过精索静脉主干分流得以完全代偿，这可能是一

些左肾静脉部分结扎模型失败的主要原因。即便有睾丸静脉

曲张，也未必一定对睾丸功能有明显影响。ＺｈａｎｇＹ等［８］推荐

采用近交系Ｗｉｓｔａｒ大鼠亚株（ｉｎｂｒｅｄＷｉｓｔａｒｒａ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ｉｎ），该鼠
睾丸静脉直接汇入左肾静脉，无明显侧支到达髂总静脉。这一

独特的解剖结构适合用于制作 ＶＣ模型，并且研究成果易于应
用到临床。ＺｈａｎｇＹ等采用该大鼠制作 ＶＣ模型，造模一个月
后，两侧睾丸均发生生精停滞，左侧睾丸较右侧睾丸严重，间质

细胞和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出现空泡。
"

　造模方法
采用科学方法，建立符合人类ＶＣ病理过程的动物模型，有

助于更好地开展ＶＣ机制及药物疗效的研究。近年来，研究者
以缩窄左肾静脉方法构建了大鼠 ＶＣ动物模型，并研究了优化
方法。

左侧精索静脉呈直角进入左肾静脉等一系列因素致临床

上以左侧ＶＣ最为常见。查询近年文献，国内学者多采用部分
缩窄左肾静脉方法建立 ＶＣ大鼠模型，其关键步骤是在左肾上
腺静脉和精索静脉内侧、下腔静脉外侧的左肾静脉下分离出一

通道，在通道内穿出一根３／０丝线，置一根直径约为０５ｍｍ的
金属杆，与左肾静脉一起结扎，抽出金属杆，使左肾静脉复通，

造成左肾静脉的部分狭窄，借此使左肾静脉直径缩小约一半。

杨栋等［９］采用左肾静脉部分结扎法制作大鼠 ＶＣ模型，观
察大鼠睾丸－精索静脉脉管系统解剖及变异情况，结果表明ＳＤ
大鼠左侧精索静脉走行存在多种类型的变异情况，ＶＣ大鼠的
睾丸血流由常规的经精索静脉流入下腔静脉变为经３～４个静
脉侧枝经膀胱前列腺周围静脉丛流入髂静脉。因此大鼠ＶＣ模
型的制作需要考虑静脉变异情况。

尧冰等［６］将３０只雄性青春期ＳＤ大鼠随机分成三组，每组

１０只。Ａ组缩窄左肾静脉并结扎左侧精索静脉侧支，Ｂ组仅缩
窄左肾静脉，Ｃ组为假手术组。结果表明术后左侧精索静脉直
径Ａ组明显大于Ｂ组（Ｐ＜００１）。Ａ组左侧精索静脉曲张诱导
成功率为１００％，Ｂ组为１０％（仅１只左侧精索静脉无侧支的大
鼠造模成功），Ｃ组未见曲张。据此他们认为认清左侧精索静脉
解剖回流，并结扎其不规律出现的侧支是建立稳定一致的左侧

精索静脉曲张模型的关键。

学者采用显微外科技术部分缩窄左肾静脉，与传统方法比

较，该方法具有简单易行、成功率高、并发症少的优点［１０］。Ｎａ
ｊａｒｉＢＢ等［１１］采用显微外科技术部分缩窄左肾静脉同时，结扎睾

丸静脉侧支循环，提高了制作大鼠ＶＣ模型的成效。
此外，ＷａｎｇＲ等［１２］应用结扎左侧精索静脉主干与部分缩窄左

肾静脉分别制备大鼠ＶＣ模型，对两种方法制备的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导致的睾丸损害和阴囊温度升高类似。

#

　小结
不论何种原因所致的精索静脉曲张，其结果都是精索静脉

内血液增多，这正是建立动物模型的理论基础［７］。无论何种制

备ＶＣ模型方法，均是基于ＶＣ病理，即造成精索静脉回流不畅，
导致局部静脉扩张、迂曲和伸长，从而引起睾丸、附睾等一系列

病理变化。制备模型过程中需注意动物与人类精索静脉解剖

结构的吻合度。

ＶＣ是男性不育症的重要致病因素，中医发挥整体观和辨
证论治的优势，在治疗ＶＣ性不育症中有一定的特色，为了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和使中医药惠及广大患者，开展中医药实验研究

势在必行，为了科学阐释中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机制，揭示

中药提高ＶＣ患者生育能力的机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动物模型
是前提。

临床根据“异病同治”理论，采用妇科名方完带汤和桂枝茯

苓丸加减组成通脉方，该方由炒白术、柴胡、茯苓、陈皮、炒白

芍、桂枝、牡丹皮、荆芥、覆盆子、枸杞子组成。临床实践采用该

方治疗ＶＣ性不育症，疗效满意，显著改善 ＶＣ局部阴囊潮湿坠
胀疼痛等症状的同时，还可提高患者精子活力，提高生育能力。

采用缩窄左肾静脉并结扎左侧精索静脉侧支的方法建立大鼠

ＶＣ模型，对该方治疗经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症的机制研究进行
了预实验，给药干预４周后，通脉方组大鼠附睾精子活力显著高
于模型组大鼠附睾精子活力；模型组大鼠附睾 α－糖苷酶与 Ｌ
－肉毒碱含量低下，与模型组比较，通脉方组α－糖苷酶与 Ｌ－
肉毒碱含量明显增高。但今后，尚需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以揭示该方治疗ＶＣ性不育症的药效学，为开发中药新药治疗
Ｖ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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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泄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欧洲泌尿外科学会于２０１５年３月颁布了《２０１５版早泄
诊治指南》。新《指南》在早泄的定义、发病机制、基于循证医学的流行病、诊断标准、安全而有效的治疗等方

面做了论述。通过本《指南》的解读，旨在帮助不熟悉性功能障碍治疗的医生更加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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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制定背景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性功能

障碍，发病率比勃起功能障碍（ＥＤ）高，但其治疗没有 ＥＤ规范
而有效。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
ｇｙ，ＥＡＵ）在继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版后，２０１５年３月颁布
了２０１５版《早泄诊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１］。该《指南》
以现有研究证据为依据，对早泄的定义、流行病学、早泄分类、

对夫妻双方生活质量的评估、药物治疗管理、药物不良反应的

处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一指南虽然针对西方人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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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但对我国早泄管理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现将其要点及

２０１５年版本主要变化介绍如下，重点解读早泄的治疗部分。
"

　早泄的流行病学、病因及危险因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２０１５年《指南》跟之前的版本相比较，把早泄的流行病学、

病因及危险因素、早泄对生活质量影响，提到《指南》最前面，把

早泄的分类放在后面，同时并把早泄的流行病学方面做了大篇

幅的删减，使《指南》更接近临床。各部分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考

《ＥＡＵ早泄（２００９年版）诊治指南》解读［２］。

目前国内外缺乏一个大规模、循证医学的早泄流行病学调

查；主要的问题是无法建立一个较公认的早泄的定义。美国

ＮＨＳＬＳ的研究发现早泄有很高的患病率达３１％（年龄１８～５９
岁男性）。１８至２９岁，３０至３９岁，４０至４９岁和５０至５９岁患
病率分别为３０％，３２％，２８％和５５％。但是这些高发病率可能
是由于单一的二分式（是／否）的提问方式造成的，即询问是否
发生过早射精［３］。

早泄的具体病因不明。早泄的发病率并不受年龄因素的

影响，不像Ｅ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病率不断升高。早泄不
受婚姻或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他危险因素可能还包括遗传倾

向，较差的整体健康状况和肥胖、前列腺炎、甲状腺激素失调、

情绪问题和压力以及精神创伤的性经历。

#

　早泄定义、分类更新
在对早泄的定义中，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因素：（１）阴道内

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２）控制
射精的能力；（３）由于射精引起的痛苦、悲痛或人际交往困难。
２０１５年《指南》更新了国际性医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Ｍ）对早泄的定义。并明确提出了该定义
同时适用于原发性早泄（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ＰＥ）及继发性早泄（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Ｅ），把原发性早泄、继发性早泄的定义统一到 ＩＳＳＭ定义中：
（１）从初次性交开始，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１ｍｉｎ左右发
生（原发性早泄），或者射精潜伏时间有显著缩短，通常少于

３ｍｉｎ（继发性早泄）；（２）总是或几乎总是不能延迟射精；（３）消
极的身心影响，如苦恼、忧虑、沮丧和（或）躲避性生活等。新

《指南》对继发性早泄的定义给出了客观的数据来界定。

$

　早泄的诊断
４１　ＩＥＬＴ

早泄的诊断要基于患者的治疗史和性接触史。单独使用

ＩＥＬＴ不足以界定早泄，因为早泄患者与正常的男性中有大量的
重叠。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自我估计 ＩＥＬＴ就足够了；但是在临
床试验中，秒表测量ＩＥＬＴ是必要的。
４２　推荐早泄诊断工具量表（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ｏｏｌ，ＰＥＤＴ）
　　在２０１５年《指南》中，大篇幅介绍了ＰＥＤＴ量表，ＰＥＤＴ量表
是目前世界上评价早泄最常用的量表；与之前版本不同，在此

次指南中，在正文中对分值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总分≥１１分可
以诊断为早泄，９或１０分可能诊断为早泄，≤８分患早泄的可能
性比较低［４］。

新《指南》同时还提到了其他量表如：阿拉伯早泄指数（Ａｒ
ａｂ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ＰＥ），早泄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ＰＥ）、男性性健康问卷———射精障碍
（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ＳＨＱ
－ＥＪＤ）等。

%

　早泄的治疗
２０１５年《指南》延续 ２０１４年版本情况，由于达泊西汀

（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ｎｔｏｎｉｎＲｅ
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的治疗早泄推荐程度要比其他治疗方
法要高，指南把两者位置前移，放在心理／行为治疗之后，外用
药物之前。

５１　达泊西汀着重介绍
２０１５年《指南》延续２０１４年版本情况，在治疗部分把达泊

西汀单独列出。达泊西汀已被欧洲、中国等批准治疗早泄，但

没有被美国ＦＤＡ批准。达泊西汀按需服用治疗早泄，性交前１
～３ｈ服用，它可被人体快速吸收并于１３ｈ达到最高血药浓度，
并且迅速清除，避免蓄积。达泊西汀同 ＰＤＥ５抑制剂安全、有较
好的耐受性。

总体而言，两种剂量的达泊西汀（３０ｍｇ和６０ｍｇ）分别可增
加ＩＥＬＴ至２５～３０倍。达泊西汀在治疗原发性和继发性早泄
中显示类似的功效。治疗副作用存在一定的剂量依赖的相关

性，包括恶心、腹泻、头痛和头晕。没有证据表明突然停止服用

达泊西汀会增加自杀企图风险［５，６］。

５２　非适应症（Ｏｆｆ－ｌａｂｅｌ）ＳＳＲＩｓ、氯米帕明
ＳＳＲＩｓ是用于治疗情绪障碍，但可以延迟射精，因此被广泛

用于治疗早泄。２０１５年《指南》指出ＳＳＲＩｓ服用１～２周才会有
效，但是对于停药时间没有给出答复。

ＳＳＲＩｓ几种药物疗效之间的比较。２０１５年《指南》指出帕罗
西汀（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优于氟西汀（Ｆｌｕｏｘｅｔｉｎｅ）、氯米帕明（Ｃｌｏｍｉｐｒａ
ｍｉｎｅ）和舍曲林（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ｅ）。舍曲林优于氟西汀；氯米帕明作用
稍优于舍曲林、氟西汀。推荐的剂量：帕罗西汀２０～４０ｍｇ，舍曲
林２５～２００ｍｇ，氟西汀１０～６０ｍｇ，氯米帕明２５～５０ｍｇ。具体可
以参照我们对国际性医学会（ＩＳＳＭ）早泄诊治指南解读［７，８］。

２０１５年《指南》对药物之间的比较以及推荐剂量有一定的临床
提示。临床中，诸多医生反映服用ＳＳＲＩｓ的药物无效，是否考虑了
服药物时间（至少服用１～２周）？是否考虑了药物的剂量？国内治
疗早泄多服用一粒（如帕罗西汀２０ｍｇ，舍曲林５０ｍｇ）；对于治疗无
效的、不良反应不明显的患者，是否可以尝试剂量加倍？

在２０１５年指南中，对早泄的一些问题，仍然没有给出答案，
如服用达泊西汀、ＳＳＲＩｓ疗程、停药时点等问题。
５３　局部麻醉疗法

使用局部麻醉剂的延迟射精是治疗早泄最古老的形式，即局

部脱敏剂降低阴茎龟头的敏感度推迟射精。２０１５年《指南》延续
了２０１４年版本，把局部麻醉疗法后置于达泊西汀、非适应症的
ＳＳＲＩｓ之后，并把ＳＳ霜（ＳＳ－ｃｒｅａｍ）从指南中删除。ＳＳ霜是从植
物中提取的局部麻醉药。在之前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实验中

显示ＳＳ霜安全有效；但在２０１５年《指南》中不再推荐。
５４　曲马多单独列出介绍

２０１３年版本之前，把曲马多放到其他药物治疗部分；在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版本中，曲马多与心理／行为治疗、达泊西汀、非
适应症的ＳＳＲＩｓ等并列列出。

曲马多是中枢性镇痛药，能够激动阿片受体和抑制去甲肾

上腺素和５－羟色胺的再摄取。一个大型的、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多中心为期１２周的研究进行了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
性，两个剂量曲马多（６２ｍｇ和８９ｍｇ）的口服治疗早泄。耐受性
为期１２周的研究期间是可以接受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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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马多用药过量会产生依赖，我国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

理，国内处方曲马多治疗早泄比较少。

５５　其他药物治疗
既往研究支持ＰＤＥ５抑制剂在治疗早泄中的作用。他们可

能会由于较好地勃起从而降低焦虑，并可能下调勃起兴奋阈值

到较低的水平从而使要达到射精的阈值就需要更大的刺激。

然而，所涉及的机制许多仍然是未知的。

自２０１４年版本《指南》，不再把ＰＤＥ５抑制剂在治疗部分单
独列出，而是放到其他药物的部分。２０１５年《指南》指出，ＰＤＥ５
抑制剂在没有合并ＥＤ的早泄患者中的角色还没有确定。目前
西地那非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ＩＥＬＴ没有变化，但是患者
的自信心、控制射精的能力、性生活的满意度都有所改善。

自２０１４年版本《指南》删除了 α受体拮抗剂（例如特拉唑
嗪、阿夫唑嗪等）对早泄的治疗，同时不再推荐。

&

　讨论
早泄是男科临床中的常见病，发生率较高，其病因及发病

机制迄今仍未有一个公认的学说来阐明，也没有一个客观、可

靠的方法来进行检测。但早泄严重地影响了患者及其配偶的

性生活质量，给患者的精神与肉体造成极大伤害，同时不规范

的诊治给患者和临床医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１０］。

２０１５年《指南》与国内早泄诊治指南在早泄的定义、分类、
诊断、治疗等有诸多共同点［１１］，如，在定义上，都包括３项基本
要素：（１）依据 ＩＥＬＴ评价的射精时间；（２）自我控制感；（３）苦
恼、射精功能障碍相关人际交往困难；（４）早泄的分类，分为原
发性早泄、继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早泄以及早泄样射精功能障

碍等。早泄诊断都推荐 ＰＥＤＴ量表等；在治疗上，都包含了心
理／行为治疗、局部麻醉疗法、ＳＳＲＩｓ药物治疗等。

但是２０１５年《指南》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治疗上，与国内指
南又有不同的地方：国内指南推荐 ＳＳ霜、α受体拮抗剂治疗早
泄，但在２０１５年《指南》中已经删除此两部分；国内指南对于帕
罗西汀、氟西汀、氯米帕明、舍曲林等非适应症药物未做相关比

较；另外，国内指南做了手术治疗早泄的相关探讨，２０１５年《指

南》未做相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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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
分析
程义仙　刘水英　程慧霞　万里军△

衢州市人民医院外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情况。方法：分析２００８年４月至
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４００例临床资料，均通过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依据术后是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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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进行分组，尿路感染组５０例和非尿路感染组３５０例。结果：感染组年龄＞６５岁、术者经验初学、糖尿
病、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留置尿管时间＞６ｄ的比例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Ｐ＜００５）；
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感染组、术者经验、糖尿病、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均是尿路感染发生的相关性因素 （Ｐ＜００５）。结论：掌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可
以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降低尿路感染发生率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提高患者的预后水平。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尿路感染；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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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作为老年男性多发性疾病，逐渐引起临床广泛
重视。其作为一种良性病变，形成原因主要是机体内的性激素

水平失衡造成的［１，２］。前列腺增生患者往往有尿液排尿困难、

尿不尽、尿频尿急等临床表现，如果尿液的引流不畅、患者机体

抵抗能力较低及侵入性操作均可能造成尿路感染的发生［３，４］。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临床常用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方法，其

术后并发尿路感染是常见的并发症［５，６］。本研究通过对我院前

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的相关因

素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
４００例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均通过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依
据术后是否发生尿路感染进行分组，尿路感染组５０例，非尿路
感染组３５０例。
１２　方法

收集可能影响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尿路感染的相

关临床指标项，包括患者年龄、术者经验、术前有无基础疾病、

术前有无因尿潴留行导尿术、术前有无预防应用抗菌药物、手

术时间、术后留置尿管的时间。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单因素情况分

析，主要包括患者年龄、术者经验、高血压、糖尿病、术前尿潴留

行导尿术、术前抗生素应用、手术时间、术后留置尿管时间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临床资料建立数据库，计数资

料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并发尿路感染相关因素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单因素情况
分析

感染组年龄＞６５岁、术者经验初学、糖尿病、术前尿潴留行导尿
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６ｄ的比例均明显
高于非感染组（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单因素情况分析

因素
感染组

（５０例）
非感染组

（３５０例）
χ２ Ｐ

年龄

　≤６５岁 １５（３００） １７５（５００） ８３３ ＜００５
　＞６５岁 ３５（７００） １７５（５００）
术者经验

　初学 ３３（６６０） ７０（２００） ４３１７ ＜００５
　熟练 １７（３４０） ２８０（８００）
高血压

　是 １１（２２０） ９０（２５７） ０３８ ＞００５
　否 ３９（７８０） ２６０（７４３）
糖尿病

　是 ３１（６２０） １０２（２９１） ２１８２ ＜００５
　否 １９（３８０） ２４８（７０９）
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

　是 ２６（５２０） ５０（１４３） ３２０７ ＜００５
　否 ２４（４８０） ３００（８５７）
术前抗生素应用

　是 １６（３２０） ２００（５７１） １２７５ ＜００５
　否 ３４（６８０） １５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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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因素
感染组

（５０例）
非感染组

（３５０例）
χ２ Ｐ

手术时间

　≤６０ｍｉｎ ２１（４２０） １８０（５１４） １７７ ＞００５

　＞６０ｍｉｎ ２９（５８０） １７０（４８６）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６ｄ １４（２８０） １８０（５１４） １１４４ ＜００５

　＞６ｄ ３６（７２０） １７０（４８６）

２２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年龄术者经验、糖尿病、术

前尿潴留行导尿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留置尿管时间均

是尿路感染发生的相关性因素（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２、表３。

表２　Ｘ变量因素名称及赋值表

变量因素名称 　　　赋值表

年龄 ≤６５岁→０，＞６５岁→１

术者经验 初学→０，熟练→１

高血压 是→０，否→１

糖尿病 是→０，否→１

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 是→０，否→１

术前抗生素应用 是→０，否→１

手术时间 ≤６０ｍｉｎ→０，＞６０ｍｉｎ→１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６ｄ→０，＞６ｄ→１

表３　两组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情况

变量 υ 估计值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１ ０５４３ ０２７８ ４３３５ ００２８ ０５４６ ０９４２－０３３２

术者经验 １ ０９７５ ０４３６ ５６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４８７ ０８６９－０１５２

高血压 １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１ ３０８５ ０２３１ １１５０ ０９９８－１３６８

糖尿病 １ ０６１８ ０２７４ ６８６４ ０００９ ０４９８ ０８５３－０３１２

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 １ １１７５ ０３１９ １３４８５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４ ０５７２－０１３９

术前抗生素应用 １ １２４７ ０３７９ １１０６８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７ ０６６３－０１５９

手术时间 １ ０３１２ ０１０２ ２５６８ ０１２０ ０９０６ ０６９７－１２３８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１ １２６４ ０３８２ １０９８７ ０００７ ０２８１ ０６０９－０１２８

#

　讨论
尿路感染主要是尿路的病原体和宿主相互作用，细菌的毒

力、接种量和宿主的防御机制不健全造成的［７，８］。细菌的毒力

大于宿主的抵抗能力成为了尿路感染发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宿

主自身的免疫功能降低使宿主的抵抗能力低于细菌的毒力也

可以造成感染的发生［９，１０］。

本研究通过对４００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的良性前列
腺增生患者分析，结果表明，感染组患者年龄 ＞６５岁、术者经验
初学、糖尿病、术前尿潴留行导尿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

留置尿管时间＞６ｄ的比例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年龄、术者经验、糖尿病、术前尿潴留行导尿

术、术前抗生素未应用、术后留置尿管时间均是尿路感染发生

的相关性因素。分析其原因，第一，年龄较大的患者机体的抵

抗力明显降低，易感性有所增加，前列腺的退行性病变会促使

整个泌尿系统的功能降低，尿道黏膜的防御体系减退，出现神

经源性膀胱，进而造成排尿反射障碍，残余尿量增多，尿潴留发

生率增高，利于细菌的侵入和繁殖［１１，１２］。另外高血压可能造成

肾脏血流量明显降低，导致肾脏的免疫能力下降，增加了对于

细菌的易感性，进而造成尿路感染的发生，但是本组研究中高血

压对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影响无明显差异。第二，正常情况

下，人体的泌尿系统应该是无菌的，无经验的术者进行手术操

作或者导尿管插入后，不仅可能对尿道黏膜造成损伤，影响了

尿道内的正常生理环境，也可能导致细菌的侵入，进而出现尿

路感染［１３，１４］。导尿管长时间置于尿道中，不仅增加了细菌侵入

的几率，同时也降低了尿道上皮组织的防御功能，细菌逆行到

达泌尿系统从而出现尿路感染。第三，糖尿病患者因病情特

点，机体抵抗力明显降低，长期的高血糖状态，造成患者的生物

化学代谢过程紊乱，影响机体的防御功能，高糖尿又会增加细

菌繁殖的条件，很容易被病原菌感染，从而造成感染。另外糖

尿病患者机体蛋白质合成能力降低，分解代谢的速度明显加

快，进而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免疫力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同时糖尿病患者的神经病变可能造成出现神经源性膀胱，造成

膀胱排尿能力降低，从而发生尿潴留进而出现尿路感染［１５，１６］。

第四，尿路感染最为常见的致病菌就是大肠埃希菌，其占所有

尿路感染致病菌的５０％以上，其次是肠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及假单胞菌等，这一系列的细菌很容易从体外逆行进入泌



·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尿系统，从而造成尿路感染的发生。正常人排尿可以通过尿液

的流动和排出，将膀胱或者尿道表面的细菌排出体外，但是前

列腺增生出现后，可能出现尿不尽及尿潴留，从而造成尿液流

动相对缓慢，甚至有停滞的现象，细菌容易停留在膀胱或者尿

道黏膜，进而侵入机体，大量繁殖，从而引发尿路感染。第五，

术前行导尿术，导尿管在插入过程中可能造成尿道黏膜不同程

度的损伤，对尿道正常的结构造成了破坏，影响了正常的防御

机制，细菌容易侵入到机体，如果不能及时的灭菌，细菌很容易

在侵入的部位生长和繁殖，从而造成尿路感染。有资料显

示［１７，１８］，每天带着导尿管的患者出现尿路感染的几率达到３％
～１０％。尤其是在进行前列腺电切术后，需要将部分的前列腺
组织切割，对于尿道黏膜，特别是前列腺部造成较大的损伤，促

使尿道的皮下结构直接暴露，黏膜的保护失去后，导尿管上的

细菌更加容易侵入机体，从而造成尿路感染［１９，２０］。第六，术前

抗生素应用主要是针对无症状菌尿患者，此类患者往往没有明

显的尿路感染的症状，两次中段尿培养细菌数量 ＞１０８ＣＦＵ／Ｌ。
术前预防性的应用抗生素，可以有效的抑制无症状菌尿患者体

内的细菌生长和繁殖，从而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术后留置

尿管时间和术后尿路感染也有一定的关系。除此之外，尿路感

染的炎性刺激，可能提高了睾丸的支持细胞、间质细胞的结合

水平，降低了睾酮的分泌，降低了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作用，出

现了勃起功能障碍。另外炎性因子释放可能影响了雄性激素

的分泌，丘脑－垂体 －性腺轴性激素功能失衡，也增加了勃起
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因而有效的控制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

路感染有助于降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总之，掌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尿路感染的相关因

素可以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降低尿路感染发生率，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提高患者的预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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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那非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疗
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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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他达那非应用于慢性前列腺炎（ＣＰ）合并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１１０例ＣＰ合并Ｅ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５５例，两组患者均给
予ɑ１受体阻滞剂坦索罗辛、前列疏通以及抗生素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加用他达那非１０ｍｇ，隔天１
次，两组患者均治疗４周，治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的 ＣＰＳＩ评分以及 ＩＩＥＦ－５评分，并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ＣＰＳＩ评分以及ＩＩＥＦ－５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观察组
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２７３％（５１／５５），对照组为７２７３％（４０／５５），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前，
两组患者ＳＤＳ和ＳＡＳ量表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 ＳＤＳ和 ＳＡＳ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他达那非联合传统治疗方法应用于ＣＰ合并ＥＤ患者能够显著改善慢
性前列腺炎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提高自信，改善生活质量。

【关键词】　他达那非；慢性前列腺炎；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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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是男性中十分常见的疾病，既往有研究
指出，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有很多患者合并有勃起功能障

碍（ＥＤ），这将会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情绪，使其出现射精疼痛、频

繁遗精、早泄等症状［１］。慢性前列腺炎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原

因包括了炎症反应、性兴奋阈值改变以及病情的迁延导致的抑

郁、焦虑不适［２］。他达那非属于一种新型的高选择性磷酸二酯

酶抑制剂，既往应用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取得良好的效

果［３］，本研究就将他达那非应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

障碍的治疗效果作如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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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门诊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间就诊的１１０
例符合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和ＥＤ诊断标准的患者，其经过病
史、症状、体检以及前列腺液检测均符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疗指

南中推荐的ＣＰ诊断标准［４］，根据国际勃起功能问卷（ＩＩＥＦ－５）进
行评判分析，其指数均≤２１，确诊为ＣＰ合并ＥＤ，所有患者均有固定
的性伴侣，半年内未服用对性功能有影响药物，排除泌尿系结石、感

染以及尿道狭窄，排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５５例，其中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１～４３岁，平
均年龄（３２４±４２）岁，病程０５～１５年，平均病程（０９３±０１４）
年，对照组患者年龄１９～４２岁，平均年龄（３１３±３９）岁，病程０５
～２年，平均病程（１１４±０２５）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基本资
料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 α１受体阻滞剂坦索罗辛（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８１，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０２ｍｇ／粒）１粒／
次，２次／ｄ；前列疏通（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７１４０，保定步长天浩制药
有限公司，０４ｇ／粒）１粒／次，２次／ｄ；以及抗生素治疗（根据药
物过敏试验选择合适的抗生素种类），治疗组患者加用他达那

非（Ｌｉｌｌｙｄ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Ｉｎｃ，批号：Ａ３８２７８３），１次 １０～２０ｍｇ，１次／
２ｄ，所有患者均治疗４周。
１３　疗效评定

采用国际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指数表［５］（ＮＩＨ－ＣＰＳＩ）对患者
的前列腺炎症状进行评价，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评分：轻度：

９～１８分，中度：１９～２８分，重度２９～３８分；采用ＩＩＥＦ－５问卷对
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程度进行评价：５～７分为重度障碍，８～１１
分为中度障碍，１２～２１分为轻度障碍。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治愈：ＣＰＳＩ评分＜９分，症状消失且保持４周以上未见复发，
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好转：ＣＰＳＩ以及ＩＩＥＦ－５评分从重度改善
为中度或轻度，或由中度改善为轻度；无效：ＣＰＳＩ以及ＩＩＥＦ－５评
分依然表现为重度。治愈 ＋好转 ＝有效。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对患者焦虑情况进行评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用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以及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ＣＰＳＩ评分以及 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无明
显差异，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观察组改善更加明显，

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的ＮＩＨ－ＣＰＳＩ以及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项目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２周 治疗后４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观察组 １８１７±３１４ １４５３±２６４１１２７±２８３ａｂ

对照组 １８２９±２９８ １７３１±３１４ １４２８±２０３ａ

ＩＩＥＦ－５评分 观察组 １０６４±３８９ １４５９±３４５１８６４±３９７ａｂ

对照组 １０５９±２７３ １２１１±２１６ １４２３±２９０ａ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９２７３％（５１／５５），对照组为

７２７３％（４０／５５），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５ ３０ ２１ ４ ９２７３

对照组 ５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７２７３

２３　两组患者焦虑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ＳＤＳ和ＳＡＳ量表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ＳＤＳ和ＳＡＳ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焦虑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ＤＳ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ＳＡＳ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５５ ５８１６±６２７ ４１０５±５１６ａｂ １１０６±１５７ ７９２±０８５ａｂ

对照组 ５５ ５９２３±６３９ ４６７３±５７６ａ １１２８±１６２ ９６７±１０２ａ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ｂＰ＜００５

#

　讨论
目前我们对于ＣＰ导致ＥＤ的具体机制还不是十分明确，有

研究指出在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前列腺及其周围

组织的血管以及神经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引起 ＥＤ等性
功能障碍性疾病［６］。但是在前列腺炎的患者之中，仅有一部分

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且这种改变与患者的前列腺

炎病情并无明显相关性［７］。通过我们的研究后发现，药物治疗

后仅有部分患者的性功能 ＥＤ症状得到改善，且与前列腺炎的
症状改变相比相对滞后，特别是患者的自信方面［８］。通过我们

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对照组在经过４周的治疗之后，其治疗有
效率仅为７２７３％，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自卑等症状，这些精
神心理方面因素均有可能导致不理想的勃起以及早泄等性功

能障碍［９］。

他达那非属于一类环磷酸鸟苷特异性 ＰＤＥ５选择性、可逆
性抑制剂，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本研究应用他达那

非联合常规治疗对ＣＰ合并ＥＤ患者进行治疗后结果显示，治疗
组的ＩＩＥＦ－５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说明他达那非能有效改善伴 ＥＤ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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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勃起功能。他达那非的半衰期达到了１７５ｈ［１０］，其药效持续
时间明显长于西地那非以及伐地那非。研究［１１，１２］发现，因他达

那非以及西地那非在勃起持续时间忧虑、剂量选择、治疗耐受

性、性交尝试次数以及阴茎勃起满意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故有７９２％的患者倾向于选择他达那非进行治疗。既往在国
内有学者［１３，１４］通过观察１１０例慢性前列腺炎伴性功能障碍患
者服用他达那非联合普适泰治疗１２周后，其中勃起功能改善者
达到了９１例，改善率为８２７３％；有７１例患者的早泄症状得到
改善，改善率为６４５５％；有１６例患者射精痛症状得到改善，改
善率为１４５５％；有７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３６％。
通过我们的治疗４周后，在观察组中有５１例患者认为可以成功
性交，所以我们认为，因他达那非作用时间较长，对患者的饮食

没有特殊的要求，患者无需刻意计划性生活的时间以及地点，

也无需去改变患者的生活习惯，使得患者大大增加了自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心理治疗作用，所以患者在治疗结束后仍

能够维持良好的勃起功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给予常规剂量的他达那非进行治疗后

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头痛、消化道不适、视觉色觉受到影响、头

晕、面部潮红等不良反应［３］，但是这些症状均较轻度，可自行缓

解，故把握用药剂量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采用低剂量他达那非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合并ＥＤ
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以及耐受性，能够使得患者充分恢复自信，

更加从容、自然地进行性生活，不仅在生理以及心理方面都得

到较大的满足，同时能够满足伴侣的需求，共同提高双方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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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单中心、开放、对照研

究．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４２（６）：４７４－４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第一作者简介】孙洁（１９７０－），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肿瘤临
床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６

卵巢癌患者腹水及外周血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
含量及抑制功能的研究
孙洁１　杨素芬１　白图门１　李梅１　董迅１　陈小萍２

１宁波大学附属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２０
２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卵巢癌患者腹水及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含量及抑制功能。
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期间在我院和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卵巢癌患者５６例，采
集腹水标本５６例，外周血标本５６例。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Ｔｒｅｇ）的表达。采用
１５μｍｏｌ／Ｌ的羧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脂（ＣＦＳＥ）标记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观察 ＣＦＳＥ标记效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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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抑制率。结果：研究结果显示，５６例腹水患者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为（２８３４±１３２７）％，５６例
外周血标本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为（１４５６±４３６）％。腹水和外周血标本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
ＣＤ４＋Ｔｃｅｌｌ含量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腹水Ｔｒｅｇ抑制功能比外周血 Ｔｒｅｇ强，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水Ｔｒｅｇ含量及抑制功能比外周血 Ｔｒｅｇ强，提示卵巢癌腹腔内相对容易发生
免疫逃逸，而Ｔｒｅｇ升高可能参与促进肿瘤复发。

【关键词】　卵巢癌；腹水；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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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一种女性常见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致死率最高
的肿瘤类型，已严重威胁其患者的生命健康［１］。临床中未见肿

瘤初期的敏感诊断方式，这将导致一经确诊基本为中晚期，延

误最佳治疗时机［２］。近年来，针对卵巢癌的免疫学机制研究逐

渐成为热点，对肿瘤微环境的免疫学机制变化深入了解，有助

于提高未来卵巢癌早期诊断及后期治疗的成功率［３］。在本次

研究中，选取卵巢癌患者５６例，分析并探讨卵巢癌患者腹水及
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含量及抑制功能。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在我院和宁波市鄞州
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卵巢癌患者５６例，采集腹水标本５６例，外
周血标本５６例。纳入标准：（１）经病理检查和细胞学检查均被
确诊为卵巢癌；（２）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１）感染性疾病
患者；（２）非自愿参加者。该研究得到伦理学会的批准，且在采
集标本前得到了患者的许可，允许进行后续实验。

１２　实验方法
在卵巢癌患者腹腔穿刺术后采集腹水标本，并使用无菌的

引流袋将其安置于冰中保存用于后续实验分析。外周血标本

则在清晨空腹后采集静脉血获得，加入ＥＤＴＡ抗凝处理［４］。

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Ｔｒｅｇ）的
表达［５］。使用 ＣＤ４＋Ｍｕｌｔｉｓｏｒｔｋｉｔ获得 ＣＤ４＋Ｔ细胞，然后使用
ＣＤ２５的磁珠阳性分选得到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和 ＣＤ４＋ＣＤ２５－

Ｔ细胞。经检测，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浓度在９０％以上。
分选得到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和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采用

１５μｍｏｌ／Ｌ的羧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脂（ＣＦＳＥ）标记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观察 ＣＦＳＥ标记效果［６］。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
胞和ＣＦＳＥ标记的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按０：１、１：１、１：２及１：４比
例在１０％的胎牛血清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体系内进行共培养，
加入人淋巴细胞ＣＤ３单克隆抗体、人淋巴细胞 ＣＤ２８单克隆抗
体以及人重组ＩＬ－２作为激活因子。５ｄ后使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ＣＦＳＥ表达，计算抑制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观测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计量资料采
取ｔ检验，率的比较采取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判断标准。

"

　结果
２１　卵巢癌腹水及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 Ｔ细胞的检测结果
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５６例腹水患者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
ｃｅｌｌ为（２８３４±１３２７）％，５６例外周血标本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
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为（１４５６±４３６）％。腹水和外周血标本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含量有显著差异，经统计学检
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卵巢癌腹水及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２５＋免疫抑制功能测定结
果分析

　　腹水 Ｔｒｅｇ抑制功能比外周血 Ｔｒｅｇ强，经统计学检验，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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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卵巢癌腹水及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免疫抑制功能测定

样本
例数

（例）

Ｓ／Ｒ（％）

１：１ １：２ １：４

腹水 ５６ ７４３７±１４３３ ７０５３±１３３３ ４４５４±１２５３

血液 ５６ ５８４９±５６３ ５１０１±４５６ ２８４１±４４４

ｔ 　５４７ 　７１１ 　６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近年来肿瘤研究逐渐深入，许多文献证实部分肿瘤抗

原与自身抗原相似甚至相同，免疫细胞对外来抗原发挥识别、

清除功能，但因部分肿瘤抗原与自身抗原相同，未成功识别，从

而使肿瘤继续生长蔓延［７］。研究表明，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
胞具有抑制自身Ｔ细胞表达及识别的能力，可以进一步帮助肿
瘤细胞在免疫系统监控下逃脱［８］。基于上述理论，近年来针对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关系研究逐渐
增多，对肿瘤微环境的免疫学机制变化深入了解，有助于提高

未来卵巢癌早期诊断及后期治疗的成功率。

有研究证实，在肝癌、乳腺癌及结肠癌患者血清中发现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数量有所增多，且在肿瘤病灶处结果
亦然［９］。随后，有人报道发现在卵巢癌患者中发现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也有所增加，并且随着癌症的发展，增加的
愈发明显。增加的越明显，该疾病的预后表现越差［１０］。肿瘤病

灶甚至全血内存在一定免疫抑制，这种抑制可能是通过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介导的，同时有报道证实，这种介导并非由
活化Ｔ细胞刺激而来［１１］。动物实验表明，通过体外注射抑制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活性药物，可有效减轻小鼠体内免疫
抑制情况［１２］。针对上述现象，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假设：肿瘤

发生后，刺激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增殖，继而引起免疫抑
制；肿瘤表面抗原使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发生常规
增殖［１３］。

为了进一步分析并探讨卵巢癌患者腹水及外周血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含量及抑制功能，进行本次调查研究，结果
发现，５６例腹水患者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为（２８３４
±１３２７）％，５６例外周血标本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ＣＤ４＋Ｔｃｅｌｌ
为（１４５６±４３６）％。腹水和外周血标本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ｃｅｌｌｓ／
ＣＤ４＋Ｔｃｅｌｌ指数有显著差异，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有报道指出，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并不能
用来研究其抑制功能，但因腹腔转移是卵巢癌患者主要转移途

径，且部分研究报道中确实提出腹水内该调节性 Ｔ细胞能在一
定程度上预测疾病进展［１４］。同时，本次研究中显示腹水 Ｔｒｅｇ
抑制功能比外周血 Ｔｒｅｇ强，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可能说明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对肿瘤
趋化、募集有一定作用，通过作用于趋化因子等诱导细胞

迁移［１５］。

综上所述，腹水Ｔｒｅｇ含量及抑制功能比外周血 Ｔｒｅｇ强，提
示卵巢癌腹腔内相对容易发生免疫逃逸，而Ｔｒｅｇ升高可能参与
促进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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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小 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简写为 ｍｉＲＮＡ）是一类真核生物内源性小分子单链 ＲＮＡ（核糖核
酸），长约２１～２５个核苷酸的非编码ＲＮＡ，通过结合到ｍＲＮＡ的３’非编码区（３’ＵＴＲ），降解 ｍＲＮＡ或者抑
制其翻译过程，从而抑制转录后基因表达。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在妇科肿瘤、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
等疾病均有表达且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新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在卵巢早衰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
文对ｍｉＲＮＡ在卵巢早衰研究中的进展及应用前景做如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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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卵巢早衰（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ＯＦ）指女性４０岁前由

于卵巢功能衰退而引发闭经，激素特征为高促性腺激素水平，

特别是ＦＳＨ升高，ＦＳＨ＞４０Ｕ／Ｌ，伴雌激素水平下降，与遗传因

素、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医源性损伤等有

关［１］。其发病率约为１％（１／１００），青少年患者在所有卵巢早衰

患者中所占的比率约为２５％，多为不可逆的病理过程，多致不

孕［２］。３０岁发生卵巢早衰的几率约为１／１０００，２０岁发生卵巢

早衰的几率约为１／１０，０００，原发性卵巢早衰的发生率约为１／

１００，０００［３－５］，据文献报道，中国人的卵巢早衰发生率约为

０５％［３］，卵巢早衰给尚未生育的患者带了极大的困扰。因此

卵巢早衰的早期诊断较为重要。

卵巢早衰其病理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卵泡耗竭（原始卵泡

数量不足、卵泡闭锁加速）、卵泡功能异常（特发性卵泡功能异

常，染色体与基因因素）等［６］。而微小 ＲＮＡ（ｍｉＲＮＡ）在卵巢早

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了解卵巢早衰的机制提供

了新的思路。

!

　
'()*+

在卵巢的生长发育衰老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１９９３年Ａｍｂｒｏ和Ｒｕｖｋｕｎ实验室发现 ｍｉＲＮＡ至今的短

短２０年内，国内外对 ｍｉＲＮＡ做了深入的研究［７］。研究发现在

女性生殖系统中的各个器官均有丰富的ｍｉＲＮＡ表达，先后发现

了若干呈高水平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其中 ｍｉＲ－２６ａ、ｍｉＲ－１２５ｂ、

ｌｅｔ７ｃ等在卵巢中的表达量最为丰富［８］。卵巢生长发育衰老的

各个阶段，均有相应的ｍｉＲＮＡ的表达，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研究表明ｍｉＲＮＡ在卵泡生长和排卵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先后在新出生的小鼠卵巢中发现ｍｉＲ－２６ａ、ｌｅｔ７ｃ、ｍｉＲ

－７０９有大量的表达，表明ｍｉＲＮＡ可能与卵巢的生长发育有着

密切的关系［９］；研究发现，ｍｉＲ－５０３在卵泡生长过程中呈低表

达，而在排卵前呈高表达，表明ｍｉＲＮＡ可能与排卵有密切关系。

研究表明ｍｉＲＮＡ可调节卵巢细胞甾体激素的合成［１０］。如

ｍｉＲ－１７－５ｐ、ｌｅｔ７ｂ的缺乏可导致黄体功能不足，从而影响受

孕［１１］；而ｍｉＲ－１８、ｍｉＲ－２４、ｍｉＲ－３２、ｍｉＲ－２５、ｍｉＲ－１３２、ｍｉＲ

－１８２的高表达可造成孕激素表达的提高［１０］。

研究表明ｍｉＲＮＡ可调节卵巢细胞增生和凋亡［１２］。如 ｍｉＲ

－２６ａ在子宫、子宫颈、输卵管、卵巢等组织均呈高水平表达，可

发挥抑制增生和肿瘤生长的作用［１３］；排卵后，ＬＨ诱导颗粒细胞

向黄体细胞转化，产生有功能的黄体的过程中，必须抑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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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的产生。研究发现，将ｍｉＲ－２１的表达量降低至其基础表

达量的１／２７时，颗粒细胞发生凋亡，不能转化为有功能的黄体，

说明ｍｉＲＮＡ可调节颗粒细胞的凋亡［１４］。

ｍｉＲＮＡ还起到了其他重要作用，如对卵巢黄体功能的调节

等。同时诸多因子如生殖激素对 ｍｉＲＮＡ的表达也起到了调节

作用。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转录后调节网络三者在卵巢早衰中一同

起到了重要调节作用。

"

　
'()*+

在卵巢早衰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研究进展

研究表明卵巢早衰患者ｍｉＲＮＡ表达谱与正常人比较，存在

差异。Ｙａｎ等［１５］研究发现卵巢早衰患者血清 ｍｉＲＮＡ表达谱与

正常妇女ｍｉＲＮＡ表达谱存在差异，其中有１０种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显著

升高（ｍｉＲ－２０２，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２５ｂ－２，ｍｉＲ－１３９－

３ｐ，ｍｉＲ－６５４－５ｐ，ｍｉＲ－２７ａ，ｍｉＲ－７６５，ｍｉＲ－２３ａ，ｍｉＲ－

３４２－３ｐ及ｍｉＲ－１２６），２种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显著降低（ｌｅｔ－７ｃ及ｍｉＲ

－１４４）。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将筛选出越来越多的与卵

巢早衰相关的ｍｉ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表达的缺失可造成卵巢早衰的形成。ｍｉＲ－２９０－

２９５是哺乳动物特有的ｍｉＲＮＡ片段，在鼠早期胚胎和胚胎生殖

干细胞中有特殊表达，Ｍｅｄｅｉｒｏｓ等［１６］研究证实 ｍｉＲ－２９０－２９５

在胚胎发育中起重要作用。在 ｍｉＲ－２９０－２９５缺失的存活胚

胎中，雌鼠的生育能力受到损害。这种生育能力损害起源于转

移的原始生殖细胞的缺陷（雌雄突变鼠中出现概率相同）。雌

性ｍｉＲ－２９０－２９５－／－鼠不育无法恢复，其原因归结于卵巢早

衰（雄性鼠生育能力可以恢复，因为其生殖细胞较长的增殖生

命周期）。

随着对脆性Ｘ综合症基因 ＦＭＲ１（ＦｒａｇｉｌｅＸ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ｔａｒｄａ

ｔｉｏｎ）基因了解的不断加深，ｍｉＲＮＡ可能与卵巢早衰相关。脆性

Ｘ综合症是遗传性智力低下的最常见的原因，其症状由大量

ＣＧＧ三磷酸腺苷重复序列引起。小样本流行病学研究表明５５

～２００次的ＣＧＧ重复序列可能是卵巢早衰的原因之一［１７，１８］。

脆性 Ｘ综合征蛋白 ＦＭＲＰ（ＦｒａｇｉｌｅＸ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是一种 ＲＮＡ相关蛋白，ＦＲＭＰ可通过与 ｍｉＲＮＡ相互作用调节

ｍＲＮＡ转录［１９］，在蛋白质合成水平调节很多基因的表达［２０］。

但目前没有实验证据表明ＦＭＲ１突变干扰ｍｉＲＮＡ的作用，三者

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人员对ｍｉＲＮＡ在卵巢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

ｍｉＲＮＡｓ在ＰＯＦ患者血清中的异常表达，可能通过不同的信号

通路起到了调节颗粒细胞的增生和凋亡作用。Ｙａｎ等［１５］研究

发现人卵巢颗粒细胞在转染 ｐｒｅ－ｍｉＲ－２３ａ后，ＸＩＡＰ蛋白、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蛋白的表达量下降，而裂解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蛋白表达增

加，同时伴凋亡增加，说明ｍｉＲ－２３ａ在ＰＯＦ患者血清中显著升

高，其可能通过减少ＸＩＡＰ蛋白的表达起到了调节凋亡的作用。

ｍｉＲ－１８１ａ在 ＰＯＦ患者血清中也显著升高，而 ｍｉＲ－１８１ａ

与活化素受体ⅡＡ（Ａｃｔｉｖ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Ⅱ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主

要表现为 ｍｉＲ－１８１ａ通过下调 ａｃｖｒ２α的表达从而抑制活化素

诱导的颗粒细胞增生，使我们对转录后水平卵泡发育的机制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而此机制可能涉及卵巢早衰的病理过程［２１］。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必将从ｍｉＲＮＡ角度进一步阐明该病的发

病机制。

ＲａｈＨ等［２２］研究了ｍｉＲＮＡ本身多态性是否影响罹患卵巢

早衰的风险，通过对１３６例ＰＯＦ患者和２３４例正常患者基因样

本中３种 ｍｉＲＮＡ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基因分型，发现 ｍｉＲ－１４６

和ｍｉＲ－１９６ａ２基因间交互作用可能参与卵巢早衰的发生发展。

#

　展望

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在肿瘤、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神

经变性等疾病患者组织中有着广泛的表达，而血浆（血清）、唾

液、尿液中的中ｍｉＲＮＡ可以作为标记物，避免了穿刺等创伤性

诊断过程，在疾病的诊断中有极大的价值，同时可应用于治疗

疗效及疾病预后的判别，疾病相关ｍｉＲＮＡ在今后医学的发展过

程中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２３］。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将筛选出越来越多的与卵巢早

衰相关的特异性 ｍｉＲＮＡ。ｍｉＲＮＡ在卵巢早衰中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探究其发病机制：可以通过研究建立ｍｉＲＮＡ的表达谱的改

变、蛋白质合成的异常这两者的相关性，从而阐明该病的发病

机制，以此可推测各类病因对该病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有助于

该病的治疗。

早期诊断：一项研究表明５０％的卵巢早衰患者在确诊前已

经在至少３位临床医生处就诊过，且２５％患者作出卵巢早衰的

诊断至少经历５年，可见卵巢早衰的早期诊断较为困难［２４］。目

前该病的诊断尚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导致临床对该病的诊断

较为混淆［２５］。目前阴道超声检查在女性生殖器官检查中被广

泛应用，但阴道超声准确性仍然不足，有一定局限性。腹腔镜

下卵巢活检对ＰＯＦ的诊断有一定意义。但卵巢组织活检在临

床工作中较难实施，而且卵泡结构的缺失也不能绝对预测卵巢

功能的丧失。临床上使用较多的诊断方法是检测 ＰＯＦ患者的

血清激素值，包括卵泡刺激素、雌二醇、抑制素 Ｂ及抗苗勒管因

子等。但临床上患者往往是在出现明显症状后才就诊，错过了

该病的早期治疗时机，而其他的诊断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自身抗体检测包括抗甲状腺抗体、抗卵巢抗体、抗肾上腺素抗

体等。目前对免疫抗体的诊断意义尚存在争论。而通过测定

卵巢早衰特异性ｍｉＲＮＡ可以对该病做出早期诊断，可提前预防

或治疗，从而延缓该病的发病进程。

治疗疗效的检测：当前临床上普遍以患者自觉潮热、出汗、

失眠、心悸等低雌激素的症状减轻，生殖器萎缩改善及性生活

逐渐恢复正常，月经来潮或妊娠分娩作为疗效的判定标准。这

其中不乏主观因素。而通过患者检测ｍｉＲＮＡ的表达谱，相对可

以更为客观地（或定量地）评价治疗的疗效。

判断该病的预后：卵巢早衰患者ｍｉＲＮＡ表达谱与正常人差

异的大小可用于参考 ＰＯＦ的发病严重程度以及该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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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

对于ＰＯＦ的诸多并发症，如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糖尿

病、植物神经紊乱等的预防，探究 ｍｉＲＮＡ的表达谱也具有重大

的参考意义。

目前对ｍｉＲＮ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ｍｉＲＮＡ表达的筛查，

而对其调节作用及作用特点研究较少。特征性 ｍｉＲＮＡ、靶基

因、转录后调节网络的不断发现，越来越说明其作用的广泛性、

重要性。一旦卵巢早衰相关ｍｉＲＮＡ及其作用靶点被发现，这些

小分子潜在的临床应用就摆在了科学研究的前沿，这些研究必

将带来治疗策略的改变和很好的治疗效果［２６］。

根据目前对ｍｉＲＮＡ的认识，可以预见，未来ｍｉＲＮＡ必将广

泛应用于临床，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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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蛋白
激酶Ｂ（ＰＩ３Ｋ／Ａｋｔ）表达水平及其与血管生成的关系，并且探讨ＶＥＧＦ与ＰＩ３Ｋ在调控血管生成过程中的相互
关系。方法：利用Ｓ－Ｐ方法对３２例ＥＭ手术标本和３０例子宫肌瘤中ＶＥＧＦ、Ａｋｔ及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表
达进行检测。结果：ＥＭ中正常内膜、在位内膜和异位内膜 Ａｋｔ、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２００％（６／３０）、
３７５％（１２／３２）、８４４％（２７／３２）、６００％（１８／３０）、７５０％（２４／３２）、８７５％（２８／３２）；ＥＭ中正常内膜、在位内
膜和异位内膜ＭＶＤ分别是（１０３７±５２４）、（１９１４±７１０）、（４８２４±１０５４）。Ａｋｔ、ＶＥＧＦ和血管密度在
ＥＭ中异位内膜较正常内膜组高表达，在调控血管生成过程中，Ａｋｔ与 ＶＥＧＦ呈正相关。结论：ＰＩ３Ｋ／Ａｋｔ、
ＶＥＧＦ均参与ＥＭ的发生发展，在ＥＭ血管生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共同参与ＥＭ过程。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磷脂酰肌醇－３激酶／蛋白激酶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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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是育龄女性的妇科疾
病之一，在经期引起慢性盆腔痛，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血管

生成与ＥＭ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是

关键的促血管生成因子。ＥＭ是良性的妇科疾病，但其特点，具
有类似恶性肿瘤远处转移和种植生长能力，由此推断，它的发

病机制可能与恶性肿瘤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在恶性肿瘤中，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调控异常，上调 ＶＥＧＦ表达，增加肿瘤血管
形成。本研究拟采用ＥＭ的在位子宫内膜和异位内膜以及正常
子宫内膜，Ｓ－Ｐ方法检测 ＶＥＧＦ和 Ａｋｔ蛋白表达，了解 ＥＭ中
ＰＩ３Ｋ／Ａｋｔ和ＶＥＧＦ是否参与 ＥＭ的发生发展，为 ＥＭ的防治提
供新思路和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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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入院的在我院行手术治疗、
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ＥＭ的患者中随机抽取３２例，选择的患者
月经周期均规则，无生殖内分泌疾病、急慢性盆腔炎、妇科恶性

肿瘤及宫内节育器放置术等，术前６月没有进行过激素类药物
治疗史，没有子宫内膜病变。收集患者的异位和在位内膜作为

实验组；收集无ＥＭ患者３０例，取其内膜组织作为对照组。无
ＥＭ患者的年龄平均约（３３６３±２３）岁。患有 ＥＭ的患者年龄
平均约（３５４±２７）岁。经检验，两组的患者在年龄、体重、月
经周期和ＡＦＳ分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组内的平均年龄构
成无统计学差异。收集的病理切片由病理科专家确诊为 ＥＭ。
该实验经本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标本收集前均与患

者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取患有ＥＭ患者的子宫内膜组织、异位内膜
组织以及无ＥＭ患者的子宫内膜，１０％甲醛固定，脱水、浸腊和
包埋。每份标本行ＨＥ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组织学形态，入选标
本镜下检查找到内膜腺体和间质细胞。

１２２　方法　试剂均购自上海北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兔抗人

Ａｋｔ单克隆抗体（ＬＳ－Ｃ５０３０１）；兔抗人 ＶＥＧＦ单克隆抗体
（ＰＡ１１６９４８）、鼠抗人 ＣＤ３４单克隆抗体（ＭＡ１３７３２９），操作步骤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２３　结果判定　ＶＥＧＦ和Ａｋｔ的Ｓ－Ｐ染色主要表现在腺上
皮的胞质，部分在间质细胞，片状或颗粒状、深或浅棕黄色的染

色被定义为阳性细胞。采取半定量方法计算阳性细胞的平均

百分率，具体方法：在每张切片中采集５个高倍镜视野，并且随
机计数约１００个细胞，统计并计算每个视野下阳性细胞占１００
各细胞的平均百分比；阳性细胞数 ＜１０％的定义为（－）；在
１０％～３０％ 之间的定义为（＋）；在 ３０％ ～７０％的定义为
（＋＋）；在７０％以上的定义为 （＋＋＋）。ＣＤ３４抗体可用作有效
地统计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指标，并用作定量统计，用低倍镜
下挑选出最高的 ＭＶＤ区，显微镜下计数５个满视野的微血管
数量，求平均值，即可认为是该ＥＭ的平均微血管数目［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多组间比

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选用非参数统计方

法，按α＝００５的水准，Ｐ＜００５则表明，拒绝零假设，说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表１　ＶＥＧＦ、Ａｋｔ、ＭＶＤ在正常内膜、ＥＭ在位内膜和异位内膜中的表达

ｎ
Ａｋｔ

－ ＋ ＋＋ ＋＋＋

ＶＥＧＦ

－ ＋ ＋＋ ＋＋＋
ＭＶＤ

正常内膜 ３０ ２４ ５ １ ０ １２ １０ ６ ２ １０３７±５２４

在位内膜 ３２ １８ ６ ５ １ ８ １２ ８ ４ １９１４±７１０

异位内膜 ３２ ５ ８ １０ ９ ４ １０ １３ ５ ４８２４±１０５４

　　注：Ａｋｔ表达情况比较χ２＝３３３０，Ｐ＜００５；ＶＥＧＦ表达情况比较χ２＝８１８８，Ｐ＜００５；ＭＶＤ水平比较Ｆ＝７５４，Ｐ＜００５

　　表１说明：（１）ＶＥＧＦ、Ａｋｔ、ＭＶＤ在正常内膜、ＥＭ在位内膜
及异位内膜组织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Ａｋｔ、ＶＥＧＦ在异
位内膜较在位内膜组织及正常内膜高表达，说明 Ａｋｔ、ＶＥＧＦ可
能对ＥＭ的发生、发展存在影响；（３）ＭＶＤ在异位内膜高表达，
说明新生血管对肿瘤的发生、转归有关键作用。

表２　 ＰＩ３Ｋ／Ａｋｔ和 ＶＥＧＦ表达的关联性分析

Ａｋｔ ｎ
ＶＥＧＦ

－ ＋ ＋＋ ＋＋＋

－ ４７ １２ １０ ５ １

＋ １９ ６ ９ ４ ２

＋＋ １６ ２ ８ ８ ３

＋＋＋ １０ ４ ５ １０ ５

　　注：ｒ＝０７４，Ｐ＜００１

表２说明：在促进血管生成的过程中，Ａｋｔ与 ＶＥＧＦ呈明显
正相关，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可能通过促进

ＶＥＧＦ的表达来实现。
#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碎片出

现在子宫腔及子宫肌层以外的其他部位，以痛经和不孕为主要

临床症状。在育龄女性中的发生率约为１５％，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２］。不孕和盆腔痛的妇女发病率可增长至 ３５％ ～
５０％。ＥＭ表现为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出现在子宫体以外的部
位，随卵巢激素变化，发生周期性出血。５０％的妇女不孕不育与
５０％～６０％患有慢性盆腔痛的育龄女性常患有 ＥＭ。其病变广
泛，周围纤维组织增生、粘连、散在褐色结节，形态多样，并向直

肠子宫陷凹深部浸润，随卵巢激素的周期性变化，有增生和分

泌改变，易复发，很少癌变［３］。

ＥＭ是一种依赖卵巢雌、孕激素的疾病，对Ⅲ、Ⅳ期患者，根
据情况，采用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或保留卵巢功能或根治性手

术，术后采用性激素治疗，减轻患者经期疼痛，延迟复发，增加

受孕率，但无法彻底治愈［４］。

ＥＭ发病机制中“经血逆流”是主导学说，但近年证实，９０％
女性均有经血逆流，但其中只有１０％女性发生 ＥＭ［５］。说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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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逆流只是病因，而子宫内膜在腹腔内种植，血液供应的建立

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血管生成与ＥＭ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最重要的促血管
生成因子是ＶＥＧＦ［６］。ＶＥＧＦ具有促血管形成的功能［７］，ＶＥＧＦ
是高度特异性的血管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原，在月经周期中，参

与子宫内膜血管的形成。在病理情况下，ＶＥＧＦ与血管过度生
成有密切关系。ＶＥＧＦ的主要生理功能有［８，９］：（１）促进细胞的
有丝分裂，降解细胞外蛋白和基底膜，从而使血管内皮细胞迁

移并增生；（２）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为血管芽延伸生长提供良好
基质；（３）在细胞浆内，快速短暂地增加钙离子浓度，刺激磷脂
酰肌醇的磷酸化，上调信号通路的表达。

ＶＥＧＦ与受体结合后具有生物活性，Ｆｌｋ－１／ＫＤＲ与 ＶＥＧＦ
结合后诱导血管生成的能力最强。ＶＥＧＦ的表达常出现在感染
性疾病、肿瘤、伤口愈合、排卵，月经和胚胎发育等。有研究表

明：在正常内膜组织中，ＶＥＧＦ的表达低于 ＥＭ的异位内膜、在
位内膜及腹腔液中，表明ＥＭ与ＶＥＧＦ的过表达有关。

细胞内重信号转导通路之一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调控细胞
的增殖、向不同方向分化以及细胞凋亡。Ｋａｙｉｓｌｉ［１０］和 Ｑｕｅｚａ
ｄａ［１１］均证实了ＰＩ３Ｋ／Ａｋｔ通路参与调节细胞增生和子宫内膜自
身稳态调节。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由 ＰＩ３Ｋ家族与其下游分子丝氨酸／苏
氨酸蛋白激酶Ａｋｔ或蛋白激酶 Ｂ（ＰＫＢ）组成。Ａｋｔ由３部分构
成：即氨基端的 ＰＨ结构域、中间的激酶活性区及羧基端的尾
部。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中起关键作用的是 Ａｋｔ蛋白激酶，
Ａｋｔ的磷酸化有利于Ａｋｔ达到最大活化效应［１２］。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被上调激活后，诱发细胞无限增殖
和凋亡抵抗，故该通路与各种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１３］。Ｇｏｒｄａｎ
等［１４］研究表明，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可通过多种途径上调低氧
诱导因子 －ｌａ（ＨＩＦ－ｌａ）的表达。ＨＩＦ－１ａ可促进 ＶＥＧＦ的表
达，而ＶＥＧＦ可通过其本身和活化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两种途径
促进血管形成。ＰＴＥＮ则通过阻滞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抑制血
管形成［１５］。

各项研究证明，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出现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
路上调，诱使细胞恶变、癌细胞存活、抑制其凋亡、加快肿瘤血

管的形成、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向深层浸润、肿瘤转移以及增

加肿瘤细胞耐药［１６］。

本实验初步证明：（１）ＥＭ异位内膜组织中微血管密度
（ＭＶＤ）较在位内膜及正常内膜组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血管生成确实对ＥＭ的发生、发展过程有重要的影响；（２）ＥＭ
异位内膜组织中 Ａｋｔ、ＶＥＧＦ的表达较在位内膜及正常内膜组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ＰＩ３Ｋ／Ａｋｔ、ＶＥＧＦ对 ＥＭ的发病、
转归有重要作用；（３）Ａｋｔ阳性表达组中，ＶＥＧＦ也高表达；Ａｋｔ
表达阴性组中，ＶＥＧＦ也低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
ＥＭ的生物学过程中，Ａｋｔ与ＶＥＧＦ呈正相关。ＰＩ３Ｋ／Ａｋｔ可能通
过ＶＥＧＦ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增长，从而促进 ＥＭ的发生、发展。
本研究提示 ＥＭ血管生成过程中，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与
ＶＥＧＦ之间呈正相关。能否通过阻断 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来靶
向调控ＶＥＧＦ的表达，从而减少血管生成，降低异位内膜转移、

复发机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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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对子宫内膜癌化疗增效作用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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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咖啡因对子宫内膜癌化疗的增效作用。方法：经筛选我院８６例子宫内膜癌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术前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二联化疗方法进行治疗，分别测定其治疗前后

辅以或不辅以咖啡因子宫内膜组织雌激素受体（ＥＲ）、孕激素受体（ＰＲ）及 ｐ２１的蛋白表达水平，以及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结果：治疗后，患者ＥＲ、ＰＲ蛋白表达水平降低，ｐ２１蛋白表达增高，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增高，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辅以咖啡因治疗的患者与不辅以咖啡因治疗的患者相比，
ＥＲ、ＰＲ、ｐ２１蛋白表达及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改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咖啡因对紫杉
醇联合顺铂二联化疗方法治疗子宫内膜癌有增效作用。

【关键词】　咖啡因；子宫内膜癌；化学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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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为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
由于生活习性等方面的改变，在我国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

势，已经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１，２］。７０％ ～９０％的子宫内
膜癌患者因阴道不规则流血及排液增多得到早期诊断及治疗，

５０～６０岁的绝经后妇女为高发人群，但近年来有低龄化趋
势［３］。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放疗及化疗。

手术治疗是早期子宫内膜癌的首先治疗方法，但对患者身心健

康有较大的损伤，尤其是年轻患者，同时对于晚期和复发的子

宫内膜癌患者单纯的手术治疗已无法达到治愈目的，需配合其

它治疗方法综合治疗［４－７］。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化疗在治疗子宫

内膜癌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已有研究证明咖啡

因（ｃａｆｆｅｉｎｅ，ＣＦ）具有化疗增效作用［８，９］，因此本研究通过临床

试验验证ＣＦ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化疗过程中的增效作用。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在我院经刮宫病理诊断确
诊为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８６例，平均年龄（４８３１
±５４７）岁，手术病理分期（ＦＩＧＯ，１９８８）：Ⅰ期３８例，其中Ⅰａ期
２１例，Ⅰｂ期１７例；Ⅱ期４１例，其中Ⅱａ期１９例，Ⅱｂ期２２例；
Ⅲ期７例，其中Ⅲａ期５例，Ⅲｂ期２例。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签
署知情同意书。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Ａ、Ｂ两组，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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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理分期

Ⅰａ期 Ⅰｂ期 Ⅱａ期 Ⅱｂ期 Ⅲａ期 Ⅲｂ期

Ａ组 ４３ ４６６±３８（３７－５７） １１ ８ ８ １２ ２ ２

Ｂ组 ４３ ４９８±４９（３５－６１） １０ ９ １１ １０ ３ 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案　 Ａ组化疗方案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紫杉
醇１７５ｍｇ／ｍ２静脉滴注（哈药集团，批号２０１２０３２６），滴注时间超
过３ｈ；３ｈ后顺铂按７５ｍｇ／ｍ２静脉滴入。紫杉醇滴注前１２ｈ和６ｈ
各服用地塞米松（购自吉林精优长白山药业，批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
２０ｍｇ，用于预防过敏反应；停药次日进行手术。Ｂ组除采用紫
杉醇联合顺铂二联化疗方法外，给予枸橼酸咖啡因静脉滴注

２０ｍｇ／ｋｇ（或咖啡因碱基１０ｍｇ／ｋｇ）３０ｍｉｎ，间隔２４ｈ后静脉滴注
５ｍｇ／（ｋｇ·ｄ）（或咖啡因碱基２５ｍｇ／ｋｇ）１０ｍｉｎ以上或口服；停
药次日进行手术。

１２２　样本采集及处理　用药前刮宫或子宫内膜活检标本和
治疗后子宫标本，标本于１０％甲醛固定２４ｈ，梯度乙醇脱水后包
埋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ＥＲ、ＰＲ、ｐ２７；采集血清，采用自动化
免疫分析仪测定肿瘤标志物ＣＡ－１２５表达水平。
１２３　免疫组化染色评分标准　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表达，
其中ＥＲ、ＰＲ和ＰＣＮＡ定位在细胞核中，ｐ２７在细胞核或细胞质
中均存在。染色强度分为４个等级：无棕黄色颗粒为０分；浅棕
黄色颗粒为１分；亮棕黄色颗粒为２分；棕褐色颗粒为３分。阳
性细胞计数为５个等级（１０个高倍视野细胞计数，阳性细胞数
比细胞总数）：０分：０～５％；１分：６％ ～２５％；２分：２６％ ～５０％；

３分：５１％ ～７５％；４分：７５％ ～１００％。将每个标本的染色强度
评分与百分比评分相加为该标本的免疫组化评分。

１３　所得数据
经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统计分析，数据采用（珋ｘ±ｓ）表示，正态计

量资料的组间比较应用 ｔ检验，样本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Ｐ＜
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组织ＥＲ、ＰＲ、ｐ２７表达的改变情况分析

免疫组化评分统计情况见表２，免疫组化结果见图１。与治
疗前相比，两组患者的Ｒ、ＰＲ、蛋白表达水平下降，ｐ２７蛋白表达
水平升高，Ｂ组与Ａ组相比改变更为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治疗前后子宫内膜癌组织ＥＲ、ＰＲ、ｐ２７表达水平

组别 例数 ＥＲ ＰＲ ｐ２７

治疗前 ８６ ４１±１３ ４９±０７ １１±０５

治疗后Ａ组 ４３ ２８±０８ ３４±０９ ２９±１０

治疗后Ｂ组 ４３ １４±０４ １７±０６ ３８±１１

　　注：与治疗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

图１　治疗前后子宫内膜癌组织ＥＲ、ＰＲ、ｐ２７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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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分析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ＣＡ－１２５蛋白表达水平

下降，Ｂ组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患者治疗前后ＣＡ－１２５表达水平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表达水平（Ｕ／ｍＬ）

治疗前 ８６ ５２８７±１４１５

治疗后Ａ组 ４３ ３１２８±９８７

治疗后Ｂ组 ４３ ２０４７±１０２５，＃

　　注：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治疗后Ａ组相比

#

　讨论
在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中，子宫内膜癌的预后效

果相比其他妇科肿瘤较理想，因阴道不规则流血及排液增多得

到早期诊断及治疗，生存率较高。手术治疗是子宫内膜癌的首

选治疗方法，但对患者身心健康有较大的损伤。对于晚期和复

发的子宫内膜癌患者单纯的手术治疗已无法达到治愈目的，需

在术前后配合化疗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疗。紫杉醇作为应用较

多的治疗癌症的药物常与无机铂金属络合物顺铂联合应用，二

者协同作用疗效更好。咖啡因具有广泛的细胞毒性，是一种甲

基黄嘌呤衍生物，通过干预细胞周期的调控，诱导肿瘤细胞细

胞凋亡，从而增效化疗作用［１０］。本研究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二

联化疗方法治疗子宫内膜癌并辅以咖啡因，研究咖啡因在子宫

内膜癌化疗的治疗过程中的增效作用。

子宫内膜癌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多数研究者认为与雌激

素对子宫内膜的长期持久的刺激相关，抗雌激素治疗子宫内膜

癌具有一定的疗效，ＥＲ、ＰＲ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子宫
内膜癌的治疗效果［１１－１３］。ｐ２７蛋白是细胞周期Ｇ１期的负向调
节因子，可以使细胞停滞于Ｇ１期，研究证明 ｐ２７的表达水平的
下降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１４－１６］。免疫组化检测

ＥＲ、ＰＲ、ｐ２７结果显示，与治疗前相比，患者经治疗后，ＥＲ、ＰＲ表
达明显下降，ｐ２７表达增高，并且辅以咖啡因的治疗效果更为
明显。

ＣＡ－１２５存在于体腔上皮起源的多种组织及肿瘤细胞表
面，当其表达的组织发生异常增生的情况时，血液中 ＣＡ－１２５
的浓度会有所增加［１７－１９］。相关研究表明，ＣＡ－１２５作为上皮肿
瘤标志物，可用于评估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病情，作为患者治疗

效果的检测指标［１７－１９］。此次研究结果显示，与治疗前相比，化

疗后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辅以咖啡因辅助治疗后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与未辅以咖
啡因治疗效果相比下降更为明显，进一步说明咖啡因在子宫内

膜癌化疗的治疗过程中具有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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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
１８３：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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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子宫腺肌病临床观察
祁连芳　文云霞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应用于子宫腺肌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探
究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为今后临床提供参考。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门诊收入治疗
的子宫腺肌病８７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意愿将其分为对照组４２例、治疗组４５例。对照组予以孕三
烯酮治疗，治疗组给予ＬＮＧ－ＩＵＳ。比较治疗后一般情况。结果：治疗前后，对照组的血清激素水平较治疗
组变化更显著；治疗后组间在各激素水平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置放前，两组子宫内膜厚度无统计学意
义；３个月后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６、１２、２４个月后，差异均显著（Ｐ均 ＜００１）；与放置前比较，患者痛经
评分、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在置放３、６、１２个月后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子宫体积、血红蛋白以及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有明显变化（Ｐ＜００１）。结论：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可有效改善子宫腺肌病症状，有利
于控制ＡＭ进展，安全、有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子宫腺肌病；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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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腺肌病（Ａｄｅｎｍｙｏｓｉｓ，ＡＭ）是发生在子宫肌层内的子宫
内膜腺体、间质入侵，最终引起的具有弥散性或者局限性的一种

疾病。ＡＭ作为妇科临床中常见且多发的一种疾病，近年来的发
生率不断增高，且有年轻化趋势［１］。ＡＭ的症状在临床中主要表
现为继发性或进行性痛经、子宫增大、经期长、经量多、性功能障

碍以及不孕等。目前，外科手术是治疗ＡＭ的有效方式，对于年
龄较大且无生育要求者尤为适用；药物治疗主要用于年轻、有生

育需求、难以耐受手术、保守治疗后复发者，既往国内外常用内美

通、丹那唑、米非司酮等药物进行治疗，但费用昂贵且疗效不理

想，或治疗结束后易复发［１－３］。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ＮＧ
－ＩＵＳ）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宫内激素避孕系统（ＩＵＳ），主要通过
长时间持续性释放药物来控制疾病发展［２］。为分析 ＬＮＧ－ＩＵＳ
的临床安全性、疗效，笔者对４５例接受ＬＮＧ－ＩＵＳ治疗的ＡＭ病
人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入院诊治的８７例 ＡＭ
患者纳入本研究，根据患者意愿分为对照组４２例、治疗组 ４５
例。所有患者均伴随月经量明显增加，经彩色超声、临床症状

等确诊为ＡＭ。治疗组年龄在３１～４４岁，平均（３５４±４２）岁；
痛经年限３１～２７８年，平均（１１７±３４）年；孕次０～５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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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２３±１１）次；产次０～２次，平均（１０±０７）次；患者均伴
随月经量明显增加。对照组年龄在 ３０～４６岁，平均（３４８±
３９）岁；痛经年限３０～２８２年，平均（１２２±４３）年；孕次０～
５次，平均（２２±１５）次；产次０～２次，平均（１０±０６）次。两
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８７例患者或其家属均知
晓治疗过程，并签定相关知情同意书。

１２　病例选取标准
所有患者均为由我院门诊确诊并接受治疗者，纳入标

准［１］：（１）有典型性症状，如进行性痛经、月经量多等；（２）短期
内无生育要求；（３）３个月内无激素治疗史；（４）无盆腔囊肿、反
复脱环史等禁忌症；（５）肝肾功能正常；（６）妇科检查显示子宫
均匀性增大，如不规则球形质地较硬，妊娠６到１０周者；（７）彩
超检查提示子宫外形规则、增大、内膜均质，肌壁间有明显点状

强回声，后壁明显增厚，未出现薄膜反射等显著影像疾病学特

征。排除标准：（１）生殖器官发育不全者；（２）宫颈内口松，重度
子宫脱垂或陈旧性宫颈裂伤；（３）乳腺或生殖道肿瘤史者［２］。

１３　方法
治疗组予以ＬＮＧ－ＩＵＳ（拜耳医药保健广州公分司生产，国

药准字 Ｊ２００９０１４４，左炔诺孕酮 ５２ｍｇ）治疗，每天可释放约
２０μｇ，作用限期为５年。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进行超声检查，
在月经干净３ｄ后测量子宫体轴径数值，并对子宫肌层、病灶周
围血运情况进行观察；治疗前患者应排空膀胱。妇检确定子宫

位置和大小后，消毒外阴、阴道，窥器充分暴露患者宫颈后，再

次消毒宫颈，采用宫颈钳将宫颈上唇夹起并牵拉固定宫颈，用子

宫探针顺着子宫位置的方向探测宫腔深度后，拆开ＬＮＧ－ＩＵＳ包
装袋、放开尾丝，将滑块置于远端后握住置放器的手柄，确定宫内

节育器系统横臂位于水平线位置后拉动尾丝，让ＬＮＧ－ＩＵＳ进入
置放管后固定，根据宫腔深度对定位块进行固定，将置放器移动

至距离宫颈约１５ｃｍ处，并向后方滑动打开横臂，向内轻推让定
位块与宫颈相接触；握紧置放器后下拉滑块放出ＬＮＧ－ＩＵＳ，后将
尾丝剪断保留宫颈外约２ｃｍ。取下窥器，手术结束。

对照组患者予以孕三烯酮（北京紫竹药业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８００１０，２５ｇ）治疗，患者于月经后的第 １和 ４ｄ各服用
２５ｍｇ，之后２５ｍｇ／次，２次／周，治疗时每周服药时间应不变，
连续应用６个月。
１４　疗效判定指标
１４１　痛经评分　应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４］对患者痛经程
度进行评价，基本方法：将１０ｃｍ长游动标尺作为衡量尺度，在０
～１０之间设定可滑动物，以０表示无痛，１０表示剧烈、难耐的
疼痛。

１４２　子宫体积　通过彩色超声对子宫三径线（横径、长径与
前后径）以及子宫内膜的厚度进行测量，根据公式０５２３×ａ×ｂ
×ｃ（ｃｍ３）计算出子宫体积，公式中 ａ、ｂ和 ｃ分别代表三径
线值。

１４３　血清激素、血红蛋白、糖类抗原 ＣＡ－１２５水平　通过放
射免疫法对患者治疗前后一段时间内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
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进行测定；并取患者外周血测
定ＣＡ－１２５水平；经指尖采集血样测定血红蛋白水平［５］。

１４４　月经量　所有患者均在相同标准下使用相同卫生巾，将
患者接受治疗前的月经量作为基数（１００％），每次经期记录使
用数量，与治疗前进行比较，计算在基数在所占比例并记录。

１４５　随访　嘱患者２年内（第１、３、６、１２、２４个月）随访，了解
患者不良反应等。本研究中患者 ２年内随访率达到 ９６６３％
（８６／８９），平均随访时间（１８±０２）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
量资料使用（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检验结果以Ｐ＜００５作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血清激素水平分析

治疗后，对照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而治疗组在治疗前后的各项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变化
（Ｐ＞００５）；在治疗后，治疗组在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上与对照组比
较，均具有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４５ ７１±２１ ６８±１８△ １６８７±１１５ １６６８±１４７△ ６１±１５ ６０±１４△

对照组 ４２ ７７±１８ ６０±１６ １７０２±１１８ １５３２±１３６ ６２±１３ ５４±１１

　　注：与本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同期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子宫内膜厚度变化
置放前组间子宫内膜厚度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组子宫内膜

厚度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而对照组在治疗６个月后
最低，之后渐渐增厚。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分组 例数 置放前 置放３个月 置放６个月 置放１２个月 置放２４个月

治疗组 ４５ ０８３±０２１ ０５１±０２０ａ△ ０３９±０１２ａｂ△ ０２４±００８ａｂｃ△ ０１９±００７ａｂｃ△

对照组 ４２ ０７９±０１５ ０６０±０１８ａ ０４９±０１７ａｂ ０６２±０２７ａ ０７２±０２２ａｂｃｄ

　　注：与置放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置放３个月时比较，ｂＰ＜００５；与置放６个月比较，ｃＰ＜００５；与置放１２个月比较，ｄＰ＜００５；与同期对照组比

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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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一般情况比较
与放置前比较，患者痛经评分、月经量、血红蛋白水平在置

放３、６、１２、２４个月后，Ｐ＜０００１；且子宫体积、血红蛋白以及血
清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有明显变化，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治疗组患者痛经评分、子宫体积、月经量、血红蛋白及ＣＡ－１２５水平

置放前 置放３个月 置放６个月 置放１２个月 置放２４个月

ＶＡＳ评分（分） 　９２±１３ 　１９±１１ａ 　１２±１０ａｂ 　０９±０８ａｂ 　１５±０７ａｄ

子宫体积（ｃｍ３） １６２３±６６７ １３５６±２８５ａ １３５２±２２８ａ １３２４±２５１ａ １３０４±２１１ａ

月经量（％）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１９８ａ ２５８±１１１ａｂ １８２±１３３ａｂｃ １５６±２１２ａｂｃ

血红蛋白（ｇ／Ｌ） ８９５±１０１ １０１７±７９ａ １０９２±１０２ａｂ １２２２±１０２ａｂｃ １２４６±９７ａｂｃ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８４１±１４６ ７５７±１８２ａ ５４２±１０５ａｂ ４２７±８３ａｂｃ ２８７±７２ａｂｃｄ

　　注：ａ表示与置放前比较，Ｐ＜００１；ｂ表示与置放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１；ｃ表示与置放６个月比较，Ｐ＜００１；ｄ表示与置放１２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并发症
在放置后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点滴出血、月经过少、腹痛、

闭经、下移、脱环等症状，均不影响治疗，在３个月内恢复正常或
消失。

#

　结论
ＡＭ常发生在３０～５０岁年龄妇女群体中，基本的病理机制

是子宫内膜经肌层良性浸润且呈弥漫性生长，临床特征有子宫

肌层内的异位内膜、腺体，同时伴随周围肌层细胞增生、肥大，

患者多有进行性痛经加重、性交痛、低热、不孕、月经失调、白带

多等症状，对患者家庭生活质量有严重影响［４］。ＬＮＧ－ＩＵＳ是
上世纪７０年代德国一家公司研制的，经多年临床研究后在临床
中广泛应用。ＬＮＧ－ＩＵＳ通过释放有效成分左旋－１８甲基炔诺
酮产生作用，主体为 Ｔ型塑料小支架，长约３２ｍｍ，纵臂载长约
１９ｍｍ、总量５２ｍｇ的左炔诺孕酮（ＬＮＧ）储库，外表覆聚二甲基
硅氧烷膜，对ＬＮＧ的释放具有关键调节作用［６］。资料［７］显示，

ＬＮＧ－ＩＵＳ在置放进入宫腔内后，每日恒定释放２０μｇＬＮＧ。既
往研究［８］显示，ＬＮＧ－ＩＵＳ不仅能缓解 ＡＭ痛经症状、减少月经
量，还具备与绝育术相当的避孕效果。外国Ｎａｔａｖｉｏ等学者［９］认

为，ＬＮＧ－ＩＵＳ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认可，
且能有效改善ＡＭ患者体征、症状，不良反应少，患者耐受度高，
经济、长效，是安全有效的ＡＭ保守治疗方式。
３１　ＬＮＧ－ＩＵＳ在ＡＭ治疗中对痛经的影响

ＡＭ患者临床明显伴有月经量多、痛经等症状，对患者健
康、生活质量有严重影响，既往临床治疗ＡＭ后痛经的唯一根治
方法便是手术切除子宫。而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

升，ＡＭ患者保守治疗的需求日益增加。本研究显示，治疗组患
者的痛经ＶＡＳ评分在置放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
置放３个月后有明显缓解，Ｐ＜００１；置放１２个月后最低为０９
分，置放２４个月后较置放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１），但与１２个月
比升高，可能与患者生活习惯相关。分析其缓解痛经的机制可

能是，ＬＮＧ－ＩＵＳ置放在宫腔后局部 ＬＮＧ浓度较高，对腺体、间
质有直接作用，可促使内膜萎缩，还能对子宫内膜的孕、雌激素

的受体表达进行调节，导致内膜 －雌激素反应降低，对内膜增
殖产生间接抑制作用，降低内膜出血，从而有效抑制痛经症

状［１０］。此外，相关研究［１１］显示，ＬＮＧ－ＩＵＳ在局部药物释放的
同时可对ＡＭ病灶产生作用，促使病灶萎缩、活动减弱，有效缓

解疼痛。

３２　ＬＮＧ－ＩＵＳ在ＡＭ治疗中对患者月经量的影响
月经量多是ＡＭ的另一典型症状，因此，对月经量变化进行

观察也是评价疗效的重要指标。有学者［１２］报道，在 ＬＮＧ－ＩＵＳ
应用后抑制了子宫内膜增生，腺体数量明显减少，间质也有显

著的脱膜变化。经宫腔镜观察发现，在置放该系统后３个月左
右，子宫内膜变薄显著，但内膜容易出血；１２个月后内膜菲薄。
本研究中患者未出现激动、易怒、潮热等围绝经期的症状，说明

ＬＮＧ－ＩＵＳ治疗不影响患者卵巢功能。本研究显示，治疗组月
经量在３个月后与基数比较，降低了６１３％，在治疗１２个月后
降低到２０％以下，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与Ｃｉｈａｎｇｉｒ［１３］等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此外，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治疗前后比，Ｐ＜００１。治疗前
明显较低为８９５ｇ／Ｌ，在治疗６个月后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有
效改善了ＡＭ患者贫血症状。
３３　ＬＮＧ－ＩＵＳ置放后的不良反应

既往研究［１４］显示，ＬＮＧ－ＩＵＳ在４０岁以上女性中应用与
４０岁以下女性比较，前者更易出现不满等情绪。由于年龄较
大，患者本身具有月经不规律、内分泌紊乱等状况，部分患者在

置放ＬＮＧ－ＩＵＳ后出现明显副作用，比如点滴出血等，持续时间
长，月经周期混乱，严重影响了患者日常生活。本研究中治疗

组出现不同程度的点滴出血、月经过少、下移、腹痛、闭经、脱环

等症状，均不影响治疗且自行消失。我们认为，针对 ＬＮＧ－ＩＵＳ
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可在治疗过程中予以临床随访，充分解答

患者问题、解除疑虑，有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续用率。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治疗前后对照组的血清激素水

平较治疗组变化更显著，说明 ＬＮＧ－ＩＵＳ对患者激素水平与孕
三烯酮相比更小；两组间子宫内膜厚度在３、６、１２、２４个月后，具
有统计学差异。说明 ＬＮＧ－ＩＵＳ能有效抑制和消除内膜增
厚［１５］；而对照组治疗完成后厚度增加，说明该组有复发征象。

总之，ＬＮＧ－ＩＵＳ应用于 ＡＭ患者治疗中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
具有长期持续性缓解痛经、减少经量、缩减子宫体积、显著改善

贫血，更利于控制ＡＭ进展。但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今后临床
中可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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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锻炼对妇科疾病患者子宫全切术后性生活质
量及满意度影响研究
陈红芳 １　王丽丰１　陈万梅２　高丽３

１东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１００
２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３宁波市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盆底肌训练对子宫全切术后性生活的影响及患者满意度评价。方法：选
取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４５例接受子宫全切术的患者，将其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对该组
患者进行盆底肌锻炼，对比锻炼前后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收缩压力、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时间及对性

生活的满意度。结果：该组患者干预前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压力、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时间分别为

（２１６±０３８）ｓ、（２６５４±５３４）ｍｍＨ２Ｏ、（２８７±６７）ｍｉｎ、（２３６±５７）ｍｉｎ；干预后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
压力、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时间分别为（５５４±０４８）ｓ、（４７６８±７９５）ｍｍＨ２Ｏ、（１０６±１５）ｍｉｎ、（１２４±
２６）ｍｉｎ，组间相比差异显著（ｔ＝３５５，Ｐ＜００５；ｔ＝３２１，Ｐ＜００５；ｔ＝３６７，Ｐ＜００５；ｔ＝３７２，Ｐ＜００５）。该
组患者干预治疗前的满意度为６２２２％，干预治疗后的满意度为８８８９％，组间相比差异显著（χ２ ＝６７８，Ｐ＜
００５）。结论：对子宫全切术患者实施盆底肌锻炼可显著提高其性生活质量及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盆底肌锻炼；子宫全切术；性生活质量；性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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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妇科疾病患者行子宫全切术后对性
生活的满意度降低，原因是子宫全切术不仅对盆腔的解剖结构

造成影响，同时可造成与性高潮、润滑液分泌相关的神经被中

断，从而对夫妻间正常性生活造成影响［１］。绝大多数的女性性

功能障碍多表现为性交疼痛、性欲望不强、阴道痉挛等，甚至伴

有心理及精神方面的障碍。因此，对于子宫全切术后的患者给

予适当的干预治疗至关重要［２］。有研究报道指出，盆底肌锻炼

通过有效的收缩阴道、肛门及尿道口周围的肌肉，改善盆底肌

血液循环，促进盆底肌张力的恢复，临床效果显著［３］。我们将

收治的４５例接受子宫全切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给予盆底肌锻
炼干预治疗，现将研究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４５例接受
子宫全切术的患者，年龄在２４至４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４５
±３４）岁。子宫切除术原因如下：子宫腺肌症２０例，子宫肌瘤
１８例，附件及其他病变７例。经产妇４０例，未产妇５例。
１２　入选标准

具有规律正常的性生活；性伴侣性功能正常；小学以上文

化，并可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自愿接受研究中的随访工作；签署

关于本次实验的知情权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有精神病史；术中损伤盆底肌功能；患有生殖系统炎症或

妇科恶性肿瘤；接受过其他系统干预；患有严重便秘或脱肛。

１４　盆底肌锻炼方法
（１）临床医师与患者进行一对一的性健康教育交谈，指导

使用食指及中指放置在阴道内，可正确的识别盆底肌群，嘱患

者主动进行肛门收缩，使其感受到手指被周围压力所包绕。

（２）指导患者进行盆底肌收缩时需注意尽量避免包括背部、大
腿、腹部肌肉等其他部分肌肉的收缩［４］。（３）嘱患者采取仰卧
位，并将双腿分开，根据呼吸节奏自主对肛门收缩力进行调整，

频率通常为吸气时保持肛门持续收缩５ｓ，呼吸时放松肛门３ｓ，
连续交替进行１５次后休息１０ｍｉｎ，再次反复进行，但需注意锻
炼盆底肌时避免臀部肌肉及腿部肌肉的收缩，每日２次，连续进
行３个月。（４）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盆底肌锻炼
方案，训练时可为坐位、卧位等［５］。

１５　观察指标
对比锻炼前后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收缩压力、性唤起

时间、获得高潮时间及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性生活满意度通过

我院自制的性生活满意度调查量表完成评价，量表中的内容包

括性生活时间、性生活感受、性生活愉悦度等，满分为１００分。
将得分在６０分以下评为不满意，得分在６１至８０分之间评为满
意，８１分及以上评为非常满意，以满意及非常满意之和所占比
例作为满意度。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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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该组患者干预治疗前后相关临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该组患者干预前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压力、性唤起时间、

获得高潮时间分别为（２１６±０３８）ｓ、（２６５４±５３４）ｍｍＨ２Ｏ、
（２８７±６７）ｍｉｎ、（２３６±５７）ｍｉｎ，干预后盆底肌收缩时间、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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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压力、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时间分别为（５５４±０４８）ｓ、
（４７６８±７９５）ｍｍＨ２Ｏ、（１０６±１５）ｍｉｎ、（１２４±２６）ｍｉｎ，前
后相比差异显著（ｔ＝３５５，Ｐ＜００５；ｔ＝３２１，Ｐ＜００５；ｔ＝３６７，
Ｐ＜００５；ｔ＝３７２，Ｐ＜００５）。
２２　该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情况分析

该组患者干预治疗前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为６２２２％，干预
治疗后的满意度为８８８９％，组间相比差异显著（χ２ ＝６７８，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该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干预治疗前 ４５ １３（２８８９）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７（３７７８）２８（６２２２）

干预治疗后 ４５ ２３（５１１１） １７（３７７８） ５（１１１１）４０（８８８９）

　　注：与干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随之提升，

性健康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可对患者正常的家庭生活

造成不小的影响。因此，提高性生活质量对于接受子宫切除术

后的患者来说至关重要［６］。子宫切除术虽作为治疗子宫良性

病变的首选方法，但对女性机体组织损伤较大，同时可对其术

后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７］。有研究报道指出，约有２５％的子
宫全切术患者术后盆底组织损伤，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

碍［８，９］。由于女性性高潮的出现是一种身体刺激与精神状态共

同作用的结果，这就使得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易因盆底结构发

生改变以及阴道断端产生的伤口产生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

从而进一步造成性生活质量的下降［１０，１１］。为此，对于子宫切除

术患者应给予积极有效的干预治疗，以达到提高性生活质量的

目的［１２］。盆底肌锻炼又被称为凯格尔锻炼，核心内容是通过有

意识的对肛提肌促进盆底肌组织可产生自动收缩的作用进一

步提高盆底肌肉的力量，从而改善患者肛门括约肌的功能，使

盆底肌肉产生运动［１３，１４］。有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对盆底肌进行

有效的锻炼可通过唤起妇女性交时阴道肌肉的收缩，同时可加

强当其达到高潮时肌肉产生收缩的本体感觉，进一步增加性交

快感［１５，１６］。另有研究报道指出，盆底肌锻炼对于患有尿失禁患

者的性功能可产生重要的改善作用，从根本上提高阴道的吞吸

力度。因此，我们认为，将盆底肌锻炼应用于子宫全切术后的

患者中，可显著改善其术后的性生活质量［１７］。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该组患者干预后盆底肌收缩时间、阴道内压力、性唤起时

间、获得高潮时间相比均具有显著改善；该组患者干预治疗前

的满意度为６２２２％，干预治疗后的满意度为８８８９％，组间相
比差异显著。提示对子宫全切术患者实施盆底肌锻炼可显著

提高性生活质量及满意度，与 ＫｅｐｅｎｅｋｃｉＩ等［１８］于２０１１年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另外，盆底肌锻炼还可有效促进女性器官、

组织及神经受到的损伤得到快速恢复，显著促进性激素的分

泌，从根本上提高女性对性生活的敏感度及兴奋度，加速细胞

的新城代谢，改善盆底组织血流量［１９，２０］。综上所述，盆底肌锻

炼对改善子宫全切术患者性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同时

可显著提高患者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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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全切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功能影响
研究
徐郁　沈兰兰
汉中３２０１医院妇产科，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全切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功能影响作用。方法：选取我院２００８
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子宫肌瘤手术患者２００例，按手术方式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患者采用
子宫次全切除术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子宫全切术治疗，在术前、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时采用国际女性性功
能评估量表对患者性功能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患者性功能变化情况。结果：术前两组患者性欲、性高潮、性

唤起、心理和性行为异常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各项评分均在术后３个月时
降低，术后６个月后增高。其中在术后３个月时对照组性欲、性高潮、性唤起、心理和性行为异常评分均显著
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术后 ６个月时各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子宫肌瘤患者采用子宫全切与次全切除术治疗性功能均可得到良好恢复，但次全切除术恢复
速度较快，选择术式时可优先考虑。

【关键词】　子宫肌瘤；子宫次全切除术；子宫全切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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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在妇产科极为常见。该病在早
期时临床症状并不明显，对患者身体健康影响也较小。但随着

瘤体的发展，可对患者腹部脏器造成压迫等症状［１］。临床上主

要采用手术方式以改善临床症状。子宫次全切除术和子宫全

切术是目前常用的手术方式，均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子

宫是女性的重要性器官，手术后对患者性功能可能造成一定影

响［２］。子宫肌瘤患者较多为中青年妇女，性功能的维持对其有

着重要意义。因此，选择一种对患者性功能影响较小的手术方

式非常必要。为给临床术式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笔者选取了

２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进行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子宫肌瘤手术
患者２００例，按手术方式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纳入标准［３］：

（１）经宫腔镜、超声和临床症状综合诊断为子宫肌瘤；（２）手术
方式为子宫次全切除术和子宫全切术；（３）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心、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疾病患
者；（２）手术区其它严重疾病患者；（３）合并手术禁忌症者；（４）
精神状态异常者；（５）哺乳或妊娠期患者。根据患者的要求及
具体情况，对进行子宫全切除的患者纳入对照组，将要求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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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的患者或切除宫颈存在困难的患者纳入研究组。研究组

患者１００例，年龄３８～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１３±７６４）岁，病
程１～５年，平均（３７１±０８３）年。对照组患者１００例，年龄４０
～４９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６５±７３６）岁，病程 １～６年，平均
（３６８±０７５）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子宫次全切除术治疗，患者常规行全麻

术，于下腹部正中作切口，将韧带及输卵管间质离断后，“８”字
缝合断端，再依次将子宫阔韧带前叶、膀胱反折腹膜打开，夹断

子宫动脉、子宫静脉、宫旁组织，逐层缝合残端，行腹膜重建术，

关闭创口。对照组采用子宫全切术治疗，同样行全麻术，下腹

部正中作切口，离断子宫韧带后，反折子宫膀胱腹膜，游离并切

除子宫，完毕后将盆腔腹膜和阴道断端缝合。

１３　评价方法
采用《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４］在术前、术后３个月及

术后６个月时对患者性功能进行评估。评估前评估人员均接受
交谈方式、指导语言等内容培训，并进行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

评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并采用ｔ检验分析，设定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
＜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性欲指标对比

术前两组患者性欲、性高潮和性唤起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３个月时对照组性欲、性高潮和
性唤起评分均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在术后６个月时各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性欲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性欲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性唤起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性高潮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研究组 １００ １３２３１±２１６２ １２９８５±１９６４ １３１９２±２３０４ １３０７４±１８９３ １２８４７±１５１２ １２９０８±１７４９ １３５３８±２５４３ １３２６８±１９７１ １３５１４±２４８３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３２６４±２０８９ １０６７２±２１０３△ １３０６５±２２８５ １３１０５±１９１１ １０３７５±１７９８△ １２８０２±１８２５ １３５７２±２５２１ １０７６１±２１０２△ １３４８７±２３７６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研究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性心理及行为指标对比
术前两组患者性心理和性行为异常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３个月时对照组性心理和性行为

异常评分均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６个月时各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欲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性心理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

性行为异常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

研究组 １００ １３３５２±１９５６ １３１９０±１７６５ １３２９５±１８０７ １２９７４±１６７２ １２７９６±１７８３ １２７９４±１８０５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３３０７±１８９３ １０９６４±１８２９△ １２９６８±１９３７ １２８６５±１７３５ １０７３５±１７４５△ １２８０３±１１３８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研究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妇产科常见的良性肿瘤。该病早期症状并不

明显，患者多因盆腔包块、流产、不孕、月经过多、继发性贫血和

压迫症状等就诊而发现。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主要认为与性激素、肌层细胞突变、生长因子等因素综合作用

所致［５］。药物治疗、期待疗法和手术治疗均是子宫肌瘤可用的

治疗手段。但有研究指出，药物治疗和期待疗法往往无法取得

理想干预效果，手术治疗仍是目前最常用的治疗手段［６］。子宫

次全切除术和子宫全切术是子宫肌瘤最常用的两种术式。但

上述两种术式均会对患者子宫造成不同程度损伤。而子宫是

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对维持患者精神、心理和生活状态稳定

都有重要意义。术后患者的心理、精神和性生活质量也是影响

临床医生选择手术方式的重要因素［７］。因此选择一种对患者

性功能影响较小的手术方式对患者非常重要。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就子宫次全切除术和子宫全切术对患

者性功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术前两组患者性

欲、性高潮、性唤起、心理和性行为异常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各项评分均在术后３个月时降低，
术后６个月后恢复至与术前相当的水平。其中在术后３个月时
对照组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术后６个月时各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结果表明两种手术方式均可能对患者的性功能造
成一定影响，其中子宫全切术的的影响更大，但经过一段时间

休养后均可得到较好恢复。有研究认为［８］，女性性生活中快

感、高潮等来源于大脑神经系统的反馈，而不是来源于子宫。

同时，他们认为性刺激点多位于阴道壁、阴蒂等部位，切除子宫

对患者性功能影响不大［９］。彭宇洁等［１０］的研究也认为子宫全

切术和次全切除术对患者的性功能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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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其结论较为一致。

造成子宫全切术对性功能影响较大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１）子宫全切术完全切除子宫，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子宫次全
切除术大，因此术后恢复速度也较慢，导致在术后３个月时研究
组性功能各项评分较对照组高［１１］。而经过６个月休养后两组
患者性功能均得到良好恢复，因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２）心理因素的影响。子宫对女性有着重要意义。而子宫
次全切除术和子宫全切术直观的影响了患者心理状态。子宫

全切术患者可能因此发生恐惧、焦虑、抑郁等情绪，术后对子宫

切除耿耿于怀，丧失性趣，直接的影响了性功能的主观感受［１２］。

而子宫次全切除术保留了阴道解剖结构和宫颈等组织，可能对

患者心理有一定安慰作用［１３］。这提示在术前访视时应给予健

康宣教，指出这两种手术方式并不会对患者性功能造成实质性

影响，积极给予心理支持［１４］。在该过程中，尤其注意对患者丈

夫给予教育，促使其关爱、支持患者，这对患者术后康复有积极

意义［１５］。

综上所述，子宫肌瘤患者采用子宫全切与次全切除术治疗

性功能均可得到良好恢复，但次全切除术恢复速度较快，选择

术式时可优先考虑。而对于行子宫全切术的患者，应积极进行

健康教育，纠正其错误观念，调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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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心理及性功能影响的临
床对比研究
苏展　李飞浪　罗海全
广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广安 ６３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心理及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于我院住院经手术治疗的１２５例子宫肌瘤患者，依据不同手术方式分为三组，Ａ组为子宫全切保
留双侧附件的患者５２例，Ｂ组为接受子宫全切加双侧子宫附件切除术的患者３７例，Ｃ组为接受子宫肌瘤剥
除术的患者３６例。分别于术前以及术后６个月通过女性性功能评价量表对患者的性心理以及性功能进行
评价，同时检测患者外周血中性激素的水平。通过统计学分析予以比较。结果：子宫全切术保留双侧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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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较术前低，同时性激素中的卵泡刺激素以及促黄体生成素较术前升高，雌激素较术

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全切术并切除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性欲评分、性
高潮评分以及射精时间评分较术前低，异常症状较术前升高，同时性激素中的卵泡刺激素以及促黄体生成

素较术前升高，雌激素较术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受子宫肌瘤剥除术的患者性心理、性
功能以及性激素水平较术前均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结论：不同手术方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心理、性功能
以及内分泌功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子宫全切加双侧子宫附件切除术对患者三方面的影响最为严

重，子宫肌瘤剥除术对患者的影响最轻，子宫全切保留双侧附件的影响居中。

【关键词】　子宫肌瘤；手术；性心理；性功能；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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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最为常见的良性肿瘤，超过５０％的女性发
病［１］。子宫肌瘤患者存在月经过多、子宫不规则出血、月经周

期过长、疼痛、骨盆处不适以及尿频等症状［２］。当肌瘤出现症

状时，患者可寻求药物治疗或者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包括子宫

切除术以及子宫肌瘤剥除术。但是不幸的是手术治疗并不完

全能使患者获益。一些患者术后由于性功能减退而导致生活

质量下降。针对子宫肌瘤的手术一般均可取得成功，但是患病

女性却在接受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术后出现更为不利的结

果［３］。关于子宫肌瘤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下降的文献报道观点

不一，长期存在争论。由于争论焦点的主观性，因此无法确定

患子宫肌瘤女性性功能的基准线［４］。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术

式对于患者性功能以及性心理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女性性功能

量表以及性激素的检测评价子宫肌瘤患者接受不同手术后性

功能的变化，详细研究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于我院住院经手术
治疗的１２５例子宫肌瘤患者，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

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三组，患者术前导尿并留置尿管，采取平仰

卧位，常规手术区域消毒铺巾，手术切口采用耻骨联合上两横指

下腹横切口，进入腹腔后对子宫大小和肌瘤位置、数目及体积

进行探查后行常规全子宫切除或子宫肌瘤剥除术。Ａ组患者
５２例，连续硬膜外麻醉下行开腹全子宫切除术，手术保留双侧
输卵管与卵巢；Ｂ组患者３７例，连续硬膜外麻醉下行开腹全子
宫切除术，手术将双侧输卵管与卵巢一并切除；Ｃ组患者３６例，
连续硬膜外麻醉下严格按照常规手术方法开腹摘除子宫肌瘤。

患者年龄２９～４７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２±３９）岁。所有患者中
经超声诊断９７例为壁间肌瘤，１２例为黏膜下肌瘤，其余１６例
为浆膜下肌瘤。三组患者的年龄、疾病分类以及其他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经超声诊断确诊为子宫肌瘤；（２）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本
研究所涉及的三种手术的治疗；（３）无伴发内分泌类疾病；（４）
近半年内未使用过影响内分泌功能的激素类药物；（５）入组患
者均已排除恶性肿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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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年龄

（岁）

子宫肌瘤分类［ｎ（％）］

壁间肌瘤 黏膜下肌瘤 浆膜下肌瘤

Ａ组 ５２ ３７９±３６ ４０（７７０） ５（９６） ７（１３５）

Ｂ组 ３７ ３８５±４１ ２９（７８４） ４（１０８） ４（１０８）

Ｃ组 ３６ ３８１±３８ ２８（７７８） ３（８３） ５（１３９）

１３　观察与评价指标
在手术前以及手术实施６个月后，分别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按照女性性功能评价量表对所有患者进行性功能评估，评估

选项包括性心理、性欲、性行为中的异常行为、射精时间以及性

高潮。在进行性功能评估的同时，晨起空腹抽取患者外周静脉

血５ｍＬ，检测外周血中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以及雌二醇（Ｅ２）水平，并予以记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获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版统计软件予以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分析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具统计学差异的标准。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术后女性性功能评价量表与术前的比较

子宫全切术保留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较术前

低，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全切术切除双侧附件的
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性欲评分、性高潮评分以及射精时间评

分较术前低，异常症状较术前升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接受子宫肌瘤剥除术患者性心理及性功能较术前均无
明显变化（Ｐ＞００５）。见图１及表２。

图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心理评分比较
注：Ａ组治疗前与治疗后：（ｔ＝２４５３，Ｐ＝０００７＜００５）；Ｂ组
治疗前与治疗后：（ｔ＝２９５９，Ｐ＝０００２＜００５）；Ｃ组治疗前
与治疗后：（ｔ＝０５７６，Ｐ＝０２８３＞００５）

表２　三组患者术后女性性功能评价量表与术前的比较

组别 性欲方面 性唤起方面 性心理方面 性高潮方面 性行为中的异常症状

Ａ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１３５７±２８９ １３１５±３２７ １４９６±３３８ １３８８±３１５ １３６４±３３８

治疗后 １３４３±２６５ １３２４±３１２ １３９７±３０３ １３４２±２９３ １４３１±３５６

ｔ ０２５７ ０１４４ １５７３ ０７７１ ０９８４

Ｐ ０３９９ ０４４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４

Ｂ组（ｎ＝３７） 治疗前 １３６３±２８６ １３１８±２７６ １４８３±３６５ １４１８±３１６ １３０８±２８２

治疗后 １１５６±１９５ １２７３±２５４ １４０６±３２９ １２５７±２９１ １５２３±３４９

ｔ ３６３８ ０７３０ ０９５３ ２２８０ ２９１５

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Ｃ组（ｎ＝３６） 治疗前 １３６５±２８４ １３０８±２４３ １５０３±３４８ １３７５±３０２ １２９４±２６７

治疗后 １３８３±２９７ １３７６±２５５ １５２４±３５２ １４０８±３１９ １３３６±２８７

ｔ ０２６３ １１６３ ０２５５ ０４５１ ０６４３

Ｐ ０３９７ ０１２４ ０４００ ０３２７ ０２６１

２２　三组患者术后外周血性激素水平与术前的比较
子宫全切术保留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激素中的卵泡刺

激素以及促黄体生成素较术前升高，雌二醇较术前降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全切术切除双侧附件的患者

术后性激素中的卵泡刺激素以及促黄体生成素较术前升高，雌

二醇较术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受子宫肌
瘤剥除术的患者性激素水平较术前均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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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三组患者术后外周血性激素水平与术前的比较

组别 促卵泡生成素（ＩＵ／Ｌ） 促黄体生成素（ＩＵ／Ｌ） 雌二醇（ｐｍｏｌ／Ｌ）

Ａ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９３３±２８５ １０７５±３５５ ２８６６１±２５４７

治疗后 １５８４±５３７ １７２３±４３１ ２１０９２±２２５３

ｔ ７７２２ ８３６９ １６０５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组（ｎ＝３７） 治疗前 ９３９±３６７ １１４３±３５６ ２８６０３±２９６０

治疗后 ３１６２±６５０ ３３７６±６８２ １５５９７±２５４４

ｔ ２１４７５ ２０９３１ ２０２７０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组（ｎ＝３６） 治疗前 ９２８±２５１ １０１７±３２９ ２８７４５±２７８３

治疗后 ９８４±２９３ １１３８±４１５ ２８６３７±２６２７

ｔ ０８７１ １３７１ ０１６９

Ｐ ０１９３ ００８７ ０４３３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子宫平滑肌肿瘤，发病率较高，其

发病机制与单克隆基因关系密切。有研究显示 ＨＭＧＡ２基因的
易位、ＢＨＤ基因突变以及延胡索酸水合酶均与子宫肌瘤的发病
有关，此外雌激素、生长因子以及旁通路作用在子宫肌瘤的致

病中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子宫肌瘤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传

统的手术治疗以及新近出现的介入治疗［５－７］。其中主要的治疗

方法为外科手术治疗，手术方式包含经典的经腹子宫切除术、

子宫肌瘤剥除术以及创伤较小的血管内介入治疗。虽然子宫

切除术是治疗子宫肌瘤最为有效、成熟的手术方式，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其还具有创伤大、副作用明显以及不能保留生育能力

的缺点。其中子宫切除加双侧子宫附件切除的术式对患者影

响最大。子宫肌瘤剥除术较子宫切除术减小了创伤，由于避免

了子宫的切除，而保留了患者生育能力，但是却有复发率高的

缺点。子宫的保留除了能够保持患者身体功能的完整之外，对

于患者心理以及生活治疗均有不同程度的益处［８，９］。

子宫作为女性的生殖器官，除了生殖功能以外还参与了机

体的内分泌系统的维持。有研究显示子宫肌瘤术后患者内分

泌功能紊乱，患者静脉血中的性激素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改

变，促卵泡生成素与促黄体生成素分泌水平升高，而雌激素水

平降低［１０－１２］。子宫切除后不仅对于内分泌系统有影响，而且

对于血液动力学同样造成较大影响。有研究显示子宫切除术

后患者的血流速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且受影响最大的

为卵巢动脉，该动脉血流的减少直接抑制了卵巢的生理功能，

甚至出现卵巢功能早衰［１３－１５］。子宫除了在生理功能中的重要

作用之外，在女性的精神生活中同样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有

研究显示子宫肌瘤患者由于对于性器官结构的不熟悉，常常会

因为手术造成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例如担心性生活

会造成疾病的恶化而产生焦虑与恐惧，甚至对性生活感到厌

烦，随着心理压力的不断累积最终造成患者性功能下降，影响其

生活质量［１６－１８］。

子宫肌瘤术后患者性功能改变以及性激素失调的研究已

经很充分［６，７］，但是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生理以及心理同

时进行的研究却较少。本研究同时对子宫全切保留双侧附件

的患者、子宫全切加双侧子宫附件切除术患者以及子宫肌瘤剥

除术患者进行研究，通过女性性功能评价量表将女性的性心理

以及性功能改变进行量化，同时检测患者外周血中性激素水平

的变化，全面评价三种手术方式对患者生理及心理的影响，结

果显示子宫全切术保留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较术

前低；子宫全切术切除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心理评分、性欲

评分、性高潮评分以及射精时间评分较术前低，异常症状较术

前升高；接受子宫肌瘤剥除术患者性心理及性功能较术前均无

明显变化；子宫全切术切除双侧附件的患者以及子宫全切术保

留双侧附件的患者术后性激素中的卵泡刺激素以及促黄体生

成素较术前升高，雌激素较术前降低；接受子宫肌瘤剥除术患

者性激素水平较术前均无明显变。

综上所述，不同手术方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心理、性功能

以及内分泌功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子宫全切加双侧子

宫附件切除术对患者三方面的影响最为严重，子宫肌瘤剥除术

对患者的影响最轻，子宫全切保留双侧附件的影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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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Ｌ１及人端粒酶 ＲＮＡ基因在高危型人乳
头瘤病毒阳性子宫颈脱落细胞中的表达
王佩红１　涂权梅２

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２３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阳性患者子宫颈脱落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 Ｌ１
基因（Ｌ１）及人端粒酶ＲＮＡ基因（ｈＴＥＲＣ）的表达情况。方法：自就诊于我院和温州医科大学二附院 ＨＰ－
ＨＰＶ阳性者中，选取９０例宫颈组织正常者作为Ａ组，选取９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者作为 Ｂ组，选取９０例宫
颈癌者作为Ｃ组，对比分析三组间Ｌ１及ｈＴＥＲＣ表达情况。结果：三组间Ｌ１位点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ＣｐＧ
－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间存在显著差异，均以 Ｃ组水平最低，以 Ａ组水平最高（Ｐ＜００５）。三组间 ｈＴＥＲＣ
阳性表达率存在显著差异，Ｃ组阳性表达率为８３３３％最高，Ａ组阳性表达率为２６６７％最低（Ｐ＜００５）。结
论：在ＨＰ－ＨＰＶ阳性者中，以宫颈癌者Ｌ１位点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及 ｈＴＥＲＣ
阳性表达率最高。

【关键词】　人乳头瘤病毒Ｌ１基因；人端粒酶ＲＮＡ基因；子宫颈脱落细胞；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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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为严重威胁女性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的恶性肿瘤
之一，且其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２］。临床有研究

显示，早期的诊断及及时的治疗对于宫颈癌的治疗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３，４］。但目前对于宫颈癌的诊断仍主要依赖于组织病

理学检查，因此种检查方法属有创检查方式，临床常不宜用于

早期诊断［５］。故本研究为可更为及时有效的对本病进行诊断，

将Ｌ１及ｈＴＥＲＣ基因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以初步探讨 Ｌ１及
ｈＴＥＲＣ基因表达情况对宫颈癌诊断的作用。结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自就诊于我院和温州医科大学二附院的ＨＰ－ＨＰＶ阳性者
中，选取９０例宫颈组织正常者作为Ａ组，选取９０例宫颈上皮内
瘤变者作为Ｂ组，选取９０例宫颈癌者作为 Ｃ组。所有入选者
宫颈组织正常、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癌诊断均需经病理学检

查明确诊断［６］，同时入选者均需完全了解本研究，同意参加本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入选者中，Ａ组患者年龄３５～８５
岁，平均（５０３１±１３２３）岁；Ｂ组患者年龄 ３６～８４岁，平均
（５２６７±１４１１）岁；Ｃ组患者年龄 ３５～８４岁，平均（５１９６±
１６９１）岁。三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观察方法
分别留取所有入选者的子宫颈脱落细胞，分别对各组间Ｌ１

位点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及 ｈＴＥＲＣ
阳性表达率进行统计。对比三组间 Ｌ１位点中 ＣｐＧ－１、ＣｐＧ－
２、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间差异及 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间
差异。

１３　检查方法
Ｌ１位点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检

测应用酚－氯仿抽提法联合焦磷酸测序法进行检测。首先应
用酚－氯仿抽提法提取子宫颈脱落细胞中的ＤＮＡ成分，并进行
ＤＮＡ体外扩增。成分留取并扩增子宫颈脱落细胞中的 ＤＮＡ
后，应用焦磷酸测序法对 Ｌ１位点中 ＣｐＧ－１、ＣｐＧ－２、ＣｐＧ－３
位点的甲基化水平进行测定［７，８］。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应用荧光
原位杂交技术进行测定，首先应用宫颈液基（ＴＣＴ）低渗法制作
子宫颈脱落细胞涂片，随后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测定涂片中

ｈＴＥＲＣ基因拷贝数，确定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ＳＰＳＳ１７０作为统计学分析软件。计量数据表示形式为

均数±标准差，应用ｔ检验进行统计分析；计数数据表示形式为
百分率，应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统计结果中，以 Ｐ＜
００５作为存在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组间Ｌ１位点甲基化水平分析

三组间Ｌ１位点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
化水平间存在显著差异，均以 Ｃ组水平最低，以 Ａ组水平最高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间Ｌ１位点甲基化水平

组别 ＣｐＧ－１ ＣｐＧ－２ ＣｐＧ－３

Ａ（ｎ＝３０） ０７９±００７ ０４７±００４ ０５６±００５

Ｂ（ｎ＝３０） ０７３±００８△ ０４４±００５△ ０５２±００４△

Ｃ（ｎ＝３０） ０６５±００７▲☆ ０４１±００４▲☆ ０４７±００６▲☆

Ｆ １２１８４ １１７４５ １０３６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Ａ组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Ａ组与 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Ｂ组

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间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分析
三组间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存在显著差异，以Ｃ组阳性表达

率最高，以Ａ组阳性表达率最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间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

组别 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 χ２ Ｐ

Ａ（ｎ＝９０） ２４（２６６７） １８３７４ ００００

Ｂ（ｎ＝９０） ４８（５３３３）

Ｃ（ｎ＝９０） ７５（８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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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目前临床研究显示，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为可导致宫颈上

皮发生不典型增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１０，１１］。而在 ＨＰＶ中，
１６型及１８型属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已被证实为
导致宫颈癌及宫颈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２］。故本研究为

更好的诊断宫颈癌，通过对Ｌ１基因及ｈＴＥＲＣ基因在ＨＲ－ＨＰＶ
阳性的不同疾病间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更为全面的探讨

在ＨＲ－ＨＰＶ阳性者中Ｌ１基因及ｈＴＥＲＣ基因表达情况对宫颈
癌的诊断价值。

Ｌ１基因在人类基因组织中的含量最为丰富，临床研究显
示，在人体正常组织中，Ｌ１基因的甲基化程度较高，而在包括胃
癌、结肠癌及膀胱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患者中，其病变组织中的

Ｌ１基因的甲基化程度较低［１３］。故本研究留取子宫颈脱落细

胞，以探讨ＨＲ－ＨＰＶ阳性宫颈癌患者中子宫颈脱落细胞内 Ｌ１
基因的甲基化程度。结果显示：不同疾病的三组间 Ｌ１位点中
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 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间存在显著差
异，均以宫颈癌患者的Ｃ组其Ｌ１各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最低，以
宫颈组织正常者组成的Ａ组其Ｌ１各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最高（Ｐ
＜００５）。可见在ＨＲ－ＨＰＶ阳性的宫颈癌患者中，其 Ｌ１位点
中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 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均有显著的
降低的趋势。而ｈＴＥＲＣ基因为合成端粒重复序列的重要模板，
而近年来在临床研究中显示，在非典型增生的宫颈细胞中，

ｈＴＥＲＣ基因均有着显著的扩增。且已有学者研究显示，ｈＴＥＲＣ
基因检查在宫颈病变的早期诊断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

性，且随着宫颈病变恶性程度的增加，其阳性表达率也随之显

著的升高［１４－１６］。故本研究也将 ｈＴＥＲＣ基因作为观察指标，结
果显示：三组间 ｈＴＥＲＣ阳性表达率存在显著差异，Ｃ组阳性表
达率为８３３３％最高，Ａ组阳性表达率为 ２６６７％最低（Ｐ＜
００５）。由此可见在 ＨＰ－ＨＰＶ阳性的宫颈癌患者的子宫颈脱
落细胞内Ｌ１基因甲基化程度显著偏低，而 ｈＴＥＲＣ基因的阳性
表达率则显著偏高。

综上所述：在ＨＰ－ＨＰＶ阳性者中，以宫颈癌者 Ｌ１位点中
ＣｐＧ－１、ＣｐＧ－２及ＣｐＧ－３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及 ｈＴＥＲＣ阳性
表达率最高。在本研究中选取 ２７０例研究对象对 Ｌ１基因及
ｈＴＥＲＣ基因表达情况对ＨＰ－ＨＰＶ阳性者宫颈癌诊断的诊断价
值进行分析，研究对象较多，因此得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但是未对Ｌ１基因及ｈＴＥＲＣ基因表达情况对 ＨＰ－ＨＰＶ阳
性者宫颈癌诊断的诊断价值进行进一步探讨，需要进一步进行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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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张晓梅，聂秀华．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与阴道镜病理学活检在宫

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中的比较．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３，３６

（９）：３０－３３．

［６］　高莉，朱炎，刘素萍，等．人端粒酶ＲＮＡ基因荧光原位杂交检测在

宫颈细胞学检查中的应用．中华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０（２）：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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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王宏，潘世扬，庞智睿，等．子宫颈癌和 ＣＩＮ患者血浆 ＡＰＣ和

ＲＡＳＳＦ１Ａ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的意义．中华妇产科杂志，

２０１３，４８（１２）：９２９－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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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ｒｖｉｘ．ＧｕｌｆＪＯｎｃｏｌｏｇ，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８－２６．

［１０］　李亚里．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的临床研究进展．武

警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２）：９３－９６．

［１１］　胡滨，崔金全，邓克红，等．宫颈癌组织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ＨＷＡ

ＰＬ蛋白表达的关系．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４，６（６）：８６２

－８６５．

［１２］　曾新，韩一栩，吴丽香．ＨＰＶ在宫颈炎、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中

的检测意义分析．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４，１８（１）：１２７－１２８．

［１３］　胡元晶，曲秡秡．ＨＰＶ１６Ｌ１基因３’端和 ＬＣＲ基因甲基化与其致

病性的关系．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８）：６０７－６１０．

［１４］　杨梅，高琨，王燕娇，等．宫颈端粒酶ｈＴＥＲＣ基因的表达和人乳头

瘤病毒的型别关系的临床研究．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１

（４）：５８１－５８３．

［１５］　黄斌，李瑞珍，汤惠茹，等．荧光原位杂交检测宫颈脱落细胞中人

类染色体末端酶基因的扩增及临床意义．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０，

１３（１５）：１６４６－１６４９．

［１６］　傅亚平，陈林海．α－干扰素栓联合微波治疗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宫颈糜烂的疗效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６）：５１－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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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与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对宫
颈癌诊断的效用评价
姚有娣１　程易凡２　王丹凤１　章苗芽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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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ＴＣＴ联合ＨＰＶ检查方法对宫颈癌患者筛查和诊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１５６０
例患者将其分为三组，分别进行ＨＰＶ、ＴＣＴ以及ＴＣＴ＋ＨＰＶ检查，以阴道镜病理组织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三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ＴＣＴ诊断结果与病理组织学的检查结果不同，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病变级别越高，患者的阳性率就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浸润癌患者体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含量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４４６例进行 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检查的患者中，ＴＣＴ和
ＨＰＶ检测均为阳性的患者共有２３４例，ＴＣＴ和ＨＰＶ检测均为阴性的患者共有８３例；ＴＣＴ＋ＨＰＶ检测对其的
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显著高于ＴＣＴ检测和ＨＰＶ检测（Ｐ＜００５）。结论：ＴＣＴ联合ＨＰＶ检查方法的灵
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比其它三种检测方法高，是目前宫颈癌疾病筛查和诊断最理想的方法，值得在临床

上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人乳头瘤病毒；宫颈癌；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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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死率位居全球
妇女癌症病死率的第２位［１］，可通过密切接触、间接接触、医源

性感染、性传播途径和母婴传播等多种途径传染［２］。近年来，

宫颈癌的发病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严重威胁着广大女性的生命

健康。宫颈癌的发展是从癌前病变到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

润癌直至最后的宫颈癌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临床上，宫颈

癌的早期诊断，尤其是在癌前病变阶段诊断，有助于宫颈癌的

早期治疗和改善整体的预后效果。因此，寻找宫颈癌早期诊断

的依据和方法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临床上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４５　　　·

对宫颈癌的检测方法常用的有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Ｔｈｉｎｐｒｅｐ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ＴＣＴ）、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
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检查等，流行病学和基础研究已经证实感染在
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３］。而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ＨＰＶ－ＤＮＡ可快速的检测出 ＨＰＶ的存在，是
目前检测ＨＰＶ非常理想的方法。本次研究通过将 ＨＰＶ检测、
ＴＣＴ检查以及ＴＣＴ联合ＨＰＶ检测这三种宫颈癌检测方法进行
对比，研究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检测对宫颈癌筛查和诊断的临床效
果，旨在探讨宫颈癌筛查的有效方法。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到我院进行宫颈病变检查的
患者共１５６０例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已婚或者有
两年以上的性生活史，并未进行子宫切除术，无宫颈手术史，依

照病情病征求病人以及家属的意见，将病人进行单一的ＴＣＴ检
测、ＨＰＶ检测或 ＴＣＴ＋ＨＰＶ检查组。其中进行 ＴＣＴ检查中有
３４５例患者，年龄为２７～５８岁，平均年龄为（３９７±４３）岁；进
行ＨＰＶ检查的有７６９例患者，年龄为２５～５７岁，平均年龄为
（４０８±５１）岁；ＴＣＴ＋ＨＰＶ检查的有４４６例患者，年龄为２６～
５９岁，平均年龄为（４１５±７３）岁。三种检查的患者的一般资
料没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美国ＡＢＩ７３００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规格为Ｐｒｉｓｍ７３００，生产编号４３４４４９０Ｄ１），ＨＰＶ专用采样器（广
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１月购买），ＴＣＴ专用采样器
（南京健邦锦源医疗仪器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２月购买），阴道内
窥镜（深圳市金科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编号１２０６３４８９０Ｃ２），
ＨＣ２基因杂交捕获仪（广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编号
１２０６５８９６ＤＬ１）；

无菌生理盐水，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日期：２０人份／盒，生产
日期，２０１２年２月）等。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使用窥阴器暴露宫颈，拭掉宫颈口的过
多分泌物，再将专用的ＨＰＶ专用采样器置于宫颈口采集宫颈脱落
的细胞，采集完成后将样本放入专用的标本储存瓶中，标记后进行

隔离保存。使用ＨＣ－２基因杂交捕获仪对所采集到的宫颈细胞标
本进行自动检测，操作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３２　ＴＣＴ检测 患者在进行检查的前２４ｈ内禁性生活，检查
前３天内没有进行阴道用药或者冲洗，而且检查在非月经期进
行。采取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相同的样本采取方法。将采集

到的样本使用ＴＣＴ制片机处理所采集到的宫颈细胞标本，并制
作成薄层细胞图片，使用９５％的酒精将其固定之后，经过巴氏
染色交由我院检验科医师进行镜检。

１３３　病理组织学检查　对纳入研究的所有检查者进行宫颈
组织病理检查，于检查后一周非月经期进行组织采样。患者取

截石位，暴露宫颈，先用棉球轻拭去宫颈表面分泌物，观察宫颈

外观情况，必要时用长钳将宫颈外口稍扩张，以观察宫颈管内

的鳞状柱状上皮交界处，注意勿引起出血；可常规从 ３、６、９、１２
点及颈管处或可疑病变处取活检，取下的组织用１０％的福尔马
林固定，石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结
果，并由有经验的病理科医师做出初步诊断，最后上级医师再次

阅片确定病理诊断。

１４　诊断标准
１．４．１　ＴＣＴ诊断标准　细胞学采用伯塞斯达诊断报告的模式。
将检测结果按严重程度从轻至重分为正常状态无上皮内病变

（ＮＩＬＭ）、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ＵＳ）、低度鳞状
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高度鳞状上皮病变（ＨＳＩＬ）、鳞状细胞癌
（ＳＣＣ）、腺上皮细胞不正常为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腺细胞
（ＡＧＵＳ）。本文中所指细胞学阳性诊断是指 ＡＳＣＵＳ及其以上
的病变，包括ＡＳＣＵＳ／ＡＧＵＳ，ＡＳＣ－Ｈ，ＬＳＩＬ，ＨＩＳＬ，ＳＣＣ及ＡＣ。
１．４．２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标准　使用标本相对荧光光度值和阳
性定标阈值的比值，即 ＰＬＵ／ＣＯ来判断。ＲＬＵ／ＣＯ为 ｌ０或者
超过１０为阳性，即标本检测到高危型的 ＨＰＶ－ＤＮＡ序列；
ＲＬＵ／ＣＯ低于１０则为阴性，即标本中没有发现高危型 ＨＰＶ－
ＤＮＡ或者其水平过低可以忽略不计。
１．４．３　病理检查诊断标准　病理检查结果大体分为四级：正
常、炎症、ＣＩＮ和宫颈鳞癌。其中 ＣＩＮ［４］又可分为三级：Ⅰ级为
轻度不典型增生，细胞局限于上皮下１／３；Ⅱ级为中度不典型增
生，细胞位于上皮下１／３～２／３层；Ⅲ级为重度不典型增生或原
位癌，病变细胞几乎或全部占据上皮全层，伴有核分裂相增多，

极性消失。利用病理诊断的结果，对 ＴＣＴ、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进行计算。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设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ＴＣＴ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分析

以阴道镜检病理组织学结果作为金标准，在 ３４５例进行
ＴＣＴ检查的患者中共检查出了２１２例阳性患者。将ＴＣＴ诊断结
果与病理组织学相对比，发现两者的检查结果不同，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ＴＣＴ检查和病理组织学结果对比

病理检查

正常 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原位癌 浸润癌
合计

ＴＣＴ检查 ＮＩＬＭ １１０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３
ＡＳＣ ３ ６５ １３ ５ ８ ２ ９６
ＬＳＩＬ ０ ３３ １５ １３ ６ １ ６８
ＨＳＩＬ ０ ７ ５ １４ １６ ４ ４６
宫颈癌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合计 １１３ １２８ ３３ ３２ ３０ ９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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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分析
在７６９例进行 ＨＰＶ检查的患者中，有 ４８４例患者检测出

ＨＰＶ阳性。对比宫颈炎症和不同级别的宫颈病变发现，病变级
别越高，患者的阳性率就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从ＲＬＵ／ＣＯ中可以看出，浸润癌最高，说明浸润癌患者体内的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含量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ＨＰＶ－ＤＮＡ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

病理检查

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原位癌 浸润癌
总计

ＨＰＶ－ＤＮＡ 阳性 ２８９ ９１ ４６ ４９ ９ ４８４

阴性 ２６４ １２ ５ ３ １ ２８５

总计 ５５３ １０３ ５１ ５２ １０ ７６９

２３　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查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分析
在４４６例进行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查的患者中，ＴＣＴ和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均为阳性的患者共有 ２３４例，ＴＣＴ和 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均为阴性的患者共有８３例，剩余７６例患者为ＴＣＴ阳
性ＨＰＶ－ＤＮＡ阴性，５３例患者为ＴＣＴ阴性ＨＰＶ阳性，且出现１
例宫颈癌患者。见表３。

表３　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查和病理组织结果对比

病理检查

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原位癌 浸润癌 总计

ＴＣＴ（＋） ＨＰＶ（＋） ９４ ６２ ３７ ３３ ８ ２３４

ＨＰＶ（－） 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７６

ＴＣＴ（－） ＨＰＶ（＋） ３６ ８ ５ ３ １ ５３

ＨＰＶ（－） ８３ ０ ０ ０ ０ ８３

总计 ２８９ ７０ ４２ ３６ ９ ４４６

２４　三种检查方法对宫颈病变检查效度的对比分析
比较本次研究中所用到的三种检测方法对宫颈病变检查

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发现：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对
其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相对于单一的ＴＣＴ或ＨＰＶ－ＤＮＡ
检查均显著的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三种检查方法对宫颈病变检查效度（％）

检测指标 ＴＣＴ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灵敏度 ７３４ ７５８ ８６９

特异度 ７２５ ７６１ ９０７

准确度 ７９４ ７５９ ９３１

#

　讨论

宫颈癌是在妇女群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５］，也是目前唯一

可以明确病因的癌症，即 ＨＰＶ的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原
因。ＨＰＶ是一种 ＤＮＡ双链病毒，能感染人的外阴、生殖道、肛
门、皮肤和口咽部黏膜等，感染情况很常见［６］。虽然大部分妇

女的ＨＰＶ感染周期在 ８～１０个月，之后便会消失，但是仍有
１５％左右的妇女会发生持续感染的情况，这便是宫颈癌发生的
重要原因。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技术是分子诊断［７］的热点技术，它将先进的定量ＰＣＲ

与实时ＰＣＲ技术相结合，为疾病的定量核酸检测及分子诊断、
提供了先进手段，其极高的灵敏度、极宽的检测范围，以及精确

定量、方便快速、无窗口期等优点，实现了 ＰＣＲ核酸检测［８］、分

子诊断的技术飞跃，既适用于 ＨＰＶ的临床检测，也可用于对人
群进行ＨＰＶ亚型和ＨＰＶ的流行病学调查。

在本次针对利用ＴＣＴ技术和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技术检测
妇女宫颈癌的研究中，通过研究结果就可以发现：ＴＣＴ检测方法
检测３４５例患者中共有２１２例阳性患者，将其与病理组织学结
果相对比，发现病理组织工检查出了２１８例阳性患者，ＴＣＴ方法
共漏检了６例阳性患者，其中炎症患者３例，ＣＩＮⅠ患者１例，
ＣＩＮⅢ／原位癌患者１例，浸润癌患者１例，与病理组织学检查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 ＴＣＴ检测方法的检
查结果并不理想。进行 ＨＰＶ－ＤＮＡ检查的７６９例患者中共检
查出了４８４例阳性患者，炎症患者的阳性率为５２２６％，ＲＬＵ／
ＣＯ为 ９４３８，ＣＩＮⅠ患者的阳性率为 ８８３５％，ＲＬＵ／ＣＯ为
６３９１５，ＣＩＮⅡ患者的阳性率为 ９０２０％，ＲＬＵ／ＣＯ为 ７２３４９，
ＣＩＮⅢ或者原位癌患者的阳性率为 ９４２３％，ＲＬＵ／ＣＯ为
７９４８１，浸润癌患者的阳性率为９０００％，ＲＬＵ／ＣＯ为９８７６２。
由以上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浸润癌意外，炎症以及 ＣＩＮ各级病
变患者的阳性率随着病变级别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对于 ＲＬＵ／
ＣＯ来说，浸润癌患者的ＲＬＵ／ＣＯ最高，由于 ＲＬＵ／ＣＯ越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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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含量越高，因此浸润癌患者体内的高
危型ＨＰＶ－ＤＮＡ含量最高。由此可见，患者的病变级别越高，
阳性率就越高，且患者体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含量越高，临
床上可以通过检测患者体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含量来确定
患者的病变类型和病变级别，以便更好的对患者进行及时而有

效的治疗。由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接受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
检查的４４６例患者中，ＴＣＴ和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均为阳性的患者
共有２３４例，ＴＣＴ和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均为阴性的患者共有８３
例，剩余７６例患者为 ＴＣＴ阳性 ＨＰＶ－ＤＮＡ阴性，５３例患者为
ＴＣＴ阴性ＨＰＶ－ＤＮＡ阳性，其中包括了多种不同级别的病变，
且出现１例宫颈癌患者，由此可见，使用这种检测方法更够实现
对患者更加准确的检查，以便患者进行及早的治疗。本次研究

最后还将ＨＰＶ－ＤＮＡ检测、ＴＣＴ检测以及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
检测这三种方法对于不同病变类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进行了比较：对于ＡＳＣ患者来说，三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
度和准确度均较高，ＴＣＴ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最低，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方法的准确度最低，而 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远远高于其它两种检查方法

（Ｐ＜００５）；对于 ＩＳＩＬ患者来说，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是最低，其次为ＴＣＴ检测方法，而ＴＣＴ联
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显著高于
其它两种检查方法（Ｐ＜００５）；对于 ＨＳＩＬ患者来说，ＨＰＶ检测
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是最低，其次为 ＴＣＴ检测方
法，而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
度均显著高于其它两种检查方法（Ｐ＜００５）；对于宫颈癌患者
来说，ＴＣＴ检查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最低，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方法的准确度最低，而 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依旧均远远高于其它两种检查方法（Ｐ＜
００５）。由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知道，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方法对于宫颈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显著高于其单

一的使用ＴＣＴ或ＨＰＶ－ＤＮＡ的检查效果。
综上所述，使用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查是目前为止宫颈

癌筛查和诊断最敏感的方法，其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显

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检测方法［９］。目前临床上对于子宫

颈病变的筛查和诊断还没有公认有效的标准方法，ＴＣＴ检查和
ＨＰＶ－ＤＮＡ检查是最常用的方法［１０，１１］，近年来不断有研究发现

这两者联合检查对于宫颈病变的筛查和诊断均有非常好的效

果，而本次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为临床上筛查和诊断宫颈

疾病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 ＴＣＴ联合 ＨＰＶ－ＤＮＡ筛查
和诊断宫颈癌患者还没有在临床上广泛应用［１２－１４］，相信随着

医学技术的进步，ＴＣＴ联合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会在临床上实
现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实现宫颈癌患者的早期诊断［１５］，以便

及时提供治疗，为广大宫颈癌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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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基质细胞衍生因１（ＳＤＦ－１）、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亚基（β－
ＨＣＧ）及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的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与预后的相关性，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参
考。方法：对我院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期间诊治的１００例宫颈癌患者进行分析，比较 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 ＭＭＰ２
在不同临床分期及预后的宫颈癌患者中的表达情况。以同期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结果：ＳＤＦ－１、β－
ＨＣＧ及ＭＭＰ２的表达均与年龄、性别等无关（Ｐ＞００５），但随着宫颈癌了临床分级增高而增强，不同分级之
间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且与患者预后具有负相关性。结论：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 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
分期及预后具有负相关性，可以用宫颈癌于临床诊断及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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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宫颈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妇科肿瘤之一，在我国具有极高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１，２］。宫颈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

死亡率位于恶性肿瘤的第四位［３，４］。宫颈癌死亡病例和新发病

病例中８５％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等恶性肿瘤最常见的
生物学特征为肿瘤细胞粘附力降低或丧失，肿瘤组织发生浸润

和转移［５，６］。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是参与多种肿瘤组织
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与重构的酶，且与多种肿瘤的转移、恶化等

病理过程密切相关。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β－ＨＣＧ）是
来源于机体的胎盘滋养叶细胞，是多种妇科肿瘤的标志物，也

与宫颈癌的异常病理过程密切相关［７，８］。恶性肿瘤的转移是不

良预后的重要原因，基质细胞衍生因子１（ＳＤＦ－１）具有刺激单
核细胞、肿瘤细胞以及内皮细胞的作用，与恶性肿瘤的转移过

程相关［９］。本文旨在分析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ＭＭＰ２表达与宫
颈癌临床分期与预后的相关性，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文对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诊治的１００
例宫颈癌患者进行分析。患者年龄３１～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７３
±９２）岁，所有患者均经过病理检查确诊为宫颈癌：其中鳞癌
６４例，腺癌３６例。所有患者依据《新编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
范》的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其中０期１６例、Ⅰ期１９例、Ⅱ期２４
例、Ⅲ期２１例、Ⅳ期２０例。选取我院同期健康体检者４０例为
对照组。对照组与宫颈癌患者年龄组成无统计学的差异性（Ｐ
＞００５）。病例排除标准：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患者、糖尿病患
者、心肺功能异常患者排除在研究之外。所有患者均知情并签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４９　　　·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显微镜购自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切片机购自德国徕卡公

司；ＳＤＦ－１（ｓｃ－８９５６４）、β－ＨＣＧ（ｓｃ－４６１０９）及 ＭＭＰ２（ｓｃ－
２５４６７）抗体购自美国Ａｂｃａｍ公司；二抗购自武汉博士德（批号
２０１３０８１３）；显色试剂盒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批号２０１４０３０６）；其余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１３　阳性程度的判定

研究中对每一蛋白选择５个有代表性的视野，每个视野计
数５０个细胞，统计阳性细胞（内含棕黄色颗粒）的百分率，其中
阳性细胞占据同类细胞的百分比≤５％记为０分，≤２５％记为１
分，≤５０％记为２分，≤７５％记为３分，＞７５％记为４分。同时
对细胞的染色强度进行统计计分：无着色的记为０分，淡棕色记
为１分，中等棕色记为２分，深棕色记为３分。然后统计总得分
（染色轻度 ×阳性细胞百分比）：弱阳性为１～４分，记为 ＋，中
等阳性为５～８分，记为＋＋，强阳性为９～１２分，记为＋＋＋。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统计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平均数
±标准差表示，多样本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认为有
统计学的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发现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有密切的
相关性，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的增高，其阳性率逐步增强，

各分期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同时，
研究也发现，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的负相
关，阳性率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差，见图１。

表１　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相关性分析

组别
病例数

ｎ

ＳＤＦ－１表达强度［ｎ（％）］

－ ＋ ＋＋ ＋＋＋

阳性率

［ｎ（％）］

对照组 ４０ ３９（９７５）１（２５） ０ ０ １（２５）

０期 １６ ９（５６３）３（１８８） ３（１８８） １（６２５） ７（４３８）

Ⅰ期 １９ １０（５２６）４（２１１） ３（１５８） ２（１０５） ９（４７４）

Ⅱ期 ２４ １１（４５８）５（２０８） ５（２０５） ３（１２５） １３（５４２）

Ⅲ期 ２１ ９（４２９）４（１９０） ５（２３９） ３（１４３） １２（５７１）

Ⅳ期 ２０ ８（４００）４（２００） ３（１５０） ５（２５０） １２（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阳性率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２２　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发现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有密切

的相关性，且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增高，其阳性率逐步升

高（０期阳性率为５００％而Ⅳ期患者的阳性率为６００％），各分
期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同时，研究
也发现，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的负相关，
阳性率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差，见图２。

表２　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相关性分析

组别
病例数

ｎ

β－ＨＣＧ表达强度［ｎ（％）］

－ ＋ ＋＋ ＋＋＋

阳性率

［ｎ（％）］

对照组 ４０ ３９（９７．５）１（２５） ０ ０ １（２５）

０期 １６ ８（５００）３（１８８） ４（２５０） １（６３） ８（５００）

Ⅰ期 １９ ９（４７４）４（２１０） ４（２１０） ２（１０５） １０（５２６）

Ⅱ期 ２４ １０（４１７）５（２０８） ６（２５０） ３（１２５） １４（５８３）

Ⅲ期 ２１ ８（３８１）５（２３９） ５（２３９） ３（１４３） １３（６１９）

Ⅳ期 ２０ ８（４００）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２（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阳性率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２３　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发现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有密切的

相关性，且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增高，其阳性率逐步升高

（０期阳性率为３７５％而Ⅳ期患者的阳性率为６００％），各分期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同时，研究也
发现，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的负相关，阳性
率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差，见图３。

表３　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相关性分析

组别
病例数

ｎ

ＭＭＰ２表达强度［ｎ（％）］

－ ＋ ＋＋ ＋＋＋

阳性率

［ｎ（％）］

对照组 ４０ ３９（９７５）１（２５） ０ ０ １（２５）

０期 １６ １０（６２５）３（１８８） ２（１２５） １（６２５） ６（３７５）

Ⅰ期 １９ １１（５７９）３（１５８） ３（１５８） ２（１０５） ８（４２１）

Ⅱ期 ２４ １２（５００）５（２０８） ４（１６７） ３（１２５） １２（５００）

Ⅲ期 ２１ ９（４２９）４（１９０） ４（１９０） ４（１９０） １１（５７１）

Ⅳ期 ２０ ８（４００）２（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１２（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阳性率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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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环境、饮食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各

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对经济和社

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恶性肿瘤的治愈效果不佳及预后

效果差已经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１０］。宫颈癌是

临床上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宫颈癌仍位居妇

科恶性肿瘤首位，且其发病年龄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因

此，开发宫颈癌相关的标志物，分析其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

后的相关性对宫颈癌的提前诊断及治疗的意义十分重大。本

研究在分析我院宫颈癌患者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ＭＭＰ２表达与
宫颈癌临床分期与预后的相关性时发现，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
ＭＭＰ２的表达均与年龄、性别等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但随
着宫颈癌了临床分级增高而升高，各分期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与患者预后具有负相关性。因此，ＳＤＦ－
１、β－ＨＣＧ及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分期及预后具有负相关性，
可以用于临床诊断及预后判断。

基质金属蛋白酶与多种肿瘤的增殖、分化及转移和临床分

期相关。在研究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相应的抑制剂与肾细胞

癌的临床分期相关性的研究中证实，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和９与
肿瘤的分期密切相关，且随着肿瘤分期的增加，而二者的表达

明显增强，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与肾细胞癌的临床分期无

关［１１］。在探讨ＭＭＰ２与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分期的相关性研究
中也发现基质金属蛋白酶２的表达与小细胞肺癌的分化程度、
淋巴转移、浸润程度以及肿瘤分期密切相关［１２］。另外，在子宫

内膜癌的临床分期研究中也发现其与 ＭＭＰ２的表达明显相
关［１３］。本文中也发现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有
密切的相关性，且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增高，其阳性率逐

步增强，由０期阳性率为３７５％增强为Ⅳ期患者的阳性率为
８００％。以往的研究也证实β－ＨＣＧ的表达也与多种肿瘤的临
床分期密切相关。有研究证实，β－ＨＣＧ是乳腺癌重要的肿瘤
标志物之一，且其水平的变化可能与乳腺癌的发生及发展密切

联系，且监测β－ＨＣＧ水平的变化可以作为患者临床病情观察
及诊疗的重要指标［１４］。

本研究也发现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有
密切的相关性，且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增高，其阳性率由０
期的５００％增强为Ⅳ期患者的６００％，但无统计学差异性。同
时研究也发现，β－ＨＣＧ表达与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的
负相关，阳性率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差。ＳＤＦ－１的表达变化也
参与了多种肿瘤的生理及病理过程，如增殖、分化、转移及凋亡

过程［１５－１８］。同时，ＳＤＦ－１也可以作为肿瘤临床分期的重要指
标［１９，２０］。本文中也发现ＳＤＦ－１表达与宫颈癌临床分期和预后
有密切的相关性，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的增高，其阳性率

逐步增强，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同时，ＳＤＦ－１表达与宫
颈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的负相关，阳性率越高，患者的预后

越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因此，ＳＤＦ－１、β－ＨＣＧ及 ＭＭＰ２表达与宫颈癌分期及预
后具有负相关性，可以用于宫颈癌临床诊断及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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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河北联合大学，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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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意义．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１，２（１３）：１７－２０．

［１５］　钟娟芳，徐娟，曹亚．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在肿瘤信号转导中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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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ｔｕｍ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ｓｉｎ
ｒａｔｓ．Ｎｅｕｒｏ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４，１６（１）：２１－２８．

［１７］　陈晓敏，刘莉．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通过分泌 ＳＤＦ－１α促进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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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何海浪，周贤梅．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Ｒ－３及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信号
途径与肿瘤淋巴管新生的关系．现代肿瘤医学，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１９］　徐秀连．Ａｕｒｋａ、ＬＧＲ５以及ＳＤＦ－１在胃癌中的表达变化及其临
床病理相关性的研究．川北医学院，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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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和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
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的临床研究
莫轶晖　杨丽丽
荆门市中医医院（市石化医院）体检中心，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比研究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ＬＲＨ）和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术（ＡＲＨ）治疗
早期子宫颈癌的疗效，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择本院ＬＲＨ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１８例（试
验组）和ＡＲＨ治疗的早期子宫颈癌患者２２例（对照组），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术中和术后参数及并发症
的发生情况。结果：与ＡＲＨ相比，ＬＲＨ的手术时间明显缩短（２４８４±４２４）ｍｉｎｖｓ（２０１１±４６３）ｍｉｎ、出血
量明显减少（９２２５±４４２４）ｍＬｖｓ（６３２１±３６９７）ｍＬ、导尿管留置时间显著缩短（３５５±６５）ｄｖｓ（２５５±
５５）ｄ、术后排气时间缩短（２５±０６）ｄｖｓ（１７±０６）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１９９±５２）ｄｖｓ（１６８±３８）
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淋巴结切除数量、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与ＡＲＨ相比较，ＬＲＨ治疗早期子宫颈可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失血量、缩短术后恢复
时间及住院时间。

【关键词】　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早期子宫颈癌；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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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癌又称宫颈癌，是目前最常见的妇科生殖系统恶性
肿瘤，有效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周期、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等［１，２］。一直以来，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

术（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Ｈ）加盆腔淋巴结切除术
（ｐｅｌｖｉｃ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ＬＰＬ）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标准术
式［３，４］。随着腹腔镜先进设备的广泛应用、操作技术的不断改

造，１９９２年美国 Ｎｅｚｈａｔ首次应用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ａｄｉｃ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ＬＲＨ）和 ＬＰＬ治疗宫颈癌患
者，随后该项新技术逐渐应用于治疗子宫恶性肿瘤［５－７］。近年

来，我院妇科也积极开展了 ＬＲＨ＋ＬＰＬ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
本文将回顾性对比分析我院妇科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行ＡＲＨ＋ＬＰＬ或ＬＲＨ＋ＬＰＬ的早期宫颈癌患者的术中和术后
参数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期进一步为临床治疗早期宫颈癌

患者提供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院妇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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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Ｈ＋ＬＰＬ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２２例作为对照组，采用ＬＲＨ＋
ＬＰＬ的早期宫颈癌患者１８例作为试验组。所有患者均在术前
有明确的病理学诊断，并按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１９９５年临
床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８］。对照组２２例，试验组１８例，两组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项目 对照组（ｎ＝２２） 试验组（ｎ＝１８）

年龄（岁） ５０２±５６ ４８８±６５

既往手术史

剖腹产 ８ ７

肌瘤切除术 １ １

临床分期

Ｉａ１ １ ０

Ｉｂ１ １２ １０

Ｉｂ２ ９ ８

肿瘤组织学类型

鳞癌 １２ ９

其他 １０ ９

病理分级

　ＣＩＮⅠ ８ ６

　ＣＩＮⅡ ６ ６

　ＣＩＮⅢ ８ ６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给予阴道冲洗、口服肠道抗生素、禁食、禁

水、清洁灌肠，并静脉注射头孢类抗生素以预防感染。所有患

者均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方式，术中密切监测血压、呼

吸、心率、血氧饱和度等。

试验组的手术步骤如下：患者取头低臀高的膀胱截石位，

常规消毒铺无菌单，置入１６号双腔导尿管并处于开放状态。脐
上４ｃｍ处行约１ｃｍ的横切口，将一１０ｍｍ套管针穿刺入腹腔，
并注入ＣＯ２形成气腹，腹内压维持在１２ｍｍＨｇ左右。在此切口
置入腹腔镜，并在左、右髂前上棘内上３ｃｍ处、脐左右３ｃｍ处分
别穿刺套管针。将举宫器置入宫腔，穿刺孔内置于操作钳。切

开腹膜，暴露髂血管、卵巢动静脉、输卵管等组织，依次电凝切

除髂总、髂外、腹股沟深淋巴结群等前层淋巴结，若局部有腹主

动脉旁淋巴结转移，也需切除；再清扫切除髂内淋巴结群即中

层淋巴结；最后电凝切除闭孔淋巴结群即后层淋巴结。依次分

离左右侧直肠侧间隙、膀胱宫颈阴道间隙、子宫直肠间隙、膀胱

侧间隙；依次钳断骶韧带、膀胱宫颈阴道韧带、主韧带；然后环

切阴道，自阴道取出子宫、阴道上段、切除的各淋巴结群及脂肪

组织。缝合阴道残端，并置于盆腔引流管。冲洗盆腔、止血，确

认无出血、清点器械无误后，关气撤离腹腔镜，拔出套管针，依

次缝合穿刺孔。

对照组的手术步骤如下：患者取常规平卧位，年轻患者保

留双侧卵巢及输卵管。常规皮肤消毒铺无菌单，置入１６号双腔

导尿管并保留开放状态。下腹正中线左侧绕脐行约２０ｃｍ长的
纵切口。依次切开各层组织进入腹腔，探查腹腔及盆腔。首先

离断圆韧带，再钳断卵巢固有韧带或高位切断骨盆漏斗韧带；

打开阔韧带游离输尿管，依次清除髂总、髂外、腹股沟区、髂内、

闭孔淋巴结群；分离膀胱腹膜反折，游离膀胱；剪开子宫直肠反

折腹膜，分离阴道直肠间隙；游离钳断左、右侧子宫动脉；分离

直肠侧窝钳夹骶韧带；分离膀胱侧间隙，分离钳断膀胱阴道韧

带、主韧带；切断并缝合阴道、缝合后腹膜。冲洗腹腔、彻底止

血，清点器械无误后依次关腹。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所有患者的术中评估参数包括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输血病例数、主韧带及阴道切除长度、切除淋巴结数

量、术中并发症；术后评估参数包括术后并发症、导尿管留置时

间、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并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中评估参数

对照组和试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分别是（２４８４±４２４）
ｍｉｎ和（２０１１±４６３）ｍｉｎ，术中出血量分别是（９２２５±４４２４）
ｍＬ和（６３２１±３６９７）ｍＬ，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分别
为０００９和００２１）。两组输血病例数分别为１０例和５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左、右侧主韧带切除长
度分别为（２６±０７）ｃｍ和（２８±０９）ｃｍ，而试验组患者左、右
侧主韧带切除长度分别为（２７±０７）ｃｍ和（２７±０６）ｃｍ，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阴道切除长度分别
为（２６±０６）和（２８±０７）ｃ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切除淋巴结数量分别为（１５±４）个和（１４±６）个，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过程中，对照组输尿管损
伤１例，试验组直肠损伤１例，术中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４５％
和５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评估参数

对照组和试验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２２７％
和５６％，其中对照组切口感染２例、深静脉血栓１例、切口二
次缝合２例，试验组肠漏１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的导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３５５±６５）ｄ和（２５５±
５５）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３）。两组患者术后排气
时间分别为（２５±０６）ｄ和（１７±０６）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０１）。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分别为（１９９±５２）ｄ和
（１６８±３８）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９）。
#

　讨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宫颈癌发

病人数约为４５万人，其中８０％患者在发展中国家［８］，发病率逐

年上升。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１３万以上，每年有２～３万妇女
死于该病，严重威胁广大妇女的身体健康［９］。广泛性子宫切除

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是手术治疗宫颈癌的标准术式，而经腹

手术治疗是传统的主要术式，然而经腹手术对患者创伤大、术

中出血量大、术后恢复速度缓慢、患者住院时间较长。至今，妇

科腹腔镜的发明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经历了诊断性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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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腹腔镜探索期、技术成熟期三个阶段［１０］。由此可见，腹

腔镜手术治疗宫颈癌是对传统经腹手术的极大改进，其应用了

微创技术，改变了传统经腹手术的入路，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

存质量。

１９９２年美国 Ｎｅｚｈａｔ首次应用 ＬＲＨ和 ＬＰＬ治疗宫颈癌患
者，随后该项新技术逐渐应用于治疗子宫恶性肿瘤。腹腔镜下

手术视野清晰开阔，因此能够观察并彻底快速止血，利于整个

手术切除范围的操作速度，可为患者缩短手术暴露时间，本研

究结果也显示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均低于经腹手术治疗。周萍

等发现ＬＲＨ和ＡＲＨ两组患者术中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与其类似，发现 ＡＲＨ治疗组输尿管损伤
１例，ＬＲＨ治疗组直肠损伤１例，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１１］。早

期宫颈癌手术治疗的重点是系统切除宫旁组织、阴道及各淋巴

结群，本研究结果发现两种手术方式切除淋巴结数量、切除主

韧带长度、切除阴道长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与近

年来国外研究结果类似［１２－１４］。此外，腹腔镜的使用不需要排

垫肠管，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快，因此较经腹手术治疗患者

术后排气时间缩短。此外，腹腔镜的应用促使患者下床活动时

间提前，进食时间提前，有利于盆腔引流液的排出等，更大程度

地缩短了患者术后住院时间［１５］。

由此可见，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

患者的早期疗效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但远期疗效仍有待于进一

步探讨，本研究可进一步深入获得该手术治疗患者的远期复发

率、生存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等长期评估指标，以更佳地明确

腹腔镜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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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临床表现特征及其与解脲支原体的关
系研究
罗剑波　邓洁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临床表现特征，探讨其与解脲支原体（Ｕｕ）的关系。方法：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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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疑为细菌性阴道病患者入院时均对外阴、宫颈和阴道粘膜进行检查，采集阴道分泌物。依据阴道状况及

分泌物情况对患者进行诊断，将其分为ＢＶ组和健康人群组。比较两组阴道临床症状特征和微生态（细菌培
养情况及菌群密集度）特征，并进行解脲支原体培养，分析其与 ＢＶ的关系。结果：２５０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
主要临床症状：白带异味患者１２７例，占５０８％；发作时间１４天至２年半，平均发作时间（３±６１）月；白带
增多者８４例，占３３６％；外阴瘙痒者７０例，占２８％；６４例无明显症状，占２５６％。阴道分泌物检查表明，１８６
例（７４４％）分泌物呈均匀稀薄状，２３５例（９４０％）阴道 ｐＨ值高于４５，所有患者线索细胞呈阳性；１３９例
（５５６％）氨性实验成阳性。与健康人群相比，ＢＶ组的 ｐＨ值、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白带异味、白带增多、无显著症
状、均质稀薄分泌物、阴道ｐＨ值高于４５、氨性实验阳性（％）、线索细胞阳性比例患者百分比显著高于健康
人群（Ｐ＜００５）。ＢＶ患者沙眼衣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检出率分别为６０％和４１６％，卡方检验表明其显著高
于健康人群（Ｐ＜００５）；ＢＶ组乳酸菌密集度较高，集中于０－Ⅰ级，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增加，Ⅱ －Ⅳ级占
７７６％，组间Ｒｉｄｉｔ分析表明两组的乳酸菌密集度和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５０例ＢＶ患者中，复发性ＢＶ共７例（２８％）。２５０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中，１９０例（７６０％）解脲支
原体呈阳性；１５０例健康人群中，９０例（６００％）呈解脲支原体阳，二者差异显著（χ２＝８６９，Ｐ＝０００）；２１５例
人群菌量高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其中含１７２例（８０％）ＢＶ患者，１８５例菌量低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合并 ＢＶ阳性者７８例
（４２２％），二者差异显著（χ２＝９９２，Ｐ＝０００）。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ＢＶ阳性率与Ｕｕ检测菌量之间呈
正相关，相关系数Ｒ２＝０９９，Ｐ＝００１。结论：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临床多表现为白带异常、阴道分泌物呈稀薄
状、阴道ｐＨ值高于４５和微生态失调，其解脲支原体阳性率较高，其量与ＢＶ发生率呈正相关，临床中应注
意合并治疗。

【关键词】　细菌性阴道病；临床特征；解脲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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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ＢＶｗｅｒｅｄｏ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２５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１２７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ｖａ
ｇｉｎａｌｏｄｏ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５０．８％；ｏ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１４ｄａｙｓｔｏ２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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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８％；６４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５．６％．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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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ｉａ，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５５．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ｐＨ，Ｎｕｇ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ｏｄ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ｔｈｉｎ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４．５，ｔｈ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ｔ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ｌｕｅｃｅｌｌ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Ｖ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ｅｓ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６．０％ ａｎｄ４１．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ＢＶｇｒｏｕｐ，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ｇｒａｄｅ０－Ｉ．
Ｇａｒｄｎｅｒｅｌｌ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Ⅱ－Ⅳ ｇｒａｄｅｗｅ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７７．６％．Ｒｉｄ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ｇａｒｄｎｅｒｅｌｌ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２５０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８％ （ｎ＝７）．Ａｍｏｎｇ２５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
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９０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Ｕｕｌａｎ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７６．０％；ａｍｏｎｇ１５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９０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Ｕｕ，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６０．０％．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χ２＝８．６９，Ｐ＝０．００）．２１５ｃａｓｅ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１７２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８０％）；１８５ｃａｓｅ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７８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Ｂ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４２．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９．９２，Ｐ
＝０．０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ＶａｎｄＵＵ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２＝０．９９，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ａｒｅ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ｔｈｉｎｓｈａｐ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４．５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ｓｂ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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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阴道病（ＢＶ，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是最常见的育龄妇
女的阴道感染疾病，占阴道感染疾病中的５０～６０％。ＢＶ发病
率因人群而异，在 １５％ ～６４％之间，且年龄多在 １５～４４岁之
间［１］。研究表明［２］，ＢＶ是由阴道内乳杆菌减少、阴道厌氧菌、
加德纳菌、支原体和动弯杆菌等大量增殖引起的混合感染，导

致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衡的症候群。ＢＶ的发生，与生殖感染、妇
科手术感染等发生息息相关，增加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

风险。目前，ＢＶ的高发病率使其已经成为生殖健康研究的重
要课题。ＢＶ的发病机制至今仍未明确［３］，本研究分析ＢＶ患者
临床特征，并进行阴道微生态评价，探讨 ＢＶ与解脲支原体
（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的关系，旨在引起人们对ＢＶ人群
阴道微生态失衡状态的关注，为ＢＶ的预防和治疗、重建阴道的
微生态平衡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妇科门诊自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期间收治的４００例疑为细菌性阴道病患者，年龄２０～５５岁，平
均年龄（３５１±１０１）岁，病程 ２周至 ２年半，平均病程（３±
６１）月。其中，２５０例患者被确诊为 ＢＶ患者，１５０例被排除
ＢＶ。ＢＶ患者职业分布为：２３例为个体经营户，４５例为工人，３４
例为餐饮服务行业，３８例为职员，４１例学生，５４例农民，１５例为
其他。纳入标准：（１）不在月经期和妊娠期，尚未绝经；（２）有性
生活，但入院前３天内无性生活；（３）无出血和生殖器炎症等合
并症；（４）入院前２周内无抗生素用药史和局部用药史。排除
标准：（１）３日内有性生活；（２）１周内阴道局部手术者；（３）全身
使用激素和抗生素者；（４）泌尿系统器质性疾病患者；（５）月经
期、哺乳期和妊娠期者；（６）入院前３天内实施阴道冲洗患者。
本研究获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时均对外阴、宫颈和阴道粘膜
进行检查，采集阴道分泌物。依据阴道状况及分泌物情况对患

者进行诊断，将其分为 ＢＶ组和健康人群组。比较两组阴道临
床症状特征和微生态（细菌培养情况及菌群密集度）特征，并进

行Ｕｕ培养，分析其与ＢＶ的关系。
１２２　阴道分泌物采集方法　采用无菌试子在患者阴道侧壁
１／３处取得分泌物，并进行相关检查：（１）采用精密 ｐＨ试纸置
于阴道分泌物中，１ｓ后取出读取 ｐＨ值；（２）将分泌物置于含少
量生理盐水的无菌试管中，进行白带常规检查；（３）氨实验：将
分泌物置于玻片上，加入２滴１０％ＫＯＨ，出现臭味则视为阳性。
１２３　ＢＶ诊断标准［４］　依据患者症状进行判断（Ａｍｓｅｌ标
准）：（１）阴道匀质，稀薄，白色分泌物；（２）阴道ｐＨ值高于４５；
（３）线索细胞呈阳性；（４）氨实验呈阳性。若出现３项及３项以
上特征则可诊断为ＢＶ。
１２４　菌群密集度［５］　指标本中细菌分布和排列的密集程
度，可反映微生态区域菌群生物总量，依据涂片染色标本来判

断细菌分布并分级，同时可判断菌群比例。采用１０×１００倍油
镜观察，并计算菌群密集度：１～９个／×１０００视为Ⅰ级，１０～９９
个／×１０００视为Ⅱ级，１００个以上／×１０００视为Ⅲ级，细菌成团，
密集覆盖与粘膜上皮细胞／×１０００视为Ⅳ级。
１２５　Ｕｕ培养方法［６］　脲原体培养基购自于法国梅里埃公司
（批号：８１４９７７７０１），将标本接种培养基内，置于烛缸中３７℃培
养３６～４８ｈ，若指示剂由橘黄色转为粉红色，则视为Ｕｕ生长。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比较使用 ｔ检验，细菌密集
度比较采用Ｒｉｄｉｔ分析，ＢＶ与解脲支原体定量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ｓ回归分析，统计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ＢＶ临床症状

２５０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主要临床症状：白带异味患者１２７
例，占５０８％；发作时间 １４天至 ２年半，平均发作时间（３±
６１）月；白带增多者８４例，占３３６％；外阴瘙痒患者７０例，占
２８％；６４例无明显症状，占２５６％。阴道分泌物检查表明，１８６
例（７４４％）分泌物呈均匀稀薄状，２３５例（９４０％）阴道 ｐＨ值
高于４５，所有患者线索细胞呈阳性；１３９例（５５６％）氨性实验
成阳性。２５０例ＢＶ患者中，复发性ＢＶ占２８％，共７例。与健
康人群相比，ＢＶ组的ｐＨ值、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白带异味、白带增多、
无显著症状、均质稀薄分泌物、阴道ｐＨ值高于４５、氨性实验阳
性率、线索细胞阳性比例患者百分比显著高于健康人群（Ｐ＜
００５）。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临床症状比较

项目 ＢＶ组 健康人群组 ｔ／χ２ Ｐ

例数 ２５０ １５０

年龄（岁） ３５１±１０１ ３２５±６７ １０１ ０８９

ｐＨ值 ４９８±０２３ ４１１±０３９ ２４８５ ０００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 ８１０±０７９ １１９±１２７ ６００３ ０００

外阴瘙痒 ７０（２８０） ３８（２５３） ０３２ ０７７

白带异味 １２７（５０８） ２３（１５３） ５０３２ ０００

白带增多 ８４（３３６） ２３（１５３） １５９６ ０００

无显著症状 ６４（２５６） ９０（６００） ７５３１ ０００

均质稀薄分泌物 １８６（７４４） ２３（１５３） １３１１０ ０００

阴道ｐＨ值高于４５ １３５（９４０） ２３（１５３） ５８６５ ０００

氨性实验阳性 １３９（５５６） ８（５３） １０１９１ ０００

线索细胞阳性比例 ２５０（１０００） ３０（２００） ２８５７１ ０００

２２　阴道微生态特征
ＢＶ患者沙眼衣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检出率分别为６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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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卡方检验表明其显著高于健康人群（Ｐ＜００５）；ＢＶ组
乳酸菌密集度较高，集中于０－Ⅰ级，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增
加，Ⅱ－Ⅳ级占７７６％，组间Ｒｉｄｉｔ分析表明两组的乳酸菌密集

度和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ＢＶ患者阴道微生态特征

项目 ＢＶ组 健康人群组 χ２／Ｒ Ｐ

例数 ２５０ １５０

沙眼衣原体阳性 １５（６０） 　２（１３） １００１ ０００

人型支原体阳性 １０４（４１６） ２８（１８７） ３５２３ ０００

乳酸菌密集度 ０－Ⅰ级 ２５０（１０００） 　７（４７） ５３４ ００１

Ⅱ～Ⅲ级 　０ １４３（９５３）

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 ０－Ⅰ级 ５６（２２４） １３３（８８７） ７１２ ００１

Ⅱ－Ⅳ级 １９４（７７６） １７（１１３）

２３　ＢＶ与解脲支原体定性关系
２５０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中，１９０例（７６０％）解脲支原体

呈阳性，１５０例健康人群中，９０例（６００％）呈解脲支原体阳性，
卡方检验表明二者差异显著（χ２＝８６９，Ｐ＝０００）。
２４　ＢＶ与解脲支原体定量关系

解脲支原体培养表明，２１５例人群菌量高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其
中含１７２例（８０％）ＢＶ患者，１８５例菌量低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合并
ＢＶ阳性者７８例（４２２％），卡方检验表明差异显著（χ２＝９９２，
Ｐ＝０００）。见表３。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ＢＶ阳性率与Ｕｕ
检测菌量之间呈正相关，相关系数Ｒ２＝０９９，Ｐ＝００１。

表３　ＢＶ与解脲支原体定量关系分析

Ｕｕ检测菌量（ｃｃｕ／ｍＬ） 例数 ＢＶ组 健康人群

＞１０４ ２１５ １７２ ４３

＜１０４ １８５ ７８ １０７

#

　讨论
国外流行病学资料表明［７］，细菌性阴道病为最常见的阴道

感染性疾病，其发病率因地区和人群而已，国内对５０个市的已
婚妇女抽样调查表明 ＢＶ发病率为 ５３％，在育龄妇女中为
６％。目前，细菌性阴道病的诊断和治疗已经获得临床及相关
研究人员的关注。

阴道分泌物增加并伴异味是ＢＶ的典型症状［８］。观察结果

表明［９］，细菌性阴道病患者多因白带增多或异味而就诊。ＢＶ
组中，患者阴道分泌物稀薄均质、ｐＨ值高于４５、线索细胞呈阳
性等４项临床特征发生率均高于健康人群。另外，线索细胞在
ＢＶ的诊断中尤为重要，本组中ＢＶ患者的线索细胞阳性率高达
１００％，是唯一的敏感和特异性均较高的指标［１０］。在其他临床

特征中，ｐＨ值升高这一指标诊断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低，易受
宫颈粘液、滴虫性阴道炎、经血和精液等干扰。胺实验阳性率

低，该结果的判定多受主观因素影响，用于 ＢＶ诊断敏感性低。
对其阴道微生态特征分析，发现：ＢＶ组乳酸菌密集度较高，集
中于０－Ⅰ级，阴道加特纳菌密集度增加，Ⅱ －Ⅳ级占７７６％，
组间Ｒｉｄｉｔ分析表明两组的乳酸菌密集度和阴道加特纳菌密集
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ＢＶ的发生与阴道加特
纳菌和乳酸菌相关。Ａｒｏｕｔｃｈｅｖａ等［１１］指出阴道加德纳菌在细

菌性阴道病患者、中间菌群患者及正常人群中检出率为

８７５％、３４０％与 ２６４％，与本研究结果一致。ＢＶ涂片特
征［１２］：阴道加德纳菌、普雷沃菌形态小杆菌或革兰变异动弯杆

菌形态小弧菌占一定优势，且乳杆菌的形态偶见或缺乏。但本

研究中未对进行菌种进行鉴定，能否明确菌种变异与 ＢＶ相关
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Ｕｕ是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原核细胞型的微生物，健康育龄
女性的下生殖道携带但无症状，携带率为１０％ ～２８％［１３］。Ｕｕ
感染可引起子宫内膜炎、尿道炎、输卵管炎宫颈炎及盆腔炎等，

育龄期妊娠感染具有更多的不良后果，如流产、不孕、早产、低

体重儿、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膜早破、死产及胎儿发育障碍

等［１４］。且Ｕｕ具有可传递性，可通过怀孕母亲传递给新生儿。
本研究中，２５０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中，１９０例解脲支原体呈阳
性，阳性率为７６０％；１５０例健康人群中，９０例呈解脲支原体阳
性，阳性率为６００％，卡方检验表明二者差异显著（χ２＝８６９，Ｐ
＝０００），进一步定量分析表明，ＢＶ阳性率与Ｕｕ检测菌量之间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Ｐ＝００１。分析认为［１５］，Ｕｕ感
染的尿素酶可分解尿素形成氨，进而改变阴道弱酸环境，引起

ｐＨ值改变（ｐＨ＞４５），促进 ＧＶ的生长、正常乳酸杆菌数量降
低及厌氧菌量增加，导致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调。另外，阴道 ｐＨ
值增加导致氧气含量降低，进一步为厌氧菌生长提供有利条

件，厌氧菌的大量繁殖易引起上皮细胞脱落，有利于ＧＶ粘附于
脱落上皮细胞，从而诱发细菌性阴道病的发病。所以，Ｕｕ和细
菌性阴道病之间存在相关性，二者相互影响，但二者同时存在

加重症状，是否影响治愈率还需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临床多表现为白带异常、阴

道分泌物呈稀薄状、阴道 ｐＨ值高于４５和微生态失调，其 Ｕｕ
阳性率较高，其量与 ＢＶ发生率呈正相关，临床中应注意合并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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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灌洗疗法治疗阴道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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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道臭氧灌洗疗法应用于妇科阴道炎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９０例
阴道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４５例，对照组给予单纯药物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臭
氧灌洗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治疗后阴道清洁度、ｐＨ值变化以及乳酸菌、病原菌检出情况。结
果：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５６％（４３／４５），对照组为７５５６％（３４／４５），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７２８３，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ｐＨ值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治疗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乳酸菌检出率均明显高于治疗前，且治疗后观察组检出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臭氧灌洗治疗妇科门诊阴道炎患者可以提高治疗效果，改善
阴道内环境，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臭氧；灌洗；阴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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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主要是因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感染
所导致的炎症性疾病，同时绝经期女性卵巢功能的减退而导致

的雌激素分泌减少也能够引起的一系列系统性炎症反应，其具

有易感染、易复发的特点［１］。而健康女性则阴道口闭合、表面

细胞呈现生理性增生，阴道内的适宜酸碱度共同组成了一个天

然的防御屏障，可以杀灭入侵的病原体，但是当阴道黏膜的正

常屏障受到破坏之后，阴道内的菌群将出现定植，导致感染。

目前该病有很多种治疗方法［２，３］，口服西药以及中药治疗是常

用的两种治疗方法，但是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而臭

氧液灌洗治疗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改善阴道内环

境。我院采用这种方式对阴道炎进行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我院妇科门诊收治的
９０例阴道炎患者根据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以及
对照组，每组４５例，其中观察组年龄２４～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１２
±２３）岁，病程２～７年，平均病程（４２±１９）年，对照组年龄
２３～４９岁，平均年龄（３２７±１９）岁，病程２～８年，平均病程
（４５±２３）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
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以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符合第七版《妇产科学》中关于阴道炎的相关
诊断标准［４］；（１）细菌性阴道炎诊断标准：１）阴道分泌物牛奶样，有
臭味；２）阴道ｐＨ值＞４５；３）线索细胞阳性；（２）滴虫性阴道炎诊断
标准：阴道分泌物找到滴虫可以确诊；（３）念珠菌性阴道炎诊断标
准：１）阴道分泌物中找到白假丝酵母菌的芽生孢子即可确诊；２）阴
道ｐＨ值＞４５。所有纳入人群均月经周期正常；检查前禁性生活
３ｄ，未予以阴道冲洗以及用药治疗，此外，１月内未用抗细菌以及抗
真菌药物，未接受化疗以及使用免疫抑制剂患者。

１２２　排除标准　近１月来有使用抗菌药物者，长期应用免疫
抑制剂、激素类药物患者；伴有糖尿病患者，围生期患者；阴道

分泌物涂片太薄、不均一患者［５］。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１％复合碘对阴道冲洗后置入０５ｇ奥硝唑

栓，１次／ｄ，７～１０ｄ为１个疗程，伴有需氧菌感染的患者加用头
孢类抗生素治疗３～５ｄ。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臭氧治疗仪治疗（陕西鸿德立恒医

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ＨＤ３０００型），嘱患者术前排便，取膀
胱截石位，用窥阴器将阴道扩开后清理内分泌物及宫颈黏液，

以臭氧化生理盐水清洁阴道及外阴后将窥阴器退出，一次性导

气头置入阴道内后选择仪器上的病种并按确认，以该治疗仪产

生的臭氧气治疗１５ｍｉｎ，１次／ｄ，７～１０ｄ为１个疗程，结束后用
臭氧雾化汽对外阴冲洗［６］。

１４　观察指标以及疗效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疗效标准［７］：治愈：症状消失、

白带正常，阴道分泌物检测阴性；有效：症状消失，白带正常，阴

道黏膜部充血面积减少大于５０％，分泌物检测阴性；有效：症状
改善、白带减少，阴道粘膜充血面积减少３０％～５０％，分泌物检
测阴性；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实验室检测阳

性；（有效率＋治愈 ＋显效 ＋有效）／ｎ×１００％。比较两组治疗
后阴道清洁度［８］：Ⅰ级：阴道内乳酸菌多量，白细胞０～５／ＨＰ，
满视野可见上皮细胞；Ⅱ级：阴道内乳酸菌中等量，白细胞６～
１５／ＨＰ，上皮细胞较多，Ⅲ级：阴道内乳酸菌少量，白细胞１６～
３０／ＨＰ，上皮细胞较少；Ⅳ级：阴道内无乳酸菌，白细胞＞３０／ＨＰ，
上皮细胞极少。乳酸菌以及病原菌判断标准（１０００倍）［９］：乳酸
菌平均每视野０个（－）；平均每视野 ＜１５个（＋），平均每视野
≥１５个（＋＋）。病原菌：平均每视野０～１个（＋）；平均每视野
２～３个（＋＋）；平均每视野≥３个（＋＋＋）。比较治疗前后两组
患者的阴道ｐＨ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结果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予以统计。计量资料以（珋ｘ±
ｓ）的形式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相对数表示，采用 χ２检
验。检验标准设置为００５，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９５５６％（４３／４５），对照组为
７５５６％（３４／４５），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２８３，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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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１９ １６ ８ ２ ９５５６

对照组 １４ １１ ９ １１ ７５５６

２２　两组患者阴道清洁度比较
两组阴道清洁度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阴道清洁度分级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观察组 ３０ １０ ５ ０

对照组 ３３ ９ ３ 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ｐＨ值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阴道 ｐＨ值比较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均较

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治疗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阴道ｐＨ值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５） ５１６±０６３ ４３６±０４２＃

对照组（ｎ＝４５） ５１２±０５４ ４６７±０３５

　　注：同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对比
治疗前两组乳酸菌以及病原菌检出率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乳酸菌检出率均明显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且治疗后观察组检
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
后两组病原菌检出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

组别
乳酸菌检出

治疗前 治疗后

病原菌检出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５） １３ ３１＃ ４４ １＃

对照组（ｎ＝４５） １２ １５ ４３ ３

　　注：同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生殖道感染对于妇女的生殖健康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危害，

由于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阴道屏障功能受到破坏，导致阴道

黏膜对于细菌的抵抗力明显下降，导致细菌性、真菌性以及病

毒性阴道炎的发生［１０］，对于其机制目前尚不明确，阴道炎的症

状不明显，但是发病率较高，大多数患者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疗

时间，对广大女性造成困扰。

对阴道炎的治疗有效率主要的影响因素有药物的类型、浓

度以及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我们常发现某些患者因考虑到阴

道炎的药物治疗需要的时间较长，且长期治疗效果不佳，导致

其常常自行终止治疗，使得治疗效果严重降低。

传统的治疗方式是根据不同的阴道炎类型，分泌物的性质

选用合适的药物，短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容易复

发，局部用药又会改变阴道内的正常酸碱平衡［１１］。近些年人们

对阴道内环境的改善治疗不断引起重视，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治

疗方式。臭氧液属于一种强氧化剂，它能够氧化分解机体中的

细菌以及病毒内部将葡萄糖氧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葡萄糖氧化

酶，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菌、病毒，通过氧化作用穿透其细胞壁组

织，使得其中的细胞器以及核糖核酸受到破坏，从而使得 ＤＮＡ、
ＲＮＡ、蛋白质、脂类等大分子聚合物被分解，破坏了细菌、病毒的
代谢，起到广谱、高效的抗菌效果。其原理是通过过滤后的自

来水与高浓度的臭氧之间的混合而发挥强氧化作用，能够在破

坏病菌生物结构的同时产生氧气，改善阴道的内环境，机体免

疫细胞产生增多，抑制厌氧菌增长。

既往有研究［１２］指出，臭氧能够起到增加白细胞吞噬活性的

效果，其能够诱导机体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能

够起到促进上皮细胞生长并加速溃疡愈合的效果。且臭氧的

分布较广，在治疗过程中能够与病灶充分接触，效果更加彻底，

根据有关研究［１３］发现，臭氧液在阴道炎治疗应用中，具有起效

较快，２～３次后可使瘙痒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无任何不良反
应或不适感，患者易于接受；治疗过程较为简单，所需费用较

少，且可多次使用，通过我们的经验总结臭氧治疗阴道炎具有

以下优势：疗程短，起效迅速，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且其

对患者的创伤较小，不会造成明显的毒副作用；患者容易接受，

提高其治疗依从性。臭氧不仅能够杀灭阴道毛滴虫，在改善阴

道无氧环境也有着积极的效果，抑制细菌生长，消除阴道炎症

反应，缓解症状，达到理想效果。经过２～３次的治疗后可以使
得患者的瘙痒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且无任何不适感，患者易

于接受，且治疗费用少，适用于基层医院推广，通过臭氧不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对阴道内环境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通过研究结果看出，治疗后观察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阴道内ｐＨ值的改善情况也明显优于对照组，阴道内环境得
到了显著的改善，故妇科门诊阴道炎采用臭氧灌洗治疗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新型治疗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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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妇康栓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
的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丁桂英１　张玲云２

１杭州市老年病医院妇科，杭州 ３１００２２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分析保妇康栓及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对患者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随机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就诊的１００例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患者分为
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５０例。对照组接受单纯雌激素软膏治疗，观察组接受保妇康栓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
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变化。结果：在接受治疗前，两组间阴道炎临床症状总积分及

生活质量总积分比较，均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但治疗１４ｄ后，观察组阴道炎临床症状总积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而生活质量总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同样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联合保妇康栓及雌激素软膏治疗方案可在有效的通过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患者临床治疗
效果的同时，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保妇康栓；雌激素软膏；老年；糖尿病；阴道炎；生活质量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Ｂ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ｃｒｅａｍ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ＤＩＮＧＧｕｉｙ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ｕ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Ｓｅｎｉ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２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
ｃｏｌｏｇ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Ｂ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ｃｒｅａｍｏ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０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ｉ
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５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ｃｒｅａ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ｃｒｅａ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１４ｄａｙ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ｏｆ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ｃｒｅａｍｃａｎｂ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６１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ｃｒｅａｍ；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阴道炎是女性常见妇科疾病之一，而老年糖尿病患者则为
本病的好发人群，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可造成严重

的影响［１，２］。因导致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发病的危险因素较

多，故导致本病的治疗也较为复杂［３，４］。为有效的治疗老年糖

尿病性阴道炎，我院近年来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将保妇康栓联

合雌激素软膏的治疗方案应用其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我院共收治老年糖尿病性阴
道炎患者１００例，所有患者均需符合本研究的入选标准及排除
标准。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接受单纯雌激素软膏治

疗的对照组及接受保妇康栓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的观察组，每

组５０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６０～７２岁，平均（６６１２±３３６）岁；
糖尿病病程３～１２年，平均（７０３±３２２）年；阴道炎病程１０～
２１天，平均（１５２１±４１１）天；细菌性阴道炎患者２０例、念珠菌
阴道炎者１８例，滴虫性阴道炎患者１２例。观察组，年龄６１～７１
岁，平均（６５５６±３５１）岁；糖尿病病程２～１１年，平均（７１６±
３１３）年；阴道炎病程１１～２２天，平均（１５５１±４２６）天；细菌性
阴道炎患者２２例、念珠菌阴道炎患者１９例，滴虫性阴道炎患者
９例。两组间年龄、糖尿病病程、阴道炎病程及阴道炎类型资料
比较，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１）存在２型糖尿病病史［５］；（２）具有外阴瘙痒、
阴道分泌物异常、白带增多等临床症状，且分泌物细菌培养阳

性［６］；（３）年龄 ＞６０岁；（４）完全了解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排除标准：（１）存在雌激素使用禁忌症者；（２）存在保妇康
或雌激素同类药物过敏者；３、拒绝使用雌激素治疗者。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接受单纯雌激素软膏（ＷｙｅｔｈＣａｎａｄａ，国药准字
Ｊ３９００２００３）治疗。患者于清洗外阴后，给予雌激素软膏治疗，治
疗第１周，给予１次睡前阴道内涂抹给药治疗，第２周，给予２
次睡前阴道内涂抹给药治疗。观察组接受保妇康栓（海南碧凯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５Ｚ２０４００６８）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患
者同样于清洗外阴后进行治疗，雌激素软膏治疗同对照组，保

妇康栓给予每日１次睡前阴道置入治疗。两组均接受为期１４ｄ
的治疗，且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接受胰岛素皮下注射的降糖

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将患者的临床症状总评分及生活质量总积分作为本研究

的观察指标。临床症状包括外阴瘙痒、外阴灼热、外阴红肿、阴

道充血、性交疼痛、白带增多、白带异味、分泌物异常８项，均以
０分为无症状，以１分为有轻度症状，以２分为症状严重。生活
质量总积分应用ＧＱＯＬＩ－７４量表进行评价，观察项目包括：躯

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临床症状总积分分

数越高症状越重，生活质量总积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高。对

比两组临床症状总评分及生活质量总积分。同时根据患者治疗

后的症状及体征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以临床症状及体征消

失，分泌物细菌培养阴性为痊愈；以症状或体征中有一项消失，

分泌物细菌培养阴性或阳性者为显效；以临床症状或体征均有

所改善，但无症状或体征消失，分泌物细菌培养阴性者为有效；

以未达到以上治疗效果者为无效。以痊愈率、显效率及有效率

之和为治疗总有效率，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均数±标准差作为计量数据的描述方法，以百分率作为

计数数据的描述方法，所有数据均需导入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中，以
ｔ检验对计量数据进行分析，以卡方检验对计数数据进行分析。
所得结果中，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阴道炎症状总积分分析

治疗１４ｄ后，观察组阴道炎临床症状总积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阴道炎症状总积分分析（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对照组（ｎ＝５０） ４７３±２０１ ２３６±１６３ ６４７６ ００００

观察组（ｎ＝５０） ４６７±１９２ １３３±１２５ １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

ｔ ０１５３ ３５４６

Ｐ ０４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生活质量总积分分析
治疗１４ｄ后，观察组生活质量总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生活质量总积分分析（分）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对照组（ｎ＝５０） ２０９６３±９３５ ２１５３１±８３５ －３２０３ ０００１

观察组（ｎ＝５０） ２０８０７±８１６ ２２８２１±７３２ －１２９９１ ００００

ｔ ０８８９ －８２１５

Ｐ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析
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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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析

分组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５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２（２４０） １５（３００） １３（２６０） ３７（７４０）

观察组（ｎ＝５０） １３（２６０） １６（３２０） １６（３２０） ５（１００） ４５（９００）

χ２ ４３３６

Ｐ ００３７

#

　讨论
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其分别机制较为复杂，其与患者年龄

增加后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糖尿病后阴道内环境变化及菌群

失调均有着密切的关系［７，８］。虽然目前临床对于本病的治疗方

案较多，但不同治疗方案所可达到的治疗效果同样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９，１０］。而因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病发与年龄增加后体内

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故在多种治疗方案中，均将雌激素软膏

应用于其中，均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１１，１２］。故我院在本病的临床治疗观察中，同样将雌激素软膏

应用于其中。而为可进一步提高本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

在应用雌激素软膏的同时，联合应用保妇康栓治疗。

本研究对接受不同治疗方案的两组间，在临床治疗效果及

生活质量情况两方面进行分别分析。首先，在接受治疗前，对

照组阴道炎临床症状总积分与观察组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但治疗 １４ｄ后，观察组阴道炎临床症状总积分为
（１３３±１２５）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３６±１６３）分。且观察
组在１４ｄ治疗后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０００％，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７４００％（Ｐ＜００５）。可见，在接受了联合保妇康栓及雌激素
软膏治疗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可得到显著的提高。同时，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两组间治疗前，生活质量总积分比较，同样

无统计学差异，但在接受了１４ｄ的临床治疗后，观察组生活质量
总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由此可知，在接受保妇康
栓联合雌激素软膏方案治疗后，不仅可有效的改善老年糖尿病

性阴道炎的症状，同时也可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本研究观察组的治疗方案中，在对照组单纯应用雌激素

软膏治疗的基础上，将保妇康栓联合应用于其中。保妇康栓的

有效成分为莪术油及冰片。莪术油不仅有着类固醇激素样作

用，同时还具有刺激阴道上皮细胞新陈代谢、抗肿瘤、抗细菌及

抗病毒等作用［１６］。而冰片则为常用的具有开窍醒神，凉血止痒

作用的中药，其可促进阴道底层细胞转化为中层细胞，同时还

有抗癌等作用［１７］。因此本研究将保妇康栓应用于老年阴道炎

的治疗中，有着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与临床研究［１３－１５］相

一致。

综上所述：临床在年龄超过６０岁的老年糖尿病性阴道炎患
者的临床治疗中，为有效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及进一步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可应用联合保妇康栓及雌激素软膏的临床治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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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国民康医学，２０１１，２３（３）：３２９．

［３］　南太顺，孔红．雌三醇外用加伊曲康唑胶囊口服对老年阴道炎的

治疗研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２０１４，５（５）：３０．

［４］　ＧｕｐｔａＶ，ＧｕｐｔａＰ，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Ｂ，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ＪＩｎｄｉａｎＭｅｄＡｓｓｏｃ，２００９，１０７

（３）：１６４，１６６．

［５］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国医学

前沿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６（３）：５４－１０９．

［６］　乐杰．妇产科学．６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６２－２６３．

［７］　葛亚娟，孙桂华，陈炳锦，等．结合性雌激素软膏联合苦参凝胶对

改善老年性阴道炎患者阴道微生态的作用．中国医药，２００９，４

（３）：２２１－２２２．

［８］　白彩萍，任慧芳，闫平，等．６０例老年性阴道炎的病因和临床治疗

体会．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４，３３（１７）：１３４．

［９］　钱亚平．阴道用乳杆菌胶囊联合复方沙棘籽治疗老年阴道炎６０

例．中国药业，２０１１，２０（２３）：９３．

［１０］　黄秀锦．加味知柏地黄汤配合西药治疗老年阴道炎４３例．陕西中

医，２０１３，３４（７）：７８０－７８１．

［１１］　孙艳．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疗效

分析．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３）：３１８－３２０．

［１２］　佘初莲．保妇康栓联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性阴道炎１２０例临床

分析．医学信息，２０１４，（９）：９６－９７．

［１３］　黄春玲，曹润华．保妇康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阴道炎

６０例疗效观察．海南医学，２００８，１９（４）：１５０－１５１．

［１４］　杨志平，吴昕．ＬＥＥＰ联合干扰素栓及保妇康栓治疗宫颈糜烂．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１０）：２３９－２４１．

［１５］　赵素娥，王娜．硝夫太尔制霉素达克宁栓治疗念珠菌性阴道炎疗

效观察．河北医学，２０１１，１７（８）：１１２４－１１２６．

［１６］　李勇，林爱花．莪术油的最新研究进展．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

（５）：２４３－２４４．

［１７］　孙静静，陈俊红，方光远，等．冰片作为涂膜剂促透剂对小鼠经皮

给药后皮肤上皮细胞超微结构观察．畜牧与兽医，２０１４，４６（５）：

７７－７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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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发展计划一般资助项目（２０１０－
ＺＷ０４６）。
【第一作者简介】吴晓怡（１９７３－），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基础疾病
及性病学研究。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１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阳性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相关性研究
吴晓怡１　董海展１　李建海２

１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３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杭州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ｏｌｕｌｉｚｅｄ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ＴＲＵＳＴ）阳性与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关系，为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来我院诊治的
１００例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为病例组，分别采用 ＴＲＵＳＴ和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检测率。同期选择１００例健康人群为对照组，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
的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浓度的高低。结果：采用 ＥＬＩＳＡ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 ＡＣＡ浓度，病例组患者的 ＩｇＧ
－ＡＣＡ、ＩｇＭ－ＡＣＡ与β２－ＧＰ１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人群，具有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经过 ＴＲＵＳＴ检
测，实验组患者凝集反应强度为３＋～４＋者３５例，２＋者４５例，１＋者１５例，－者为５例，阳性率９５０％，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具有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结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的 ＩｇＧ－ＡＣＡ、ＩｇＭ－
ＡＣＡ与β２－ＧＰ１等ＡＣＡ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群，是一项值得重视的检测指标。ＴＲＵＳＴ对于筛选自身免疫
性疾病阳性患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具有较高的检查率，可以在临床上使用。

【关键词】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自身免疫性疾病；酶联免疫吸附法；抗心磷脂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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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国内外报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大约有３０多种，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血管炎、皮肌炎
等，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困扰。

抗心磷脂抗体（ａｎｔｉｃａｒｄｉｏｌｉｐｉｎ，ＡＣＡ）是一种以血小板和内皮细
胞膜上带负电荷的心磷脂作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常见于系统

性红斑狼疮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标志抗

体［３］。根据非特异性抗体－抗心磷脂抗体的检测原理，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ｏｌｕｌｉｚｅｄ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ＴＲＵＳＴ）可
用于评价自身免疫性疾病。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选择 ＡＣＡ为检
测目标，选择ＴＲＵＳＴ检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探究分析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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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查方法的可行性。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来我院诊治的１００例
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为病例组，

同期选择１００例健康人群为对照组。分别采用 ＴＲＵＳＴ和酶联
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检测率。两组
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临床资料的比较

一般资料 病例组 对照组 ｔ／χ２ Ｐ

例数 １００ １００ － －

性别 男 ３８ ３７ ０６９９ ＞００５

女 ６２ ６３ ０５４９ ＞００５

年龄 年龄 １８－４５ １９－４６ ０４９５ ＞００５

平均年龄 ３４５０±５４０３４２０±５５０ ０３９７ ＞００５

其他并发症 高血压 ３５ ３６ ０３９６ ＞００５

糖尿病 １３ １５ ０８９２ ＞００５

心血管疾病 ２１ ２２ ０８３４ ＞００５

１２　仪器、试剂与检测方法
１２１　仪器、试剂　（１）ＴＲＵＳＴ：仪器：水平旋转仪、直径为
１８ｍｍ圆圈的反应卡片、抗原滴管、针头；试剂：ＴＲＵＳＴ试剂盒。
（２）ＥＬＩＳＡ：仪器：微量移液器、超低温冰箱、ＬＸＪ－０４离心沉淀
机、Ｃｏｄａ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试剂：抗心磷脂抗体（ＩｇＧ）检
测试剂盒、抗心磷脂抗体（ＩｇＭ）检测试剂盒、抗β２胆糖蛋白１抗
体检测试剂盒。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禁食１０ｈ以上，于次日清晨
空腹抽取肘静脉血３ｍＬ，以２０００ｒ／ｍｉｎ迅速离心分离１０ｍｉｎ，取
上层血清统一编号，置于 －８０℃的超低温冰箱中集中待检。
（１）ＴＲＵＳＴ［４］：吸取５０μＬ血清放在卡片圆圈中，并均匀地涂布
在整个圈内将ＴＲＵＳＴ抗原轻轻摇匀，然后用９号针头（６０±１）
ｄ／ｍＬ加一滴抗原。最后将卡片置水平旋转仪旋转８ｍｉｎ（１００±
２）ｒ／ｍｉｎ。立即在亮光下观察结果。（２）ＥＬＩＳＡ：ＡＣＡ抗体水平
采用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由德国欧蒙公司提供。按照试剂盒说明
操作。

１２３结果判定　ＴＲＵＳＴ：出现１＋～４＋强度的凝集反应为阳
性结果；不产生凝集反应为阴性结果。凝集反应强度分级［５］：３
＋～４＋：圆圈内出现中到大的红色絮状物，液体清亮；２＋：圆圈
内出现小到中的红色絮状物，液体较清亮；１＋：圆圈内出现小
的黑色絮状物，液体浑浊；

!

：圆圈内仅见甲苯胺红颗粒集于中

央一点或均匀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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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ＡＣＡ水平分析

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ＡＣＡ浓度，病例组患者的

ＩｇＧ－ＡＣＡ、ＩｇＭ－ＡＣＡ与β２－ＧＰ１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人
群（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的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浓度的比较分析

组别
例数

（ｎ）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ＲＵ／ｍＬ）

ＩｇＧ－ＡＣＡ ＩｇＭ－ＡＣＡ β２－ＧＰ１

病例组 １００ １５５０±０７５ １３５０±０３６ １５４０±０７５

对照组 １００ ６２８±０３５ ４３５±０２５ ５５０±０５０

χ２ － ４８９３ ５０４３ ５４９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人群ＴＲＵＳＴ检测结果的分析
经过ＴＲＵＳＴ检测，组患者凝集反应阳性率９５０％，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ＴＲＵＳＴ检测结果的分析

组别 例数
凝集反应强度分级

３＋～４＋ ２＋ １＋ －

阳性率

（％）

病例组 １００ ３５ ４５ １５ ５ ９５

对照组 １００ ０ １ ２ ９７ ３

χ２ － ５４９５ ６５０４ ６５９６ ５８９４ ５８３２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自身免疫是指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成分发生免疫应答，产

生针对自身成分的抗体和／或致敏的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免疫
效应。当自身免疫是病理性的，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

疫性疾病是指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组织

损害所引起的疾病［６，７］。国内外大量文献报道的自身免疫性疾

病大约有３０多种，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血
管炎等［８，９］。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机制主要在于“自身耐受”

的破坏，机体产生自身抗体和／或致敏淋巴细胞，损伤表达相应
自身抗原的靶器官组织，导致疾病发生［１０，１１］。该类疾病基本特

征表现在：（１）病损部位有变性的免疫球蛋白沉积呈现以大量
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为主的慢性炎症；（２）有遗传倾向；（３）
患者以女性多见，发病率随年龄而增高；（４）多数自身免疫病是
自发或特发性的，感染、药物等外因可能有一定的影响；（５）常
与其它自身免疫疾病同时存在。因此，自身免疫性疾病严重影

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治疗概率疾病刻不容缓［１２］。

ＡＣＡ水平的检测对临床上判断 ＳＬＥ以及其他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活动性及是否并发血管病变和狼疮性肾炎有重要作用，

并可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疗效观察的指标之一，可以作为某些

自身免疫性疾病非特异性的标志抗体［１３］。ＡＣＡ是一组异质抗
体，包括ＩｇＧ、ｌｇＡ、ＩｇＭ三类、可结合心磷脂、磷脂酞丝氨酸和磷
脂酞肌醇，是一种以血小板和内皮细胞膜上带负电荷的心磷脂

作为抗原的自身抗体［１４］。该抗体与血栓形成、血管栓塞以及血

小板减少等密切相关。ＴＲＵＳＴ是一种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
试验，主要用于梅毒的筛选和疗效观察［１５］。其检测原理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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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牛心肌的心类脂作为抗原，来测定病人血清中的反应素

（非特异性抗体－抗心磷脂抗体），用来初步筛查梅毒螺旋体感
染。由于非特异性抗体－抗心磷脂抗体在红斑狼疮、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内存在，理论上可以使用

ＴＲＵＳＴ检测方法检测患者是否患有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本文研究表明，病例组患者的 ＩｇＧ－ＡＣＡ、
ＩｇＭ－ＡＣＡ与β２－ＧＰ１的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提示 ＡＣＡ
与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密切关系。本文作者研

究还发现，１００例病例组患者经过 ＴＲＵＳＴ检测，实验组患者凝
集反应强度为３＋～４＋者３５例，２＋者４５例，１＋者１５例，－者
为５例，阳性率９５０％，同对照组３％的阳性率比较具有显著差
异，提示ＴＲＵＳＴ对于筛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具有一定的诊断
作用。

综上所述，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的 ＩｇＧ－ＡＣＡ、ＩｇＭ
－ＡＣＡ与β２－ＧＰ１等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水平显著高于正常
人群，是一项值得重视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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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水平检测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孔繁晔　王明明　雷洋　金璐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理科，沈阳 １１００１３

【摘　要】　目的：探究性激素水平检测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２月至
２０１５年８月间在我院接收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６８例，将其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健康人员６８例，将其作
为对照组；两组受检人员均采用免疫放射分析法对其行血清性激素水平测定，并将结果进行对比。同时观

察组患者采用利培酮、舒必利等药物对其治疗，并将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值变化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两组男性受检人员血清中性激素水平值相比较：观察组患者雌二醇、睾酮检测值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其他指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女性受检人员血清性激素水平值相比较：观察组患者雌二醇检
测值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他检测指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检测值
相比较：男性患者治疗２周、４周催乳素、雌二醇检测值均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女性患者治疗２周、４周后促
卵泡激素、催乳素检测值均高于治疗前，睾丸酮、雌二醇检测值均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其他指标检测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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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着性腺轴功能失调症状，采用利培酮等抗精神病类药物治
疗时，可引发机体性激素水平值改变，临床应给予重视。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性激素水平；检测；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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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是较常见疾病类型，其引发机制目前
尚未清楚，但随着医学不断发展，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研究也在

不断深入，大量研究结果证实精神分裂症与神经内分泌间存在

着较密切关系［１］。佘生林等人认为正常精神活动对性激素水

平会产生影响，而非正常精神活动对性激素水平同样会产生影

响［２］。其在临床观察中发现，精神类疾病患者在产褥期、青春

期、更年期内更容易加重病情。为了探寻精神分裂症患者性激

素水平与健康人之间差异及药物治疗对性激素水平影响，本文

选取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员各６８例，均采用免疫放射法对
其行血清性激素水平测定，并将两组受检人员及患者治疗前、

后性激素检测值进行对比，现将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观察组的选取对象为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期间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

诊断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且无严
重躯体疾病（如，心、肝、肾、内分泌、血液系统等躯体疾病）且无

不良嗜好（如，不吸烟、不酗酒）史；女性精神分裂症病患为绝经

期前的育龄妇女且处于非妊娠／哺乳期；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随
机选取未服用抗精神病药的首发精神分裂症病患和停药２周以
上的复发型精神分裂症病患６８例。入选病例均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同意，亦经患者监护人的知情同意。选取同期健康人员６８

例，将其作为对照组。６８例观察组患者中：男２７例，女４１例；
年龄在２１～５４岁，平均年龄为（３６２±３７）岁。６８例对照组受
检人员中：男 ３０例，女 ３８例；年龄在 ２５～５９岁，平均年龄为
（３６７±３９）岁。两组受检人员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均无明显
性差异Ｐ＞００５，组间相关数据具有较好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抽取受检人员空腹静脉血５ｍＬ，将血清分离后，放置于 －
２０℃保温箱中待检。采用美国雅培公司（Ａｂｂｏｔｔ）生产的 Ａｘｓｙｍ
全自动微粒子酶免疫化学发光仪与试剂盒，采取微粒子免疫分

析法对受检人员血清中性激素水平值进行测定。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受检人员及患者治疗前、治疗２周、治疗４

周促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Ｔ）、催乳素
（ＰＲＬ）、雌二醇（Ｅ２）水平值。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行数据处理，均数 ±标准差为计量资
料表示方法，组间比较行 ｔ检验；百分率为计数资料表示方法，
组间比较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显著性标准。
"

　结果
２１　两组男性受检人员血清中性激素水平值相比较

观察组患者雌二醇、睾酮检测值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其他指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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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男性受检人员血清中性激素水平值比较

组别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μｇ／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观察组 ２８±０９ ３９±１１ １４６±５７ １０６±７５ ２０９５±４９３

对照组 ３１±０８ ４７±１３ １７１±３４ １１７±７２ ２２７３±４８４

ｔ １４３０ １６３５ ８１４ ０１６９ ９１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女性受检人员血清性激素水平值相比较
观察组患者雌二醇检测值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他检测

指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女性受检人员血清中性激素水平值比较

组别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μｇ／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观察组 １４３±８２ ９７±３５ ２７±１２ １７９±５３ ２５９７±４２３

对照组 １３９±７６ ９４±３４ ２５±０８ １５６±１５ ２７５４±３９１

ｔ ０７０６ ０５２７ ０７６３ ２０８５ ８９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检测值相比较
男性患者治疗２周、治疗４周催乳素、雌二醇检测值均高于

治疗前，Ｐ＜００５；女性患者治疗２周、治疗４周后促卵泡激素、

催乳素检测值均高于治疗前，睾丸酮、雌二醇检测值均低于治

疗前，Ｐ＜００５，其他指标检测值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检测值比较

组别 时期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μｇ／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男性组 治疗前 ２８±０９ ３９±１１ １４６±５７ １０６±７５ ２０９５±４９３

治疗２周 ２５±１３ ３７±１５ １３９±６２ ２３８±１０７ ２５６９±５１２

治疗４周 ２２±１８ ３４±２７ １３５±８４ ３７９±１４２ ２９３２±５６４

女性组 治疗前 １４３±８２ ９７±３５ ２７±１２ １７９±５３ ２５９７±４２３

治疗２周 １１５±８７ ９６±３２ １９±１３ ５２７±１１４ ２０３８±３９７

治疗４周 １１７±９４ １０３±２１ １７±１３ ７８２±１７６ １８６７±２８９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机体内是否存在有性腺轴功能异常，目前

学术界尚无定论。但现已认知：对于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任
何一环节产生干扰，即可引起性周期紊乱。垂体是性腺轴中间

环节，通过对垂体内促性腺激素水平动态分析，不仅可了解精

神分裂症患者机体内垂体的功能，也利于了解下丘脑生理

状态［３－５］。

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患者，其体

内雌二醇检测值均低于正常范围。男性患者睾酮检测值低于

正常范围；女性患者睾酮检测值在正常范围内，这与汪海燕等

国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６－８］。但刘军等研究小组的研

究结果则显示：女性精神分裂症首发患者雌二醇水平显著偏

低，而催乳素、睾酮等检测值却高于正常范围［９－１１］，笔者认为其

与未能有效控制受试者月经周期有关。本次研究女性患者均

在卵泡期抽取静脉血，避过了患者月经周期，其检测值基本反

映了患者性激素基础水平，提高了性激素检测的准确性［１２，１３］。

本次研究采用利培酮、舒必利对患者行抗精神分裂治疗２
周后，男性患者催乳素、雌二醇检测值均显著性增高；女性患者

除促卵泡激素、催乳素检测值增高外，睾丸酮、雌二醇检测值却

明显降低，至治疗４周后这一结果表现更为明显。该结果提示
出：抗精神分裂类药物进入人体后，其可对多巴胺产生阻断作

用，促进催乳素分泌，从而导致催乳素血症发生。睾酮与雌二

醇水平显著性下降，反映出机体卵巢雌激素分泌量及类固醇合

成率降低，反馈性刺激促卵泡激素、催乳素释放，导致患者服用

药物治疗期间易出现闭经、溢乳等并发症［１４，１５］。因此，在给予

患者治疗期间，特别是育龄期患者应用药物治疗时，临床医生

应充分考虑药物所产生的副反应，动态监测性激素水平，以提

高患者治疗安全性。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着性腺轴功能失调症状，

采用利培酮等抗精神病类药物治疗时，可引发机体性激素水平

值改变，临床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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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尖锐湿疣疗效及复发率
研究
周敏１　陈艳２

１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３２４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研究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尖锐湿疣疗效及复发率。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及宁波市第二医院收治的１２０例尖锐湿疣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６０例）
和对照组（６０例）。对所有患者采用电灼术法去除所有疣体，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联合使用鬼臼毒素酊。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状况和复发情况。结果：治疗之后观

察组患者总的有效率（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１６７％），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局部不良反应小，均没有
出现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的复发率（２３３３％）
显著低于对照组（５６６７％），Ｐ＜００５。结论：尖锐湿疣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方法，其疗效较
好，具有较低的复发率，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关键词】　鬼臼毒素酊；电灼；尖锐湿疣；疗效；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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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又称为性病疣或者生殖器疣，主要是因为人乳头
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在临床中属于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感染率在全球以日渐增长的形式呈现［１］。据相关文献报道，我

国与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高的感染率，接近

０５％［２］。尖锐湿疣主要的特征是传染性高、难以治愈、存在恶

臭味，并且疣体会伴随时间的延长而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在临

床治疗当中已经成为了较为棘手的疾病之一［３］。在治疗之后

存在较高的复发率也给患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

担。当前的治疗方法是以物理治疗、局部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

疗为主。为解决当前治疗中存在的难题，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减少复发率，有助于患者预后效果的提高。本研究就２０１３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我院及宁波市第二医院收治的１２０例尖
锐湿疣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的方式进行治疗，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及宁波市第二医院
收治的１２０例尖锐湿疣患者。其诊断标准根据卫生部疾病控制
司所颁布的标准进行，临床表现一般为肛门周围、会阴部、生殖

器出现灰白色、粉红色或者乳头状、鸡冠状疣体，并且会有异物

感、疼痛、压迫感、瘙痒等自觉症状，常常会因为皮损脆性的增

加导致出血，女性可能会伴有白带增多的现象；ＰＣＲ呈现阳性；
皮损处涂抹５％的冰醋酸在４～６ｍｉｎ之后变白。纳入标准：（１）
临床诊断均符合上述的诊断标准；（２）单个皮损直径不足１ｃｍ；
（３）就诊前１周有过相关治疗。排除标准：（１）存在外生殖器的
其他病变；（２）处于妊娠期或者哺乳期；（３）具有严重的肝肾等
重要器官疾病。整个研究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进行，并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按照入院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６０
例）和对照组（６０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以及发病
情况等一般资料显示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男／女
年龄

（珋ｘ±ｓ，岁）
病程

（珋ｘ±ｓ，月）

发病情况

初发 复发

观察组（ｎ＝６０） ３８／２２ ３３１３±７１４ １１０３±３３２ ４２ １８

对照组（ｎ＝６０） ３４／２６ ３２９７±７２１ １０９７±３２７ ３９ ２１

χ２／ｔ ０５５５６ ０１２２１ ００９９７ ０３４１９

Ｐ ０４５６１ ０９０３０ ０９２０７ ０５５８７

１２　方法
对所有患者采用电灼术法去除所有疣体（南宁科伦新技术

有限公司，ＧＸ—Ⅲ型电灼器），其电灼的范围在２～３ｍｍ的疣体

周围，深度直至真皮层，在手术之后使用烫伤软膏以及干扰素软

膏，直到创面愈合为止。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联合使用鬼臼

毒素酊（沈阳东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３２９９），首
先将患处洗净，然后将药液蘸在棉签上涂至患处，其每次用药

量为０２～０６ｍＬ，保证１次用药能够将所有疣体涂遍。药液需
保持在３～５ｍｉｎ的暴露以便干燥，用药为２次／ｄ，连续使用３ｄ，
停药后观察４ｄ，即１周为一个疗程。如果仍然存在着疣体的残
留，可以继续重复以上疗程，但是疗程不超过３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在治疗之前应当对患者的疣体形态、数目、大小以及部位

进行仔细的清点，采取积分法对疣体进行打分，０分表示疣体消
失，１分是单个疣体不及０１ｃｍ，２分则是单个疣体范围在０２～
０５ｃｍ之间，３分表示疣体范围超过０５ｃｍ。根据疣体积分评判
其治疗后的疗效，其评价标准如下：疣体积分为０分，并且疣体
全部消失，在醋酸白的试验下为阴性则为痊愈；疣体积分下降

超过６０％则为显效；疣体积分的下降范围在３０％～６０％则为有
效；疣体积分的下降不足３０％则为无效。均以治疗３周后统计
有效率，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比较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状况。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后的复发情况，复发指在治疗后半年内，在原有的病

变２ｃｍ范围之内出现了新的肉眼可见疣体，或者在原病变部位
采取醋酸白进行试验呈现阳性，记录复发的时间。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实验数据处理选择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采用 χ２检

验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等级资料的比较，Ｐ
＜００５时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比较分析

治疗之后观察组患者总的有效率（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
组（７１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比较分析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观察组（ｎ＝６０）３１（５１６７）１４（２３３３）１１（１８３３） ４（６６７） ９３３３

对照组（ｎ＝６０）１３（２１６７） ９（１５００）２１（３５００）１７（２８３３） ７１６７

χ２ ４３２４３

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状况分析：
两组患者的局部不良反应小，均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不良反

应，其不良反应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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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状况分析

组别 例数 糜烂、浅溃疡 水肿 局部瘙痒、灼热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６７） ４（６６７） ４（６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４（６６７） ７（１１６７） ６（１０００）

χ２ １８７８３ ０９００８ ０４３６４

Ｐ ０１７０５ ０３４２６ ０５０８９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半年内的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的复发率（２３３３％）显著低于对照组

（５６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半年内的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１个月内
复发

１～３个月
复发

３～６个月
复发

复发率

（％）

观察组（ｎ＝６０） ７（１１６７） ６（１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２３３３

对照组（ｎ＝６０） １７（２８３３） １０（１６６７） ７（１１６７） ５６６７

χ２ １３８８８９

Ｐ ００００２

#

　讨论
尖锐湿疣属于一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主要是基于人

乳头瘤病毒的感染而致黏膜和皮肤良性增生。虽然当前在治

疗此疾病上存在较多的方法，但是最终会有着较高的复发率。

主要原因是亚临床感染的存在、治疗不彻底、患者自身因素以

及再感染等因素，但也不排除宿主的细胞免疫功能因素对尖锐

湿疣的转归和发生产生影响［４］。大部分患者会因为性行为的

传播而感受到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还会因为具有较高的复发

率而担忧，这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多重性的危害［５］。因此如何

有效的治疗尖锐湿疣，成为了医学科研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西医大部分都是采取各种方法祛除疣体，包括外科疗法、化学

疗法、免疫疗法三大类，再通过阿昔洛韦、干扰素等进行免疫的

调节，虽然具有较高的疗效，但是依然具有较高的复发率，并且

外用药还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以及价格昂贵的缺点［６，７］。

对尖锐湿疣患者也可以采取物理治疗法，即电灼治疗法，

但仍有一定数量的ＨＰＶ感染病毒源存在于疣体周围，集中的位
置通常是在以疣体作为中心，直径约为 １～２ｃｍ的范围之内。
相关研究显示，采取单独电灼治疗可以使局部疣体达到快速清

除的目的，但是难以清除局部的 ＨＰＶ，进而会导致复发率居高
不下［８，９］。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尖锐湿疣患者采取电灼疗法之

后，其复发率高达５６６７％。
鬼臼毒素是从小檗科鬼臼属植物桃儿七根茎部中提取出

的木脂类抗肿瘤的有效成分，作为一种细胞毒性药物，并且不

包含任何腐蚀性的成分，曾在１９９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将０５％鬼
臼毒素酊推荐为一线药物在治疗尖锐湿疣疾病方面［１０，１１］。鬼

臼毒素酊可以在宫颈癌上皮细胞的脱氧核苷掺入与人皮肤角

质细胞形成以及ＤＮＡ合成中起着抑制性的作用，阻碍细胞的增
殖和分裂［１２］。尖锐湿疣患者是因为ＨＰＶ的感染而致疣状增殖
的上皮细胞出现增生以及分裂，因此在将此种药物进行外涂治

疗以后，可使疣体细胞脱落、坏死，使尖锐湿疣得到有效的治

疗。相关研究表明，如果鬼臼毒素的浓度较高，在治疗尖锐湿

疣方面的疗效尤为显著，并且具有较小的不良局部反应，不存在

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属于安全有效的外用药［１３］。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尖锐湿疣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法之后，出

现水肿和局部瘙痒、灼热、糜烂、浅溃疡等不良反应较小，也没

有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存在，表明鬼臼毒素酊药物具有较好的皮

肤靶向性，以及较高的安全性。本次研究中还发现，尖锐湿疣

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法之后，其总的有效率高达

９３３３％，疗效显著。
鬼臼毒素酊在治疗尖锐湿疣当中作为一线药物，具备治疗

效果好、使用便利、安全性较高等优点。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单

独使用鬼臼毒素酊治疗尖锐湿疣时，易出现复发，为此可以考

虑联合物理治疗法进行治疗［１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尖锐湿疣

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法之后，其复发率低至

２３３３％，表明要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需要多种治疗手段联
合使用。

综上所述，尖锐湿疣患者采取鬼臼毒素酊联合电灼治疗方

法，其疗效较好，具有较低的复发率，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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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４

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模式和细胞
免疫功能的分析
李建１　李涛２

１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００
２三亚市人民医院皮肤科，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模式和细胞免疫功能。方法：对２０１０年１月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１３１例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进行治疗后是否复发
分为治愈组和复发组。分析两组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以及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情况与尖锐湿疣患
者治疗后复发的关联。结果：治愈组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亚型高危型１５例（２８８５％），低危型 ３７例
（７１１５％）；复发组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亚型高危型５２例（６５８２％），低危型２７例（３４１８％）。两组尖
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愈组５２例，ＣＤ３＋总Ｔ细胞、ＣＤ４＋辅助
性Ｔ细胞、ＣＤ８＋细胞毒Ｔ细胞分别占（７４８３±８０７）％、（３８９２±４２２）％、（３１４６±５４３）％，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为（１３１±０２５）；复发组７９例，ＣＤ３＋总Ｔ细胞、ＣＤ４＋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８＋细胞毒Ｔ细胞分别占（６７６２
±８６５）％、（３３６７±４５６）％、（３９６３±４２７）％，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为（０９４±０３３）。两组尖锐湿疣患者外
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尖锐湿疣患者治疗后复发与患者 ＨＰＶ
感染亚型以及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免疫功能异常紧密相关。

【关键词】　复发性；尖锐湿疣；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模式；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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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导致的一种
常见性传播疾病，会带来人体肛门生殖器部位增生性损害［１］。

尖锐湿疣患者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感染，注意性行为卫生可以有

效防止尖锐湿疣［２］。尖锐湿疣患者集中于１８～５０岁的人群，此
病复发率较高，复发一般在治疗结束后１至２个月内，超过一半

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复发［３］。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模式和
细胞免疫功能与患者复发情况密切相关。本研究对尖锐湿疣

患者治疗后复发与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以及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
亚群免疫功能异常的关系进行探讨［４－７］，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到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尖锐湿疣患
者１３１例，治疗均在患病后半个月至８个月进行。纳入标准：
无梅毒、生殖器疱疹和艾滋病等其他性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



·７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和严重内科疾病；未服用过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免疫增

强剂；均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尿道内、肛管直肠内和宫颈管

内ＣＡ的患者。根据进行治疗后是否复发分为治愈组和复发
组。治愈组５２例，男２７例，女２５例，年龄１８～５０岁，平均年龄
（３１０±６７）岁；复发组７９例，男４１例，女３８例，年龄１８～５０
岁，平均年龄（２６０±７４）岁。本次选取案例中所有患者都符
合卫生部防疫司１９９１年制定的尖锐湿疣诊断标准。两组患者
的年龄、性别及患病原因等一般资料的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根据１３１例尖锐湿疣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化学治疗、冷冻
疗法、激光治疗、电灼治疗或者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学疗法（ＡＬＡ
－ＰＤＴ疗法），巨大尖锐湿疣采用手术治疗。运用 ＰＣＲ技术检
测１３１例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亚型，ＰＣＲ技术灵敏度高，操作简
便，是当今用于尖锐湿疣以及 ＨＰＶ感染诊断的一种常用技术。
治疗后检测患者ＨＰＶ亚型，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低危型
包括６、１１、４１、４２、４３、４４型 ＨＰＶ；高危型包括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
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７０型ＨＰＶ。１３１例尖锐湿疣患者在
接受治疗前均采集２ｍＬ静脉血保存在肝素钠抗凝管中，经 ＥＤ
ＴＡ－Ｋ２抗凝后检测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情况，检测出ＣＤ３＋

总Ｔ细胞、ＣＤ４＋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８＋细胞毒性 Ｔ细胞，治疗后
统计治愈组和复发组各自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情况。
１３　疗效评定与观察指标

治疗３个月后疣体消失的５２例为治愈组，治疗３个月后疣

体复发的７９例为复发组。比较两组各自的高危型和低危型
ＨＰＶ的分布情况，比较两组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３＋总 Ｔ
细胞、ＣＤ４＋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８＋细胞毒性Ｔ细胞检测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结果用χ２

检验，计量结果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分析

与复发组比较，治愈组高危型 ＨＰＶ的感染率显著偏低，而
低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显著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分布

组别 ｎ 高危型 低危型

治愈组 ５２ １５（２８８５） ３７（７１１５）

复发组 ７９ ５２（６５８２） ２７（３４１８）

２２　两组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与复发组比较，治愈组患者的ＣＤ３＋、ＣＤ４＋Ｔ细胞率显著偏

高，而ＣＤ８＋Ｔ细胞亚群显著偏少，并且治愈组的 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显著高于复发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分布

组别 ｎ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愈组 ５２ ７４８３±８０７ ３８９２±４２２ ３１４６±５４３ １３１±０２５

复发组 ７９ ６７６２±８６５ ３３６７±４５６ ３９６３±４２７ ０９４±０３３

#

　讨论
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后可能肉眼不能辨别，用醋酸白试验

可以及时发现［８］。感染初期出现细小淡红色丘疹，时间越长丘疹

越大越多。尖锐湿疣患者初期一般无明显症状，部分患者有痛痒

感。临床医学上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复发与ＨＰＶ感染亚型以及患
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免疫功能有关。本次研究表明ＨＰＶ感
染亚型和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免疫功能的异常
与尖锐湿疣患者在治疗后复发有极大的关系［９，１０］。

研究结果显示，治愈组尖锐湿疣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率明
低于复发组，治愈组尖锐湿疣患者低危型ＨＰＶ感染明显多于复
发组（Ｐ＜００５）。说明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亚型和患者治
疗后复发情况密切相关，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高危亚型感染是患
者复发的重要原因。高危型 ＨＰＶ产生的 Ｅ６／Ｅ７蛋白可控制细
胞周期的增殖，让细胞逃避凋亡，这进一步说明 ＨＰＶ高危亚型
能够加强ＨＰＶ病毒的复制，使临床ＣＡ的复发机率增加。本组
病例显示，治愈组 ＣＤ３＋、ＣＤ４＋明显高于复发组，治愈组 ＣＤ８＋

明显低于复发组，治愈组 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高于复发组（Ｐ＜
００５）。本研究中尖锐湿疣复发患者 ＣＤ３＋总 Ｔ细胞、ＣＤ４＋辅
助性Ｔ细胞明显减少，ＣＤ８＋细胞毒 Ｔ细胞明显增加，ＣＤ４＋／
ＣＤ８＋明显降低，这说明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ＣＤ８＋细胞毒 Ｔ细胞
抵抗病毒的功能受到抑制，不能有效抵抗 ＨＰＶ，尖锐湿疣复发
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处于失衡状

态。研究结果表明尖锐湿疣患者治疗后复发与患者外周血 Ｔ
淋巴细胞亚群的免疫功能有密切关系［１１－１３］。

现代医学非常重视如何防止尖锐湿疣患者治疗后复发的

问题，减少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和提高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的免疫功能是关键。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高危亚型
和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免疫功能下降，患者复发的几
率越大［１４，１５］。尖锐湿疣的危害之大不容忽视，在日常生活中要

防止接触传染，不穿他人的内衣裤及不使用他人的洗漱用品，

上厕所前后清洁双手，在公厕避免使用坐式马桶，注意个人健

康卫生，降低传染尖锐湿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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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多莫德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
者生化指标影响的临床研究
湛汇　陈用军　石年
湖北理工学院附属黄石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匹多莫德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生化指标影响性，以期提
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８５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
组，对照组４２例，予伐昔洛韦治疗；观察组４３例，加用匹多莫德治疗，观察治疗后在生化等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疗效上，对照组治愈率１４２８％、总有效率７８５７％，观察组治愈率３２５６％、总有效率９３０２％，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在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Ｌ－１２、ＴＮＦ－γ和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４＋、
ＣＤ３＋、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较无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后和治疗前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观察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在以上指标上差异更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匹多莫德联
合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临床效果显著，治疗后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关键词】　匹多莫德；伐昔洛韦；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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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是由单纯Ⅱ型疱疹病毒感染后通过性
接触传播生殖器皮肤黏膜而引起生殖器和肛门周围的红斑、水

疤和溃疡性疾病。当机体在免疫力低下、精神创伤、疲劳等情

况下出现病毒复苏和再激活，容易形成病情反复发作，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１］。本文分析匹多莫德联合伐昔

洛韦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生化指标的改善效果，以期寻找

最佳的治疗方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１１１　纳入标准　符合 ２００９版《生殖器疱疹临床治疗指
南》［２］中的相关诊断标准，具有典型生殖器疱疹样皮损，血清

ＨＳＶ－２抗体阳性，所有患者均有不洁性交史。
１１２　排除标准　初发的生殖器疱疹，内分泌疾病、免疫性疾
病、结缔组织并等患者，治疗前３个月使用过抗病毒药物、免疫
抑制药物、糖皮质激素等。

１２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数表法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期间

就诊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８５例，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此次
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４２例，男３０例，女１２例；年龄最小１９岁，最大５３岁，平均（３３８
±３８）岁；病程最短２个月，最长４年，平均（７２±１３）个月；
复发次数最少２次，最多１１次，平均（６１±１２）次。观察组４３
例，男２９例，女１４例；年龄最小２０岁，最大５５岁，平均（３３６±
３６）岁；病程最短３个月，最长５年，平均（７５±１５）个月；复
发次数最少３次，最多１０次，平均（６３±１１）次。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３　方法
对照组予伐昔洛韦（湖北省益康制药厂，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３６９８，批号１０２４２２）０４ｇ，每日２次口服治疗，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加用匹多莫德［太阳石（唐山）药业有限公司，

Ｈ２００１００９０国药准字，１０５２３４３］０４ｇ，每日一次口服治疗。疗程
均为３个月，治疗期间均不使用任何免疫调节药物，且注意休
息，避免饮酒、避免劳累、熬夜等，治疗期间性生活使用避孕套，

有临床症状则避免性生活。

在治疗前后抽取静脉血，离心后取上层液体，保存在

－７０℃冰箱内，流式细胞仪相液蛋白定量技术检测白细胞介素
２（ＩＬ－２）、白细胞介素１２（ＩＬ－１２）、肿瘤坏死因子γ（ＴＮＦ－γ）。
检测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抽取静脉血２ｍＬ，以肝素抗凝后取

１００μＬ样品２０μＬ相应抗体充分混匀，在室温下孵育２０ｍｉｎ后加
入５００μＬ红细胞裂解液，充分混匀后静置２０ｍｉｎ，加入缓冲液后
采用流式细胞仪器检测。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参考相关标准［３］进行临床效果评定，以 ５个月内复发次

数，症状消失和水疱消退情况为准。治愈为治疗期间１周内患
者局部、全身症状消失，生殖器周围水疱全部消退；显效为用药

１周内局部、全身症状基本消失；有效为用药１０ｄ后症状无完全
缓解且水疱部分消失；无效为用药治疗２周后水疱和症状无改
善。观察治疗前后在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３＋、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和血清细胞因子ＩＬ－２、ＩＬ－１２、ＴＮＦ－γ变化。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将调查统计的内容作为变
量，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总疗效比较

对两组总临床效果进行比较，对照组治愈率１４２８％、总有
效率７８５７％，观察组治愈率３２５６％、总有效率９３０２％，两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疗效
对照组（ｎ＝４２）

例数 ％

观察组（ｎ＝４３）

例数 ％

治愈 ６ １４２８ １４ ３２５６

显效 １７ ４０４８ ２０ ４６５１

有效 １０ ２３８１ ６ １３９５

无效 ９ ２１４３ ３ ６９８

总有效 ３３ ７８５７＃ ４０ ９３０２

　　注：与观察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比较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比较，治疗前 ＩＬ

－２、ＩＬ－１２、ＴＮＦ－γ比较无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后和治疗
前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比较

细胞因子

（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４２）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９０６３±１２３２ ５４３７±８３３＃ ９０７３±１２３６ ３９６７±４７５

ＩＬ－１２ １９６５３±５３２３ １４２１４±１６３４＃ １９７０１±５３３１ ９１６４±６９５

ＴＮＦ－γ １６４７４±４９５５ １００５６±３１５７＃ １６５０２±４９５７ ７８４７±２０５５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观察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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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对两组治疗前后 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进行比较，治疗前

ＣＤ４＋、ＣＤ３＋、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较无差异性（Ｐ＞００５）；治

疗后和治疗前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Ｔ淋巴细胞亚群
对照组（ｎ＝４２）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３＋（％） ３２４３±１０５６ ５１３３±８４５＃ ３３０１±１０５４ ６５２４±１０４５

ＣＤ４＋（％） １０５６±６３４ ２１５６±８４３＃ １０５２±６３２ ３０４５±９４１

ＣＤ８＋（％） １３５３±５２３ ２５２４±７３５＃ １３５５±５２１ ３４８７±８２４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０４±０３２ １２１±０５６＃ １０３±０３４ １３６±０６３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观察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虽然目前国内外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研究较多，但有关

其潜伏和复发机理尚不明确，主要认为是在机体免疫力低下时

容易复发，故临床上可通过药物增强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功能

来达到治愈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可能。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抗病毒药物和免疫促进剂相结合方法

来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伐昔洛韦是一种口服类核苷酸抗

病毒药物，能达到干扰、抑制病毒 ＤＮＡ形成作用。和阿昔洛韦
比较，伐昔洛韦口服吸收速度快，且生物利用度高［４，５］。研

究［６，７］称，其生物利用度能达到 ７０％以上，较阿昔洛韦高了
５０％左右，且服用剂量较小，次数少，疗程一般是在３个月左右。
匹多莫德是一种新型免疫促进剂，能通过刺激和调节细胞介导

的免疫反应起到作用。研究［８，９］称，匹多莫德能促进巨噬细胞

和中性粒细胞吞噬作用，提高趋化性，能激活自然杀伤细胞，促

进淋巴细胞增殖，促使在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时辅助性的 Ｔ细胞
和抑制性细胞比值明显升高，能提高刺激白细胞介素 －２和肿
瘤坏死因子等达到增强机体免疫作用。报道［１０］称，ＩＬ－２是由
活化的Ｔ淋巴细胞分泌，其能通过自分泌作用刺激 Ｔ细胞表面
ＩＬ－２受体并结合其抗体，促使 Ｔ细胞活化应答过程，能诱导
ＮＫ细胞增殖、活化，调剂免疫和杀死靶细胞。ＩＬ－１２则能诱导
Ｔｈ０细胞向Ｔｈ１细胞分化，促进Ｔｈ１细胞免疫反应。ＴＮＦ－γ则
能直接抑制 ＨＳＶ复制，能通过抑制 ＩＬ－４功能对抗 Ｔｈ２型细
胞，调节机体细胞免疫功能［１１，１２］。Ｔ淋巴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
功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胞群，在正常机体中各个 Ｔ淋巴细胞亚
群之间相互调节并维持一定平衡，当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时则明

显下降［１３，１４］。另外，研究［１５］称，匹多莫德和干扰素等比较，副

作用低，价格低，使用性广泛，患者接受程度高，且口服方便，患

者依从性较好，这也是该药受这类患者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果看出，采用匹多莫德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后，在临床总

体效果上明显升高，且提高临了机体免疫力，降低了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Ｌ－１２、ＴＮＦ－γ增殖和分化，有助于减少生殖器疱疹复
发，缩短了治疗时间，且疗效满意。

综上所述，匹多莫德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临床效果显著，达到了抗病毒和提高机体免疫力双重作用，且

口服方便，使用时间较短，副作用较低，临床使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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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６

重组干扰素 α－２ｂ栓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宫
颈上皮内瘤变患者行宫颈环形电切术后的应用
蒋桔莲１　柴泽英２

１临海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２浙江省台州医院妇产科 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感染宫颈上皮内瘤变
（ＣＩＮ）患者行宫颈环形电切（ＬＥＥＰ）术后的应用。方法：选取就诊的ＨＲ－ＨＰＶ感染的ＣＩＮ患者１１０例，随机
分为实验组（ｎ＝５５例）和对照组（ｎ＝５５例）。两组均于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行ＬＥＥＰ术，实验组患者于ＬＥＥＰ
术后３ｄ予以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１枚阴道内放置，隔日１次，连用３个月，月经期停用。对照组患者除不使
用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治疗外余治疗同实验组。观察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量、出血时间及并发症的发生
率，术后６个月行阴道镜、ＨＰＶ检查评估ＣＩＮ治疗效果及 ＨＰＶ清除率。结果：实验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少于
对照组（χ２＝５３９，Ｐ＜００５），阴道出血时间短于对照组（χ２＝６０７，Ｐ＜００５）。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后分别出
现并发症２例和８例，实验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３９６，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实验
组患者ＣＩＮ病变治愈率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２７，Ｐ＜００５），ＣＩＮ病变持续或残存率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２７，Ｐ＜
００５），实验组患者ＨＰＶ清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９５，Ｐ＜００５）。结论：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在ＨＲ－
ＨＰＶ感染的ＣＩＮ患者行宫颈环形电切术后的应用可减少阴道出血量，缩短阴道出血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
率；并可提高ＣＩＮ病变治愈率，能提高ＨＰＶ清除率，更有效清除ＨＰＶ感染。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高危型乳头瘤病毒感染；宫颈环形电切术；重组干扰素α－２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ｂｏｌｔ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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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ａｆｔｅｒ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
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Ｉ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ｎ＝５５）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５５）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ＬＥＥＰ３～７ｄａｙ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ｍｅｎｓｅｓ，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ｏｎ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ｂｏｌ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ＬＥＥＰ，ｅｖｅｒｙ２ｄａｙｓｆｏ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ｍｅｎｓｅｓ，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ｂｏｌ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Ｎ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ＨＰＶ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ｂｙ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ＨＰＶｔｅ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５．３９，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６．０７，Ｐ＜０．０５）．２ａｎｄ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３．９６，Ｐ＜００５）．
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Ｉ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χ２＝４．２７，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ｎｇｏ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Ｉ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２７，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ＨＰＶ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９５，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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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
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ｂｏｌ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与宫颈浸润癌的关系较密切，严重
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约７０～９０％的 ＣＩＮ
患者伴有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感染，ＨＲ－ＨＰＶ是
促进ＣＩＮ向宫颈癌转变的重要条件，因此，对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进行积极干预治疗降低宫颈癌发生率的关键［１，２］。物

理疗法是目前治疗 ＣＩＮ最常用的手段，其中宫颈环形电切术
（ＬＥＥＰ）最被推崇，但 ＬＥＥＰ术对残留在宫颈中的 ＨＰＶ不能完
全清除，病情易复发［３，４］。近年来我院将重组干扰素 α－２ｂ栓
应用于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行宫颈环形电切术后，疗效
满意，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妇产科就诊的 ＨＲ－

ＨＰＶ感染的ＣＩＮ患者１１０例。纳入标准：经阴道镜宫颈活检病
理确诊为ＣＩＮ，且宫颈细胞学检测示高危型ＨＰＶ阳性。排除标
准：⑴合并淋球菌、支原体、衣原体、假丝酵母菌和滴虫等阴道
感染、急性盆腔炎症患者；⑵肉眼可见尖锐湿疣或宫颈癌患者；
⑶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及精神障碍者；⑷治疗前８周使用过抗病
毒药或免疫增强剂。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实验组（５５例）和对
照组（５５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孕产次和ＣＩＮ级别等情况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本研究方
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表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级别（例）

Ⅰ Ⅱ Ⅲ

实验组 ５５ ４１２±４７ ２５±０４ １９±０４ １８ ２２ １５

对照组 ５５ ４０７±４４ ２７±０５ １８±０３ １６ ２６ １３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行 ＬＥＥＰ术。取膀胱截石

位，阴道镜下宫颈碘试验确定病变范围，采用高频电波刀的环

形切除，尽可能完整地切除病变区域及转化区组织，并予以明

胶海绵压迫填塞。术后常规将切除的宫颈组织送病理检查，并

予以抗生素预防感染治疗５ｄ。实验组患者于 ＬＥＥＰ术后３ｄ予
以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１枚阴道内放置，隔日１次，连用３个
月，月经期停用。对照组患者除不使用重组干扰素 α－２ｂ栓治
疗外余治疗同实验组。观察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量、出血时

间及并发症发生率，术后６个月评估 ＣＩＮ治疗效果及 ＨＰＶ清
除率。

１３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包括宫颈管狭窄、宫颈管粘连、阴

道出血异常和阴道感染等的发生情况。ＣＩＮ治疗效果评估：治

愈是指术后６个月阴道镜检查无ＣＩＮ存在，病变持续或残存是
指术后６个月阴道镜检查仍可见ＣＩＮ存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
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量、出血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分析

实验组术后阴道出血量少于对照组（χ２＝５３９，Ｐ＜００５），
阴道出血时间短于对照组（χ２＝６０７，Ｐ＜００５）。实验组术后
出现并发症２例，其中创面感染和宫颈管粘连各１例；对照组出
现并发症８例，其中创面感染４例，宫颈管狭窄和宫颈管粘连各
２例，实验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２＝３９６，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量、出血时间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组别 ｎ
阴道出血量（例）

＜月经量 ＝月经量 ＞月经量

阴道出血时间（例）

≤７ｄ ７～１４ｄ ≥１４ｄ

术后并发症

［ｎ（％）］

实验组 ５５ ２７ １６ １２ ２５ １８ １２ ２（３６４）

对照组 ５５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４ １９ ２２ ８（１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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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ＣＩＮ患者手术治疗效果分析
术后６个月，实验组患者ＣＩＮ病变治愈率高于对照组（χ２＝

４２７，Ｐ＜００５），ＣＩＮ病变持续或残存率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２７，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ＣＩＮ患者手术治疗效果

组别 ｎ 治愈 病变持续或残存

实验组 ５５ ５２（９４５５） ３（５４５）

对照组 ５５ ４５（８１８２） １０（１８１８）

２３　两组术后ＨＰＶ清除率分析
术后 ６个月，实验组患者 ＨＰＶ清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χ２＝４９５，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术后ＨＰＶ清除率

组别 ｎ 阴性 阳性

实验组 ５５ ５３（９６３６） ２（３６４）

对照组 ５５ ４６（８３６４） ９（１６３６）

#

　讨论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法较多，其中

ＬＥＥＰ术是最常采用的手术方法［５，６］。ＬＥＥＰ术使用高频电刀的
电极尖端产生的超高频电波接触身体组织产生高热，使细胞内

水分形成蒸汽波来达到切除病灶、止血目的，对周围组织影响

较少，术后无明显的疤痕。但 ＬＥＥＰ术后的自然愈合过程较缓
慢，一般需要６～８周，其间可发现创面感染出血、阴道流液和腰
骶部酸胀等并发症［７，８］。单纯 ＬＥＥＰ术有时并不能完全切除病
灶组织，可能会发生病灶组织残留，同时残留宫颈中可能存在

低负荷量的ＨＰＶ导致发生持续感染，是ＣＩＮ复发的一个重要诱
因。因此，选择药物及时拮抗 ＨＲ－ＨＰＶ感染，弥补单纯 ＬＥＥＰ
术治疗不足是提高疗效的关键［９－１１］。

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是干扰素阴道用栓剂，在宫颈表面迅
速溶解与病灶靶细胞表面干扰素受体发生结合，抑制病毒 ＤＮＡ
复制及 ｍＲＮＡ的转录，有效控制病毒的复制繁殖。同时，可增
强补体系统的调节作用及促进单核吞噬细胞吞噬功能，还能通

过调节体内性激素分泌，促进宫颈创面的愈合［１２，１３］。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量少于对照组，阴道

出血时间短于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

明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在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行 ＬＥＥＰ
术后的应用可减少阴道出血量，缩短阴道出血时间，减少并发

症发生率。同时，研究发现术后６个月，实验组患者ＣＩＮ病变治
愈率高于对照组，ＣＩＮ病变持续或残存率低于对照组，且 ＨＰＶ
清除率高于对照组。这表明重组干扰素 α－２ｂ栓在 ＨＲ－ＨＰＶ
感染的ＣＩＮ患者行ＬＥＥＰ术后的应用可提高 ＣＩＮ病变治愈率，
能提高ＨＰＶ清除率，更有效地降低ＨＰＶ感染。对ＨＲ－ＨＰＶ感
染的ＣＩＮ患者在常规ＬＥＥＰ术有效切除病灶组织的基础上同时
予以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拮抗 ＨＰＶ感染，可提高其治愈率，更

有效清除ＨＰＶ感染，从而控制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向宫
颈癌的转化［１４，１５］。

总之，重组干扰素α－２ｂ栓在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患者
行宫颈环形电切术后的应用可减少阴道出血量，缩短阴道出血

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并可提高 ＣＩＮ病变治愈率，能提高
ＨＰＶ清除率，更有效清除ＨＰ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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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白试验阳性区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对尖锐湿疣复
发的影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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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醋酸白试验在尖锐湿疣治疗中对其复发率的影响。方法：将８９例尖锐湿疣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二氧化碳激光烧灼肉眼可见皮损和干扰素局部封闭治疗；治疗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同时采用醋酸白试验检测ＨＰＶ引起的亚临床感染区，并予以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结果：治疗
组和对照组在疗程结束后１月内的复发率分别为８８９％、２９５５％，３月内复发率分别为４４４％、２０４５％，６
月内的复发率分别为０、１３６４％，两组复发率比较 Ｐ＜００５；结论：醋酸白试验可帮助临床医生尽早发现
ＨＰＶ亚临床感染区，治疗肉眼可见皮损的同时，尽早对亚临床感染区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减少传染性、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醋酸白试验；尖锐湿疣；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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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最常见性

传播疾病之一。近年来，尖锐湿疣的发病率逐渐上升，目前已

位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的第三位。有资料表明，本病最大的危害

在于其致癌性［１］，因而本病的诊治更是引起广大临床医生和患

者的高度重视。由于缺乏特异性抗 ＨＰＶ的药物，在临床治疗

上，尖锐湿疣存在较高的复发率。为了进一步探讨减少本病复

发的治疗措施，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我们采用醋酸白试

验检测ＨＰＶ亚临床感染区，二氧化碳激光和干扰素局部封闭治

疗尖锐湿疣患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入选与剔除标准

所有入选患者临床表现符合尖锐湿疣表现，同时醋酸白试

验阳性；部分皮疹不典型者，手术取样病理检查确诊；所有入选

患者就诊前均未接受任何治疗；在我院就诊时如检查患处合并

有念珠菌感染、滴虫感染或者湿疹等疾病者，均在这些合并症

治愈后进入本临床观察；排除月经期女性、妊娠期女性或合并

有其他系统特殊疾病者，如心脏植入有起搏器者，或骨折术后

内置有钢板等患者；不遵医嘱规范治疗、疗程中途要求自行退

出者，或者因为药物不良反应不能耐受者均被剔除。

１２　临床资料

共８９例患者入选，均来自我院皮肤性病科门诊；男５３例，

女３６例；年龄１６～８２岁，平均（３５５±４７）岁；皮损形态：表现

为菜花状丘疹、乳头状丘疹、扁平型丘疹或鸡冠状丘疹、斑块

等，８９例患者皮疹表现为米粒至绿豆大小，其中有５人同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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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融合成片状或斑块状皮疹，呈硬币大小或不规则状；皮损

分布情况（同时多部位有皮损者，以皮损相对最多的部位统

计）：男性分布于肛周９例、系带５例、包皮２２例、龟头７例、阴

囊６例、尿道口４例；女性分布于尿道口３例、阴道前庭１６、阴唇

１０、肛周６、宫颈１；病程２周 ～４月，平均（２１±０７）月；皮损

数：＜１０个者２３人，１１～３０个者５１人，＞１０个者１５人；所有患

者中，５２例自述有冶游史。８９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５例和

对照组４４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皮疹分布、皮损数等

方面等经统计学处理后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术前用棉签蘸取５％醋酸溶液对可见皮疹及可见

皮疹边缘直径１～１５ｃｍ区域内的皮肤或黏膜进行涂抹，轻轻

按压棉签，以保证醋酸溶液能与皮肤或黏膜充分接触，５ｍｉｎ后，

观察检测区域如出现均匀一致的白色改变，边界清楚，为阳性。

肉眼可见皮损及变白处均被确定为待治疗区域；常规消毒患处

皮肤，根据皮疹分布情况采用２％利多卡因注射液局部麻醉或

神经阻滞麻醉；设置激光参数（ＪＺ－１Ｂ型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

成都国雄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连续输出模式、３ｗ，麻醉满意后，

在指引光的引导下，对待治疗区域进行逐一烧灼、汽化（其中男

性系带及其邻近的皮肤或粘膜采用脉冲输出模式、３ｗ、输出时

间００２ｓ、脉冲时间００５ｓ）。通常激光烧灼面积的直径比实际

可见皮疹或醋酸白试验阳性区大２～５ｍｍ，深２～３ｍｍ，以保证

皮疹彻底去除；治疗完毕后，再次用５％醋酸溶液涂抹于已治疗

区域或皮损边缘直径１～１５ｃｍ区域，观察是否仍有变白处，发

现变白处继续予以激光治疗，直到无５％醋酸溶液涂抹区变白

为止。

对照组：常规消毒患处皮肤，根据皮疹分布情况采用２％利

多卡因注射液局部麻醉或者神经阻滞麻醉；设置激光参数（ＪＺ

－１Ｂ型超脉冲二氧化碳激光，成都国雄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连

续输出模式、３ｗ，麻醉满意后，在指引光的引导下，对肉眼可见

皮损进行逐一烧灼、汽化（其中男性系带及其邻近的皮肤或粘

膜采用脉冲输出模式、３ｗ、输出时间００２ｓ、脉冲时间 ００５ｓ）。

通常激光烧灼面积的直径比实际可见皮疹大２～５ｍｍ，深２～

３ｍｍ，以保证皮疹彻底去除。

两组患者在结痂脱落前，禁性交，忌酒，按时作息；一般在

完全结痂脱落后可以带安全套性生活；勤换内裤，内裤内衣温

水、肥皂水洗涤；保持患处干燥；肛周者术后口服抗生素３～６ｄ

预防感染。

１４　疗效判断指标与疗效判断标准

观察皮损结痂脱落时间、感染发生情况、复发率；两组分别

在治疗１个月后、３个月后、６个月后分别复诊或者电话随访复

发情况，其间如自行发现有皮损复发或新发皮损，随时到医院

接受相应治疗。

痊愈：皮损完全消退，创面愈合，醋酸白试验阴性；复发：无

再接触史情况下，治疗部位及周围出现新疣体。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两组患者均遵医嘱完成治疗，无１例退出；两组均未出现感

染，８０例（８９８９％）在１０ｄ内结痂脱落痊愈；９例（１０１１％）在

１５ｄ内痊愈，这９例主要是皮损发生在肛周或者尿道口者；经统

计学处理，两组在感染率发生、皮损结痂脱落痊愈时间等方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复发情况见表２。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１０ｄ痊愈 １５ｄ痊愈

治疗组 ４５ ４１（９１１１） ４（８８９）

对照组 ４４ ３９（８８６４） ５（１１３６）

表２　两组在疗程结束后不同时间内复发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治疗组 ４５ ４（８８９） ２（４４４） ０ 　　　

对照组 ４４ １３（２９５５） ９（２０４５） ６（１３６４）

　　注：与对照组相比，疗程结束１月后，χ２＝６１４，Ｐ＜００５；疗程结束

３个月后，χ２＝５２６，Ｐ＜００５；疗程结束１月后，χ２＝４５９，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共有１１例出现不良反应，治疗组６例，对照组５

例。均主要表现为低热、寒战、头昏、头痛等不适，大多见于注

射干扰素后的１～２ｄ内，这些不良反应大多轻微，一般在２４ｈ内

逐渐自行缓解或消退，不影响继续治疗。

#

　讨论

尖锐湿疣约７０％病例是通过性接触感染［２］，具有病灶数量

多，分布弥散等特点，传染性强［３］，容易引发亚临床感染，可导

致更为严重的继发疾病发生。目前治疗方法较多，治疗原则主

要以去除皮损为主，如外用药物、激光、冷冻［４］、光动力疗法、免

疫调节疗法等，但大多复发率较高或费用较高，３个月内最低复

发率为２５％［５］。

二氧化碳激光能够产生高温效应使得组织细胞活性丧失，

蛋白凝固，瞬间使病灶汽化或焦化，使病变组织坏死，达到治疗

目的。具有定位准确的特点，可以对病灶进行精确烧灼，对于

去除可见皮疹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出血少或不出

血，不直接接触皮肤。研究显示，尖锐湿疣患者多存在细胞免

疫功能下降，Ｔ淋巴细胞异常，抑制性Ｔｓ细胞增多，Ｔｈ／Ｔｓ下降，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产生ＩＬ－２、ＩＦＮ－γ等能力下降，自然杀伤细

胞（ＮＫ）活力下降［６］的情况。干扰素是国内外公认的抗病毒作

用机理及疗效都较明确的生物制剂，能够与靶细胞表面的受体

结合，进而诱导细胞生产诸多抗病毒的蛋白酶，并且抑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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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的转录与复制。干扰素具有较高的抗病毒作用和免疫调

节功能，可抑制病毒在组织细胞中的复制，通过对特异性免疫

功能的调节，提高巨噬细胞的有效吞噬作用，促进ＮＫ细胞对病

毒的杀伤能力，提高患者机体对特异性病毒的识别免疫能力，

临床上一直用于治疗多种病毒性疾病［７－９］，对尖锐湿疣有辅助

治疗作用。

尖锐湿疣复发的原因众多，如局部人类乳头瘤病毒的亚临

床感染和潜伏感染、患者免疫功能异常［１０］、治疗不正确等［１１］。

同时，患处合并炎症（如念珠菌感染、滴虫感染）、包皮过长、局

部潮湿或卫生习惯不好、性伴侣未同时就诊检查、医生治疗不

彻底等也是原因所在。但是，医生治疗不彻底的很大原因是就

诊时过多关注肉眼可见皮损而忽略了亚临床感染区域。激光

治疗尖锐湿疣的高复发率是目前治疗中的难题，一般认为是由

于ＨＰＶ的亚临床感染所致［１２］。亚临床感染即肉眼看不见疣

体，此类患者可无症状，属于病毒携带者，这往往是尖锐湿疣复

发的主要原因。

醋酸白试验操作简便易行，将５％的醋酸溶液用棉拭子均

匀涂抹于皮损周围，５ｍｉｎ后，观察 ＨＰＶ部位出现均匀一致的白

色改变，边界清楚，对临床可见但可疑损害及周围不可见的亚

临床感染的诊断有一定的帮助［１３］。该试验可以最大限度的尽

早发现亚临床感染区域。其机制可能是由于被 ＨＰＶ感染的上

皮细胞角蛋白增多，容易被醋酸作用凝固而发白［５］。醋酸白试

验为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治疗亚临床感染区起到了很好的

指引作用。在本研究中，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同时采用

醋酸白试验尽可能发现亚临床感染区，并予以相应治疗，在疗

程结束后不同时间段内，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了在

治疗肉眼可见皮疹的同时，早期治疗亚临床感染区域可以减少

尖锐湿疣的复发，减少了患者复发后再次治疗的医疗支出，同

时也可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可以取得患者的良好的信任，

提高他们后期治疗的依从性。

当然，醋酸白试验有一定的假阳性率，甚至可高达２５％［２］，

通常在患处合并某些慢性炎症较常见，如念珠菌感染、滴虫感

染、非特异性炎症等。生殖器部位外伤、浓度过高的醋酸溶液

或者皮肤黏膜者，临床上也可见假阳性结果。这需要我们临床

医生的经验，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综合考虑加以鉴别，或采取

相应措施减少假阳性结果的干扰，如针对合并炎症的患者，给

予相应抗炎治疗后再进行醋酸白试验确定病变范围。

尖锐湿疣是由ＨＰＶ引起的生殖器部位的疣状病灶，与生殖

器癌相关，积极治疗可预防癌变［１４］，传染性强，复发率高，治疗

上较为棘手［１５］。一直以来，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改善临床症

状、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这都是我们工作并为之不断努力探

索的方向。在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同时采用醋酸

白试验尽早发现亚临床感染区，并积极给予相应干预治疗，对

于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有明显的优越性。醋酸白试验操作简

单，判读结果容易，有助于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无论对于医

生还是患者，都取得了较高的满意度，值得临床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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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疣的临床观察．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３６（９）：８４．

［８］　傅亚平，陈林海．微波加干扰素α－２ｂ治疗１２０例尖锐湿疣的临

床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２）：７４－７６．

［９］　洪文艳，杨柳，刘建伟，等．重组人 α２ｂ干扰素胶囊抗小鼠阴道

ＨＳＶ－２感染的研究．国际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０（４）：１６６．

［１０］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Ａ，ＭｉａｓｌｏｗｓｋｉＣ，ＷａｌｌｈｎｇｅｎＭ，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ＯｎｃｏｌＮｕｔｓ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０，２７（４）：

６４３－６５１．

［１１］　王畅，莫征波．匹多莫德预防尖锐湿疣复发及免疫调节作用的研

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４）：４９－５１．

［１２］　赵雪莲．醋酸白试验后激光治疗对尖锐湿疣复发率的影响．江西

中医药，２０１１，４２（６）：４６－４７．

［１３］　赵辨．中国临床皮肤病学．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８１９．

［１４］　王秀丽（译）．皮肤病的光动力治疗．第１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１３：９４．

［１５］　武鹤立．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及分型研

究．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８）：３９５７－３９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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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于骅（１９８４－），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肛肠外
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８

宁波地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的流行病学调查
于骅１　余永明１　陈艳２

１宁波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宁波地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
的防治提供借鉴。方法：回顾自２０１１年６月到２０１２年６月宁波部分地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患者的资料，采
用个体匹配，调查每１个病例的同时，调查３个职业和年龄相同的的正常人作为对照。对患者的一般情况、
个人社会行为、个人性行为、感染ＨＰＶ病毒的亚型、复发的情况等，统计并分析其流行性特征。结果：我们发
现男性肛周尖锐湿疣患者年龄平均（２７７４±７２１）岁，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易发生抑郁，肛交（ＯＲ＝７６２１，
９５％ＣＩ：２６１０－２２２５６）、患有梅毒或艾滋病（ＯＲ＝３８４０，９５％ＣＩ：２０７９－７０９３）、使用公共用品（ＯＲ＝
１８６０，９５％ＣＩ：０７２１－３０２７）、性病防护知识差（ＯＲ＝１６４９，９５％ＣＩ：１０５２－２５８５）、多性伴侣（ＯＲ＝
１１０９，９５％ＣＩ：１０７５－１１４６）是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疣的危险因素，嗜酒、熬夜、吸烟、皮损ＨＰＶ型别
为１６型、皮损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是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疣复发的主要促进因素。结论：针对高危人群
应加强性健康教育普及，提高性安全意识，尤其针对男男性行为者应当予以广泛关注并采取良好有效的干

预机制，对于男性肛周尖锐湿疣应注意禁止饮酒、不熬夜，以防止复发。

【关键词】　肛周尖锐湿疣；流行病学调查；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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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Ｒ１８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ｐｏｉｎｔｅ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少
数通过间接接触传染，常由人体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
ｍａｖｉｒｏｓ，ＨＰＶ）引起［１］，表现为皮肤黏膜良性赘生物，严重者可

引起生殖器癌，随着社会发展，性开放程度加大，尖锐湿疣亚临

床感染增多，加上其极易复发，逐渐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

题［２，３］。我们在临床上搜集并分析了宁波部分地区部分男性肛

周尖锐湿疣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

的防治提供借鉴。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到２０１２年６月以我院就诊的肛周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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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疣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１）符合尖锐湿疣诊断标准；（２）
未参加过本研究；（３）１８～７５岁。排除标准：（１）有严重基础
病；（２）有精神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配合者；（３）未按规定随访
者；（４）资料不全影响分析者。
１２　诊断标准

根据《尖锐湿疣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制定的诊断标准：

（１）有非婚性接触史、配偶感染史或间接感染史；（２）临床表现：
①男性肛门周围出现多个粉红色、灰白色或灰褐色丘疹或乳头
状、鸡冠状或菜花状高起的赘生物，少数呈乳头瘤样增殖的巨

大型尖锐湿疣。②症状自觉有痒感、异物感、压迫感或疼痛，常
因皮损脆性增加而出血。③用５％醋酸液涂抹皮损处３～５ｍｉｎ
后变白。（３）实验室检查：①皮损活检有 ＨＰＶ感染的特征性凹
空细胞的组织病理学变化特点；②必要时在皮损活检中用抗原
或核酸检测显示有ＨＰＶ。复发标准：治疗去除疣体后皮损处或
周围２×２ｃｍ２范围内有新的疣体出现。
１３　方法

通过问卷搜集患者的一般情况如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

程度、个人社会行为如饮酒、吸烟、熬夜情况等、个人性行为、复

发的情况等；应用液态芯片平台Ｘ－Ｍａｐ技术一次检测ＨＰＶ的
２６种亚型，包括高危亚型１９种和低危亚型７种；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调查患者焦虑情况；在治疗后１、３、６个月复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
式表示，计量资料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

　结果
２１　资料的一般情况

共搜集患者２０５例，患者平均年龄为（２７７４±７２１）岁。一

般情况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资料的一般情况

项目 类别 例数

年龄 １５～１９ １７

２０～２９ ７９

３０～３９ ５７

４０～４９ ２２

５０～ ３０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９５

高中及高中以上 １１０

抑郁或焦虑 有 ７０

无 １３５

损害的数量 单个 ３９

多个 １６６

ＨＰＶ病毒的亚型 ＨＰＶ－１６ ２１

其它 １８４

复发 否 １３６

是 ６９

２２　资料患病情况的相关因素分析
通过对患者性行为等进行配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我们发

现，肛交（ＯＲ＝７６２１，９５％ＣＩ：２６１０～２２２５６）、患有梅毒或艾
滋病（ＯＲ＝３８４０，９５％ＣＩ：２０７９～７０９３）、使用公共用品（ＯＲ
＝１８６０，９５％ＣＩ：０７２１～３０２７）、性病防护知识差（ＯＲ＝
１６４９，９５％ＣＩ：１０５２～２５８５）、多性伴侣（ＯＲ＝１１０９，９５％
ＣＩ：１０７５～１１４６）是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疣的危险因素。
见表２。

表２　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疣的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 ν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多性伴侣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６ ４２６５９ 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１０７５ １１４６

肛交 ２０３１ ０５４７ １３８０２ １ ００００ ７６２１ ２６１０ ２２２５６

使用公共用品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０ ２７７７ １ ００３６ １８６０ ０７２１ ３０２７

性病防护知识差 ０５００ ０２２９ ４７６４ １ ００２９ １６４９ １０５２ ２５８５

患有梅毒或ＨＩＶ １３４５ ０３１３ １８４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 ２０７９ ７０９３

２３　资料尖锐湿疣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嗜酒（ＯＲ＝１５３９９５％ＣＩ：

１０４２～２６３５）、熬夜（ＯＲ＝１７６９，９５％ＣＩ：１４２０～２１１５）、吸
烟（ＯＲ＝６４４７，９５％ＣＩ：１８２６～２２７６９）、皮损ＨＰＶ型别为１６

型（ＯＲ＝１８６３，９５％ＣＩ：０７０９～５０５１）、皮损 ＨＰＶ型别为复
合型（ＯＲ＝３６４０，９５％ＣＩ：２１６９～６１９３）是男性患者发生肛
周尖锐湿疣复发的主要促进因素。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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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肛周尖锐湿疣患者复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Ｓｂ Ｗａｌｄ ν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熬夜 ０５７１ ０１６８ １３１７ １ ０００１ １７６９ １４２０ ２１１５

吸烟 １８６４ ０６５３ ８３０７ １ ０００３ ６４４７ １８２６ ２２７６９

嗜酒 ０９０２ ０２１９ ４８６４ １ ００２９ １５３９ １０４２ ２６３５

复合感染 １６４５ ０４１３ １８２６９６ １ ００４０ ３６４０ ２１６９ ６１９３

ＨＰＶ亚型 １５１９ ０４０３ １３５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２８６３ ０７０９ ５０５１

#

　讨论
随着社会发展，尖锐湿疣亚临床感染增多，加上其极易复

发，仍然缺乏特效药，因此其防治，逐渐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

题。ＨＰＶ易出现变异，迄今己发现１００多种 ＨＰＶ类型［４］，随着

研究的深入，鉴定了出更多 ＨＰＶ新类型［５］，这更增加了尖锐湿

疣临床治疗的难度。而肛门周围及肛管内是男性常见发病部

位之一，且发病特征与危险因素多样［６，７］。为此，我们在临床上

搜集并分析了宁波部分地区部分男性肛周尖锐湿疣的临床与

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的防治提供借鉴。

尖锐湿疣有较多的变异，所以抗病毒治疗相对来说比较困

难，目前临床上，治疗ＥＶ７１尖锐湿疣脑炎的主要方法就是腐蚀
赘疣治标、调节免疫抗病毒治疗治本，但是仍然缺乏特效

药［８，９］，而肛门周围及肛管内是男性常见发病部位之一，且发病

特征与危险因素多样［１０，１１］。

回顾自２０１１年６月到２０１２年６月宁波部分地区男性肛周
尖锐湿疣患者的资料，搜集患者的一般情况、个人社会行为、个

人性行为、感染ＨＰＶ病毒的亚型、复发的情况等，统计并分析其
流行性特征。我们发现男性肛周尖锐湿疣患者年龄平均

（２７７４±７２１）岁，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易发生抑郁，采用个
体匹配，调查每１个病例的同时，调查３个职业和年龄相同的的
正常人作为对照，我们发现肛交、患有梅毒或艾滋病、使用公共

用品、性病防护知识差、多性伴侣是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

疣的危险因素［１２，１３］。针对上述因素，日常生活中，成年人应提

高性道德，不发生婚外性行为，可有效预防尖锐湿疣发生，同时

在进行性行为时应采取安全措施。一旦发现患病，应确保性伴

也获得诊疗；不使用别人的内衣、泳装及浴盆；在公共浴池不洗

盆浴，提倡淋浴，沐浴后不直接坐在浴池的坐椅上；在公共厕所

尽量使用蹲式马桶；上厕所前后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１４］。本研

究结果显示：嗜酒、熬夜、吸烟、皮损 ＨＰＶ型别为 １６型、皮损
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是男性患者发生肛周尖锐湿疣复发的主要
促进因素。因此，针对高危人群应加强性健康教育普及，提高

性安全意识，尤其针对男男性行为者应当予以广泛关注并采取

良好有效的干预机制，对于男性肛周尖锐湿疣应注意禁止饮

酒、不熬夜，以防止复发［１５］。

综上所述，宁波地区男性肛周尖锐湿疣患者发病原因主要

和个人性行为不洁、不良生活习惯相关，但因为本研究病例数

有限，搜集资料不全，仍存在较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前瞻性、

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来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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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干扰素局封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俞莺　袁波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７

【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重组人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方法：共有１１９例病人完成观察，治疗
组５９例，对照组６０例。治疗组局部麻醉后用二氧化碳去除疣体，疣体基部用重组人干扰素局封，隔天一次，
同时口服贞芪扶正胶囊，共８周。对照组用二氧化碳去除疣体，同时口服贞芪扶正胶囊，连续应用８周。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３０５％、３８３３％，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重组人
干扰素局封联合贞芪扶正胶囊治疗尖锐湿疣疗效优于单用贞芪扶正胶囊，复发率低。

【关键词】　重组人干扰素；贞芪扶正胶囊；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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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临床最常见的性传播性疾病之一，目前在
我国发病人数居性病的第二位。本病主要由人类乳头瘤病毒

感染引起［１］，近年来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目前治疗尖锐湿疣

的方法很多，但疗效不够理想，复发问题一直困扰着临床医师。

我院皮肤性病门诊自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１４年５月采用疣体部位
先行二氧化碳激光去除疣体，然后用３００万单位重组人干扰素
行疣体根基部注射、加用贞芪扶正胶囊口服治疗，取得了较好

效果，现报告如下：

!

　病例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入选标准：年龄１８～７０周岁，性别不限，经病理检查确诊为
尖锐湿疣患者（依据２００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１］，

反复发作３次以上者。剔除标准：疣体短期内生长迅速、直径超
过２ｃｍ者；近一月内服用糖皮质激素或免疫调节剂者；因患肿
瘤、艾滋病等引起免疫功能低下者；有血液系统疾病及慢性基

础性疾病者；妊娠女性；不能坚持完成疗程者。

１２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期间来我院皮肤性病门诊

就诊的１１９例尖锐湿疣患者，均告知治疗方案、疗程、预后及药

物副作用，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组５９例，
对照组６０例。其中治疗组男３８例，女２１例；年龄１８～６４岁，
平均年龄（３１２±３６）岁；病程３～１５个月，平均（５８±１４）个
月；病灶位于龟头１４例、冠状沟３２例、系带包皮２１例、尿道口
１７例、肛周２２例、阴道壁１７例、小阴唇１４例、前庭１６例；疣体
数４～１２个，平均（６８７±１３２）个。对照组男４３例，女１７例；
年龄１９～７０岁，平均年龄（３２１±２９）岁；病程４～１４个月，平
均（５６±１３）个月；病灶位于龟头１９例、冠状沟３５例、系带包
皮１８例、尿道口１６例、肛周１９例、阴道壁１３例、小阴唇１５例、
前庭１３例；疣体数３～１３个，平均（６６４±１４１）个。两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病程、病灶部位、数目等方面统计学无差异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５９例患者先用５％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行二氧化
碳术去除疣体，仪器为吉林英科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ＪＣ１００Ｄ型二氧化碳激光治治疗仪（产品编号 Ａ－Ｌｓ８０４４０３），
波长为１０６００ｎｍ，根据疣体大小选择不同功率。再用３００万单
位重组人干扰素（商品名安达芬，安徽安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Ｓ１９９８００８２）疣体基底部注射，１次／ｄ，同时口服
贞芪扶正胶囊（甘肃新兰药业，国药准字 Ｚ６２０２０９８７），２次／ｄ，
一次６粒，共８周。Ｂ组（对照组）６０例，同样方法用二氧化碳
激光去除疣体，同时口服贞芪扶正胶囊，２次／ｄ，一次６粒，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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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８周。研究用药为 ３００万单位重组人干扰素，贞芪扶正
胶囊。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疣体全部脱落，术后半年内在

原治疗部位或其他部位未出现新发的疣体；无效：术后半年内

在原治疗部位或其他部位出现新的疣体。有效率：痊愈例数／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两组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５９例患者治疗后痊愈４９例（８３０５％），无效１０例
（１６９５％），有效率为８３０５％；对照组６０例患者治疗后痊愈
２３例（３８３３％），无效３７例（６１６７％），效率为３８３３％，治疗组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１２例患者在开始治疗后１～６天出现不同程度的发
热、畏寒、头痛、全身关节酸痛不适等流感样表现，５例仅出现全
身关节酸痛、乏力，而无发热等症状，经服用布洛芬均可缓解；１１
例患者在用药一周后出现不同程度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绝对

值减少，其中５例经用升白胺后，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恢
复正常，其余未用药，自行恢复；１例患者因局部疼痛，不能坚持
而中断治疗，剔除治疗组，所有患者未出现消化道不适、皮肤过

敏、精神症状、肝功能异常等。对照组未出现以上不良反应。

#

　讨论
Ｃ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的疾

病，其中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型与本病有关。机体细胞免疫状态
是影响尖锐湿疣发生和转归的重要因素之一［２］，而 ＣＡ患者细
胞免疫功能受到明显抑制［３］，因此易患尖锐湿疣并易于复发，

其复发与消退和机体免疫功能，特别是Ｔｈｌ／Ｔｈ２水平密切相关，
免疫力低下者尖锐湿疣的发生率、复发率均增加。有研究表

明，ＣＡ患者的皮损处可能存在局部免疫低下［４］，因此局部治疗

尤为重要。现阶段 ＣＡ的治疗多采用联合治疗，一方面是增强
机体的免疫功能，另一方面要清除局部病灶，两者结合才能更

有效地解决ＣＡ复发的问题［５］。贞芪扶正胶囊的主要成分为黄

芪、女贞子，主要功能为补气养阴，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对

多种免疫因子有抑制作用，可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

能［６］，但不能有效抑制局部病毒的复制，对病灶局部病毒的清

除作用有限，复发率仍较高，吴新［７］报道其复发率可达 ４０％。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能与Ｂ淋巴细胞表面干扰素受体结合，诱
导Ｂ淋巴细胞产生多种抗体，从而提高了淋巴细胞功能［８，９］，还

可通过增强ＮＫ细胞的活性和巨噬细胞的功能，抑制疣组织增
生［１０］。本研究采用二氧化碳激光术除疣后，局部干扰素封闭疗

法，配合贞芪扶贞胶囊口服，可通过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抑制

病灶局部病毒的复制，控制亚临床感染，从而抑制疣体的再生，

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８３０５％和３８３３％，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重组人干扰素局封联合贞芪扶正治疗尖锐湿疣疗效更优，复发

率低，与陈是静［１１］、孙大鹏［１２］报道结果相近。较朱红辉［１３］、黄

民［１４］报道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李日清［１５］报道电离

子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有效率低，可能与病例选

择有关。本实验在患者选择上，多为病程较长、疣体较多、面积

较广、临床反复发作者。干扰素常见不良反应有发烧、头痛、寒

战、乏力、肌痛、关节痛等症状，本实验中１７例患者出现上述症
状，发生率２８８１％，均出现在用药的第一周，经对症处理后缓
解，１１例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发生率１８６４％主要出现在用药
初期，不需特殊处理，多数能自行恢复。

参 考 文 献

［１］　卫生部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７：３６－３７．

［２］　ＦｕｅｎｅｒＳＧ，ＬｕｄｗｉｎｇＫＡ，ＭａｎｔｙｈＣＲ．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ｔａｔｕ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ａｎ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ｌｏｎ
Ｒｅｃｔｕｍ，２００３，４６（３）：３６７－３７３．

［３］　姜昱．尖锐湿疣复发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变化的关系．中国皮肤
性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１６（６）：４０１－４０２．

［４］　ＬｅＰｏｏｌｅＣ，ＤｅｎｍａｎＣＪ，ＡｒｂｉｓｅｒＪＬ．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ｐｒｅｓ
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ＪＡｍＡｃａｄ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８，５９（６）：
９６７－９７４．

［５］　杨健．尖锐湿疣的复发与细胞免疫功能．中华皮肤科杂志，１９９９，
３２（３）：１７４－１７５．

［６］　张萍，冯琴琴．女贞子的药理与临床应用研究概况．中国药业，
２００２（４）：７８－８０．

［７］　吴新．ＣＯ激光联合胸腺肽治疗尿道外口尖锐湿疣临床分析．当
代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１１）：ｌ１２．

［８］　杨娥峰．中西医结合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观察分析．中国医学创
新，２０１０，７（１）：２０－２１．

［９］　江广春．利普刀术与干扰素局部注射联合治疗女性尖锐湿疣．中
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０，７（７）：２０－２１．

［１０］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６８．

［１１］　陈是静．二氧化碳激光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７Ｏ例临床疗效
观察．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３，３２（３６）：３４－３５．

［１２］　孙大鹏．ＣＯ２激光联合白介素－２或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效果分
析．南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８，２８（４）：３１６－３１７．

［１３］　朱红辉．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４７例临床疗效观察．当代
医学，２０１３，１９（４）：９６．

［１４］　黄民．微波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２３例．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１１，１８
（１）：６６．

［１５］　李日清，程培华，等．电离子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李日清．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３）：４６－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８７　　　·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攻关计划（桂科攻１４１２４００３－１０－３）；广西自然
科学基金（２０１４ＧＸＮＳＦＡＡ１１８２３７；２０１３ＧＸＮＳＦＡＡ０１９１０８）；广西卫生厅中
医药科技专项（ＧＺＬＣ１４－１６）；广西卫生厅计划课题（Ｚ２０１４１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赵自垒（１９８７－），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男科
疾病临床研究工作。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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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以会阴、肛周部、腰骶部等部位疼痛，排尿异常为主
的一种多病因引起的疾病，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西医对本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缺乏特效

治疗方法，而中医药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有独特优势。本文就口服中药、针灸、穴位贴敷、民族医药治

疗前列腺炎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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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最常见的泌尿生殖
系统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男性中有３％～１６％的人患有慢
性前列腺炎［１］，ＣＰ主要有两个高发年龄段，即３０～４０岁和６１
～７０岁［２］。由于发病机制和病因尚不十分清楚，使ＣＰ的诊断、
治疗和疗效评价均存在较多困难［３］。中医学运用整体观念，辩

证论治的特点，结合患者的体质、情志、外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有针对性进行个体化的遣方用药，以多层次，多靶点进行治疗

效疗显著，综述如下。

!

　中药口服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袁海鑫等［４］应用八正散合桃核承气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将６０例Ⅲ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２９例，口
服八正散合桃核承气汤治疗，２次／ｄ；对照组３１例，口服前列康
（１０ｇ，３次／ｄ）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０２ｇ，２次／ｄ），均治
疗４周后对比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对照组有效率为
８０６％；治疗组有效率为９３１％。治疗组痊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

刘越强［５］观察湿热瘀阻型慢性前列腺炎１００例，采用随机

化分组的方法分为治疗组（八正散合桃红四物汤组）和对照组

（前列通瘀胶囊组）各５０例。治疗组用八正散合桃红四物汤，
基本药物是：车前子 ２０ｇ、扁蓄 ２０ｇ、瞿麦 １５ｇ、滑石 ３０ｇ、栀子
１５ｇ、大黄１５ｇ、甘草５ｇ、熟地２０ｇ、当归１５ｇ、赤芍２０ｇ、川芎１０ｇ、
桃仁１５ｇ、红花１０ｇ。可随证加减，如湿热偏重者去川芎、赤芍、
熟地加黄柏１５ｇ、蒲公英１５ｇ；瘀阻偏重者去熟地、滑石，加王不
留行１５ｇ、泽兰１５ｇ。水煎服，１剂／ｄ。对照组用前列通瘀胶囊
（由珠海星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Ｚ１９９９００６０）。主要成分：赤芍、土鳖虫、桃仁、石苇、夏枯草、白
芷、黄芪、鹿衔草、穿山草、牡蛎、通草。饭后服，每次５粒，３次／
ｄ。两组均治疗４周后，治疗组治愈１２例，显效２０例，有效１３
例，无效５例。对照组治愈７例，显效１６例，有效１８例，无效９
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李旭［６］应用六味地黄汤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将６０例门诊
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对照组３０例龙金通淋胶囊２～３
粒／次，３次／ｄ。治疗组３０例六味地黄汤（熟地１５ｇ、山药、山茱
萸各１２ｇ，茯苓、泽泻、牡丹皮、车前子、牛膝、黄柏各１０ｇ，萆
１５ｇ），１剂／ｄ，水煎２００ｍＬ，早晚温服。连续治疗３０ｄ为１疗程。
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３３３％。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０００％，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吴刚［７］应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湿热下注型慢性前列腺

炎，选择湿热下注型慢性前列腺炎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３０例。观察组给予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对照组给予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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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莫西沙星片配合盐酸特拉唑嗪片治疗，均治疗１个月，对比两
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治疗组治愈９例，显效１０例，有效９例，
无效２例，总有效率９３３３％；对照组治愈７例，显效６例，有效
８例，无效 ９例，总有效率 ７０００％，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程可佳［８］选取１５８例符合条件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按照
随机分类法分为治疗组应用天台乌药散治疗８３例，对照组选用
特拉唑嗪（１ｍｇ，ｑｄ）加芬必得（０３ｇ，ｂｉｄ）治疗７５例。疗程均为
６周。结果显示治疗Ⅲａ组有效率为８１２５％，治疗Ⅲｂ组有效
率为８５７１％，对照Ⅲａ组有效率是６３０４％，对照Ⅲｂ组有效率
为５５１７％，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

　针灸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黄金叶等［９］选取符合条件的４９名Ⅲ型前列腺炎湿热瘀阻
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以观察针灸对Ⅲ型前列腺炎湿热瘀阻证
患者前列腺液分泌免疫球蛋白Ａ的影响。治疗组２５例予以针
灸治疗，对照组２４例予以罗红霉素加紫苓胶囊治疗。结果显示
治疗组免疫球蛋白Ａ提高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杨明月等［１０］应用电针白环俞、会阳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９０例。将９０例符合条件的患者分为针药组和中药组，每组４５
例。针药组采用电针白环俞、会阳并口服中药治疗；中药组采

用单纯口服中药治疗，疗程均为４周。结果显示针药组临床控
制３例，显效１２例，有效 ２４例，无效 ６例；中药组临床控制 ０
例，显效１例，有效２６例，无效１８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徐悦涛等［１１］选取符合条件的６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用电针加微波加药物治疗；对

照组采用药物治疗。以７ｄ为１个疗程，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显
示治疗组治愈６例，显效１２例，有效８例，无效１例。对照组治
愈２例，显效１１例，有效９例，无效８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杨丽荣［１２］选择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３８例应用针灸结合中药

治疗，并与单纯针刺治疗２８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针灸加中药
组３８例，临床痊愈２３例，显效１２例，有效２例，无效１例，总有
效率９７４％；针刺组２８例，临床痊愈６例，显效８例，有效６例，
无效８例，总有效率７１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杨杰［１３］选择符合条件的气滞血瘀型 ＣＰ患者１２０例，治疗
前均进行健康宣传教育，在此基础上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丁桂

散贴脐联合前列安栓纳肛治疗组（Ａ组）、丁桂散贴脐联合栓剂
安慰剂纳肛治疗组（Ｂ组）、前列安栓纳肛联合脐疗安慰剂治疗
组（Ｃ组）。三组用药方法相同，均治疗４周后对比两组临床疗
效。结果显示 Ａ组总有效率 ８５０％；Ｂ组临床总有效率
６５０％；Ｃ组临床总有效率 ６００％。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庞保珍等［１４］采用中药（王不留行３０ｇ、三棱３０ｇ、莪术３０ｇ、
炒穿山甲１５ｇ、川牛膝１５ｇ、川芎１５ｇ、车前子１５ｇ、石菖蒲２０ｇ）敷
脐法治疗气滞血瘀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６６例。将中药共研细
末用温水调和成团涂神阙穴，外敷纱布用胶布固定，每次１０ｇ，

３ｄ换药１次，１０次为１疗程，３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显示
总有效率为９０９１％。

罗权等［１５］应用前列合剂辅以穴位敷贴治疗符５６例合条件
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内服前列合剂（赤芍、川牛膝、金钱草、

黄柏、车前子、丹参、枸杞子、王不留行、茯苓、当归、龙胆草、杜

仲）１剂／ｄ，外用穴位（会阴、阴陵泉、关元、中极）敷贴中药（小
茴香、大黄、冰片等熬制），２次／ｄ，每次穴位贴敷中药末５ｇ，贴敷
６～８ｈ，一次／２ｄ。治疗１～３个疗程后结果显示痊愈１５例，有效
３８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为９４６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康明非等［１６］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８０名符合条件的慢性
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三组，每组各６０例。Ａ组选取天枢—中
极—对侧天枢区域内及肾俞—同侧次

"

—对侧次
"

—对侧肾

俞区域内热敏灸治疗，以热敏灸感消失为度；Ｂ组选取Ａ组区域
热敏强度最强的２个穴位实施传统悬灸治疗，每次每穴１５ｍｉｎ，
２穴共３０ｍｉｎ；Ｃ组口服前列欣治疗，６粒／次，３次／ｄ。均治疗
３０ｄ后观察疗效。结果显示Ａ组治愈１１例，显效１８例，有效１６
例，无效１５例，总有效率４５０％；Ｂ组治愈９例，显效９例，有效
２３例，无效１９例，总有效率３５０％；Ｃ组治愈７例，显效１０例，
有效２２例，无效２１例，总有效率３１６７％。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

　民族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郝立峰［１７］选取１２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６０例，观察组用中药保留灌肠和毫米波照射治疗，
对照组仅用毫米波照射治疗。治疗４周后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
效率８４００％；对照组总有效率４７００％。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朵永生［１８］运用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前列腺炎２９
例。治疗２个疗程后治愈１７例，占５８６２％，有效者１０例，占
３４４８％，总有效率９３１％；无效２例，占６９％，平均治愈天数
２０天（２个疗程）。

白麒麟［１９］将符合标准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１５例随机分
为蒙西医结合治疗组（观察组）和西医对照组，蒙西医治疗组５８
例采用蒙医辨证治疗联合西医治疗，西医对照组采用单纯常规

西医治疗 ５７例。结果显示蒙西医结合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６５５％；西医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８９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霍·道尔加拉等［２０］应用蒙药坐浴配合按摩治疗前列

腺炎患者４６例，其中治愈３７例，占８０％；显效６例，占１３％；好
转３例，占６％。

苏和巴特尔［２１］将９２例符合要求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４６例采用蒙医辨证治疗联合针刺
疗法，对照组４６例采用常规西医治疗，对两组患者疗效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３４８％；对照组总有效率
７８２６％。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李彤等［２２］选取符合要求的１４０例慢性前列腺炎及精液不
液化症患者，随机分为瑶药治疗组８０例，西药喹喏酮组６０例。
治疗前后分别观察其精液液化时间、精液质量、前列腺液等指

标。结果显示瑶药治疗组细菌性有效率为６０００％，非细菌性
有效率８９６６％；喹喏酮组细菌性有效率为８９６６％，非细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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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６９５７％。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覃兆伟［２３］应用壮药固本培元外洗剂治疗Ⅲ型前列腺炎

（肾阳虚证）病例６２例组临床治愈６例，显效２８例，有效１８例，
无效１０例，总有效率８３８７％。朱闽等［２４］选取符合条件的湿热

挟瘀证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３６０例按症状分为Ⅱ、ⅢＡ和ⅢＢ型，
各型又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予以壮药前列舒外洗

剂，对照组予以前列安栓，均治疗２８ｄ后两组疗效对比。结果显
示Ⅱ型前列腺炎治疗组总有效率 ８０７０％，对照组总有效率
６３６４％；ⅢＡ型前列腺炎治疗组总有效率７２８８％，对照组总有
效率５３５７％；ⅢＢ型前列腺炎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３６４％，对照
组总有效率６６０７％。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朱闽等［２５］选择符合条件的前列腺炎（湿热下注证）Ⅲ型患
者８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使用壮药前列舒外洗
剂（由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制剂科制备，浓缩装袋，每袋

２００ｍＬ）坐浴，使用时将浓缩药液兑水至１５００ｍＬ，加热至４０℃，２
次／ｄ，每次坐浴１５ｍｉｎ。对照组使用前列安栓（丽珠集团丽珠制
药厂，国药准字号Ｚ１０９８００６６），每晚临睡前排空大便塞肛，至次
日随大便排出，１次／ｄ。均治疗２８ｄ后进行疗效判定。治疗组
总有效率８５％，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０％，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杜先群等［２６］将６０例符合条件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应用耳
穴压丸法观察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药灌肠保留时间及提高

患者疗效的影响。将６０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０例，对照组３０例。对照组采用中药保留灌
肠联合前列通瘀片口服，治疗组采用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前列通

瘀片口服加外用耳穴压丸。对两组中药灌肠保留时间及疗效

进行观察比较，结果显示治疗组灌肠保留时间长于对照组；治

疗组总有效率９３３３％，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６７０％，治疗组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
%

　结论
中医药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有显著的优势和特色，中

医药配合中医外治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

整体论治、组方灵活，针对具体病症遣药组方，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中医外治法具有简便廉效的特点，极大地减少了患者长期

服药的痛苦，使患者乐于长期服用，对于持久改善患者的自觉

症状和疗效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但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明显的不足；目前中医药治疗本病的评定标准不一致，既往的

研究多为小样本、开放性对照研究，设计不够精密；缺乏循证医

学证据。因此，结合现代医学的先研究成果和先进方法，从中

医角度深层次的探讨 ＣＰ的发病机理及中医药治疗 ＣＰ的作用
机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研究热点，将会对治疗 ＣＰ取得
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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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方药益肾通癃胶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８４例符合
诊断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分为中药实验组２８例，西药对照组２８例，中成药对照组２８例。实验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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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逐步延长，老龄人口数已占据全国总人
口数相当大的比例，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人

口的增多，老年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作为老年男性的常见病 －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不仅发
病率高，而且对老年男性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ＢＰＨ的主
要临床表现为尿频、夜尿次数增多、排尿困难、血尿、尿不尽等

一系列下尿路症状。有资料表明，男性在５０岁后 ＢＰＨ发病率
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５０岁的男性发病率超过５０％，８０岁以上
的老年男性发病率甚至超过８０％［１］。ＢＰＨ是前列腺组织的一

种良性增生，但其作为一种进行性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及身心健康，而且 ＢＰＨ还具有不能排除的恶变倾向，给患
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

笔者经多年临床观察，自拟益肾通癃胶囊，治疗 ＢＰＨ患者
８４例，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男科门诊将符合诊
断标准的病例共８４例，按到医院就诊的顺序排列，并获得患者
知情同意，将就诊序号模除３等于１的患者设为实验组，就诊序
号模除３等于２的患者设为西药对照组，就诊序号模除３等于０
的患者设为中成药对照组，每组２８例。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男科学》［２］拟定，男性患者年龄在５０～７０周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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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频、尿急、尿等待、尿线变细、夜尿多、排尿费力等症状；肛门

指诊显示：前列腺体积增大，质地中等且具有弹性，中央沟变浅

或消失；经Ｂ超检查显示：前列腺体积 ＞２５ｍｍ３；最大尿流率 ＜
１５ｍＬ／ｓ，同时所有符合诊断病例要求符合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
ＳＳ）１３分，残余尿量不超过１００ｍＬ。并记录相关数据。
１３　纳入标准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患者纳入观察，并告知患者详情，获得

患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前列腺增生严重，且引起尿潴留需要导尿者；合并其他严

重疾病者；肝肾功能不全者；对实验药物过敏者。

"

　方法
２１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口服益肾通癃胶囊（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制剂室提供），６粒／次，２次／ｄ，连续服药８周。方剂组成：
山药１５ｇ、熟地１０ｇ、山茱萸 １０ｇ、黄芪 ３０ｇ、枸杞子 １５ｇ、补骨脂
１５ｇ、金樱子１５ｇ、茯苓１０ｇ、水蛭２ｇ、甘草３ｇ。

西药对照组口服盐酸坦索罗辛（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

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８１）０２ｍｇ／次，１次／ｄ，连续
服药８周。

中成药对照组口服“癃闭舒胶囊”（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６０００７）３粒／次，２次／ｄ；连续服药８周。
２２　疗效评定［３］

所有患者治疗前及疗程结束一周后均检查残余尿量，记录

患者尿流率（ＭＦＲ），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指
数（ＱＯＬ），Ｂ超检测前列腺大小，并记录所得数据。观察三组患
者服用药物后临床疗效。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４］判定临床疗效。显效：ＩＰＳＳ≤７分，ＱＯＬ≤１，或症状总积
分降低９０％以上；前列腺体积比治疗前缩小６０％以下；最大尿
流率（Ｑｍａｘ）≥１８ｍＬ／ｓ，具备以上两项即可。有效：ＩＰＳＳ≤１３分，
治疗前ＱＯＬ为４～６者降低至２～３，或症状总积分降低６０％以
上；Ｑｍａｘ１２ｍＬ／ｓ；前列腺体积比治疗前缩小８０％以下，膀胱内
残余尿量减少５０％以上。具备以上一项即可。无效：未达有效
标准。

２３　统计学方法
两组比较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等级资料采用Ｒｉｄｉｔ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三组患者ＩＰＳＳ分析

记录患者治疗前及治疗８周后的平均分数，结果见表 １。

三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与
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
与中成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ＰＳＳ变化情况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８周后

实验组 ２８ ２０９±４１ １０９±２４ａｂｃ

西药对照组 ２８ ２１１±４０ １３４±５４ａ

中成药对照组 ２８ ２０３±４５ １４５±２３ａ

　　注：三组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实验组与西药对照组比较ｂＰ＜

００５；实验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４２　三组患者ＱＯＬ分析
记录患者治疗前与治疗８周后的平均值，结果见表２。治

疗８周后，三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实验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具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ＱＯＬ变化情况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８周后

实验组 ２８ ４２±０５ ２４±０２ａｂｃ

西药对照组 ２８ ４４±０６ ２９±０４ａ

中成药对照组 ２８ ４４±０４ ２６±０７ａ

　　注：三组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实验组与西药对照组比较ｂＰ＜

００５；实验组与中成药比较ｃＰ＜００５

４３　三组患者尿流率、残余尿量及前列腺体积检测结果
于用药前及用药８周后分别ＭＦＲ，用Ｂ超检测前列腺大小

及残余尿量。治疗８周后，ＭＦＲ三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残余尿量三组治疗前后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前列腺体积三组治疗前
后比较均有缩小，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ＭＦＲ、残余尿量及前列腺体积测定结果

组别 ｎ
ＭＦＲ（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８周后

残余尿量（ｍＬ）

治疗前 治疗８周后

前列腺体积（ｍＬ）

治疗前 治疗８周后

实验组 ２８ １１０±３４ １６１±３８ａ １０７９±３０５ ７０２±２９１ａｃ ４３３±１８４ ３８２±１８７

西药对照组 ２８ １０６±３０ １５９±３５ａ １０９８±２９１ ７４２±２８８ａ ４１５±１７４ ３９２±２０３

中成药对照组 ２８ １０７±３２ １４８±４０ａ １０５３±３０６ ９７５±２９９ａ ４２４±１６６ ４０４±１７５

　　注：三组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实验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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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三组疗效比较

一共８４例患者，无脱落病例。实验组治疗前后显效１３例，

有效１２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为８９２８％；西药对照组显效１４

例，有效１０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８５７１％；中成药对照组显

效１０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７例，总有效率为７５００％。实验组与

西药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与中成

药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４５　副作用观察

治疗组有３例出现轻微腹胀、腹泻和食欲下降，未作特殊处

理，一周后症状缓解。治疗结束后对所有病例均行肝、肾功能、

血常规及心电图检查，未出现明显异常。

%

　讨论

ＢＰＨ是老年男性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其发病原因至今未能十分明确，公认的发病机理主要有：双氢

睾酮学说、雌／雄激素协同学说、间质上皮细胞相互作用学说、

胚胎再唤醒学说、干细胞学说等［５－７］。

现代医学治疗ＢＰＨ的方法很多，相关文献报道丰富［８，９］，但

不外乎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手术治疗创伤较大，恢

复时间长。近来采用经尿道前列腺摘除术，技术难度大，摘除

不彻底，易发生手术并发症，故有人建议尽量保留前列腺［２］，采

取保守治疗。

药物治疗重在减轻患者痛苦和改善临床症状［１０－１２］。目前

治疗ＢＰＨ的常用药物［１３，１４］有：５α还原酶抑制剂、α－受体阻滞

剂及植物制剂等。单独使用西药治疗虽起效较快，但需长期服

用，且价格昂贵，有一定毒副作用，一般患者难以承受和坚持用

药。因此寻求一种安全、有效、价廉、无明显毒副作用的治疗药

物尤为重要。中药治疗本病有一定优势。

根据中医理论，本研究者认为“精癃”是由年老体衰，肾气

亏虚所致。肾阳气虚则膀胱气化无力，统摄无权，故夜尿频多，

甚则失禁；气虚则血行无力，气虚血瘀，形成“瘕”，阻塞溺道，

则排尿不畅。本病的治疗应标本兼顾，攻补同施。既要培补肾

之元气，又要功伐气血瘀滞之“瘕”。据此，笔者自拟益肾通

癃胶囊，方中以黄芪为君药，补脾肺之气以助先天之肾气。气

虚至阳虚，最终导致阴阳两虚，故配伍山药、山茱萸、熟地、枸杞

子、补骨脂滋肾阴温肾阳，共为臣药；金樱子，固精缩尿，减轻夜

尿频多症状；水蛭破血通瘀；茯苓在《汤药本草》里记载能祛肾

邪，小便多能止之，小便涩能利之，虽利小便而不走气，共为佐

药；用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益气补肾、活血化瘀、涩尿止遗

之功效。针对病因，直击主证，故效如浮鼓。

通过相关指标观察，实验组有效率明显高于中成药对照

组；且实验组在减轻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提高 ＭＦＲ和减少

膀胱内残余尿量等方面均优于西药对照组和中成药对照组，且

有一定缩小前列腺体积作用。说明益肾通癃胶囊治疗良性前

列腺增生症有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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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院内制剂和经

验方规范化临床验证）（ＰＤＹＮＺＪ２０１４－２０）；上海市浦东新区名中医及
名中医工作室建设项目（ＰＤＺＹＸＫ－３－２０１４０１１）；上海市浦东新区传统
型中医临床示范学科建设（中医不育症专科）（ＰＤＺＹＸＫ－２０１３０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孙建明（１９６７－），男，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男性病
临床研究工作。

·中医性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３２

益肾清利方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临床研究
孙建明 １　马燕凤２　夏伟３　薛慈民４　刘鹏１　韩文均１

１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２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康复一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３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科研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中医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益肾清利法治疗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疗效及作用机制。方法：将６０例特发性弱
精子不育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３０例采用益肾清利法治疗，对照组３０例口服中成药五子衍宗丸治
疗。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综合疗效评价，观察有无妊娠、精液质量检查和血清性激素检测。结果：总有效率

治疗组为８６６７％；对照组为８３３３％，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
较，精子密度、精子成活率、快速前向运动（ａ级）、慢速或呆滞前向运动（ｂ级）、睾酮（Ｔ）、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益肾清利法治疗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达到
预期疗效。

【关键词】　益肾清利法；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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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为探讨益肾清利方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疗效及作
用机制，检测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治疗前后精子浓度、精子存

活率、快速前向运动（ａ级）、慢速或呆滞前向运动（ｂ级）、睾酮
（Ｔ）、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分析益肾清利方治
疗特发性弱精子症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中医男性门诊就诊的特发

性弱精子症患者６０例，年龄２２～５０岁，平均２９５岁，病程１～
１０年，婚后未采取避孕措施正常性生活１年以上不育［１］。其配

偶经妇科检查排除女方不孕因素；经查无其他器质性生殖系统

疾病；无外伤及家族遗传病史；性功能正常；精液细菌培养和淋

球菌培养阴性；衣原体、支原体阴性；排除血清和精浆抗精子抗

体阳性者。符合特发性弱精子症诊断和中医肾虚湿热型辨证

分型［２，３］。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６０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３０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且患者
知情同意。

１２　诊断标准和病情分级
诊断标准：成活率１小时＜６０％，精子活动力１小时（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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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５０％或ａ级＜２５％。为弱精子症按参考文献［４］对患者病情

分级，成活率１小时 ＜１０％，ａ级 ＜１０％为重度弱精子症；（ａ＋
ｂ）级为２０％～４０％或ａ级为１０％～２０％属中度弱精子症，（ａ＋
ｂ）级为４１％～４９％或 ａ级为２１％ ～２４％属轻度弱精子症。治
疗组轻度８例，中度１７例，重度５例；对照组轻度７例，中度１８
例，重度５例。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益肾清利方。处方：杜仲、枸杞子、熟地黄、炒

黄柏各１０ｇ，菟丝子１５ｇ，车前子３０ｇ。用法：中药浸泡再煎汤口
服，早晚各１次，饭后半小时服用，１５０ｍＬ左右。

对照组口服五子衍宗丸（北京同仁堂制药厂，批号：

１０３５０７３），早晚各１次，每次６ｇ，饭后半小时服用。
两组均治疗３月后评定疗效。治疗期间禁止服用其他相关

提高精子质量的药物，少食辛、忌烟酒、辣等刺激油腻食物。

１４　检测指标
采用奥林巴斯ＣＸ３１型生物显微镜及清华同方彩色精子自

动分析系统，按ＷＨＯ精液参数检测方法［６］分析精子浓度、存活

率、ａ级、ｂ级精子率等。采用美国雅培全自动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Ｈ系
列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检测血清睾酮（Ｔ）、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素（ＬＨ）。
１５　疗效标准

疗效按参考文献［５］，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痊愈、显效、有

效、无效。（１）痊愈：配偶受孕；（２）显效：配偶虽未受孕，但治疗

后精子活动力转为正常，成活率 １小时 ＞６０％，（ａ＋ｂ）级≥
５０％或ａ级≥２５％；（３）有效：ＣＡＳＡ显示精子活动力有群级间
改善；（４）无效：治疗前后显示无变化。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和Ｒｉｄｉｔ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假设检验采用 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

治疗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６６７％、８３３３％；Ｒｉｄｉｔ分
析组间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

组别 ｎ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３ １５ ８ ４ ８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１ １４ １０ ５ ８３３３

２２　治疗组与对照组精子质量及性激素水平
两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ａ级精子

率，（ａ＋ｂ）级精子率、Ｔ、ＦＳＨ、Ｌ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组间治疗后比较，精子浓度、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子质量

组别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存活率（％） ａ级精子率（％） （ａ＋ｂ）级精子率（％）

治疗组 治疗前（ｎ＝３０） １３０２±７００ ２８６３±１９７４ ８０６±１１２６ １３１３±１２３１

治疗后（ｎ＝２７） ３２１５±１９０７＃ ４４５１±１８２０＃ １４１５±１００６＃ ２２９５±９４６＃

对照组 治疗前（ｎ＝３０） １０４８±４６２ ２４５１±１５９４ ８５０±１１０４ １２１７±１３６４

治疗后（ｎ＝２９） １７５６±１１２９＃ ４２８９±２５７８＃ １６４５±１８８５＃ ２３５８±１７７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

组别 Ｔ（ｎｍｏｌ／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组 治疗前（ｎ＝３０） １０４２±６１１ ４５３±１８５ ３９５±１７５

治疗后（ｎ＝２７） １６６０±５８２＃ ４９６±２３４＃ ４６２±２１０＃

对照组 治疗前（ｎ＝３０） １０６８±６３０ ５７１±３５１ ４１７±１９５

治疗后（ｎ＝２９） １３５５±５４７＃ ６５４±３６５＃ ４８１±１８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估计，全世界有１０％的夫妇患不

育症，而其中由男性原因造成的不育占３０％ ～４０％，已引起男
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６，７］。研究表明，男性精液质量随年代

递增明显降低，以亚临床表现为主，其中特发性弱精子症约占

男性不育４６％［８－１０］。中医学中无男性不育症病名，而对男性不

育症的认识和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祖国医学统称为“无

子”、“无嗣”、“绝育”和“男子艰嗣”等。冲为血海，任主胞胎，

督脉统诸阳经之气，同起男子胞，一源而三歧，在带脉的约束

下，共同主司生殖机能。本病病机主要为肾虚挟湿热瘀毒，针

对以上病机，临床治疗上可滋补肝肾，益气活血，清利湿热。治

疗方法一是采用补益法使睾丸强壮能具备生成精子的基础；二

是采用行气活血药，改善睾丸的血液循环，加强睾丸的新陈代

谢；三是采用清热解毒之剂，祛除湿热瘀毒，给睾丸提供生成精

子良好条件。少精子症属于中医“精冷”、“精清”、“精少”范

畴［１１］。本病病位重点在肾、肝、脾三脏，肾虚以肾阴亏虚，精血

不足居多，瘀血与肝的关系密切，湿热为肝经湿热和脾胃湿热

下注所致，但以肾精亏虚夹瘀血最为常见，陈志强等［１２］认为，肾

精亏损是弱精子症的主要病机之一，且血瘀、缺氧，使生精细胞

功能得到重新调节，促进精子产生，活力提高。郭连澍等［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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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肾主生殖，临床上肾虚约占不育患者的８０％，但不少患者
常挟杂其他病证，在治疗中需注意兼证，可加减对证治疗。曹

彦［１５］认为，中药补肾类可以提高下丘脑－垂体－睾丸性腺轴的
功能，这样可以促进精子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总有效率８６６７％，治疗组总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关于益肾清利法治疗不育症我们前期
已做了一些工作［１６］，本研究是在前期基础上的继续，以益肾清利为

基本大法，该方以补肾填精，清热利湿为主。菟丝子、杜仲、枸杞子、

熟地补肾益精；车前子、炒黄柏清热利湿。熟地黄有抗氧化作用。

故益肾清利方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具有一定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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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育症是临床常见男科疾病，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症方
面有着较满意的临床疗效。古代医家将男子不育的原因归为

六种，即“男子不能生子者有六病，一精寒，二气衰，三精少，四

痰多，五相火盛，六气郁”。当代医家［１］亦对不育症的辨证论治

进行了诸多的探讨与论证，但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形成统一标

准。笔者在查阅古今文献的基础上，将不育症病因病机归为精

不足、精不纯、精不射三个方面，谬误之处请同行斧正。

!

　精不足致不育的病因病机分析
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古代医家关于男性不育的论述多围绕

精展开，病因认识多集中在“精不足”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

作是《宜麟策》。《宜麟策·男病》篇关于男子不育的病因病机

有“疾病之关于胎孕者，男子则在精，女子则在血，无非不足而

然”的论述，即不育症病因为“精不足”。《宜麟策》中提出的精

不足的概念含义较广，它不仅包括精滑、精清、精冷，还将“临事

不坚，或流而不射者，或梦遗频数，或便浊淋涩”，“阴疝”即当今

我们定义为的阳痿、精不射、前列腺疾病、疝均等一并归为了精

不足。

《黄帝内经》将肾定义为藏精、主生殖的重要藏腑。男子以

精为本，肾气的旺盛，肾精的充足直接决定人体的生长发育和

生殖机能。《达生篇》中有：“其精薄而无力，如?种不能生芽，

故难生。即生，多多皆未成人而夭。即幸而不夭，亦必单弱柔

懦，无大叔立。”即精薄难有子，即使生子易夭折的论述，可见精

量充足不仅是生殖的前提，更是优生优育的先决条件。《竹林

女科证治·求嗣必先养精》则明确了精的充足是生育的先提条

件，纵欲易导致精薄从而不育的病因病机原理，即“种子之法，

男子必先养精，女子必先养血。今人之无子者，往往勤于色欲，

岂知施泄无度阳精必薄，纵欲适情真气乃伤，妄欲得子，岂能孕

乎？”可见，禀赋素亏或房事过度导致肾精亏虚难有子，有子易

夭折的病因病机古人早已明确，并且对生殖的优生优育问题引

起了相当的重视。

现代医家对于少精子症导致的不育主要有如下几种认

识［２］，即天分之薄说，欲勤精薄说，血虚精薄说，酒醉精薄说。

其临床治疗用药特点为，在继承古代医家辨证论治的基础上，

益肾填精为本，兼以补脾、补气行气、交通心肾等法，并善用血

肉有情之品。

其中杜宝俊［３］提出了先天为本、后天为主，脾胃虚弱是少

弱精子症的基本病因病机，湿热、痰湿、瘀血是少弱精子症的诱

发因素的理论，并善用补泻同施法治疗不育症。针对肾虚为病

因病机的不育症的常用药物包括熟地、山茱萸、淮山药、枸杞

子、菟丝子、当归、云苓、黄精、覆盆子、车前子、鹿角胶、五味子

等。脾虚为主要因素的少弱精子症的常用方药有毓鳞珠、归脾

汤等，常用药物包括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熟地、白芍、川芎、

当归、菟丝子、淮山药、巴戟天、杜仲、山茱萸等。有学者［４］依据

《景岳全书·论脾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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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提出男性不育症治疗以补肾法为主的同时应

佐以白术、茯苓等益气健脾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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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不纯致不育的病因病机分析
“精不纯”首见于《石室秘录·卷五论子嗣》篇，“精寒者，肾

中之精寒，虽射入子宫，而女子胞胎不纳，不一月而即堕矣”，

“痰多者，多湿则精不纯。纵然生子，必然夭丧”。《石室密录》

中明确指出精不纯对生育的影响，即精不纯即使受孕生子亦滑

胎、夭折的后果。医家陈士铎亦有“妇人坐娠数十日经来者，正

坐于受胎而复堕，非外因之伤，乃精热之自难存养也”；“夫精必

贵纯，湿气杂于精中，则胎多不育，即子成形，生来亦必夭殇，不

能永寿者也”的论述。肾藏经，主生殖，肾阳不足或命火虚衰则

化生肾精的能力减弱，故出现精寒、精冷之症。湿热内蕴，痰湿

下注则多湿。肾阴亏耗，虚火炼精则精热。从古代医家对于孕

育的论述可见，精寒、多湿、精热都属于精子不纯熟，这样的精

子即使射入子宫、成胎亦终致滑胎或夭丧的结果。张介宾亦在

《妇人规》中提出“疾病之关于胎孕者……若此者是皆男子之

病，不得尽诿之妇人也”，可见古代医家早已认识到孕产的能否

顺利与精的质量密切相关。

现代学者［５］认为弱精子症造成的不育其基本病理乃肾精

不足，元气虚衰，气虚血瘀。治疗原则为补肾生精，温阳益气，

活血化瘀。方用补肾活血汤（五味子、枸杞子、女贞子、肉桂、菟

丝子、肉苁蓉、紫河车、人参、黄芪）。有学者总结男性不育用药

经验指出［６］，精不液化属于中医学精瘀、精浊、精寒、精热。湿

热下注和阴虚火旺是精液不液化的常见病机，常用药物有知

母、黄柏、玄参、皂角刺、天花粉、海藻、栀子、昆布等。少精子症

虚多实少，常用药物：鱼鳔、鳖甲、鹿角胶、黄精、熟地黄、何首乌、

黄芪、山药等。弱精子症常用药：何首乌、肉苁蓉、续断、淫羊藿、

桂枝、菟丝子等。王利广［７］将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处方用药借鉴

现代药理研究成果，进行针对性用药治疗如菟丝子、女贞子、枸

杞子、桑葚、黄精、仙灵脾、鸡内金、谷芽、麦芽、山楂、乌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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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８］将男科感染性疾病和不育症病因治法总结得出，通下法

可治由“离室之精”引起的细菌繁殖，造成反复的生殖系统和下

尿路感染，进而造成“凝精败血”即输精管内精子性肉芽肿的不

育症。以及性生活不洁，生殖系统感染细菌进而导致的睾丸

炎、附睾炎、精囊精索精阜炎等治疗不及时引发的不育等。临

床用药包括透脓药如皂角刺、薏苡仁、丹参、败酱草等；破血逐

瘀药如大黄、桃仁、当归、莪术、路路通等；通淋排石药如海金

沙、琥珀等；疏肝行气药如柴胡、徐长卿、木香、枳壳等；利水通

淋药如萆、土茯苓、车前子、泽泻、川牛膝、血余炭、薏苡仁、蒲

黄等；通窍药如石菖蒲、麝香等；逐水药如甘遂；祛瘀止血药如

蒲黄、血余炭等；活血生肌药如乳香、没药等。有学者［９］自拟清

精冲剂（萆、红藤、丹参、白花蛇舌草、车前子、黄柏、知母、柴

胡、制大黄、丹皮、王不留行、碧玉散、滑石、甘草、青黛等）治疗

感染性不育，临床取得满意疗效。

#

　精不射致不育的病因病机分析
王肯堂首次在《胤产全书·发育论》中提出“精不射”是造

成女子不孕的原因，即“女不孕，疚于经不调；交不孕，疚于精不

射”。《竹林女科证治》亦有“男子精气清冷，或房劳过伤，以致

肾水欠旺，不能直射子宫”和“火盛者，相火太甚，过于久战，则

女情已过而男精未施，及男精施而女兴已败，又安能生育耶？”

的论述。可见不论是精液不能射入子宫的精不射或是久而未

施的精不射，均是因精不射从而造成不育的原因。

《辨证录·种嗣门》和《济生集·广嗣论》则分别有：“男子

有交感之时，妇人正在兴浓，而男子先痿，阳事不坚，精难射远，

人以为命门之火衰也，谁知阳气之大虚乎？”和“男子不育，必有

阳脱痿弱，精冷清淡，或阳萎不射等症”的论述，说明除精质（精

不纯）、精量（精不足）影响生育，精的排泄是否正常也是影响女

子受孕的重要因素。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卷之六求嗣》篇中

有云“妇人有彻老不生男女者，何也？多因男子事狂，阳弱精

少，清寒不能射，又不能济而相胜，此所以不生长故也”。陈士

铎还在《辨证录》中指出“夫精少之人，身必壮健，予谓天分之

薄，谁其信之？殊不知精少者，则精不能尽射于子宫。”这说明

精少、精寒也是造成精不射或精不能尽射于子宫的原因。

究其精不射的病因病机，主要有肾阳虚弱温煦失职，精失

温养故精气清冷无以射精。肾气虚弱，无力鼓动肾精射出或力

量不足以推动肾精到女子胞宫之中故不孕。肾藏精，乃作强之

官，肾不作强，精关不固故阳痿早泄，又或精以离宫不通过精

道、尿道排出体外。又或因相火妄盛扰动精室，肾水亏虚发为

遗精甚则精不射。

有学者［１０］将性问题引起的不育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性交时

机不当或过少，另一类是早泄、阳痿、不射精和逆行射精导致的

性交不能正常进行。有医家认为［１１］中医学的精不泄、精闭均属

精不射范畴，多由精窍闭塞、精关失灵所致，自拟活血通精汤治

疗精不射引起的不育，常用药有麻黄、当归、僵蚕、石菖蒲、地

龙、柴胡、全蝎、蜈蚣、丹参、牛膝、路路通、熟地黄等。临床有学

者［１２－１４］采用针刺、中药贴敷、行为疗法治疗不射精导致的不育

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效果。

$

　结语
临床上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多且易变，同一个体既可以表现

出单一病因，又可以有大于两个不同或相关的病因，病因的复杂

和不明确增加了临床治疗难度。《石室秘录》将男性不育症从

整体上概括为精寒、气衰、痰多、相火盛、精少、气郁六种。现代

医家［１５，１６］在传承古代医家对不育症病因病机认识的基础上不

断深入，提出“精室论”，结合临床辨证、辨病施治，首次提出当

代社会导致男性不育最常见的少精症、弱精症的病因病机特点

为“肾虚挟湿热瘀毒”，突破了临床长期以肾虚精亏为不育症病

因的思维定式。

《万病回春》中总结了生殖的各要素，即“须要阳事举、经脉

匀、子宫暖、精纯熟，且壮射而相济，然后可成”。笔者从精的形

成、精质、精量和排泄途道角度归纳，导致男性不育的三方面病

因病机即精不足、精不纯、精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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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弱精子症治疗进展
钟小冬　俞旭君　安劬△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少、弱精子症是导致男性不育症重要原因之一，在本病治疗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都总
结出各自的方法，现就近５年来对少弱精子症治疗方法的进展总结如下。

【关键词】　少、弱精子症；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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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泌尿学协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ＡＵ）男
性不育症指南指出，截止２０１３年，大约有１５％的夫妇结婚１年
内因不能怀孕而寻求治疗，５０％的不育症夫妇发现男性存在精
液参数的异常［１］，其中少、弱精子症又占了约３／４［２］。少、弱精
子症成为不育问题最常见的疑难病，不仅对男性患者身心造成

极大痛苦而且严重影响家庭和谐。近年来在本病治疗上中医、

西医、中西医结合采用各自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现综述

如下。

!

　中医治疗
１１　病因病机

少、弱精子症与中医古籍记载的“精少”、“精清”、“精冷”

相似，如《诸病源候论·虚劳无子候》云：“丈夫无子者，其精清

如水，冷如冰铁，皆为无子之候。”《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

并治第六》云：“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查阅众多

中医古籍，古代医家对本病的病因病机已有阐述，病因包括先

天不足、房劳过度、内伤七情、饮食不节等，病机则主要认为多

虚证，病位在肾，肾的精气受损，导致肾阴、肾阳失调，最终形成

阴阳俱损的病理改变，影响生殖功能，故治疗本病主张以滋阴

补阳填精为主。

现代医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本病的病机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王琦认为本病

以肾虚为本，湿热淤毒为标，提出“肾虚夹湿热淤毒”是本病的

基本病机［３］。孙建明等认为少、弱精子症常见的病机为肾虚和

淤血，二者可以单独为病或相互夹杂，以后者最为常见，肾精亏

损是本病的基本病机之一，而淤又包括“精淤”、“血瘀”、“冲任

之瘀”，治以补肾活血为基本大法［４］。陈德宁依据“脾为后天之

本，精血化生之源”理论，提出：健脾可以补肾，补血可以生精，

益气方可生精活精，倡导少、弱精子症不应一味补肾，当从脾肾

论治［５］。王万春等认为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精道不通，阴器之

脉道不利，致精液异常，治当疏肝理气化瘀，益精通窍［６］。

综上所述，多数医家认为少、弱精子症的病机以肾精亏虚

为主，夹杂湿热、血瘀、痰浊、气滞等，与肝、脾、肾密切相关。

１２　古代经方
中医药治疗少、弱精子症历史悠久，不少著名方剂至今仍

广泛使用，如《证治准绳》的五子衍宗九，《景岳全书》的赞育丹，

《卫生宝鉴》的三才封髓丹，《辨证录》的宜男化育丹等。其中五

子衍宗丸治疗男性不育症应用最为广泛，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然而最近一项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五子衍宗丸在改善和提高精液质
量、总有效率和痊愈率并无优势，其作为治疗不育症的临床疗

效尚不确切［７］。笔者认为古方虽是前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并

不是所有男性不育症都适用，需以辩证为基础同时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临症加减方可获良效；另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未严格按

照循证医学的原理和方法，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和偏倚，提示在

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当注重大样本、高质量、随机、对照、双盲，

才能更好地证明古方治疗本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１３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和特色所在，如《医

述·女科原旨·求嗣》云：“精寒者温其火，气衰者补其气，痰多

者消其痰，火盛者补其水，精少者益其精，气郁者舒其气，则男

子无子者可以有子，不可徒补其相火也。”可见古代医家十分注

重治病求因、辨证施治。治疗本病上古今医家多从补肾的基础

上进行辨证论治，或侧重于脏腑，或侧重于分型论治，或侧重于

以法论治等。

１３１　五脏论治　从肾论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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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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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故能有子……”指出肾为男子生育的根本。肾气盛，精气足

则有子；肾气少，则精少无子，因此补益肾精成为中医治疗少、

弱精子症的基础。孙建明等报道叶景华益肾清利方治疗少、弱

精子症（处方：菟丝子１５ｇ，杜仲、枸杞子、熟地黄、炒黄柏各１０ｇ，
车前子３０ｇ），结果４５例患者治疗前后比较，精子密度、精子活
动力、精子活率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８］。

从脾肾论治：《傅青主女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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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胜等采用健脾益肾法（强精煎，主要药物

组成：菟丝子２０ｇ、枸杞子２０ｇ、五味子１０ｇ、益母草３０ｇ、鹿角霜
１５ｇ、黄芪３０ｇ、传续断２０ｇ、党参１５ｇ、牡蛎３０ｇ、神曲１０ｇ等）治疗
５８例少、弱精子症，总有效５１例，女方妊娠６例［９］。

从肝肾论治：李经国根据肝肾同源，肾藏精、肝藏血，精血

相互滋生，肾精需肝血所化之精填充、肝血则有赖于肾精的滋

养的原理，认为补肾当与疏肝并重。采用疏肝补肾法少、弱精

子症，方选：淫羊藿３０ｇ、熟地黄３０ｇ、枸杞子１５ｇ、黄精１５ｇ、何首
乌１５ｇ、柴胡１５ｇ、佛手１２ｇ，同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临症加减，总
有效率达８６７６％［１０］。

１３２　分型论治　肾精亏虚型：覃兆伟将１６０例肾精亏虚型
少、弱精子症随机分为补肾益精汤治疗组８０例，五子衍宗丸对
照组８０例，疗程为３个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８５７％，对
照组总有效率为６８５７％，两者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１１］。

肾阳亏虚型：周伟强用淫羊藿育宝汤（淫羊藿、菟丝子、附

子、肉桂、肉苁蓉、补骨脂、巴戟、鹿茸、龟板、枸杞、黄精、赤芍、当

归）治疗８６例肾阳亏虚型不育症患者，疗程为６个月，精液质量
及性激素水平均显著提高，总有效率为８６５％，２５例夫妇受孕
成功［１２］。

肾阴亏虚型：祁玉萍等以五子衍宗方加味治疗５０例肾阴虚
型少精子症患者，发现服药后随疗程增加精子活动率、ａ级精子
和（ａ＋ｂ）级精子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且停药后精子活力和精子
数目增加仍能维持一段时间［１３］。

脾肾两虚型：袁轶峰等选用“益气生精汤”（主要药物：黄芪

１５ｇ、党参１５ｇ、白术１５ｇ、茯苓１５ｇ、山药１５ｇ、黄精 １５ｇ、熟地黄
１０ｇ、当归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五味子１０ｇ、败酱草１０ｇ、仙灵牌１０ｇ）
治疗脾肾两虚型少、弱精子症４６例，与服用五子衍宗丸的对照
组相比，治疗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３９１％和８６９％，对
照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２３９％和６９６％［１４］。

肾虚血瘀型：孙建明等将１０９例肾虚血瘀型少、弱精子症随
机分为补肾活血组和金贵肾气丸组，结果，补肾活血方治疗５５
例，痊愈５例，显效 ２６例，有效 １０例，无效 １４例，总有效率
７４５５％；金贵肾气丸组５４例，痊愈３例，显效３４例，有效３例，
无效３４例，总有效率３７４０％。认为补肾活血法治疗肾虚血瘀
型少、弱精子症疗效显著［４］。

１３３　从“精”论治　潘文奎最早将从“精”论治运用于治疗男
性不育症中，提出：温阳益精、补肾填精、宁心护精、通络疏精、

壮阳运精五种基本大法［１５］。近年来精液微观辨证逐渐受到重

视［１６］，如临床辨证时精液量少、精子数少、液化不良、畸形精子

较多，常见于肾精不足型，治当补肾生精，多选用熟地黄、何首

乌、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鹿角胶等补肾固精中药；精液清

冷、精子稀少、活率低、活动力弱，常见于命门火衰型，治当温阳

益气、填精补阳，多选用淫羊藿、黄芪、党参、红参、黄精等；精液

稠厚、液化不良、死精子较多，常见于阴虚火旺型，药用生地黄、

黄精、黄柏、知母、玄参等滋阴降火中药。临床辨证困难时，采

用精液微观辨证作为补充常获良效。

１４　针灸治疗
《素问·厥论》云：“取穴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

所合”。认为任脉、督脉及三阴经对男性生殖功能具有重要调

节，临床上针灸治疗多选用此３穴脉。又如《女科证治准绳》
云：“治男子无子者，用熟艾一团，用盐填脐满，却于盐上随盐大

小做艾丸灸之，如痛即换盐，直灸至艾尽为度。”提出了艾灸对

本病的治疗作用。田葱等用针刺结合艾灸治疗５０例特发性少、
弱精子症患者，选取关元、中极、肾俞、命门、足三里、三阴交６个
穴位，起针后用艾灸盒熏灸３０ｍｉｎ，结果显示，针灸治疗后，精子
密度、ａ级及（ａ＋ｂ）级精子均比治疗前明显提高，刺激的强弱之
间无显著差异［１７］。张元宝等采用经皮穴位刺激治疗弱精子症

效果显著，８３例弱精子症患者随机分为２Ｈｚ组２０例，１００Ｈｚ组
２０例，对照组２１例，空白对照组２２例，取穴会阴、肾俞、关元、
足三里，结果２Ｈｚ组治愈１０例，显效８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
为９０％；１００Ｈｚ组分别为３、５、１２例和４０％；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空白对照组［１８］。

１５　中成药治疗
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临床应用较

广，疗效确切。商学军等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发现，麒麟丸治疗

少、弱精子症患者疗效确切，采用麒麟丸治疗２０８例少、弱精子
症患者，并设五子衍宗丸为对照，结果麒麟丸组患者的精子密

度、ａ级及（ａ＋ｂ）级精子率明显提高，优于对照组［１９］。王宇刚

等将１２６例少、弱精子症患者（症属肾精亏虚）随机分为龟鹿生
精胶囊组６３例，黄精赞育胶囊组６３例，前者总有效率４８％，后
者总有效率５１％，两组在精子密度、活力及活率均较治疗前显
著改善［２０］。韩银发等采用参精固本丸治疗３０例少精、弱精症
患者，治疗后精液量、精子密度及活率、活力均有明显提高，总

有效率８６１％［２１］。谢建兴等将１２０例少、弱精子症随机分为生
精胶囊组６０例，黄精赞育胶囊组６０例，结果比较，生精胶囊组
痊愈１５例，显效１５例，有效２３例，总有效率８８３３％，黄精赞育
胶囊组痊愈１３例，显效１８例，有效２０例，总有效率８５００％。
与治疗前相比两者均能显著改善精子密度、活力及活率［２２］。姜

辉等采用多中心、开放性、自身前后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对

１０２例少、弱精子症患者采用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治疗１２
周后，精子密度增加了６３２８％，达到正常标准的病例数为７３
例；（ａ＋ｂ）级精子提高了６３１７％，达到正常标准的病例数为３９
例；ａ级精子提高了７８５６％，达到正常标准的病例数为３４例；
精子活动率提高了 ４４３６％，达到正常标准的病例人数为
７７例［２３］。

"

　西医治疗
２１　激素治疗
２１１　雄激素　睾酮在精子的发生和成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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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睾酮则会反馈抑制性腺轴导致生精功能障碍，因此目前

仅采用小剂量睾酮治疗少、弱精子症。国内学者何学酉等用十

一酸睾酮（安特尔４０ｍｇｔｉｄ）治疗１３７例少、弱精子症患者，结果
治疗２个半月后，血睾酮、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均较治疗前
明显增高（Ｐ＜００１），随访期间，配偶妊娠３４例［２４］。但是一项

对９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的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服用雄激素
并不能改善精子质量和提高怀孕率［２５］。由于雄激素的疗效不

确切加之可能导致持续性无精子症、胆汁淤积等副作用，临床

上很少单独采用雄激素治疗少、弱精子症。

２１２　促性腺激素　临床上主要包括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ｎＲＨ）脉冲疗法和促性腺激素（Ｇｎ）替代疗法。Ｇｎ替代疗法
常用的药物包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ＨＣＧ）、人绝经期促性腺激
素（ＨＭＧ）和纯化的ＦＳＨ，这一治疗方法疗效不确切，国外一项
用ＨＣＧ和ＨＭＧ治疗少、弱精子症的安慰剂对照、前瞻性、双盲
随机研究发现，Ｇｎ替代疗法没有改善精液质量和提高妊娠
率［２６］。ＧｎＲＨ脉冲疗法，ＧｎＲＨ直接作用于垂体，提高垂体促性
腺激素的水平，既能增强生精功能，也能刺激雄激素生产，由于

ＧｎＲＨ价格昂贵且仅对性腺功能低下的患者有效，因此限制了
其在临床上的使用。

２１３　抗雌激素药物　抗雌激素药物最早用于治疗特发性不
育，通过竞争下丘脑雌激素受体从而促进下丘脑ＧｎＲＨ的释放，
达到改善精液质量的作用。这类药物应用最广的克罗米芬和

他莫昔芬，临床上多采用联合其他类型的药物治疗少、弱精子

症。王亚轩等将１０３例少、弱精子症患者随机分为３组，Ａ组采
用左卡尼汀联合他莫昔芬，Ｂ组采用左卡尼汀，Ｃ组采用他莫昔
芬，治疗３个月后使配偶妊娠例数，Ａ组１１例，Ｂ组３例，Ｃ组４
例，Ａ组妊娠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Ｂ组和 Ｃ组无统计学意
义［２７］。唐开发等采用他莫昔芬联合辅酶Ｑ１０治疗特发性少、弱
精子症中发现，他莫昔芬联合辅酶Ｑ１０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改善
优于单独使用他莫昔芬或辅酶Ｑ１０。抗雌激素药物联合其他类
型药物治疗少、弱精子症有一定疗效［２８］。

２２　Ｌ－肉碱治疗
研究已经证实，在啮齿类动物和人类中，精子的密度、活动

力和成熟与附睾中的肉碱浓度有关，在附睾中肉碱浓度远远高

于血浆水平，其作为酰基的载体参与精子线粒体的β－氧化，为
精子的呼吸和运动提供能量。Ａｍｅｎｄｏｌａ等最早报道补充肉碱
可以提高物理暴露下（如 Ｘ－射线及加热）小鼠睾丸的精子数
量和质量［２９］。易湛苗研究报告指出，左卡尼汀可提高精子活动

率及前向运动精子率［３０］；牛玉森研究发现，左卡尼汀还能够明

显增加精子浓度［３１］；薛瑜等通过Ｍｅｔａ分析得出：左卡尼汀治疗
３～６个月，配偶自然妊娠率显著提高［３２］。现有的临床证据显

示，人类特发性少、弱精子症患者通过补充肉碱能够改善精液

的质量和配偶的自然妊娠率，无明显不良反应［３３］。

２３　维生素Ｅ治疗
维生素Ｅ又称生育酚，它是通过抗脂质过氧化而起作用，

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维生素Ｅ能够提高少、弱精子症患者精子
浓度、精子活动力及配偶受孕率。陈向锋等的多中心前瞻性对

照研究发现：维生素Ｅ联合他莫昔芬在改善少精子症患者精子

浓度和提高女方自然受孕优于单用他莫昔芬；维生素 Ｅ联合左
卡尼汀在改善弱精子症患者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和提高女方自

然受孕优于单用左卡尼汀［３４］。但也有报道，大剂量的维生素Ｅ
对精子活动无益，甚至可能损伤精子 ＤＮＡ［３５］。总之，维生素 Ｅ
提高精液质量已得到广泛证实，临床上多采用维生素 Ｅ联合其
他药物治疗少、弱精子症患者，单独使用少见。

２４　其他非药物治疗
主要包括辅助生殖技术和手术治疗。单精子卵细胞浆内

显微受精（ＩＣＳＩ）治疗少、弱精子症获得成功妊娠以来，该技术作
为治疗男性不育症已经有２０多年。但是由于ＩＣＳＩ跨越自然受
精过程，子代的遗传风险及子代的生育能力还需长时间观察研

究。精索静脉曲张可导致２５％的不育患者精液异常［３６］，目前

针对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能否改善精液质量存在较大争议，

有观点认为，睾丸体积和激素水平正常治疗效果好，而睾丸体

积下降及ＦＳＨ水平低下者治疗效果不佳。
#

　中西医结合治疗
鉴于中医、西医在治疗本病上各有特色，目前提出了一些

中西医结合治疗少、弱精子症的新思路。众多临床研究证实中

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

及总有效率均显示出独特的优势［３７－３９］。当前最为关注的是如

何将中医药与ＩＣＳＩ有效结合，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ＩＣＳＩ
作为西医治疗不孕不育的可靠方法，使得许多少、弱精子症患

者获得了生育的希望，然而迄今为止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仍

较低。近年来中医药逐渐运用于 ＩＶＦ－ＥＴ，为辅助生殖领域提
供了新思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对临床妊娠率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孙伟等观察中药生精散对少、弱精子症行 ＩＶＦ
－ＥＴ妊娠结局的观察中发现，使用中药组胚胎种植率为
３１１１％、临床妊娠率 ４５４５％，高于空白对照组（１３７３％和
１８５１％）［４０］。连方等报道补肾中药五子衍宗丸方加味可以改
善精子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提高精子浓度和活力，提高 ＩＶＦ－ＥＴ
治疗中的受精率，并且还可能提高优质胚胎率及妊娠率［４１］。

$

　结语
综上所述，西医治疗本病主要针对病因治疗，临床应用较

广的是Ｌ－肉碱类、维生素Ｅ及抗雌激素药物，这类药物单用临
床疗效往往不显著，多联合使用，激素类药物由于疗效不确切

以及存在许多不良反应，临床上使用受到限制。辨证论治是中

医的精髓，中医治疗本病多以补益肾精为辨证论治基础，或从

五脏论治，或分型论治，或以法论治。中西医两种治疗方法结

合，疗效更为理想，最近一项系统评价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男

性少、弱精子症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增加精子活力、精子密

度、精液量及受孕率，同时可以减少精子的畸形率［４２］。纵观目

前研究，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少、弱精子症在改善精液

质量、总有效率较为满意，但是配偶妊娠率总体偏低。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多数研究随访时间较短，一般研究随访常为３个月
左右，若能长期随访，妊娠率可能有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由

于受孕过程极为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与配偶身体状况密切相

关，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同时配偶是否也需要医学干预值得我们

深思。总之，改善男性精液质量是治疗不育症的关键一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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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提高妊娠率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如何将中医药与

ＩＣＳＩ有效结合，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将是今后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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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据及评价．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２０１３（２）：７１－７４．

［３１］　牛玉森．左旋肉碱治疗男性不育症有效性的Ｍｅｔａ分析．兰州大学

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４，４０（２）：４１－４６．

［３２］　薛瑜，张雁钢，王莉，等．肉碱治疗原发性弱精症疗效和安全性的

系统评价．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９（３）：３３７－３４５．

［３３］　商学军，王玲玲，莫敦胜，等．左卡尼汀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

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６５

－７３．

［３４］　陈向锋，李铮，平萍，等．天然维生素Ｅ辅助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

症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附１０６例报告）．中华男科学杂

志，２０１２，２６（５）：４２８－４３１．

［３５］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ＥｓｋｅｎａｚｉＢ，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Ｆ，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ａｋｅ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ｏｌｄｅｒｍ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２，９８（５）：１１３０－１１３７．

［３６］　吴阶平．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　刘里凯．自拟亲子汤联合左卡尼汀治疗农村少弱精子症临床观

察．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２０１３，１３（８）：３８－３９．２．

［３８］　张仁良，欧阳洪根．助育汤联合硫酸锌、维生素Ｅ、维生素Ｃ治疗

少弱精子症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实用中医内科杂志，２０１２

（１１Ｓ）：８７－８８．

［３９］　张云霞．生精胶囊与左旋卡尼汀并用治疗少弱精子症１００例临床

观察．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６）：６５－６６．

［４０］　孙伟，杨丽霞，于艳，等．中药生精散对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影响及

其在ＩＶＦ－ＥＴ治疗中的临床疗效．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１７

－６２０，６２１．

［４１］　连方，孙金龙，孙振高．补肾法改善精子质量提高体外受精 －胚

胎移植技术受精率的初步研究．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４）：

３７７－３８０．

［４２］　黄若辉，邹晓峰，杨军．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少弱精子症的系统

评价．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９－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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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上海市辅助生殖与

优生重点实验室（１２ＤＺ２２６０６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姚宁（１９７７－），女，主管技师、硕士，主要从事生殖医学
胚胎实验室临床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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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染色质结构与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
研究
姚宁　徐迎　何亚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上海市辅助生殖与优生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１３５

【摘　要】　目的：分析精子染色质结构与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关系。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
年４月期间收治的４０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孕妇的配偶组成实验组，同时选择４０例正常男性组成对照组。
对两组男性的精液进行常规检查、精子染色质扩散试验（ｓｐｅ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Ｄ）实验以及苯胺蓝染
色实验，分析两组男性精液的常规数值、ＤＮＡ完整性以及核蛋白组型，分析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与精子染色
质结构的关系。结果：经过检测，实验组男性精液的 ｐＨ、精液体积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性（Ｐ＞００５），但实
验组精液的密度、活动率、活动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畸形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经过分析，实验组
男性的ＳＣＤ大光晕与中光晕的比值显著小于对照组，小光晕、无光晕以及 ＤＦＩ值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经过苯胺蓝染色实验分析，实验组男性苯胺兰染色阳性例数以及阳性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男性精子染色质ＤＮＡ异常可能是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发生的原因之一，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科
学研究。

【关键词】　精子染色质；精子染色质扩散试验；苯胺蓝染色实验；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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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 【文献标志码】　Ａ

　　妊娠不足 ２８周、胎儿体重不足 １０００ｇ而终止妊娠者称 为自然流产，连续２次或２次以上的自然流产则成为复发性
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ＲＳＡ）［１］。ＲＳＡ发生的病
因有生殖道解剖畸形、内分泌紊乱、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但约

有５０％的 ＲＳＡ患者的发病原因不明，临床上称之为不明原
因性复发性流产（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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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ＳＡ）［２］。ＵＲＳＡ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且难以治疗的不孕
症，影响到了患者的身心健康，甚至造成患者家庭的和睦与

社会稳定。ＵＲＳＡ的发生与男性的精子质量密不可分，但是
关于男性精子质量与 ＵＲＳＡ的关系的研究性文章较少。本
文的目的分析精子染色质结构与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

关系。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收治的４０例不明原
因复发性流产孕妇的配偶组成实验组，同时选择４０例配偶已正
常生育的男性组成对照组。其中实验组男性年龄２３～４８岁，平
均年龄（３４５±４５）岁，文化程度小学１５例，中学１８例，大学７
例。对照组年龄２４～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３５±３５）岁，文化程度
小学１４例，中学１７例，大学９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
文化程度等临床资料无差异性（Ｐ＞００５）。
１２　病例纳入标准

（１）夫妇双方染色体均正常；（２）女方年龄 ＜３８岁、≥３次
的自然流产史；（３）排除影响男性生育功能的放化疗史、创伤
史、精索静脉曲张史、慢性疾病或服用药物史的患者；（４）排除
女方身体异常造成 ＲＳＡ的男性；（５）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３　检测方法［３］

采用国产ＷＬＪＹ－９０００伟力彩色精子质量检测系统软件及
计算机操作，对精液的 ｐＨ、精液体积、密度、活动率、活动力、畸
形率进行检测。《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
实验室检验手册》为正常精液参照标准；采用 ＳＣＤ实验检测男
性ＤＮＡ的完整性，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说明进行，根据光晕与精
子头部横径的比例，粗分为大、中、小和无光晕４个等级。大和
中光晕表示精ＤＮＡ完整无碎片，小和无光晕表示精子 ＤＮＡ断
裂为碎片。小光晕：精子头直径≤１／４。中光晕：精子头直径 ＞
１／４且 ＜２／３。大光晕：精子头直径 ＞２／３。ＤＮＡ断裂指数
（ＤＦＩ）＝小光晕＋无光晕。采用苯胺蓝染色实验进行男性精子
核蛋白组型的检测，严格按照实验组操作步骤进行操作。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值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精液常规检查结果的分析

经过检测，实验组男性精液的 ｐＨ、精液体积与对照组比较
无差异性（Ｐ＞００５），但实验组男性精液的密度、活动率、活动
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畸形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精液常规检查结果的分析

组别
例数

（ｎ）

精液体积

（ｍＬ）
ｐＨ

精子质量

密度（×１０６／ｍＬ） 活动率（％） （ａ＋ｂ）级精子率（％） 畸形率（％）

实验组 ４０ ３６５±１４０ ７３０±０１５ ５７３０±７５０ ５８６０±２６０ ４０６０±７１５ ５７３０±４２０

对照组 ４０ ３６８±１５０ ７３３±０１６ ７２４０±８６０ ７２６０±４６０ ５６７０±８６０ ４５６０±２５０

χ２ － ０８９３ ０５８４ ６５９６ ５４９５ ６２５１ ６４５４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检查的分析
经过分析，实验组男性的ＳＣＤ大光晕与中光晕的比值显著

小于对照组，小光晕、无光晕以及 ＤＦＩ值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检查的分析

组别 例数（ｎ） 大光晕 中光晕 小光晕 无光晕 ＤＦＩ

实验组 ４０ ６０６±４５ ９６±３５ １４５±４５ １５３±５６ ２９８±５６

对照组 ４０ ７４５±５６ １４５±４５ ６５±２３ ４５±１４ １１０±３４

χ２ － ５９４５ ６３２１ ５４８９ ５７８６ ６０９５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精子核蛋白组型检测结果的分析
经过苯胺蓝染色实验分析，实验组男性苯胺兰染色阳性比

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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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精子核蛋白组型检测结果的分析

组别
例数

（ｎ）

苯胺兰染色阳性例数

（ｎ）

苯胺兰染色阳性率

（％）

实验组 ４０ １７ ４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３ ７５

χ２ － ６５８４

Ｐ － ＜００５

#

　讨论
ＵＲＳＡ是指妊娠２８周前排除遗传、解剖、内分泌、感染及自

身免疫功能异常等病因的和同一性伴
$

连续发生２次或２次以
上的自然流产［４，５］。近年的生殖免疫学研究证明：２次或超过２
次的自然流产的发病率为５％，而３次或３次以上自然流产的
患者约占生育期妇女的１％～２％，并且流产的复发风险会随着
流产的次数增加而增加，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家庭幸福，甚至导

致患者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发生［６，７］。随着女性健康检查

力度的加大，孕妇的自身状况造成ＵＲＳＡ发生的原因基本明了，
关于男性精子与ＵＲＳＡ的关系的研究不多。因此，分析男性精
子ＤＮＡ的质量与ＵＲＳＡ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几十年来，临床上反映男性生殖能力的主要检测手段仍

然为精液常规检查如精液体积、密度、活力及形态等，这是评估

男性生育力的一项基本检测手段，具有简单、快速、便宜、无创

伤等优点［８，９］。当精液常规检查结果为异常时，男性的生育力

会普遍低下，造成夫妻双方不孕症的发生［１０］。笔者研究发现，

实验组男性的精液的密度、活动率、活动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具有明显差异性，说明实验组男性可能生育力低于正常男性。

但是有权威部门研究发现，精液常规参数分析不能直接反映精

子的生育功能，如受精能力或对胚胎发育的影响，若只针对精

液常规参数进行检测，这不能够全面了解男方的生育能

力［１１，１２］。检测精子ＤＮＡ碎片的方法有多种，如ＳＣＤ试验、精子
染色质结构分析（ＳＣＳＡ）法、原位标记法（ＴＵＮＥＬ）等［１３］，其中

ＳＣＳＡ法是一种快速、敏感的检测方法，是检测精子 ＤＮＡ完整
性的金标准，在临床上广泛运用［１４］。本文作者研究发现，实验

组男性精子小光晕、无光晕以及 ＤＦＩ值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说明实验组男性精子 ＤＮＡ损伤比较严重。现代医学研
究发现［１５］，精子染色质的完整性能够影响精子的受精能力、受

精卵的分裂以及胚胎的继续发育。国外学者也发现男性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与胚胎质量、囊胚获得率呈负相关，进一步说明了
男性染色质的完整性对胚胎的发育的重要性。本文作者进行

的苯胺蓝染色实验分析，实验组男性的苯胺兰染色阳性例数以

及阳性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进一步表明了实验
组男性精子ＤＮＡ损伤比较严重，与不明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有

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男性精子染色质ＤＮＡ异常可能是不明原因复发
性流产发生的原因之一，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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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氟烷对人精子运动功能和顶体反应影响研究
刘庆德１　王志丰１　虞利民２

１绍兴第二医院麻醉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２绍兴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异氟烷对人精子运动功能、体外获能以及精子顶体反应的影响，对有生育要求的
男性提供临床用药依据。方法：收集我院男科门诊就诊的男性精子标本，从中筛选出１８份活力正常精子的
精液作为标本，每例精液均分成３份，分别放置于３个试管中，分别给予１１％异氟烷（ＩＳＯ１组）、２２％异氟
烷（ＩＳＯ２组）和空气作为对照组，把所有的有机玻璃箱放置于孵箱培养５ｈ，对精子的运动、获能、顶体反应进
行评价。结果：１１％和２２％浓度的异氟烷作用于精子５ｈ以后，与对照组相比，精子的运动活力、直线速
度、曲线速度、平均速度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ＩＳＯ１组和 ＩＳＯ２组比较，ＩＳＯ２组的下降更
为明显，呈现剂量依赖关系，即随着浓度的升高，精子的运动功能抑制越明显。对于精子获能的影响，与对

照组比较，两种浓度的异氟烷均明显地抑制精子的体外获能，Ｐ均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ＩＳＯ１组和
ＩＳＯ２组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精子发生顶体反应的百分率均较处理前明显增加，Ｐ＜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但是处理后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结论：异氟烷能够抑制精子的运动和获能，并且随着浓

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强；异氟烷对精子顶体反应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　麻醉；异氟烷；精子运动；精子获能；顶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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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随着各种科技的发展，麻醉学也迅猛发展起来，
全身麻醉药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由于麻醉药

物副作用较多，社会和学术界目前对其安全性普遍关注。对于

全身麻醉药物的研究，多集中在神经毒理学方面，已经较为深

入，但是其生殖毒性的研究尚有不足，其机制也尚不能完全阐释

清楚。目前临床上吸入麻醉药的应用相当广泛，异氟烷是临床

非常常见的一种吸入性全身麻醉药，相关报道认为，异氟烷在

细胞水平上不但可以影响细胞的分化，还会破坏染色体ＤＮＡ结
构［１］。本研究观察异氟烷对人精子运动功能、体外获能以及精

子顶体反应的影响，对有生育要求男性提供临床用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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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计算机辅助的精液分析仪（ＣＡＳＡ）应用由北京中科恒业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彩色精子自动分析仪（型号：ＺＫＰＡＣＳ－Ｅ
型），精子培养液ＨＴＦ液应用美国Ｉｒｖｉｎｅ公司生产的产品，异氟
烷（商品名活宁，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９９１１，上海雅培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规格１００ｍＬ）。
１２　精子悬液制备

精子标本来源于我院男科门诊就诊的男性，从中筛选出１８
份活力正常精子的精液作为标本，本研究中，精子标本精子活

力均＞８０％，活率在９０％以上，精子密度＞５０×１０６／ｍＬ，异常精
子形态不足１５％，其余指标均符合ＷＨＯ诊断标准。１８份实验
标本提供者年龄在２５～３９岁，平均年龄（３１１９±４０５）岁，排除
心、肾等系统严重疾病，禁欲３～５ｄ，取样本前４８ｈ未服用可能
会对精子产生影响的药物或食物，如酒、咖啡等。取精的方式

为手淫取精，在精液液化后，采用上游法进行优化，然后用 ＨＴＦ
培养液把精子密度调节到（４０～８０）×１０６／ｍＬ。
１３　实验方法及分组

将１８例正常活力的精液标本，每例精液均分成３份，分别
放置于３个试管中，分别给予１１％异氟烷（ＩＳＯ１组）、２２％异
氟烷（ＩＳＯ２组）和空气作为对照组。将培养皿分别放在不同的
有机玻璃箱内，密闭玻璃箱，把含５％ＣＯ２、９５％空气的混合气体
作为载气，调节挥发罐的刻度，异氟烷暴露浓度分别为１１％、
２２％，把所有的有机玻璃箱放置于３７℃的孵箱中，保持恒定温
度，培养５ｈ［２］。
１４　精子运动功能的评价

对所有精子的活动状态进行密切观察，计算分析精子的各

项运动参数，包括曲线速度（ＶＣＬ）、精子运动活力（ａ＋ｂ）％、平
均速度（ＶＡＰ）、头部侧向运动平均振幅（ＡＬＨ）、直线速度
（ＶＳＬ）。根据ＷＨＯ（１９９９）的标准可以把精子的活力分成 ａ、ｂ、
ｃ、ｄ４个级别：ａ级代表精子的活动非常好，能够快速向前呈直
线运动；ｂ级代表精子活动尚可，能够向前直线运动；ｃ级代表精
子活动力比较一般，不能向前直线运动，只能曲线运动；ｄ级代
表精子活动能力比较差，不能做任何向前运动，只可以在原地

蠕动。临床上一般以（ａ＋ｂ）％作为精子活动力大小的指标。
１５　精子获能以及顶体反应的评价

评价方法是根据精子和金霉素（ＣＴＣ）荧光结合类型而定，
共有三种结果，分为三型［３］：精子未能获能，顶体仍然完整，为Ｆ
型；精子虽然获能，但是顶体后区无荧光或者仅仅有微弱的荧

光，为Ｂ型；精子获能，发生顶体反应，顶体已经不完整，为 ＡＲ
型。精子的获能程度以 Ｂ型和 ＡＲ型合计数所占的比例来
计算。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异氟烷对精子运动功能的影响

１１％和２２％浓度的异氟烷作用于精子５ｈ以后，与对照
组相比，精子的运动活力、直线速度、曲线速度、平均速度均明

显下降，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ＩＳＯ１组和 ＩＳＯ２组比较，
ＩＳＯ２组的下降更为明显，呈现剂量依赖关系，即随着浓度的升
高，精子的运动功能抑制越明显。和对照组相比，头部侧向运

动平均振幅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浓度异氟烷对精子运动功能的影响

组别 ＶＬＳ（μｍ／ｓ）　　 ＶＣＬ（μｍ／ｓ）　　 ＶＡＰ（μｍ／ｓ）　　 ＡＬＨ（μｍ）　　 （ａ＋ｂ）％　　

对照组 ６７８９±７６２ ８６５５±９０３ ７３４１±７９８ ２１３±０４０ ７６５２±６１３

ＩＳＯ１组 ５５１３±１１６６＃ ６７７５±１２３４＃ ５７４９±１０６７＃ ２０９±０３１ ６２４７±５４７＃

ＩＳＯ２组 ３４６４±７０１＃ ４３４７±８５５＃ ３５１６±６８８＃ ２０２±０２７ ４６３８±４９６＃

　　注：经ｔ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ＩＳＯ１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异氟烷对精子体外获能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两种浓度的异氟烷均明显地抑制精子的体

外获能，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ＩＳＯ１组和ＩＳＯ２组比
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图１。
２３　异氟烷对顶体反应的影响

对２２％的异氟烷和对照组已经完全获能的精子标本急性
暴露ｌ个小时，应用考马斯亮蓝染色法对精子顶体反应进行评
价。结果显示，两组精子发生顶体反应的百分率均较处理前明

显增加，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处理后两组间比较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图２。

注：经卡方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ＩＳＯ１组和 ＩＳＯ２组
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不同浓度异氟烷对精子体外获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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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卡方检验，对照组处理前后比较，＃Ｐ＜００５，ＩＳＯ组处理

前后比较；Ｐ＜００５，对照组和ＩＳＯ２组处理后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浓度异氟烷对顶体反应的影响

#

　讨论
全身性麻醉药物对生殖的毒性目前在国内外都有部分的

初步的研究，尤其是对吸入麻醉药的研究更多更深入，但是结

果仍然存在争议，病理机制也未能完全阐释，目前普遍认为，吸

入性麻醉药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靶点就是Ａ型γ－氨基丁酸受
体，能够使其对的敏感性增加，导致钙离子通道开放，细胞膜发

生超级化，进而抑制中枢发挥麻醉效果［４，５］。

相关动物实验结果显示［６，７］，雄性小鼠反复地吸入氟烷能

够导致精子的畸形率明显增多。精子的运动功能是精子功能

的一种直观的、综合性的表现，是研究很多药物的药理学性质

的重要的指标之一［８，９］。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受精过程顺利完

全的基础就是精子的正常运动，只有精子运动正常，才能使精

子和卵细胞成功结合，从而完成受精。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１１％和２２％浓度的异氟烷作用于精子５ｈ以后，与对照组相
比，精子的运动活力、直线速度、曲线速度、平均速度均明显下

降，Ｐ＜００５；ＩＳＯ１组和ＩＳＯ２组比较，ＩＳＯ２组的下降更为明显，
呈现剂量依赖关系，即随着浓度的升高，精子的运动功能抑制

越明显。说明异氟烷能够显著地降低精子的运动功能，其对男

性的生殖功能有负面的影响，这与大多数报道的实验结果是一

致的。

哺乳动物以及人的精子在离开雄性生殖道时，并不是立即

就可以和卵子相互结合，而是必须在雌性的生殖道内经过一段

成熟的过程，解除去获能因子的作用，才可以获得受精的能力，

整个过程就是精子获能［１０，１１］。精子获能后，耗氧量会增加，运

动的速度增快，当获能的精子进入到卵子卵丘细胞以及细胞外

基质，或者是和透明带结合的时候，精子的头部就会发生顶体

反应［１２，１３］。顶体反应的发生前提条件就是精子获能，因此，精

子获能的比例决定着受精成功率的高低［１４－１６］。对于精子获能

的影响，与对照组比较，两种浓度的异氟烷均明显地抑制精子

的体外获能，Ｐ均 ＜００５，ＩＳＯ１组和 ＩＳＯ２组比较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
关于麻醉药物对精子顶体反应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不多，本

研究对２２％的异氟烷和对照组已经完全获能的精子标本急性
暴露１ｈ，结果显示，两组精子发生顶体反应的百分率均较处理
前明显增加，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处理后两组间
比较无明显差异，说明异氟烷对精子顶体反应影响不明显，原

因可能是与麻醉药物的暴露方式以及时间长短等有一定的关

系。相关研究［１７，１８］指出 γ－氨基丁酸能够调节精子的顶体

反应。

综上所述，异氟烷能够抑制精子的运动和获能，并且随着

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强；异氟烷对精子项体反应影响不明

显，本研究结果对有生育要求的男性患者临床应用麻醉药物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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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获卵数区间及促性腺激素用量对助孕结局的
影响
郑波１　戴芳芳１　许晓立１　关立军１　常秀峰２　赵晓丹１　苑辉１　郑晓红１

１邢台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生殖中心，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２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生殖中心，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比较长方案周期不同获卵数区间，不同Ｇｎ用量对 ＩＶＦ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
析２０１３年１月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就诊于我院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患者３８４名，均采用长效达菲林
长方案，Ｇｎ天数在１０～１５ｄ，Ｇｎ起始剂量为１００～３００ＩＵ／ｄ，均为首次 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并新鲜移植，对比不同
获卵区间，不同Ｇｎ用量对助孕结局的影响。结果：各组间及组内在不育原因构成方面无差异；各组间比较
随着获卵数的增加，可用胚胎数、优质胚胎数、妊娠率、着床率均呈增高的趋势，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ＯＨＳＳ）发生率增加，可用胚胎数、优质胚胎数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各组内比较，除 Ａ组流产率、Ｃ
组可用胚胎率外，ＭⅡ卵率、可用胚胎率、妊娠率、着床率、流产率均为：Ｇｎ量＜平均Ｇｎ量组（Ａ２、Ｂ２、Ｃ２、Ｄ２）
优于Ｇｎ量≥平均Ｇｎ量组（Ａ１、Ｂ１、Ｃ１、Ｄ１），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一定的 Ｇｎ用量范围内，避
免卵巢过度刺激等并发症的发生，获卵数越多能获得更好的助孕结局，相同的获卵数助孕结局相似，适当增

加Ｇｎ用量来达到一定的获卵数，对妊娠结局有益。
【关键词】　获卵数；Ｇｎ用量；助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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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ｏｃｙｔｅｓ；Ｇｎｄｏｓａｇｅ；ＩＶＦｏｕｔｃｏｍ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众所周知，控制性促排卵是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技术获得好的卵母细胞
的关键环节，对于提高该技术的妊娠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在超促排卵过程中患者的年龄、卵巢储备功能、促排卵药物

（Ｇｎ）的用量等均可能对卵母细胞数量、胚胎质量、子宫内膜容
受性、胚胎着床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助孕结局。本

文主要针对同一获卵区间，不同的Ｇｎ剂量进行对比分析，以探
讨同一获卵区间，不同Ｇｎ剂量对助孕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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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就诊本院接受 ＩＶＦ－ＥＴ技术
助孕的患者共３８４名，均经患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
准：患者年龄２２～３９岁，体重指数２０～２８ｋｇ／ｍ２，均采用长效达
菲林长方案，Ｇｎ天数在１０～１５ｄ，Ｇｎ起始剂量为１００～３００ＩＵ／ｄ
（７５ＩＵ／支），且均为首次ＩＶＦ／ＩＣＳＩ助孕，均为新鲜胚胎植。

按照获卵数的不同分为 Ａ组（获卵数≤５枚）；Ｂ组（获卵
数在６～１０枚）；Ｃ组（获卵数１１～１５枚）；Ｄ组（获卵数大于１５
枚）。组内又根据各组的平均 Ｇｎ量（Ａ组：４４３１支、Ｂ组：
３９５８支、Ｃ组：３３５１支、Ｄ组：２７６６支）将≥平均Ｇｎ量定为１
组（Ａ１，Ｂ１，Ｃ１，Ｄ１）和＜平均Ｇｎ量为２组（Ａ２，Ｂ２，Ｃ２，Ｄ２）。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超排卵方案　所有患者均采用达菲林１２５ｍｇ黄体期长
方案降调１６～２０ｄ，达到降调标准后，根据基础 ＦＳＨ、窦卵泡数、
体重指数等，给予普丽康（欧加农，荷兰生产批号４４６６７９）１００～
３００ＩＵ起始进行控制性超排卵，至双侧卵巢内有２个或以上的
卵泡直径达１８ｍｍ时，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丽珠集
团，珠海 生产批号：１４０４０１）１００００ＩＵ，３６ｈ后阴道超声下取卵。
１２２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根据受精当天的精子情况，选择

行常规ＩＶＦ，或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方式受精，于取卵后第３
天行胚胎移植，移植胚胎数目为１～３个。取卵当天开始常规黄
体酮（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批号１４０３１２）６０ｍｇ日
一次肌注黄体支持。

１２３　妊娠判断　移植后１４ｄ测尿 ＨＣＧ，如阳性继续黄体支
持至移植后５周，行 Ｂ超检查，发现妊娠囊确定为临床妊娠。
注：本数据中流产只是孕１２周前的早期流产。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进行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一般情况分析

本研究纳入３８４个移植周期，Ａ组３１个周期；Ｂ组１３３周
期；Ｃ组１８４周期；Ｄ组１６１周期。各组间除 Ａ组与 Ｄ组基础
ＦＳＨ有统计学差异外（Ｐ＜００５），年龄、不孕年限、体重指数均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各组间对比，年龄、不孕年
限、体重指数、不孕的因素、基础 ＦＳＨ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各组患者一般情况与不育原因构成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不育年限

（年）

基础ＦＳＨ
（Ｕ／Ｌ）

不育原因［ｎ（％）］

盆腔及输卵管因素 排卵障碍 男方因素 双方因素 不明原因

Ａ组 ３１ ３０５８±４２８ ４６６±３４６ ９４５±２４６ １４（４５１６） ３（９６０） １５（４８３８） ７（２２５８） ２（６４５）

Ｂ组 １３３ ３０１７±４４９ ４２４±２８５ ８６７±２２３ ８１（６０９０） １５（１１２０） ７６（５７１４） ４６（３４５８） ６（４５１）

Ｃ组 １８４ ２９６９±４２７ ４４７±３０７ ７９４±１９８ １００（５４３４） ３５（１９０９） １１０（５９７８） ６８（３６９５） ７（３８０）

Ｄ组 １６１ ２８８８±４１１ ３８９±２８３ ７６８±１３９ ７３（４５３４） ５２（３２２９） １０３（６３９７） ６１（３７８８） ４（２４８）

表２　各组患者身体状况与不育原因构成

组别 例数
体重指数

（ｋｇ／ｍ２）
不育年限

（年）
Ｇｎ天数

基础ＦＳＨ
（Ｕ／Ｌ）

不育原因［ｎ（％）］

盆腔及输卵管因素 排卵障碍 男方因素 双方因素 不明原因

Ａ１ １６ ２４１１±１５９ ５７５±４０２ １１８１±１８３ １０４８±２３１ ７（４３７５） ０ ８（５０００） ４（２５００） １（６２５）

Ａ２ １５ ２４１８±１９２ ３５０±２３５ １２７３±１４３ ８１５±２３１ ７（４６６７） ３（２０００） ７（４６６７） ３（２０００） １（６６７）

Ｂ１ ６４ ２４２８±１３６ ４６７±２９６ １２２２±１４３ ９５０±１８０ ４３（６７１９） ４（６２５） ３９（６０９４） ２６（４０６３） ２（３１３）

Ｂ２ ６９ ２４１４±１９０ ３９２±２７５ １１９１±１６５ ７８３±２３４ ３８（５５０７） １１（１５９４） ３７（５３６２） ２０（２８９９） ４（５８０）

Ｃ１ ８６ ２４３３±１７８ ４９７±３４７ １１５３±１４８ ７９０±１５１ ４８（５５８１） １１（１２７９） ５２（６０６７） ３５（４０７０） ４（４６５）

Ｃ２ ９８ ２４２０±１８２ ４０１±２５９ １２０６±１２７ ７９７±２４１ ５２（５３０６） ２４（２４４９） ５８（５９１８） ３３（３３６７） ３（３０６）

Ｄ１ １１３ ２４６１±２０６ ４００±２７９ １０７０±０９０ ７６５±１５２ ５２（４６０１） ３６（３１８５） ７２（６３７２） ４４（３８９４） ３（２６５）

Ｄ２ ４８ ２４２６±２００ ３６７±２９５ １２３４±１０４ ７７０±１３２ ２１（４３７５） １６（３３３３） ３１（６４５８） １７（３５６２） １（２０８）

２２　各组间平均 Ｇｎ量（支）、Ｇｎ天数、移植胚胎数、移植日子
宫内膜厚度、ＭⅡ卵率、可用胚胎率、妊娠率、着床率、流产率、
ＯＨＳＳ发生率比较。
４组间移植日内膜厚度、移植胚胎数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平均获卵数各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随着获

卵数的增加可用胚胎数、优质胚胎数、妊娠率、着床率均呈增高

的趋势。Ａ、Ｂ组与Ｃ、Ｄ两组比较平均获卵数、可用胚胎数、优
质胚胎数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Ｂ组与 Ｄ组间 ＯＨＳＳ发
生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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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组间Ｇｎ量与相关指标的关系

组别

平均

Ｇｎ量
（支）

平均

获卵数

移植胚胎数

（个）

移植日子宫

内膜厚度

（ｃｍ）

可用

胚胎数

（个）

优质

胚胎数
妊娠率 着床率 流产率

ＯＨＳＳ
发生率

Ａ组 ４４３１ ４００±０９７ ２１２±０４２ １１５±０１８ １８３±０８６ ０４１±０６７
１６／３１ ２１／６６ ２／１６ ０

５１６１％ ３１８１％ １２５０％ ０

Ｂ组 ３９５８ ８２７±１４４ ２２１±０４４ １１６±０２４ ２３７±１２２ ０５０±０８５
７２／１３３ ９７／２９４ ３／７２ ３／１３３

５４１３％ ３２９９％ ４１７％ ２２５％

Ｃ组 ３３５１ １３０９±１３６ ２１７±０３９ １１６±０２５ ３７２±１８３ １０５±１３０
１１９／１８４ １８１／４００ ９／１１９ ９／１８４

６４６０％ ４５２５％ ７６０％ ４８９％

Ｄ组 ２７６６ ２０００±２６９ ２０９±０３０ １１３±０２３ ４３７±１８７ １３０±１２０
１０３／１６１ １５５／３３６ ３／６８ １６／１６１

６３９８％ ４６１３％ ４４１％ ９９３％

２３　各组内比较
组间Ｇｎ剂量均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１），除 Ａ组流产率、Ｃ

组可用胚胎率外，ＭⅡ卵率、可用胚胎率、妊娠率、着床率、流产
率均为：＜平均 Ｇｎ量组（Ａ２、Ｂ２、Ｃ２、Ｄ２）优于≥平均 Ｇｎ量组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但除Ｂ１、Ｂ２组着床率、Ｃ１、Ｃ２组 ＭⅡ卵率有
统计学差异外（Ｐ＜００５），其余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
表４。

表４　组内Ｇｎ量与相关指标的关系

组别
平均Ｇｎ量
（支）

移植胚胎数

（个）

移植日子宫内膜

厚度（ｃｍ）
ＭⅡ卵率 可用胚胎率 妊娠率 着床率 流产率 ＯＨＳＳ发生率

Ａ１ ５３０４±７０４ ２１２±０５０ １１５±０１８
５３／６６ ２８／４５ ７／１６ ９／３４ ０ ０

８０３０％ ６２２２％ ４３７５％ ２６４７％ ０ ０

Ａ２ ３４９８±６８８ ２１３±０３５ １１６±０１９
５４／５８ ２９／４５ ９／１５ １２／３２ ２／９ ０

９３１０％ ６４４４％ ６０％ ３７５０％ ２２２２％ ０

Ｂ１ ５０３３±７４６ ２３０±０４９ １１６±０２６
４３０／５２２ １３９／３２１ ３０／６４ ４０／１４７ ２／９ １／６４

７７９０％ ４３３０％ ４６８８％ ２７２１％ １０％ １５６％

Ｂ２ ２９５９±６１６ ２１３±０３８ １１７±０２２
４８９／５７９ １７７／３７７ ４２／６９ ５７／１４７ ０ ２／６９

８４４６％ ４９９５％ ６０６７％ ３８７８％ ０ ２９０％

Ｃ１ ４２８９±７７９ ２２４±０４３ １１７±０２６
９３５／１１０９ ３０８／７２１ ５２／８６ ８２／１９３ ４／５２ ３／８６

８４３１％ ４２７２％ ６０４７％ ４２４９％ ７６９％ ３４９％

Ｃ２ ２５２７±５１５ ２１１±０３５ １１５±０２４
１１８０／１３０１ ３７９／９１７ ６７／９８ ９９／２０７ ５／６７ ６／９８

９０６９％ ４１３３％ ６８３７％ ４７８３％ ７４６％ ６１２％

Ｄ１ ３１０５±７８０ ２１１±０３２ １１３±０２３
１９９１／２２３２ ４９２／１５６８ ６８／１１３ １０２／２３９ ３／６８ ７／１１３

８９２０％ ３１３８％ ６０１８％ ４２６８％ ４４１％ ６１９％

Ｄ２ １９６７±２５４ ２０２±０２５ １１２±０２５
８８０／９８１ ２１２／６７１ ３５／４８ ５３／９７ ０ ９／４８

８９７０％ ３１５９％ ７２９２％ ５４６４％ ０ １８７５％

#

　讨论
在决定ＩＶＦ－ＥＴ成功与否的多项因素中，卵巢的反应性及

获卵数起着重要的作用，Ｆａｌｃｋ提出的“两种细胞，两种促性腺
激素”学说［１］，明确了卵泡刺激素（ＦＳＨ）与黄体生成激素（ＬＨ）
在卵泡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在传统的促排卵模

式中，均是以较高剂量的促性腺激素促排卵以刺激多个卵泡的

同步发育和成熟［２］，对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患者来说，额外增

加剂量１５０ＩＵ／ｄ可额外获得１～４个卵子／周期［３－５］。但关于

Ｇｎ的剂量对卵子及妊娠结局等的影响，各家报道不一。Ｅｒｔｚｉｅｄ
等［６］认为，相对于自然周期的排卵，促排卵能较好地募集卵泡，

获取相对恰当数量的卵母细胞，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大大增加妊娠的机会，葛明晓等［７］对获卵数小于５个的４１６例
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进行统计，结论认为随着获卵数的增

加，取消周期下降，移植胚胎数增加，妊娠及种植率增加，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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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差异。董梅等［８］研究则认为Ｇｎ用量的增多可以增加获卵
数，但降低了生化妊娠率及临床妊娠率。也有观点认为，过高

的Ｇｎ用量影响卵子的质量，增加流产率［９］。Ａｄｒｉａｅｎｓ等［１０］也

认为促排卵药物剂量会对获取的卵母细胞质量产生影响。Ｅｐ
ｐｉｇ等［１１］报道了高浓度ＦＳＨ对卵母细胞发育潜能有不利影响。
也有报道认为高浓度的甾体激素不影响胚胎质量［１２］。

鉴于以上不同的观点，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 Ｇｎ剂量
范围内、一定的获卵数区间，随着获卵数的增加，可用胚胎增

加，优质胚胎增加，妊娠率、着床率亦有不同程度的增高，但卵

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ＯＨＳＳ）发生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
ＯＨＳＳ，特别是重度ＯＨＳＳ可能产生较严重的并发症，本并发症
可能与雌二醇等甾体激素水平高有关。因此，不可仅顾及妊娠

结局而忽略在超排卵过程中，大剂量促性腺激素诱导多个卵泡

及黄体形成，增加ＯＨＳＳ风险［１３，１４］。

本中心促排卵方案仍以经典的长方案为主，所有患者 Ｇｎ
的起始剂量及每天的 Ｇｎ剂量在７５～３７５ＩＵ之间。对于高龄、
ＦＳＨ≥１５ＩＵ／Ｌ等卵巢功能减退的患者，均改用微刺激方案或拮
抗剂方案促排卵，未在本统计范围之列。本研究对比了采用长

方案治疗的患者，排除年龄、助孕因素、体重、药物、助孕次数等

干扰因素，对比不同的获卵数之间以及相同的获卵数区间，不

同的Ｇｎ剂量对助孕结局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ＦＳＨ水平的逐
渐升高，Ｇｎ剂量逐渐增加，获卵数减少，助孕结局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说明除年龄因素外，随着女性的卵巢功能下降助孕结局

呈现下降的趋势。也说明了增加Ｇｎ用量后，获卵数不能增加，
多为卵巢储备功能低下，临床预后较差，此观点与熊夏思等［１５］

报道的观点一致。另外，在同一获卵区间，排除年龄及 ＦＳＨ的
影响，助孕结局在低 Ｇｎ用量组优于高 Ｇｎ用量组，但除 Ｂ１、Ｂ２
组着床率、Ｃ１、Ｃ２组 Ｍ２卵率外，其他均无统计学差异，提示排
除年龄及卵巢功能的影响，在一定的Ｇｎ剂量范围内，以获得相
同的卵子数量为目的，增加或减少 Ｇｎ用量与助孕结局无明显
影响。另外，各组内低Ｇｎ用量组ＯＨＳＳ发生率，较高Ｇｎ用量组
有增高的趋势，提示低 Ｇｎ用量组，虽然获卵数无差异，但其机
体对各项激素的反应性高于Ｇｎ用量多组。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治疗中，成功的超促排
卵，仍以得到一定数目的可用卵子和足够的优质胚胎，从而进

一步获得好的妊娠结局为目的。在一定的 Ｇｎ用量范围内，有
效避免卵巢过度刺激等并发症的发生的基础上，获卵数越多，

助孕结局越理想。在一定Ｇｎ量范围内加大Ｇｎ用量后，相同的
获卵数助孕结局是相似的。因此，对于卵巢低反应的患者，在

一定范围内适当加大Ｇｎ用量是有临床意义的。但该结果的出
现也可能与例数少有关，有待进一步加大样本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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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因素、程度对输卵管再通的影响
研究
周丹 １　陈宝瑞１△　王庆玖２

１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放射科，辽宁 阜新 １２３０００
２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妇产科，辽宁 阜新 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因素、程度对输卵管再通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诊治的３６５例接受宫、腹腔镜联合手术诊治的不孕症患者临床资料，按照有无盆
腔粘连分为两组，详细分析两组患者病史资料及病变情况和治疗效果。结果：两组不孕类型、不孕时间、生

育史及宫腔操作史比较均可见显著差别（Ｐ＜００５）；流产、异位妊娠、盆腔疾病宫腔操作史与盆腔粘连程度
呈正相关（Ｐ＜００５）；研究组流产、流产并发症、异位妊娠、盆腔疾病及宫腔操作史与对照组比较，均可见显
著差别（Ｐ＜００５）；研究组远端闭锁、输卵管再阻塞发生率均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１）。结论：流产、异位妊
娠、盆腔疾病以及宫腔操作史是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的重要影响因素，盆腔粘连程度与输卵管再通率呈

反比。

【关键词】　不孕症；盆腔粘连；因素；程度；输卵管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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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３６５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
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ｒ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０．０５）．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ｌｖｉｃ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Ｐ＜０．０５）．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ｅｌｖ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ｔａｌｔｕｂａｌａｔｒｅｓｉａａｎｄｔｕｂｅ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ｅｌｖ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ｅｌｖ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ｓ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ｐｒｏｐｏｒ
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ｅｌｖｉｃ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不孕症会给患者及家庭造成痛苦和遗憾，而盆腔内生殖器
官结构病变、功能异常是引发输卵管阻塞致使不孕的主要原因

之一。排除其他不孕原因前提下，输卵管再通成为治疗输卵管

阻塞不孕症患者的主要方案［１，２］。有研究表明：在充分了解导

致盆腔粘连的因素以及粘连分度基础上，给予宫 －腹腔镜下手

术治疗，效果良好且恢复快，故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主要影响因

素和粘连分度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３，４］。自２０１２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研究将对本院接受宫、腹腔镜联合手术诊治的
不孕症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取得较满意结果，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诊治的３６５
例接受宫、腹腔镜联合手术诊治的不孕症患者临床资料，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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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１）确诊为不孕症者且均签署知情同意书；（２）无手术、应
用药物禁忌症；（３）方案符合相关伦理学审查说明等。排除标
准：（１）严重心肝肾脏疾病；心理、精神疾病者；（２）不配合方案
实施者。按照有无盆腔粘连分为对照组（无盆腔粘连）１３６例和
研究组（盆腔粘连）２２９例，研究组中Ⅰ度粘连７４例，Ⅱ度粘连
１９９例，Ⅲ度粘连９２例；对照组年龄２４～４０岁，平均（３１２６±
３２６）岁，研究组年龄２３～３９岁，平均（３０９６±２８５）岁；不孕类
型：原发性１４７例，继发性２１８例。
１２　方法

收集两组患者详细病历资料，包括年龄、职业、不孕类型、

生育史、盆腔疾病以及临床治疗效果等，并进行认真研究分析。

１３　观察指标
盆腔粘连相关因素：年龄、不孕类型、不孕时间、职业分布、

输卵管通液、生育史、宫腔操作史；盆腔粘连程度相关因素：流

产、流产并发症、异位妊娠、盆腔疾病、宫腔操作史；输卵管病

变：近端阻塞、远端闭锁、通而不畅；治疗效果：治疗后通畅、输

卵管再阻塞。

１４统计学处理分析
本研究数据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组内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
用百分比（％）表示，以χ２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比较差异具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盆腔粘连相关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年龄、职业分布、输卵管通液次数比较未显示高

度差别（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不孕类型、不孕时间、生育史及
宫腔操作史比较均可见高度差别（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盆腔粘连程度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两组患者盆腔黏连程度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１　两组盆腔粘连相关因素比较

因素 对照组（ｎ＝１３６） 研究组（ｎ＝２２９） χ２ Ｐ

年龄（岁） ２１～２４ １１（８１０） １９（８３０） １１０５ ０８１４

２５～２９ ５４（３９７１） ９１（３９７４） ０９４２ ０７５３

３０～３５ ５２（３７５０） ９６（４１９２） １６２７ ０７０２

３６～４０ １９（１３９７） ２３（１００４） ２５１１ ０２１４

不孕类型 原发性 ６９（５０７４） ７８（３４０６） ３８２５ ００３６

继发性 ６７（４９２６） １５１（６５９４） ４０２６ ００２９

不孕时间（年） ≤３ ３７（２７２１） ４６（２００９） １６５７ ０３２４

４～８ ８３（６１０３） １１２（４８９１） ３９１５ ００４２

＞８ １６（１１７６） ７１（３１００） ５７１６ ００２１

职业分布 无业 ６５（４７７９） ９８（４２７９） １０７３ ０６２４

文职 ２４（１７６５） ４７（２０５２） １９４１ ０３５６

体力劳动 ４７（３４５５） ８４（３６６８） ０８０２ ０７１２

输卵管通液（次） ０ ４１（３０１５） ７３（３１８７） １１２１ ０６３３

１ ６１（４４８５） １０２（４４５４） ０８１４ ０９３６

≥２ ３４（２５００） ５４（２３５８） １２６４ １３５７

生育史 流产 ４０（２９４１） ８２（３５８１） ７５３６ ００３９

引产 ７（５１５） ２８（１２２３） ４３５７ ００２１

异位妊娠 ２０（１４７１） ４１（１７９０） ７６５４ ００４７

宫腔操作史 有 ４９（３６０３） １２２（５３２７） ６２０５ ００３６

无 ８７（６３９７） １０７（４６７２） ６５４７ ０００８

表２　盆腔粘连程度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流产 ０５４６ ０１１７ ５７０２ ＜００５ ２１６４ １５９３～６２８１

异位妊娠 ０８２３ ０１３５ ６１３１ ＜００５ ２１１２ １８４７～９６５７

生育史 ０６５１ ０１６２ ５９２１ ＜００５ ２２０４ １４３７～４５２９

宫腔操作史 ０８３４ ０１５２ ６０７５ ＜００５ ２３４１ １５２９～５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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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输卵管病变与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输卵管病变中，近端阻塞２１５条（７９０４％），远端闭

锁５７条（２０９６％），研究组近端阻塞３１４条（６８５６％），远端闭
塞１４４条（３１４４％），两组患者在远端闭塞的发生率方面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两组患者进行输卵管通液治
疗，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后通畅率与对照组接近，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输卵管再阻塞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输卵管病变与治疗效果比较

项目

对照组［ｎ＝１３６
（通液输卵管

＝２７２条）］

研究组［ｎ＝２２９
（通液输卵管

＝４５８条）］
χ２ Ｐ

通而不畅 ４６（１６９１） ５６（１２２３） １７９３ ０７４９

治疗后通畅 ２０９（７６８４） ３３４（７２９３） １０３６ ０８２７

输卵管再阻塞 １７（６２５） ６８（１４８５） １２５２３ ０００７

#

　讨论
输卵管堵塞是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因素，而盆腔粘连是引

发输卵管堵塞的主要原因，有研究报道表示：输卵管堵塞不孕

患者并发盆腔粘连构成比高达６５％。在本研究３６５例不孕症
患者中，盆腔粘连２２９例，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符［５－８］。盆腔粘

连发病原因较复杂，与宫腔疾病、手术及外界各种刺激等因素

相关，共同导致盆腔腹膜内纤维蛋白原溶解、沉积平衡状态紊

乱，增加渗出，纤维化生成不同形态的粘连结构，致使盆腔内各

种器官丧失正常解剖结构，从而影响女性生殖系统，减弱输卵

管蠕动功能，拾取卵子能力降低，因此不能准确拾取并输送卵

子至输卵管，进而导致异位妊娠、不孕不育［９－１２］。

本研究通过针对性调查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不孕症患者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参考，已达到促进患者正

常妊娠并顺利分娩的最终目的。结果显示：不孕类型、不孕时

间、生育史及宫腔操作史是导致不孕症患者盆腔粘连的重要影

响因素。另外本研究通过对比两组盆腔粘连程度相关因素，得

知：盆腔不同粘连程度与流产、异位妊娠、盆腔疾病宫腔操作史

紧密相关，即盆腔粘连程度越高，输卵管功能越差。同时该研

究结果与薛爱丽、李强等人临床研究成果［１３，１４］相类似，进而验

证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盆腔粘连因素、程度会对输卵管产生

不良影响。由此可知：临床检测诊断过程对于具备上述因素不

孕症患者应该尽早开展盆腔炎症、并发症的防控及治疗，最大

程度避免进展为慢性盆腔炎，降低盆腔粘连发生率，并且在手

术治疗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对其生殖器官不必要的刺激，从而

减轻创伤，减少术后感染［１５－１７］。两组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对照

组再通率与研究组无显著差异，但输卵管再阻塞发生率低于研

究组，说明盆腔粘连严重患者极有可能会给导丝再通治疗造成

阻碍，因此建议对该类型患者可选择同期开展腹腔下粘连分

离，以提高再通率［１８］。本研究因时间因素限制，未对两组患者

经治疗后妊娠及分娩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还有待进一步临床探

索予以验证补充。

综上所述，不孕症患者合并盆腔粘连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流

产、异位妊娠、盆腔疾病以及宫腔操作史，盆腔粘连程度越严重

输卵管再通率则越低，临床需对此加强重视并尽早给予恰当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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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电切术联合甲氨蝶呤化疗治疗剖宫产切口疤痕妊娠的临床疗效，并观察
和分析其预后。方法：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间收入本院由超声联合 β－ＨＣＧ诊断的剖宫产疤痕妊娠
３１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１５例为甲氨蝶呤 ＋宫腔镜电切术 ＋球囊压迫综合治疗，对照组
１６例为直接宫腔镜电切＋球囊压迫治疗，观察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两组病人术中平均出血量、手术时
间）以及术后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和月经恢复时间。结果：对照组术中平均出血量（６０７±２９２）ｍＬ、
手术时间（４２２±６８）ｈ、血清 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３９９±１６６）ｄ以及月经恢复时间（５０４±１７１）ｄ。
观察组术中平均出血量（３１７±１５７）ｍＬ、手术时间（３１９±４９）ｈ、血清 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２６９±
７８）ｄ以及月经恢复时间（３４９±７１）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甲氨蝶呤
辅助宫腔镜电切术治疗剖宫产切口妊娠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手术时间较短，手术损伤和术后不良反应较

少，能够缩短患者康复时间，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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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疤痕妊娠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ＳＰ）也称作剖
宫产切口妊娠，是受精卵着床于前次剖宫产疤痕处的一种特殊

的异位妊娠，其在妊娠妇女中的发病率约为１／１８００～３０００［１，２］。
剖宫产疤痕妊娠既往临床少见，但近年来，随着剖宫产率的增

加以及国家政策的改变，ＣＳＰ发病呈上升趋势。因早期 ＣＳＰ患
者临床表现多为停经后阴道出血或不规则阴道出血，与正常妊

娠及功能性子宫出血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导致早期诊断较困

难。而未能得到及早诊断和恰当处理的患者，则可能发生大量

出血，甚至者危及生命，需行子宫切除术。目前临床上尚无对

于剖宫产疤痕妊娠的统一的治疗方法［３］。本文选取我院于

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间收入院行宫腔镜手术的剖宫产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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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妊娠３１例，对其治疗效果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７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７月间收入我院由超声联合 β－
ＨＣＧ诊断的剖宫产疤痕妊娠３１例（经患者知情同意后），根据
治疗方式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１５例为甲氨蝶呤＋宫腔镜电切
术＋球囊压迫综合治疗，年龄２３～４０（３０９±５０）岁，孕次２～９
（４３±２１）次，停经时间３７～７３（５１１±１０６）天，前次剖宫产
距本次妊娠时间为１～１０（３０±２６）年。有１次剖宫产史者１０
例，有２次剖宫产史者５例。对照组１６例为直接宫腔镜电切＋
球囊压迫治疗，年龄２５～４２（３２８±５３）岁，孕次１～８（４０±
１９）次，停经时间４１～７８（５３５±１０９）天，前次剖宫产距本次
妊娠时间为１～１０（３９±２６）年。有１次剖宫产史者７例，有２
次剖宫产史者９例。所有病人剖宫产术式均为子宫下段横切
口。两组患者在年龄、孕次、剖宫产次数、停经时间方面差异无

显著性（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病例纳入标准

（１）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重度贫血及休克症状；（２）血清
β－ＨＣＧ为阳性；（３）超声提示：１）宫腔空虚，子宫内膜显示清
晰；２）宫颈管内未见妊娠囊；３）在宫颈峡部或子宫基层内可见
孕囊，内有（或无）胚芽及胎心搏动；４）彩色多普勒提示孕囊周
围可见丰富血流信号［４］；（４）无合并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心
脏病及肺心病；（５）无宫腔镜手术禁忌证。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采用直接宫腔镜电切 ＋球囊压迫治疗：术前
６ｈ肛门（或阴道内）放米索前列醇片０４ｍｇ软化宫颈，患者全
麻后取截石位，常规会阴部及阴道消毒，缓慢扩张宫颈后用

０９％的氯化钠溶液作为膨宫介质，置入检查镜，观察宫腔形态
及子宫前壁ＣＳＰ病灶情况，退出检查镜。再次扩张宫颈后在超
声监测下置入电切镜，使用电切环切除妊娠组织及部分被浸润

肌层组织，出血部位电切环电凝止血。术毕放入球囊支撑并压

迫止血。

１３２　观察组　采用甲氨蝶呤 ＋宫腔镜电切术 ＋球囊压迫综
合治疗：入院后给予甲氨蝶呤５０ｍｇ／ｍ２肌注，用药３ｄ后行宫腔
镜电切术，施术方法与球囊放置方法同对照组。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病人术中平均出血量、手术时间、血清 β－ＨＣＧ

恢复正常时间以及月经恢复时间。

１５　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术后复查血清 β－ＨＣＧ值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术后

病理回报为妊娠组织（坏死的绒毛及蜕膜组织）；出院时复查超

声，子宫切口处无明显占位；失败：出现腹痛、阴道大出血等临

床表现；血清β－ＨＣＧ持续不降或上升或下降缓慢，出院时复
查超声，包块仍持续存在，需再次补充手术治疗。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血清β－ＨＣＧ与月经恢复时间分析

术中平均出血量（６０７±２９２）ｍＬ、手术时间（４２２±６８）
ｈ、血清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３９９±１６６）ｄ以及月经恢复时
间（５０４±１７１）ｄ。观察组术中平均出血量（３１７±１５７）ｍＬ、
手术时间（３１９±４９）ｈ、血清 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２６９±
７８）ｄ以及月经恢复时间（３４９±７１）ｄ，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分析

平均住院日（６２±１８）ｄ，与对照组的（６６±１５）ｄ比较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愈率分析

患者治愈率为（９３８％），对照组患者治愈率为（８１３％），
两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剖宫产术后切口瘢痕妊娠并发率为７％，但随着近年来剖

宫产率的增加及国家“二孩”政策开放，剖宫产瘢痕妊娠发病率

也随之增加。剖宫产瘢痕妊娠临床上多表现为停经、阴道点滴

出血、腹痛等，超声ＭＲＩ等影像学表现为孕囊位于宫颈下段剖
宫产切口处，周围可见血流信号，可见（或未见）胎心搏动（视孕

周不同而不同）。本病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晰，与手术中造成的

子宫内膜损伤、伤口愈合不全及修复不良密切相关。

目前临床上剖宫产瘢痕妊娠治疗方式有药物保守治疗、以

切除妊娠组织为主的保守性手术治疗，以及切除妊娠组织及修

补瘢痕的综合手术治疗等。其目的在于清除妊娠组织，减少出

血，保留患者生育功能。药物治疗成功率通常低于手术治疗。

与或经腹行妊娠组织切除及瘢痕修补手术相比，宫腔镜电切术

更加容易操作，患者恢复较快，保护患者生育能力。甲氨蝶呤

是二氢叶酸还原酶抑制剂，通过干扰叶酸的代谢，引起 ＤＮＡ、蛋
白质合成障碍，抑制胚胎滋养细胞增生，破坏绒毛，使胚胎组织

坏死、脱落、吸收或降低其活性，与单纯宫腔镜相比可减少术中

出血，缩短术后恢复时间，对患者后期生殖功能的影响减小。

综上所述，甲氨蝶呤辅助宫腔镜治疗剖宫产疤痕妊娠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血少，手术损伤和术后

并发症较少，保护了患者的生育功能，缩短了患者术后恢复时

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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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超声介入引导局部注射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
痕妊娠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关宝星　朱敏珊　钟沛文△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经阴道介入引导局部注射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痕妊娠的临床疗效与安全
性。方法：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６０例子宫瘢痕妊娠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单次肌肉注射组与经阴道超声介入组，每组各３０例，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的
时间及附件包块完全吸收的时间。结果：单次肌肉注射组治愈率为４６６７％，修正后治愈率为５３３３％，经阴
道超声介入组的治愈率为９０００％，修正后治愈率为９３３３％，组间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单次
肌肉注射组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间为（３０２５±４６８）ｄ、附件包块完全吸收时间为（４８７８±７０５）ｄ，经
阴道超声介入组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间为（１６５６±３５７）ｄ、附件包块完全吸收时间为（４０２１±５６７）
ｄ，组间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经阴道介入引导局部注射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痕妊娠的临
床疗效显著，可显著缩短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及附件包块完全吸收的时间，预后较为良好，安全性较高，
值得广泛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　子宫瘢痕妊娠；经阴道超声；甲氨蝶呤；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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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ｏｃ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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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ｓｅｄ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５３．３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０．００％；ｒｅｖｉ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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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ｂｌｏｏｄ－ＨＣＧ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ｂａｇｐｉｅ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ａｂｓｏｒｂｅｄｉｎ
ｏｎｌｙ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３０．２５±４．６８）ｄａｎｄ（４８．７８±７．０５）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ｂｌｏｏｄ－ＨＣＧｄｒｏｐｐ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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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１６．５６±３．５７）ｄａｎｄ（４０．２１±５．６７）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３．４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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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ｂａｇｐｉｅｃｅｆｕｌｌｙａｂｓｏｒｂ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ｇｏｏ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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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后瘢痕妊娠作为临床上一类剖宫产并发症，主要是
指妊娠囊或胚胎以子宫切口瘢痕处作为着床部位，为一种较为

罕见的异位妊娠。现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剖宫产率逐年提升，

这就使得剖宫产瘢痕妊娠率也随之增高［１］。此疾病不仅易引

起子宫破裂，同时易造成不可控制的阴道大量出血，对患者的

生命健康带来较大威胁，严重时需通过切除子宫来提高患者的

生存率。因此，对于剖宫产瘢痕妊娠需给予积极有效的早期诊

断与治疗，在保留患者生育功能的同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２］。

我院现针对单次肌肉注射甲氨蝶呤与经阴道超声介入引导局

部注射甲氨蝶呤两种治疗方法展开研究，将结果总结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收治的６０例子宫
瘢痕妊娠患者，全部患者均在我院行阴道彩超与血ＨＣＧ检查后
确诊，且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签署了关于本次实验的知情权同

意书，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次肌肉注射组与经阴道超声介

入组，每组各３０例。单次肌肉注射组年龄在２４至３５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２８９±２３）岁，孕周在６至１２周之间，平均孕周为
（８７±１６）周。经阴道超声介入组年龄在２３至３６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２７８±１９）岁，孕周在５至１１周之间，平均孕周为
（７６±１９）周。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单次肌肉注射组治疗方法为：采用深部肌肉注射５０ｍｇ的

甲氨蝶呤（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０６４４，生产
批号：２０１３０９０８）。经阴道超声介入组治疗方法为：于超声引导
下，向实性不均质团内注入３０ｍｇ的甲氨蝶呤。阴道超声穿刺
架的引导下，将盆腔内的团块分成均匀的３份，采用１９Ｇ的穿

刺针，沿着团块的中线，中线左侧部、中线右侧部，分别注射甲

氨蝶呤。注意注射速度需缓慢，并将穿刺针逐渐向外拉，边拉

边注药，确保药物均匀分布在团块内。所采用的超声设备由ＧＥ
公司提供，型号为 ４００型彩超多普勒诊断仪，探头频率为
６５ＭＨｚ。两组患者均口服５０ｍｇ的米非司酮，２次／ｄ，连续服用
３ｄ，治疗后医护人员同时加强对患者腹部疼痛、阴道流血等症
状的观察，并给予常规抗生素抗感染处理。修整治疗：若患者

在用药７ｄ后血ＨＣＧ下降水平在１５％至２５％之间，接受Ｂ超检
查盆腔包块未缩小，可再次给予相同用药方案。

１３　疗效评价指标
在两组患者血ＨＣＧ基线一致的前提下，观察与对比两组患

者的临床疗效及血 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３８０±１３０ｎｇ／ｍＬ）
的时间及附件包块完全吸收的时间。临床疗效判断标准如下：

将患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与体征完全消失，盆腔包块明显缩

小，阴道停止出血且未发生内出血，血 ＨＣＧ下降至正常范围评
为治愈；将患者经过治疗临床症状与体征无改善，盆腔包块仍

逐渐增大，阴道未停止出血甚至持续发生内出血，血 ＨＣＧ未下
降甚至上升评为无效。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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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单次肌肉注射组治愈率为 ４６６７％，修正后治愈率为

５３３３％，经引导超声介入组的治愈率为９０００％，修正后治愈
率为９３３３％，组间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χ２＝５９８，Ｐ＜００５；
χ２＝６２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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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治愈 无效 修正后治愈

单次肌肉注射组 ３０ １４（４６６７）１６（５３３３） １６（５３３３）

经阴道超声介入组 ３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８（９３３３）

２２　两组患者的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间及附件包块完全
吸收时间对比

　　单次肌肉注射组血 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间为（３０２５±
４６８）ｄ、附件包块完全吸收时间为（４８７８±７０５）ｄ，经阴道超
声介入组血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间为（１６５６±３５７）ｄ、附件
包块完全吸收时间为（４０２１±５６７）ｄ，组间相比均具有显著差
异（ｔ＝３４５，Ｐ＜００５；ｔ＝４１１，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瘢痕妊娠主要是指由于子宫内膜的损伤，使得胚胎或

滋养叶组织于子宫基层的任何部位发育，为一种特殊类型且较

为罕见的异位妊娠［３］。大量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子宫瘢痕妊娠

的发生与手术破坏子宫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常见的手术类型

包括剖宫手术、清宫术、子宫肌瘤剔除术等，上述手术使得子宫

基层的连续性中断形成瘢痕后，受精卵穿透瘢痕并于细小的裂

隙中着床生长发育，侵入到此处的子宫基层并不断生长，严重

时可穿透子宫肌层，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４，５］。因此，对

于子宫瘢痕妊娠的早期治疗至关重要［６］。有研究资料证实，采

用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痕妊娠可取得显著临床疗效，其药理机

制总结如下：甲氨蝶呤属于一类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以 Ｇ１及
Ｇ１／Ｓ转换期细胞作为主要作用部位［７，８］。同时与二氢叶酸还

原酶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采用结合竞争的方式，阻碍叶酸转

化为四氢叶酸，进一步对脱氧尿苷酸转化为脱氧嘧啶核苷酸的

过程产生干扰，达到阻止ＤＮＡ复制、ＲＮＡ转录及蛋白质合成的
目的［９，１０］。另外，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滋养细胞对于甲氨蝶呤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可有效达到阻止宫外胚胎发育的目的，

同时此类药物对于日后的正常妊娠不造成妊娠不良反应，安全

性较高，不增加肿瘤发病率或胎儿流产率，可在临床范围内较

为广泛的应用［１１，１２］。目前应用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痕妊娠的

方法通常包括单次肌肉注射以及经阴道超声介入局部注射两

种，前者虽可取得一定的疗效，但作用时间较长，无法快速达到

治愈疾病的目的［１３，１４］。而现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后者治

疗子宫瘢痕妊娠的应用更加广泛，通过利用经阴道超声引导局

部主要直接作用于病灶部位，可使得局部血药浓度快速达到峰

值，作用时间明显缩短，同时避免了对腹腔内其他脏器及组织

可能造成的损伤，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全身毒性反应，提高了安

全性［１５－１７］。结合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经超声介入组较单次肌

肉注射组相比，临床疗效明显提高，血 ＨＣＧ下降至正常水平时
间及附件包块完全吸收时间明显缩短，提示临床工作者可将经

阴道介入引导局部注射甲氨蝶呤治疗子宫瘢痕妊娠作为一种

有效方法进行推广［１８］。

参 考 文 献

［１］　乔福元，赵君．瘢痕子宫破裂早期诊断与处理．中国实用妇科与

产科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８）：５９２－５９３．

［２］　ＬａｎｄｏｎＭ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ｆｔｅｒｐｒｉｏ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ｅｍｉｎ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２０１０，１２（３４）：

２６７－２７１．

［３］　梁宝权，郑艾，李春梅．２０３例剖宫产瘢痕妊娠的临床分析．实用

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５）：３２９１－３２９４．

［４］　周晖．宫颈注射甲氨蝶呤与口服米非司酮保守治疗宫外孕疗效

对比分析．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９（３４）：１３１－１３２．

［５］　邬华萍．妊娠晚期瘢痕子宫破裂２６例临床分析．上海预防医学，

２０１１，２３（１２）：６５１－６５２．

［６］　魏佳．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 ８例临床分析．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２，２１（２）：１２－１３．

［７］　吴艳霞，苗蕊，常春．超声介入引导孕囊内注射甲氨蝶呤治疗子

宫瘢痕妊娠的临床研究．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９）：７０

－７２．

［８］　马锦霞．瘢痕子宫晚期妊娠不完全破裂１０例临床分析．昆明医

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３．

［９］　卫素芬，卫玮．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的临床观察．中国药物与

临床，２０１０，１０（５）：５７２－５７３．

［１０］　ＡｓｋｕｒａＨ，ＮａｋａｉＡ，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Ｇ，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ｈｉｓ

ｃｅｎｃｅ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ｌｏｗｅ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ｏｎｓｅｔ

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ＮｉｐｐｏｎＭｅｄ

Ｓｃｈ，２０００，６７（５）：３５２－３５６．

［１１］　朱国文．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宫外孕的疗效及安全性评

价．亚太传统医药，２０１１，７（７）：８８－８９．

［１２］　ＮｇｕｙｅｎＴＶ，ＤｉｎｈＴＶ，ＳｕｒｅｓｈＭＳ，ｅ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ｉｒｔｈ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ＪＲｅｐｏｒｄＭｅｄ，１９９２，３７（１０）：８８０

－８８２．

［１３］　杨晓艳．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临床处理体会．基层医学

论坛，２０１２，１６（２５）：３３２１－３３２２．

［１４］　ＣｈａｐｍａｎＫ，ＭｅｉｒｅＨ，Ｃｈａｐｍａｎ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ｒｉ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ｒｅｐｔｕｒｅ．Ｂ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

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４，１０１（６）：５４９－５５１．

［１５］　ＡｇｈｏｌｏｒＫ，Ｏｍｏ－ＡｇｈｏｊａＬ，Ｏｋｏｎｏｆｕａ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Ｂｅｎｉｎｃｉｔｙ，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Ａｆ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３（２）：４３０－４４０．

［１６］　徐春慧．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临床处理．中国实用医药，

２０１３，８（１８）：１０６－１０７．

［１７］　柏莲芬，张宝换，孙丽梅，等．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保守治疗宫

外孕的观察疗效．中外妇儿健康：学术版，２０１１，１９（６）：２０８．

［１８］　张昌凤．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保守治疗宫外孕５２例临床疗效

观察．当代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３０）：５８－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３）



·１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第一作者简介】羊俏英（１９７６－）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１

阴道 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效果及其
并发症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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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和对比阴道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效果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１０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５０）和对照组（ｎ＝５０）。观察组的孕妇在阴道Ｂ超的引导下行可视人工流产术，对
照组的孕妇按照传统方法进行人工流产术。观察并比较两组孕妇的手术成功率、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吸宫不全发生率、子宫穿孔发生率、人流综合征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短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吸宫不全、子宫
穿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人流综合征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阴道Ｂ超下可视人工流产术具有直观性，能够动态观察孕妇宫腔内的情况变化，从而
更加准确地引导手术器械的操作，可以检测吸刮物是否刮干净以及手术以后子宫的情况，能够在最大限度

内减少发生术后并发症。

【关键词】　阴道Ｂ超；人工流产术；临床效果；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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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手术是一次对孕妇的伤害和创伤，是对避孕失败
的一种补救措施［１］。人工流产手术会有可能遇到各种高危因

素，例如哺乳期、子宫肌瘤、子宫畸形等等。传统的人工流产手

术基本上全凭借医生的经验与手感进行操作，因此会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盲目性。人工流产手术的并发症，例如吸宫不全、子

宫穿孔人流综合征等在传统手术方法治疗的孕妇中时有发

生［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可视
人工流产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３］。

本研究选取了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１００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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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阴道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术和传统人工流产术，旨在观
察和对比阴道Ｂ超下可视人流术与传统人流术临床效果及其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在自愿在我中心进行人工
流产的孕妇１００例。入选标准：（１）孕妇尿妊娠试验为阳性；
（２）Ｂ超检查声像显示，孕妇子宫为正常大小或略大，孕妇宫腔
内出现孕囊，为圆形或者椭圆形；（３）孕妇术前常规检查包括血
常规、白带检查等均正常；（４）征得所有孕妇的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将１００例孕妇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ｎ
＝５０）和对照组（ｎ＝５０）。两组孕妇在年龄、孕周上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差异的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孕周

观察组 ５０ ２４３±３５ ７５±１２

对照组 ５０ ２３８±３２ ７４±１３

ｔ ０７４６ ０４００

Ｐ ０４５８ ０６９０

１２　观察组手术方法
采用“恩普”数字化超声引导妇科宫腔手术仪ＥＭＰ５６００，经

阴道的探头的频率为 Ｃ０８０－１０Ｂ，在受检者排尽小便后经阴道
进行检查。通过Ｂ超的检查能够明确孕妇子宫的位置、孕囊的
大小、孕囊附着的部位和子宫内膜的厚度。在超声的引导之

下，进行宫颈扩张，经宫颈顺子宫位置的方向置入吸引管直接

到达子宫底部，从而可以明确宫腔的深度和方向。在超声引导

下将吸引管顶部探及到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孕囊，把吸引管的开

口处对准孕囊，反复进行抽吸蜕膜组织，仔细观察孕妇的面色，

在确定宫腔内胚囊已被完全吸出之后，记录手术的时间、术中

出血量等情况。

１３　对照组手术方法
对对照组孕妇采用常规负压吸宫法，在确认吸净以后再使

用小刮匙轻轻地刮宫腔１周。检查吸出物的量和孕妇妊娠月数
相符，并且见有绒毛和蜕膜组织则认为手术成功。

１４　观察指标
手术时间：从吸引管进入到宫腔以后打开负压开始吸引到

最后一次吸引管退出停止吸引为止。术中出血量：以吸引器瓶

中收集的出血量进行计算。吸宫不全：手术结束后阴道流血１
周以上，Ｂ超检查提示宫腔有残留，进行２次清宫，见到有机化
组织为吸宫不全。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定量测量结果资

料使用（珋ｘ±ｓ）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使用 ｔ检验、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手术成功率比较

观察组５０例孕妇均手术成功，手术成功率为１００％，对照

组共４６例孕妇手术成功，手术成功率９２％，观察组孕妇的手术
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６７，Ｐ＝００４１）。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孕妇（Ｐ＜００５）。
观察组孕妇的平均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孕妇（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临床效果差异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平均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５０ ４６±０６ １０７±６２

对照组 ５０ ６５±０７ １９７±８１

ｔ １４５７２ ６２３９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孕妇中没有发生吸宫不全、子宫穿孔的病例，有２例

孕妇发生了人流综合征；对照组中有４例孕妇发生吸宫不全，４
例孕妇发生子宫穿孔，有５例孕妇发生人流综合征，两组孕妇在
吸宫不全和子宫穿孔的发生率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手术是一种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近年来人工流

产手术的次数不断增多，药物流产也不断地被广泛地应用于临

床上，手术中和手术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开始引起了临床医生

们的广泛关注，所以，探索一种安全的、有效的、痛苦较小和并

发症发生率较低的人工流产方法已经成为了临床上很多医生

共同研究的热点［４，５］。

阴道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手术具有较多的优点：在传统
的常规人工流产手术中，在孕妇怀孕４５ｄ左右进行手术为最佳
时间，并且Ｂ超图像的检查结果显示妊娠囊≥２ｃｍ，如果Ｂ超结
果显示妊娠囊＜１５ｃｍ，使用传统的常规人工流产手术就很有
可能会增加漏吸率和不完全流产率［６－８］。在传统的常规人工流

产术中，主要是靠临床医生的经验和感觉来判断孕妇子宫中的

孕囊是否被吸刮干净，所以传统人工流产术手术时间比较长。

阴道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术能够非常明确地弄清楚孕妇子
宫的位置和子宫的倾屈的程度，还能通过Ｂ超的引导确定孕囊
的大小和部位，引导手术器械进入宫腔，能够准确而又直接地

对孕囊进行吸刮的操作，这样便可以大大地减少手术时

间［９－１１］。采用阴道Ｂ超引导下的可视人工流产术非常有利于
手术时间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可以将传统常规人工流产手术的

时间提前，这样便可以大大减轻妊娠对孕妇身体带来的损伤和

影响［１２，１３］。因此采用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可视人工流产术能够
降低对孕妇的创伤，减轻孕妇的痛苦，而且还能够提前人工流

产手术的实施时间。在传统的常规人工流产术当中，所使用的

吸管一般为金属材料，吸管的口径比较大，使用吸管对孕妇的

宫颈进行强行扩张则很有可能会导致孕妇宫颈损伤，还有可能

会发生子宫穿孔、流产失败、漏吸和人工流产综合征等各种并

发症［１４，１５］。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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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平均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吸宫不全、子宫穿孔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人流综合征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但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因为在阴道
Ｂ超引导下的人工流产手术是一种真正的全程可视手术，它克
服了传统人工流产手术的全靠医生的感觉和经验进行操作的

缺陷，能够有效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操作给孕妇子宫带

来的过度损伤，使人工流产手术变得更加安全了。

综上所述，阴道Ｂ超下可视人工流产术具有直观性，能够
动态观察孕妇宫腔内的情况变化，从而更加准确地引导手术器

械的操作，可以检测吸刮物是否刮干净以及手术以后子宫的情

况，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减少发生术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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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临床观察
李周源１　曹毅２

１万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南 万宁 ５７１５００
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　目的：探讨孕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８０例我院于
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所收治的先兆性流产及习惯性流产患者，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０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其肌注黄体酮２０ｍｇ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其孕康口服液和肌注黄体酮２０ｍｇ进行
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及临床治疗效果。结果：经治疗，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均有所

改善，但观察组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的总
有效率为７７５％，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９２５％，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存在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采用孕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
高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及治疗效率。

【关键词】　孕康口服液；先兆性流产；习惯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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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兆性流产及习惯性流产是常见的妊娠并发症，其多发于
孕早期，临床表现主要为阴道流血、下腹痛及腰酸等［１］。由于

其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因此在进行临床治疗时也比较困难。现

西医治疗先兆性流产及习惯性流产主要是选择采取肌注方式

给予黄体酮等保胎药物，然而近些年来，有相关文献指出，黄体

酮是一种合成类孕酮，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２］。为能找到一种

既安全又有效，同时还能方便患者服用的保胎药物，本文对孕

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探

究，现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８０例我院于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所收治的先
兆性流产及习惯性流产患者，年龄处１８～３５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２７４岁；孕周５～１４周；其中有６８例为先兆性流产，１２例为
习惯性流产。所有患者均行尿 ＨＣＧ及 Ｂ超检查确诊为宫内妊
娠且胚胎尚存活。将患者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４０例，其中对照组年龄１８～３３岁，平均年龄为２５７岁，孕周５
～１３周，先兆性流产３５例，习惯性流产７例；观察组年龄１９～
３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８２岁，孕周６～１４周，先兆性流产３３例，习
惯性流产５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先兆性流产诊断标准［３］：妊娠２８周前患者宫颈口未开，胎

膜未破且没有妊娠产物排除能够继续妊娠的患者出现下腹痛

或者阴道少量流血。习惯性流产诊断标准：自然流产连续３胎
以上［４］。

纳入标准：（１）经临床诊断为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患
者；（２）患者年龄＞１８岁；（３）患者孕周＞５周不足２８周；（４）自
愿参加本项研究并已经签署知情书的患者。

排除标准：（１）合并免疫系统疾病者；（２）合并严重的心、
肺、肾、肝功能障碍者；（３）精神疾病患者。

１２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肌肉注射黄体酮（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Ｈ３３０２０７１５）进行治疗，每日１次，每次２０ｍｇ。
观察组患者在同于对照组肌注黄体酮治疗基础上给予孕康口

服液，３次／ｄ口服，每次２０ｍＬ。两组治疗时间均为２周。要求
两组患者均卧床休息且禁止性生活，同时口服维生素 Ｅ及叶酸
以进行辅助治疗，若患者出血时间多于３ｄ则可适当加用相关抗
感染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疗效：（１）显效：经治疗患者腹痛和阴道流血消失且能够继

续妊娠；（２）有效：经治疗腹痛减轻、阴道流血显著减少，但需继
续服药且无明显进行性流产征兆；（３）无效：经治疗腹痛和阴道
流血加重或者无变化，导致胎儿宫内死亡或患者流产。总有效

＝显效＋有效。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例数资料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阴道流血、下腹疼痛及腰酸等临床症状显著改

善，且观察组患者阴道出血症状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改善情况比较

组别
阴道出血

例数 改善

下腹疼痛

例数 改善

腰酸

例数 改善

对照组 ２１ １４ １２ １０ ７ ４

观察组 １９ １９ １３ １２ ８ ６

由表２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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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７５％，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
率比较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０ １５ １６ ９ ７７５

观察组 ４０ ２３ １４ ３ ９２５

#

　讨论
流产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据分析，流产的发病率

可达１０６％，会对孕妇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５］。就目前

医学水平及医疗技术来看，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的病发机

制尚不十分明确。业界有人士认为可能是由于某些感染因素

而使得磷脂酶Ａ、Ｃ产生，促进了游离于细胞当中的花生四烯酸
的大量释放，从而合成诸多前列腺素样物质，最终导致子宫收

缩严重而出现流产［６］。临床研究表明，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子宫的兴奋性及传导性，使子宫处相对静止状态，就可为胚胎

种植、着床和发育提供必要的内在环境，这也是现代医疗对于

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进行临床治疗的原理之一［７］。此外，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流产与遗传、内分泌、感染、免疫功能异常、

子宫内膜异常及其他全身性疾病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８］。经

过深入研究发现，流产是患者出现免疫排斥的一种外在表现形

式，其与免疫功能异常有着密切的联系［９－１１］。一直以来，治疗

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多选用黄体酮进行治疗，但是黄体酮

所产生大量的衍生物会导致胎儿畸形。因此人们正慢慢尝试

利用中医药来进行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的临床治疗。

就中医学角度而言，先兆性流产及习惯性流产属“胎动不

安”、“滑胎”范畴［１２，１３］。有研究指出产妇脾胃虚弱、肾气不足

或者气血运行不畅都可能发生习惯性流产或者先兆流产［１４，１５］。

因此，就中医学而言，要想治疗先兆性流产或是习惯性流产，应

当补肾气、脾气，确保产妇气血充足，胎儿自然就能健康发育成

长。本研究中给予对照组患者黄体酮治疗，给予观察组患者采

用孕康口服液联合肌注黄体酮治疗，观察并比较了两组患者临

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及临床治疗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的总有效率为９２５％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５％（Ｐ＜００５）。
此结果表明，孕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流产可取得较好的临床治疗

效果。

孕康口服液是在对安徽砀山杨氏妇科祖传的二十四代秘

方“保胎无忧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而研制出的国家三类新型

保胎类药，此药是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

经验，继承了传统中药学精华，属纯中药方剂，具有补肾健脾、

益气养血之功效［１２］。孕康口服液含党参、黄芪、山药、阿胶、杜

仲、白术等２３味中药，其中黄芪、党参、白术等可起健脾益气的

作用；续断、桑寄生、杜仲等有固肾纳气之功效；当归、芍药及阿

胶可养血；艾叶、苎麻根可使子宫肌肉松驰，具有安胎的功效；

而菟丝子、生地黄和枸杞子等具有增强肝肾功能、补肾健脾的

功效。此外，黄芩含抗前列腺素，可有效促进子宫的收缩，从而

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整个药方综合起来具有补

肾健脾、滋阴养血、安胎和胃等多重功效，从而产生安胎、保胎

的作用，有效预防及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

综上所述，采用孕康口服液治疗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及治疗效

率，值得在先兆性流产和习惯性流产的临床治疗当中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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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ｃｙ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ａｄｈｏｃ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８５（３）：２９４－２９８．

［１２］　ＬｉＬ，ＴａｎｇＬＹ，Ｍ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

Ｌａｒｇｅｈｅａｄ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Ｒｈｉｚｏｍ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６

（１２）：３２８０－３２８８．

［１３］　彭玲艳．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虚型先兆流产的临床观察．中医临床

研究，２０１２，４（７）：８４－８５．

［１４］　黄丽玲．关于孕康糖浆治疗先兆流产的疗效观察．安徽医药，

２０１３，１７（１２）：２１９５．

［１５］　陶鑫焱，郭凯敏，符星星．间苯三酚联合地屈孕酮治疗先兆流产

的临床观察．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１７）：２７００－２７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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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的相关性研究
高冰　张志超　袁亦铭　彭靖　辛钟成　郭应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探讨青年男性情绪障碍（Ｍｏｏ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与睾酮缺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之间的
相关性。方法：采用焦虑自测量表ＳＡ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和抑郁自测量表 ＳＤ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对８６例男性青年进行精神心理状态评估，同时测定其血清总睾酮水平，分析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
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评分显示焦虑及抑郁障碍者，其血清睾酮水平较之无情绪障碍者多显示低下，

按构成比进行卡方检验，其差异具有显著性。结论：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具有相关性，情绪障碍者

多伴有睾酮缺乏，其原因和机制尚有待探讨。

【关键词】　情绪障碍；睾酮缺乏；男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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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酮是男性体内的重要激素，其生理作用广泛，不仅影响
着性别分化、生长发育及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同时还影响着

男性的精神情绪状态。中老年男性睾酮缺乏目前被称为男性

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ＬＯＨ）），可对
机体多器官功能产生负面，并出现精神心理症状，文献报道较

多［１－４］。关于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鲜见报道，本文旨在探讨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之间的

相关性。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组８６例观察对象来源于我院男科中心门诊２０１４年５月
至２０１５年５月间就诊的青年男性患者，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
（３６７３±８３２）岁。就诊主诉以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为主，
本组未单列出各病种之间的差异。详细问诊排除既往史中的

精神心理问题，并排除合并其他急慢性疾病、精索静脉曲张、前

列腺疾患、尿道疾患及先天性发育异常性疾病等。

１２　入选标准
本组患者均具备以下条件：（１）年龄４５岁以下；（２）已婚，

有规律的性生活；（３）工作状态及人际关系良好；（４）查体男性
生殖系统发育良好，第二性征明显；（５）既往无神经及精神疾病
史；（６）无基础疾患（如高血压及糖尿病等）。
１３　研究方法

本组研究的目的是观察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之

间的相关性，观察指标为焦虑自测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ＳＡＳ）和抑郁自测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ＳＤＳ）分值及血清总睾酮的水平。

采用量表对观察对象的精神心理状态进行测评。量表由

研究对象自行填写，由专业人士给予具体指导，让患者完全了

解每个问题的含义，使得自我评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真实

性。评定结束后将分值换算为标准分值，ＳＡＳ分值≥５０定为有
焦虑症状，ＳＡＳ分值 ＜５０定为无焦虑症状；ＳＤＳ分值≥５３定为
有抑郁症状，ＳＤＳ分值＜５３定为无抑郁症状［５］。

全部观察对象抽取空腹晨血以测定血清总睾酮水平（正常

值参考值为２～１０ｎｇ／ｍＬ），本组患者以血清总睾酮水平 ＜３ｎｇ／
ｍＬ为睾酮缺乏的判定值，血清总睾酮水平≥３ｎｇ／ｍＬ为相对正
常的血清睾酮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资料以构成比

（％）的形式表示，进行χ２检验，设定统计结果 Ｐ＜００５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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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

"

　结果
本组所用ＳＡＳ是一种分析病人主观症状的简便的临床工

具，适合于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而ＳＤＳ是反映抑郁患者的主
观感受的检测方法，适合于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本组部分观

察对象分析评分结果有交集，但未予以列出，本组只分别分析

ＳＡＳ和ＳＤＳ与睾酮缺乏的相关性。
本组８６例观察对象中有 ３７例（４３０２％）ＳＡＳ分值≥５０

分，其中检出血清睾酮水平 ＜３ｎｇ／ｍＬ者为３２例（８６４８％）；而
ＳＡＳ分值＜５０分的４９例观察对象中仅有６例（１２２４％）血清
睾酮水平＜３ｎｇ／ｍＬ，。行卡方检验（χ２＝５０７，Ｐ＜００１），结果
显示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有焦虑症状者多伴随血清睾酮缺乏的

状况。

本组检出ＳＤＳ分值≥５３者共２８例（３２５６％），其中检出血
清睾酮水平＜３ｎｇ／ｍＬ者有２１例（７５００％），；而 ＳＤＳ分值 ＜５３
者共５８例，其中１７例（２９３１％）血清睾酮水平 ＜３ｎｇ／ｍＬ，进行
卡方检验（χ２＝３６７，Ｐ＜００５），结果显示有显著性差异，说明
有抑郁症状者亦多伴随血清睾酮水平的降低。

#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展，有关中老年男性更年期的问

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充满争议。许多对中老年男性睾酮

缺乏所引起的负面影响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睾酮缺乏不仅给

中老年男性带来躯体方面的不良作用［６，７］，如作为糖尿病的预

测因子［８］及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９］等；同时会影响其精神心

理状态［１０－１３］，此观念逐步被学术界所认可。

中老年男性睾酮缺乏曾经被称为男性更年期综合症，目前

的学术界标准称谓是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
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ＬＯＨ），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病理生理状态，其特
征为具有特定的临床表现和血清睾酮水平下降，严重影响中老

年男性的生活质量，并对机体多脏器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临床

症状有心血管系统表现，如燥热、潮湿和心动过度等；精神心理

症状，如失眠、焦虑、抑郁等；体力及精力下降表现，如疲乏、耐

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等；男性性功能障碍表现，如性欲下降、勃

起功能障碍、性高潮缺乏等。也可致中老年男性骨质中钙量减

少及骨密度下降，使骨折发生率明显增加。睾酮替代治疗可减

轻ＬＯＨ所致的多脏器官的不良影响，可增加机体横纹肌的含
量、减少脂肪含量、促进体能恢复；提高性欲及性能力；改善中

老年男性的整体健康状况，调节情绪及精神心理状态等［１４－１７］。

中老年男性是青年男性的下一个阶段，中老年男性的睾酮

缺乏问题在青年男性中的研究却鲜见报道。特别是有关情绪

障碍与睾酮缺乏的关系在中老年患者中特别常见并有多家报

道，具有共性的结论是中老年男性是血清睾酮水平开始降低的

年龄，中老年男性出现的情绪障碍问题如焦虑、抑郁等与睾酮

缺乏密切相关，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目前我国青年男性

由于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出现情绪障碍的患者并不少

见，但很少能与睾酮缺乏联系起来。国外有学者报道，男科门

诊就诊的患者中抑郁状态者能占到２５％ ～５５％［１３］。国内有文

献调查１４２６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精神障碍情况，发现有焦虑
症状者为２３６％，有抑郁症状者为２１７％［１８］。笔者曾统计１０６
例顽固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情绪障碍状况及血清睾酮水平，以年

龄划分均在青年范围内，ＳＡＳ分值为（４９３４±１１３７），ＳＤＳ分值

为（５１１２±１３８９），血清睾酮水平均 ＜３ｎｇ／ｍＬ，所有患者均曾
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已尝试过多种治疗手段，无明显效果；患

者心理负担很重，精神症状明显。经患者同意后给予睾酮替代

治疗，治疗结束后随访ＳＡＳ分值及ＳＤＳ分值分别下降为（３３９８
±５６７）和（３７６５±８７６），效果良好［１９］，预示着睾酮替代治疗

在青年男性情绪障碍患者中潜在的应用价值。

本组观察显示，８６例中有焦虑症状者占 ４３０２％，其中
８６４８％检出血清睾酮水平低下；有抑郁症状者占３２５６％，其
中７５００％检出血清睾酮水平低下。而无焦虑症状者检出血清
睾酮水平低下者仅占１２２４％，无抑郁症状者检出血清睾酮水
平低下者为２９３１％，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说明研究对
象中有情绪障碍者多伴有血清睾酮水平低下，预示青年男性的

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具有相关性，其原因和机制尚有待探讨。

总之，睾酮作为雄性激素在男性的一生中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性的身心健康状况尤其应受到

重视，本文初步探索青年男性情绪障碍与睾酮缺乏的相关性，

试图为青年男性的情绪障碍的治疗寻找新的途径。

参 考 文 献

［１］　高永金，金保方．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研究现
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５）：１８－２０．

［２］　王剑松．重视中老年男性迟发性性功能减退的诊治．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２）：卷首页．

［３］　ＷａｎｇＣ，ＮｉｅｓｃｈｌａｇＥ，ＳｗｅｒｄｌｏｆｆＲ，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ｉｎｍａｌｅｓ．ＥｕｒｏＪＥｎｄｏ，
２００８，１５９（３）：５０７－５１４．

［４］　ＺｈｏｕＳＪ，ＬｕＷＨ，ＬｉａｎｇＸＷ，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ｙｐｏｇｏｎｗｄｉｓｍ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ｉｎｇｍａｌｅｓ．ＪＲｅｐｒｏｄＭｅｄ，２０１１，２０（２）：２７－３２．

［５］　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８：３５－３９．

［６］　ＴｒａｉｓｈＡＭ，ＧｕａｙＡ，Ｆｅｅｌｅｙ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ｏｆＡｎ
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０（１）：１０－２２．

［７］　ＣｏｒｏｎａＧ，ＭａｎｎｕｃｃｉＥ，ＦｏｒｔｉＧ，ｅｔａｌ．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ｃａｎｔｅｓｔｏｓ
ｔｅｒｏｎｅ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ａｎｅｗ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ｔＪ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３２（２）：４３１－４４１．

［８］　ＴｒａｉｓｈＡＭ，ＳａａｄＦ，ＧｕａｙＡ．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ＩＩ．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
３０（１）：２３－３２．

［９］　ＫｈａｗＫＴ，ＤｏｗｓｅｔｔＭ，ＦｏｌｋｅｒｄＥ，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ｄｕｅｔｏａｌｌｃａｕｓｅ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ｉｎ
Ｍｅ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６（４）：２６９４－２７０１．

［１０］　ＳｅｉｄｍａｎＳＮ，Ｗｅｉｓｅｒ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ｍｏｏｄｉｎａｇｉｎｇｍｅｎ．Ｐｓｙｃｈｉ
ａｔｒＣｌｉｎＮＡｍ，２０１３，３６（１）：１７７－１８２．

［１１］　ＪｏｃｋｅｎｈｏｖｅｌＦ，Ｍ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Ｔ，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Ｍ，ｅｔａｌ．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ａｌｍｅｎ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ｓｅｘ
ａｎｄｍｏｏｄ．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Ｍａｌｅ，２００９，１２（４）：１１３－１１８．

［１２］　ＳｅｉｄｍａｎＳＮ．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ｏｅｓａｎｄｒｏｐａ
ｕｓ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Ｊｏｆ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０６，１８（３）：４１５－４２２．

［１３］　ＭａｋｈｌｏｕｆＡＡ，ＭｏｈａｍｅｄＭＡ，ＳｅｆｔｅｌＡＤ，ｅｔａｌ．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ｉ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ｖｅｒ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１２７　　·

ｔｉｏｎ．ＩｎｔＪｏｆ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５７－１６１．
［１４］　ＴｒａｉｓｈＡＭ，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Ｉ，ＫｉｍＮＮ．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ａｎｅｗ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ｍｅｎ
ｗｉｔｈ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Ｕｒｏｌ，
２００７，５２（１）：５４－７０．

［１５］　ＳｈａｂｓｉｇｈＲ，ＡｒｖｅｒＳ，ＣｈａｎｎｅｒＫ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ｒａｉｄ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ｔＪｏｆ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８，６２（５）：７９１－７９８．

［１６］　ＨｏｎｇＢＳ，ＡｈｍＴＹ．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ｇ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ｔＪｏｆＵｒｏｌ，２００７，１４（３）：９８１－９８５．
［１７］　高冰，张志超．男性睾酮缺乏的多因素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

２２（９）：３－５．
［１８］　武立新，梁朝朝，唐智国，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４２６例精神障碍

调查分析．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８）：５１２－５１５．
［１９］　高冰，张志超，辛钟成，等．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抑郁及睾酮低下患

者的临床观察及处理．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２（２）：３４－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李松（１９７７－），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男科疾病治疗
工作。

△【通讯作者】谢胜，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１９１１００６９８＠ｑｑ．ｃｏｍ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４

中药合剂联合心理疗法治疗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疗效
观察
李松　谢胜△　谭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合剂联合心理疗法治疗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确诊
的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８０例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组 ９０例给予中药合剂治疗，治疗组９０例给予
中药合剂联合心理治疗。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对生存质量评分和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定病人焦虑
状态的改善情况。结果：对照组有效率为７７８％，治疗组有效率为９３３％，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
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的Ｓ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与治疗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结论：中药合剂联合心理治疗在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对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疗效显著，可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
推广。

【关键词】　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中药治疗；心理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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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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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Ｐ）为男科泌尿系的一种常见病，青壮年多
发，占泌尿男科门诊患者的四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有一半以

上的男性在成年后会出现轻重不一的 ＣＰ症状，发病率为２％
～１０％［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本病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

Ⅱ型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ＢＰ）和Ⅲ型慢性非细菌性列腺炎
（ⅢＡ）／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ⅢＢ，即 ＣＰ／ＣＰＳＳ））以及Ⅳ型无
症状性前列腺炎（ＡＩＰ）［２］，其中Ⅲ型是前列腺炎中最常见的类
型，约占ＣＰ的９０％以上，而ⅢＢ型ＣＰ除表现下尿路症状群、性
功能障碍等症状外，且对抗生素治疗效果亦不佳，常伴有心理

精神障碍，如抑郁、焦虑等，久治不愈［３］，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有报道称：心理精神障碍在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相关危险因素之

一。本病属于中医“腰痛”、“阴痛”、“精浊”、“淋浊”等范畴［４］。

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我科采用中药合剂联合心理治疗在
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９０例，取得良好的疗效，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我科收治的ⅢＢ型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１８０例，所有病例西医诊断准则［２］均合乎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提议的 ＣＰ／ＣＰＳＳ诊断标准。临床表现：①排尿改
变：尿频、尿不尽、尿无力等，尿痛不明显，尿常规无异常；②疼
痛特性：在腹股沟、阴囊内、会阴部有痉挛性疼痛或胀痛，但检

查睾丸、附睾正常；③前列腺液常规：白细胞计数 ＞或 ＜１０个／
ＨＰ，卵磷脂小体减少［５］。凡同时符合上述３项者，即诊断为ⅢＢ
型ＣＰ。中医辨证标准：参照《今日中医内科（中卷）》［４］“肺
胀”、“喘病”的相关内容。中医诊断准则参阅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制订的《慢性前列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

南（试行版）》［５］。且排除有影响排尿的疾病如前列腺肿瘤者、

泌尿系感染、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附睾炎、精索静脉曲张、

睾丸鞘膜积液、腹股沟疝、泌尿系结核及结石等，以及有慢性严

重原发性疾病者如心血管及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肾功不全疾

病等；精神病患者，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未签署知情

同意书患者；Ⅱ型、ⅢＡ型、Ⅳ型ＣＰ患者。
将入选的资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９０例，其中对照组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６５岁，平均（３５２７±１４４７）岁；病程１２～
６１年，平均（１８±０５）年。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３～６６岁，
平均（３６８９±１５４９）岁；病程１３～５９年，平均（１９±０４）年。
２组患者在年龄、病情和病程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别（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慢性前列腺炎的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

中药治疗，方剂组成：车前子、山药、丹参各２０ｇ，菟丝子、益智仁
各１５ｇ，川楝子、覆盆子、乌药、泽兰、泽泻、赤芍、桃仁、金银花各
１０ｇ。水煎服４００ｍＬ，分早晚各２００ｍＬ口服，４周为１个疗程。
治疗１个疗程后评价疗效。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前提下，由专业
护理人员予以心理治疗。对不同的患者均单独进行心理治疗，

这样有利于患者隐私的保护，也有助于更好的沟通及建立良好

信任关系，比如情志开导、释疑解惑、心理疏导、以情胜情、心理

暗示及健康教育等［６］。每次心理治疗于当日治疗后，或选择患

者认为方便的个人时间开展，１０～１５ｍｉｎ／次，包括具体为：（１）
情志开导：积极认真与患者沟通，及时倾听患者的心声，综合判

辨患者的心理状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通过介绍实例，讲述

治疗后的效果，结合不同患者的病情、心理特点及生活背景环

境，开展形式多样的情感支持［７］；（２）解惑释疑：患者往往多疑，
顾虑重重，针对患者存在的思想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导患者积极

正确看待疾病，从心里认识到 ＣＰ／ＣＰＳＳ绝对不是不可救药，焦
虑或性功能障碍等症状源自于心理压力过大，从而避免因心存

疑惑而使气机不畅；（３）心理疏导：根据患者的理解程度及文化
程度，循序渐进地向患者讲述本病的相关知识，使其了解所患

疾病的起因、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使患者建立正确认知，消除

疑虑，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８］；（４）
以情胜情：根据中医学独特的情志关系，依据五行相克的理论，

用一种情志纠正另一种情志所致疾病的方法［９］，淡化乃至消除

不良心情；（５）心理暗示：平时工作中想方设法提示患者是正常
的人而非病人，顺从患者的意志、情绪，满足患者的欲望，让患

者逐渐克服不良情绪，帮助患者以正性情绪克服或代替负性情

绪，通过减轻或消除其对慢性前列腺炎的恐慌程度，减轻患者

心理负担［１０］；（６）健康教育：结合患者的各自不同病情，为患者
量身定制具体健康教育体内容，如指导其建立正确的生活习

惯，尽量不穿紧身厚裤，不久坐或长时间开车，避免食辛辣刺激

食物、过度劳累和酗酒，戒除烟酒，保持愉快心情，指导其正确

用药，指导其伴侣给予患者信心与温暖，同时要求其伴侣懂得

慢性前列腺炎的相关知识、性生活时注意事项，明白夫妻之间

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前列腺的正常新陈代谢，清除前列腺内有

害物质，从而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对前列腺功能的恢复并加

速炎症消退以及密切夫妻感情避免性冷淡至关重要［１１］，坚定其

治愈信心。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１３１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１２］中的有关疗效进行评价。（１）治愈：临床症状、体征基本
消失，前列腺液镜检显示ＷＢＣ至少连续２次正常，前列腺压痛
消失，质地也正常；（２）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前列腺
液镜检显示ＷＢＣ至少连续较前降低≥６０％；前列腺压痛明显
缓解，质地均明显改善；（３）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有所改进，前
列腺液镜检显示ＷＢＣ较前降低≥４０％；（４）无效：临床症状、体
征及前列腺液镜检和治疗前比较没有变化，甚至更重。总有效

率＝（治愈＋显效＋有效）／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生活质量评定标准　采用普适性生活质量测量工具 ＳＦ
－３６标准版本进行测定［１３］。包括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８个维
度。各个维度的评分范围都为０～１００分，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
健康状况的好坏，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反之

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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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焦虑评定标准　干预前和治疗后４周均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ＳＡＳ）对两组病人情绪状态进行评定［１４］。以我国常模上

限为界，ＳＡＳ标准分＞５０分，表明有焦虑症状；测量时由病人自
行填写，干预前后各发出调查表１８０份，回收１８０份，有效回收
率１００％。
１３４　不良反应评价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与药物有关
的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有效率为７７８％，治疗组有效率为９３３％ ，两组有
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分组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９０
９０

３１（３４４）
１９（２１１）

２８（３１１）
２７（３００）

２５（２７７）
２４（２６７）

６（６７）
２０（２２２）

８４（９３３）

７０（７７８）　

　　注：χ２＝８８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 （分）

维度 治疗组（ｎ＝９０） 对照组（ｎ＝９０）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７６６２±１６１

６６１２±８１３

８１５５±９２１

８０１２±１０５０

７０４３±６１４

８０１２±７１１

７００２±８３３

６６６４±５３６

６５１１±８６４

５１３４±９６０

６９４６±９５７

６１０３±１１２６

５６７８±６２２

６１０７±９２３

５６１２±１１３２

５３４９±９２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的 Ｓ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治疗组

９０
９０

５４４±５１
５５９±５３

４４５±４７△

３３２±４６△

　　 注：与组内干预前 比较，△Ｐ＜００５；与 对 照 组 干 预 后 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与治疗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

#

　小结
各个类型ＣＰ因为病因相当复杂，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所以一直都是男科中的顽疾。病原体感染、免疫异常、组织病理

学改变、尿液返流、神经内分泌异常、下尿路上皮功能异常及心理

因素等是现代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单一药物或疗法一般难达

到患者的理想效果［１５］，且复发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有

报道称，治疗时间较长不能痊愈的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中绝大多
数存在程度不一的精神心理因素和人格特性的变化，造成患者非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后尿道神经肌肉功能失调，引起使盆底区域

疼痛及排尿功能失调［１６］。同时心理压力增加与神经递质的分泌

亦成正相关，最终致神经内分泌必失衡，催乳激素水平亦增高，免

疫系统受损害，继而引起慢性疼痛和疲劳综合征，ⅢＢ型慢性前
列腺炎的症状加重，导致其久治不愈和精神心理障碍加重。由于

现代治疗前列腺药物的屏障作用，致病程长，疗效慢，甚至引起不

育、精囊炎、附睾炎等，部分人误认为ＣＰ是性传播疾病，或个别医
务人员片面夸大ＣＰ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以及媒体不正确的宣
传及患者的自身性格内向等等原因造成患者长期恐惧、焦虑、自

卑和压抑等负性情绪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祖国医学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属中医“腰痛”、“阴痛”、“精

浊”、“淋浊”等范畴，认为该病是由于湿热下注、邪恋精垒、气滞

壅阻；或是由于思虑过度、正气亏虚，从而致使肾气亏虚，精关不

固，精离其位；或是由于湿热不清，相火不济而引起下焦湿热蕴结

所引起。湿热、血瘀、肾虚为本病之病机［１７］。治疗以补肾为本，

兼以清热利湿、行气化瘀。本组方采用菟丝子、益智仁，覆盆子、

山药补肾温补固摄，温肾固精缩尿，药性平和，补而不滞；车前子、

金银花、泽泻、泽兰性味甘寒，燥湿利水；川楝子、赤芍、乌药、桃

仁、丹参味苦，性微寒，疏肝理气、祛瘀止痛、清心除烦、活血化瘀。

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再给予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疗效明显增

加［１８］。研究发现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病人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
的心理障碍［１９］，精神心理因素在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中至
关重要。心理治疗是用心理学方法，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因素，根

据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规则，深入浅出地对对患者的心理

活动进行研讨。心理治疗是从人的认知过程开始能够改变，协助

患者建立和谐平静的心理环境，从而纠正患者生病过程中一系列

不正确的行为和不良情绪。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将心理疏

导和暗示贯穿治疗始终，以随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重点是使

患者理解ⅢＢ型慢性前列腺炎发生、发展过程及预后情况，正确
认识和对待疾病，对患者进行行为指导，纠正和改善日常生活习

惯，对媒体宣传能正确认识，始终有一颗稳定平和的心态，不但可

以减轻、消除其负面影响，直至产生积极作用，提高免疫力，调动

全身机能一起抵抗疾病，以利于病情的治疗。

本研究表明，药物联合心理治疗在提高患者疗效、生存质

量、心理焦虑状态以及减少治疗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方面优于

单纯运用中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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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教育需求的调查与分析———以琼州学院
为例
徐华　杨文娴　刘人瑞
琼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２２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性知识来源、性教育现状和对性教育的需求情况，为有针对性地对大学
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找到合适大学生的性教育内容和途径。方法：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研

究，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琼州学院随机抽取３３９名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进行调查。运用 ＳＰＳＳ中多重
响应、频数分布、卡方检验的方法，对比分析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和性教育需求的情况。结果：（１）不同性别
的大学生在性知识掌握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比女生掌握更多的性知识。（２）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
性知识获取的渠道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网络、影像资料、非正规出版物的影响。（３）
７２５％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加强性健康教育力度。（４）根据调查和分析的结果，提出性教育对策，高校应
加大性教育的宣传力度，提供丰富的性健康教育内容与多元化的性教育方式。结论：有必要促进大学的性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到系统、科学、有针对性的有效开展，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关键词】　大学生，性知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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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大学生是目前社会上一群特殊的群体，一般在１８到２４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处在性心理和性生理快速发展成熟期，

这使得他们在对于两性关系的相处上体现出源源不断的好奇

心和欲望。首先，全球信息化日益影响目前海南全日制本科在

校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各种渠道的关于性方面的知识，形成

他们自身一定的性价值观和性观念。而性道德和性文化观念

薄弱，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性知识是杂乱无序的，有些甚至是错

误的、淫秽有害的性知识会损害大学生内外的身心健康发展。

其次，我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政策，西方的性开放意识会对学

生的固有意识产生影响。目前大学生的性接纳程度和性开放

程度普遍比较高，在大学中常常出现“出双入对”的现象。大学

恋情的发展若不给予积极的性健康教育引导会出现很多问题，

如非安全性行为的发生、堕胎、婚前同居现象等。所以，在大学

生性观念和性态度日趋开放的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性健康教

育是很有必要的。

性教育是指关于两性关系以及性生活方式的教育，其目的

是使受教育者性生理、性心理保持健康，性行为符合社会伦理

要求，最终在社会上求得两性间完美生活的教育［１１］。性教育是

一种塑造健全人格的教育体系。它所关注的对象是一个人的

整体，其中包括了人的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等方面。为了建立

一个全面、立体的性教育体系，对于性知识的教育是决不可忽

略的［１］。本文所指的性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进行的，旨在帮

助海南全日制的本科在校生从正规的渠道获取必要的性知识，

包括性生理、性心理，还包括性道德和性文化的辅助拓展，一系

列的性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正视性，正确对待两性相处，树立积

极的健康的性价值观，合理调控自己的性行为以及学会自尊自

爱。性教育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大学生在未来的生活的方

方面面，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安定、

和谐发展。霭理士曾说：“从广处看，我们可以说‘性’的启发与

‘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任何时代

都大。”［２］

高校学生管理是对在校大学生的全方位管理，内容较为广

泛，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和方方面面［３］。大学生在高校度过的

四年，是他们摆脱幼稚，接触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期，此

段时期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高校性健康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性教育

的缺位会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由此可见，需要把高校性教

育提升到高校学生管理的重要位置。通过开展性教育，大学生

可以系统的掌握性知识，全面的了解性的发展规律，从而用科

学的性知识指导自己的生活，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１］。关注性

健康教育，加强对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力度，是高校开展素质

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合格公民的必然的使命和要求，是

势在必行的。

"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研究，样本采用随机

抽样方法，在琼州学院随机抽取２０１１级至２０１４级（大一到大
四）本科生，涉及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回收问卷共

３５２份，有效问卷 ３３９份。其中，男生 １４３人，占被试总数
４２２％，女生 １９６人，占被试总数５７８％ ；农村户籍有１９８人，
占被试总数 ５８４％，城市户籍的有１４１人，占被试总数 ４１６％。
２２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是在参照《青岛地区大学生性观念、性教育调查

问卷》［３］的基础上略作修改。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系数作为内部
一致性指标，经检验，α＝０５１８，问卷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设计修
改。本问卷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本

信息，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等信息；第二

部分侧重于对大学生性知识的获取渠道、大学生性教育的现状

和大学生性教育的需求的调查。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和 Ｅｘｃｅｌ进行
数据的录入、统计和分析工作。分析方法包括缺失值替换、多

重响应、频数分布、卡方检验等方法。

#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性知识与性教育的现状分析
３１１　学生掌握性知识的现状　调查表明，４７２％的大学生表
示对性知识“了解很少”。尤其女生较为突出，男女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００。其次户籍农村比城市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低，
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５。见表１。
３１２　学校的性教育现状调查
３１２１　学校的性教育活动举办情况　如表２所示，有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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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学校曾以“选修课开设”、“专题讲座”和“社团活动”的

方式组织过相关的性教育活动，但是仍有１６９例（３７３％）学生
表示所在学校“没有组织过相关的性教育活动或不知道”。可

见学生所在学校有组织过相关的性教育活动，但是活动内容涉

及的群体范围有限。

表１　性知识的了解程度

合计

（ｎ）
百分比

（％）

性别

男 女

户籍

农村 城市

十分了解 １４ ４１ ９ ５ ６ ８

较为了解 １５０ ４４２ ７９ ７１ ８３ ６７

了解很少 １６０ ４７２ ４９ １１１ １０２ ５８

一无所知 １１ ３２ ３ ８ ６ ５

缺失 ４ １２ ３ １ １ ３

表２　学校的性教育举办情况

合计（ｎ） 百分比（％）

选修课开设 ８１ １７９

专题讲座 １０６ ２３４

社团活动 ９７ ２１４

无／不知道 １６９ ３７３

其他 部分专业老师重点引导过。

艾滋病预防宣传日。

表３列举了一个学年以来，学校举办过的性健康教育活动，
主要包括“成长工作坊”，“专题讲座”，“青春健康知识普及系列

活动”，围绕两性关系，性行为，性观念，性生殖健康等方面，对

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性知识引导。

表３　学校已举办的性教育活动

活动类型 活动名称

成长工作坊 两性亲密关系

专题讲座 “女性与生殖健康”“健康性行为”等

系列活动

（大学生青春健康知识普及）

大学生青春知识专家交流大本营

大学生同伴交流（性观念）沙龙

科学性知识图书分享交流会

预防艾滋病演讲比赛

３１２２　学校的性教育程度现状　７２５％的学生认为所在学
校对“学生缺乏性教育，应适当加强”，如表４所示，性别的差异
不显著，χ２ ＝３２２３α，ｄｆ＝４，Ｐ＝０５２１。也有 ５２名学生
（１５４％）“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性教育适度，因保持现状”，与表
２呼应，学生认为适度可能与专题讲座或社团活动的组织过相
关的性教育有关，在这点上需要保持现状。

表４　学校当前的性教育程度现状

频率

男 女

合计

（ｎ）
百分比

（％）

缺乏性教育，应该适当加强 １００ １４５ ２４５ ７２５

缺乏性教育，但应保持现状 １７ １３ ３０ ８９

性教育适度，应保持现状 ２０ ３２ ５２ １５４

性教育过度了，应适当减少 ２ ３ ５ １５

学校不需要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３ ３ ６ １８

３２　大学生的性知识来源调查
在对性知识来源的调查中，男女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比例最高的都是网络，其次是科普读物、同学朋

友、报刊杂志，再次是影像资料、课程教育、广播电视、学校教育

等。而所占比例最小的是热线电话、展览、医务人员、计划生育

人员等。男女生获取性知识在科普读物，同学朋友，报刊杂志，

广播电视，影像资料等途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５２１４５α，ｄｆ
＝１６，Ｐ＝００００。女生选择“科普读物、同学朋友”的比例明显
高于男生，而男生选择“影像资料、非正规出版物”的比例远高

于女生。见表５。

表５　男女的性知识来源差异

男 女 合计（ｎ） 百分比（％）

科普读物 ５８ ８７ １４５ １４５

报刊杂志 ４５ ５９ １０４ １０４

网络 １０５ １０３ ２０８ ２０８

广播电视 ２０ ３６ ５６ ５６

同学朋友 ４４ ７６ １２０ １２０

课程教育 １７ ４６ ６３ ６３

家庭 ９ ３１ ４０ ４０

学校老师 １０ ２４ ３４ ３４

专题讲座 １３ ２２ ３５ ３５

影像资料 ４０ ３０ ７０ ７０

非正规出版物 １１ ８ １９ １９

展览 ０ ５ ５ ０５

医务人员 ３ ６ ９ ０９

计划生育技术人员 ３ ６ ９ ０９

学校教育 １５ ３９ ５４ ５４

录像光盘 １８ ６ ２４ ２４

热线电话 ２ １ ３ ０３

在性方面遇到问题时，３８９％的学生会自己查资料寻求答
案，２５１％的学生会求助于自己的同学或朋友，１１４％和
１１１％的学生会选择到咨询中心求助和专科医院求助，１０８％
的学生求助于父母，只有２７％的学生会求助于老师。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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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在性方面遇到问题时的解决途径

合计（ｎ） 百分比（％）

自己查资料 ２６２ ３８９

求助于同学或朋友 １６９ ２５１

到咨询中心 ７７ １１４

专科医院求助 ７５ １１１

求助于老师 １８ ２７

求助于父母 ７３ １０８

３３　性教育开展的内容和途径
３３１　对性教育的需求情况　据调查，４４４％和４５０％ 的学
生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性教育是“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

两项合计８９４％，占据相当大的比例；４７％的学生认为“无所
谓”；而仅有４７％和１２％的学生认为开展性教育“没多大必
要”和“完全没必要”。

３３２　学生希望学校提供的性教育内容与方式　如表７数据
显示，２３０％学生希望学校提供有关“性生理及生殖健康知识
（生殖教育、避孕、性病防治等）”的性教育内容，其次是“性心理

知识”（占２１４％）和“两性交往／恋爱心理”（占２０６％），性别
差异不显著。

表７　学生希望学校提供的性教育内容

男 女
合计

（ｎ）
百分比

（％）

性心理知识 １００ １４８ ２４８ ２１４

性生理及生殖健康知识（生殖教

育、避孕、性病防治等）

１０９ １５７ ２６６ ２３０

性道德知识 ８５ １３２ ２１７ １８８

性法制知识 ７５ １１３ １８８ １６２

两性交往／恋爱心理 ９３ １４５ ２３８ ２０６

针对性教育内容，学生希望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方式丰富多

样，１９０％的学生表示通过“专题讲座”开展，其次是“开展心理
咨询”、“开设专门课程”、“异性交往指导”，分别占 １７７％、
１６６％、１５４％。而选择“穿插在思想道德课中”的只占７４％。
在几种方式的 χ２分析中，不同性别间并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８。

表８　学生希望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方式

男 女 合计（ｎ） 百分比（％）

开设专门课程 ６９ ９１ １６０ １６６

专题讲座 ８０ １０３ １８３ １９０

提供读物 ５４ ７３ １２７ １３２

开展心理咨询 ６０ １１０ １７０ １７７

个别咨询 ３８ ６６ １０４ １０８

异性交往指导 ５６ ９２ １４８ １５４

穿插在思想道德课中 ２６ ４５ ７１ ７４

３３３　性教育活动的开展途径　学生认为在大学应开展的种
类繁多的性教育活动，其中，１７７％的学生认为应“免费开放性
知识资料”，１５５％的学生认为应在大学“宣传性病知识”，再次
是“举办相关专题讲座”（占１１３％）和“提供性教育读物”（占
１１２％）。女生选择“免费开放性知识资料”和“提供性教育读
物”的比例远高于男生，而男生选择“提供性器具和避孕信息”

的比例（１０２％）高于女生。男女差异显著，χ２＝１６１９８α，ｄｆ＝
８，Ｐ＝００４０。见表９。

表９　学生认为应在大学开展的性教育活动

男 女
合计

（ｎ）

百分比

（％）

提供性器具和避孕信息 ７１ ５８ １２９ １０２

免费开放性知识资料 ９７ １２６ ２２３ １７７

宣传性病知识 ７９ １１７ １９６ １５５

观看性教育视频、图片 ５１ ６１ １１２ ８９

提供性教育读物 ５５ ８６ １４１ １１２

举办相关专题讲座 ５９ ８３ １４２ １１３

结合相关学科内容课堂讲授 ４１ ７３ １１４ ９０

设立专门的性教育机构 ３３ ３１ ６４ ５１

建立性健康教育网络互动平台 ５１ ８９ １４０ １１１

基于学生已有的性教育知识，如表１０所示，３９３％的学生
表示自己还很需要了解的性知识是“预防性病、艾滋病”，其次

是“异性交往、恋爱心理”（３７７％）。比较需要的性知识依次是
“性文化”（５５６％）、“自慰、性卫生、性健康”（５３８％）、“异性
交往、恋爱心理”（５００％）。４６２％的学生表示自己不需要的
性知识是“性心理、性变态、同性恋”，其次是“性活动的具体指

导和技巧”（３８３％）。其他由学生特别提出需要了解的知识包
括健康心理指导，性与爱的认知等。关于“性活动的具体指导

和技巧”选项，认为此项很需要的男生比例大于女生，认为比较

需要和不需要的女生比例大于男生，性别的差异显著，χ２＝
８６４９α，ｄｆ＝３，Ｐ＝００３４。
３４　对学校性教育的看法
３４１　学校当前的性教育程度及对性教育状况的满意程度　
有４９３％的学生认为当前学校的性教育程度“太保守”，３２７％
的学生认为“很适当”，而有５３％的学生认为当前学校的性教
育程度太过开放。有１１８％的学生选择了“其他”，这些学生表
示不清楚或不知道、没有接受性教育和认为性教育程度一般。

另有３名（０９％）的学生此题未作答。
对所在学校当前的性教育状况表示“很满意”和“基本满

意”的学生分别占２４％和３１３％，理由包括，认为学校没有刻
意回避性教育问题；某些专业涉及较多相关课程；社团活动和

选修课有开展相关活动；性教育的开展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在校

大学生的发展等。而“不满意”的同学占２２０％，理由包括：认
为学校不重视性教育，比较保守；学生没有接受到性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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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不够普及；渴望了解正确的性知识但是没有途径；老师避

而不谈；性教育缺乏正确的指导、引导；宣传太少，渠道不正规

等。有１０２例（３０１％）学生表示“没开此课”；另有 ４８名
（１４２％）学生选择了“不知道”。其中，认为“基本满意”和“不

满意”的男生比例大于女生，认为“没开此课”和“不知道”的女

生比例远大于男生，性别间具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８５６０７α，ｄｆ＝
６４，Ｐ＝００３７。专业间的差异性不显著，Ｐ＝１０００。

表１０　进行性教育时学生还需要的知识

不需要

ｎ ％

较需要

ｎ ％

很需要

ｎ ％

性心理、性变态、同性恋 １４４ ４６２ １１９ ３８１ ４９ １５７

自慰、性卫生、性健康 ８３ ２６６ １６８ ５３８ ６１ １９６

异性交往、恋爱心理 ３８ １２３ １５５ ５００ １１７ ３７７

性生理、避孕、生育 ７０ ２２４ １４７ ４７２ ９５ ３０４

预防性病、艾滋病 ５１ １６０ １４２ ４４７ １２５ ３９３

性价值观 ５３ ７０ １３４ ４３１ １２４ ３６９

性方面的伦理道德 ５８ １８８ １４２ ４６１ １０８ ３５１

性活动的具体指导和技巧 １１８ ３８３ １２３ ３９９ ６７ ２１８

性文化 ７１ ２３２ １７０ ５５６ ６５ ２１２

３４２　目前大学性教育中存在的困难　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的过程中，会面临各式各样存在的困难，据统计，有２８０％的学
生认为“学生不知道或知道不愿参加”学校举办的性教育活动，

此为大学生性教育中存在最大的困难。余下依次是“学校不重

视”（占２６８％）、“老师本身缺乏性知识或性观念及性态度需
要完善”（占１９５％）、“形式和内容不佳”（占１７４％）、“老师
和家长反对”（占８３％）。见表１１。

表１１　目前大学性教育中存在的困难

频率

男 女

合计

（ｎ）

百分比

（％）

学生不知道或知道不愿参加 １３１ ９５ ２２６ ２８０

学校不重视 １２３ ９３ ２１６ ２６８

形式和内容不佳 ７９ ６２ １４１ １７４

老师和家长反对 ３６ ３１ ６７ ８３

老师本身缺乏性知识或性观

念及性态度需要完善

９４ ６３ １５７ １９５

$

　讨论
４１　性知识来源渠道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４７２％学生表示对性知识“了解很
少”，尤其女生较为突出。男生掌握更多的性知识可能是生理

和文化的原因，他们比女生获取性知识的主动性更高，渠道更

广［４］。相当大的学生比例（８９４％）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性教
育是“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大学生对性知识的需求，符合

时代发展和社会实际，也符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年龄特

征［５］。在大学生中开展性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正视“性”、了解

“性”，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是有必要的。大学生获取性知识

的渠道广泛多样，医务人员、学校老师和家庭作为性健康教育

的重要渠道，而在学生性知识的获取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令

人满意。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主要集中在网络，其次是科普

读物、同学朋友、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而这些渠道的性知识

往往是支离破碎的，科学的性知识对个体的性认识和性健康的

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低级庸俗的部分对个体的性健康发展和社

会稳定会造成危害［８］。开展性教育能帮助学生正确区分哪些

性知识是科学的，哪些是低级和庸俗的，从而通过科学的性知

识指导自己的生活。有学生提到：“现代大学生思想较为开放，

接受性知识的程度较高，但多是从非正规渠道接触，所以很需

要从专业的科学的角度进行性教育，多引导其拥有较为正常的

正确的性价值观”。还有，在获取性知识途径上，男女存在的显

著差异揭示了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网络、影像资料、非正规

出版物的影响。因此，在学校工作中，应加大性健康教育力度，

对不同性别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性教育工作，用正规的、专

业的、科学的、系统的性知识引导男性学生自觉地去杜绝非正

规渠道的淫秽色情类性知识，针对女性大学生加大普及性生理

及生殖健康知识（生殖教育、避孕、性病防治等）的力度。作为

女性，其自身的生理结构，属于性病和艾滋病患的易感人群，更

需要掌握性病防治知识［６］，这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是很有必

要的。

４２　学生性健康教育需求
７２５％的学生认为所在学校对“学生缺乏性教育，应适当

加强”。性健康，包括性生理健康和性心理健康，是成长的必经

之路，是无法忽视的。因此学校应该加大性教育力度，丰富性

教育内容和形式，提供多方位多渠道的性健康教育。

４２１　加大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　目前学校所进行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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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有开设选修课、专题讲座和社团活动，但是仍有

３７３％的学生表示所在学校“没有组织过相关的性教育活动”
或“不知道”。可见学生所在学校有组织过相关的性教育活动，

但是活动内容宣传力度不强且涉及的群体范围有限。２８０％的
学生认为在学校的性教育活动举办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是，

学生不知道学校正在开展相关活动或学生知道但是不愿参加，

可见加强性健康教育，加大性教育的宣传力度是很有必要的。

宣传的目的是要吸引学生关注，使学生有意向了解和参加，使

学生在性教育活动中获取科学的性知识，从而更新性健康教育

观念，尽量使大学生性知识的获取先于行为的发生。大学不同

于早期的学习生活，恋爱占据大多数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恋爱

心理的引导应作为两性亲密关系引导的前提。为此，在大学生

性教育活动中应提供两性交往或恋爱心理辅导课程，辅以通过

宣传的手段来普及性心理知识等，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和正确的恋爱观，促使学生学会如何保护好自己，自尊自爱。

４２２　高校开展性教育的形式　作为一所国际化开放型大学，
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普及引导工作有待改善和提升，因此为使

性健康教育得到有效的引导，开展性教育的形式应丰富多样，

包括：（１）开展专题讲座，运用适当的方式，强调性方面的伦理
道德和性侵害，传播性文化等，为学生灌输正确的性价值观，更

高层次地提升自身修养；（２）开展心理咨询，使学生接受正规的
性知识，树立学生正常性观念。同时还要维护好学生隐私，引

导其理性正确的认识并了解性与爱的关系等性方面的问题；

（３）开设专门课程，如生理卫生课，将性教育拿到台面上讲，为
学生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的环境和正确的引导平台，学生参与其

中，并且老师要有专业敬业的心态，以更好的对学生进行性健

康教育；（４）提供异性交往指导，有的学生表示对异性很感兴
趣，渴望了解异性，可以通过团体辅导、社团活动等的形式对他

们进行科学的引导，培养学生的责任感，积极向上的性观念等。

４２３　高校进行性健康教育的途径　大学生性教育极其重要，
宣传性教育应放在首位，但不能只流于形式，否则变得低俗。

在途径上，学校不仅需要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更要在物质上

对各种形式的性健康教育活动提供支持。学校进行性健康教

育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要选择适当方法，适度开展，不

要过于激进。以对学生免费开放性知识资料，宣传性病知识，

举办相关专题讲座，提供适合学生需求的性教育健康读物为

主，辅以提供性器具和避孕信息，结合相关学科内容讲授，观看

性教育视频、图片，建立性健康教育网络互动平台等。以正确

的形式正确的内容展开，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往往能取得较好

的效果。

%

　结论
（１）研究结果显示，４７２％的学生对性知识“了解很少”，男

生比女生掌握更多的性知识。４９３％的学生认为当前学校的性
教育程度“太保守”，８９４％的学生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性教育
是“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７２５％的学生认为所在学校对

“学生缺乏性教育，应适当加强”。

（２）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主要集中在网络、科普读物、同
学朋友、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等非正规渠道，男生比女生更容

易受到网络、影像资料、非正规出版物的影响。在学校工作中，

很需要从专业的科学的角度进行性教育，为学生提供正规、科

学、系统的性知识。

（３）加大普及性生理及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性心理知识，提
供两性交往或恋爱心理辅导课程等是很有必要的。开展专题

讲座，提供性心理咨询，开设专门课程并且提供适合学生需求

的性教育健康读物，建立性健康教育网络互动平台等通过多种

形式和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性健康知识、性伦理道德的教育和

性心理的疏导，引导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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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专科大学生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状况调查
分析
卢凤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泰州市专科大学生的性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现况，为性教育的开展提供方
向。方法：采用自编《泰州市高职高专学生性态度调查问卷》对泰州市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

术学院、泰州学院等３所高校５０４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性知识、性行为和性态度调查。结果：泰州市专科学生
性教育缺乏，性知识掌握程度偏低，性行为发生率中等，性态度较开放。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及生源地大学

生在学校性教育态度、性知识掌握、性行为发生率以及性态度各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性知识、性行为及性

态度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结论：高校在实施性教育时应考虑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及生源等有针对性地

选择性教育形式和内容。

【关键词】　泰州市；专科学生；性教育；性行为；性知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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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期的大学生处于个体意识极浓厚的阶段，对两性方面
有着许多的幻想与好奇。传统的贞操观和性道德观念在大学

生中渐渐变得淡薄，性观念日益开放，婚前性行为有逐渐增加

的趋势，未婚同居甚至怀孕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开展

大学生性知识、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分析，为社会、学校、老

师和家长采取措施帮助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健康的

性观念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泰州市职业技术学校、江

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泰州学院等３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５０４份，其中男生１３６人，女生３６８
人；大一２６９名，大二２３５名；理工科１９０人，文科２１３人，艺术
体育类１０１人。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的《泰州市高职高专学生性态度调查问卷》对研

究对象进行调查。问卷包括学生基本情况、性知识问卷（包含

大学生对高校开展性健康教育的看法和需求状况），性行为问

卷。问卷还整合了赵科、尹可丽等２０１１年编制的《大学生性态
度问卷》内容［１］，问卷由１４个项目组成，包括开放倾向（反映对
象在性认知、性行为倾向上的开放性程度）、情感倾向（反映性

情感社会化水平，用来解释对象对性的评价性情感）、需求倾向

（反映大学生对性及性认知的需求取向）和回避倾向（旨在考察

个体对性相关问题的回避程度）４个维度［１］。问卷均由研究者

现场指导学生统一完成并当场回收。为保证结果的真实性，研

究者反复向调查对象强调研究目的，并要求其一隔一分开就座。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主要统计方法有

计算构成比、发生率、均数差异检验、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

"

　结果
２１　性知识统计

研究者从性生理知识、安全性行为等方面进行测试，共１０
道０、１计分的选择题，用总分表示研究对象的性知识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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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见表１。男生性知识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女生，有极其
显著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迟新丽２０１０年对安徽大学生［２］、

刘银梅等２０１１年对苏州大学生［３］、齐丹等２０１３年对深圳中职
生性知识调查［４］结果一致。不同专业学生性知识丰富程度存

在显著差异，进行进一步两两分析发现差异主要存在于理工科

与文科学生之间，艺术体育类学生虽然分数介于两者之间，但

无统计学差异。大二、城镇学生性知识掌握虽然略好于大一、

农村学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学生性知识掌握情况

项目 类别 性知识得分（珋ｘ±ｓ） ｔ／Ｆ Ｐ

性别 男 ６０±１８７ ２８４ ０００５

女 ５５±１７６

年级 大一 ５６±１７９ －１０９ ０２７７

大二 ５７±１８１

学科 理工科 ５９±１７９ ３７３ ００２５

文科 ５４±１７６

艺术体育 ５７±１８４

户籍 城镇 ５８±１７９ １５４ ０１２５

农村 ５５±１８１

研究者进一步对受访学生性知识获取的途径和动机等角

度进行了调查，统计数据显示，５０４名学生仅１３０人接受过学校
系统的性教育，仅占总人数的２５８％。

在是否希望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一问题上，不同年级、

性别、专业学生体现出一些差异，具体见表２。其中性别上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刘银梅等研究结果类似［３］。

泰州市专科学生性知识主要来源依次有朋友（５７１％）、网
络（５１４％）、影视（４７２％）及书刊杂志（４５６％），仅有２４０％
的学生的性知识来源于学校，这一结果与徐明等２００４年对宁夏
大学师范专业学生的调查［５］结果类似。还有２３０％的受访者
的性知识来自情侣，而性知识来源于家庭的学生最少，仅

有１３７％。
关于期望获得的性教育方式的调查结果表明讲座是学生

最期望的实施性教育的方式，有５７９％的学生选择了此项，其
余依次为开设选修课（３１９％）、播放影视和（或）发放书刊
（３１２％），而１８８％的学生认为希望开设必修课。

关于大学生最关心的性话题调查显示，对以恋爱中爱情与

性的关系及恋爱中是否应该发生性行为这两个话题最受学生

的关注，比例分别占到了５７７％和４７４％。早恋话题、是否应
提倡性开放、男性贞操观问题，以及同性恋话题的关注者比例

分别有２４４％、２３６％、２２２％和２２８％，研究者还就如果开展
性健康教育，大学生希望包含哪些方面的知识进行调查，统计

结果提示除了“性心理／性变态／同性恋”这一话题仅３３５％的
同学感兴趣外，性卫生与自慰、异性交往与恋爱心理、性生理与

生殖健康、性方面的社会现象，以及性病的预防方面均有将近

一半的学生感兴趣，比例分别占到 ４５０％、５１２％、４３５％、
４２３％；而“异性交往和恋爱心理”最受欢迎，有６０９％的学生
选择了该项。

表２　“是否希望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性别、年级、专业差异

项目 类别 非常希望 一般 无所谓 没有多大必要 反对 χ２ Ｐ

性别 男 ２９（２１３２） ２９（２３５３） ２９（４６３２） ２９（５１５） ２９（１４７） １９８７ ０００１

女 ４１（１１１４） １４３（３８８６） １３６（３６９６） ３７（１００５） １０（２７２）

年级 大一 ３０（１１１５） ９０（３３４６） １１１（４１２６） ２８（１０４１） ９（３３５） ７９５ ００９３

大二 ４０（１７０２） ８５（３６１７） ８８（３７４５） １６（６８１） ３（１２８）

学科 理工科 ２３（１２１１） ７２（３７８９） ７２（３７８９） １５（７８９） ６（３１６） ６４３ ０５９９

文科 ３１（１４５５） ７４（３４７４） ８１（３８０３） ２３（１０８） ４（１８８）

艺术体育 １６（１５８４） ２９（２８７１） ４６（４５５４） ６（５９４） ２（１９８）

２２　性行为统计
性行为调查结果显示３３１％的受访学生尚无恋爱经历，其

中大一１００人（占大一总人数的３７３％），大二６７人（占大二总
人数的２８５％）。恋爱中发生过性行为的约占１９３％。进一步
统计分析发现性别在“有边缘性行为”和“有性行为”两方面存

在统计学差异，男生在这两项上的发生率都要明显高于女生，

见表３。在是否发生过性行为这一点上的性别差异与张瑞敏等
２０１３年对长春市大学生［６］、张爽等２０１４年对重庆大学生［７］性

行为调查结果一致。

表３　不同性别性行为发生情况

性别 Ｎ 无亲密行为 有拥吻 有边缘性行为 有性行为

男 １３６ ２５（１８４） ５８（４２６） ２７（１９９） ３５（２５７）

女 ３６８ ５５（１４９） １６８（４５７） ３２（８７） ３３（９０）

χ２ ０８７ ０３６ １１９６ ２３９２

Ｐ ０３３７ ０５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对调查对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进行分析显示泰州市专科

学生性行为发生平均年龄为１８９岁，最小为１０岁，最大为２３
岁。值得注意的是有９名学生发生性行为时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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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性态度统计
性态度统计分析发现男生在开放倾向、情感倾向、需求倾

向三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回避倾向得分显著低于女

生。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１，８］。

大一学生在开放倾向、情感倾向、需求倾向三个维度上得

分显著低于大二学生，回避倾向无统计学差异。

城镇学生在开放倾向、情感倾向、需求倾向三个维度上得

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回避倾向无统计学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专业对性态度各维度均无明显影响。见

表４。

表４　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及专业学生性态度比较

开放倾向总分 情感倾向总分 需求倾向总分 回避倾向总分 总分

男 １００±３７９ １０３±３１７ １１８±２５８ ９８±３６１ ４２０±８４８

女 ６４±２４２ ８０±２８８ １０８±２４１ １１３±２８０ ３６４±６１９

ｔ １０２７ ７６４ ４０６ －４４２ ６９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大一 ７０±３１８ ８３±３０８ １０８±２４８ １１１±３１６ ３７０±７４４

大二 ７８±３３３ ９１±３１３ １１４±２４８ １０６±３０４ ３８９±７０４

ｔ －２８５ －２８２ －２６６ １５１ －２８１

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５

城镇 ７７±３３７ ９１±３１５ １１４±２４７ １０６±３２９ ３８８±７４１

农村 ７０±３１３ ８２±３０８ １０７±２４６ １１０±２９３ ３７０±７１０

ｔ ２４５ ２９２ ３１９ －１３４ ２８３

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０５

理工科 ７５±３２１ ８８±３０９ １１０±２３６ １０９±３０７ ３８３±６７７

文科 ７２±３２８ ８５±３１１ １１１±２５６ １０９±３２１ ３７６±７４３

艺术体育 ７６±３３８ ８５±３２４ １１１±２６１ １０８±２９９ ３７９±８０１

Ｆ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９

Ｐ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９ ０６８０

２４　性知识、性行为和性态度的相关分析
对性知识得分、是否发生过性行为和性态度各分量表及总

分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５。结果显示性知识得分与
是否发生过性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态度中情感倾向、需求

倾向维度与性知识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回避倾向呈明显负相

关。开放倾向、情感倾向、需求倾向和是否发生过性行为呈正

相关，回避倾向呈明显负相关，均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表５　性知识、性行为和性态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性行为 开放倾向 情感倾向 需求倾向 回避倾向 倾向总分

性知识 Ｒ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０９

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

性行为 Ｒ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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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次调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泰州市三所高校专科学生的性

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进行了研究，为了解泰州专科大学生性发展

特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性教育措施提供科学的数据基础。

３１　性知识的缺乏和性教育的紧迫
统计结果提醒教育者在性教育对策中要重视性别差异［９］。

男生性知识掌握程度优于女生，同时具有较强的获取性知识的

需求。教育者应重视女生学习性知识的动机培养，并加大女生

性知识教育力度，因为在性行为中女生学会自我保护比男生被

动保护要更为有效。不同专业学生性知识得分的差异提示要

加强文科学生性知识教育。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更愿意对

性赋予社会伦理意义，从而增加了性的神秘性，对性知识的获

取因此受到影响，因此对文科学生要加强性的科学性教育。

学生性知识获取途径统计一方面提示学校性教育的缺乏，

教育者应为学生提供系统、科学的性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

性知识主要来源于网络、书刊杂志和影视，目前，这些信息来源

鱼龙混杂，向学生展示的性信息中不乏色情和淫秽内容，给学

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学校教育者应作好引导，让学生充分

认识不良信息的危害性，并指导其择优吸收。同时，这也提醒

社会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些领域信息的管理力度，从源头上清

洁大学生的性知识。

开设必修课、选修课、开展讲座和播放影视作品等方式都

是进行性教育的途径，就目前教育现状来看，主题性较强的讲

座方式不仅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方式，对高校而言也是操作性较

强的一种性教育方式。采用讲座不仅可以针对对象选择主题，

如针对女生的性知识学习动机培养主题，或针对男生的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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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束力主题等［１０］，还可以针对热门事件进行主题安排，如针

对某一类性心理困惑进行介绍等。

为增加学生了解性知识的兴趣，教育者可以多开设一些与

“爱情与性的关系”及“恋爱中是否应该发生性行为”等内容有

关的讲座。性卫生、性健康、自慰、异性交往、恋爱心理、性生

理、避孕、生育、分析性方面的社会现象、预防性病等也都是当

前大学生感兴趣的性知识话题。

３２　性行为分析
泰州专科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总体约１２９％，低于南宁市

大学生 ２８９％［１１］和武汉市大学生 ２６７８％的性行为发生
率［１２］，高于苏州市大学生７３９％的发生率［３］。性行为发生平

均年龄为１９岁，这与其它学者研究结果类似［１３，１４］。值得注意

的是，性行为发生率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男生性行为发生率远

高于女生。男生性行为较为开放，性要求相对女生强烈，对性

行为更为主动。而女生受传统观念影响，发生性行为女生心理

和生理负担和代价相对男生要高，对性行为更为谨慎和保守。

这一结果也可能与男女生在这一方面的汇报意愿有关，受社会

文化影响，男性更愿意公开自己的性经验。

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提示教育者在进行性教育时，对男生应

加强责任感和性行为自制力的教育。

３３　性态度分析
研究显示大学生不仅在性行为的开放程度上存在性别差

异，在性态度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效应。开放倾向因子得分

表明男生性行为、性认知都较女生开放，情感倾向得分表明男

生对性行为赋予更多积极情感评价，需求得分表明男生具有更

强烈的获得性知识和满足性需求的动机，而回避得分则表明女

生对性话题更为羞涩和回避。这从心理根源上解释了为何男

女生在性知识得分和性行为开放上存在差异。

开放倾向、情感倾向、需求倾向三个维度上还呈现出年级

和地域差异，大二、城镇学生较大一、农村学生更为开放。

３４　性知识、行为、态度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专科大学生性知识、性行为、性态度三者的相关分

析显示出本研究自编问卷三部分结论的内在一致性，研究结论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结果也提示出三者存在较高的内在联系，与迟新莉［２］、张沛

超［１５］等的研究结果类似。性知识越丰富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越

大。性态度越开放、性情感的社会化水平越高、对性和性认知的需

求越强烈，性知识则越丰富，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而如果对

性问题取回避态度则性知识相对薄弱，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越

小。因此，性态度的引导应当受到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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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理工学院进行性病艾滋病的健康干预的分析
赵宏１　张迎春２

１营口市卫生学校预防科，辽宁 营口 １１５０００
２营口市中心医院肾内科，辽宁 营口 １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评价健康干预效果，为学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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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取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学校大一新生９８９名进行性病艾滋病健康教
育，对健康干预前后进行两次问卷调查。结果：健康干预后，学生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各题目掌握情况均较

健康干预前有所提高（Ｐ＜００５）；健康干预前，学生对蚊虫叮咬可传播性病／艾滋病、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艾
滋病风险的正确掌握率较低，分别为 ４８６２％和 ５８５３％，健康干预后，正确掌握率均有所提高，分别为
８０７２％和７０４１％，但正确掌握率仍低于其他题目；健康干预后学生对性病艾滋病的态度和行为均有明显
改变（Ｐ＜００５），其中学生愿意参加有关预防性病艾滋病的讲座或宣传活动的比例由 ３３６１％增加到
６０１０％，而认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应单独隔离、应受到鄙视等比例明显下降；健康干预后，学生期望通过
课堂教育、宣传展板和讲座方式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例分别为６０１０％、５２６８％和６４０２％，较健
康干预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结论：在大学开展性病艾滋病健康干预有较好的效果，有利大学生正确掌
握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

【关键词】　性病；艾滋病；健康干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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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科学统计，目前世界上约５０％的艾滋病（ＡＩＤＳ）患者来
自于小于２５岁的低龄人群，而我国有关研究统计表明［１］，在性

病（ＳＴＤ）患者中，２０～４０岁中青年比例最高，且半数以上年龄
为２０～３０岁［２］。ＳＴＤ由于病灶位置私密性，社会对该病的公知
较负面，使得患者羞于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严重侵害身体及

身心健康，且传播性极强，易侵害他人。而 ＨＩＶ目前为止尚无
有效治疗药品及手段，仍属于绝症范畴，患者一旦病发，死亡率

非常高［３］。由于这两种疾病的致病起因和患者个人生活方式

关系较密切［４］，大学生作为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人，易受到社

会不良风气影响，误入歧途而染上此类顽疾。故本研究通过向

我校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进行ＡＩＤＳ及ＳＴＤ相关知识调查及健
康教育，了解大学生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并评价教

学结果，为我校制定科学的健康教育策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取系统抽样的方法，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根据学生花名册采用
机械抽样抽取我校大一新生９８９名，其中男生５６７名，女生４２２
名；年龄１７～２０岁，平均（１９０４±３１２）岁。本次研究通过学校
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健康教育方法
建立专门项目小组，依照国内外相关教育经验制定本校的

教育方案，并由全体项目组成员讨论、修改、决定。教育前先向

参加本次研究学生发放 ＡＩＤＳ及 ＳＴＤ调查问卷做粗略掌握，后
收集将各项问答情况进行归类，掌握本校学生特点，然后以此

再次制定针对性的ＡＩＤＳ及 ＳＴＤ详细问卷发给学生，重新收集
归类并设立基线。健康教育授课１周，分３次课，４５ｍｉｎ／次，具
体上课时间视学校课程表而定，授课方式为专职健康教育或医

学外请老师做ＰＰＴ讲演及组织学生观看宣传片，最后一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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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集体讨论，于周末做１次问卷。
１３　调查方法

自制调查问卷［５］，内容包括被调查者一般资料、性病艾滋

病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态度行为以及期望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

等。在接受健康教育前对被调查者进行一次调查，调查后对被

调查者开展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教育结束后，对被调查者再

进行一次问卷调查。

１４　质量控制
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问卷调查由班级辅导员统一组织，且

统一讲解填写注意事项，学生匿名自行独立完成填写，限时在

１０ｍｉｎ内完成，填写完后现场立即收回，不合格的问卷给予剔除。
剔除标准［７］：问卷有漏项未回答的；不能辨认字迹；随意回答，如

答案均为同一选项的。本次研究在健康教育前共发放９８９份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９７９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９９％。健康教育后共

发放９８９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９７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０９％。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法录入数据，运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型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
较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使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学生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各题目掌握情况

均较健康教育干预前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健康教育干预前，学生对蚊虫叮咬可传播性病／艾滋病、治愈性病
可减少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正确掌握率较低，分别为４８６２％和
５８５３％，健康教育干预后，正确掌握率均有所提高，分别为
８０７２％和７０４１％，但正确掌握率仍低于其他题目。见表１。

表１　干预前后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调查内容
回答正确人数［ｎ（％）］

干预前（ｎ＝９７９） 干预后（ｎ＝９７０）
χ２ Ｐ

艾滋病可通过输血或血液制品传播 ９４７（９６７３） ９６５（９９４８） １９８３１ ００００

女性感染性病后怀孕或孕妇感染性病可传染给婴儿 ８７９（８９７９） ９１２（９４０２） １１７３１ ０００１

蚊虫叮咬可传播性病／艾滋病 ４７６（４８６２） ７８３（８０７２） ２１９５４２ ００００

使用安全套能减少感染性病／艾滋病 ８９３（９１２２） ９４３（９７２２） ３２１２６ ００００

使用共用马桶可能感染艾滋病 ７２１（７３６５） ８１４（８３９２） ３０７２４ ００００

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工作、进餐可能感染艾滋病 ８９０（９０９１） ９３４（９６２９） ２３４９２ ００００

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可感染艾滋病 ７４１（７５６９） ８６７（８９３８） ６３２７９ ００００

共用注射器可感染艾滋病 ９４３（９６３２） ９５８（９８７６） １２０７７ ０００１

性病患者比无性病的人易感染艾滋病 ７０６（７２１１） ８４２（８６８０） ６４３４０ ００００

艾滋病感染者看上去与健康者没有区别 ８６７（８８５６） ８９６（９２３７） ８１９９ ０００４

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艾滋病风险 ５７３（５８５３） ６８３（７０４１） ３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２　干预前后学生对性病艾滋病的态度和行为情况
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对性病艾滋病的态度和行为均有明

显改变（Ｐ＜００５），其中学生愿意参加有关预防性病艾滋病的

讲座或宣传活动的比例由３３６１％增加到６０１０％，而认为艾滋
病病人和感染者应单独隔离、应受到鄙视等比例明显下降。见

表２。

表２　干预前后学生对性病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情况

调查内容 干预前（ｎ＝９７９） 干预后（ｎ＝９７０） χ２ Ｐ

同学是艾滋病感染者你会转班 ４３２（４４１３） ２１７（２２３７） １０３８２９ ００００

性病／艾滋病患者应受到鄙视 ４２７（４３６２） １４５（１４９５） １９３１１５ ００００

要限制艾滋病患者的活动 ３４６（３５３４） １２１（１２４７） １３９８４８ ００００

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应单独隔离 ３０７（３１３６） １０６（１０９３） １２１７８４ ００００

参加有关预防性病艾滋病的讲座或宣传活动 ３２９（３３６１） ５８３（６０１０） １３７４０４ ００００

拒绝其子女上学 ２９７（３０３４） ９３（９５９） １３１０６０ ００００

２３　受访学生期望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
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期望通过课堂教育、宣传展板和讲

座方式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１０％、

５２６８％和６４０２％，较健康教育干预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
而期望通过电视、网络和书刊杂志方式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

识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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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学生期望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期望来源途径
干预前

（ｎ＝９７９）
干预后

（ｎ＝９７０）
χ２ Ｐ

电视 ６５９（６７３１） ６３８（６５７７） ０５１９ ０４７１
课堂教育 ４６２（４７１９） ５８３（６０１０） ３２６６４ ００００
宣传展板 ４０９（４１７８） ５１１（５２６８） ２３２４１ ００００
网络 ４６３（４７２９） ４７４（４８８７） ０４８３ ０４８７
讲座 ５０７（５１７９） ６２１（６４０２） ２９９０８ ００００

书刊杂志 ４９３（５０３６） ５０５（５２０６） ０５６６ ０４５２

#

　讨论
有研究已证明［８］，多数大学生通过在中学阶段的健康教育

以及电视、报纸、期刊及网络媒体等手段已经对 ＡＩＤＳ具有较深
刻的认识，只不过部分人因专业、地区及性别差异而存在区别。

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对于ＡＩＤＳ传播途径认识准确率明显高于受
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约９０％以上的大学生受访者可以正确回
答出ＨＩＶ病毒可通过母体、血液、不当性行为传播，且９７％以上
知道与ＡＩＤＳ患者共餐、使用其患者物品、接触其唾液毛发不会
感染，９３％以上认同吸毒共用注射器易感染，９３％以上觉得ＡＩＤＳ
患者看起来和健康人一样。但也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对于ＡＩＤＳ
领域中专业知识了解较为匮乏［９］，只有不到５％知道ＡＩＤＳ的全
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不到１％知道 ＡＩＤＳ全拼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有５０％以上认为 ＡＩＤＳ可以被治愈，
约４０％不知其是由ＨＩＶ病毒感染引起的，约８０％人只觉得性生
活使用避孕套是为避孕，而不知其可有效防止感染，超过５０％认
为蚊虫叮咬会传播ＡＩＤＳ，约４９％的觉得和ＡＩＤＳ患者共厕、共浴
及共泳会感染，且绝大数学生认同 ＨＩＶ病毒携带者即 ＡＩＤＳ患
者，７０％以上的不知道和ＡＩＤＳ病毒携带者共用牙刷可感染。对
于ＳＴＤ认识，多数大学生只停留在“听说过，大致知道，听别人讲
过”等初级阶段，约８０％以上不知道性病会因不注意日常生殖器
卫生而致，９５％以上不清楚ＳＴＤ的具体分类以及症状表现，对其
的正确认识率远远低于对ＡＩＤＳ，但仍有５０％调查者知道性生活
糜烂会导致 ＳＴＤ［１０］，但低于４０％的人知道 ＳＴＤＳ会导致 ＡＩＤＳ。
故在本研究中，学生在健康教育干预前对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各

题目掌握情况均较低。但通过我们健康教育干预后，这些知识的

掌握情况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说明我们教育方式有效性
较高。

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掌握和了解ＡＩＤＳ和ＳＴＤ方
式主要途径为电视、书刊及网络媒体，故他们在接受健康教育之

前，已对这类疾病具有一定的认识，但仍存在较多模糊概念，错误

性的恐惧ＡＩＤＳ，相当一部分学生对ＨＩＶ感染者存在极强的歧视，
即使认为和ＨＩＶ感染者生活不会患上ＡＩＤＳ，但仍对其存在忌惮。
由于ＳＴＤ及ＡＩＤＳ主要传播方式为性行为，而大学生处于性成熟
期及激素分泌旺盛期，思想冲动，且外界诱惑较大，行为“大胆”、

“开放”及“自由”，易造成不正确的性行为。有研究［１１，１２］显示，约

６９％以上大学生会发生性行为，但只有１０％左右会经常使用避
孕套，同时也指出约４％大学生有吸毒后性行为［１３］，这也说明我

们教育体制中存在极大的短板，只注重应试教学，不注重生活及

心理道德教育。在西方教育系统中，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１４］，

就将性教育纳入教学必修模式，并将ＳＴＤ及ＡＩＤＳ知识以生动活
泼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同时在公共媒体中向大家宣扬对ＡＩＤＳ患
者的关爱［１５］，转变公众的歧视及恐惧观念。尤其是美国，其已将

性知识健康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要求提高中学生性知识认

识正确率达到１００％，同时多数美国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学生义工
去看望治疗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奉献爱心。故我们在研究中参考发
达国家经验，严肃对待本次项目，制订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以学

生文本的教学方案，提高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及目的性。因此，在

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期望通过课堂教育、宣传展板和讲座方式

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１０％、５２６８％和
６４０２％，较健康教育干预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说明教育方
式正确是健康教育成功执行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我校大一新生开展性病及艾滋病健康教育

后，可显著提高他们掌握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率，使得

他们认真对待性及毒品，做到洁身自好、严肃人生。但本研究

中学生对蚊虫叮咬可传播性病／艾滋病、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
艾滋病风险的正确掌握率在其通过健康教育后，仍低于其他题

目，说明我们的教育方案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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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教育在农村普及情况及提升对策研究
———基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的调查
袁玉松１　王炜东１　孙宇２　张碧蘅３　陈虹宇４△

１南昌大学医学部，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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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中国农村基层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展开本次调查，主要选取乐安县的青少年及
其家长作为典型调查对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基层青少年性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仍处在自我摸索的

阶段。呈待建立家庭－学校 －政府 －社会四位一体的性教育形态，最终形成适时、全面、系统的性教育
模式。

【关键词】　性教育；青少年；中国农村；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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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为性健康教育包括性生理、性心理

及性道德三方面内容，是指通过丰富和提高人格、人际交往和

情爱方式达到性行为（广义的）在肉体、感情、理智和社会诸方

面的圆满协调，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近几年经济迅速发展的文明古国。在

这里，既有受到上千年的封建性道德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又

有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国外“性解放”观念的影响［１］。面

对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家庭、学校、社会给予了学生怎样

的性教育？性教育是为了满足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要还是单

纯为了防止传染病和社会问题的发生？现在的性教育是否能

让学生朋友们拒绝无知，是否能让他们做到“知情选择”？现在

的教育内容对他们够用吗？［２］种种问题对于生活在中国基层的

青少年来讲都还是未知。为此，有必要了解青少年性知识教育

在基层普及情况。

"

　调查对象及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

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６～１６岁青少年及其家长。
在全村集会时对村民进行抽样调查。首先将村民分为“青

少年”和“家长”两个大组，并向其发放不同的问卷，在每个大组

内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先将“青少年组”分为“６～１２周岁
组”和“１３～１６周岁组”两个组别，并按各组总人数比例在组内
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分发相应数量的儿童组问卷。在家长组按

照“职业”“学历”两个因素进行分层，然后在各组内进行简单随

机抽样调查，发放相应问卷。对于拒绝填写问卷的青少年或家

长则对其进行替换和增补。

２２　调查方法
２２１　问卷调查法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共计３４０份，其中儿童
问卷与家长问卷各１７０份。实际收回３３６份，儿童问卷有４份
遗失；其中有效问卷３３２份，无效问卷４份皆为儿童问卷。基本
信息不完全及作答不完整者算作无效问卷。最终纳入统计的

为１６２份儿童问卷与１７０份家长问卷。
２２２　访谈法　随机选择不同人群进行采访，拟采访的对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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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员干部、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不同职

业村民等。采访问题围绕当地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范围，家长

对子女性教育的认识程度及教育方法等方面展开［３］。

#

　调查结果及分析
３１　受访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现况分析
３１１　青少年性生理　在受访的１６２名儿童中，知道男女之间
区别的有 ８４人，仅占 ５１９％（见图 １），而在这部分人群中，
８１０％（６８人）年龄在１２周岁以上（包括１２周岁），可见农村青
少年在性别及其生理差异方面的概念还相对薄弱，尤其是年龄

在１２周岁以下（包括１２周岁）（青春期前）者，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从１２岁开始），青少年性观念逐渐成熟、性知识逐渐丰富。

图１　受访者对性别差异的认知程度

而对于“睾丸”、“精子”、“卵巢”等生理名词的掌握程度，

受访男女性中分别有５６２％（９１人）和５３０％（８６人）的人认
识自身性别生殖系统名词，明显高于对异性相关名词的掌握，

而年龄段仍主要集中在１２岁以上，且主要是当自身身体发生变
化后才通过这一过程初步掌握相应生理名词和知识。

可见当地儿童尤其１２岁及以下者，性生理知识的掌握仍然不
足。见图２。

图２　受访者对性生理名词的认知程度

当被问及更换内衣裤的频率时，１２岁以上人群中９４３％
（１００人）会每天更换内衣裤，而这一比率在１２岁以下人群中降
至７４１％（４１人），可见１２岁以下人群不仅在生理知识的掌握
上弱于１２岁以上组别，在生理卫生意识上也更为薄弱。
３１２　青少年的性心理　当被问及在遇到遗精或月经的反应
时，调研数据显示，从性别角度区分，男孩中选“无所谓”的占

３８９％，而女孩中选“羞涩”所占的比率为２７８％。由此可知，
女孩相对于男孩来说对待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显得比较羞涩。

从年龄角度区分，１２岁以下（包括１２岁）的青少年儿童选择了
害羞的比例最高（２８０％），而１２岁以上的青少年儿童则主要
选择无所谓（２８０％）。见图３。在调查中同时发现，大部分１２
岁以下的孩子根本不明白月经或遗精的意义，因此对于他们来

说，正确的“青春期性心理”更无从谈起。

图３　受访者对性生理现象的反应

　　受访孩子中，当他们和父母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时，遇到有
吻戏或者床戏时，４１８％的青少年被其父母禁止观看这一类镜
头，而仅有２１５％的孩子得到了家长的正确引导。见图４。从
年龄角度区分，１２岁以下（包括１２岁）５８０％的孩子的家长不
让孩子观看，而即使 １２岁以上的孩子这一比例仍达到了
３４０％，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家长不能给予其孩子正确的
性心理引导，从而导致孩子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难以形成正确

的性心理。

而对于家长，当发现孩子早恋时，其中认为应该“正确引

导”的占受访家长总数的５６５％，认为应该“强行制止”的占受
访家长总数的３７９％，而认为应该“放任其发展”的占５６％。
见图５。表明当地仅刚过半数家长面对孩子早恋会选择正确的
引导，而仍有接近四成的家长选择“强行阻止”这种极端而不利

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早恋。

综上所述，孩子在青春期的性心理发展状况及其所处环境

令人担忧［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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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受访青少年观看到性相关镜头时其父母的反应

图５　受访家长发现子女早恋时的反应

３１３　青少年性道德　关于青少年性安全意识，当被问及遭受
性侵时的反应，７７１％的青少年儿童会选择告知家长和老师或
者及时报警（见图６）。１２岁以上的青少年儿童中半数以上选
择了及时报警，其自我保护意识较１２岁及以下群体更强。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将近２１０％的青少年儿童面对性侵犯无所
适从，有的因为难以启齿而不告诉他人，有的因为对性侵行为

根本不自知。这正体现了当地性知识教育的薄弱之处［５］。近

几年来，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犯的报道屡见不鲜，究其根本是我

国性知识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性知识教育不受重视，未成

年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只有逐步建立健全性知识教育体系才

能改变现状［６］。

图６　受访青少年遭遇性侵害是的反应

而作为家长，当面对孩子未婚先孕的情况时，选择以堕胎

和逼婚两种方式为主（各占约４００％），还有少部分家长选择把
孩子寄养在别人家，谁也不认识谁，撇清关系互不干扰。

３１４　青少年性知识来源　当被问及“小时候家里谁给你洗
澡次数最多”时，９６３％的孩子选择了“母亲”或者“奶奶”等女
性家长（见图７），而在１２岁及以下受访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
１０００％，可见在家庭里，女性家长比男性家长在对孩子的性教
育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图７　受访青少年幼时帮其洗澡次数最多的家长

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知道男女差异的青少年中，超过

７２１％的青少年儿童是通过书籍、电视或其他途径通过自学方
式获得男孩与女孩的区别，而家庭和学校教育在性教育中占据

的比重并不大，仅占不到２７９％（见图８）。同时，仅较小比例
的职业为公务员、教师等文化程度高的家长，其子女对男女差

异认识几率更高且更全面。

图８　受访青少年获取男女差异知识的途径（ａ：１２岁及以下；ｂ：１２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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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被问及进一步的“青春期性知识”获得途径时，１６７％的
青少年是从父母处了解到青春期性知识的，３１５％的青少年是

从老师那里了解到青春期性知识的，剩下的孩子都是自己通过

其他途径探索得知。见图９。

图９　受访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途径（ａ：１２岁及以下；ｂ：１２岁以上）

　　而在家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有２０％的家长认为应该从孩
子的幼儿园阶段进行性知识教育，２９１％的家长认为应该从孩子
的小学阶段进行性知识教育，４２９％的家长认为应该从孩子的初
中阶段进行性知识教育，９０％的家长认为应该从孩子的高中阶
段进行性知识教育。说明了即使在愿意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家

长中，仍有超过一半的人群不知道进行性教育的正确时间，对性

教育的重要性认知不足，可见家庭教育并没有真正担负起其应有

的角色和重要责任。当被问及何种性教育方式更好时，仅有

２９４％的家长认为由家庭来进行性教育更好，５５３％的家长认为
由学校来进行性教育更好。超过半数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在学校

受到正规的性教育，而并不愿由家庭承担相应责任义务，更少部

分家长则对性教育的方式全无思考，茫然无知。

３２　受访家长对子女的性教育态度与施行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研活动的在牛田镇及周边农村

的村民中，有６４７％的家长认为应当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表
明农村中大多数的家长认识到了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

这是我们接下来进行性教育普及工作的良好基础。

但是，至于实际家庭教育效果却并不理想，在知道“男女差

别”的孩子中，其父母职业为公务员、教师等文化程度高的家

长，其子女对男女差异认识几率更高且更全面。由此可见：父

母文化水平越高，其自身性知识储备越丰富，对孩子进行性相

关教育越积极［７］。进而对其孩子的性教育也更为到位，孩子的

性知识水平也相应更高。在受访的青少年儿童中，仅有１６７％
的青少年是从父母处了解到青春期性知识的，这一结果说明

“家庭性教育”在青少年儿童性教育过程中实际起到的作用并

不大，家长更多的还是寄希望于学校性教育（家长中有５５３％
的认为由学校来进行性教育更好），或者即使想要承担自身却

缺乏相应的能力来完成。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如下：（１）政
府的相关宣教做的不够完善；（２）村民的保守思想一时难以完全
转换过来；（３）提前进行性教育可能诱导中学生提前发生性行
为，以致适得其反；（４）本样本中父母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
即便其态度较为开放但仍无法使其对孩子的性教育正确开展；

（５）受到当地书院文化的影响，大多数村民对学校的正规教育充
满信任，同时却对学校性教育真实开展情况缺乏了解。

由此也可见得国家对性教育工作的开展和对性保健卫生、

性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工作在农村中初显成效。但受限于农村经

济发展和家长自身受教育水平，家庭性教育开展的实效并不明

显，家庭性教育任重而道远［８］。

$

　结果分析及建议
４１　先对父母进行性教育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精神分析法认

为，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性格形成、社会认知起着主要作用。

而现下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为妇女和

老年人，这个人群对于性本身就存在着歪曲的、不科学的、不理

性的认知［９］。

农村基层占地面积小，人员分布较稀疏，部分地区有赶集

的习俗，故而当地政府的计生委等相关部门可以针对这一农村

的特性，联合学校教育部门以宣传单、广播、宣讲等形式进行性

知识扫盲科普教育。内容形式上尽量以简明的图画加俚语组

成，张贴在人口密集的集市和交通枢纽地段。

使身处农村的成年人不至于成为“性盲”，能够树立正确的

性观念，有着良好的性道德，以及必要的性安全措施［１０］。

４２　进行全面适度的性知识教育
性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性生理知识、性心理知识、性伦理

知识、性法律知识、性病防治知识和人格建设［１１］。

考虑到青少年正处在人格发展，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尚不完整，具备从众、易激惹、独立意识增强、猎奇的特性［１２］，性

教育应当遵循全面、系统、可接受、个体化和立体的教学原则，

纵贯青少年的整个发育阶段。

“全面”还意味着各种性教育措施应当保持一致性。由于

农村的家长对性知识了解的比较浅显，仅仅是意识到性教育的

必要性，所以对家长的教育应该率先进行，例如每个月定期进

行教育宣讲，使家长和学校站在同一阵线上。如果要求不统

一，或者教育不一致，各种措施的教育作用就会削弱。这种不

一致会导致青少年思想的混乱，甚至行为上的矛盾［１３］，使得性

教育可能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４３　建立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现下农村中青少年的性教育现状还很薄弱，无论是从性意识

的启蒙还是性资源的获取方面来讲，都存在这比较多的限制，这

就要求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四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齐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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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实践中探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青少年性教育道路［１４］。

见图１０。

图１０　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性教育模式

４３１　家庭应该是青少年性教育的第一课堂　家庭对子女的教
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母是儿女最亲近的人，接触的时间最早

也最多，对青少年性观念的发展和成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确的家庭性教育应当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青少年的家

庭性教育的需求［１５］，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外哲学名著中有关家庭

教育思想的精华引导青少年树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性观念。

最重要之处在于开放农村具有保守观念的家长的性观念，

使他们认识到在青少年性教育中应当扮演一名支持者和引导

者的角色。当孩子在生活中处于迷茫和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

及时发现并安抚和疏导青少年的性恐惧。

４３２　学校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学校是青少年青春期性观念、
人生观、价值观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场所，应当逐渐在学校开设

性教育课程，充分发挥学校作为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作用。

首先应该是培训和聘请专业的老师，要求具备性卫生、性

心理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能够顺利地引导青少年正确认知

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并且在小学阶段就引入心理咨询的

相关流程。

其次是制定科学的性教育教材，应考虑到各个组成部分的

权重和联系［１６］。所制定的教材应当遵循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

准》确定的学科体系，内容要能够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和符合时

代的要求，呈现形式多种多样。

最后是开展各种教育方式，诸如同伴教育［１７］、隐藏课程［１８］

等，有机结合多种教育方式共同服务于青少年性教育。

４３３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强有
力的实施者，应当发挥出其特有的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在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７年这２０年时间中，针对我国的青少
年教育颁布和修订了１６项政策或法规，涵盖了性生理、性心理、
性道德和性安全四个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这些政

策的实施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失，我国学者对性教育政策的

研究还比较缺乏，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价几乎没有涉及，对于

农村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思考。因而政府

应当制定更加接近于现实的有关青少年性教育的法律法规，将

不同群体的青少年纳入考量范围之内。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

增强其具体实施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地运用各种媒介进行性知识宣教

工作，诸如大字报、广播等宣传媒体对性教育、性知识进行积极

的宣传。农村居民现下受教育程度不高，观念较为保守，需要

政府进行积极地引导，改变村民们传统保守的性观念［１９］。

４３４　社会的关注　社会各部门协调合作。应根据农村青少
年不同年龄和不同人群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育和服务规划项

目。如建立热线电话、开设“悄悄话”室、性保健讲座、发放有关

书刊、小册子，以及电视、广播、杂志举办专门栏目等，为农村青

少年提供亲切温馨、科学准确而且易于接受的性教育［２０］。

在社会上更是要扬起一股性教育的思潮，引起社会各界人

士对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关注和思考，进一步完善农村青少年

性教育的整个环节。

%

　结语
由调查报告显示，因牛田镇的经济较落后，大多数青壮年

常年外出打工，导致参与调查问卷人群年龄段偏向于中老年，

参与人群职业多集中在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因思想保守、文化

程度有限，因此本次调研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在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共同为农

村性知识教育奋斗，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更

加绚烂多彩［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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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２００８ＺＸ１０００１－０１６）；国家
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２０１２ＺＸ１０００１－００７）；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
项目（ＣＳＯ－２０１２－研０８）；中德合作新疆医科大学学生艾滋病预防同伴
教育项目（２０１１—０８）。
【第一作者简介】姜袁（１９９０－），女，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
病流行病学；张昭（１９８９－），男，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
△【通讯作者】戴江红，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ｅｐｉ１０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性社会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９

新疆地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及安
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姜袁１　张昭２　窦亚兰１　蔡爱杰１　戴江红１△

１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２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及安全套使用现状，探讨忽
视其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哈密市、库尔勒市、喀什市的 ＭＳＭ聚集地招募受
试对象，经知情同意后受试者现场完成手机版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ＶＣＴ和安全套使
用现状、ＨＩＶ相关认识及行为、社会心理状况等。结果：（１）共收集合格问卷２４４４份，积极进行 ＶＣＴ检测的
ＭＳＭ占总人数的６８４９％，近一年肛交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占６０２５％。（２）忽视ＶＣＴ检测服务的主要影响
因素为：少数民族、性角色为“０５”、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较多、近３个月肛交次数较多、近一年肛交时坚持
使用安全套、人际信任得分低等因素。（３）忽视安全套坚持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低、性角色为
“０５偏１”、近３个月肛交次数较多、人际信任得分高等因素。结论：新疆 ＭＳＭＶＣＴ检测情况、安全套坚持
使用情况尚不理想，ＶＣＴ利用情况与安全套使用情况存在一定关联，考虑采取更加丰富多样的推广活动，提
高ＭＳＭ自我保护意识及ＨＩＶ医疗资源利用率。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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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ＨＩＶ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
ｔｉｎｇ，ＶＣＴ）及安全套的坚持使用皆是防治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措
施［１］。两者相互补充可以有效地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是行为干预有效的切入点［２，３］。近年来各

地报道，大众对ＶＣＴ及安全套的接受度并不理想，使用存在障
碍，尤其在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等高危人群，ＨＩＶ检测覆盖率
及安全套使用频率仍然较低［４－６］。ＭＳＭ人群对于这两项措施
的忽视严重制约了其对于 ＨＩＶ预防作用的发挥。本次调查以
居住在新疆５个城市的 ＭＳＭ为调查对象，了解 ＶＣＴ、安全套利
用现状同时探讨ＭＳＭ相关态度行为、人际信任、自尊等因素对
其利用的影响，为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通过新疆两个较大的男同性恋非政府组织，利用滚雪球抽

样法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哈密市、库尔勒

市、喀什市招募年满１８周岁无精神和智力缺陷、抗 ＨＩＶ阴性、
签署知情同意书的ＭＳＭ志愿者２５２８人。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本研究自行设计问卷并交

予由新疆当地软件公司生成电子问卷，将问卷生成特定的二维

码链接。受试者在知情同意后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

完成电子调查问卷，填答完毕选择“提交”键以完成问卷的提交

工作。课题研究中共计８４名 ＭＳＭ在填答问卷的过程中退出，
其余２４４４名完成了本次问卷调查，完成率为９６６８％，２４４４份
问卷有效率为１００％。
１３　研究内容

调查问卷分为四部分：（１）一般情况：户口、民族、文化程
度、就业情况、婚姻状况、个人平均月收入；（２）ＶＣＴ和安全套利
用现状：ＶＣＴ检测情况（依据国家艾滋病研究课题规定一年不
少于３次ＨＩＶ检测，未达到者为忽视ＶＣＴ检测服务）、近一年肛
交时安全套使用情况；（３）ＨＩＶ相关认识及行为：是否主动进行
过艾滋病免费咨询、认为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如何、认为 ＭＳＭ人
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如何、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时的性角色、性

取向、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近３个月肛交次数。（４）社会心理
状况：人际信任程度、自尊程度，这两个指标通过人际信任量表

及自尊量表测量获得［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电子问卷由配套软件转换为 Ｅｘｃｅｌ表格，并由调查人员进

行整理；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单因素
分析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ＭＳＭ２４４４人。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３０８３
±７６７）岁，城镇户口占８２３２％，汉族占８４７８％，文化程度普
遍较高，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５２４５％，在业者所占比
例为８５７６％，未婚者占 ７４６９％，个人平均月收入为 ３００１～
５０００元占４１２４％。
２２　ＶＣＴ和安全套利用现状

积极进行ＶＣＴ检测的占６８４９％；近一年肛交时坚持使用
安全套的占６０２５％。
２３　ＨＩＶ相关认识及行为

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的占６６８６％，认为艾滋病非
常严重的占７０９９％，认为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很高的
占２３８８％，性角色为只做“０”、“０５偏０”的所占比重分别为
２０７７％、２２３８％，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占６４８１％，近３个月男
性性伴数为１～５个的占７３６３％，近３个月肛交次数为１～５个
的占５５４１％。
２４　社会心理状况

人际信任量表平均得分为（８１６４±７８２）分，最小为３１分，
最大为１１０分；自尊量表平均得分为（３０８０±４６０）分，最小为
１４分，最大为４０分。
２５　ＶＣＴ检测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５１　ＶＣＴ检测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中，年龄、
民族、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认为 ＭＳＭ感染艾滋病的程
度如何、性角色、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近３个月肛交次数、近一
年肛交时安全套使用情况及人际信任得分等因素、在ＶＣＴ检测
情况不同的两组中显示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２　忽视ＶＣＴ检测服务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
示，以积极检测为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少数民族ｖｓ
汉族（ＯＲ＝１３５９，９５％ＣＩ：１０４３～１７７０，Ｐ＝００２３）；没主动进行
过艾滋病免费咨询ｖｓ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ＯＲ＝０４７０，
９５％ＣＩ：０２９１～０７５９，Ｐ＝０００２）；认为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
程度低ｖｓ认为 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高（ＯＲ＝０６０７，
９５％ＣＩ：０５２８～０６９９，Ｐ＜０００１）；性角色为“０５”ｖｓ性角色为
只做“１”（ＯＲ＝１７０７，９５％ＣＩ：１０８５～２６８７，Ｐ＝００２１）；近３个
月男性性伴数多ｖｓ男性性伴数少（ＯＲ＝１６８３，９５％ＣＩ：１１５０～
２４６２，Ｐ＝０００７）；近３个月肛交次数多 ｖｓ肛交次数少（ＯＲ＝
１２６６，９５％ＣＩ：１０１５～１５７９，Ｐ＝００３７）；近一年肛交时不能坚持
使用安全套ｖｓ能坚持使用安全套（ＯＲ＝０４２７，９５％ＣＩ：０３１５～
０５７９，Ｐ＜０００１）；人际信任得分高 ｖｓ人际信任得分低（ＯＲ＝
０９６８，９５％ＣＩ：０９５３～０９８２，Ｐ＜０００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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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忽视ＶＣＴ检测服务的多因素分析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５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１～１００２

民族

　汉族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少数民族 ０３０７ ０１３５ ５１６３ ００２３ １３５９ １０４３～１７７０

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

　做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没做过 －０７５６ ０２４５ ９５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４７０ ０２９１～０７５９

认为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如何 －０４９９ ００７１ ４８７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７ ０５２８～０６９９

性角色

　只做“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只做“０” ０１５９ ０２２８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７ １１７２ ０７４９～１８３３

　“０５偏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４ １００２ ０６３５～１５８０

　“０５偏０” －０２４５ ０２２４ １１９１ ０２７５ ０７８３ ０５０５～１２１５

　“０５” ０５３５ ０２３１ ５３４４ ００２１ １７０７ １０８５～２６８７

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 ０５２０ ０１９４ ７１８３ ０００７ １６８３ １１５０～２４６２

近３个月肛交次数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３ ４３６１ ００３７ １２６６ １０１５～１５７９

近一年肛交时安全套坚持使用情况

　坚持使用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能坚持使用 －０８５１ ０１５５ ２９９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７ ０３１５～０５７９

人际信任总分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１９５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６８ ０９５３～０９８２

２６　近一年安全套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６１　近一年安全套使用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
中，文化程度、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性角色、近３个月肛
交次数、人际信任及自尊等因素，在近一年安全套使用情况不

同的两组中显示出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６２　近一年忽视安全套坚持使用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回
归结果显示，以坚持使用为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文

化程度高ｖｓ文化程度低（ＯＲ＝０８１５，９５％ＣＩ：０７２８～０９１２，Ｐ
＜０００１）；性角色为“０５偏 １”ｖｓ性角色为只做“１”（ＯＲ＝
１４６７，９５％ＣＩ：１０５３～２０５１，Ｐ＝００２５）；近３个月肛交次数多
ｖｓ肛交次数少（ＯＲ＝１２４３，９５％ＣＩ：１１０３～１４０２，Ｐ＜
０００１）；人际信任得分高ｖｓ人际信任得分低（ＯＲ＝１０２４，９５％
ＣＩ：１０１３～１０３６，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忽视安全套坚持使用的多因素分析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文化程度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７ １２７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５ ０７２８～０９１２

主动进行过艾滋病免费咨询

　做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没做过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４ ２０７３ ００５２ １２４３ ０９９８～１５４８

性角色

　只做“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只做“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６７ ０４９１ ０４８４ ０８９０ ０６４１～１２３４

　“０５偏１” ０３８３ ０１７１ ５０４５ ００２５ １４６７ １０５３～２０５１

　“０５偏０” －０２６５ ０１６５ ２５８９ ０１０８ ０７６７ ０５５５～１０６０

　“０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５ ０７０７ ０４００ １１４９ ０８３２～１５８７

近３个月肛交次数 ０２１８ ００６１ １２６２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４３ １１０３～１４０２

人际信任总分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１７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１３～１０３６

自尊总分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 １９３０５ ００６１ ０９５８ ０９４０～０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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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新疆地处于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我国

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这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流动性

大，新疆地区高危人群 ＨＩＶ的感染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加重了
新疆的经济负担。近年来，对于新疆 ＭＳＭ人群 ＶＣＴ、安全套使
用情况的文章鲜有报道，本次研究针对新疆 ＭＳＭ人群 ＶＣＴ、安
全套使用障碍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为新疆制定和调整下一步

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预防策略提供基础依据。
３１　ＭＳＭ人群忽视ＶＣＴ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

ＶＣＴ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服务工作之一，其在预防、转诊
治疗、关怀及社会支持方面举足轻重［８，９］，对个人、家庭及其整

个社会都具有深远影响。随着艾滋病检测手段的优化、费用的

降低、检测时间的缩短、干预措施的增多、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推广，在ＭＳＭ中广泛推广ＶＣＴ变得必要而更加可行［１０，１１］。

本课题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主动进行过艾

滋病免费咨询、认为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大、性角色为
“０５”、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较多、近３个月肛交次数较多、坚
持肛交时使用安全套及人际信任得分低的 ＭＳＭ更不能积极进
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在新疆大多数少数民族 ＭＳＭ群体由于文化、宗教、语言等
因素，更加倾向于与本民族人群深入交流，而造成了 ＶＣＴ自愿
咨询检测次数较低的现象［１２］。同时少数民族群体对同性恋的

排斥程度严重，以至少数民族的同性性倾向者更易产生强烈的

自我排斥［１３］，这也是艾防工作难以开展的原因。大连的研究报

告结果显示，６０９０％的人是因为发生了高危行为，产生了对艾
滋病的恐惧，才来进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咨询的［１４］，而主动进行

过艾滋病免费咨询、认为ＭＳ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程度大、坚持
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等因素从侧面反映出此类人群具有较强的

自我保护意识，因而发生高危行为的可能或次数相对而言较

少，故 ＶＣＴ检测频率也较少。近３个月男性性伴数较多、近３
个月肛交次数较多的 ＭＳＭ反而不积极进行 ＶＣＴ检测，可能是
因为这类人群本身就不太关注ＨＩＶ及自身健康状况，因而也就
没有定时进行ＶＣＴ检测。亲身经历过社会、家人、朋友的歧视
或羞辱的ＭＳ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封闭及程度不一的心
理问题，这也可能使他们不能很好的利用艾滋病检测资源。

３２　ＭＳＭ忽视安全套坚持使用的影响因素
安全套的使用率在人群中维持在９０％以上才能真正起到

保护作用［１５］。本次研究数据表明，新疆 ＭＳＭ安全套坚持使用
率与国内其他省份所报告的相似［１６，１７］。ＨＩＶ在ＭＳＭ中流行主
要与无保护的肛交有关［１８］，同时饮酒、药物滥用、多性伴、性活

动频繁等也是 ＨＩＶ传播的危险因素［１９］。当 ＭＳＭ与异性发生
性行为时，则会起到ＨＩＶ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发展的桥梁作
用。因而推广宣传安全套使用，建立全民安全性行为意识是控

制ＨＩＶ在高危人群中传播及向一般人群扩散最有效、低成本高
效益的策略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性角色为“０５偏１”、近３个
月肛交次数多、人际信任得分高的 ＭＳＭ更倾向于不能坚持使
用安全套。国内外研究显示［２１－２３］，教育是 ＨＩＶ行为干预的基

础，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同性无保护肛交发生率显著低于其

他文化程度者。近３个月肛交次数多、不愿意服用艾滋病预防
药物反应出了受试者性乱及自我保护意识低等情况，故而不能

坚持使用安全套。有研究认为，在所调查的ＨＩＶ感染者中大部
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性乱行为，且这些ＨＩＶ感染者在得知自己
感染ＨＩＶ之前都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２４］。

男男性行为时的性角色是 ＭＳＭ无保护性行为的影响因
素，国外有研究表明，在肛交时被动方（性角色为“０”）更容易感
染ＨＩＶ或其他性传播疾病［２５，２６］。本次调查发现部分性行为过

程中具有被动倾向的 ＭＳＭ更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这与范颂
等［２７］在北京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可见这种现象在中国的 ＭＳＭ
人群中并不少见，这无疑是增加了ＭＳＭ人群ＨＩＶ感染的机会。

人际信任得分高的 ＭＳＭ更容易相信他人，因此可能在发
生性行为时就会越容易相信性伴是健康的，因而疏忽了安全套

的使用［２８］。

３３　两者的相互影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ＶＣＴ检测、安全套坚持使用两者之间具

有部分相似的影响因素，且坚持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的 ＭＳＭ更
不积极进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上述结果均说明这两者之间

存在相互影响。

中国学者在重庆市的研究表明，ＭＳＭ人群ＨＩＶ相关的态度
和行为与其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程度和其心理健康状况相

关［２９］，对自身健康较为关注，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发生

男男性行为时就会更倾向于坚持使用安全套，而这样的 ＭＳＭ
通常认为自己ＨＩＶ感染风险较低，因此可能就会降低ＶＣＴ的检
测频率。去ＶＣＴ自愿咨询检测点检测，与ＨＩＶ相关医疗人员的
接触可使ＭＳＭ更加直观地了解艾滋病，这种无意间的“身临其
境”成了有效的宣教策略，这就提示经常进行 ＶＣＴ检测的 ＭＳＭ
人群将可能降低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３０］。

本研究认为ＶＣＴ检测与安全套使用是艾防工作重要的组
成部分。应加强ＶＣＴ检测宣传力度，做好 ＶＣＴ工作保密性，单
独开设ＶＣＴ门诊，提高ＶＣＴ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以此呼吁更多
有需求人士主动前往，培养定期检查习惯。在 ＶＣＴ咨询中，反
复强调安全套重要性及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利用同伴教育、跟

踪随访等手段督促ＭＳＭ安全性行为，以进一步提高 ＭＳＭ安全
套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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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ｍｏｎｇ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

ｗｉｔｈ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ＭＳＭＷ）：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２）：ｅ１１８６５１．

［３０］　ＭａｒｃｕｓＵ，ＯｒｔＪ，ＧｒｅｎｚＭ，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ＩＶａｎｄＳＴＩ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ＨＩＶ／ＳＴＩ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ｆｏｒ

ｍ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Ｇｅｒｍａｎｃｉｔｙｉ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５（１５）：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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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王云龙（１９８８－），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两
性亲密关系和性健康促进。

·评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５０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相关研究评述
王云龙　彭涛
哈尔滨医科大学性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１

【摘　要】　亲密关系作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近年来，亲密关系暴力越来越多的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国外已经广泛开展了有关大学生亲密

关系暴力的预防和干预的深入探究，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流行学调查研究，或过多关注对受

害者的影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有关亲密关系暴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是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相关

研究进行评述，旨意为进一步探讨针对性的研究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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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家庭、婚姻、同居、约会等不同亲密
关系中所存在的暴力问题，界定为亲密关系暴力［１］。亲密关系

暴力具体是指在亲密关系的交往和发展过程中，一方从躯体方

面、心理方面或性方面故意地控制、支配和攻击，并给对方造成

一定程度伤害的任何行为［２］。亲密关系暴力已经被世界卫生

组织确定为严重的影响公共健康的问题，并在研究领域受到广

泛关注。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各界学者对约会暴力进行的研究普遍

发现，青年人群中的约会暴力已经广泛存在。本文针对有关大

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暴

力的发生特点、影响因素和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的特点
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涉及三个类别的暴力，包括：精神暴力

（侮辱、诋毁、使对方感觉有罪和自卑、伤害性的语言等等）、身

体暴力（包括推搡、掴掌、拳打、踢揣、用物击打身体等）、性暴力

（强迫的性亲密行为，如亲吻、抚摸；非意愿的性交行为；性侵行

为，如强奸等）。针对大学生群体中的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主

要是通过自我陈述问卷对相关议题进行评判，获知处于恋情阶

段的情侣之间发生上述暴力的种类和频率。

国外研究表明，在已成年的青年人群（包括大学生）中，有

２１％～４０％的人曾在约会关系的进程中遭遇至少一次的身体上
的侵犯［３，４］。２００４年，一个涉及１６个国家３１所大学的有关大
学生约会暴力的跨文化研究显示，在过去１２个月中，大学生报
告曾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率是 ２９％（置信区间：１７％ ～
４５％）［５］。新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处于亲密关系的大学生有不
同形式的暴力经历，其中身体暴力为１６７％，性强迫为１８９％，
精神暴力达到５１８％［６］。国内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３２４％ ～
３７３％的女生和 ３９１％ ～４７０％的男生报告有约会暴力经
历［７，８］；进一步的调查指出，在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中，精神暴

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的报告率分别为 ３３６％、１８０％和
５１％；而且，有７４２％的大学生经历过３次以上亲密伴侣的施
暴［９］。此外，我国台湾学者在２０１２年对中国上海、台湾和香港
三地的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亲密关系（包括身体暴力、

性暴力和行为控制）具有很高的发生率，处于亲密关系的施暴

者／受暴者的所占人数比例为２７３％和３９％［１０］。

从上述调查数据中，可见亲密关系暴力在大学生人群中是

有一定程度的高发生率。我国大学生对于精神暴力和性暴力

的报告率明显低于国外大学生的报告率。有研究指出，这可能

源于亲密关系暴力是一件违反社会规范的事情，甚至是违法

的，因而导致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自我报告会呈现偏低的状

况［１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亲密关系暴力不一定是肢体上的

暴力行为，它也可以通过语言、情感或经济上的方式来表现出

来，而大学生对于这些方面的认识不足，以及对于性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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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态度都可能会影响到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判别。因此，亲

密关系暴力的实际发生率要高于自陈报告的调查结果。

"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的相关因素
有研究指出，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与早期经历有关。结果

发现，曾在家庭遭遇父亲暴力的女性，其对伴侣实施暴力的可

能性会增加３倍；在家庭以外遭遇过暴力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
会有主动发生暴力的倾向性［１２］。但也有结果显示，儿童少年时

代遭遇的暴力，与其成年后对情侣实施的身体侵害没有关

联［１３］。而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揭示，性别刻板印象与亲密

关系暴力有相关性［１４，１５］，如认为对女性的控制和主宰是男子气

概的体现，女性应当顺从男性，男性攻击行为具有正当性被发

现是导致性暴力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１６，１７］。还有一些研究认

为，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产生与饮酒行为紧密相关。结果显

示，男女两性均称饮酒后对情侣实施身体暴力行为有所增

加［１２，１８］，而且３５％的性暴力与饮酒行为有关［１９］。

此外，针对个体心理特征与亲密关系暴力的关系研究进一

步指出，自尊与暴力的发生具有相关性。低自尊水平的个体在

成年后出现暴力、攻击和犯罪行为的风险性增加；而低自尊个

体也容易遭遇伴侣的暴力和对伴侣实施暴力。这是因为处于

低自尊水平的个体存在对自我的低评价和对暴力的不敏感意

识，进而导致了对伴侣暴力行为的非抵抗和纵容；而低自尊个

体采取攻击和暴力方式回应对方，与自身受伤害而导致情绪爆

发和失控有关［２０，２１］。显见，自尊作为个人的一种稳定的自我价

值感［２２］，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但个体

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实施某一行为，以及对该行为所持有的期

望，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缺乏进一步的探

究。因此，在亲密关系暴力的影响因素中，探讨个体对自我行

为能力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对于亲密关系的驾驭和处理能

力，对于深入发现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的影响因素具有意义，也

进而为亲密关系暴力的行为干预措施制定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但这方面的研究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

　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影响结果研究
在对遭受亲密关系暴力伤害的结果影响分析中发现，无论

是男性，还是女性，伤害所带来的负性影响都是存在的［２３］。

亲密关系暴力不但导致受害者躯体的损伤，增加不安全性

行为的风险，也会引发自尊伤害、自信降低、抑郁和焦虑情绪增

加、并产生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尤为严重的是受害者会有自杀

倾向或行为的出现［２４－２７］，这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功能和人生

成长是不利的。也有研究指出，在亲密关系中，实施暴力行为

的青年人群，更容易在未来具有婚姻关系的家庭空间中实施暴

力［２８］；而在亲密关系中，受到暴力伤害的青年，成年后也容易在

伴侣关系中受到暴力伤害，尤其是女性［２９］。进一步的研究指

出，女性在经受亲密关系暴力后（身体的、精神的和性方面的），

都认为维持亲密关系是不合适的，而对于那些男性加害者，和

情侣的亲密关系状态较差，也伴随有暴怒的性情和担心被抛弃

的心态［３０，３１］。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亲密关系暴力，值得深思的是，双方

没有确定婚姻关系，也较少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家庭关

系，但当一方遭遇暴力，即便身心俱伤，为何依旧维持和保留伴

侣关系？而又愿身在其中？是遭遇伤害者无法确认自身经历

到的行为是否是亲密关系中正常发生的？还是，处于亲密关系

中的双方，把在日常接触中发生的一切认为都是无关紧要的，继

而以沉默、忍耐和不抗不争来处置暴力的发生？又或是相信暴

力会因为自己爱对方，所以对方会改变？由此看来，亲密关系

暴力发生的背后到底还存在哪些未曾可知的影响因素，需要进

一步探究。

$

　建议
从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率来看，我国大学生中男性经历躯

体暴力和精神暴力方面的报告率要高于女性，而女性的性暴力

报告率的比例高于男性。但由于亲密关系暴力多发生在私领

域，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亲密关系暴力的复杂性、多样性，导致

亲密关系暴力产生的原因确实不易被发现。然而，大学生的情

感世界处于不断构建和发展中，如果亲密关系暴力所导致的伤

害或虐待不能得以预防和遏制，伤害得以积淀，将不仅影响着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也会对未来家庭和睦、婚姻幸福

和社会和谐产生有着不利的影响。

国外已经广泛开展了有关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我

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流行学调查研究，缺少定性的

研究；过多聚焦暴力形式和发生频率的调查，缺少多因素的影

响分析和行为干预的随访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

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对亲密关系暴力的认知、态度、评价，以及

个体心理特征、性别关系、情感需求、关系处理能力和社会观念

等心理社会因素进行多视角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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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与媒体
媒体（ｍｅｄｉａ）指的是传播信息的媒介。一般来讲，它是指

人们借助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

等。西方学者认为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

到信息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媒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载信

息的物体；二是指储存、呈现、处理、传递信息的新媒体。传统

的四大媒体分别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此外还有户外媒体

如路牌、广告、灯箱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的

媒体（ｎｅｗｍｅｄｉａ），诸如交叉互动电视（ＩＰＴＶ）、电子杂志、网络
视频等，它们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传统媒

体有着质的区别。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体系支撑下出现的新

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或数码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

机短信、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网络影视、触摸

媒体等。现对于四大传统意义的媒体，新媒体也被形象地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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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媒体。

就媒体本身意义而言，媒体就是具备价值的信息载体。载

体具备一定的受众，具备信息传递的实践，具备信息传递的条

件，以及具备信息的传递受众的心理反应的空间，这些要素综

合起来就形成了新媒体的基本价值。新媒体较之传统媒体的

优势，就是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时空界限。一条新的信息

比如一个新产品的出现会迅速在互联网上得以传播，使得传统

口碑效应能更进一步扩散，时效性也大大地增加。而且新媒体

的受信者众多，一条信息会在短时之间获得成千上万的受众。

根据一个官方调查报告，目前我国网络视频的观众群体规模已

达近３亿人口，居世界第一。
２０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新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技术的

兴起与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时代对于人类的思维、学习、心理和传播交流等都带来

了深厚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性信息

的传播也日益增多。在美国，所有的用任何媒体传播描写性主

题和性内容的东西都可视为色情品（ｓｅｘｕ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性媒体
最常涉及的是纸质媒体———即印刷品（书籍、报刊、杂志等）、视

觉材料（绘画、素描、雕塑、摄影照片等）、活动影像（电影、电视、

录像等）、现场表演（戏剧、滑稽表演、脱衣舞秀、无上装／无下装
表演秀、舞台性表演等）、听觉性交（淫秽电话、拨号色情服务、

性ＱＱ等），以及其他一些更为不寻常的公开性爱表达方式。至
少目前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里面，这些性媒体都很容易获得，

而目前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这些性媒体色情品变得更为容易获

得，而当这些性媒体得到更为公开展示时，人们发现确实很难

回避它们。在美国学术界，有些专家试图区别“情色品”和“色

情品”，但这不过是专家的咬文嚼字的把戏，而情色品和色情品

的区别往往也是很随意的。

目前，批量生产的直观表现两性间性行为的产品已经得到

巨大的发展，在各个都市里面都有所谓的成人商铺或成人用品

商铺公开销售这些东西。美国律师总委员会早在１９８７年就确
定了２３２５种独立杂志为色情杂志出版物。由于色情业的迅速
发展，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个新学科即色情经济学。现在，

色情品泛滥成灾，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的需要。收藏者既

可以花几千美元收集到一个珍贵的性艺术品，也可以仅花２５美
分就可以在一家附近的“成人录像铺”窥视几分钟的色情录像。

除了色情品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充斥在网络上的

儿童色情品（ｋｉｄｄｉｅｐｏｒｎ）。关于两性过于露骨的性材料———即
性传媒色情品的负面影响，西方学术界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加

以考虑：首先是短期影响。假设有一张表现性行为的照片在一

个班级里面流传开来，虽然有一些学生立刻感到被骚扰或被冒

犯了，但是，它并没有造成任何一步较深的伤害，所以这种性暴

露，只被认为是一种短期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过于暴露的性媒体所造成的长期影响。

通常认为这种过于泛滥的性媒体会对于许多群体，特别是青少

年群体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学者认为，少年儿童过早地接触

哪怕是健康形式的性表达（比如裸体或性交等）都可能过早地

刺激和迷惑孩子们，从而使其接触不健康的性信息———大多由

性媒体或性传播的形式，会对于少年儿童有深层次的威胁，甚

至会扭曲孩子们性方面的正常发育。

由于以上这种利害关系，有人主张全面禁止少年儿童接触

所有的性媒体。但是，他们发现了在如今这个信息社会中，这

种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容易受到性传播伤害和影响的人首先

就是孩子们。当孩子们被当成儿童色情品传播的对象时，实际

上，他们已经受到了虐待和骚扰。此外，一些被认为特别容易

受到色情品影响的人将成为潜在的性犯罪者，因为这些色情品

会怂恿人———特别是男子进行性犯罪。笔者的一项研究证明，

很多青少年性犯罪者就是从那些泛滥的性传媒色情信息中学

习到一些性犯罪，如强奸、暴力、猥亵、侮辱女性等，他们从观看

到学习、效仿，一步步走上性犯罪道路。

很多研究显示，处于青春期和成人期的人，较少接触色情

品的人性犯罪率往往较低，而过多接触性媒体的人性犯罪率较

高。研究还表明，性犯罪者有可能选择某些形式的色情品，比

如一些描写性暴力的影像。无论如何，学者认为过度暴露的色

情品，会导致性犯罪增多的趋势。

暴力色情品的重大影响是关于它所造成的性侵略性行为

的影响。美国性学研究者的测试实验证明，性爱图像与带有侵

略性的性行为图像的结合，都可能导致暴力特别是性暴力倾向

的上升，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施暴等。

任何有责任心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于这些露骨

的色情品之中，因此，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以法律来禁止

那些有害的和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包括日益泛滥的性传媒

或色情品的流通等。对于色情品或性传媒的禁止所采取的最

普通的法律形式就是审查制度（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此项法律明确规定
了哪些种类的直接暴露的性材料是不允许制造、传播和使用

的。美国好莱坞电影业就通过了自己独特的电影分级审查

制度。

"

　美国电影的分级制度
２１　海斯法典和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确立

１９０５年，美国全国制片伙伴联盟公司（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
Ｐａｔｅｒ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ｎｙ）首先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而后又成立了美国
第一个电影作品审查顾问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开始负责审查电影作品的内容等。然而，这个顾问组织的威望

并不高，只有其名下的制片公司送来影片作品受审查，而其他

独立公司根本无视它的条例。

１９１８年，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电影公司，因为自己拍摄的
一部电影遭到了禁映而对俄亥俄州政府提起诉讼，将州政府告

上了联邦法院。这个案子，在经过几次辩论之后，由最高法院

做出了一个裁决。该裁决声称电影作为一个娱乐产业是不受

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表达自由（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Ｓｐｅｅｃｈ）
的限制，电影放映“纯属商业行为”，不能被视为“新闻媒体的一

部分或公共舆论之工具”。无权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

自由”的保护，而必须接受州、市政府的预先审查。

美国的分级是由美国电影协会（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ＰＡＡ）来制定的，ＭＰＡＡ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
这个组织成立于１９２２年。最初是作为电影工业的一个交易组
织而出现的。如今它涉足的领域不仅有在影院上映的电影，还

包括电视、家庭摄影（ｈｏｍｅｖｉｄｅｏ）以及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其
他传送系统领域。

ＭＰＡＡ是由海斯先生所领导的。海斯本人是保守的基督教
长老会会员，共和党人，曾任美国联邦邮政总局局长。他思想

保守，在１９３０年他同一位名叫丹尼尔·劳德的天主教教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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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草了一部有关电影审查的法典，提交国会，而后获得一些

电影业巨头的接受，并且在国会展开讨论，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１日公
布于众。由于海斯是这个法典的的提议人，所以被称为《海斯

法典》（ＨａｙｓＣｏｄｅ）。
该法典给电影下达了１２条禁令：（１）违法的罪行：严禁电

影表现违法的罪行，包括①讲授犯罪的方法；②可能使得潜在
的犯罪份子产生模仿的行为；③让犯罪份子显得富有英雄气概
和理直气壮的内容等；（２）性：出于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的
关注，必须谨慎地对待三角恋爱，而不能使得观众对美国的婚

姻制度产生怀疑；所以美国电影①不可以把不纯洁的爱情描绘
成诱人的和美丽的；②性不能成为喜剧或笑剧的题材；③决不
能激起观众的情欲或病态的好奇心；④性绝不可以给人以正当
的和可被接受的印象；⑤总的来说，在表现上绝不可以细致入
微等；（３）庸俗；（４）淫秽；（５）渎神；（６）服装：绝对不允许过分
暴露，即使是情节需要等；（７）舞蹈：虽然舞蹈被承认是一种艺
术，也是一种表达人的情绪的美丽的形式；但是暗示或表现情

欲的独舞、双人舞或多人舞、意在挑动观众情欲的舞蹈、摇摆胸

部的舞蹈、双腿不动而过度的躯体动作的、不雅或邪恶的舞蹈

严格禁止出现在银幕上；（８）宗教：神职人员之所以不能成为滑
稽可笑的角色或歹徒，是因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对待宗教的

态度。观众对于一位教士不够尊重，宗教在观众的心目中位置

也就下降了；（９）外景地：某些地方和性生活或性犯罪有密切的
联系，在电影拍摄选景时必须慎重对待；（１０）民族感情：必须妥
善考虑和尊重对待任何民族的正当权利、历史和感情；（１１）片
名：一部影片的名字是特定产品的标识，它必须遵守这方面的

职业道德规则；（１２）令人厌恶的事物：这类事物有时是情节所
必需的，但予其的处理不可沦于粗俗也不可以刺激感情。

ＭＰＡＡ在洛杉矶和华盛顿为它的成员服务。它的委员会的
主要成员由也是ＭＰＡＡ的会员的美国最大的７家电影和电视
传媒巨头的主席和总裁共同担任，包括：迪斯尼公司（ＷａｌｔＤｉｓ
ｎｅｙＣｏｍｐａｎｙ）、索尼声像（Ｓｏｎ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Ｍｅｔ
ｒｏ－Ｇｏｌｄｗｙｎ－ＭａｙｅｒＩｎｃ、派拉蒙公司（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１世纪福克斯公司（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ｏｘＦｉｌｍ
Ｃｏｒｐ）、环球影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ＷａｒｎｅｒＢｒｏｓ）。
２２　美国电影的分级制度

１９６６年，杰克·瓦伦蒂被任命为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他
担任这一职务之后，马上动手制定美国电影的分级制度。最早

的分级制把电影分成四级，即老少皆宜的 Ｇ级；儿童要由家长
或成年人陪同方可观看的 Ｍ级；儿童不宜的 Ｒ级和２１岁以下
青少年不准人场的Ｘ级。

其中，由于代表Ｍ级的Ｍａｔｕｒｅ这个词汇在英文中意义过于
含糊不清，一般是指一个儿童进入少年期的一个重要时期，于

是这个过于含糊的级别不久被 Ｇ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即普通观
众）所替代。而后，这个意义更不清的ＧＰ又被ＰＧ级所代替。
１９６９年，一部名叫《午夜牛郎》（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Ｃｏｗｂｏｙ）的影片

公映之后，引起轰动和争论，特别是这部影片在审查时，被限定

为Ｘ级；而后这部Ｘ级的影片又获得奥斯卡金奖，这就为 Ｘ级
影片在美国观众的心目中赢得了尊重。１９７３年，由马龙·白兰
度主演一部颇引争议的《巴黎的最后的探戈》（Ｕｌｔｉｍｏｔａｎｇｏａ
Ｐａｒｉｇｉ）也被限定为 Ｘ级。这些事件使得美国好莱坞内部要求

进一步修改电影分级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１９７６年，好莱坞所
拍摄的影片中有多一半被限定为Ｒ级或Ｘ级，只有１３％的影片
是ＰＧ。与此同时，大量的色情影片也获得票房的成功，包括那
部出名的《深喉》，这样Ｘ级就逐渐成为色情影片的代名词。直
到１９９０年，出现了ＮＣ－１７级。分级制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９０年两
次修改，目前为５级：

Ｇ级：（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ａｇｅ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大众级，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观看———该级别的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

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

触到的。例如，《绿野仙踪》、《音乐之声》、《狮子王》、《小猪贝

比》、《玩具总动员》等等。

ＰＧ级：（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Ｓｏｍｅ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普通级，建议在父母的陪伴下
观看，有些镜头可能让儿童产生不适感。辅导级，一些内容可

能不适合儿童观看———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和裸

体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

度的范围。《星球大战》、《小鬼当家》、《蝙蝠侠》、《回到未来》、

《辛巴达：七海传奇》等都属于这一级。

ＰＧ－１３级：（ＰＡＲＥＮＴ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ＣＡＵＴＩＯＮＥＤ，Ｓｏｍｅ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ｍａｙｂｅ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ｎｄｅｒ１３）普通级，但不适
于１３岁以下儿童。特别辅导级，１３岁以下儿童尤其要有父母
陪同观看，一些内容对儿童很不适宜———该级别的电影没有粗

野的持续暴力镜头，一般没有裸体镜头，有时会有吸毒镜头和

脏话。《古墓丽影》、《加勒比海盗》和９０年代的《侏罗纪公园》
都归属此类。在《侏罗纪公园》中有恐龙掀翻汽车和吞吃律师

的镜头，导演斯比尔伯格甚至没有带自己当时１２岁的儿子去
看，怕吓着他。

Ｒ级：（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１７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ｐａｒｅｎｔ
ｏｒａｄｕｌｔｇｕａｒｄｉａｎ）限制级，１７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陪伴才
能观看。１７岁以下观众要求有父母或监护陪同观看———该级
别的影片包含成人内容，里面有较多的性爱、暴力、吸毒等场面

和脏话。《兰博：第一滴血》、《现代启示录》、《异形》、《巴黎的

最后探戈》、《紧闭双眼》、《魔鬼终结者３》和《绝地战警２》等属
于这一级。

ＮＣ－１７级：（ＮＯＯＮＥ１７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１７岁
或者以下不可观看———该级别的影片被定为成人影片，未成年

人坚决被禁止观看。影片中有清楚的性爱场面，大量的吸毒或

暴力镜头以及脏话等。它实际上是分级初期Ｘ级影片的变种，
故而又称“披着羊皮的Ｘ级”，凡进入这一级别的影片意味着将
丧失大量的观众，因为美国的电影观众主要是由１４—２４岁年龄
段的观众构成的。

几种特殊的分级：ＮＲＯＲＵ：ＮＲ是属于未经定级的电影，而
Ｕ是针对１９６８年以前的电影定的级。Ｍ，ＸＯＲＰ：这一级中的
电影基本上不适合在大院线里公映，都属于限制类的。

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分级制

度的实质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赚钱永远是好莱坞的

最终目的。而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分级制度，也是为了保证影片

获得跟高的利润。

在很多时候，这个分级制度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创作出一部《感官的王国》，在
法国巴黎被限定为 Ｘ级而被禁映，但第二年，该片就在美国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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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开放映。此后，类似的例子不断出现，包括对于李安的《色

戒》的分级的讨论等。

但是，从电影制作来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审查和分机制

度是值得赞扬的，它毕竟使得电影创作有了一定规范。目前，

很多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学者等，也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电

影审查和分级制度，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审查和

分机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

　情色品与色情品
情色品（ｓｅｘｕ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和色情品（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在西方国

家之内是有区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发展，特别是新媒体时

代的到来，情色品和色情品的区别往往也是随意的，不太明

确的。

情色品主要是用来唤起性欲的，虽然有的人———特别是一

些严肃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纯艺术或纯文学的；但它们也不是

淫秽的和暴力的。一般来说，情色品包括艺术裸体照相、非暴

露性的性表演如钢管舞等，以及不直接暴露性器官和性爱的艺

术片等。

色情品则是指那些直接描写性活动和性行为的色情制品。

色情品又可以分为软核和硬核两大类：软核（ｓｏｆｔ－ｃｏｒｅ）色情
品即隐晦的性内容制品，其中可以描绘裸体和高度暗示性的性

活动———在某些国家规定以不暴露性器官或不暴露阴毛为界，

一般在我国被称为较轻的性艺术片等。而硬核（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则指的是那些露骨的性内容制品；其中可以有近距离地描绘性

器官和性交活动行为，展示阴茎直接插入以及其他的性接触场

景的性制品等。

在美国，Ｒ级影视作品是“隐晦的”可以让１８岁以下儿童
在大人的监督下可以观看的；而 Ｘ级影片则属于色情片，因为
其中有直接暴露性器官或性行为的部分；而ＸＸＸ级影片则更大
尺度地描绘出性爱和暴力等。

１９７６年，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大岛渚指导的影片《感官世界》
第一次以直接露骨性地暴露性交而引起西方影视界的关注，而

此前美国电影《深喉》则直接描写口交等性行为，它们都是公开

面向广大观众放映的。而此后中国国内也公开放映了由李安

导演的《色戒》———片中也直接描绘出性交活动。前几年，香港

制作出品的影片《金瓶梅》和《肉蒲团》也相继在国内放映等。

所以国内很多学者提出了要加强影视作品的审查和分级制

度等。

$

　儿童色情品
美国和日本的色情工业是巨大的，据估计在美国，每年有

大约１５０万少年儿童被卷入了色情产业，包括卖淫、网络视频
等，目前这个以儿童为主的色情业的年收益高达２０亿美元。制
作儿童色情品的男性平均年龄为４３岁，在他们参与制作活动之
前，很多人就已经认识那些孩子们了，他们通常是孩子家庭的

朋友、亲戚、老师或其他熟人等。

这种靠故事、图画，以及影视来表现儿童裸体的或与成人

进行性行为的儿童的色情内容的性制品通常称为“儿童色情

品”。儿童色情品和虐待儿童是不能分开的，这也是一种性虐

待形式。目前随着互联网的流行，儿童色情品也有着泛滥蔓延

的趋势。

%

　互联网如何改变色情行业：网络卖淫
英国学者在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题为《物美价

廉：新技术如何改变最古老的行业》（Ｍｏｒｅｂａｎｇｆｏｒｙｏｕｒｂｕｃｋ：
ｈｏｗ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ｋ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对互联网给色
情行业带来的各种变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网络色情的兴起

对于德国柏林的嫖客来说，一款新的名叫 Ｐｅｐｐｒ的新技术
的应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只要在上面输入一

个地址ｕ，屏幕上就会跳出一大串附近的妓女列表，不仅配有照
片和身体特征，甚至还会明码标价。用户可以对结果进行筛

选，在支付５至１０欧元的预定费用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单。目
前该性服务已经向欧洲很多城市发展扩张。

这个Ｐｅｐｐｒ之所以能够公开运营，是因为卖淫和卖淫广告
在德国都是合法的。但即使在禁止性交易的地方，互联网依然

在改变卖淫这个古老的行业。一直以来，性工作者和嫖客之间

都苦于没有相互沟通的渠道，导致性交易买卖双方信息难以对

接，要在见面前了解必要的信息，更是难上加难。

现在，专业的网站和应用正在促进性交易买卖双方的信息

流通，方便了嫖客与性工作者之间达成双方都满意的性交易。

这样，性交易的进入门槛正在逐步降低，交易的安全性也日益

提升。性工作者可以彼此共享不良客户的信息，还能够在接客

之前进行嫖客背景和健康的调查，而个人网页还可以帮助她们

更好地宣传自己，甚至通过网络安排见面。而嫖客在网站上发

表的评论也有助于提升信息的可信度。

此后，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内，这场网上卖淫的运动也

逐渐兴起。目前，无论是独立工作的还是通过代理中介或有组

织的性工作者，都可以在成人网站上建立个人资料，以便嫖客

与之联系。研究者在一家国际点评网站上分析了１９万性工作
者的资料，发现现在这种网络卖淫十分流行，成为了最为流行

的性交易服务。调查还显示，由于妓女和嫖客之间可以直接地

进行性交易，而减少了中间环节如掮客、老鸨、妓院等的中介服

务收费，这就使得嫖资整体下滑。根据德国的报告，网络的色

情性服务可以节省５０％～６０％的嫖资。
与此同时，性学研究者还指出，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人们更

为容易找到免费且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性伴侣。在美国一些成

人性网站，如Ｔｉｎｄｅｒ，Ａｓｈｌｅｙ，Ｍａｄｉｓｏｎ等网站，也为通奸以及婚
前性行为提供了渠道。现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制定法

律来限制这种网络卖淫的流行。据笔者了解目前在国内也出

现了这种网络卖淫的现象和案例，值得我们严肃关注。

&

　
,,

性聊天与性谈话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开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瑞典
科学家首先发明了一个网上的聊天，谈话通讯交流的技术，英

文原名为 ｏｐｅｎｉｎｇＩｓｅｅｋｙｏｕ即打开，我找到您了，简称 ＯＩＣＱ，
这就是 ＱＱ的原型。此后腾讯公司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款即时
通讯软件，命名为 ＱＱ。这是一款新型的免费交流通讯软件，方
便灵活，受到广大网民喜欢。通过它，用户可以谈话、聊天、玩

游戏、听音乐、看视频节目以及电影电视等，而且可以双向或多

向交流等。ＱＱ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通讯更为容
易，便捷和灵活等，也已经成为现代人进行交流的最好的渠道。

但是，当ＱＱ出现不久，它就成为了性传播的渠道。英国政
府的“儿童，家庭与婚姻研究所”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指出，在

手机普及之后，特别是手机ＱＱ出现之后，英国家门面临着一个
严重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交流的大问题。学者在研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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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英国的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们，每天同自己父母谈话交流越
来越少，而沉迷在手机谈话和通讯交流之中。孩子每天都是拿

着手机谈话聊天，他们宁可同陌生人胡言乱语，而不愿意同亲

生父母进行严肃与亲切的交谈。更为严重的是，研究者的调查

发现，这些孩子们的谈话内容中，有７５％ ～８０％ 的内容涉及到
性和性主题，从性暴力、性行为到避孕等等。而英国目前不断

出现的青少年儿童的性犯罪率增多，ＱＱ性聊天是一个原因。
不但英国，就是在中国ＱＱ性聊天也是泛滥成灾，成为一个

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如果您打开任何一个ＱＱ网站，首先进
入您眼帘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带有诱惑性的性信息，包括各式各

样的性女郎的网址、照片、以及求爱的信息等。

同时，ＱＱ性网站也成为某些人犯罪的渠道。而一些ＱＱ性
网站已传播性信息为盈利，获得巨资的案件也不断出现。据报

告，地处香港的一家ＱＱ性网站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了５亿港币
之多，每日的点击率为１３０万。

根据目前ＱＱ性网站泛滥成灾的现象，世界很多国家已经
提出来对于各种网络犯罪进行严打的措施，也包括对于各种

ＱＱ网站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意见。
-

　色情刊物
色情刊物或称男性杂志，一般指的是以性行为或性爱为主

要内容的，专门满足男性成年人的性欲要求的特殊杂志刊物。

从这种刊物所登载的性信息来看，其大胆程度犹如性电影或色

情影视视屏节目一样，直白赤裸地描绘性交行为和其他性行

为、性活动的。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出版总局统计，美国目前登

记注册色情刊物或成人刊物有大约２０００多种，这些刊物的每期
发行总额可高达２亿多册之多，每个月的营业额也可达３亿多
美元。虽然，美国法律有规定限制这类刊物的性暴露程度，但

是，随着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色情传播大的流行与普及，

色情刊物的性暴露也就越来越露骨，以致达到了无耻而淫秽的

地步。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一些色情刊物的中文版也开始
出现，而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色情刊物，

一些中文版的色情刊物通过走私等渠道流传进大陆，给我国成

人和青少年儿童带来了不良影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美国所谓的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美
国色情业也随之发展兴旺起来了。一个名叫鲍勃·吉乔内的

美国商人投资创办了一个名叫《阁楼》（Ｐｅｎｔｈｏｕｓｅ）的成人杂志，
《阁楼》杂志是作为与《花花公子》杂志竞争的色情刊物而出现

的。同《花花公子》杂志相比较，《阁楼》杂志的读者对象是以

１８岁到３５岁左右的男性读者为主。《阁楼》杂志更为直白露
骨，而以直接暴露性交行为，以及直接显示性器官而著称。

从１９６８年该杂志创刊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鲍
勃·吉乔内本人也凭借此杂志，而缔造出一个出版王国，成为

了一个亿万富翁，他还投资拍摄电影电视节目以及网络色情节

目，甚至还投资赞助小型核反应堆的建立等。

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网
络和互联网的兴旺发展，《阁楼》杂志也受到冲击，几乎陷入破

产的地步。但鲍勃·吉乔内马上看到网络传播的力量功能，于

是他首先雇佣了一些网络工程师，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建立以

多媒体形式、听觉材料和视频结合的《阁楼》网站，每天以超级

容量大规模地传播性信息，包括裸体摄影照片、成人电影，以及

互动性电视节目、ＱＱ等聊天网站，甚至发展到性网络卖淫等项

目。但是手机通讯的出现，又一次冲击了《阁楼》杂志作为纸质

媒体色情品的出版物的流行。目前《阁楼》已经进入了手机传

播渠道了。

.

　性销售广告
目前，在各个国家，商业广告也被利用与出售性爱用品和

性服务等，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什么是性爱用品或性服

务，实际上，这种界定比去判定什么是色情品还要难。

从法则来讲，任何一个有意增强性吸引力，促进性刺激，性

欲冲动，或者是用于性交的物品，都可以视为性爱用品或性商

业品。比如赤裸裸的两性刊物———杂志或报纸、书籍、电影、录

像，以及各种类似的色情品的广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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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行音乐的性倾向

ＭＴＶ音乐电视节目 （Ｍｕｓｉｃａ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网络电视的音乐节目；但是美国流行音乐

达到了顶峰阶段，由美国黑人传统音乐衍生出来的摇滚乐一下

子成为了美国流行音乐的主流。此后又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

摇滚乐，比如硬核摇滚（ｔｈｅＨａｒｄＲｏｃｋ），以及嚼舌说唱乐（Ｒａｐ）
等也相继出现，而且一下子占据了 ＭＴＶ，使得这个音乐电视节
目发展成为了专门播放流行音乐的电视台。

可怕的是，从ＭＴＶ出世以来，其性倾向也就开始诞生。从
一个调查研究报告。可以看到在美国所有的 ＭＴＶ电视台和网
络上播放的节目中，有７５％以上的节目涉及到性、毒品和暴力
内容等。

因此，在美国一些家庭中，家长开始限制孩子们观看 ＭＴＶ
节目，而一些ＭＴＶ电视台也开始在节目前面加上“限制１８岁以
下儿童观看”的警示字样等。

德国的一个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少年每天在摇滚乐上面花

费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并且音量在８０分贝以上，那么他们的日
常行为就可能变得异常而令人担忧。为此各个国家都开始以

行政手段禁止一些 ＭＴＶ的节目播放，比如韩国的一个女团乐
队，不仅着装暴露，而且跳各种大幅度表现性爱的舞蹈动作而

遭到三大电视台的禁播；美国加州的一个黑人饶舌乐队，因为

他们的表演中不但有露骨的性动作，而且歌词里面充斥着性与

暴力的内容，加州政府决定取消他们的营业执照以及罚款五万

美元的处罚。目前在中国的 ＭＴＶ中，性倾向也日严重，于是广
电总局也开始对于一些不良的ＭＴＶ节目进行严打等，比如一个
名叫李佳薇的流行歌手，因其所拍摄的ＭＴＶ节目里面充斥不伦
恋和性爱镜头而遭到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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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费色情电影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随着数码电视技术的发展，观众可

以通过数码电视可以观看到更多的电视频道，这虽然使得大众

有了很好的节目选择权，但是，很多色情电视台也发现这是一

个赚钱盈利的好机会。于是，众多的色情电视台开始开拓付费

色情电视电影节目频道。由于美国政府严格禁止色情影视节

目的公开播放，所以这些色情电视台也就不得不采取付费播放

的办法。但他们很快也就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盈利方法。

特别是近年来，他们同公共电视台的收费捆绑一起收费，使得

他们更好地获得盈利。目前在美国付费色情频道多达２００个，
每天播放的色情影视节目多达２０００多种，从一般的软核节目到
赤裸裸暴露的性与暴力节目等，已经形成一个色情网；由于家

长的管理疏忽，很多青少年也就偷偷地背着家长观看这样的色



·１６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２

情影视节目。更可怕的是当三网合一的技术普及之后，孩子们

可以很轻松地从电脑网络中摄取此类色情影视。最近，美国家

庭与婚姻研究机构提出了要限制这些电视台和网站随意播放

色情影视的自由。

!!

　色情经济学
性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Ｓｅｘ）和色情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Ｅｒｏｔｉｃｓ）是最近几年来新发展的一门学科。众所周知，传统经济
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各

种与之相关的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一般认为性经济学是传

统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有人认为，它是当代性学研究的一

个分支。而色情经济学则是主要关注，性产业作为一个新型的

特殊产业，在其产品即性产品或色情品生产、推销、交换、销售、

买卖、分配和如何盈利等过程都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规律、原

则和方式等，所以色情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学科。

色情业从其开设诞生到发展开始时，就引起经济学者的关

注。在中国，这些年来，色情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从个人别地方存在，发展到几乎遍布全国城乡的过程。根

据一个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从事此行业的人数以百万计。北京

现在登记注册的歌舞厅、桑拿、发廊、洗浴中心、按摩厅等场所

众多———很多这样的场所从事隐蔽性的色情服务。广东省东

莞市被称为“性都”，其色情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能高达５００
亿元。在该市从事色情行业———直接的或暂时性的人员有５０
多万人，几乎占东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之多。很多学者，特别

是国外性学研究者惊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国家”。

!"

　色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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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学

近年来，随着性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西方一些学者提出

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学科———性学研究的新学科即性爱学

（Ｅｒｏｔｏｌｏｇｙ）。在性学的学科领域之中，作为研究“性”的科学，
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研究，广义的性学为一切关于

“性研究”领域的总称或统称。一般认为性学是研究人类性活

动、性行为的理论，而现在提出的性爱学则是有别于传统性学

研究的，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类性活动、性行为即性爱行为的

技巧，具体的实用的技术－技巧运用等。
但是人类运用文化艺术形式对于性的表现和探索从来没

有停止过。人类通过运用美术、雕塑、文字、影像等艺术形式，

表现人类性活动与性行为的作品，是一种对性和性爱的具体的

图像式表现。

美国性学家罗伯特·法兰克 （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ａｎｃｏｅｕｒ）博士在其
《性学大辞典》中，把新增补的词条“色情学”Ｅｒｏｔｏｌｏｇｙ定义为
“针对情欲（Ｅｒｏｔｉｃ）的学术性研究，包括有对于情色作品（Ｅｒｏｔｉ
ｃａ）和色情作品（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研究。而他把情色作品定义为
“能够引起或者唤起性感觉、性欲和性唤起有关的文化艺术作

品”。而在《人类性学百科全书》中，把情色作品定义为“任何足

以唤起性欲望，引起性兴奋的东西。包括有性文学作品、性音

乐、性影视作品、性美术、雕塑等”。美国全国性学专业组织出

版的指导性著作《性学纲要》一书中也把色情学定义为“关于做

爱的实际、应用研究，包括各种性的文化表达形式”的研究等。

在这个范畴之内，色情学研究范围，包括如婚姻手册、性爱指

南、色情文化及艺术作品、色情场所，以及在大众传播媒体中的

各种的性表现等。这就要求色情学研究者对于各种能够表达

“涉性经验”（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文化形式有一定较深的
熟识度了解等。严格说来，直到如今，国内尚无有色情学研究

专家。

对于目前情况，一位国内著名性学研究者说，在中国性学

已经成为了一门热门的显学，国内有数以千计的性学研究人

物，而一些性学研究者如李银河、潘绥铭、马晓年等人已经成为

了家喻户晓的性学大师。但是仔细思考，真正的主流的色情学

专家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的重要保障。目前，这方

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怎样体现艺术表达自由和表明人们更加

关心的政治问题。

随着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电子和网络传播媒介的依次出现

和融合新生，逐渐形成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前提、核心

和原点的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形成了规范大众的传播活动、传

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产业和传播效果等等各方面的法律原

则、规制和架构。这其中明显的变化为：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从

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向电子传播媒介的加速与融合；言论自由是

公民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向表达自由拓展与延伸；伴随着大

众传播日益强大的传播效果，表达自由已经由公民的基本权利

转变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言论自由绝对不是放纵。在颁布这个宪法第一修正

案之后，美国１９８６年成立了“色情品司法委员会”，对于性媒体
与色情品等做出了较为明确的界限。就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颁

布不久，美国有几个州做出法律规定严格限制色情品在网络和

媒体上传播。但是，美国究竟还是色情品泛滥的大国。根据报

道，美国色情产业，包括好莱坞的色情片产业，每年的收益高达

上百亿美元。这个行业是高利润的，它吸引了许多不法经营

者，并且经常被犯罪集团所控制。

目前我国也已经开始注意网络传播上的性犯罪问题，国家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建立相关法规，用以规范和限制网络上的色

情品或具有色情内容的不良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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