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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拉非及舍曲林治疗早泄疗效差异性的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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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他达拉非及舍曲林治疗早泄的疗效差异性。方法：通过检索自１９９９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英国医学会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ＢＭＡ）、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ＥＭｂａｓｅ）、学术期刊集成全
文数据库（ＡＳＰ）、考克兰图书馆（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西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ＥＭＣＣ）、美国国立医
学图书馆生物医学信息检索系统（Ｐｕｂｍｅｄ）、万方数据库（ＣＥＣＤＢ）、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ＱＶＩＰ）、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
等数据库内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严格评价和资料提取，使用 Ｓｔａｔａ／Ｓ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１２０软件对纳入研究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最终纳入９篇 ＲＣＴ，共５４２例患者，其中２６９例予以他达拉
非、２７３例予以舍曲林。系统评价结果显示：经治疗６０ｄ时，相比使舍曲林，他达拉非组患者的阴道内射精潜
伏时间（ＩＥＬＦ）显著提升［ＷＭＤ＝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０５，０７４）］。且达拉非组患者对于性生活满意度显著高
于舍曲林组患者［ＯＲ＝１３３、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７７）］。但对于经治疗２８ｄ的ＩＥＬＦ，系统评价显示两种药物
未见显著差异性［ＷＭＤ＝－００２、９５％ＣＩ＝（－０６４，０６１）］。结论：使用他达拉非治疗早泄，可提升患者经
治疗６０ｄ时的ＩＥＬＦ、提升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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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目前最常见的成年男性
性功能障碍，其特点是到达性高潮耗时少、射精潜伏期（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ＥＬ）较自身意愿显著缩短，配偶双方均对性生活不
满意［１］。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通常忽视了ＰＥ的危害，直
至Ｓｙｍｏｎｄｓ发布调查研究［２］证实：ＰＥ对男性自尊及夫妇关系可

造成严重损害，引起失落、自卑情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因素。

以往认为ＰＥ由心理因素诱发，治疗以精神 －心理调节为
主；现今研究认为本病为心理及器质性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

药物治疗有效［３］。围绕ＰＥ的致病机理，相继开发出多种药物，
诸如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内５－羟色胺（５－ＨＴ）的浓度从而延长
射精潜伏期的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阻断脊髓射精
中枢以松弛泌尿道平滑肌的 α肾上腺素腺能受体抑制剂（α－
ＡＲＩ）、局部麻醉以延长射精潜伏期的钠通道阻滞剂（ＳＣＢ）、海
绵体内注射血管扩张剂以延缓射精后勃起时间的化学假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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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Ｐ）等。但受制于各类药物的副作用、缺陷性及 ＰＥ致病机
理的复杂性，上述疗法均未达到显著满意度。但相比较而言，

舍曲林（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ｅ）抑制５－ＨＴ再摄取作用强于同类 ＳＳＲＩｓ，延
长ＥＬ的效价优于其它药物，尤其对老年人疗效较为显著，因而
得以普及于临床。但大剂量或长期服用舍曲林将导致勃起功

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发生几率显著增大，并导致患
者性欲降低［４］。因而寻求一种安全、有效的药物，成为当前男

科医生的主要困扰之一。

通过临床工作得以发现：阴茎的勃起程度与早泄发生几率

呈负相关，必要的阴茎勃起强度不仅能有效提高射精阈值，还

能从心理方面树立能正常完成性交的信心［５］，此即治疗 ＥＤ药
物用于治疗ＰＥ的机理。当前临床用于治疗 ＥＤ的药物为磷酸
二酯酶５型（ＰＤＥ５）抑制剂，以他达拉非（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为例，应用
于ＰＥ的治疗已收到良好效果［６］。由于 ＰＤＥ５抑制剂与 ＳＳＲＩｓ
两类药物的作用机理不尽相同，已有部分临床研究就其疗效差

异性进行了探讨，但尚无相关循证医学的依据。本次系统评价

拟参照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体系进行文献汇总，将他达拉非和舍曲林治疗
早泄的疗效差异比较，以提供进一步的临床依据。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１１１　检索策略　选取所需文献时，要做到全面及系统来提高
覆盖率［７］。检索万维网中的数据库文献，通过手工检索、文本

追溯以及请求原文的作者传递全文等方法来补齐资料残缺的

文献。对文献进行检索、筛选、评估并交叉核对，当两名研究员

出现分歧，交由第三方判定［８］。

１１２　检索范围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自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月之间的文献，如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ＥＭｂａｓｅ）、英国医
学会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ＢＭＡ）、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等。
１１３　检索步骤　本系统评价的检索关键词：①英文为“Ｔａｄａｌａ
ｆｉｌ”、“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ｐｒａｅｃｏｘ，ｐｒｏｓ
ｐｅｒｍｉａ”；②中文为“他达拉非”、“舍曲林”、“早泄”。所有关键词
用“Ａｎｄ”或“和”连接，检索的对象设定为“Ａｄｕｌｔ”或“成人”。以
Ｐｕｂｍｅｄ为例（各数据库的步骤大致相同），简述如表１。

表１　本次系统评价的文献检索步骤（Ｐｕｂｍｅｄ）

检索贯序 　　　　检索表达式

＃１ ｅｘｐｌｏｄ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 ｅｘｐｌｏ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ｐｒａｅｃｏｘ”／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 ｅｘｐｌｏｄ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４ ＃１ａｎｄ＃２ａｎｄ＃３

＃５ ｅｘｐｌｏｄｅ“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６ ｅｘｐｌｏｄｅ“Ｓｅｒｔｒａｌｉｎｅ”／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７
ｅｘｐｌｏｄ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ｑｕａｓｉ－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
ａｌｓ”／ａｌｌ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８ ＃５ａｎｄ＃６ａｎｄ＃７

＃９ ＃４ａｎｄ＃８

１２　研究选择
１２１　纳入文献的标准　①采用以论著形式发表、有关早泄的

临床研究；②治疗组采用他达拉非、对照组为舍曲林，或治疗组
为舍曲林、对照组为他达拉非；③样本量需准确完整；④发表日
期确切；⑤研究的群体和类别大致相符；⑥英文文献的研究对
象符合美国泌尿外科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Ａ）于２００４年发布的早泄诊疗指南［９］，中文文献的研究对象

符合吴阶平教授编撰的泌尿外科学对早泄的诊断指南［１０］。

１２２　排除文献的标准　①“短篇的病例报道”、“临床观察”、“综
述”等类型的论文；②只含摘要的论文；③总样本量ｎ≤１５的论文；
④研究的患者中存在如：高龄（年龄≥７０岁）、合并严重肝脏疾患、
合并器质性心脏疾病的论文，进行排除；⑤采用联合药物治疗ＰＥ
或对照组为安慰剂的论文；⑥原始数据刻意藏匿导致结局变量不同
的论文；⑦重复率较高的论文；⑧不包含中英文的论文。
１３　数据提取

通过排除标准筛选得到本次评价所需要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ＲＣＴ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由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完成，双录法可避免人为失误［１１］。提取的资料含：

（１）文献的标题、第一作者和发表时间；（２）结局的变量及指标；
（３）实验组及对照组的差异比较；（４）回访的效果及失访后的处
理方法；（５）相关样本量和基线情况；（６）相关标准差、资料均数
以及二分类资料的百分比。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文献质量的高低与研究结果的偏倚风险息息相关，过高或过

低评估均会影响真实效应值［１２］。依照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５０２［１３］推荐的偏倚风险方法（Ｒｉｓｋｏｆｂｉａｓ），纳入
的文献按是否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进行，如：随机分配序列、隐蔽

分组、患者及医师实行双盲、结果评价盲法、数据完整、选择性报告

结果及其他偏倚等。质量结果及评分表示为：高质量、低度偏倚风

险计１分（ＹＥＳ表示）；低质量、高度偏倚风险计０分（ＮＯ表示）；质
量尚可或不详、偏倚风险不确定亦计０分（Ｕｎｃｌｅａｒ表示）［１４］。汇总
评价结果对文献进行分级，计０～２分的文献评为Ｃ级、３～４分的
文献评为Ｂ级、≥５分的文献评为Ａ级［１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时使用Ｓｔａｔａ／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２０软件（α＝００５为

检验水平，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的效应量结果以
加权均数差（ＷＭＤ）、标准均数差（ＳＭＤ）、９５％可信区间（９５％
ＣＩ）表示，计数资料的效应量结果以比值比（ＯＲ）、相对危险度
（ＲＲ）、９５％ＣＩ表示［１６］。

合并效应量（ｂ）与其标准误（ｓｅ＿ｂ）可作为纵轴、标准误倒
数（１／ｓｅ＿ｂ）可作为横轴，制作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图［１７］。图中可显示模型

的合并效应量（回归线穿过原点），而平行线之间各点分布情况

可反映研究的异质性。再根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有无阈值
效应引起的异质性，对敏感度、特异度采用 χ２检验，对阳性、阴
性似然比及诊断优势比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Ｑ检验。综合Ｑ检验转
换、Ｉ２及Ｐ值（依照公式Ｉ２＝×１００％计算）可消除研究数目对检
验效能的影响［１８］。依照其结果评价各研究间的异质性：当Ｐ＞
０１０，Ｉ２＜５０％（异质性较低）时，采用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进行系
统评价；当Ｐ≤０１０，Ｉ２≥５０％（异质性明显）时，则采用 Ｄｅｒｓｉ
ｍｏｎｉａｎ－Ｌａｉｒｄ以消除异质性，根据纳入ＲＣＴ的实际情况行亚组
分析，进行系统评价并尽可能探寻异质性来源（无法亚组分析

或判定异质性时则放弃）。绘制森林图显示研究结论。绘制漏

斗图识别研究结论：制定横坐标（效应量）及纵坐标（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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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单项研究的漏斗图，通过图中各点是否符合倒置状对称分

布，以证实是否存在发表偏倚［１９］。

"

　结果
２１　纳入研究的检索流程

根据上述的检索策略，初步检索到临床文献８９篇（其中英

文７７篇，中文１２篇）。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筛选标准，最终将９
篇文献纳入到本次系统评价中［２０－２９］，中文文献占其中１篇、英
文文献占其中８篇，文献的检索与纳入流程见图１。研究的一
般情况，经Ｅｘｃｅｌ表格纳入，各ＲＣＴ的基本特征见表２。

图１　本次系统评价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２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发表年代

（年）

样本总量

（人）

　　年龄
　　（岁）

治疗周期

（ｄ）

Ｂｒｕｚｚｉｃｈｅｓ［２０］ ２０１３ １１１ ４２３５±７１８ ２８

Ｃａｓｅｌｌａ［２１］ ２０１０ ４４ ３７３５±８６２ ６０

Ｊａｎｎｉｎｉ［２２］ ２０１３ ５３ ４３４１±１０６２ ２８

Ｍａｔｔｏｓ［２３］ ２００８ ６９ ４０７８±７２８ １４～２８

Ｐｉｅｄｉｆｅｒｒｏ［２５］ ２００４ ４４ ４１６５±８２９ ２８

Ｐｏｌａｔ［２５］ ２０１４ ６０ ３４７１±６４８ ３０

Ｒｕｄｋｉｎ［２６］ ２００４ ２８ ３８１２±８３３ ６０

Ｔａｙｌｏｒ［２７］ ２０１３ ６３ ４２２５±１０４０ ３０～６０

马胜利 ［２８］ ２０１１ ７０ ３３９０±７５７ ６０

２２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质量评价标准按照前文所述，在所纳入研究的１０篇 ＲＣＴ

中：随机分配序列产生描述明确而未交代隐蔽或分配隐藏的有

５篇［２０，２２，２３，２５，２６］、未对患者评价施行盲法有１篇［２２］、数据残缺有

１篇［２４］、存在选择性报告结果有２篇［２１，２３］、存在少许其他偏倚

（所研究药物为医药公司赞助）有１篇［２７］，所纳入 ＲＣＴ偏倚风
险的具体情况见图２。对所纳入 ＲＣＴ的偏倚风险进行总结，质
量分级为４等：Ａ级为４篇文献［２５－２８］、Ｂ级为其余５篇，故本研
究所纳入文献的整体可信度尚可，其偏倚风险总体评价情况见

图３。
图２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总结图（绿色代表是、红色代表否、
白色代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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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百分图 （绿色代表是、红色代表否、白色代表不确定）

２３　纳入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纳入本研究的９篇ＲＣＴ中，共计有患者５４２例，其中２６９

例予以他达拉非、２７３例予以舍曲林。两组患者接受治疗时的配
偶状态、射精潜伏时间、每周性交频率等基线资料相比未见显著

差异。均通过心理暗示治疗以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弥消精神压

力；采用Ｓｅｍａｎｓ的“暂停－启动”法［２９］进行“手淫－润滑剂－配
偶刺激”三段式行为治疗以降低阴茎敏感性、提高射精阈值、延

长ＥＬ；并进行充分体力锻炼以增强身体素质。两组患者均就以
下指标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１）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
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Ｆ）；（２）性生活满意度。
２４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对于ＩＥＬＦ的影响

所有ＲＣＴ［２０－２８］均对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的 ＩＥＬＦ进行了报
道。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Ｑ检验示Ｐ＝０、Ｉ２＝７３４％，提示各研究间有显著
的异质性而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评价。进一步消除异质性

时，可把治疗２８ｄ与经治疗６０ｄ的 ＩＥＬＦ再行亚组分析，森林图
显示：（１）治疗２８ｄ的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Ｑ检验示Ｐ＝０００１、Ｉ２＝７９４％，

ＷＭＤ＝－００２、９５％ＣＩ＝（－０６４，０６１）；（２）经治疗 ６０ｄ的
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Ｑ检验示Ｐ＝３２２、Ｉ２＝１４０％，ＷＭＤ＝０４０、９５％ＣＩ＝
（００５，０７４）。即相比舍曲林，经他达拉非治疗 ６０ｄ患者的
ＩＥＬＦ显著延长（该亚组的异质性显著降低），但经治疗２８ｄ两组
患者ＩＥＬＦ相比无显著差异性（见图４）。治疗６０ｄ亚组漏斗图
的各点基本符合倒置状对称分布，但治疗２８ｄ的亚组则不符合，
提示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见图 ５、图 ６）。因纳入
ＲＣＴ数量相对较少故采用 Ｅｇｇｅｒ法对分别评价：（１）２８ｄ亚组，
ｂｉａｓＰ＝０３０３、ｂｉａｓ＿９５％ＣＩ＝（－７０１７５７４，１５９９８６１）；（２）６０ｄ
亚组，ｂｉａｓＰ＝０９６９、ｂｉａｓ＿９５％ＣＩ＝（－１１１８８６６，１１４１８８０），
结果提示两亚组的发表偏倚尚可。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

模型的结果互换后而无逆转，失安全系数再进一步计算：（１）经
治疗２８ｄ亚组，Ｎｆｓ００５＝１７８，表明改变本次系统评价的结果需
再纳入将近２篇阴性研究；（２）经治疗６０ｄ亚组Ｎｆｓ００５＝３３４，表
明改变本次系统评价的结果需至少纳入３篇阴性研究。综上所
述，本研究结果发表的偏倚性程度可控，结果稳健。

图４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患者对其ＩＥＬＦ影响的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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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患者对其ＩＥＬＦ影响的漏斗
图（经治疗２８ｄ）

图６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患者对其ＩＥＬＦ影响的漏斗
图（经治疗６０ｄ）

２５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术对于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７篇 ＲＣＴ［２０，２３－２８］均对两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在治疗后进

行了报道。Ｃｏｃｈｒａｎ＇ｓＱ检验示 Ｐ＝０２８９、Ｉ２＝０％，提示异质性
尚可，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价。森林图示：ＯＲ＝１３３、９５％ＣＩ
＝（１０１，１７７）。即ＰＥ患者使用他达拉非比舍曲林更能提高
性生活的满意度（见图７）。漏斗图发表偏倚性较低时各点呈倒

置状对称分布（见图 ８）。因纳入 ＲＣＴ数量相对较少故采用
Ｅｇｇｅｒ法评价漏斗图偏倚性：ｂｉａｓ＿Ｐ＝０８６２、ｂｉａｓ＿９５％ＣＩ＝（－
３３５３０３４，２９０８０７８）。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互换后而无逆转，，进一步计算失安全系数：Ｎｆｓ００５＝３９７，表明
改变本次系统评价的结果还需纳入将近４篇阴性研究。综上所
述，本研究结果的发表的偏倚性处于可控范围内，结果稳健。

图７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患者对其性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森林图

２６　纳入研究的不良事件
所有ＲＣＴ均未报道出现恶性不良反应以至于中断治疗的

现象，４篇ＲＣＴ［２０，２２２５，２８］报道患者治疗周期内出现各种不良反
应：（１）Ｂｒｕｚｚｉｃｈｅｓ［２０］他达拉非组４人头痛、３人盗汗，舍曲林组
１人头痛、４人背痛、５人性交后乏力；（２）Ｊａｎｎｉｎｉ［２２］他达拉非组
３人头痛、１人恶心，舍曲林组２人头痛、１人一过性黑蒙、２人头

晕乏力；（３）Ｐｉｅｄｉｆｅｒｒｏ［２５］他达拉非组４人头痛、３人耳鸣，舍曲
林组３人头痛、４人上腹部不适、５人性交后睾丸涨闷痛；（４）马
胜利［２８］他达拉非组４人头痛伴头晕，舍曲林组７人背痛伴燥
热。此外Ｐｉｅｄｉｆｅｒｒｏ［２５］报道２人经舍曲林治疗出现当日性交后
再勃起时间显著延长，但对当日初次性交勃起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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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他达拉非与舍曲林治疗早泄患者对其性生活满意度影
响的漏斗图

#

　讨论
传统观念认为治疗ＰＥ主要依赖心理治疗，但使用ＳＳＲＩｓ类

药物治疗抑郁症时发现，该药能有效延长 ＥＬ，从而将该类药物
应用于ＰＥ治疗，并取得了较好效果，由此证实 ＰＥ不仅存在心
理因素，还因器质性疾患引起。近年来随着 ＰＤＥ５抑制剂的出
现，不仅治愈了大多数 ＥＤ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且对 ＰＥ的治疗
亦产生良好的效果。他达拉非在增强阴茎海绵体勃起硬度的

同时，还能够延长阴茎海绵体的勃起时间［２７］，其机制为 ＰＤＥ５
抑制剂可以调节输精管、精囊、前列腺和尿道的收缩反应［３０］，从

而延长性交中的总体勃起持续时间。此外，已通过动物实验证

实，ＰＤＥ５抑制剂能够降低中枢交感神经的传出强度［３１］，有助于

提升性交时的刺激阈值，延长ＥＬ。
衡量ＰＥ与否主要依靠两类指标：（１）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ＥＬＦ）或自行控制射精的能力；（２）患者及其配偶对性生活是
否满意。此外还需要考虑影响持续时间的因素［２４］：年龄、配偶

的吸引力、个人身体状况、近期性生活的频度、是否借助道具或

药物、精神心理紊乱、毒品及酒精的作用等。本研究总和纳入

ＲＣＴ证实，相比ＳＳＲＩｓ类药物舍曲林，经 ＰＤＥ５抑制剂———他达
拉非治疗６０ｄ以上的ＰＥ患者，其ＩＥＬＦ得到有效延长，对于性生
活的满意人数比例显著提升。但除了Ｊａｎｎｉｎｉ［２２］及马胜利［２８］之

外，本研究纳入其他ＲＣＴ均忽略了患者配偶评判性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性，故本研究所得出的满意度结论仅为 ＰＥ患者自身的
主观结果。

此外，他达拉非治疗 ＰＥ虽然疗效可靠，但不容忽视的是，
仍有相当比例的 ＰＥ患者接受治疗后，其症状未见显著改善。
其治疗失败的原因可能为药物使用不当［２３］、患者期望值过

高［２６］、与性伴侣交流不足［２７］、合并严重的泌尿系疾患［２８］等。

研究报道近半数患者在用药前没有得到正确的用药指导以至

于疗效欠佳，予以正确用药指导后，其中近３０％的初次无效患
者，其疗效可转变为有效［２１］。因而临床使用他达拉非时，医生

应对于患者仔细加以鉴别，尽可能排查潜在严重病变的患者。

系统评价能把相关的同类研究进行整合，从而弥补了单项

研究的不足和结果异质性过大等所带来的缺陷。虽然将大量

单项研究结果进行合并效应量分析，可使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客

观，但是其并不能取代大规模、多中心的随机分组对照试验证

据。随着国内外新的研究证据的出现，其结论也应严格遵循证

医学的主旨随之更新。他达拉非治疗 ＰＥ的起步虽然较晚，但
其临床效果较为可喜，所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届时也会

有更多的ＲＣＴ涌现，现存各种不足之处亦将得到相应解决，这
样就能使其在临床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造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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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婚后同居１年以上，未采取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原因造成女方不孕者，称为男性不育。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滥用药物、性病泛滥、不良生活习惯等影响，男性不育患者逐渐增多。对男性不育病

因进行总结、分析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不育；男性不育；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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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统计，在全世界约１５％的育龄夫
妇有着不孕不育的问题，其中多达５０％是由男性的原因导致

的［１］。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约有１２５０万对不孕不育夫妇，
其中男性因素所致者约占４０％［２］。男性生殖环节主要包括男

性生殖系统的神经内分泌条件、睾丸内精子的产生、精子在附

睾内成熟、精子在排出过程中与精囊及前列腺分泌的精浆混合

成精液、精子从男性生殖道排出体外并输送到女性生殖道内、

精子在女性输卵管内与卵子受精等，这些环节受到疾病或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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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干扰，都可能影响生育。

!

　男性不育的病因
男性不育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或多种因素

共同造成的结果，并且大多是通过降低精液质量而导致不育

的［３］。ＷＨＯ推荐的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分类方法将其分为 １６
类，即性功能障碍性不育、免疫性不育、不明原因、单纯精浆异

常、医源性病因、全身性病因、先天性异常、后天性睾丸损伤、精

索静脉曲张、男士附属性腺感染、内分泌病因、特发性少精子

症、特发性弱精子症、特发性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无精子症、特

发性的无精子症等［４］。在我国也有学者对男性不育病因进行

了统计分析，如罗胜萍［５］通过对３７００例不育男性进行病因分
析得出结论：其中特发性精液异常１１６６例，占３１５％；精索静
脉曲张７０３例，占１９％；生殖道感染４９２例，占１３３％；性功能
障碍４８８例，占１３２％；内分泌异常１２６例，占３４％；先天性疾
病１３０例，占３５％；后天性睾丸损伤１１５例，占３１％；免疫性
不育１７０例，占４６％；不明原因不育３１０例，占８４％。陈荣安
等［６］也通过对５２５０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病因分析，得到相似
结论，这也与ＷＨＯ推荐病因基本相符，而且通过统计数据我们
可以看出精液质量因素、精索静脉曲张、生殖道感染和性功能

障碍已成为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病因。

１１　性功能障碍
性欲改变、勃起功能障碍、射精功能障碍（包括早泄、不射

精和逆行射精）等问题造成的不育。

１２　精液质量异常
１２１　具有肯定病因而使精液质量异常
１２１１　先天性异常　包括隐睾、染色体核型异常以及先天发
育异常或不发育等原因所致的不育。睾丸下降不全必然伴有

睾丸生精细胞发育不全，睾丸位置越高，则曲细精管的损伤就

越大；而手术实施越晚，生育能力也越难保证。大约５０％的男
性不育与遗传因素有关［７］，主要包括染色体畸变、Ｙ染色体微
缺失、基因突变和基因多态性等［８］，其中以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和
Ｙ染色体微缺失（尤其是ＡＺＦｃ区缺失）最为常见［９］。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
综合征是无精子症最常见的遗传学病因，染色体核型：（４７，
ＸＸＹ或ＸＸＹ／ＸＹ嵌合型），典型表现为小而硬的睾丸、男性乳
房发育和无精子症。自Ｔｉｅｐｏｌｏ等［１０］首先报道了Ｙ染色体缺失
后，新的缺失类型也被不断发现与报道［１１］，其中以 ＡＺＦ区的缺
失研究与报道最多见［１２］，ＡＺＦ为 Ｙ染色体上性别决定相关和
精子生成相关的基因，ＡＺＦ缺失如可导致生精功能障碍，表现
为少精或无精，已报道的 ＡＺＦ区缺失目前至少已有１２种［１３］。

其他常见的先天性异常还有 ＸＸ男性综合征、ＸＹＹ综合征、
Ｎｏｏｎａｎ综合征（也称男性 Ｔｕｒｎｅｒ综合征）、双侧无睾症、唯支持
细胞综合征、雄激素受体缺乏、先天性５ａ－还原酶缺乏、先天性
精囊和／或输精管不发育等，先天性精囊和／或输精管不发育所
致的不育将在梗阻性无精症部分讲述。

１２１２　后天性睾丸损伤　常见后天性睾丸损伤有腮腺炎性
睾丸炎、睾丸外伤及手术、睾丸扭转及睾丸肿瘤等。腮腺炎性

睾丸炎、睾丸外伤及手术等均可导致睾丸体积萎缩致精子异常

而至不育，睾丸创伤还可通过激发异常免疫反应而引起不育。

睾丸扭转引起的是睾丸的缺血性损伤，损伤程度与缺血程度和

持续时间有关，一侧睾丸扭转有可能会引起对侧睾丸发生组织

学变化。睾丸肿瘤及相关的放射治疗也可引起睾丸生精功能

异常从而引起不育。另外，睾丸鞘膜积液等也可能与男性不育

有关。

１２１３　生殖系统感染　约１５％的男性不育与男性生殖系统
的感染相关［１４］。目前认为导致男性不育的病原体主要有细菌、

真菌、支原体、病毒等［１５］，感染可累及男性生殖道的不同部位。

生殖道感染一方面可直接危及精子的发生，导致精液质与量的

下降［１６］。另外精液与病原微生物或免疫性细胞的直接相互作

用也可能是感染对精子影响的另一种机制［１７］，再者生殖道感染

往往伴随精浆生化特性的改变，以至影响精子的功能和受精潜

力［１４］。并且严重的副性腺炎症还可能伴发阳痿、早泄等性功能

障碍从而引起不育。

１２１４　内分泌原因　男性生殖系统的神经内分泌轴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凡影响下丘脑、垂体、性腺正常激素分泌的各
种因素都将影响性器官的发育和功能从而导致不育。下丘脑

疾病主要有Ｋａｌｌｍａｎｎ综合征，垂体疾病主要有垂体功能不足、
高泌乳素血症，外源性或内源性雌激素／雄激素也是非常重要
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肾上腺功能亢进或低下、甲亢或甲低

等也可导致生精功能异常，使男性生育能力低下并可伴发继发

性阳痿等。

１２１５　药物性原因　由于药物原因造成精子的生成、贮存、
运输及排泄异常而导致的男性不育，药物对男性不育的影响可

能是通过直接毒害性腺、改变垂体 －下丘脑 －性腺轴、损害射
精和勃起、改变性欲等［１８］。最常见的影响男性生殖功能的药物

是激素和化疗药物，前者主要是干扰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
以至于影响精子的生成和成熟；后者主要损害生精上皮和间质

细胞的功能，甚至可导致睾丸萎缩［１９］。

１２２　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ＶＣ）与男性不育关系密
切，其主要理由有：①ＶＣ在男性人群中的发病率为 １５％ ～
２０％，在不育男性中发病率为 ２５％ ～４０％［２０］；②ＶＣ男性中
２０％～５０％伴有精液质量和睾丸组织学异常［２１］；③男性不育伴
ＶＣ的患者行高位结扎后 ５０％ ～８０％精液质量得到改善［２２］。

但其导致精液质量下降、睾丸萎缩及睾丸间质细胞功能受损的

具体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明确，目前较为认可的一些机制包括缺

氧阻滞、睾丸静脉压力过高、睾丸温度升高、精索静脉内儿茶酚

胺类物质增多及过高的氧化应激［２３］。

１２３　特发性不育　特发性不育是指临床上找不到明确具体
的不育病因，一般需通过排除法确立诊断，因此，只有在其他各

种可能导致不育的病因均被排除以后才能诊断为特发性不育。

主要包括：特发性少精子症、特发性弱精子症、特发性畸形精子

症、特发性的无精子症。

１３　性功能正常，精子和精浆检查异常
１３１　免疫性不育　男性不育患者中与免疫因素有关者约占
１０％［２４］，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阳性是免疫性不育常见的病因，
ＡｓＡｂ可影响精子的动力和活动率从而造成男性不育。而目前
多认为感染、手术、损伤、化学或物理损伤是导致男性产生ＡｓＡｂ
的重要因素［２５］。

１３２　单纯精浆异常　包括精液量、粘稠度、生化检查、白细胞
计数以及精液培养各项中有一项不正常者。而魏小斌等［２６］也

通过研究发现精浆中的果糖、锌、酸性磷酸酶、中性 α－葡糖苷
酶、弹性硬蛋白酶、ＬＤＨ－Ｘ、顶体酶浓度可以用来综合评估男
性患者的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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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梗阻性无精子症
梗阻性无精子症占男性不育患者的１０％ ～１５％［２７］，这类

患者精液检查无精子，而睾丸活检证明曲细精管有精子发生。

１４１　先天性梗阻　以囊性纤维化多见，绝大多数患者出现附
睾部分缺如及输精管、精囊和射精管萎缩或完全缺如导致精道

梗阻，另外苗勒管囊肿、华氏管囊肿或闭锁等也可见。

１４２　获得性梗阻　包括生殖道细菌感染造成瘢痕梗阻、输精
管结扎或腹股沟手术损伤造成梗阻。

１４３　功能性梗阻　神精损伤或药物等影响精囊或输精管平
滑肌的收缩造成梗阻。

１４４　扬氏综合征　病理机制不明，临床表现为慢性鼻窦炎、
支气管扩张和梗阻性无精子症的三联症。

１５　精子功能或运动障碍
纤毛不动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精子有活力但不运动；精子

数目正常、精子成熟障碍，精子通过附睾时未获得正常的成熟

和运动能力。

１６　其他
吸烟、重金属污染及一些内科疾病等也可对男性生育能力

造成影响。

吸烟危害健康人人皆知，吸烟是多种疾病和肿瘤的主要危

险因素之一，而吸烟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Ｌａｍ等［２８］通过对８１９名正常男性进行了一次调查，得
出结论，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支数≥２０支／ｄ的对象患勃起功
能障碍或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而 Ｋｕｎｚｌｅ等［２９］也

对６５５例吸烟者和１１３１例不吸烟的不育男性进行研究发现，与
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精子存活率、总精子数、运动精子数明

显下降，分别下降１５３％、１７５％、１６６％。
随着工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重金属（以铜、铅、铬、镉

常见）对环境的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其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

体，严重的影响着男性的生殖健康［３０］。

另外男性不育可能还与环境污染（除重金属污染外的其他

有害物质污染、环境激素等）、职业（如高温作业、放射性工作环

境以及易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等）、肥胖、年龄、精神心理因素、不

良生活习惯（饮酒、爱穿紧身裤、食用棉籽油等）、营养缺乏（维

生素Ａ、Ｃ等）、以及一些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等）等有关。
"

　讨论
通过上面的总结分析，我们可以将男性不育病因分为明确

病因、相关病因、相关因素以及特发性不育等，我们也可以知道

男性不育大多是由多因素引起的，而大部分病因的致不育机制

目前都还不清楚。男性不育与多种因素有关，这就要求我们在

临床工作中要从整体上来评估男性的生育能力。目前随着生

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变，男性不育患者数量越来越多，男性不育

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明确的病因是进行特异性

治疗的前提，但目前对于男性不育病因我们知之甚少，这就要

求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为男性不育患者的治疗

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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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联合抗雄激素治疗中晚
期局部前列腺癌伴膀胱出口梗阻的临床观察
李碧锦　凌凯南　林昌荣　许宇彪　李军　张治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联合抗雄激素治疗中晚期局部前列腺癌伴膀胱出口
梗阻的有效性。方法：共计５２名确诊前列腺癌且伴膀胱出口梗阻的患者，均行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
后行双侧睾丸切除术加抗雄激素治疗（比卡鲁胺胶囊每日１５０ｍｇ），从术后第８ｄ开始给予比卡鲁胺胶囊
５０ｍｇ，口服，３次／ｄ。观察比较患者手术前、后的ＰＳＡ、ＩＰＳＳ、Ｑｍａｘ、残余尿量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变化或进展情
况。结果：术后随访１２个月～３年５２名患者的ＰＳＡ、ＩＰＳＳ、Ｑｍａｘ、残余尿量及生活质量评分、客观缓解率获得
明显改善。结论：经过上述方法治疗后的患者，能迅速、安全、有效地解除中晚期前列腺癌致膀胱出口梗阻，

并可延缓疾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安全有效的姑息性治疗的方法之一。

【关键词】　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抗雄激素；晚期前列腺癌；膀胱出口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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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Ｃａ）是欧美国家男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第一的癌症，死亡率仅次于肺癌排在第二位［１］。我国前

列腺癌发病率虽低于欧美国家，但不因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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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筛查手段的普及，发病率与癌症检出率仍逐年升高并呈低

龄化发展趋势［２］。该疾病发病隐匿，临床发现时许多患者已扩

散整个前列腺或存在转移，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失去了行

根治性手术的机会，膀胱出口梗阻是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最主

要的临床症状之一。我们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５２例
中晚期前列腺癌伴膀胱出口梗阻的患者进行治疗后，效果

显著。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是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的本院５２例经
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联合抗雄激素治疗病人，年龄在７２～
９３岁，平均年龄７８６岁，病程６个月 ～２年 ６个月，平均 １７
年。其中有１８例患者在门诊因尿潴留而留置导尿管入院，３２
例既往有前列腺增生并膀胱出口梗阻入院经手术后病理检查

明确前列腺癌，２例在外院确诊前列腺癌晚期并尿潴留患者。
５２例患者术前直肠指诊前列腺有Ⅱ ～Ⅲ度增大，质地硬，表面
有结节；血清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ｔＰＳＡ）升高２０～５００μｇ／ｅ，平
均６１６μｇ／ｅ。所有患者的肿瘤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３］为７～１０分，平
均评分（８１±１２）分；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０～６８ｍＬ／ｓ，平均
（３８７±１７６）ｍＬ／ｓ，残余尿量（ＲＶ）６０－１５０ｍＬ，平均（９１８±
１０４）ｍ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２３～３０分，平均（２６２８
＋３３１）分。手术后我们对５２例患者均随访，随访６～２４个月
的观察，其中有１例死于消化道出血，２例死于急性心肌梗死，
手术后６个月以上因脑梗死复发死亡的有３例，６例术后１８个
月有骨转移。麻醉ＡＳＡ分级评估：Ⅱ级２７例，Ⅲ级３８例，３７例
合并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冠心病、心功能不全、肺心病、糖尿

病、脑卒中后遗症、贫血、低蛋白血症等。

１２　治疗方法
麻醉方法采用硬外麻（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针对于特殊

患者可改用全身麻醉。麻醉之后进行手术，应用英国佳乐或司

迈等离子电切镜，先于精阜前方（靠膀胱出口）处切开尿道黏膜

至前列腺外科包膜（可见到光滑并有清晰血管走行），用电切镜

鞘掀开前列腺中叶，于５、７点分别切开左、右侧叶分界，随后将

中叶推至膀胱颈，切除前列腺中叶组织。在前列腺两侧叶与精

阜间沿中叶剥离出的外科包膜平面切开，之后用电切镜鞘掀起

前列腺两侧叶，直至有纤维束时无法分离可用电切切断，将两

侧叶推至膀胱颈，分别切除前列腺组织，将两侧叶切除至膀胱

颈；然后修平膀胱颈及前列腺尖部残存的黏膜，吸出膀胱内前

列腺碎片并止血。术中可能有部分腺癌组织呈鱼肉样改变，如

遇到正侵犯包膜，无法切除时，应以安全止血为原则。手术的

目的是解除梗阻及减瘤，尽量减少肿瘤残留组织。在对前列腺

组织完整切除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尿道外括约肌及前列腺外包

膜的损伤，从而减少术后尿失禁和电切综合征的发生。部分病

例同期或１周后行双侧睾丸切除术，术后置 Ｆ２２三腔尿管并持
续冲洗。所有病例行双侧睾丸切除术后１周，常规服用比卡鲁
胺胶囊治疗，比卡鲁胺５０ｍｇ，口服，３次／ｄ治疗。
１３　随访及效果评价方法

术后１、６、１２个月，检验所有患者的ｔＰＳＡ（口服比卡鲁胺胶
囊３个月ｔＰＳＡ水平正常后停用）、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ＱＯＬ（生活质
量评分）、ＩＰＳＳ评分等指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采用配对ｔ检验对手术前后各项指
标进行比较，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治疗中晚期前列腺癌伴膀胱

出口梗阻，整个手术的时间为３０～９０ｍｉｎ，术中及术后无电切综
合征的发生；其中平均手术时间为（４５±１５）ｍｉｎ；手术术中平均
出血量为（５０±１０）ｍＬ，术中无１例输血。手术后５～７ｄ后方可
拔除尿管，其中有６例暂时性尿失禁，约３个月后改善，２例２
年尚存在尿失禁的现象；发生尿道狭窄的有５例。手术后１、６，
１２个月复查发现：Ｑｍａｘ较术前显著增高（其中Ｐ＜００５），ＩＰＳＳ评
分、ＲＶ、ＱＯＬ评分、ＰＳＡ水平均较术前显著降低（其中 Ｐ＜
００５）。ｔＰＳＡ水平术后１２个月的高于术后６个月（Ｐ＜００５）；
术后１２个月 ＲＶ水平显著高于术后１、６个月（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患者手术前后各项指标

时间 ＴＰＳＡ（ｎｇ／ｍＬ）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ＩＰＳＳ评分（分） ＱＯＬ评分（分） ＲＶ（ｍＬ）

术前 ６１６５±１７２３ ３８７±１７６ ２６２８±３３１ ４８３±０４８ ９１１８±１０４６

术后６个月 １３２±０７３ １３６５±３４６ １０３６±３２４ ２１８±０５３ ２４４８±４６９

术后１２个月 ３０６±１１６ １２８７±３０６ １２３４±３９８ ２９３±０８６ ３６８３±５３８

#

　讨论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应用于前列腺癌患者，最大的争议在

于手术能否造成前列腺癌的进展，理论上手术过程中前列腺静

脉开放，肿瘤细胞有机会在冲洗液压力下入血，引起远处转移。

但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等［４］认为前列腺癌转移的原因在于某些癌细胞具

有转移特质，手术并不会引起前列腺癌扩散，也不影响后续进

行的根治性切除术或放疗治疗。Ｔｒｙｇｇ等［５］认为手术并发症是

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手术本身并不改变前列腺癌患者的

临床结局。而临床上仅有约５％的前列腺癌患者运用手术达到
根治，绝大多数均因肿瘤有局部浸润而不能彻底手术［６］。很多

患者在发现排尿症状之后才意识到应该治疗，但是这个时候已

经失去前列腺根治的手术最佳时机，此时已经是前列腺癌中晚

期了。有１０２％的前列腺癌中晚期患者会有明显的膀胱出口
梗阻症状，并伴随着反复出现的尿潴留、血尿、膀胱结石、泌尿

系统感染以及继发上尿路积水等现象；有４１５％的患者会出现
尿潴留［７］。当发现肾功能不全时，患者仍需要保留长期导尿管

或膀胱造瘘管，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８］。所以可以选择手

术来解决膀胱出口梗阻的问题。患者采用ＴＵＲＰ腔内术后恢复
快，从而逐渐成为手术方式的金标准手术［９，１０］。ＴＵＲＰ腔内术
是在解除梗阻的同时尽量减少癌组织的残留，并且尽量不要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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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到不需要切除的外腺组织。除了膀胱的颈部组织之外，２～３
点和９～１０点处有时会外腺缺如，前列腺外科包膜很薄，仅仅只
有０１～１０ｍｍ［７］，静脉丛是分布在外科包膜外侧，传统的
ＴＵＲＰ术通常运用逐层切割法进行治疗，但是在这过程中很容
易伤到静脉丛，如果被损伤，则会导致静脉窦开放，手术过程中

需要仔细辨别外腺的腺体和外腺。而开放手术即将增生的腺

体剥离然后彻底去除，所以不会留下任何增生组织，切割度深

浅适度。所以传统的 ＴＵＲＰ术存在以下缺点［８－１０］：（１）患者腺
体的大小限制了手术适应证（小于８０ｇ）；（２）术后出血、电切综
合征（ＴＵＲＳ）、尿外渗等高达８％；尿失禁为２％ ～４％；（３）术后
残留腺体组织（５０％），易导致复发。

在我国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ＴＵＥＲＰ）克服了传统的ＴＵＲＰ
缺点的同时，结合双极优良止血的优点，并把电切镜的镜鞘当

成手指，沿前列腺外科包膜将增生的腺体逐渐剥离下来直至完

全切除，因此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腺体的残留［８，９］。我们应用经

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治疗中晚期前列腺癌的目的是最大

程度减少瘤体残留组织，达到癌瘤组织少、膀胱出口梗阻解除

的目的。ＰＫＥＰ术可以完整的切除增生腺体，故复发率几乎为
零，此时包膜血管纹理显示清晰明了，更有利于止血，所以术后

患者出血少恢复快，此外，术后患者的排尿功能完全可以达到

年轻人水平。所以ＰＫＥＰ术和ＰＫＲＰ术对比，有安全微创、出血
量少、术后恢复快、复发率极低、手术时间充足等优点，在保障

微创性同时，又避免了电切综合征的出现。

对外科包膜残留的伤口修复，可以使腔内手术的效果大大

优于开放手术［１０］。ＰＫＥＰ术有如下优势：（１）剥离时已经将腺
体血运阻断，因此在切除腺体时无出血现象；（２）腺体体积的增
加并不会明显增加手术时间；（３）包膜血管纹理显示清晰明了，
更有利于止血。ＰＫＥＰ具有双重功效，即有ＴＵＲＰ的切割功能的
同时又能保证切割的速度，又有ＴＵＶＰ的易止血、视野清楚的效
果［１１］；（４）能达到开放性列腺摘除效果，减少癌组织残留；（５）
采用机械钝性操作，可以避免尿道外括约肌的损伤；（６）明显缩
短了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注意事项：（１）因为肿瘤具有强侵袭性，故术中需要明确尿
道内口、尿道外括约肌以及精阜的位置，以减少术后尿失禁等

并发症；（２）术中仔细操作，减少电切综合征的发生率；（３）手术
的目的是解除梗阻及减瘤，在把握解除梗阻的同时最大限度减

少残留癌组织，达到减瘤目的，有利于后期的抗雄激素治疗。

本研究中通过观察及随访术后效果提示患者术后随访１２
个月～３年５２名患者的 ＰＳＡ、ＩＰＳＳ、Ｑｍａｘ、残余尿量及生活质量
评分、客观缓解率获得明显改善。对于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目前

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的是最大限度雄激素阻断治疗。本组

通过手术去势加抗雄激素药物同时去除和阻断睾丸来源和肾

上腺来源的雄激素，会导致前列腺内血管分布变稀，从而血流

减少，使腺体缩小，并且前列腺组织的间质细胞及上皮细胞凋

亡。药物选用比卡鲁胺减少不良反应。术后１２个月随访 ｔＰＳＡ
和ＲＶ水平和以前相比增加的患者，可能会由激素依赖性前列
腺癌转化为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随后在结合患者个案后，调

整治疗方案。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联合抗雄激素治疗中晚期局

部前列腺癌伴膀胱出口梗阻，解除了尿路梗阻及提高了生活质

量。因此，我们可认为此方法能迅速、安全、有效地解除中晚期

前列腺癌致膀胱出口梗阻，并可延缓疾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是安全有效的姑息性治疗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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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对良性前
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治疗效果
杜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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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治
疗效果。方法：随机选取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８５例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
为本次研究试验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先后将患者分成观察组（４３例）和对照组（４２例），观察组患者采用经皮
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术治疗，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术中手术时间、出血量、导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最大尿流率和尿残余量等数据，

分析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高，总有效率高达１００００％；对照组患者有１例治疗无效，总有效率
为９７６２％，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取石时间和总手术时间与对照组相差不大；但
术中出血量较少，导尿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都明显较短，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手
术后前列腺评分和残余尿量显著下降，最大尿流率明显上升，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组内比较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结论：采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的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
结石患者临床疗效较高，患者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同时前列腺症状评分较治疗

前有显著下降，膀胱功能基本恢复正常水平，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广泛推荐使用于

临床当中。

【关键词】　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膀胱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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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ｉｍｅ，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１００００％；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ｅ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７．６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ｒａ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ｌａｄｄｅｒ
ｓｔｏｎｅ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ｆａｓｔ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ｗｈｉｌ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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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上中老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前
列腺增生并无太多明显症状，后期主要伴随着血尿、尿急、尿

频、尿痛等一些排尿困难现象。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发病

率较高，严重干扰中老年男性正常生活，降低生活质量［１，２］。手

术治疗是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前列腺电切术就是

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手术方式［３］。我院欲探究经皮肾镜气压弹

道碎石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

治疗效果，特作探究试验，现进一步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８５例

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为本次研究试验对象。整个

研究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完成，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纳入标准：（１）符合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诊断标准、且
经腹部彩色超声检查或 ＣＴ检查确诊［４］；（２）无尿道狭窄、前列
腺癌及膀胱癌；（３）有不同程度尿痛、尿频、尿急等排尿困难症
状；（４）凝血指标及凝血功能均正常；（５）无心、肝、肺、肾等方面
严重疾病。根据入院时间先后将患者分成观察组（４３例）和对
照组（４２例），两组患者在年龄、体质指数、前列腺体积、结石直
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和急性尿潴留人数等一般资料无显著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前列腺体积

（ｍＬ）
结石直径

（ｍｍ）
高血压

［ｎ（％）］
糖尿病

［ｎ（％）］
急性尿潴留

［ｎ（％）］

观察组 ４３ ６４４８±７２６ ２３２５±１２１９ ７４３５±１１６４ ３８１±０３１ ２０（４６５１） １３（３０２３） ８（１８６０）

对照组 ４２ ６５０９±７３２ ２３３０±２２７ ７５２４±１２４８ ３７６±０３５ １８（４２８６） １６（３８１０） ６（１４２９）

统计值 ０３８５７ ０１０３４ ０３４４５ ０６９７６ ０１１４８ ０５８４４ ０２８８１

Ｐ ０７００７ ０９１７９ ０７３１４ ０４８７４ ０７３４８ ０４４４６ ０５９１５

１２　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

切术，患者取仰卧位，连续硬膜外麻醉后，取截石位，从患者尿

道置入麦森２Ｆｒ×１８４ｍｍ型肾镜镜鞘，再将电切镜置入膀胱内，
视察尿道和膀胱内情况，看是否有膀胱肿瘤，仔细观察前列腺

增生程度和膀胱内结石位置、大小、数目等情况，退出电切镜，

置入肾镜，对患者膀胱灌注生理盐水，使膀胱适度充盈。采用

瑞士第四代ＥＭＳ超声气压弹道碎石系统进行结石清除，硬度
低、质地柔软的结石可以直接经超声碎石系统分解为颗粒后进

入结石收集器，硬度大、质地坚硬的结石先用气压弹道碎石系

统分解成小碎块，再用超声碎石系统进一步粉碎。清除完毕膀

胱结石后，采用武汉市众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等离子前

列腺汽化电切镜经尿道置入，观察前列腺三叶增生情况，依次

从前列腺中叶、侧叶位置进行切除，修整前列腺尖部腺体，保持

平整，取出切除的前列腺增生组织，吸净残留的增生组织，留置

导尿管，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直至冲洗液清亮。对照组采用

常规手术治疗，患者取仰卧位，连续硬膜外麻醉后取截石位，在

下腹部正中间做横向切口，将腹膜上推，切开膀胱后取出结石，

常规分离前列腺表面黏膜和增生前列腺组织，切除增生组织，

缝合切口，留置导尿管。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术中手术时间、出血量、导

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评分：０～
７分为轻度，８～１９分为中度，２０～３５分为重度［５］）、最大尿流率

和尿残余量等数据，分析比较。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泌尿外科学》进行疗效评价：显效：前列腺增生症消

失，各项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膀胱结石完全清除；有效：前列腺

增生症状有好转，各项临床症状得到有效缓解，结石基本消失

或者体积明显减小；无效：前列腺增生和各项临床症状无明显

改善，膀胱结石没有消除［６］。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总例
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选择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珋ｘ±ｓ）
来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等
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设α＝００５，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高，总有效率高达１００００％；对照组
患者有１例治疗无效，总有效率为９７６２％，两组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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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３ ２３（５３４９） ２０（４６５１） ０　　　 ４３（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２ ２０（４７６２） ２１（５０００） １（２３８） ４１（９７６２）

χ２ ０６３５９

Ｐ ０５２４９

２２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和术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取石时间和总手术时间与对照组相差不大；但

术中出血量较少，导尿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都明显较短，两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及膀胱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后前列腺评分和残余尿量显著下降，最大尿

流率明显上升，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组内比较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和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取石时间（ｍｉｎ） 总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导尿管留置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３ ２０１９±３５５ ９８６９±１４３６ １５１４７±３２１６ ６７４±１２９ ７４３±２４０

对照组 ４２ ２１６７±３２８ １０３３４±１４７５ ２３８７２±３５９０ １０５８±２８３ １３３５±３８６

ｔ １８６０３ １４７２２ １１８０８２ ８０８０５ ７６５０２

Ｐ ００６４４ ０１４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及膀胱功能比较

项目
观察组（ｎ＝４３）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ｎ＝４２）

手术前 手术后

ＩＰＳＳ评分（分） ２３２９±３２０ ７３７±２５０ ２３２０±３１８ ７１５±２４０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８５４±３０８ ２１２７±４６３ 　８４５±３１２ １７７６±４５４

残余尿量（Ｒｕ） １０５８４±２９３６ １７９３±４６５ １０４３１±２８７４ １９８２±５２５

　　注：同组内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也常被称为前列腺肥大症，前列腺增生症常

见于中老年男性，随着老年化人口增多，前列腺增生发病率也

随之升高［７，８］。早期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后期

随着患者下尿路梗阻逐渐加重，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

等一系列排尿异常现象。

膀胱结石是出现在膀胱内的结石，由于下尿路梗阻、膀胱

异物、代谢异常、感染等因素引起的继发性膀胱结石是常见的

临床结石病［９，１０］。膀胱结石多见于男性，男性尿道较狭窄，较易

发生下尿路梗阻，引起排尿困难。同时下尿路梗阻也会引发前

列腺增生等疾病，加重排尿困难现象或出现感染，病情恶化。

相关研究表明：患前列腺增生症和尿道狭窄的患者更易发生膀

胱结石，两种疾病合并发生的概率高达１０％以上［１１，１２］。

随着医疗水平的逐渐提高，前列腺电切技术发展日趋完

善，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插入电切镜，不需开刀，缩短手术时

间，手术创伤小，术后患者恢复快［１３］。而膀胱结石的治疗以清

除结石为主，气压弹道碎石术是目前国内外应用较多的碎石技

术，通过压缩气体产生的能量击碎结石，再将结石分块取出的

技术，击碎结石速度快，手术时间短，安全性较高［１４，１５］。

本次采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治

疗的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患者前列腺增生状况明显好转，排尿困难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膀胱内结石体积基本清除，总有效率高达１００００％，并且术后
患者发生阳痿现象较少，勃起正常，性交能达到满意效果，而常

规手术患者中虽然有１例治疗无效，但多数患者膀胱结石和前
列腺增生症也有改善，总有效率为９７６２％。虽然患者勃起功
能正常，但是术后有患者主诉性交不满意，可能与患者心理压

力太大等精神因素所致。两种不同治疗方式均取得较好的临

床疗效，并且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疗效

更高［１６，１７］。

同时也发现，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

治疗的前列腺合并膀胱结石患者术中出血量较低，平均为

（１５１４７±３２１６）ｍＬ，这与患者术中受到的创伤较小有关，术后
患者导尿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较短；而常规手术的患者术中

平均出血量达（２３８７２±３５９０）ｍＬ，术后恢复慢，导尿管留置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相对较长，恢复情况稍差。经手术治疗后，所

有患者膀胱功能和前列腺症状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采

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的患者最

大尿流率能达到（２１２７±４６３）ｍＬ／ｓ，膀胱内残余尿量减少，基
本恢复至正常水平，常规手术患者也基本能恢复相同水准。

综上所述，采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

术治疗的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临床疗效较高，患者术

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同时前列腺症状

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膀胱功能基本恢复正常水平，有效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广泛推荐使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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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汽化剜除术与前列腺电切术对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影响的对比研究
徐浩１　杨华１　孙根喜１　李曾２

１崇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成都 ６１１２３０
２四川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目的：对比经尿道等离子体前列腺汽化剜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ｕ
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ＰＶＥＰ）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对良性前
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将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于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９２例患者按自
愿原则分为ＴＰＶＥＰ组与ＴＵＲＰ组，术前１ｄ及出院时检查患者生活质量指数 ＱＯＬ、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最
大尿流量Ｑｍａｘ及残余尿量ＲＵＶ，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中并发症发生率，随访期调查阴茎勃起功能
障碍ＥＤ与逆行射精（ＲＥ）的发生率。结果：（１）两组的手术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ＴＰＶＥＰ组切
除腺体的重量大于ＴＵＲＰ组，术中出血量、术后置管时间、住院时间均要明显低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１），且其
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２）与术前相比，两组患者术后的ＱＯＬ、ＩＰＳＳ、ＲＵＶ
均显著下降，Ｑｍａｘ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除ＩＰＳＳ评分ＴＰＶＥＰ组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外，
其余指标组间对比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３）术后６个月，ＴＰＶＥＰ组的ＥＤ发生率及ＲＥ发生率均显著
低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术后９个月，两组的发生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ＴＰＶＥＰ组仍旧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结论：ＴＰＶＥＰ术综合了剜除术与等离子汽化系统的优点，具有切除彻底、创伤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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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疗效确切、并发症少等优点，可显著改善患者尿动力学指标，促进前列腺功能与性功能的恢复。

【关键词】　前列腺电切；汽化剜除术；等离子；良性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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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②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ＱＯＬ，ＩＰＳＳ，ＲＵＶ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Ｑｍａｘ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
ａｓｆｏｒＩＰＳＳ，ＴＰＶＥＰ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③Ａｆｔｅｒ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ＴＰＶＥＰ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ａｎｄ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ＰＶＥ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ｈｅｌｐ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ｑｕｉｃｋｅｒ，ｗｈｉｃ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
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泌
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主要造成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临

床治疗手段包括观察等待、药物治疗与外科手术［１－３］。泌尿外

科专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创伤小、安全性高、疗效更佳的

手术方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一直被认为是ＢＰＨ手
术治疗的金标准，但受其手术方式的限制，难以适用于前列腺

体积较大者，且对腺体切除不够彻底、并发症发生率高［４，５］；而

ＴＰＶＥＰ则结合了双极等离子体微创系统与剜除术的优点，具有
切除彻底、创伤小的优点［６］。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ＴＰＶＥＰ术与
ＴＵＲＰ术在手术情况、并发症、尿动力学指标等方面的差异来探
讨ＴＰＶＥＰ术对ＢＰＨ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
疗的ＢＰＨ患者。

纳入标准：（１）５０～８５岁的男性，符合 ＢＰＨ的临床诊断标
准［７］；（２）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１０ｍＬ／ｓ，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７分；（４）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４）肛诊无节结，病理穿
刺活检排除前列腺癌；（５）知情且同意进行研究。

排除标准：（１）合并严重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或全身出血性
疾病者；（２）肝肾功能严重异常者；（３）患有精神类疾病，无法配
合治疗者；（４）合并尿路梗阻、尿肌重度无力及其他泌尿系统疾
病及泌尿系统手术史者；（５）手术适应症较差者；（６）治疗依从
性较差，或不同意参与研究者。

按以上标准，本研究共纳入 ９２例，其中可完成性交者 ７７

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将其按患者意愿分为

ＴＰＶＥＰ组与ＴＵＲＰ组，每组４６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生活
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ＩＰＳＳ、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
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等方面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月） 可完成性交者［ｎ（％）］

ＴＰＶＥＰ组 ４６ ７４８±９２ ７８±４２ ３８（８２６）

ＴＵＲＰ组 ４６ ７３１±８５ ７３±５５ ３９（８４７）

ｔ／χ２ 　 １３６７ 　 ０７５３ 　 ０７６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８，９］

ＴＰＶＥＰ组：采用英国Ｇｙｒｕｓ全套等离子体双极汽化系统，汽
化功率设置为１４０～１６０Ｗ，电凝功率设置为４０～８０Ｗ。患者经
腰部全麻或连续硬膜外麻醉，取截石位，以０９％生理盐水进行
连续灌注后行腔内剜除术：先以电切襻经尿道点切开精阜近端

及侧叶远端精阜处的尿道黏膜，然后逆推找到前列腺增生腺体

与外科包膜的间隙，沿膀胱颈方向剥离增生腺体，分别按６点、９
点、１２点剥离中叶，６点、３点、１２点剥离左右叶，最后于１２点处
切断纤维黏膜，完全剥离增生腺体，仅腺体下半部分与膀胱颈

相连。剥离完成后，迅速自上而下切碎腺体，切平创面，冲洗，

止血，留置Ｆ２２三腔导尿管（３～１０ｄ后拔除），结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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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Ｐ组：采用德国ＳＴＯＲＺ电切系统，以４％甘露醇或葡萄
糖为灌洗液，经尿道置入电切镜，以５点、７点作为标志，先切除
腺体中叶，再从１２点处入刀，沿包膜顺时针、逆时针的弧线切割
左右侧叶而形成分离沟，以阻断血供。然后快速切除剩余腺

体，修整尖部，止血，冲洗，留置导尿管。

１３　指标
术前１ｄ及出院时检查患者 ＱＯＬ、ＩＰＳＳ及 Ｑｍａｘ，其中 ＱＯＬ、

ＩＰＳＳ通过现场填写相关问卷进行评分。ＩＰＳＳ评分可主观反映
ＢＰＨ患者下尿量症状的严重程度，共设７个项目，满分为３５分，
０分代表无症状，３５分代表症状非常严重（０～７分为轻度，８～
１９分为中度，２０～３５分为重度）；ＱＯＬ评分可了解患者目前症
状的主观感受，代表受困扰的程度，得分０～６分，得分越高，症
状对生活的困扰越大。

Ｑｍａｘ以尿动力学检查确定；术中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及切除腺体的重量，其中出血量通过对止血纱布进行称重并换

算。术后记录导尿管留置时间与住院时间；术前、术后６个月、９
个月患者填写国际勃起功能问卷 －５（ＩＩＥＦ－５），统计术前可完

成性交者在术后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与逆行射精（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的发生率。其中 ＥＤ指
ＩＩＥＦ－５得分＜２１分者（１２～２１分轻度，８～１１分中度，５～７分
重度）；ＲＥ是指性交未见精液排出，且尿液中能检查出精液。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先行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
正态分布者两两对比行独立样本ｔ检验，治疗前后对比行配对ｔ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者，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均以Ｐ＜００５认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一般情况及并发症比较

两组的手术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 ＴＰＶＥＰ组
切除腺体重量大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术后置管
时间、住院时间则均明显低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１）；术中包膜穿
孔，术后尿失禁的发生率方面，ＴＰＶＥＰ组也均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手术一般情况及并发症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

（ｍＬ）
切除腺体重量

（ｇ）
置管时间

（ｄ）
术后住院

（ｄ）
术中并发症

［ｎ（％）］
术后并发症

［ｎ（％）］

ＴＰＶＥＰ组 ４６ ７１８±１１６ ６６６±１２１ ６９６±１４４ ４１５±１０２ ５４８±１３９ ２（４７６） ５（１１９０）

ＴＵＲＰ组 ４６ ７５５±１０８ １２４３±１７９ ４９２±１６５ ５９７±２６５ ７５４±２７５ ９（２１４） １１（２６２）

ｔ／χ２ １１７５ ２０１６３ ３５１３ ４９１７ ５３８８ ４８２７ ３３９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注：术中、术后并发症的组间对比行χ２检验，其余行ｔ检验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ＱＯＬ、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及ＲＵＶ比较
术前，两组的ＱＯＬ、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及 ＲＵＶ比较均未发现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的 ＱＯＬ、ＩＰＳＳ、ＲＵＶ均有显著下

降，而Ｑｍａｘ则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组间对比，除ＩＰＳＳ评分ＴＰＶＥＰ组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外，其余均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ＱＯＬ、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及ＲＵＶ比较

组别 ｎ
ＱＯＬ

术前 术后

ＩＰＳＳ

术前 术后

Ｑｍａｘ

术前 术后

ＲＵＶ

术前 术后

ＴＰＶＥＰ组 ４６ ４８±１４ １９±０７ ２６５±４２ ８５９±２７ ５８±３３ １４７±３８ １７８６±４９７ ２９３±９２

ＴＵＲＰ组 ４６ ５１±０９ ２１±０５ ２５７±４５ １０４±３５ ６４±３５ １５６±４１ １８０５±４７２ ３４５±１０６

ｔ －１６６８ ０３１２ －０９３３ ３９２０ －１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１５３３ １２１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术前对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术后性功能比较
术后６个月，ＴＰＶＥＰ组的ＥＤ发生率及ＲＥ发生率均显著低

于ＴＵＲＰ组；术后９个月，两组的发生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ＴＰＶＥＰ组仍旧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见表４。

表４　两组术后性功能比较

组别 ｎ
ＥＤ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９个月

ＲＥ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９个月

ＴＰＶＥＰ组 ４６ ３（６５２） １（２１７） １２（２６０９） １０（２１７４）

ＴＵＲＰ组 ４６ １２（２６０９） ８（１７３９） ２６（５６５２） ２６（５６５２）

χ２ ４７６９ ４０８５ ２３１１ ２４５４

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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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ＢＰＨ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同时也是造成中老年

男性排尿障碍的主要原因。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前列腺腺

体、间质增生，前列腺增大，膀胱梗塞及其他下尿路症状。其临

床治疗手段包括观察等待、药物治疗与外科手术。随着一些药

物的研发应用，目前已有大部分患者可避免进行手术治疗，但

由于其临床易复发的特点，部分患者仍旧不得不接受手术治

疗。中国泌尿外科诊治指南明确列出了 ＢＰＨ行手术治疗的相
关适应症。可以发现，由于 ＢＰＨ患者大多为高龄男子，身体机
能下降，多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手术耐受性差，手术风险较

高［１０，１１］。因此，泌尿外科专家们致力于寻找一种创伤小、安全

性高、疗效更佳的手术方式。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一直被认为是ＢＰＨ手术治疗
的金标准，具有创伤小、出血量低、疗效确切、住院时间短等优

点，临床广获应用［５，１２］。但受其手术方式的限制，其难以适用于

前列腺体积较大者（＞８０ｍＬ），并且腺体切除不够彻底（残余率
５０％左右）、并发症发生率高［４，１３］；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ＴＵ
ＥＲＰ）融合了开放手术与 ＴＵＲＰ术的优点，从解剖学角度出发，
沿着增生腺体与外科包膜的间隙完整的剥离，切碎腺体冲出，

既有ＴＵＲＰ术创伤小、见效快的优点，又兼具开放手术切除彻
底、不易复发的优点，且其安全性也更高［１４，１５］；然而，受手术设

备的限制，传统 ＴＵＥＲＰ的安全性、有效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较之于传统的单极电切系统，双极等离子汽化系统不需专

门设置负极板，低温切割，避免组织热损伤。且其止血迅速高

效，是ＢＰＨ手术微创系统的又一大进步［１６］。结合双极等离子

体微创系统与剜除术的优点，医学工作者们创立了经尿道等离

子体前列腺汽化剜除术（ＴＰＶＥＰ）。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ＴＰＶＥＰ术ＴＵＲＰ术在手术情况、并发

症、尿动力学指标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 ＴＰＶＥＰ术对 ＢＰＨ患者
性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ＴＰＶＥＰ组的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
ＴＵＲＰ组，这可能是由于：（１）剜除术沿外科包膜剥离腺体，此处
血管分布少、体积较粗，止血效果确切；（２）先剥离腺体，最后切
割时血供已断；（３）双极等离子汽化系统具优越的止血性能。
由于剜除术剥离腺体更为彻底，因而ＴＰＶＥＰ组剥离腺体重量显
著高于ＴＵＲＰ组。此外，ＴＰＶＥＰ组的术后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
间均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这是由于ＴＰＶＥＰ术结合了剜除术与等
离子双极汽化系统的优点，其创面炎症、水肿程度减轻，创面恢

复快，加之术中止血彻底，术后血尿明显减少。ＢＰＨ手术治疗
常见的并发症为包膜穿孔，由于包膜平面与增生腺体有明显分

界，剜除术沿此平面剥离，避免了切穿包膜的可能，且等离子双

极汽化系统使得术野清晰，止血彻底，大大降低了包膜误伤的

概率。因此，本研究组中 ＴＰＶＥＰ组术中、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
均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

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术后的 ＱＯＬ、ＩＰＳＳ、ＲＵＶ均有显著下
降，而Ｑｍａｘ则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ＴＰＶＥＰ术与ＴＵＲＰ均具有确切疗效，可显著缓解下尿路症状，改
善尿动力学指标。ＴＰＶＥＰ组的术后 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
组外，提示ＴＰＶＥＰ术更有利于患者前列腺功能的恢复。究其原
因，还在于ＴＰＶＥＰ术剜除的特点，其最大限度的切除了增生腺
体，可基本达到开放手术的效果，因此疗效更为彻底。

本组研究表明，ＴＰＶＥＰ组术后６个月、９个月的 ＥＤ、ＲＥ发

生率均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这是由于 ＴＰＶＥＰ术对前列腺包膜
的保护更好，可有效避免包膜穿孔，减少并发症。而ＴＵＲＰ术为
顺行、逐层切除腺体，术中出血多，术野较差，难以分辨包膜界

限，易刺穿包膜。而支配阴茎勃起的血管神经丛与外科包膜的

位置靠近，包膜穿孔后极易对其造成损伤，导致 ＥＤ的发生。而
由于ＴＰＶＥＰ术对膀胱颈、尿道内括约肌的影响较小，减少了逆
行射精的可能，因此其ＲＥ发生率也较低。

综上，ＴＰＶＥＰ术综合了剜除术与等离子汽化系统的优点，
具有切除彻底、创伤小、恢复快、疗效确切、并发症少等优点，可

显著改善患者尿动力学指标，促进前列腺功能与性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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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
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肖国虎１　陈勇１　陈轶欣２

１临安市中医院外科，杭州 ３１１３００
２杭州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分析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能影响，以期对前列腺增
生的诊疗提供借鉴。方法：选取在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入住我院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３６例和对照组３０例，分别予以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组、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比较指标：患者一般情况，手术时间，切除组织重量，术中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术后拔尿管时

间，术后住院天数，术后 ３个月 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ＲＵ，术前术后 １２个月的 ＨＥＦ－１５评分，并发症等疗效指标。
结果：两组患者年龄、前列腺质量、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Ｑｍａｘ、ＲＵ、ＨＥＦ－１５（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
体满意度、性高潮满意度）等性功能评分无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围手术期情况比较：手术时间比
较，Ｐ＞００５，差异无显著意义；而术中出血、切除组织重量、膀胱冲洗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
等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术后随访情况比较：Ｑｍａｘ、ＲＵ、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等情况的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显著意义；而再次出血情况等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两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
能比较：术后１２个月ＨＥＦ－１５总分及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满意度、性高潮满意度评分与术前
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术后两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能组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显著意义。
结论：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出血更少，住院时间短，相应降低手术风险，不影响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

后性功能的恢复，并发症无明显增多。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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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前列腺增生症的发病率逐年
增高，前列腺增生症是发生于老年男性的泌尿外科常见病，目

前其治疗的金标准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其在临床上应用广

泛。但是该方法术中及术后出血多，前列腺外科包膜穿孔出现

的几率高，腺体切除不彻底，手术观赏性差［１，２］。因此，为降低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广大泌尿外科医师

和学者们仍在致力于寻找安全高效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方

法［３］。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由日本学者平冈保纪首

创［４］，即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基础上应用前列腺增生腺体

剥离器，彻底剥离前列腺，该方法出血较少、不易穿孔、切除彻

底、括约肌损伤几率小、适用范围广、手术时间短，且手术观赏

性强。该方法相对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具有一定优势，为此我

们对比了前列腺增生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和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以期对前列腺增生的

诊疗提供借鉴。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们搜集了在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入住我院的前列
腺增生症患者７２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出现反复尿潴
留的患者；（２）反复出现血尿，且经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３）反
复出现泌尿系感染，且经抗炎治疗无效的患者；（４）合并膀胱结
石的患者；（５）继发性上尿路积水的患者；（６）签订知情同意书
的患者。排除标准：（１）有严重的内科疾病如心肺肝肾脑功能
障碍、糖尿病、严重高血压、凝血机能不全、机体极度衰弱的患

者；（２）膀胱结石来源于上尿路的患者；（３）不稳定膀胱的患者；
（４）神经源性膀胱的患者；（５）严重尿路感染的患者。纳入的
７２例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最大年龄９７岁，最小年龄为３２岁。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组３６例和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组３６例，两组年龄、前列腺质量、ＩＰＳＳ评分、
ＱＯＬ评分、Ｑｍａｘ、ＲＵ、ＨＥＦ－１５（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
体满意度、性高潮满意度）等性功能评分无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设备与方法

主要设备：ＯｌｙｍｐｕｓＦ２６连续灌注前列腺电切镜，电切功率
１２０Ｗ，电凝功率 ６０Ｗ，气化电切：气化功率 ２４０Ｗ 电凝功率
８０Ｗ，Ｏｌｙｍｐｕｓ针形电极，前列腺增生腺体剥离器（专利号 ＮＯ：
２００４３００１５６０９３；ＮＯ：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４０３０８）。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治疗，自尿道外口将电切镜插入膀胱，自５～７点方
向分别切割中叶，再将电切镜转向 １２点处切割颈部增生组织，
直至前列腺包膜，术中电凝止血等。观察组以剥离式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治疗，操作与对照组类似，应用前列腺增生腺体剥

离器，在前列腺电切镜下物理剥离腺体，层面正确、清晰，从而

有效地避免了前列腺包膜穿孔。直接剥离至外科包膜后针对

性止血，避免了地毯式电凝止血，减少热损伤。

表１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指标 观察组（ｎ＝３６） 对照组（ｎ＝３６） ｔ Ｐ

年龄 ７６５３±５６９ ７４５６±５６６ ０７１０ ＞００５

前列腺质量（ｇ） ９２１４±２０７０ ９５４３±１８５９ ０３６０ ＞００５

ＩＰＳＳ评分（分） ２３０８±３２０ ２３８９±３２８ ０１４６ ＞００５

ＱＯＬ评分（分） 　４２５±０４４ 　４２８±０５７ １０５５ ＞００５

Ｑｍａｘ（ｍＬ／ｓ） 　４９２±１４０ 　５０３±１２１ ０２３３ ＞００５

ＲＵ（ｍＬ） １３２８±４５２ １３４８６±５９６４ １４７３ ＞００５

相互满意度 　６３４±２２３ 　６１３±２０１ １６９９ ＞００５

勃起功能 １６４９±５０４ １６２７±４８２ ０６７７ ＞００５

性欲 　５１２±１４５ 　４９０±１２３ １２１８ ＞００５

总体满意度 　５２２±１５７ 　５０３±１３５ ０８５３ ＞００５

性高潮满意度 　６４７±１６２ 　６２５±１４０ １７２６ ＞００５

１３　比较指标
（１）围手术期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切除组织重量、膀

胱冲洗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２）术后随访
情况：术后３个月的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膀胱残余尿量（ＲＵ）、再
次出血情况、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评分），ＲＵ采用导尿管置入收集尿液准确计量；（３）术
前、术后１２个月ＨＥＦ－１５总分及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
总体满意度、性高潮满意度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是ＳＰＳＳ１７０，连续型变量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术中、术后情况的比较

围手术期情况比较：手术时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显著
意义；而术中出血、切除组织重量、膀胱冲洗时间、拔除导尿管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术
后随访情况比较：Ｑｍａｘ、ＲＵ、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等情况的比较，
Ｐ＞００５，差异无显著意义；而再次出血情况等的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见表２。
２２　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能影响的比较

术后１２个月 ＨＥＦ－１５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
满意度、性高潮满意度评分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
意义。术后两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能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差异无显著意义。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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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比较、术后随访情况比较

指标 观察组（ｎ＝３６） 对照组（ｎ＝３６） ｔ／χ２ Ｐ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６３６９±１５３２ ６３１７±１４８８ ０１４８＞００５

术中出血（ｍＬ） １０５９９±３９３９ ２１４４０±５６６５ ９４２７＜００５

切除组织重量（ｇ） ６０８２±１２１４ ４６８４±９１６ ５５１６＜００５

膀胱冲洗时间（ｄ） 　１４４±０４９ 　２５８±０７９ ７３１７＜００５

拔除导尿管时间（ｄ） 　３７５±１０２ 　５４１±１５５ ５３９３＜００５

术后住院时间（ｄ） 　４５８±０８９ 　６６８±１５２ ７１５０＜００５

ＩＰＳＳ（分） 　４５０±１４６ 　４４４±１５２ ０１５８＞００５

ＱＯＬ评分（分） 　１５６±０７３ 　１４７±０６１ ０５２４＞００５

Ｑｍａｘ（ｍＬ／ｓ） ２０８３±６１６ ２３５０±５９３ １８７１＞００５

ＲＵ（ｍＬ） １４９４±６１４ １３０６±５２３ １４０５＞００５

尿道狭窄［ｎ（％）］ 　３（８３３） 　２（５５６） ００００＞００５

再次出血［ｎ（％）］ 　０ 　６（１６６７） ５５４５＜００５

表３　两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性功能的比较

指标 观察组（ｎ＝３６） 对照组（ｎ＝３６） ｔ Ｐ

相互满意度 ８９１±２３２ ８１３±２１１ １６９９ ＞００５

勃起功能 １９４９±４１４ １８２７±５０２ ０６７７ ＞００５

性欲 ７１２±１０５ ６９０±１３４ １２１８ ＞００５

总体满意度 ６４２±１７５ ６３０±１６５ ０８５３ ＞００５

性高潮满意度 ４０７±１２６ ３２５±１０４ １７２６ ＞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随着全球

人口老年化而发病日渐增多，以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急迫性

尿失禁为临床主要表现［５］。目前其治疗以药物和外科治疗为

主，一般早期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而对于较重的患者则以手

术为主要治疗方式，目前以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最为广泛［６－８］。

但是该手术方法腺体切除不彻底，手术观赏性差，并发症较多，

而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出血较少、不易穿孔、切除彻底、

括约肌损伤几率小，适用范围广，手术时间短。性生活对老年

男性十分重要，和谐美满的性生活可能减少患者神经衰弱、皮

肤病、腰酸背痛、消化不良、失眠等各种疾病的发生。而外科手

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是否影响到患者性功能是人们首先关注的

问题。采用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的方法治疗前列腺增

生，理论上本方法在直视下控制剥离器机械推剥前列腺，层面

正确且清晰，前列腺包膜穿孔几率低，对性功能损伤小，相对经

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法具有一定优势［９－１２］。本研究通过应用国

内首创的前列腺剥离器，对比了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和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本研究结果

显示，应用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治疗后对患者性功能的满

意程度除了性高潮满意度评分较术前有明显降低外，其他各项评

分确实有所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与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

相比无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搜集样本数量少有关。患者性

高潮满意度评分低，可能与患者性高潮的过程中射精量少有关，

所以这是本术式的局限性，进一步减少逆向射精，为手术改进的

方向［１３，１４］。其中，尝试保留膀胱颈是本手术改进的一条途径。

而在围手术期情况，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术中出血、切除

组织重量、膀胱冲洗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较经尿

道前列腺切除术具有优势，且再次出血情况少。

综上所述，剥离式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应用我国首创清除

前列腺剥离器机械推剥前列腺，层面正确且清晰，前列腺包膜

穿孔几率低、对性功能损伤小、出血较少、切除彻底、括约肌损

伤几率小、适用范围广、手术时间短，且手术观赏性强，相对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术后恢复快，不影响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

性功能的恢复，并发症无明显增多，更为有利前列腺增生症患

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１５］。本研究病例数有限，仍存在较多不

足，且不能排除所有影响性功能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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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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中晚期前列腺癌同期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
的疗效观察
徐瑞明１　张占春１　卢阳芳１　李明耀１　林宁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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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中晚期前列腺癌同期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通过分
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我院收治的８２例老年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随机
分为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组（观察组）和常规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组（对照组）各４２例，观察两组临床
疗效和毒副反应。结果：观察组治疗临床有效率为９２６８％，对照组临床有效率为７０７３％，两组结果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放疗中不良反应程度整体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疗效显著，毒副
反应较轻，为老年病人耐受。

【关键词】　前列腺癌；调强放疗；内分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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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指发生在前列腺上皮性恶性肿瘤，近年来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前列腺癌发病人口不断增加［１］。前列腺

癌多发于老年人群，临床大部分患者均在６５岁以上，该病已严
重影响老年人群身体健康［２］。针对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常采

用综合治疗方法，内分泌治疗联合放疗即为其中一种［３］，放疗

作用主要为消灭癌细胞，内分泌治疗为抑制癌细胞生长和放疗

后增殖。调强放疗为三维适形放疗的一种，放疗辐射野内剂量

按一定要求强度进行调节，而常规放疗对放射强度无区别，对

肿瘤外周正常组织伤害相对较大，本研究主要分析调强放疗联

合内分泌治疗老年中晚期前列腺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到我院诊治的老年中晚
期前列腺患者８２例，年龄６５～８５岁，将其随机分为调强放疗联
合内分泌治疗组（观察组）和常规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组（对照

组）。观察组４１例，年龄６５～８５岁，平均（７５３８±６２８）岁，其
中Ⅲ期 ２７例，Ⅳ期 １４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ＰＳＡ（２８１３±
２２３７）ｎｇ／ｍＬ；对照组 ４１例，年龄 ６５～８３岁，平均（７６１９±
６９２）岁，其中Ⅲ期 ２９例，Ⅳ期 １２例，ＰＳＡ平均为（２７８２±
２１６２）ｎｇ／ｍＬ。纳入标准：全部患者年龄在６５～８５之间；经病
理组织学证实为前列腺癌症患者并经核磁共振检查提示为 Ｔ３
期、Ｔ４期；卡氏躯体功能状态评分［４］（ＫＰＳ）≥７０分；血清Ｐ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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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ｎｇ／ｍＬ。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癌症分
期和ＰＳＡ水平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放疗方法：观察组行调强放疗：模拟ＣＴ定位后，自 Ｌ２至坐
骨下缘下１０ｃｍ扫描，扫描层厚５ｍｍ。根据ＣＴ扫描图像和盆腔
ＭＲ确定肿瘤靶区（ＧＴＶ），包括整个前列腺、双侧精囊和亚临床
灶，临床靶区（ＣＴＶ）同 ＧＴＶ，计划靶区（ＰＴＶ）在 ＣＴＶ基础上外
放１ｃｍ，后外扩０５ｃｍ［５］，各靶区勾画完毕后，物理师根据患者
情况制定治疗放疗计划，ＣＴＶ为２２３Ｇｙ／次，每周５次，放疗３５
次，总剂量７８０５Ｇｙ；ＰＴＶ为２１７Ｇｙ／次，每周５次，放疗３５次，
放疗总剂量７５９５Ｇｙ。９５％ＰＴＶ体积应接受剂量≥７６Ｇｙ。邻近
敏感器官直肠、膀胱均为 Ｖ７０≤２５％，双侧股骨头 Ｖ５０≤５％，
耻骨 Ｖ７０≤２５％。对照组行常规放疗：采用前后、两侧照射，上
界为骶１上缘，下界为坐骨节下缘，前后野侧界和侧野上下界为
真骨盆外１～２ｃｍ，处方剂量为：２０Ｇｙ／次，每日１次，每周５次，
总剂量７０Ｇｙ。

内分泌治疗方法：两组患者放疗第１ｄ联合口服氟他胺（江
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０１４４，０２５ｇ／片）
０２５ｇ／次，３次／ｄ，出现生化复发后停止用药。治疗期间关注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及时作出处理。

１３　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
放疗后１年内按ＷＨＯ实体瘤近期疗效标准评价患者临床

疗效，临床疗效分为 ＣＲ（完全缓解）、ＰＲ（部分缓解）、ＮＣ（稳
定），以ＣＲ＋ＰＲ为临床有效。治疗期间主要观察不良反应，主
要观察患者膀胱及直肠放疗反应，采用 ＷＨＯ毒副反应评价标
准及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会（ＲＴＯＧ）分级标准进行评价［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组别 ｎ ＣＲ ＰＲ ＮＣ 临床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１ １３（３１７１） ２５（６０９８） ３（７３２） ９２６８

对照组 ４１ ８（１９５１） ２１（５１２２） １２（２９２７） ７０７３

２２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并发症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急性直肠反应

Ⅰ Ⅱ Ⅲ Ⅳ

急性膀胱反应

Ⅰ Ⅱ Ⅲ Ⅳ

观察组 ４１ １８（４３９） ２１（５１２） ２（４９） ０ １２（２９３） ２６（６３４） ３（７３） ０

对照组 ４１ ０ ２２（５３７） １９（４３９） ０ ０ ２０（４８８） １６（３９０） ５（１２２）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饮食结构变化，前列腺癌发病

人口不断增加，前列腺癌已成为男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前列

腺癌多发于老年人群中，因此临床中前列腺癌患者常合并多种

疾病，患者确诊时已错过手术最佳时间［７］。目前针对中晚期前

列腺癌患者常采用综合治疗方法，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为其中

最常见的一种。调强放疗属于三维适形放疗的一种，放疗要求

辐射野内剂量按一定要求强度进行调节［８］。我们对调强放疗

联合内分泌治疗同常规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的差异进行了研

究，得出调强放疗治疗老年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显

著、毒副反应轻、安全性高的结论。

结果中显示，观察组４１例患者接受治疗后临床有效率为
９２６８％，对照组临床有效率为７０７３％，两组差异明显，说明调
强放疗临床疗效较常规放疗临床疗效显著。调强放疗在三维

放射空间上最大限度地缩小照射体积，减少了对肿瘤外正常组

织和器官如膀胱和直肠的伤害，针对靶区加强放射剂量，局部

控制率提高，肿瘤消灭效果明显［９，１０］，同研究中观察组患者临床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的结果一致；常规放疗由于照射野大，对肿

瘤周围重要器官的伤害不可完全避免，照射剂量不足等问题导

致部分患者放疗后临床疗效不佳［１１］。内分泌治疗采用氟他胺

治疗，氟他胺为抗雄激素类药物，其主要作用为抑制肿瘤生长，

前列腺癌细胞为雄激素依赖性细胞，患者服用氟他胺后，降低血

清雄激素水平，导致雄激素敏感细胞死亡进而达到抑制肿瘤生

长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肿瘤的转移，消除了放疗后癌细

胞增殖的程度，加强了治疗效果［１２－１４］。研究中患者治疗过程

中出现的毒副反应为急性直肠反应和急性膀胱反应，对毒副反

应程度进行分级统计，结果显示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过程

中患者的毒副反应程度同常规放疗相比较轻。观察组两种毒

副反应程度集中出现在Ⅰ、Ⅱ级，对照组毒副反应程度集中出
现在Ⅱ、Ⅲ级，４１例患者中Ⅰ、Ⅱ级急性直肠反应有３９例，Ⅲ、
Ⅳ级２例；Ⅰ、Ⅱ级急性膀胱反应有３８例，Ⅲ、Ⅳ级３例。对照
组Ⅰ、Ⅱ级急性直肠反应有２２例，Ⅲ、Ⅳ级１９例；Ⅰ、Ⅱ级急性
膀胱反应有２０例，Ⅲ、Ⅳ级２１例。观察组未出现Ⅳ级毒副反
应，对照组无Ⅰ级毒副反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调强放疗针对性的放射肿瘤
细胞，对肿瘤外周正常组织和器官最大程度上的减轻伤害，避

免了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患者对不良反应耐受，同时减轻

放疗对患者重要器官和性功能的伤害，提高患者生存质量［１５］。

综上所述，同期调强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中晚期前列

腺癌症患者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放疗效果，老年患者耐受，

临床中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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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术途径子宫全切除术对女性性功能影响的对
比分析
周波１　邢建红２

１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山东 德州 ３５３１００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不同手术途径子宫全切除术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在平原县
第一人民医院和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子宫全切除患者２４０例，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每组１２０例。观察组采用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观察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情况和性功能评分，卵巢功能自评量表评分越高，说明卵巢功能越差；性功能评分采用

ＦＳＦＩ量表进行评估，分值越高，提示性生活质量越高。结果：观察组５０岁以下患者５８例，卵巢功能评分为
（７４６±４２４）分，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７１４２±６３４）分；对照组５０岁以下患者６６例，卵巢功能评分为（７４３
±４６５）分，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７０３４±６２３）分。两组卵巢功能评分和总体性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５０岁以上患者６２例，卵巢功能评分为（１２４６±２３２）分，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６７３４±５３２）
分；对照组５０岁以上患者５４例，卵巢功能评分为（１２５３±２５４）分，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６１５７±５２６）分。
两组卵巢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总体性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不同
手术途径对５０岁以下女性性功能无显著影响，但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对５０岁以上女性患者的性功能影响
较小。

【关键词】　子宫全切除术；女性；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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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全切除术为妇产科常见手术之一。子宫肌瘤、功能性
子宫出血及子宫腺肌病等疾病均为最宜进行子宫全切除的疾

病［１］。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子宫全切除术分为开腹全子宫

切除术及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其中开腹切除为最常用的手

术方式，而腹腔镜手术方式为近年来广泛开展的微创术式，广

受医生及患者重视［２］。子宫常被认为是女性特征性必需器官，

当因疾病需手术切除时，患者常常不仅考虑疾病本身因素，还

需考虑其对社会及家庭的影响，据调查，其中术后女性性功能

为女性患者最在意因素之一［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
２０１５年３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子宫全切除患者１２０例，分析并
探讨不同手术途径子宫全切除术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
和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子宫全切除患者２４０
例。年龄 ４１～５６岁，平均年龄（４７９６±３４７）岁。纳入标
准［４］：（１）确诊为子宫肌瘤且已生育者；（２）符合子宫全切除指
征者；（３）自愿接受子宫全切除治疗者。排除标准：（１）血常规
和肝肾功能检查异常者；（２）有糖尿病及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
（３）非自愿配合本次治疗者。现将２４０例患者根据手术方式分
为观察组（腹腔镜治疗）与对照组（开腹手术治疗），每组 １２０
例。观察组平均年龄为（４７５６±３４１）岁，已生育１２０例；对照
组平均年龄为（４８０４±３５７）岁，已生育１２０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病情等方面经统计学检查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实验方法
观察组采用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在麻醉起效

后，选择脐上做横行切口，建立气腹，置入腹腔镜，切断双侧圆

韧带，切开膀胱腹膜反折，同时将膀胱推至子宫外口下１ｃｍ处，
切除子宫。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开腹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在

下腹正中取切口约１０ｃｍ，逐层切开腹壁进入腹腔，按照妇产科
学手术规定进行手术，将子宫切除。

１３　评价指标及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卵巢功能情况和性功能评分，卵巢功能自评

量表根据激素水平进行打分，激素水平异常则评分越高，说明

卵巢功能越差。性功能评分采用 ＦＳＦＩ量表进行评估，分值越
高，提示性生活质量越高［５］。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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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５０岁以下患者性功能对比

观察组和对照组５０岁以下患者分别有５８例和６６例。两
组５０岁以下的患者卵巢功能评分和总体性功能评分在术前与
术后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５０岁以上两组患者性功能对比

观察组和对照组５０岁以上患者分别有６２例和５４例。术
前，两组５０岁以上患者的卵巢功能与性功能评分均无显著差异。
术后，两组５０岁以上患者卵巢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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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总体性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５０岁以下患者卵巢功能与性功能评分

组别
例数

（ｎ）

卵巢功能评分（分）

术前 术后

性功能评分（分）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５８ ７２６±４１７ ７４６±４２４ ８７７４±６７４ ７１４２±６３４

对照组 ６６ ７２７±４１３ ７４３±４６５ ８７２５±７０１ ７０３４±６２３

ｔ －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４０ 　０９６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５０岁以上患者卵巢功能与性功能评分

组别
例数

（ｎ）

卵巢功能评分（分）

术前 术后

性功能评分（分）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６２ １２２３±４１２１２４６±２３２７４２３±６３２ ６７３４±５３２

对照组 ５４ １２２２±４３２１２５３±２５４７５２４±７２１ ６１５７±５２６

ｔ －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８１ 　５８６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随着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愈加复杂，社会压力逐

渐增大，现代女性子宫疾病发病率逐渐增高［６］，针对子宫肌瘤、

功能性子宫出血及子宫腺肌病等疾病，子宫切除术是临床中常

见治疗方式［７］。传统开腹子宫切除及微创腹腔镜子宫切除均

为常用术式，两者间利弊何种更占据优势在临床中一直是探讨

及关注的焦点［８］。基于多年的研究结果，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经

腹腔镜行子宫切除术在手术时间、手术创伤、术后疼痛等方面

均优于开腹子宫切除术，当然，前提是患者均符合腹腔镜手术

指征［９］。据调查显示，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女性患者还需考虑

切除子宫后对社会及家庭的影响，其中术后性功能为女性患者

最在意因素之一［１０］。

研究表明，子宫切除术后患者卵巢供血相对减少，性激素

分泌受到影响，可能引起女性性欲降低。同时，全子宫切除术

不可避免的将伤及宫颈周围感觉神经，同时干扰阴道上方完整

性，宫颈的切除降低其分泌润滑液体的能力，引起性欲的进一

步减退［１１］。在本次研究中，调查不同手术方式对女性性功能影

响，根据女性生理周期及相关文献资料，将５０岁以上及５０岁以
下分开比较［１２］。结果显示，观察组５０岁以下患者卵巢功能评
分为（７４６±４２４）分，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７１４２±６３４）分。
与对照组５０岁以下患者相比，两组卵巢功能评分和总体性功能
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不同手术方式对５０
岁以下患者性功能无显著影响，医生选择手术术式时可完全依

据患者自身疾病状况选择，患者对手术后性功能恢复情况担心

也可相对减轻，该结果与国内同领域研究结果基本相符［１３］。

观察组５０岁以上患者卵巢功能评分为（１２４６±２３２）分，
总体性功能评分为（６７３４±５３２）分。与对照组相比，两组卵
巢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总体性功能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开腹子宫全切除术
对年龄超过５０岁患者影响更大，分析可能与年龄增大卵巢功能

易受影响有一定关系，且两种术式对卵巢的影响不同，该结果与

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４］。除此之外，运用微创术式患者伤

口同开腹患者相比伤口不明显，容易在心理上接受，而心理因

素对性功能影响也相对较大。因此，运用微创手术不仅可能从

生理功能上最大保留患者性功能，患者心理负担相对更少，自

卑感有所降低，更有利于性欲的恢复及家庭的和谐。

综上所述，不同手术途径对５０岁以下女性性功能无显著影
响，医生选择手术术式时可完全依据患者自身疾病状况选择；

但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相对于开腹子宫切除术对５０岁以上女
性患者的性功能影响较小，可以从生理及心理上提升患者自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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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生活状况调查
王增利　赵卫红　孙伍柒　李永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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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慢性前列腺炎（ＣＰ）患者性生活质量状况并分析影响性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
方法：随机选择有稳定规律性生活的ＣＰ患者１５２例，并选择１５２例健康中年男性为比较对象，分别计算两组
患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指数评分表（ＮＩＨ－ＣＰＳＩ）、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指数 －５（ＣＩＰＥ－
５）、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评分表（ＩＩＥＦ－５）分数及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对照分析患者性功能、患者及其配偶
性生活质量状况。结果：ＣＰ组与对照组相比患者性欲、勃起及勃起维持能力、射精及射精控制能力、性高潮
频度、性生活焦虑紧张程度、性生活自信度等评分、患者及其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配偶性高潮频度评分

等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结论：ＣＰ患者性功能各项指标较对照组均显著偏低；性功能障碍显著影响了患
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质量；而患者性功能下降及性生活下降主要由ＣＰ症状造成的。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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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一种常见的泌尿
外科疾病，发病率高，难以彻底治愈，且容易复发，已成为影响

居民生活质量最严重的慢性疾病［１］。该病临床表现为前列腺

部位疼痛、排尿不顺畅且伴有尿道刺激症如尿频、尿急和尿道

灼热等。由于病因复杂、症状多变，目前临床上缺乏诊断的金

标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许多患者可同时伴随出现乏力、性功

能障碍甚至抑郁、失眠等植物神经紊乱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

性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２，３］。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我院收

治的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性功能状况，对患者及其配偶的

性生活质量进行详细的调查。并通过与健康人群的性生活质

量进行对比，分析ＣＰ和性生活质量各个方面的相关性，并分析
ＣＰ患者及其配偶性生活质量状况对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１５２

例中年Ｃ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满足以下纳入标准和
排除标准。纳入标准：（１）通过指肠指检、前列腺按摩液常规化
验和Ｂ超检查，确诊为 ＣＰ；（２）均有稳定且规律的性生活；（３）
在至少有维持一年以上稳定的性伴侣；（４）均为首次确诊为
ＣＰ，且在之前未发生性功能障碍；（５）年龄在３０～５０岁之间。
排除标准：（１）有尿道炎、尿道疾病史；（２）患有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等影响性功能的疾病。同时选取我院体检中心体检为健

康的１５２例健康中年男性为对照对象。患者年龄３５～５８岁，平
均年龄（４３１±７４）岁；对照组年龄 ３４～５９岁，平均（４４９±
６８）岁。两组之间的年龄、婚龄及常规生化检查指标等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组间可比性。所有受试者均了解该研究的详

细内容且愿意配合完成本研究中所有的调查问卷的填写，签署

知情同意书，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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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向纳入调查的患者发病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经过医生给

予必要指导后由患者本人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由专业人员设

计，内容包括：文化程度、性功能障碍（包括：勃起功能障和射精

障碍，射精障碍又包括早泄、逆行射精和不射精）。早泄（Ｐ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的评估使用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
为基础，并增加“性高潮频度”和“高潮时有无射精”２个问题。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评价根据国际勃起
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评估［４］，

共评价患者性勃起、性欲、射精和性交满意度等５个方面。所有
患者的 ＣＰ评分参照国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ＮＩ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５］，评分表中包括对疼痛
症状、排尿情况以及 ＣＰ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共计４３
分，通常将ＣＰＳＩ评分按０～１４、１５～３０和３１～４３分将 ＣＰ严重
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指导患

者完成调查问卷，对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需要详细解释调查问

卷中的内容，并严格根据患者的回答代为填写相关内容，并在

填写完成后签署代填者和患者姓名。调查表包含患者一般资

料（包括身高、体重、学历、性格、职业等）、生活习惯（包括有无

吸烟、饮酒史）、ＮＩＨ－ＣＰＳＩ、性功能障碍（ＰＥ自我评估及ＩＩＥＦ问
卷）。回收所有调查问卷，并仔细核查，剔除有填写不完整或填

写不规范的问卷，录入相关数据。

１３　统计方法
通过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ＣＰ组与对

照组之间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评分对比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秩和检验，两组性生活满意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ＣＰ患者和对照组性功能状况的比较

ＣＰ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５～４３分，平均（２１２±７２）
分。如表１所示，ＣＰ组１５２例患者中，１３７例存在性功能障碍，
显著多于对照组中的４４例（Ｐ＜００５）。ＣＰ组中，患者发生早
泄和阳痿的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１　ＣＰ组和对照组性功能状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ＰＳＩ 阳痿 早泄 性欲淡漠 性交疼痛 正常 性功能障碍合计

ＣＰ组 １５２ ２１２±７２ ３６（２３６） ６０（３９５） ２３（１５１） １８（１１８） １５（９９） １３７（９０１）

对照组 １５２ ２７±０９ ６（３９） １２（７９） ２１（１３８） ５（３３） １０８（７１０） ４４（２８９）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ＣＰ患者和对照组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状况评分比较
如表２结果所示，两组患者在性功能总分以及性欲、勃起能

力和维持时间、射精和射精控制、高潮频数、性满意度、性焦虑

以及配偶高潮频数和性满意度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２　ＣＰ患者和对照组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状况评分比较

类型 ＣＰ组 对照组 Ｐ

受试者年龄 ４３１±７４ ４４９±６８ ＞００５

配偶年龄 ４１５±６８ ４２３±６４ ＞００５

婚龄 １８４±４３ １９１±４７ ＞００５

性功能总分 ３４４±７７ ４３３±３２ ＜００１

性欲 ３１±０９ ３８±０５ ＜００５

勃起能力 ３８±１０ ４７±０５ ＜００１

勃起维持时间 ３９±１１ ４８±０６ ＜００１

射精 ４０±１１ ４８±０５ ＜００１

射精控制 ３１±１２ ４３±０７ ＜００１

高潮频数 ４４±０９ ４９±０３ ＜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２７±１１ ４０±０５ ＜００１

性焦虑 ３７±１３ ４２±０５ ＜００５

配偶高潮频数 ２７±１０ ３８±０４ ＜００１

配偶性满意度 ３０±１０ ４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３　ＣＰ组与对照组受试者及配偶性生活质量比较
如表３所示，ＣＰ组受试者性生活质量满意度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同样的，ＣＰ组配偶性生活质量满意度显著低于

对照组配偶（Ｐ＜００１）。
#

　讨论
中年男性是ＣＰ的高发人群，由于ＣＰ病因复杂、病程长、且

临床上缺乏彻底治愈该疾病的手段，使得该病严重影响着患者

的性生活及生活质量。由于该病难以治愈、复发率高且往往合

并有诸多的并发症，在临床上困扰着广大医务工作者［６，７］。许

多患者在发病初期往往忽视 ＣＰ症状不去医院就诊，而在临床
中发现ＣＰ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性功能障碍的表现而就
诊［８］。本研究中，１５２例入选的中年ＣＰ患者中１３７例出现性功
能障碍，其中阳痿和早泄的患者占大多数。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ＣＰ可引起患者患者的性功能下降，另一
方面也说明ＣＰ是性功能障碍的高风险因素。

本研究通过设立正常的中年男性为对照组，设计丰富且全

面的评价表，标准化评价患者的性欲、勃起功能、射精功能、患

者和配偶的性高潮频数和性生活质量，包括性生活满意度和性

焦虑。结果表明，ＣＰ患者性欲评分、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此外 ＣＰ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以及对性生活的焦
虑程度也显著差于对照组。而由于 ＣＰ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ＣＰ患者性生活质量差，ＣＰ患者配偶的性生活质量也显著下降，
表现在ＣＰ患者配偶的性高潮频数和配偶的性爱满意度均显著
差于对照组配偶。而ＣＰ患者和 ＣＰ患者配偶的性生活质量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和对照组配偶。而由于性生活质量的下降，可

能由此导致的婚姻质量以及家庭稳定程度等都会受到

影响［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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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ＣＰ患者于对照组受试者及配偶性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度（％） Ｐ

ＣＰ组 １５（９９） ３１（２０４） ７７（５０６） ２４（１５８） ５（３３） １９１ ＜００１

对照组 ０ ５（３３） ３０（１９７） １０２（６７１） １５（９９） ７７０

ＣＰ组配偶 ８（５３） ３５（２３０） ７６（５００） ２８（１８４） ５（３３） ２１７ ＜００１

对照组配偶 ０ ３（２０） ２８（１８４） １０９（７１７） １２（７９） ７９６

　　对于 ＣＰ患者性生活质量下降在临床上应给予足够的关

注，在ＣＰ难以很快治愈的情况下，应重视对患者各种 ＣＰ症状

的对症治疗，例如缓解ＣＰ的疼痛、排尿症状等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降低ＣＰ的影响［１１－１３］。而足够的心理指导也是改

善ＣＰ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关键。由于 ＣＰ患者病程长，久病不

愈，心理压力大且伴随ＣＰ的阳痿、早泄等症状更加剧了患者的

心理负担。大量研究表明早泄和阳痿虽然与阴茎的敏感性有

关，但是心理因素的影响也占据相当部分［１４，１５］，长时间的不满

意的性生活以及配偶的抱怨都会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增加患者

的性焦虑，更加剧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

此在治疗ＣＰ时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缓

解患者的紧张、焦虑和不自信，有利于改善患者性焦虑，从而改

善患者性功能障碍的症状。刁春华等［１６］研究发现对ＣＰ患者在

给予恰当的治疗的同时给予必要的心理干预，可有效的降低ＣＰ

的复发率以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故对于ＣＰ患者的治疗可以

考虑加用针对精神症状方面的药物如抗焦虑药物等，配合适当

的心理治疗如暗示治疗，并加强对患者的知识普及，可以让患

者正确认识ＣＰ，增加患者治愈ＣＰ的信心，缓解患者紧张情绪和

心理压力，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１７］。

综上所述，中年ＣＰ患者极易并发性功能障碍，其中阳痿和

早泄最为常见。ＣＰ患者勃起功能、射精功能以及性生活质量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表现为显著的性不自信和性焦虑。ＣＰ患

者配偶的性满意度和性生活质量也显著低于对照组配偶。临

床上在治疗ＣＰ患者时，除了常规治疗外，合理的心理引导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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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１

（４）：７４１－７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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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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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包皮环切术与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临床比较研究
陈业权１　吴淼２　王汉锋３　杨学杰１　顾建新１　章如光１　张忠林１

１南京金陵中西医结合医院男科，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２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泌尿外科，南京 ２１００１５
３南京港龙医院男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比较商环包皮环切术与 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治疗包茎、包皮过长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门诊１２８０例包茎、包皮过长患者，６７２例行商环包皮环切术，６０８例行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２０～３０岁
年龄段中行商环包皮环切术共５５７例为商环组（Ａ组），行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５４２例为ＣＯ２激光组（Ｂ组），
比较两组两种治疗方法的手术时间、医疗费用、切口愈合时间；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如切口出血、切口疼痛、

包皮水肿、切口裂开以及切口愈合外观。结果：商环组（Ａ组）与 ＣＯ２激光组（Ｂ组）手术时间分别为（５±２）
ｍｉｎ、（２４±５）ｍｉｎ；医疗费用分别为（９８５±４７）元、（４７２±３９）元，这两项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２４ｈ内切口疼痛评分分别为（７３±１５）、（２５±０７）分；术后２４ｈ的切口出血Ａ、Ｂ组发生率分
别为０％（０／５５７）、０７４％（４／５４２），这两项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包皮水肿Ａ、Ｂ组发
生率分别为 ５２１％（２９／５５７）、４０６％（２２／５４２）；术后切口裂开 Ａ、Ｂ组发生率分别为 ３２３％（１８／５５７）、
２４０％（１３／５４２），这两项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口愈合时间Ａ组（１８±５）ｄ，Ｂ组（１６±４）ｄ，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口愈合外观Ａ组愈合好的比例占９９４６％（５５４／５５７），Ｂ组愈合
好的比例占８８６％（４８／５４２），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商环包皮环切术手术操作简
单，手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相对少，切口愈合更美观，符合就诊者愿望与需求，值得推广。

【关键词】　商环包皮环切术；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包茎；包皮过长

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ＣＨＥＮＹｅｑｕａｎ
１，

ＷＵＭｉａｏ２，ＷＡＮＧＨａｎｆｅｎｇ３，ＹＡＮＧＸｕｅｊｉｅ１，ＧＵＪｉａｎｘｉｎ１，ＺＨＡＮＧＲｕｇｕａ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ｎｌ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９，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５，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ｌｏ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７，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ｉｒｃｕｍ
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ｍｏｎｇ１２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ｐｒｅｐ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７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６０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０－３０
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５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５４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
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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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茎（ｐｈｉｍｏｓｉｓ）、包皮过长（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是男性泌尿
生殖系统畸形的常见疾病，临床上对包茎、包皮过长主要行包

皮环切手术治疗，特别是包茎更应早期手术。ＣＯ２激光包皮环
切术已开展多年，是男科门诊的主要术式之一，近几年随着商

环包皮环切标准化手术方案［１］的临床应用，使临床医生又多了

一种可选择的手术方式。笔者通过采用商环包皮环切术和ＣＯ２
激光包皮环切术治疗包茎、包皮过长，比较两种术式的临床应

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南京金陵中西医结合医院男科、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泌尿外科、南京港龙医院男科门

诊包茎、包皮过长手术病例１２８０例，其中包皮过长１２４８例、包茎
３２例，曾有过包皮龟头炎１４５例、伴系带过短６２例。其中６７２例
行商环包皮环切术，６０８例行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入选本研究
标准：（１）年龄：２０～３０岁年龄段；（２）手术时不存在慢性包皮炎
症、包皮肥厚、糖尿病等影响术后正常愈合的因素。其中符合入

选标准的行商环包皮环切术共５５７例为商环组（Ａ组），行ＣＯ２激
光包皮环切术５４２例为ＣＯ２激光组（Ｂ组）。Ａ、Ｂ两组术前一般
资料（婚姻、是否患过包皮龟头炎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临床研究获得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术
者均签署了术前包皮环切术知情同意书以及术后随访同意书。

１２　手术方法
商环包皮环切术：使用一次性商环专用测量尺测量受术者的

阴茎周径，选取合适的商环型号。手术前作会阴部备皮。碘伏消

毒术野皮肤，消毒范围为阴茎及周围１５ｃｍ区域皮肤。铺无菌手
术孔巾。采用１％利多卡因（不含肾上腺素）约２０ｍＬ，行阴茎根
部阻滞麻醉。当受术者无疼痛时即可手术。将选择正确的商环

内环套入阴茎体，以内外板交界系带处为６点、背侧对应部位为
１２点，将包皮钳夹，再辅以３点、９点处钳夹后提起，将包皮翻转
完全覆盖内环，并向下牵拉，暴露冠状沟，对因包皮外口较窄或包

茎而难以翻转包皮的受术者，行阴茎背侧切开，切开后用血管钳

钳夹切口近端，以防止翻转包皮时撕裂内板。术者用左手中指与

无名指固定阴茎与内环，左拇指使阴茎头背伸（便于保留系带的

长度），将外环轻压系带下方的内板上，并轻柔将外环扣在内环

上，上第一齿调整扣，适度调整所保留的包皮，保持内、外板匀称，

保留内板约０５ｃｍ，完整保留系带约０８ｃｍ，使系带在阴茎头直立
状态下无张力伸直，满意后扣上第二齿固定扣。将左手食指置于

外环下方作为指引，用组织剪沿内环与外环联合处环形剪除多余

包皮，于包皮切缘２、５、８、１１点处分别做减张切口（刀尖向上）。
以无菌干纱布包扎阴茎干，并填塞于内环下，４ｈ后即可去除。瞩
咐患者术后保持包皮创缘干燥，避免水、尿液污染［１］。

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手术前会阴部备皮。碘伏消毒术野皮
肤，消毒范围为阴茎及周围１５ｃｍ区域皮肤。消毒完毕，铺无菌手
术孔巾。用１％利多卡因（不含肾上腺素）约２０ｍＬ，进行阴茎根
部阻滞麻醉，局麻完毕后按摩阴茎注射部位，１～２ｍｉｎ后用血管
钳试夹包皮远端，受术者无疼痛时即可手术。选择合适型号的包

皮环切金属套圈，套入阴茎体，将包皮向外翻转完全覆盖金属套

圈，并向阴茎根部牵拉、保持自然平整，暴露冠状沟，如果包皮口

狭窄或包茎，先行阴茎包皮背侧纵行切开。７号丝线结扎固定上
翻的包皮于金属套圈上。在距离冠状沟约０５ｃｍ处（系带处保
留约０８ｃｍ）ＣＯ２激光环形切除多余包皮，移去金属套圈及切下的
包皮组织，顺序逐一查找血管，５－０丝线结扎，查无活动性出血，
包皮内外板自然合拢，４－０可吸收线于０、３、６、９点各缝合一针，
再依次逐个象限缝合包皮内外板。消毒并无菌干纱布包扎，弹力

网套固定。瞩患者术后保持包扎敷料清洁干燥。

１３　观察内容及评价
观察内容：（１）观察并记录两种治疗方法的手术时间：由手

术医师进行评价并记录；（２）记录两种治疗方法的医疗费用；
（３）观察并记录两组术后切口疼痛、切口出血、包皮水肿，切口
裂开等并发症情况：①术后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ＡＳ），记录术后２４ｈ内疼痛评分。成人自行完成，儿童由其家
属协助共同完成。②术后切口出血、包皮水肿、切口裂开由受
术者或者和其家属、手术医师共同完成；（４）观察并记录两种手
术方法的切口愈合时间：由手术医师评价并记录；（５）切口愈合
外观：由手术医师与受术者共同完成。本研究临床观察结果评

价：（１）好：切缘光整、自然，线型愈合，无瘢痕，无皱褶；（２）中
等：切缘愈合较好，切缘有线结瘢痕或者轻度皱褶瘢痕；（３）差：
切口愈合不光整、有高低不平，皱褶瘢痕明显。受术者术后４～
６周来院复诊时，记录每例术后包皮切缘是否线性愈合、光整、
高低不平、皱褶瘢痕等情况，并指导受术者进行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两组间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ｔ检验。两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１２８０例手术均成功完成，术中无不适，术后嘱受术者保持

手术部位清洁干燥、定期来院换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３～５ｄ。
术后均完成随访。

平均手术时间Ａ组和 Ｂ组分别为（５±２）ｍｉｎ和（２４±５）
ｍｉ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医疗费用 Ａ组
（９８５±４７）元、Ｂ组（４７２±３９）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Ｂ两组术后２４ｈ内切口疼痛评分分别为（７３±
１５）、（２５±０７）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Ａ、Ｂ两组术后２４ｈ切口出血发生率分别为０％（０／５５７）、０７４％
（４／５４２），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两组术
后包皮水肿发生率分别为５２１％（２９／５５７）、４０６％（２２／５４２）；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组术后切口裂
开发生率分别为３２３％（１８／５５７）、２４０％（１３／５４２）；两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两组术后切口愈合时间
分别为（１８±６）ｄ、（１６±４）ｄ，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Ｂ两组切口愈合外观比较，Ａ组愈合好的比例占
９９４６％（５５４／５５７），中等的比例占０５４％（３／５５７），差的比例占
０％（０／５５７）；Ｂ组愈合好的比例占８８６％（４８／５４２），中等的比
例占９０２２％（４８９／５４２），差的比例占０９２％（５／５４２），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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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包皮口小，包皮紧包着阴茎头而掩盖尿道口，不能翻转露

出阴茎头时称为包茎（ｐｈｉｍｏｓｉｓ）；包皮虽全部遮掩尿道口但可
向上翻转显露出全部阴茎头时称为包皮过长（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
ｐｕｃｅ）［２］。包茎、包皮过长对生殖健康有很多不利的影响，特别
是包茎，可以影响阴茎的发育，形成尿道口狭窄，甚至排尿困

难；对成人会影响正常的性生活［３］；长期包皮垢刺激常引起包

皮龟头炎，是诱发阴茎癌的重要因素之一；包茎易诱发白斑病

变，为癌前病变；也可以引起女性性伴侣的宫颈炎，甚至诱发宫

颈癌。在性传播疾病方面，包皮过长与 ＨＩＶ易感性有关［４］。近

些年研究表明，男性包皮环切被认为是一种艾滋病预防和生殖

健康的“外科疫苗”［５］。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进行的随机实

验表明，包皮环切术可以降低在与异性性交时感染艾滋病病毒

的风险［６－８］。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等［９］报道包皮环切术可以使经阴道性交

ＨＩＶ感染率降低５５％～７６％。
临床上包皮环切术式有很多种，比如传统包皮环切术、袖

套式包皮环切术、分层包皮环切术等，近些年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
术开展的单位比较多，由于其手术过程中 ＣＯ２激光起到边切割
组织边止血的作用，所以出血很少，手术野清晰，便于处理血

管、缝合等操作，而受到临床医生的欢迎，是男科门诊的主要术

式之一。商环包皮环切术是采用芜湖圣大医疗器械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商环，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进行包皮环
切，自２００８年中国安徽皖南医学院彭弋峰教授开展此项目以
来［１０］，经过标准化培训，迅速在全国多家医院开展。虽然手术

医生需要进行操作培训，但非常容易掌握其要点，相比ＣＯ２激光
包皮环切术操作简单，只要商环选择合适、佩戴时包皮内外板

和系带处保留恰当、固定牢靠，手术即完成，不用处理血管，也

不用缝合包皮内外板，手术时间大大缩短。

同样用１％利多卡因进行阴茎根部阻滞麻醉，发现商环包皮
环切术术后４ｈ内（多数１～２ｈ内）疼痛的比例远高于ＣＯ２激光包
皮环切术，一方面是因为利多卡因作用时间较短，另一方面更主

要的原因是“商环”对包皮组织的卡压引起，解决的办法是局麻

药采用利多卡因注射液 ５ｍＬ（１００ｍｇ）＋布比卡因注射液 ５ｍＬ
（３７５ｍｇ），用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ｍＬ稀释联合进行阴茎根部
阻滞麻醉，既能确保手术时麻醉效果，也延长了麻药的作用时效，

可以顺利度过疼痛期，这样术后疼痛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临床观

察发现，绝大多数疼痛发生在１～２ｈ内最剧烈，４ｈ以后疼痛明显
减轻，这与受到卡压的包皮组织末梢神经已发生坏死有关。

商环包皮环切术无一例发生术后出血，主要是因为手术时

是用商环的内外环卡压包皮，无血管的切断、断端暴露，更无需

结扎或者电凝处理血管。而 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时血管被切断，
需要查找血管断端，采用结扎或者电凝，这样就有可能遗漏个

别隐蔽的血管断端，也可能是处理血管断端不牢靠，线结滑脱，

造成术后２４ｈ内会有出血的病例发生。
Ａ、Ｂ两组包皮环切手术后包皮水肿、切口裂开比较并无统

计学意义，主要是本研究小组对商环包皮环切术术后处理有

关。本研究小组手术医生特别强调受术者术后务必保持手术

部位清洁干燥，不可以沾染水、尿液，排尿时要预先用纸保护好

手术部位，并且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３～５ｄ，隔２～３ｄ来院复
诊、换药。临床上发现切口只要是沾染水或者尿液，又没有及

时换药，伤口多数会水肿、裂开，愈合也会相应延迟。相反，只

要能做到保持清洁干燥，包皮切缘就会干燥、结痂，１２～１４ｄ拆

环后切缘一期愈合。所以，商环包皮环切术后并发症包皮水

肿、切口裂开是可控的，预防是关键［１１］。

Ａ、Ｂ两组包皮环切术后的外观截然不同，商环包皮环切术
由于不需要用缝线缝合包皮内外板，商环内外环卡压包皮组织

使远端坏死脱落，边脱落边愈合，只留下线性愈合痕迹，切缘整

齐［１２］。ＣＯ２激光包皮环切术需要用缝线缝合包皮内外板，必然
会留下缝合的痕迹，有的术者选择可吸收线缝合，术后不拆线，

实际愈合过程并不会等到可吸收线被吸收，而是通过可吸收线

切割被缝合组织而缝线脱落，这样愈合后的切口会不光整甚至

高低不平，影响外观，术后即使很长时间也难以自我修复光整。

商环组术后切口愈合外观光整、外形美观［１３］，就诊者满意度很

高，这与程跃等［１４，１５］报道的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商环包皮环切术具有手术操作简单、手术时间

短、术后并发症相对少，更重要的是术后愈合外形美观，符合就

诊者的心理期望与需求，虽然手术支出费用较高，但仍然不失

为临床上值得推广的包皮环切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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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损伤的相关分析
王群丽１　刘菲２

１常山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２００
２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产科，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研究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损伤的情况，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选取
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于妇科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１８９５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中的泌尿系损
伤发生率进行统计，并比较其中不同年龄、盆腔手术史、盆腔粘连情况、手术类型、子宫体积、子宫内膜异位

症及电凝电切功率患者的发生率，并将上述因素与泌尿系损伤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进行处理。结果：
１８９５例患者中共发生 １１例泌尿系损伤，发生率为 ０５８％，其中输尿管损伤 ３例（０１６％）、膀胱损伤
８（０４２％），不同年龄者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其中有盆腔手术史、盆腔粘连、子宫全切术、子宫
体积较大、存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电凝电切功率过大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患者，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其均与
泌尿系损伤有密切的关系，Ｐ均＜００５，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损伤的发生
率较低，但是危害较大，其中盆腔手术史、盆腔粘连、手术类型、子宫体积较大、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电凝电切

功率较大均是其高危因素。

【关键词】　妇科腹腔镜手术；泌尿系统损伤；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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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腹腔镜手术是临床常用的手术方式，关于手术的相关
研究也较多，其中手术并发症防控的相关研究尤其多。因本类

手术位置的特点，其相对于其他部位的手术更易发生泌尿系的

损伤，故临床对于此类手术患者泌尿系损伤的相关研究并不少

见，但是众多研究差异相对明显，尤其是对于此类手术泌尿系损

伤的危险因素的研究差异极为突出，因此对此方面的进一步探

讨极为必要，以达到有效提升手术安全性的目的［１，２］。本文中

我们即就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损伤的情况进行观察

研究，并探讨其相关因素，现将观察结果分析并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于我院妇科进行腹腔镜手
术治疗的所有患者共１８９５例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４～７３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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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４６９±７９）岁，其中 ＜４５岁者 ４５６例，４５～６０岁者 ９８４
例，＞６０岁者４５５例；有盆腔手术史者１１５例，无盆腔手术史者
１７８０例；存在盆腔粘连者１２０例，非盆腔粘连者１７７５例；手术类
型：子宫次全切除术５４５例，肌瘤剔除术７８９例，卵巢囊肿剔除
术３２０例，其他２４１例；子宫体积：正常１１２７例，如孕６周者５０２
例，如孕８周者２６６例；子宫内膜异位症者２０３例，非子宫内膜
异位症者 １６９２例；电凝电切功率：正常者 １８２０例，过大者 ７５
例。所有患者均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本研究。

１２　方法
将１８９５例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的的泌尿系损伤发生率进

行统计，并比较其中不同年龄、盆腔手术史、盆腔粘连情况、手

术类型、子宫体积、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电凝电切功率患者的发

生率，并将上述因素与泌尿系损伤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进
行处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涉及的统计数据为泌尿系损伤发生率，其以率的

形式表示，其为计数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进行 χ２检验处
理，且研究因素与泌尿系损伤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设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不同基本情况及手术情况患者泌尿系损伤发生率比较

１８９５例患者中共发生１１例泌尿系损伤，发生率为０５８％，
其中输尿管损伤３例（０１６％），膀胱损伤８例（０４２％），不同
年龄者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其中有盆腔手术史、
盆腔粘连、子宫全切术、子宫体积较大、存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及

电凝电切功率过大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患者，Ｐ均＜００５，
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不同基本情况及手术情况患者泌尿系损伤发生率比较

项目 输尿管损伤 膀胱损伤 总数

年龄 ＜４５岁（ｎ＝４５６） １（０２２） ２（０４４） ３（０６６）

４５～６０岁（ｎ＝９８４） １（０１０） ４（０４１） ５（０５１）

＞６０岁（ｎ＝４５５） １（０２２） ２（０４４） ３（０６６）

盆腔手术史 是（ｎ＝１１５） ２（１７４） ６（５２２） ８（６９６）①

否（ｎ＝１７８０）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７）

盆腔粘连 是（ｎ＝１２０） ２（１６７） ６（５００） ８（６６７）②

否（ｎ＝１７７５）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７）

手术类型 子宫次全切除术（ｎ＝５４５） ３（０５５） ６（１１０） ９（１６５）③

肌瘤剔除术（ｎ＝７８９） ０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３）

卵巢囊肿剔除术（ｎ＝３２０） ０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其他手术（ｎ＝２４１） ０ ０ ０

子宫体积 正常（ｎ＝１１２４） 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如孕６周（ｎ＝５０２） １（０２０） ３（０６０） ４（０８０）⑤

如孕８周（ｎ＝２６６） ２（０７５） ３（１１３） ５（１８８）④

子宫内膜异位症 是（ｎ＝２０３） ２（０９９） ６（２９５） ８（３９４）⑥

否（ｎ＝１６９２）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２） ３（０１８）

电凝电切功率 正常（ｎ＝１８２０） １（００６） ５（０２７） ６（０３３）

过大（ｎ＝７５） ２（２６７） ３（４００） ５（６６７）⑦

　　注：与无盆腔手术史者比较，①Ｐ＜００５；与无盆腔粘连者比较，②Ｐ＜００５；与其他手术类型者比较，③Ｐ＜００５；与子宫体积正常及如孕６周者比

较，④Ｐ＜００５；与子宫体积正常者比较，⑤Ｐ＜００５；与无子宫内膜异位症者比较，⑥Ｐ＜００５；与电凝电切功率过大者比较，⑦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因素与泌尿系损伤的关系分析
以盆腔手术史、盆腔粘连情况、手术类型、子宫体积、子宫

内膜异位症及电凝电切功率为自变量，以泌尿系损伤发生为因

变量，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其关系，结果显示，上述因素均与泌尿
系损伤有密切的关系。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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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因素与泌尿系损伤的关系分析

因素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盆腔手术史 ７８４６ ＜００５ ５０３２ １６６９～８５７９

盆腔粘连 ８４４７ ＜００５ ５２２７ １７９３～９１４６

手术类型 ６９１０ ＜００５ ４７９８ １７２１～８２４０

子宫体积 ８５７６ ＜００５ ５３４０ １８１５～１０３６５

子宫内膜异位症 ６７６４ ＜００５ ４６５０ １６２４～７９９７

电凝电切功率 ８２５０ ＜００５ ５２６８ １８０３～１０１８７

#

　讨论
妇科手术的临床应用率较高，关于妇科手术的相关围术期

研究临床也较为多见，不仅仅是手术方式为研究的重点，与安

全性相关的并发症控制也是研究的热点［３，４］，其中泌尿系损伤

作为本类手术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对于此类并发症的防控日

益引起临床的重视。另外，较多研究显示，腹腔镜手术在导致

泌尿系损伤中的几率相对更高［５，６］，因此对于妇科腹腔镜手术

患者进行泌尿系损伤发生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重

要及必要。国内外的较多研究普遍认为［７－１１］，腹腔镜手术的手

术视野相较于开腹手术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因患者个体差异

的存在，加之手术操作者经验的不同，对于输尿管的处理方式

即存在一定差异，而腹腔镜处理的难度相对较大，因此其更易

于在手术过程中受到创伤。而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治疗的过

程中因腹腔疾病，尤其是粘连及肌瘤等情况的存在，导致输尿

管等位置受到不良影响，甚至出现牵拉的情况，因此也大大提

升了其受到损伤的几率。

本文中我们就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损伤的情况，

并探讨其相关因素进行观察研究，发现１８９５例患者中共发生
１１例泌尿系损伤，发生率为０５８％，且其中膀胱损伤的发生率
明显高于输尿管损伤，而这与临床的一些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１２，１３］，提示我们尤其应重视对膀胱损伤的控制措施的制定。

另外，除年龄因素对患者的泌尿系损伤发生率无影响外，盆腔

手术史、盆腔粘连、子宫全切术、子宫体积较大、存在子宫内膜

异位症及电凝电切功率过大均是导致此类手术患者泌尿系损

伤发生率增高的重要因素，且上述因素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
示均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与上述因素均可

导致对泌尿系器官的误识及电灼过度等有关［１４，１５］，因此在有效

防控上述因素的同时还应加强对手术操作者经验的积累及技

术的完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泌尿系统

损伤的发生率较低，但是危害较大，其中盆腔手术史、盆腔粘

连、手术类型、子宫体积较大、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电凝电切功率

较大均是其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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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行子宫全切术后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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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难治性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行子宫全切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重点研究经
阴道子宫全切术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价值。方法：纳入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我院行子宫全切的难
治性功血患者４７１例，出院２年后统计其阴道顶端脱垂得分、压力性尿失禁程度、女性性功能诊断适用量表
得分、更年期综合征发生情况，以此评估生活质量并将患者划分为生活质量良及差组。同时统计患者年龄、

职业、学历、心血管疾病史、吸烟史、基线雌二醇、手术方式，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明确患者生活质量

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吸烟史、基线雌二醇、手术方式可能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年龄、手术方式为术后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上述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手术方式是难治性功血患者行子宫全切后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之一，阴式子宫切除术有
助于预防患者生活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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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为更年期女性常见症状，与卵
巢功能衰退、孕激素生成受抑制有关［１］，由于子宫内膜长期受

单一雌激素作用，功血往往不单独出现，多伴随子宫内膜增

生［２］。一旦发展至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过长阶段，即意味可能

出现子宫内膜癌，此时需当机立断切除子宫。但子宫切除后患

者性生活可能受到影响，且各种常见术式均可能导致阴道顶端

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３］。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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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患者行子宫全切后生活质量的独立

影响因素，以期指导临床治疗，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１）参考病史、体格检查、诊断性刮宫确诊为功
能性子宫出血；（２）患者经常规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而行子宫
全切术治疗；（３）手术时间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术
后切口愈合良好；（５）已婚且夫妻关系正常，随访期间未脱离；
（６）智力正常，可准确理解各量表；（７）重要脏器功能正常。纳
入符合上述条件患者共４７１例，年龄３８～５９岁，平均（４８２±
６１）岁，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

调查工具：（１）我院自制一般资料统计问卷，主要调查年
龄、职业、学历、既往病史等一般信息；（２）参考 Ｂａｄｅｎ－Ｗａｌｋｅｒ
ｈａｌｆｗａｙ系统评分法评价患者阴道顶端脱垂情况，得分范围０～４
分，分数越高提示脱垂越严重；（３）参考《妇科内镜学》（夏恩兰，
２００１）相关标准统计压力性尿失禁发生情况，得分范围０～３分，
分数越高提示尿失禁越严重；（４）应用女性性功能诊断使用量
表（岳文浩，２０００）统计患者性生活情况，参考得分将患者划分
为０～Ⅲ度，并分别赋分０～３分，得分越高提示对性生活影响
越严重；（５）根据体征，参考ＷＨＯ相关标注诊断更年期综合征，
并对有、无分别赋分１、０分。

研究方法：对患者行持续随访，于出院后２年时应用上述工
具统计如下数据：年龄、职业、学历、心血管疾病史、吸烟史、雌

二醇水平、手术方式、阴道顶端脱垂情况、压力性尿失禁情况、

性生活情况、更年期综合征情况。以阴道顶端脱垂得分、压力

性尿失禁得分、性生活受影响得分、更年期综合征得分之和计

算术后生活质量，以中位数分界，将得分≥中位数的患者纳为
生活质量差组，得分 ＜中位数的患者纳为生活质量良组，分析
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按（珋ｘ±ｓ）表

示，计数资料按［ｎ（％）］表示，单因素分析行χ２及ｔ检验，多因

素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均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备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表明：生活质量良组年龄明显更低、具备吸烟

史者明显更少、雌二醇水平明显更低、行阴式手术者明显更多，

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项目 生活质量良 生活质量差 ｔ／χ２ Ｐ

例数 ２３５ ２３６

年龄 ４５２±５１ ５１４±５５ －１２６８４ ＜０００１

职业 　２０２０ 　０５６８

农民 １３３（５６６） １４８（６２７）

工人 ４１（１７４） ３８（１６１）

行政工作者 １９（８１） １５（６４）

其它 ４２（１７９） ３５（１４８）

学历 ０６６２ ０４１６

初中及以下 １５２（６４７） １６１（６８２）

高中及以上 ８３（３５３） ７５（３１８）

心血管疾病史 ８９（３６６） ９８（４１５） ０６５６ ０４１８

吸烟史 ６８（２８９） ４５（１９１） ６２８８ ００１２

雌二醇水平 ９０５±５８ ９５１±６３ －８２４３ ＜０００１

手术方式 ２２７４７ ＜０００１

阴式手术 １３３（５６６） ８２（３４７）

腹腔镜手术 ３７（１５７） ５３（２２５）

经腹手术 ６５（２７７） １０１（４２８）

２２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纳入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结果，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年龄、手术方式为术后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上述

结论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β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年龄 －１８２１ １５１９２ ＜０００１ １５１２ １０２１～１７８８

吸烟史 １３３１ ２３５２ ０３８１ １１３３ ０６１２～１５２１

雌二醇水平 －０９０１ １９２５ ０１８３ ０５４４ ０３５５～１３１０

手术方式 －１７０８ ２０７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７８８ １５２１～２５８６

　　注：年龄按连续变量赋值；吸烟史按有＝１，无＝０赋值；基线雌二醇按连续变量赋值；手术方式按阴式手术 ＝１，腹腔镜手术 ＝２，经腹手术 ＝３赋
值；生活质量按良＝１，差＝０赋值

#

　讨论
女性盆腔解剖结构复杂，各部分相互关联，互为整体［４］。

子宫全切术不仅可直接破坏患者骨盆底结构，还会影响盆底神

经及其它器官血供，进而造成诸多不良症状，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故临床多推荐尽可能通过其他方案治疗难治性功血［５］。然

而部分患者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单独作用，很可能已形成子

宫内膜不典型增生，而导致常规治疗方法难以奏效，为避免疾

病进一步演化为子宫内膜癌，建议行子宫切除，为尽可能保证

此类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可能还需从其它方向入手。

本例首先将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总结为四部分：（１）阴道顶
端脱垂。由于骨盆底支持结构受损，可能导致阴道前后壁从正

常位置下降、脱垂，这可能导致阴道脱出肿物、异物感、腰骶疼

痛等，还可能影响正常大小便［６］，进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２）
压力性尿失禁。子宫全切术多需下推膀胱及直肠，这可能导致

交感及副交感神经损伤，或直接影响尿道膀胱连接处，进而导

致膀胱麻痹，使患者出现压力性尿失禁，进而影响其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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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７，８］；（３）子宫全切术势必切断膀胱宫颈等部位血管及神经，
导致阴道组织血供及神经丛供给受影响，这可能导致性功能障

碍，进而影响夫妻生活，导致负性心理事件［９，１０］；（４）子宫全切
术可能影响卵巢血供，进而影响激素生成及释放，使患者出现

头痛、夜尿增多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１１－１３］。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和手术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患

者术后生活质量。年龄可能通过影响患者身体基础功能，进而

影响术后生活质量。阴式手术能够更好地保障患者生活质量，

则可能因为其符合微创技术的基本原则，且避免了腹腔镜手术

带来的腔镜并发症［１４，１５］，术后体表无明显伤痕，可有效满足患

者美观需求，同时其价格较为低廉，符合患者术前心理需求。

另外，相较于经腹手术，阴道手术对患者创伤较小，这可能也有

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无论行何种手术方案，均有部分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差、另

一部分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好，这提示手术方案对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这可能是因为患者生活质量可能与其

所处生活环境有更直接的关系，良好的生活环境可能使患者情

绪更佳、心理状态更好、社会能力逐步提升，进而使其总体健康

状况更好，生活质量也因而减少。同时，性生活质量可能还与

夫妻双方的默契程度、对性生活的信心有关，性高潮更倾向于

属于精神产物，故术后强化夫妻感情交流，可能有助于更好地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总之，手术方式可能直接影响难治性功血患者行子宫全切

术后生活质量，采用阴道手术方案能够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

但考虑到全子宫切除对女性身体的不可逆影响，术后需要强化

夫妻双方感情交流，以更好地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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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早期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应
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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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临床 Ｉ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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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收治的８０例早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根据不同
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实验组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比较两

组疗效及预防感染措施。结果：实验组９５％对治疗方案疗效显著，显著高于对照组（疗效有效率为８５％）
（Ｐ＜００５）；实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数、住院时间以及术后补充治疗间隔等指标显著少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结论：早期子宫内膜癌样腺癌患者采用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治疗效果理想，患者术后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预防感染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早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治疗效果；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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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样腺癌是临床上常见的妇科疾病，这种疾病发病
率较高，且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其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

患者发病后临床症状显著，主要以子宫出血、月经不调等为

主［１］。目前，临床上对于子宫内膜样腺癌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

法，它对放射治疗不甚敏感，更多地患者选择手术治疗。传统

手术主要以开腹手术治疗为主，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改善患者症

状，但是长期疗效欠佳，复发率较高，手术对患者创伤也比较

大［２］。近年来，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早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

者中广为使用，且效果理想，该手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

量少、术后恢复快等特点［３］。为了探讨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

临床Ｉ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及预防感染措
施，选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收治的８０例早期子宫
内膜样腺癌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院收治的８０例临床Ｉ期
早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治疗方案将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有患者４０例，年龄为３２３～
８０９岁，平均年龄为（５５７±３１）岁，ＢＭＩ为１９～２９ｋｇ／ｍ２，平均
ＢＭＩ为（２３２３±５３７）ｋｇ／ｍ２；对照组有患者４０例，年龄为３３１
～８０９岁，平均年龄为（５７４±１３）岁，ＢＭＩ为１９３～２８７ｋｇ／
ｍ２，平均ＢＭＩ为（２２８８±５５）ｋｇ／ｍ２。患者对治疗方案、护理措
施等有知情权，患者性别、年龄、ＢＭＩ等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及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１）入选患者均符合早期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

标准，且患者均为良性肿瘤，子宫体积 ＜１２孕周，体重指数
（ＢＭＩ）＜３５ｋｇ／ｍ２；（２）入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署
同意书［４］。

排除标准：（１）不符合诊断标准者；（２）存在手术禁忌症者；
（３）其他恶性肿瘤者；（４）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５）治疗
依从性差，不能配合实验者。

１３　手术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方法如下：根据患者临床

症状、病史等行传统经腹筋膜外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手术加盆

腔淋巴清扫术，手术相关操作步骤必须严格遵循相关规定

操作［５，６］。

实验组采用腹腔镜筋膜外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手术加盆

腔淋巴清扫术。方法如下：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病史等采用全

身麻醉，患者取头低脚高截石位。在脐孔上４ｃｍ处做一个长为
１ｃｍ的水平切口，刺入气腹针并注入ＣＯ２建立气腹，气腹压力控
制在１２～１４ｍｍＨｇ，然后置入腹腔镜，观察患者盆腔、腹腔镜，并
进行腹水脱落细胞检查。对于宫颈下移程度超过１ｃｍ时在双
侧髂前上棘内侧做一个长为３ｃｍ的切口作为第二和第三穿刺
孔；对于宫颈下移小于１ｃｍ时，则在麦氏点和反麦氏点做第二
和第三穿刺孔。采用电切双侧子宫圆韧带，高位电凝切断患者

卵巢动脉和静脉，打开阔韧带和膀胱反射腹膜将子宫动脉及静

脉、骶韧带切除，清除髂总动脉、髂外动脉、髂内动脉等处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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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然后转入阴式手术，手术完毕后分别在左、右髂血管区放

置两根引流管。患者手术后采用抗菌药物等预防感染［７，８］。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消失，实验室指标正常；好转：

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得到改善，实验室指标部分异常；无效：

患者病情没有明显变化或病情加重。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分析，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采用 ｎ（％）

表示，计量资料行ｔ检验，采用均数±方差（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本次研究中，实验组９５％对治疗方案疗效显著，显著高于
对照组（疗效有效率为８５％）（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４０ ３５（８７５） ３（７５） ２（５０） ３８（９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７（６７５） ７（１７５） ６（１５０） ３４（８５０）

χ ／ 　５９３

Ｐ ／ ＜００５

　　注：Ｒ实验组 ＝０３０９２，Ｒ对照组 ＝０９３０９，实验组置信区间在（０１１９，
０５２０１）；对照组置信区间在（０３３８４，０９４３２）；Ｕ＝４９９３＞Ｕ００１／２，故存
在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术中与术后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数、住

院时间等指标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术中与术后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淋巴结数（个） 住院时间（ｄ）

实验组 ４０ １５３４±３４６ ９２６±７３６ ２０１±７９ ８７±６９

对照组 ４０ ２０６８±４０８ １８７５±１０１７ ２３４±９８ ９４±２３

ｔ ／ １９５３ ２０４４ １９７７ ２１０９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样腺癌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发病率

较高，且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其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患

者发病后临床症状显著，患者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

将会诱发其他疾病，严重者将威胁其生命［９，１０］。常规方法更多

的以手术治疗为主，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改善患者症状，但是手

术创伤较大，治疗预后较差［１１］。

近年来，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子宫内膜癌样腺癌患者中

广为使用，且效果理想，本次研究中，实验组９５％对治疗方案疗
效显著，显著高于对照组（有效率为８５％）（Ｐ＜００５）。腹腔镜
辅助阴式手术和传统开腹手术相比优势较多，该手术具有术中

出血量少、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并且患者手术后疼

痛也相对比较轻，不会留下任何疤痕［１２］。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子

宫全切术更多的是在传统腹腔镜子宫全切除基础上发展而成

的一种新型的微创手术方法，该手术的创新点在于将腹腔镜手

术和阴道手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因此，可以说腹腔镜辅助下阴

式子宫全切术和传统的腹腔镜手术是相辅相成的［１３］。根据相

关研究结果显示［１４］：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处理患者子宫附件、

子宫血管以及盆腔内粘连等方面更加简便，手术过程中能够清

晰显示局部解剖结构，减少患者创伤。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数、住院时间以及术后补充治疗间

隔等指标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腹腔镜手术感染率相对比较少，出现感染主要是由于术中

不按照常规消毒器械和操作过程中缺乏无菌观念或没有采用

预防性的抗菌药物等有关。为了降低患者术后感染率，相关部

门应该严格掌握腹腔镜手术指征，并做好患者术前、术后消毒

工作，加强患者预防性抗菌药物的使用，提高术后预后［１５］。

综上所述，早期子宫内膜癌样腺癌患者采用腹腔镜辅助阴

式手术治疗效果理想，患者术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感染

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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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嵊泗县２４１８０例宫颈癌及１４９６６例乳腺癌筛查结果进行分析，了解嵊泗县妇女宫颈
癌和乳腺癌发病率情况，为今后当地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对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
期间自愿参加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的２５～６５岁妇女进行筛查。结果：志愿筛查的妇女中，共发现宫颈癌１６
例、乳腺癌７例、宫颈上皮瘤变９８例。宫颈癌好发于４５～６５岁，检出人数占总检出人数的９３７５％；乳腺癌
多见于４５～５５岁，检出人数占总检出人数的４２８５％；文化程度越低，患病比例越高，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
文化妇女患病比率最高，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被检出人数分别占被检出总人数的６２５０％和５７１３％，与初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组被检出人数比较，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积极宣传健康知识，提高妇女健
康意识，针对特殊年龄段重点防范，尽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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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居于我国女
性恶性肿瘤的前两位，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我国妇

女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１－３］。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

本地区妇女的发病率和患病妇女的死亡率，改善其生活质量，

提高妇女的疾病防范意识［４－６］，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嵊泗县在国
家“两癌”筛查项目基础上，地方扩展项目人数对自愿参加宫颈

癌和乳腺癌筛查妇女进行免费检查，其中筛查宫颈癌２４１８０例，
乳腺癌１４９６６例。现将筛查结果报道如下，以为今后妇女宫颈
癌和乳腺癌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材料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遵照自愿的原则，组织嵊泗县年龄２５～
６５岁妇女来我妇幼保健所进行宫颈癌及乳腺癌免费筛查，共筛
查宫颈癌 ２４１８０例、乳腺癌 １４９６６例，志愿者筛查平均年龄
（５０１３±８２５）岁，基线资料在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均不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妇科检查：对志愿妇女做常规外阴、阴道、宫颈及子宫附件

检查；对阴道分泌物和宫颈脱落细胞进行实验室检查。

宫颈脱落细胞检查：对宫颈表面无病变的志愿妇女的宫颈

脱落细胞进行巴氏涂片检查，对宫颈表面有明显病变的志愿妇

女按照ＴＢＳ分类法进行液基细胞学检查。
乳腺检查：采用常规体检和高频 Ｂ超检查，对部分疑似乳

腺癌妇女进行钼靶检查。

筛查调查表统一使用国家项目表格，技术人员均经项目培

训，协助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由县妇幼保健所等专业部门承担，

避免不规范操作。

１３　诊断标准
宫颈癌确诊标准：对常规检查阳性的妇女进行宫颈阴道镜

及多点活检，结合临床表现、细胞学检查结果和组织病理结果

确诊。

乳腺癌确诊标准：常规体检阳性的妇女进行钼靶检查，必

要时行乳腺穿刺细胞学检查，结合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检查

进行确诊。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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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各年龄段妇女筛查结果

２４１８０例宫颈癌及１４９６６例乳腺癌筛查结果中，共发现宫
颈癌１６例，占总人数的６６１７／１０万；宫颈上皮瘤变９８例，占总
人数的 ４０５２９／１０万；乳腺癌 ７例，占总人数的 ４６７７／１０万。
数据显示宫颈癌好发于４６～６５岁妇女，该年龄段的检出人数占
总检出人数的９３７５％，且宫颈上皮瘤变年龄分布趋势与之几
乎相同；乳腺癌亦多见于４６～５５岁妇女，该年龄段检出的人数
占总检出人数的４２８５％。见表１。

表１　各年龄段妇女筛查情况

年龄（岁） Ｎ 宫颈癌 宫颈上皮瘤变 乳腺癌

２５～３５ ９０９０ ０ １２ １

３６～４５ １０１８４ １ ２１ １

４６～５５ １０５４９ ７ ４０ ３

５６～６５ ９３２３ ８ ２５ ２

总计 ３９１４６ １６ ９８ ７

２２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筛查结果
本课题对被检出的患者文化程度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越低，患病人数比例的越高，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

化妇女患病比率最高，分别占被检出总人数的 ６２５０％、
７５１４％、５７１３％，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组被检出人数比
较，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筛查情况

文化程度 Ｎ 宫颈癌 宫颈上皮瘤变 乳腺癌

小学及小学以下 ９７８６ １０ ５６ ４

初中 ９９９２ ４ ２２ １

高中及中专 １０００７ ２ １４ １

大专及以上 ９３６１ ０ ６ １

总计 ３９１４６ １６ ９８ ７

#

　讨论
研究发现，乳腺癌和宫颈癌如能早发现、早治疗，可有效的

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７］。嵊泗县对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期间自愿参加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的妇女进行分析，
发现本地区筛查结果明显高于全国统计结果。２０１２年中国卫
生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结果）显示：全国宫颈癌的患病率为１４１／
１０万，乳腺癌的患病率为１０２／１０万，嵊泗县的“双癌”检出率
均显著高于全国患病率，作者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为：（１）
我县加强了相关宣传力度，提高妇女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尤其

中老年妇女积极参加此次筛查。（２）此次研究中优化了筛查技
术，提高了检查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了宫颈癌和乳腺癌阳性病

例的检出率。（３）此次筛查采取了严格的质量监控，对筛查部
门及检测部门均有严格监控标准，降低了两种癌症的筛查漏

诊率。

此次宫颈癌和乳腺癌病变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宫颈癌好发

于４６～６５岁妇女，占检出人数的９３７５％，患者年龄普遍偏大，
这可能是由于年龄较大的妇女免疫力下降，易致 ＨＰＶ病毒感
染，而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发生相关已经得到确认，因此宫颈癌
患病率高相关。除此之外，还可能由于此前宣传力度不够等原

因，未能引起广大妇女注意，未能及时参加检查，发现较晚；乳

腺癌多见于４６～５５岁妇女，占检出人数的４２８５％，作者认为，
此年龄段好发乳腺癌的原因可能是家庭、工作压力较大，并且

此年龄段妇女个人保健意识较差，多数不具备定期乳腺检查的

意识，而乳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患者自身无法尽早发现，从而

导致乳腺癌的发病率较高。研究数据还显示文化程度越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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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病比例越高，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妇女患病比率最

高，其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检出人数分别占被检出总人数的

６２５０％、５７１３％。作者认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卫生意识较
弱，没有自我保健意识或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对于相关卫生宣

传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及对于下发的学习材料没有足够的学

习能力，所以宫颈癌和乳腺癌较容易发生。

宫颈上皮瘤变与宫颈浸润癌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宫颈癌的

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此阶段治疗效果明显，治愈率高，并且发展

到宫颈癌一般需要１０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在此阶段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对宫颈癌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８－１５］。此次筛查宫颈

上皮瘤变检查出９８例，检出率为４０５２９／１０万，其高发年龄段
为４６～５５岁，检出人数占总检出人数的４０８２％，且年龄分布
趋势及文化程度分布趋势与宫颈癌分布趋势相似，可根据此分

布特点对广大妇女进行重点筛查，尽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

由于宫颈癌和乳腺癌症状其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并

且涉及隐私部位，比较敏感，所以宫颈癌和乳腺癌早期很难被

发现，极大的提高了两种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因此积极宣

教健康知识，提高广大妇女的健康知识水平；教授自检方法，提

升妇女自我检测、自我评估能力；提倡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定

期妇科检查，这些对乳腺癌及宫颈癌的早发现早治疗，降低广

大妇女的发病率和患病妇女的死亡率，改善其生活质量，提高

妇女的疾病防范意识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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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陈藕景　祝莹
台州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血清肿瘤标记物中癌胚抗原（ＣＥＡ）、甲胎蛋白（ＡＦＰ）、糖类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糖
类抗原１５３（ＣＡ１５３）及糖类抗原１９９（ＣＡ１９９）在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以２１０例疑似卵巢癌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作为卵巢癌确诊标准，分别对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检
查指标对卵巢癌诊断的灵敏性、特异性及诊断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中共有１５０例确诊为卵巢癌。而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检查在卵巢癌诊断中，以 ＣＡ１２５的灵敏性及特异性最高。同时，在所观
察的血清肿瘤标记物中，以ＣＡ１２５检查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最高。结论：血清 ＣＡ１２５可作为早期卵巢癌的
诊断标记物，对提高早期卵巢癌的诊断效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血清肿瘤标记物；卵巢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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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为临床有着较高发病率及死亡率女性恶性肿瘤之
一，其５年生存率较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１，２］。目前临

床研究显示，早期的诊断，并给予有效的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

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对改善患者预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３－５］。但因本病发病隐匿，且临床可用于本病早期诊断的检

查较少，不利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故为有效提高卵巢癌早期

诊断的准确性，我院将临床常用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作为观察指

标，以评价各项血清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结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间共收治疑似卵巢癌
患者２１０例，将所有２１０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入选患者
均存在不规则子宫出血或绝经后出血、下腹疼痛及下腹包块等

临床症状，且经Ｂ超检查可见局部肿块图像。患者同时需签署
知情同意书。接受观察者中，年龄 ３０～７１岁，平均（５１０３±
１０３３）岁。
１２　观察指标及方法

观察方法：以患者的病理学检查结果对疑似卵巢癌患者进

行确定诊断［６］，同时对癌胚抗原（ＣＥＡ）、甲胎蛋白（ＡＦＰ）、糖类
抗原 １２５（ＣＡ１２５）、糖类抗原 １５３（ＣＡ１５３）及糖类抗原 １９９
（ＣＡ１９９）检查所得结果进行统计，计算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检查对卵巢癌诊断的灵敏性、特异性及诊断价
值。以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检查作为待测检查，
以病理学检查作为确诊检查，待测检查灵敏性 ＝待测检查及确
诊检查均阳性者／确诊检查阳性者×１００００％，待测检查特异性
＝待测检查及确诊检查均阴性者／确诊阴性者×１００００％。
检查方法：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检查均需于

患者入组后次日清晨进行，抽取患者空腹肘静脉血，以 Ａｂｂｏｔ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ｉ２０００ＳＲ检测仪及其配套试剂进行检测。所得结果
中，ＣＥＡ＞５ｎｇ／ｍＬ，ＡＦＰ＞１３４ｎｇ／ｍＬ，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ｍＬ，ＣＡ１５３
＞３０Ｕ／ｍＬ，ＣＡ１９９＞３７Ｕ／ｍＬ为阳性。病理学检查于抽取患者
静脉血后进行，对患者所留取的卵巢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以

所得结果作为卵巢癌的确定诊断。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ＳＰＳＳ１７０作为统计学分析软件，所有数据均需录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以百
分率描述。诊断价值分析应用 ＲＯＣ分析，以曲线下面积 ＞０５
时表示对具有诊断价值，且以曲线下面积越大表示诊断价值

越高。

"

　结果
２１　血清肿瘤标记物的诊断灵敏性及特异性分析

本研究中共有１５０例确诊为卵巢癌。而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检查在卵巢癌诊断中，以ＣＡ１２５的灵敏性及特
异性最高。见表１。

表１　血清肿瘤标记物的诊断灵敏性及特异性分析

分组
病理检查

卵巢癌 良性病变

灵敏度

（％）
特异性

（％）

ＣＥＡ检查 阳性 １２１ ２６ ７０００ ５６６７

阴性 ２９ ３４

ＡＦＰ检查 阳性 １１０ ２７ ６６６７ ５５００

阴性 ４０ ３３

ＣＡ１２５检查 阳性 １２０ １０ ８０００ ８３３３

阴性 ３０ ５０

ＣＡ１５３检查 阳性 １１０ ２５ ７３３３ ５８３３

阴性 ４０ ３５

ＣＡ１９９检查 阳性 １１６ ２９ ７７３３ ５１６７

阴性 ３４ ３１

２２　血清肿瘤标记物的诊断价值分析
在所观察的血清肿瘤标记物指标中，以ＣＡ１２５检查对卵巢

癌的诊断价值最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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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血清肿瘤标记物的诊断价值分析

组别 面积 标准误 ９５％ＣＩ

ＣＥＡ检查 ０６８７ ００４３ ０６０３－０７７１

ＡＦＰ检查 ０６０７ ００４５ ０５１９－０６９５

ＣＡ１２５检查 ０７３３ ００２３ ０７１６－０８１５

ＣＡ１５３检查 ０４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４６１－０５２２

ＣＡ１９９检查 ０６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５５９－０７３１

#

　讨论
肿瘤标志物为由恶性肿瘤组织或细胞所产生的一类物质，

其可通过脱落入血，导致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含量显著升高，

故目前在多种恶性肿瘤的筛查及诊断汇总，肿瘤标志物均有着

较为广泛的应用［７－１０］。而本研究为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效

果，通过总结众多临床文献，选取在卵巢癌患者中血清含量显

著升高的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指标作为观察项
目，以观察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指标在卵巢癌早
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所观察的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指标，
均为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其中 ＣＥＡ为广泛存在于消化系
统恶性肿瘤组织内的糖蛋白物质，为广谱的恶性肿瘤标志物之

一，在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血清中，均有着显著的升高，故目前

已广泛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诊断中［１１］。ＡＦＰ为胎儿早期含
量较高的血清糖蛋白物质，在正常成年人体内，其含量较低，但

是在肝脏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其血清含量可显著的升高，故目前

认为，在成年人体中，ＡＦＰ含量的升高，可作为诊断原发性肝癌
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２］。同时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则为临床常
用的糖类抗原，其中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分别被认为胰腺
恶性肿瘤、妇科恶性肿瘤及乳腺癌恶性肿瘤诊断中具有一定诊

断及预测价值的血清肿瘤标志物［１３］。故本研究将 ＣＥＡ、ＡＦＰ、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ＣＡ１９９检查指标作为观察指标，以分析对于卵
巢癌早期诊断价值最高的血清标志物。

结果显示，在所有接受观察的２１０例疑似卵巢癌患者中，共
有１５０例患者经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为卵巢癌。而在所观察的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检查指标中，以 ＣＡ１２５对卵
巢癌的诊断灵敏性及诊断特异性最高。同时本研究进一步通

过ＲＯＣ分析对 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及 ＣＡ１９９检查对卵巢
癌诊断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以 ＣＡ１２５检查对
卵巢癌的诊断价值最高。由此可见，在所观察的血清肿瘤标记

物中，ＣＡ１２５对不仅在卵巢癌的诊断中有着最高的特异性，同时
也有着最高的诊断价值。

目前在其他临床研究中，有将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及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作为观察指标，以观察ＨＥ４及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在卵巢癌中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ＨＥ４及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对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均有着一定的诊断价值。且有

研究显示，在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中，ＨＥ４指标的诊断价值明显
高于ＣＡ１２５［１４］。ＨＥ４是发现于人体附睾上皮细胞中物质，其与
细胞外蛋白酶抑制剂存在一定的同源性［１５］。虽然目前临床研

究显示ＨＥ４指标在包括肺癌、甲状腺癌及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

患者的血清检查中均并未见显著的升高，但其在卵巢癌患者血

清检查中却有着显著的升高。但是因为我院尚未将 ＨＥ４作为
常规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指标，故本研究中尚未将ＨＥ４作为观察
指标进行观察。

综上所述：血清 ＣＡ１２５可作为早期卵巢癌的诊断标记物，
对提高早期卵巢癌的诊断效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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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ｒｋｅｒＣＡ１２５．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５（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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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病变与 ＨＰＶ感染的相关关系及危险因素分析
吴筱花１　孙丽萍２

１永康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３００
２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宫颈病变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疑似宫颈病变来我院就诊的５０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诊断治疗结果回
顾性分析后分为正常宫颈组和宫颈病变组，其中宫颈病变组又分为上皮内瘤变组和宫颈癌组。对比各组

ＨＰＶ感染率及各组患者文化程度、首次性生活年龄、流产次数与 ＨＰＶ感染的关系。结果：正常宫颈组 ＨＰＶ
总感染率与上皮内瘤变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９，Ｐ＜００５），正常宫颈组ＨＰＶ总感
染率与宫颈癌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２３，Ｐ＜００５），上皮内瘤变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
宫颈癌组比较，差异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３，Ｐ＞００５）。文化程度与首次性生活年龄与ＨＰＶ
感染有关且两者属于危险因素（Ｐ＜００５，ＯＲ＞１），流产次数与 ＨＰＶ感染无关（Ｐ＞００５）。结论：ＨＰＶ感染
是宫颈病变的主要病因，但与宫颈病变类型无关，文化程度较低与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小是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
因素。

【关键词】　宫颈病变；ＨＰＶ感染；相关关系；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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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病变是女性十分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发病率最高
及危害最大的是子宫颈癌，子宫颈癌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女性

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据流行病学调查，子宫颈癌发病率有

明显的地域差异，发展中国家患病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１］。子

宫颈癌的主要临床表现是阴道分泌物增多、接触性出血、小腹

疼痛、腰痛等。人类乳头状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

１９７４年由德国学者豪森发现并命名的。ＨＰＶ是乳头状病毒亚
群中的一组ＤＮＡ病毒，电镜下呈现２０面对称体，无包膜［２］。经

过数十年的研究，目前已经发现ＨＰＶ的２００多种基因型且ＨＰＶ
与人类宫颈病变有着密切关系，依据致病程度的大小，分为高

危致病型、可能高危致病型、低危致病型。我院现针对５００例疑
似宫颈病变患者展开宫颈病变与 ＨＰＶ感染的相关关系及危险
因素研究，将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疑似宫颈病变来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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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的５０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确诊，并签
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同意书，本次试验符合医学伦理学会

审核。依据诊断治疗结果回顾性分析后分为正常宫颈组和宫

颈病变组。正常宫颈组共 ３０７例，年龄 １９～６７岁，平均年龄
（４２９±２５）岁；体重３９～８８ｋｇ，平均体重（５４４±１０７）ｋｇ；首
次月经年龄１１～１８岁，平均年龄（１４３±２１）岁。宫颈病变组
共１９３例，年龄１９～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３７±３１）岁；体重４２～
８５ｋｇ，平均体重（５３９±９８）ｋｇ；首次月经年龄１２～１９岁，平均
年龄（１４５±２６）岁。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及首次月经年龄
分布适宜，具有代表性。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１５～７０岁；（２）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符

合《黄家驷外科学》的诊断标准［３］；（３）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
能均正常；（４）无子宫切除史、宫颈手术史以及 ＨＰＶ治疗史；
（５）无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或其他生殖系统恶性肿瘤；（６）患者依
从度高，可以完成实验计划者；（７）临床病史资料齐全；（８）均已
告知本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同意参加并签署同意书者。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年龄小于１５岁或大于７０岁；（２）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

功能不正常者；（３）存在子宫切除史、宫颈手术史或 ＨＰＶ治疗
史；（４）存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或其他生殖系统恶性肿瘤；（５）
存在盆腔放射治疗史；（６）患者依从度低，不能完成实验计划
者；（７）临床病史资料缺乏；（８）告知本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
但拒绝参加者。

１４　实验方法
在行 ＨＰＶ检测前，告知患者注意在检查前２４ｈ内无性行

为、检查前７２ｈ内无阴道内检查、阴道冲洗及放置阴道内治疗药
物。同时检查应在非月经期进行。所有患者进行宫颈脱落细

胞学检查，检查均由我院资深妇产科医生执行，使用窥阴器充

分暴露患者子宫颈，阴道分泌物多者先使用棉签擦去分泌物，

再将子宫颈细胞采集刷探入宫颈，刷面在宫颈鳞状上皮和柱状

上皮之间的移行区按照同一方向刷 ５周，将刷取的细胞置于
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ｅｌｌＴｅｓｔ保存液中摇匀后静置［４］。将所获得的标本进

行细胞学制片，然后使用荧光化学信号技术分析出ＨＰＶ感染情
况。对ＨＰＶ阳性的患者进行阴道镜检查并行病理学活检以检
测患者是否存在宫颈病变。被检者排空膀胱后取截石位，使用

窥阴器充分暴露子宫颈，选择合适的阴道镜距离、焦距与放大

倍数后擦去阴道内分泌物。然后依次使用５％的醋酸、５％的碘
溶液涂抹于宫颈，观察子宫颈的情况。对阴道镜检查未发现异

常者分别在移行带３、６、９、１２点多点活检，对阴道镜检查发现异
常者，在异常部位取活检。

１５　观察指标
对比子宫颈正常组和子宫颈病变足ＨＰＶ感染率，及各组患

者文化程度、首次性生活年龄、流产次数与ＨＰＶ感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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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Ｐ＜００５作为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正常宫颈组与宫颈病变组ＨＰＶ感染情况分析

正常宫颈组ＨＰＶ总感染率是１４６６％、上皮内瘤变组 ＨＰＶ
总感染率是１００００％、宫颈癌组 ＨＰＶ总感染率是８７６６％，正
常宫颈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上皮内瘤变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９，Ｐ＜００５），正常宫颈组ＨＰＶ总感染
率与宫颈癌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２３，
Ｐ＜００５），上皮内瘤变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
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３，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正常宫颈组与宫颈病变组ＨＰＶ感染情况分析

组别 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正常宫颈组 ３０７ ４５ １４６６

上皮内瘤变组 ３９ ３９ １００００

宫颈癌组 １５４ １３５ ８７６６

２２　文化程度、首次性生活年龄、流产次数不同人群的ＨＰＶ感
染率分布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及以上 ＨＰＶ阳性率分别是
０２０％、１５４０％，首次性生活年龄≤２０岁、＞２０岁 ＨＰＶ感染率
分别是 １４２０％、２９６０％，流产次数 ＜３次、≥３次分别是
２９２０％、１４６０％，组间相比差异显著（χ２＝４７８，Ｐ＜００５；χ２＝
５１２，Ｐ＜００５；χ２＝４５６，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文化程度、首次性生活年龄、流产次数不同人群的 ＨＰＶ感染率

分布

组别 ＨＰＶ阴性 ＨＰＶ阳性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２９（５８０） １４２（２８４０）

　高中及以上 ２５２（５０４０） ７７（１５４０）

首次性生活年龄（岁）

　≤２０ ２３（４６０） ７１（１４２０）

　＞２０ ２５８（５１６０） １４８（２９６０）

流产次数

　＜３ １９２（３８４０） １４６（２９２０）

　≥３ ８９（１７８０） ７３（１４６０）

２３　ＨＰＶ感染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因素中的文化程度、首次

性生活年龄具有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流产次数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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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ＨＰＶ感染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β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文化程度 １２２６ １９９０５ ００００ ３４０６

首次性生活年龄 ２３８９ ５３６２ ００２１ １２２６

流产次数 １０１２４ ４２２４４ ０１１２ ２１２３５

#

　讨论
子宫颈病变分为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颈癌等。其中子

宫颈癌是目前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的

第二位［５，６］。上皮内瘤变（ＣＩＮ）包括上皮内瘤变Ⅰ型、上皮内瘤
变Ⅱ型、上皮内瘤变Ⅲ型。子宫颈癌主要临床表现是阴道分泌
物增多、接触性出血、小腹疼痛、腰痛等，但一般发病较为隐匿，

早期症状较不典型［７］。若不规律体检，一般发现均较晚，晚期

宫颈癌治疗较为困难。ＨＰＶ是乳头状病毒亚群中的一类 ＤＮＡ
病毒，目前 ＨＰＶ已经发现２００多种基因型，ＨＰＶ与人类宫颈病
变有着密切关系，依据致病程度的大小，分为高危致病型、可能

高危致病型、低危致病型［８－１１］。ＨＰＶ主要通过性接触途径传
播，少数通过生活接触传播［１２－１７］。ＨＰＶ唯一的自然宿主是人
类，主要侵袭人类子宫颈移行上皮区。目前已经明确ＨＰＶ感染
与子宫颈癌关系密切。我院针对疑似宫颈病变患者展开宫颈

病变与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
本研究发现，正常宫颈人群ＨＰＶ感染率显著低于子宫颈病

变人群，但是在子宫颈病变人群中子宫颈癌和上皮内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相似，提示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病变的主要病因，但与
宫颈病变类型无关［１８］。同时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较低与首次性

生活年龄较小人群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于文化程度高和首次性
生活年龄较大人群，提示文化程度较低与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小

是ＨＰＶ的感染危险因素［１９］。原因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可接

受到更好的健康教育，使得首次性行为年龄退后，从而降低了

危险性行为的发生，并减少了妊娠次数，同时可维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以此降低了 ＨＰＶ的感染风险。另外，从本研究中我们
发现，过早的性行为可作为诱发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由于社
会的发展及观念的开放，单身年轻女性多拥有较多的性伴侣，

这就使得ＨＰＶ感染风险明显增加。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有性生
活的未婚女性列入到宫颈癌的筛查工作中。

综上所述，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病变的主要病因，但与宫颈病
变类型无关，文化程度较低与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小是ＨＰＶ感染
的危险因素。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ｉｅｇｅｌＲ，ＷａｒｄＥ，Ｂｒａｗｌｅｙ０，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ｃ

ｅｒｄｅａｔｈｓ．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１，６１（４）：２１２－２３６．

［２］　ＫａｎｇＴＨ，ＫｉｍＫＷ，ＢａｅＨＣ，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ＮＡ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ｏ

ｔｅｎｃｙｂｙａｎｔｉｇｅｎｌｉｎｋａｇｅｔｏＩＦＮ－ｇａｍｍ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０．Ｉｎｔ

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１２８（３）：７０２－７１４．

［３］　吴孟超，吴在德．黄家驷外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Ｃ，ＳｃｈｉｆｆｉｎａｎＭ，ＨｅｒｒｅｒｏＲ，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

ｓｉａｇｒａｄｅ２／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２０１０，１０２（５）：３１５－３２４．

［５］　周庆云，王琪元，田芳，等．甘肃地区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与宫颈

病变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优生优育，２０１１，１７（１）：５－８．

［６］　ＲｏｎｃｏＧ，ＤｉｌｌｎｅｒＪ，ＥｌｆｓｔｒｏｍＫ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ＨＰＶ－ｂａｓ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ｆｏｕ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４，３８３（９９１６）：

５２４－５３２．

［７］　陈志芳，马合甫扎，丁岩，等．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妇女

生殖道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２０１１，２７（８）：６０２－６０５．

［８］　ＺｈａｏＦＨ，ＬｅｗｋｏｗｉｔｚＡＫ，ＨｕＳ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

ｍａ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ｐｏｏｌｅｄ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７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３１

（１２）：２９２９－２９３８．

［９］　李智敏，罗喜平，毛玲芝，等．广东省潮州市１３７５０例妇女宫颈人

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析．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８（４）：３５７－３６０．

［１０］　朱巧玲，吴宜林．ＨＰＶ疫苗预防子宫颈癌的临床应用进展及思

考．医学与哲学，２０１２，３３（１０Ｂ）：５４－５５．

［１１］　徐铁兵，邢春英，王维琴．３５２４５例宫颈癌筛查结果分析．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４）：２３４－２３５．

［１２］　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ＭａｔｔｅｌＣ，ＬａｃｅｙＣＪ，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

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３０（５）：Ｆ１２－Ｆ２３．

［１３］　ＡｒｂｙｎＭ，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ａｇｕｅＸ，ｄｅＳａｎｊｏｓｅＳ，ｅ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２００８．Ａｎ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１，２２（１２）：２６７５－２６８６．

［１４］　吴韶清，廖灿，黄以宁，等．广州地区６４９３例女性生殖道人乳头状

瘤病毒检测结果分析．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６）：

４５３－４５６．

［１５］　ＦｅｒｌａｙＪ，ＳｈｉｎＨＲ，ＢｒａｙＦ，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２００８．Ｉ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０，１２７（１２）：

２８９３－２９１７．

［１６］　ＺｏｕＬ，ＢａｏＹＰ，ＬｉＮ，ｅｔａｌ．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ｖｉｒｕｓ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１，１２（３）：７８１－７８６．

［１７］　姚玉娟．两种术前放化疗方案治疗宫颈癌Ⅱｂ期的疗效比较．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８）：２３４－２３５．

［１８］　ｖａｎＢｏｇａｅｒｔＬ．Ａｒ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ＡｎｎＭ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

Ｒｅｓ，２０１３，３（３）：３０６－３１２．

［１９］　ＬｉＪ，ＺｈａｎｇＤ，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ｏｒ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

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１，１１２（２）：１３１－１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５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第一作者简介】陈坤（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阴式手术
及腔镜手术的临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陈继明，Ｅ－ｍａｉｌ：ｃｊｍｉ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７

阴道旁修补联合骶棘韧带固定术治疗阴道前壁脱垂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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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阴道旁修补（ＶＰＶＲ）联合骶棘韧带固定术（ＳＳＬＦ）在阴道前壁脱垂治疗中
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柳铁中心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７例经盆腔器官脱垂定量
分期法进行分期（ＰＯＰ－Ｑ），确定为子宫及阴道前壁脱垂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３２例行传统经阴道子宫切除术（ＴＶＨ）及阴道前壁修补术，观察组２５例在阴式子宫切除
（ＴＶＨ）基础上行阴道旁修补术（ＶＰＶＲ）及骶棘韧带固定术（ＳＳＬＦ）组合术式。术后定期随访，对手术临床效
果及并发症情况进行评估。结果：两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对照组优于观察组（Ｐ＜００５）；术后随防
１年，观察组的临床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不适感发生率观察组明显低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两组均未发生膀胱、尿道损伤及其他部位损伤。结论：阴道旁修补联合骶棘韧带固定术修复阴道顶
端及中段旁缺陷，较好恢复原有解剖状态，在治疗阴道前壁脱垂中疗效满意。

【关键词】　阴道前壁脱垂；阴道旁修补术；骶棘韧带固定术；阴式子宫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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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前壁脱垂及膀胱膨出往往合并阴道顶端及阴道侧旁
的缺陷，常规的阴式阴道前壁修补术仅仅完成阴道前壁正中缺

陷及膀胱膨出的修复，故复发率较高。如何更好修复阴道前壁

的整体缺陷，减少手术后复发的问题值得关注［１－３］。本文回顾

性分析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
收治的５７例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前壁脱垂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２５例患者在阴式子宫切除（ＴＶＨ）基础上进行阴道旁修补术
（ＶＰＶＲ）及骶棘韧带固定术（ＳＳＬＦ）的组合术式，取得了比较满
意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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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５７例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前壁脱垂患者，排除标准：
（１）排除以阴道后壁脱垂及直肠膨出为主的盆底缺陷，选取子
宫脱垂及阴道前壁脱垂为主的盆底缺陷；（２）排除无法治愈的
内科慢性疾病（如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患者；（３）排除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急性炎症期等其他手术禁忌症患者。以上方案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均充分告知患者及家属手术相关

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按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观察组 ２５例患者年龄 ５５～７５岁，均为绝经后，平均
（６０３±４３）岁，采用阴式子宫切除（ＴＶＨ）加阴道旁修补术
（ＶＰＶＲ）及骶棘韧带固定术（ＳＳＬＦ）组合术式；对照组３２例年龄
４８～７２岁，平均（５３４±３６）岁，采用传统经阴道子宫切除加阴
道前壁修补术。两组年龄及盆腔脏器脱垂量化（ＰＯＰ－Ｑ）分度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ＰＯＰ－Ｑ分度情况

组别 例数
阴道前壁

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阴道后壁

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子宫脱垂

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观察组 ２５ ０ ２ ５ １４ ４ ０ ７ ９ ８ １ ０ １ １８ ２ ４

对照组 ３２ ０ ４ ７ １６ ５ ０ ８ １２ １０ ２ ０ ２ ２２ ４ ４

１２　手术方法及术后随访
术前准备：术前予雌三醇软膏（欧维婷）局部外用，１次／ｄ，

共７ｄ。阴道壁或宫颈溃疡者待溃疡愈合后再行手术。手术前
３ｄ予以ｌ：５０００高锰酸钾液坐浴，２次／ｄ；阴道擦洗，２次／ｄ。

麻醉与体位：患者均取膀胱截石位，手术采用腰麻与硬膜

外联合麻醉。

手术方法：观察组行阴式子宫切除（ＴＶＨ）加ＳＳＬＦ及ＶＰＶＲ
组合术式：（１）先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缝合关闭腹膜层后暂
不缝合阴道残端；（２）阴道前壁以尿道外口正下方１ｃｍ为顶点
做“Λ”形切口，“Λ”内侧区域用电刀破坏阴道黏膜（或剥离去除
阴道壁黏膜），向切口外两侧的阴道黏膜下间隙内注射生理盐

水水垫，向两侧旁充分分离阴道膀胱间隙，直至两侧进入耻骨

降支后间隙，并可触及盆腔筋膜腱弓（即白线）。两侧白线分别

缝合挂线（４号不吸收缝线），分上、中、下三组，两侧对称，双侧
对称组缝线于对合方向分别缝合“Λ”内区域膀胱筋膜后打结，
各缝合１～２针后于中间对合打结，同法三组缝线完全缝合完成
后可见膀胱被完全托起回缩；（３）分离右侧阴道后壁和直肠旁
间隙，向左侧推开直肠，于右侧坐骨棘内侧暴露骶棘韧带，用特

制圆弯针７号不吸收线穿透缝合骶棘韧带距坐骨棘突内侧约
１５ｃｍ处打结留线，待阴道前壁修补完毕将前留线穿针缝合在
双侧骶韧带宫颈附着处，缝线打结后即将阴道顶端固定在骶棘

韧带表面；（４）修剪过多的阴道黏膜，吸收性连续缝合阴道前
壁，关闭阴道残端之前将留置在骶棘韧带上的缝合线缝合在阴

道顶端，并上推阴道顶端后打结，将阴道顶端固定于右侧骶棘

韧带上，最后再缝合关闭阴道黏膜。常规导尿并留置尿管，阴

道内填塞络合碘纱卷。对照组行ＴＶＨ，阴道前壁做正中纵行切
口，水垫分离阴道与膀胱间隙，充分分离后于膀胱筋膜层分三

层行“同心圆”荷包缝合修补脱垂膀胱，修剪过多阴道壁并缝合

关闭阴道壁切口，导尿并留置尿管，阴道内填塞络合碘纱布。

术后处理：术后持续导尿７～１０ｄ，术后４８ｈ取出阴道内填
塞的络合碘纱卷。拔除尿管次日测量膀胱内残余尿量，要求≤
３０ｍＬ。术后定期随访１年，随访内容包括电话询问有无术后不

适感（包括阴道突出、下坠感，排尿不适感、压力性溢尿，性生活

不满意等），并于术后第３月、６月及１年回院行阴道检查，注意
是否存在复发的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ｌ３０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应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长，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多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中均未出现膀胱、
尿道损伤。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观察组 ２５ ９０２±２１３ ７６１±５３

对照组 ３２ ６５３±１４３ ５８２±４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１年。治愈标准为 ＰＯＰ－Ｑ分度为０

度；观察组中１例术后８个月复发，ＰＯＰ－Ｑ分度为Ｉ度，治愈率
９６％，全部患者无术后不适感（包括阴道突出、下坠感，排尿不
适感，性生活不满意）；对照组中 ６例出现术后不适感，占
１９７％，９例复发，经检查均为阴道穹窿及前壁脱垂，治愈率
７１９％。两组比较，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
后不适感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

　讨论
经阴道子宫切除及阴道前壁修补术是子宫脱垂合并阴道

前壁膨出的传统手术修复方式，该手术方法主要缝合患者自身

筋膜组织从而加固阴道前壁，其缺点是术后复发率较高。据国



·５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内外报道，传统术式治疗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前壁膨出术后复发

率为３０％ ～４０％［４－６］，需再次治疗的概率较高。近年来，通过

女性盆底解剖研究发现阴道前壁缺陷可分为侧方、中线和顶端

三部分［７，８］。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等［９］早在１９７６年就提出大多数（８５％
～９０％）的阴道前壁脱垂为阴道前壁侧方组织缺陷所造成。在
盆筋膜腱弓（白线）处有耻骨宫颈筋膜的附着，外力作用或退行

性变会导致耻骨宫颈筋膜自盆筋膜腱弓处断裂，这将造成阴道

侧方组织的缺陷，从而使膀胱及尿道失去有效的支撑并过度移

动，膀胱、尿道脱垂形成同时会伴有排尿功能异常。Ｓｈｕｌｌ等［１０］

于１９９４年首先报道阴道旁修补术对合并阴道侧方缺陷的阴道
前壁脱垂患者的临床疗效，由于阴道旁修补术的术后复发率降

低，远期疗效明显优于传统阴道前壁修补术。我国鲁永鲜等［１１］

于２００５年报告了该术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顶端缺陷目前选
择经阴道 ＳＳＬＦ或经腹腔镜将阴道顶端悬吊于骶骨前纵韧
带［１２，１３］。ＳＳＬＦ是Ｓｅｄｅｒｌ［１４］于１９５８年首次报道的。传统阴道前
壁修补术只修补了中央区域的缺陷，而对于阴道侧方组织缺陷

及顶端缺陷却未予纠正，这可能是传统阴道前壁修补术术后复

发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妇科自 ２００８年开始运用经阴道
ＶＰＶＲ联合ＳＳＬＦ的联合术式治疗阴道前壁脱垂患者。该联合
术式是经阴道将同侧的耻骨宫颈筋膜分别缝合至左右盆腔筋

膜腱弓上，从而修复耻骨宫颈筋膜的侧方缺陷，有效的恢复了

盆底解剖结构的完整性；通过两侧白线之间的缝线呈网状托住

膀胱底部，有效预防膀胱膨出；经阴道将阴道顶部固定于骶棘

韧带，修复了阴道顶端缺陷。该联合术式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

效，同时又避免了使用腹腔镜及网片的并发症与昂贵费

用［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传统的阴式子宫切除术及阴道

前壁修补术，经阴道ＶＰＶＲ联合ＳＳＬＦ的联合术式可有效提高阴
道前壁脱垂患者的临床治愈率，减少术后不适感的发生率，并

降低术后复发率。但是此联合术式与常规的阴式子宫切除术

及阴道前壁修补术解剖更为复杂，需要分离暴露骶棘韧带及盆

筋膜腱弓，因而手术时间会相对较长、出血量相对增多，手术风

险可能提高。鉴于此，为保证手术的安全性，施行此种联合术

式的术者应首先具备一定的阴式手术基础。然而，随着此种联

合术式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手术者临床操作水平的不断提高，联

合术式所需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必然逐步减少。本研究结

果初步显示了经阴道ＶＰＶＲ联合 ＳＳＬＦ的联合术式在阴道前壁
脱垂治疗中的优势和意义，但由于本研究临床病例数相对较

少，随访时间不足，此联合术式治疗阴道前壁的远期疗效与安

全性尚有待于将来更大样本、更长随访时间的临床研究来进一

步探讨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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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例女性阴道炎患者致病菌种类及年龄分布观察
周蕊１　张宜群２

１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００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来我院妇科门诊部就诊妇女阴道炎的致病菌种类及各种阴道炎的好发年龄情
况。方法：检测在妇科门诊就诊的４４５例女性阴道炎患者阴道分泌物的病原体。结果：在４４５例女性阴道分
泌物标本中，据统计含有致病菌的标本３８１例（８５６１％），其中细菌性阴道炎患者有１７８例（４０００％），真菌
性阴道炎患者有９８例（２２０３％），滴虫性阴道炎患者６４例（１４３８％），混合感染有４１例（９２１％）。结论：
该段时间内女性阴道炎以细菌性和真菌性阴道炎为主，外来人口中滴虫感染率较高，而本地户籍人员混合

感染率较高。

【关键词】　阴道炎；致病菌；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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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是十分常见且容易反复感染的一种疾病，主要通过
性接触传播。由于女性外生殖器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

极易受到一些致病菌的侵害，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感染主要有细

菌、念珠菌、滴虫等。由于多种因素均能导致阴道炎，复发率

高，且可能有多重致病菌的感染，难以根治，治疗上显得十分棘

手。根据现有文献调查［１］，阴道炎致病菌的流行性分析一般为

观察整体女性的发病率，而对不同致病菌在某个年龄阶段的观

察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ｌ月来我院妇
科门诊部就诊的４４５例阴道炎患者年龄因素对阴道炎病原菌流
行性的影响，分析统计患者阴道分泌物致病菌的分布及特征，

为对阴道炎诊断、防治提供一定的价值。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均为在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４４５例阴道炎患者，年龄２１～
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５９±４８）岁，患者多有外阴瘙痒、阴道分泌
物增多等阴道炎症状，根据阴道分泌物涂片结果给予确诊。仔

细询问病史，就诊前２周内患者均无阴道局部用药或者抗生素

等其他用药史，无不洁性行为史等影响检查结果等病史。

１２　纳入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曹泽毅主编的《中华妇产科学》及乐杰主编

的《妇产科学》中关于阴道炎的诊断标准［２］。由于年龄小于２０
岁的样本过少，大于６０岁有老年性阴道炎等特殊类型阴道炎，
且就诊患者较少，故本研究取年龄２０～６０岁患者，有严重全身
性疾病及长期服用激素类等患者排除。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３　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避开经期，均由我科医师用无菌棉拭子采集患者

阴道分泌物，等份装于２支无菌管。检查项目有常规细菌、真菌
及滴虫三项检查，所有标本均在采集后及时送检。

"

　结果
２１　阴道炎致病菌分类

在４４５例女性阴道分泌物标本中，据统计含有致病菌的标本
３８１例（８５６２％），其中细菌性阴道炎患者１７８例（４０００％），真
菌性阴道炎患者 ９８例（２２０２％），滴虫性阴道炎患者 ６４例
（１４３８％），混合感染４１例（９２１％）。在检测出的阴道炎患者中
细菌性阴道炎占４６７２％，为最多见，滴虫性及真菌性次之，且２
种或以上致病菌合并感染者亦有１０７６％。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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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种阴道炎病例数、检出率及构成比

疾病名称 例数 检出率（％） 构成比（％）

混合性阴道炎 ４１ ９２１ １０７６

细菌性阴道炎 １７８ ４０００ ４６７２

滴虫性阴道炎 ６４ １４３８ １６８０

真菌性阴道炎 ９８ ２２０２ ２５７２

合计 ３８１ ８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各年龄段患者阴道炎例数及构成比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细菌性阴道炎是各年龄段中最常见

的，在３０岁以后混合性阴道炎发病率要明显增高。见表２。

表２　各年龄段患者阴道炎例数及构成比

年龄段 例数
细菌性

阴道炎

滴虫性

阴道炎

真菌性

阴道炎

混合性

阴道炎

２０～２９ ４１ １９（４６３４） １２（２９２７） ８（１９５１） ２（４８９）

３０～３９ １２６ ５４（４２８６） １９（１５０８） ３６（２８５７） １７（１３４９）

４０～４９ １６２ ８８（５４３２） ２１（１２９６） ４３（２６５４） １０（６１７）

５０～６０ ５２ １７（３２６９） １２（２３０８） １１（２１１５） １２（２３０８）

合计 ３８１ １７８（４６７２） ６４（１６８０） ９８（２５７２） ４１（１０７６）

#

　讨论
阴道炎在临床上是多发并且非常常见的病，临床症状主要

表现为外阴瘙痒、灼痛或分泌物增多、异味等，部分严重者直接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３］。治疗上常常反复发作，难以根治，故

确定是哪种阴道炎、明确致病菌种类对治疗效果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４］。目前在临床上以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真菌

性阴道炎及混合性阴道炎多见。正常情况下，女性的阴道有着

自身的一个微生态的平衡，其中乳酸杆菌是最为重要的正常细

菌之一。只有在某些原因导致乳酸杆菌减少或者消失的情况

下，平衡状态被打破后，为致病菌提供了侵犯的条件，致病菌借

此有利条件大量繁殖，进而导致阴道炎症的发生。有报道证

实，细菌性阴道炎患者亦可增加其他种类阴道炎的发病率［５］。

通过本研究亦可发现，混合感染的几率为９１２％，发病率也较
高，亦与阴道微生态失衡有着密切的关系［６］。

滴虫性阴道炎致病菌为阴道毛滴虫，该类阴道炎的感染主

要与性接触、马桶、浴池、泳池等传播有关。据不同文献报道滴

虫性阴道炎发病率与地区和人群的分布而有所不同［７］。本研

究中在４４５例阴道炎患者中，滴虫性占有１４３８％，与一些研究
报道有一定的出入，更加说明地域及人群对于滴虫性阴道炎有

明显的差异。据有关报道，外来务工人员发病率较本地患者发

病率高，可能与外来人员卫生条件较差，且其流动性大，为滴虫

的传播创造了条件［８］。

念珠菌性阴道炎又称真菌性阴道炎，致病菌为假丝酵母

菌。有统计表明，约７５％左右的妇女至少感染过一次阴道假丝
酵母菌，约一半的女性经历过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的复

发［９］。然而，在一些免疫力低下的患者中，该病发病率尤为突

出，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抗肿瘤药物、免疫抑制剂、激素等药物

使用有关。在送检的４４５例阴道炎患者中，假丝酵母菌的检出
率为２２０２％，且在排除一些重大疾病患者的前提下，故真菌性
阴道炎发病率可能比本研究要明显增高。

细菌性阴道炎最为常见，主要因阴道内的菌群失调所致，

乳酸杆菌减少或消失、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增多引起［１０］。国外

报道研究［１１］发现：细菌性阴道病与宫颈 ＨＰＶ感染有一定相关
性，近年研究发现细菌性阴道病与ＨＩＶ感染及盆腔炎都有着密
切关系［１２，１３］。据相关统计，细菌性阴道炎高于滴虫和真菌的感

染，可达５０％ ～６０％［１１］。本研究资料显示，细菌性阴道炎的感

染率为４０００％，亦是阴道炎中最为常见者。阴道本身有自身
正常菌群生长，由于乳酸杆菌的减少，破坏菌群平衡，导致阴道

微生态平衡失调。细菌性阴道炎的致病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十

分常见，例如性生活频率、阴道清洗、妊娠及年龄等［１２］。

通过本研究观察可知，细菌性阴道炎在阴道感染性疾病中占

有较高比例，同时合并滴虫和假丝酵母菌的感染机会也较多。因

此，成年女性预防阴道炎的发生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应做到注

意生活习惯。另一方面注重对细菌性阴道炎的检测，特别是细

菌、滴虫、真菌三项的联合检测，做到未病先防、发病早治疗。在

明确致病菌的情况下，对于协助临床对阴道炎的感染作出全面、

正确的病因诊断，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等有较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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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樊尚荣．Ｂｖ诊治规范及临床进展．中华女性生殖道感染峰会论文
集，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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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０９，８（３）：８４－８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０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５９　　　·

【第一作者简介】汪培欢（１９７２－），男，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理研究。
△【通讯作者】施弦，Ｅ－ｍａｉｌ：ｚｊｈｚｓｘ＠ｓｉｎａ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９

曲普瑞林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治疗作用的自
身前后对照观察
汪培欢１　施弦２△

１湖州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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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曲普瑞林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ＣＰＰ）女童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２０１１年１
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收治的１２４例ＩＣＰＰ女童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２例。观察组患儿给予曲普
瑞林治疗，对照组患儿不予特殊治疗，两组患儿均随访２年，比较两组患儿随访过程中进行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骨龄与生活年龄比值（ＢＡ／ＣＡ）、预测成年身高（ＰＡＨ）、身高年龄对骨龄的追赶（ＨｔＳＤＳＢＡ）以及治疗
前后和随访前后的子宫和卵巢的大小变化情况、ＧｎＲＨ激发试验及药物不良反应情况等。结果：观察组患儿
使用曲普瑞林后的ＢＭＩ指数、ＢＡ／ＣＡ、ＨｔＳＤＳＢＡ、ＰＡＨ、子宫、卵巢体积、Ｐ－ＬＨ和Ｐ－ＦＳＨ分别与使用前相比
改变较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５６５，１０２１９，２９７５，１１６５１，３９６５，４２７０，１４５２９，２７５６１，Ｐ＜
００５）；而未经特殊治疗的对照组ＩＣＰＰ患儿在随访过程中ＢＡ／ＣＡ升高及ＨｔＳＤＳＢＡ减小明显，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ｔ＝２６９９７，１９８１，Ｐ均 ＜００５），ＢＭＩ指数和 ＰＡＨ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６２，
０１３７，Ｐ均＞００５），子宫、卵巢容积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ＧｎＲＨ激发试验峰值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ｔ＝１７０４，１８１０，１６６５，４００１，Ｐ均＜００５）；观察组患儿治疗期间未见不良反应，且治疗过程中出现
月经初潮的女童症状均消失，而对照组患儿出现月经初潮的女童的数量有所波动，但波动幅度不明显，且症

状未见好转。结论：曲普瑞林治疗ＩＣＰＰ能有效地抑制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及性征发育，延缓 ＢＡ成熟的
临床疗效，改善成年终身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曲普瑞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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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ＣＰＰ）指在低于正常青春期启动平均年龄２个标准差时出现第
二性征发育，一般男孩在９岁前、女孩在８岁前出现青春期发
育，才定为性早熟。可分为真性（又称中枢性、完全性）和假性

（又称周围性、不完全性）两类。真性性早熟是由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功能不适当地过早启动，使青春期发育提前出现，其
表现与正常的发育期相同，第二性征与遗传性别一致，能产生

精子或卵子，有生育能力。假性性早熟是由性腺轴以外的因素

引起性激素增多所致，表现为只有第二性征发育而无生殖细胞

同步成熟，故无生育能力。临床上真性性早熟多于假性性早

熟。临床上通常首选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ｎＲＨａ）进
行治疗［１］。其中曲普瑞林是在临床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的Ｇｎ
ＲＨａ类药物，其作用不仅能有效地抑制下丘脑 －垂体 －性腺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ｏ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ｏｎａｄａｌ，ＨＰＧ）轴的功能，还能延缓骨龄超
前程度、控制第二性征的发生速度，改善儿童的成年最终身高，

在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２，３］。本研究通

过随访对比曲普瑞林在治疗ＩＣＰＰ患儿方面的临床疗效，为临床
上更好更有效治疗ＩＣＰＰ患儿提供研究依据。研究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内分泌科门诊确诊并
收治的ＩＣＰＰ女童１２４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６２例。所有患儿家属均同意进行定期随访观察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年龄、初治年龄和青春发育程度等在联合组与对

照组的患儿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初治年龄
乳房发育

Ｂ２期 Ｂ３期 Ｂ４期

阴毛发育

ＰＨ２ ＰＨ３ ＰＨ４

月经

初潮

观察组 ６２ ７１９±０１５ ８１４±１３８ ３１ ２６ ５ ２８ ７ １ ７

对照组 ６２ ７２１±０１１ ８１７±１２０ ２７ ３０ ５ ３０ ４ １ ４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儿给予曲普瑞林（达菲林，武汉欣欣佳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规格：３７５ｍｇ／支）治疗。初始治疗时每次肌肉注
射１００μｇ／ｋｇ，每３０ｄ注射１次。有月经初潮者需每两周强化一
次。根据患儿性腺抑制情况以及身高增长情况随时调整剂量，

使用疗程为２年。对照组患儿不予特殊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ＢＭＩ指数：由护士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分别测量所有患
儿身高和体重各３次，计算 ＢＭＩ指数并取其平均值；（２）骨龄：
由护士采用Ｇ－Ｐ图谱法测量患儿骨龄，计算骨龄指数、身高年
龄对骨龄的追赶（ＨｔＳＤＳＢＡ），并采用 Ｂ－Ｐ法预测终身高；（３）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上午９：００左右给患儿静注曲普瑞林２５μｇ／
ｋｇ，分别于用药前及用药后３０、６０、９０ｍｉｎ采血，并测定注射前后
ＬＨ和ＦＳＨ的浓度；（４）第二性征：测量子宫和卵巢体积的变化
情况；（５）不良反应：每个月检测血糖、血压、肝肾功能以及血尿
常规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研究涉及数字录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如结果提示 Ｐ＜００５，差异存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随访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ＢＭＩ指数和骨龄的比较

观察组患儿使用曲普瑞林后ＢＭＩ指数升高和 ＢＡ／ＣＡ值下
降明显，ＨｔＳＤＳＢＡ、ＰＡＨ也明显改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ｔ＝２６５６５，９９１９，２９２０，１１５５７，Ｐ均 ＜００５）；而未经
特殊治疗的对照组患儿随诊期间ＢＡ／ＣＡ升高和ＨｔＳＤＳＢＡ减小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３７０，１９８１，Ｐ＜００５），但 ＢＭＩ
及ＰＡＨ的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６２，０１３７，Ｐ
＞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随访期间两组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的ＢＭＩ指数和骨龄的比较

组别 时间 ｎ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ＢＡ／ＣＡ ＨｔＳＤＳＢＡ ＰＡＨ（ｃｍ）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２ １６１±０４ １２３±０１７ －１２８±０７１ １５１１±３９

治疗后 ６２ １８８±０７ １０１±００４ －０９４±０５８ １６２１±６４

对照组 随诊前 ６２ １６９±０２ １２４±０１４ －１２９±０６８ １５０９±４１

随诊后 ６２ １７０±０５ １７８±００８ －１５１±０５５ １５１０±４０

２２　随访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第二性征和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
的比较

　　观察组女童经治疗后子宫、卵巢体积较治疗前明显缩小，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峰值（Ｐ－ＬＨ和 Ｐ－ＳＦＨ）也恢复到青春期前水

平，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９６５，４２７０，
１４５２９，２７５６１，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患儿随访两年来子宫和卵
巢均有增大的迹象，ＧｎＲＨ激发试验峰值升高，与随访前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０４，１８１０，１６６５，４００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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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随访期间两组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随访前后两组的第二性征和ＧｎＲＨ激发试验的比较

组别 时间 ｎ 子宫体积（ｃｍ３） 卵巢体积（ｍＬ） Ｐ－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２ ４８７±２４１ ３６９±１３３ ２２５８±１１９６ １８３９±５１１

治疗后 ６２ ３５４±１０８ ２８８±０６８ ０５１±０１４ ０４９±０２０

对照组 随诊前 ６２ ４８６±２０１ ３７１±１２１ ２３０２±１１８５ １７９８±４８９

随诊后 ６２ ５５０±２１７ ４１１±１２５ ２６８３±１３５８ ２１３６±４５１

２３　不良反应
观察组患儿使用曲普瑞林后未出现肥胖及皮肤老化、多毛

和发热等全身症状，也未见腹泻、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仅有２例
患儿诉注射部位疼痛，均在１周内可自行缓解；每月检测空腹血
糖、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均在正常范围内。

２４　月经初潮
观察组治疗前有７例患儿出现月经初潮，均在使用曲普瑞

林２个月内消失；对照组患儿随诊前有４例患儿出现月经初潮，
随诊期间出现月经初潮的患儿数量波动不明显。

#

　 讨论
３１　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的发生机制和临床治疗

中枢性性早熟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研究发现其常见

的发病因素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如视交叉胶质瘤、下丘脑星

形细胞瘤、畸胎瘤等）、中枢神经系统非肿瘤性病变（如灰结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综合征、脑炎、脑脓肿、结核性肉芽肿、创伤、脑水肿、蛛
网膜囊肿和头颅放疗后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治疗后

等［４］。对于中枢性性早熟的治疗，临床上尚未有统一标准，首

选治疗药物为 ＧｎＲＨａ［５］。这类药物既可抑制垂体分泌促性腺
激素，又可控制骨骼过速增长［１１］。本研究中使用的曲普瑞林属

于ＧｎＲＨａ，常用于临床上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的治疗。
３２　曲普瑞林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的机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６２例 ＩＣＰＰ女童经曲普瑞林治疗
后ＢＭＩ指数上升和骨龄指数下降明显，实现了生活年龄对骨龄
的追赶，子宫和卵巢体积明显缩小，ＧｎＲＨ激发试验提示 ＬＨ、
ＦＳＨ恢复到青春期前水平，月经消失，使生长潜力得到最大程
度的保存。这说明曲普瑞林作为最有效的一种促性腺激素释

放激素类似物，不仅能有效抑制ＩＣＰＰ患儿下丘脑－垂体－性腺
轴功能的早熟，还能显著降低雌激素水平，抑制第二性征的过

早发育，同时具有延缓骨龄的增长速度的功能，从而改善儿童

的最终身高，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和临床工作者所接受［６－８］。

这与Ｆｒｅｉｒｅ等［１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３３　曲普瑞林的安全性
关于曲普瑞林对于ＩＣＰＰ患儿的影响，已有文献报道称其可

引起患儿向心性肥胖及焦虑、恐惧甚至抑郁等不良心理反

应［９－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曲普瑞林后患儿ＢＭＩ指数较使
用前升高明显，但波动幅度仍在正常范围内，且观察组患儿使

用曲普瑞林后未出现肥胖及皮肤老化、多毛和发热等全身症

状，也未见腹泻、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仅２例患儿诉注射部位轻
微疼痛，均在１～２周内可自行缓解；每月检测空腹血糖、肝肾功

能及血尿常规均正常，故对曲普瑞林安全性尚需长期观察与进

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治疗ＩＣＰＰ患儿的目的主要是控制其第二性征过
早发育，恢复其实际年龄应有的心理行为，防止月经初潮提前

以及改善其成年期的最终身高［１２］。曲普瑞林作为临床上最常

用的一种 ＧｎＲＨａ，在治疗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方面的效果
佳［１３，１４］。但在用药期间应积极做好对患儿的心理护理，争取获

得患儿的配合，且在用药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密切观

察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同时指导患儿合理营养

摄入，鼓励劳逸结合，促进患儿早日康复［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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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
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中，经《女性性功能评价表（ＢＩＳＦ－Ｗ）调查表》确诊为产后
性功能障碍的患者１０３名纳入该研究。按自愿入组的原则，分为治疗组４９例，对照组５４例，治疗组予以仿
生物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的治疗方案，对照组进行 Ｋｅｇｅｌ运动。通过《女性性功能评价表（ＢＩＳＦ－Ｗ）调查
表》评价治疗前后女性性功能改善情况，并测定盆底肌肉肌力。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性生活质量的

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组盆底肌力明显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结论：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能显著治疗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改善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　电刺激；生物反馈；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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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包括性欲
障碍、性唤起障碍、性交疼痛障碍和性高潮障碍，其发病率较

高，严重影响女性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更影响家庭的和谐

和社会的稳定。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成年女性中有将近三分之

一至三分之二的人承认存在性功能障碍，却从未引起重视［１，２］。

而女性产后是性功能低下或障碍发生率最高的一个时期。研

究表明，在性功能障碍的女性中孕前发生的仅为１％～３８％，产
后则高达４９％～８３％［３］。部分女性在产后６～７周即可恢复性
生活，Ｂａｒｒｅｔｔ等［４］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产后３个月有性功能
障碍症状的女性高达８３％。因女性盆底组织由多组肌肉、神经
和多层筋膜组成，其中肛提肌、会阴深横肌、球海绵体肌直接与

性功能相关［５］，妊娠和分娩可导致这些盆底肌群损伤或功能失

调，而盆底电刺激和生物反馈治疗能有效治疗盆底肌受损情

况，逐渐恢复盆底肌肉张力，改善阴道弹性。因此，为进一步探

讨盆底康复治疗对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对本院１０３名
患者进行了调查研究，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产后
康复科就诊的１０３名产妇，均符合：（１）初产妇，定期在我院接受
产前检查，符合顺产指征，收住院后给予经阴道分娩；（２）产前无
器质性疾病，无严重妊娠合并症，分娩单胎婴儿且未行会阴侧切，

仅有Ｉ度裂伤或无；（３）无严重的盆腔疼痛病史，无神经肌肉病
变，无泌尿系生殖系手术及感染史以及插入电极后阴道无明显不

适者；（４）产后４２ｄ检查通过《女性性功能评价表（ＢＩＳＦ－Ｗ）调
查表》进行诊断入选。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根据自

愿原则，将１０３例患者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４９例，年龄２３～３４
岁，平均（２５１２±１７）岁；ＢＭＩ为（２１４８±１９１）ｇ／ｍ２，新生儿体
重（３２４±０４９）ｋｇ。对照组５４例，年龄２２～３６岁，平均（２５８９
±２２）岁，ＢＭＩ为（２２１５±１７２）ｇ／ｍ２，新生儿体重（３１９±
０５４）ｋｇ。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孕产史、新生儿体重、体
重指数）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仪器设备　采用广州杉山公司法国盆底功能治疗仪
ＰＨＥＮＩＸＵ４（生产序列号 ＡＩＥ１０１２６３），包括３个腹部电极和１
个阴道探头。

１２２　方法　治疗组：患者平躺后，将涂有导电膏的阴道肌电

探头置于患者阴道深处，电刺激通过阴道探头输出；３个腹壁表
面电极分别置于腹斜肌、腹直肌和髂前上棘处，可接收并输出

腹部肌肉收缩的信号，并记录于仪器显示屏上，医师根据显示

屏上的图形指导患者进行锻炼。电刺激主要采用脉冲频率为

８０－１２０－８０Ｈｚ，脉宽为１２０－８０－１２０μｓ；频率为１５Ｈｚ，脉宽为
５００μｓ以及为 ８５Ｈｚ，脉宽为 ５００μｓ的参数，每次时间 １０～
１５ｍｉｎ，电刺激过后予生物反馈训练及场景训练，每次 １０～
２０ｍｉｎ，每周２次。１个疗程共１５次。患者回家后应继续进行
盆底肌锻炼：收缩肛门、尿道和会阴的动作大于３ｓ后放松，放松
４～５ｓ左右重复收缩动作，每次循环做收缩动作１０～１５ｍｉｎ，每
天训练２次，训练前排空膀胱，可取坐位、卧位或站立等任意舒
适体位。

对照组：单纯利用 Ｋｅｇｅｌ运动进行治疗，具体方法同上，治
疗３个月。
１３　疗效评定

两组患者治疗前分别于产后４２ｄ恶露干净后测定盆底肌
力，产后４２ｄ至６０ｄ开始予以治疗，治疗组给予仿生物电刺激加
生物反馈，对照组给予盆底肌锻炼，疗程结束后，分别检测两组

的盆底综合肌力，并再次填写《女性性功能评价表（ＢＩＳＦ－Ｗ）
调查表》。

１３１　盆底肌力　参照法国国家卫生诊断论证局（ＡＮ－ＡＥＳ）
的会阴肌力测定法检测盆底肌力，分为０～Ⅴ级；以及广州杉山
公司的ＰＨＥＮＩＸ盆底治疗检测仪检测肌电位以及Ⅰ、Ⅱ类肌纤
维肌力。

１３２　性功能改善情况　性交疼痛、性欲低下、性生活频率等
性功能改善情况通过《女性性功能评价表（ＢＩＳＦ－Ｗ）调查表》
进行评判。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

用于组间比较，计量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等级资
料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肉肌力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盆底肌肉肌力及肌电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盆底肌肉肌力大于等于Ⅲ级者，治疗
组占６９３９％，对照组占１６６７％，治疗后两组盆底肌力情况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治疗后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治疗组

对照组

４９
５４

１２
１０

１６
２０

１５
１８

５
３

１
２

０
１

４
６

３
１９

８
２０

１９
５

８
２

７
２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交疼痛的改善情况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性交疼痛的发生率分别为４２８６％

（２１例）及４６２９％（２５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疗
程结束后分别降至２０４％（１例）及２２２２％（１２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欲低下发生情况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性欲低下的发生率约３４６９％（１７例）及
３５１９％（１９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疗程结束后分别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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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２例）及２０３８％（１１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频率比较

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性生活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前和治疗后性生活频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治疗后和对照组治疗后性生活
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频率情况

组别 例数
治疗前（／月）［ｎ（％）］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治疗后（／月）［ｎ（％）］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治疗组

对照组

４９
５４

６（１２２４）
７（１２９６）

３２（６５３１）
３３（６１１１）

８（１６３３）
１０（１８５２）

３（６１２）
４（７４１）

０（０）　
３（５５６）

９（１８３７）
２５（４６３０）

１０（２０４１）
１３（２４０７）

３０（６１２２）
１３（２４０７）

#

　讨论
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是指产前性功能正常，而在产后发生

的性功能障碍，主要包括性交疼痛、性高潮障碍、性唤起障碍及

性欲障碍等［６］。ＰＦＳＤ的发生直接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及家庭幸
福，更影响社会的和谐［７］。

孕期由于胎儿体重和附属物的不断增加，导致宫颈与盆底

的角度逐渐增大，到孕晚期甚至可形成直角，使得盆底组织的

直接压力不断变大，盆底肌肉和韧带长期处于牵拉状态，导致

盆底肌的肌纤维变形，肌纤维牵张力逐渐减弱［８］。同时，分娩

时松弛类激素释放、产道扩张等都使得盆底肌弹性下降甚至受

损［９］。孕产期盆底肌纤维、神经及韧带均进行着一系列重塑过

程，共同维系盆底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及完整性，一旦自稳状

态被打破，则可能导致一系列盆底功能障碍［１０］，包括性功能障

碍、内脏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等。过去由于女性患者自我护理

意识不高，性功能障碍常常被忽视［１１］。近年来，随着社会的稳

定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ＰＦＳＤ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重视，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有心理治疗、行为疗法、物理治疗

和药物治疗等［１２］。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盆底康复治疗的理念逐
渐兴起，最开始是应用于压力性尿失禁，现已被列为轻、中度压

力性尿失禁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１３］。研究表明［１４］，生物电刺

激加生物反馈能使神经肌肉的兴奋性提高，将部分因妊娠或分

娩受压导致功能暂停的神经细胞唤醒，在被动的形式下进行锻

炼，可增强骨盆肌、尿道肌肉及会阴部肌肉的收缩力，从而预防

肌肉萎缩。同时电刺激加生物反馈可加快神经细胞功能的恢

复，唤醒盆底浅层和深层肌肉的立体感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

盆底的功能。本研究发现，针对治疗组和对照组采用不同的治

疗方案，进行盆底康复治疗的治疗组阴道肌力的改善率远远高

于对照组，且性交频率、性欲下降的改善率和性交疼痛的改善

率也远远高于对照组。

本研究显示，在疗程结束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功

能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两组中均有极少数治疗效果不明

显，性交疼痛及性欲下降无改善者，追问病史，其中主要原因是

有的患者由于产后角色的改变，哺乳、照顾婴儿带来的疲劳和

生活方式的改变，无暇兼顾性生活；也有患者受手术、分娩阵

痛、会阴损伤、产时出血等强烈刺激及对再次怀孕的担忧而对

性生活产生恐惧、厌恶情绪。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医师的心理

安慰与患者主动积极参与尤为重要。治疗前医师需对患者进

行思想沟通，了解并关注其心理特点，向其宣教治疗相关知识，

让患者明白性功能障碍病因、特点及治疗的好处，并且能够主

动积地极参与治疗；同时在治疗过程中需正确的指导患者依据

指令做出的相应动作，向患者讲解注意事项及要点，提高疗效。

疗程结束后应定期电话随访指导或督促患者在家正确进行

Ｋｅｇｅｌ运动，从而巩固疗效［１５］。

综上所述，仿生物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这种无创、安全、经

济的治疗手段，可推广用于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能显著

提高改善女性生活质量，维系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稳定，具有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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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期治疗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梅毒
感染情况的影响
陈琦瑛１　史骁梁２

１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３５
２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孕期治疗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梅毒感染情况的影响。方法：选
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诊治的妊娠期梅毒患者８０例，根据患者的治疗时间分为Ａ组（孕期≤１２
周）、Ｂ组（孕期１２～２７周）、Ｃ组（孕期≥２８周），三组患者均给予规范、足量的抗梅毒治疗。观察并记录三
组患者妊娠结局、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母婴梅毒ＲＰＲ滴度情况。结果：Ａ组梅毒孕产妇的足月分娩率８８５％
显著高于Ｂ组的５５６％及 Ｃ组的５５６％（Ｐ＜００５）；Ａ组梅毒孕产妇的早产率是１１５％显著低于 Ｂ组
３３３％及Ｃ组的３７０％（Ｐ＜００５）；三组孕产妇的流产、死胎、低体重儿发生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显著高于Ｂ组、Ｃ组新生儿（Ｐ＜００５）；Ａ组母婴梅毒 ＲＰＲ滴度均显著
低于Ｂ组、Ｃ组母婴梅毒ＲＰＲ滴度（Ｐ＜００５）。结论：妊娠期梅毒孕产妇及早给予抗梅毒治疗，可以显著的
提高患者的足月分娩率、降低早产率、改善妊娠结局，提高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降低先天性梅毒的发生几率。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治疗时机；妊娠结局；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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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疾病，具有很强的
传染性［１］。妊娠期梅毒是指在妊娠期出现的梅毒感染。由于

梅毒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病程较长，严重的影响孕产妇及胎儿

的健康，所以必须给予及时的治疗［２］。如果孕产妇未进行正规

的治疗，梅毒螺旋体将会通过胎盘传给胎儿，造成胎儿的早产、

流产、死胎、先天梅毒等，造成极大的危害［３，４］。相关研究表明

不同的治疗时机将会影响治疗效果［５］。本研究选取本院诊治

的妊娠期梅毒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治疗时间分
为Ａ组（孕期≤１２周）、Ｂ组（孕期１３～２７周）、Ｃ组（孕期≥２８
周），探讨不同孕期治疗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梅毒

感染情况的影响。现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诊治的妊娠期梅毒
患者８０例，根据患者的治疗时间分为Ａ组（孕期≤１２周）、Ｂ组
（孕期１２～２７周）、Ｃ组（孕期≥２８周）。Ａ组２６例，年龄２０～
３５岁，平均（２６３±１８）岁；初产妇１９例，经产妇７例。Ｂ组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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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２１～３６岁，平均（２６８±１７）岁；初产妇１８例，经产妇
９例。Ｃ组２７例，年龄２０～３６岁，平均（２５９±１９）岁；初产妇
１９例，经产妇８例。纳入标准为：（１）妊娠期梅毒孕产妇或者配
偶有梅毒感染病史；（２）所有入选的患者在孕前未接受抗梅毒
治疗；（３）一期梅毒患者病灶组织在显微镜下可见梅毒螺旋体，
二期及潜伏期患者的梅毒血清学结果为阳性；（４）无青霉素类
药物过敏史。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三组患者的年龄、

疾病严重程度、产次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见表１。

表１　三组妊娠期梅毒患者的梅毒分布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潜伏梅毒 一期梅毒 二期梅毒

Ａ组 ２６ ２２（８４６） ３（１１５） １（３８）

Ｂ组 ２７ ２５（９２６） ２（７４） ０（０）

Ｃ组 ２７ ２３（８５２） ３（１１１） １（３７）

总计 ８０ ７０（８７５） ８（１００） ２（２５）

χ２ ／ １０３４

Ｐ ／ ０４２７

１２　诊断标准
妊娠期梅毒诊断标准：（１）孕产妇或者配偶有高危性行为

史或者梅毒感染史，孕产妇有早产、死胎、新生儿梅毒分娩病

史；（２）患者梅毒血清学检查结果为阳性；（３）患者妊娠期表现
出各期梅毒的症状或者体征。

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标准：（１）新生儿的梅毒血清学检查

结果为阳性，梅毒螺旋体的滴度升高；（２）新生儿的血清在高倍
显微镜下可见梅毒螺旋体；（３）新生儿至少表现出两个先天梅
毒的临床特点：低体重儿、新生儿窒息、肝脾肿大、呼吸困难、腹

胀、水肿、皮肤黏膜损害（斑疹、掌趾脱皮）、患儿出现肢体假性

瘫痪、Ｘ线检查显示骨骼变化。
１３　治疗方法

三组患者均给予青霉素进行治疗，治疗原则为足量、早期、

规范化治疗。孕产妇一经诊断为妊娠期梅毒，应立即给予２４０
万Ｕ苄星青霉素两侧臀部肌注，１周１次，连续治疗３周，在治
疗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青霉素变态反应的发生情况。在

治疗期间其丈夫也接受检查和治疗，避免性生活。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三组患者治疗后的妊娠结局（足月分娩、早产、

流产、死胎、低体重儿）、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母婴梅毒 ＲＰＲ滴度
情况。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各项资料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等级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后的妊娠结局比较

Ａ组梅毒孕产妇的足月分娩率是８８５％，显著高于 Ｂ组的
５５６％及Ｃ组的５５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梅毒孕
产妇的早产率是１１５％，显著低于Ｂ组３３３％及Ｃ组的３７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孕产妇的流产、死胎、低体重儿发
生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妊娠期梅毒患者经过治疗后妊娠结局

组别 例数 足月分娩 早产 流产 低体重儿 死胎

Ａ组 ２６ ２３（８８５） ３（１１５） ０ ０ ０

Ｂ组 ２７ １５（５５６） ９（３３３）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３７）

Ｃ组 ２７ １５（５５６） １０（３７０） １（３７） １（３７） ０

χ２ ／ ８４９９ ５０１５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１９８８

Ｐ ／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２ ０６１０ ０６１０ ０３７０

２２　三组患儿出生后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
Ａ组新生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显著高于 Ｂ

组、Ｃ组新生儿；而Ｂ组和Ｃ组新生儿＜４分者显著低于Ｂ组、Ｃ
组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三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

＜４分 ４～６分 ≥７分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

＜４分 ４～６分 ≥７分

Ａ组 ２６ １（３８） ５（１９２） ２０（７６９） ０ ２（７７） ２４（９２３）

Ｂ组 ２７ ５（１８５） ６（２２２） １６（５９３） ３（１１１） ６（２２２） １８（６６７）

Ｃ组 ２７ ７（２５９） ９（３３３） １１（４０７） ５（１８５） ８（２９６） １４（５１９）

χ２ ／ ７８４５ １０８７１

Ｐ ／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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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后母婴梅毒ＲＰＲ滴度结果
Ａ组母婴梅毒 ＲＰＲ滴度均显著低于 Ｂ组、Ｃ组母婴梅毒

ＲＰＲ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治疗后母婴梅毒ＲＰＲ滴度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母体梅毒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１∶８

新生儿梅毒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１∶８

Ａ组 ２６ ２４（９２３） ２（７７） ２６（１０００） ０

Ｂ组 ２７ １７（６３０） １０（３７０） ２０（７４１） ７（２５９）

Ｃ组 ２７ ９（３３３） １８（６６７） １５（５５６） １２（４４４）

χ２ ／ ４７８１ ５２６０

Ｐ ／ ０００ ０００

#

　讨论
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性传播疾病，可以侵犯患者的皮

肤黏膜组织及其它器官，其临床症状多种多样，部分患者可以

无明显的表现［６］。以往研究表明［７，８］：在孕产妇妊娠 １６周以
前，滋养层细胞具有一定的屏障作用，所以胎儿在妊娠早期的

时候不会受到梅毒螺旋体的感染；妊娠１６周之后，由于胎盘滋
养层细胞的退化，失去了其屏障作用，梅毒螺旋体可经过胎盘

进入胎儿体内，导致胎儿的感染。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９，１０］在

妊娠的早期胎儿也会感染梅毒螺旋体，显著的增加了不良妊娠

结局如早产、流产、死胎的发生几率，所以对于妊娠期梅毒的患

者应该给以及时、正确的治疗。

目前，青霉素仍然是妊娠期梅毒治疗的首选药物，对于确

诊的患者应及时、足量、规范化的进行治疗［１１，１２］。在对患者进

行治疗后，必须定期进行相关实验室检查，防止疾病的反复，早

期梅毒患者经过治疗后可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患者在进

行抗梅毒治疗过程中，应在妊娠的最初三个月和妊娠末的时候

做相关血清学检查，观察患者梅毒螺旋体滴度的变化，减少经

胎盘传播的几率。同时，孕产妇应该注意劳逸结合，进行适度

的功能锻炼，在生活及工作中保持良好的心态，促进疾病的快

速恢复。对于妊娠期梅毒孕产妇分娩出的新生儿，即使血清学

检查为阴性，也应该进行预防性的治疗［１３］。在对患者进行治疗

时，选择不同的干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治疗结果。本研究对

妊娠期梅毒患者均给予规范、足量的抗梅毒治疗，结果显示 Ａ
组梅毒孕产妇的足月分娩率显著高于 Ｂ组及 Ｃ组（Ｐ＜００５）；
Ａ组梅毒孕产妇的早产率显著低于 Ｂ组及 Ｃ组（Ｐ＜００５）；三
组孕产妇的流产、死胎、低体重儿发生率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Ａ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显著高于Ｂ组、Ｃ组新生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Ａ组母婴梅毒 ＲＰＲ滴度均显著低于 Ｂ组、Ｃ
组母婴梅毒ＲＰＲ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
结果提示，规范化的抗梅毒螺旋体治疗可以减少经胎盘进入胎

儿的梅毒螺旋体数量，改善患者的缺氧症状。同时，早期治疗

可以较好的改善妊娠期梅毒孕妇的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感染情

况，阻断先天性梅毒的发生［１４，１５］。尽管本研究表明妊娠期梅毒

孕妇实施早期驱梅治疗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大部分患者的临床

症状和体征不典型，很难早期诊断。所以对于梅毒的筛查至关

重要，应该在对孕产妇的产前保健中加入对于梅毒的筛查，做

到早诊断、早治疗，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同时，对

于妊娠期梅毒患者应加强关于性传播疾病及性卫生相关知识

的普及，加强健康教育，加强对公共卫生设施的管理程度，改善

人们的性道德观念。

综上所述，妊娠期梅毒孕产妇及早给予抗梅毒治疗，可以

显著的提高患者的足月分娩率、降低早产率、改善妊娠结局，提

高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降低新天性梅毒的发生几率，所以应对患
者进行早期、规范化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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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ＣＯ２激光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以期为尖锐湿疣的治疗
提供借鉴。方法：选取在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来我院就诊的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两组，对照组予以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治疗组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上合用干扰素局部注射。观察
其治愈情况及预防复发的临床效果。结果：两组尖锐湿疣患者在性别、年龄和体重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治愈率分别为８２１４％、４８１５％，进行卡方检验，χ２＝７４９３，Ｐ＝００２４＜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意义；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治疗组第一个月复发的例数２例占６１５％，第二个月复发的例数１例占３２３％，第三个月
复发的例数 １例占 ３２３％；对照组第一个月复发的例数 ３例占 １０３４％，第二个月复发的例数 ４例占
１３７９％％，第三个月复发的例数７例占２４１４％，对复发率行秩和检验，ｚ＝１４８２，Ｐ＝０１３８＞００５，无显著差
异。结论：ＣＯ２激光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为尖锐湿疣的治疗提供借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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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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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
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ｏｓ，ＨＰＶ）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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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尖锐湿疣的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特别是有不

良性行为的人群成为尖锐湿疣高危群体［１］。引起尖锐湿疣的

最常见的是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病毒易出现变异［２，３］，迄今

己发现１００多种ＨＰＶ类型［４］，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鉴定出更

多ＨＰＶ新类型。正是由于其变异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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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在临床上应用ＣＯ２激光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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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尖锐湿疣，临床疗效尚可，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于我院就诊的尖锐湿疣
患者５５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符合尖锐湿疣诊断标准
的患者；（２）以前未参加过本研究的患者；（３）１８～７５岁的患
者；（４）两周之内未治疗尖锐湿疣的患者；（５）自愿参加本实验，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６）无严重基础病的患者。排除标准：（１）
依从性差的患者；（２）临床有明显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
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３）妊娠期、哺乳期妇女；（４）有精神疾病
或其他原因不能配合者；（５）参加过本实验的患者；（６）失眠有
明确器质性原因的患者；（７）酗酒或有其他不宜做药物试验观
察者。剔除标准：（１）由于疗程中发生其他疾病，可能导致结果
偏倚者；（２）由于与试验治疗无关的原因而停止服药者；（３）资
料不全影响观察结果者自行退出试验者。

入选５５例尖锐湿疣患者中，治疗组共２８例，对照组２７例，
两组年龄、性别、体重情况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ｔ／χ２ Ｐ

例数 ２８ ２７ ／ ／

年龄 ３１１９±９８９ ２８１１±９５４ １７０３ ０１３３

性别　　男 １４ 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９９１

　　　　女 １４ １３

体重 ５９０７±１３０４ ６１３４±１２９０ ０４７８ ０７０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诊断标准　根据《尖锐湿疣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诊
断：（１）有间接、直接感染史或非婚性接触史；（２）临床表现：①
生殖器或会阴部出现丘疹或乳头状、鸡冠状或菜花状赘生物。

②自觉有痒感、异物感、压迫感或疼痛，女性常见白带增多。③
５％醋酸液涂抹皮损处３～５ｍｉｎ后变白；（３）实验室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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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　治疗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
组，其中治疗组２８例，对照组２７例，在治疗期间无脱落。对照
组予以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ＪＺ－１Ｃ型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治疗
组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上即刻局部基底注射重组人干扰素α
－２ｂ（安达芬，安徽安科生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
号：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２０１１０２０４、２０１３０１０２）１００万 Ｕ，每周 ２次，连续
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治疗前后疣体的大小。（２）临床疗效判定：临床痊愈，３
个月后无复发，并做醋酸白试验阴性；未愈：３个月后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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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检验、秩和检验、Ｆｉｓｈ
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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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治愈率情况比较

经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治愈２３例与１３例，治愈率
分别为８２１４％、４８１５％，行卡方检验，χ２＝７４９３，Ｐ＝００２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愈率高于对照组。

２２　两组复发率的比较
治疗组第一个月复发的例数２例（６１５％），第二个月复发

者１例（３２３％），第三个月复发者１例（３２３％）；对照组第一
个月复发者３例（１０３４％），第二个月复发者４例（１３７９％），
第三个月复发者 ７例（２４１４％）。对复发率行秩和检验，ｚ＝
１４８２，Ｐ＝０１３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人体乳头状瘤病毒引起，表现为皮肤黏膜良

性赘生物。人体乳头状瘤病毒易出现变异，迄今己发现１００多
种ＨＰＶ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鉴定出更多 ＨＰＶ新类型。
正是由于其变异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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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社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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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就是将疣体去掉、

并防止复发［５，６］，常用的祛除疣体方法包括物理治疗和药物治

疗［７，８］，物理治疗包括液氮冷冻治疗、激光照射治疗、高频电刀

治疗、微波治疗、β－射线治疗等［９，１０］；药物治疗如腐蚀剂如碘

酊，抗病毒药物的应用主要针对病毒因素，常用的种类包括干

扰素、阿昔洛韦及其膏剂，高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力，达到抑制病

毒、促进机体康复的目的［１１，１２］；再就是常用免疫调节剂增强自

身免疫如增强ＮＫ细胞的活性［１３，１４］，从而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率，常用的免疫调节剂有卡介苗、左旋咪唑、自身疫苗、干扰素

诱导剂、咪奎莫特等；其次本身疣体的形成就是细胞异常增殖，

常用到抗癌剂抑制细胞的增殖，如氟尿嘧啶、足叶草脂等［１５］。

本研究即应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上合用干扰素局部注射
治疗，观察其治愈情况及预防复发的临床效果，两组尖锐湿疣

患者在性别、年龄和体重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愈率分别为，两组治愈率分别为８２１４％、４８１５％，治疗组显著
优于对照组；两组复发率行秩和检验，ｚ＝１４８２，Ｐ＝０１３８＞
００５，无显著差异。综上统计结果发现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即
ＣＯ２激光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为尖
锐湿疣的治疗提供借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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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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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郑楷平　吴剑波　刘琴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皮肤恶性肿瘤组织中蛋白酪氨酸磷酸酶－１（ＳＨＰ－１）和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我院皮肤科门诊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尖锐湿疣
患者共９０例，我院整形科正常皮肤９０例作为正常皮肤组，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９０例（各４５例）作为恶性
肿瘤组。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测定ＳＨＰ－１和ＥＧＦＲ在三组皮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结果：尖锐湿疣组组织中
的的ＳＨＰ－１吸光度值显著低于正常皮肤组，ＥＧＦＲ吸光度值显著高于正常皮肤组（Ｐ＜００５）；恶性肿瘤组组
织中的的ＳＨＰ－１吸光度值显著低于尖锐湿疣组，ＥＧＦＲ吸光度值显著高于尖锐湿疣组（Ｐ＜００５）。ＳＨＰ－１
在正常皮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和阳性表达率最高，恶性肿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和阳性表达率最低，Ｐ＜００１。
ＥＧＦＲ在恶性肿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和阳性表达率最高，正常皮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和阳性表达率最低，Ｐ＜
００１。在尖锐湿疣组组织中，ＳＨＰ－１低表达时，ＥＧＦＲ相应升高，两者呈负相关（ｒ＝－０７４，Ｐ＜００５）。结论：
在尖锐湿疣中，ＳＨＰ－１低表达和ＥＧＦＲ高表达和细胞增殖有关，可用于判断尖锐湿疣有无恶变倾向。

【关键词】　尖锐湿疣；蛋白酪氨酸磷酸酶－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预后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ＳＨＰ－１，ＥＧＦ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ＺＨＥＮＧ
Ｋａｉｐｉｎｇ，ＷＵＪｉａｎｂｏ，ＬＩＵＱ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
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１（ＳＨＰ－１）ａｎｄ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ｉ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ｎｏｒｍ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ｓｋ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９０
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ｆｒｏ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ｇｒｏｕｐ．９０ｃａｓｅｓ（ｅａｃｈ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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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ａｓ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ｓ．ＳＨＰ－１
ａｎｄＥＧＦ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ｋｉｎ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Ｐ－１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ＥＧＦＲａｂｓｏｒ
ｂ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Ｐ＜００５）．ＳＨＰ－１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ｇｒｏｕｐ．ＥＧＦＲ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ＳＨＰ－１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ｓ
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Ｐ＜００１．ＳＨＰ－１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００１．ＥＧＦＲ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ｓ
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００１．ＥＧＦＲ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ｋ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Ｐ＜００１．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ｇｒｏｕ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ＳＨＰ－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ｗ，ＥＧＦ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０７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ＨＰ－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ＥＧＦＲ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ｒａｂ
ｓ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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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乳头状瘤病
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所致皮肤黏膜良性赘生
物，是临床常见的、易反复发作的、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

其表现为上皮细胞异常增生［１］。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１（ｓｒ
ｃ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ｄｏｍａｉｎ２ｃｏｎｔ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１，ＳＨＰ
－１）是一种非跨膜酪氨酸磷酸酶，能够对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
激酶的脱磷酸化发挥负调控性，阻止细胞增生。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是一种跨膜糖蛋
白，广泛分布在哺乳动物上皮细胞膜中，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

相关文献指出［２］，ＳＨＰ－１与 ＥＧＦＲ的过度表达、自我激活与肿
瘤发生具有密切联系。本研究对我院皮肤科收治的尖锐湿疣

患者、正常皮肤者与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患者的蛋白酪氨

酸磷酸酶－１（ＳＨＰ－１）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采用免疫
组化技术进行检测，对比分析其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对尖锐湿

疣预后的影响。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皮肤科门诊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尖锐湿疣
患者共９０例，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活检确诊为尖锐湿疣。排除标
准：（１）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其他皮肤病；（２）入组前６个月
内接受过局部或全身免疫抑制剂治疗。同时选取我院整形科

正常皮肤９０例作为正常皮肤组，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９０
例（各４５例）作为恶性肿瘤组。其中尖锐湿疣组９０例，男４８
例，女４２例；年龄１８～６１岁，平均年龄（２９９１±２７８）岁。正常
皮肤组９０例，男４６例，女４４例；年龄１７～６３岁，平均年龄（３０１７
±２４９）岁。恶性肿瘤组９０例，男４９例，女４１例；年龄２０～６２
岁，平均年龄（２９５４±２４６）岁。三组一般情况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本次研究均征得患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实验方法

实验试剂及仪器：鼠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克隆抗体和

兔ＳＨＰ－１多克隆抗体购自福州迈新试剂公司（产品批号：ＭＳＴ
－８００１），ＹＢ－６型生物组织包埋机、ＹＢ－６Ｂ型烤片机购自湖
北亚光医用电子技术研究所，ＬｅｉｃａＴＰ１０２０型自动脱水机和
ＲＭ２１２５切片机购自德国 Ｌｅｉｃａ公司，ＢＸ５０型倒置显微镜购自

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标本制备及染色：选取所有患者阴道、子宫颈等部位的湿

疣组织做成涂片，制作成帕氏染色，三组标本经１０％甲醛溶液
固定，石蜡包埋后，连续以５μｍ厚度切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
石蜡切片脱蜡之后，滴加过氧化物酶阻断液，常温孵育 １０ｍｉｎ
后，滴加一抗，３７℃湿盒中孵育 ６０ｍｉｎ，滴加二抗，常温孵育
１０ｍｉｎ后，滴加过氧化物酶－链霉亲和素溶液，常温孵育１０ｍｉｎ。
每步之间用ＰＢＳ漂洗３次，完成后，ＤＡＢ显色，细胞核以苏木精
复染，封片采用中性树胶。阳性对照为已知阳性片，阴性对照

为被ＰＢＳ代替的一抗。
１３　观察指标

ＳＨＰ－１和ＥＧＦＲ阳性细胞均为细胞质或细胞膜有淡黄色、
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其中染色强度评分为：０分，阴性；１分，
弱阳性；２分，阳性；３分，强阳性。阳性细胞数评分为：０分，无
阳性细胞；１分，阳性细胞数 ＜２５％；２分，阳性细胞数 ２５％ ～
５０％；３分，阳性细胞数＞５０％。两项相加，最后得分３～６分为
免疫组化染色阳性［３］。每位入选者选取一张阳性切片，光镜下

（×４００倍）选取５个视野，采用ＨＭＩＡＳ－２０００型全自动医学彩
色图像分析系统，测定阳性细胞的吸光度值，即为蛋白的相对

含量。对比三组ＳＨＰ－１、ＥＧＦＲ的吸光度值、染色强度分布和
阳性表达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分析数据，以（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ｔ检验分析每两组之间差异；以［ｎ（％）］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分析组间差异；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析相关性；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
吸光度值对比

　　尖锐湿疣组组织中的ＳＨＰ－１吸光度值显著低于正常皮肤
组，ＥＧＦＲ吸光度值显著高于正常皮肤组（Ｐ＜００５）；恶性肿瘤
组组织中的ＳＨＰ－１吸光度值显著低于尖锐湿疣组，ＥＧＦＲ吸光
度值显著高于尖锐湿疣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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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吸光
度值

组别 例数 ＳＨＰ－１ ＥＧＦＲ

正常皮肤组 ９０ ０１９±００１ ０１８±００３

尖锐湿疣组 ９０ ０１２±００２ａ ０２５±００２ａ

恶性肿瘤组 ９０ ００７±００１ａｂ ０３１±００４ａｂ

　　注：正常皮肤组相比，ａＰ＜００５；和尖锐湿疣组相比，ｂＰ＜００５

２２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
染色强度分布对比

　　ＳＨＰ－１在正常皮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最高，恶性肿瘤组
组织中染色强度最低，χ２＝２５８１７０，Ｐ＝００００２。ＥＧＦＲ在恶性
肿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最高，正常皮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最

低，χ２＝６６８４３５，Ｐ＝０００００。见表２。

表２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染色强度分布对比

观察指标 组别 例数
结果

－ ＋ ２＋ ３＋

ＳＨＰ－１ 正常皮肤组 ９０ ９（１０００） １８（２０００） ２１（２３３３） ４２（４６６７）

尖锐湿疣组 ９０ ２３（２５５６） ２０（２２２２） １６（１７７８） ３３（５６６６）

恶性肿瘤组 ９０ ３６（４０００） ２１（２３３３） １１（１２２２） ２２（２４４５）

ＥＧＦＲ 正常皮肤组 ９０ ３（３３３） ２１（２３３３） ６０（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尖锐湿疣组 ９０ ３（３３３） ２５（２７７８） ２８（３１１１） ３４（３７７８）

恶性肿瘤组 ９０ ３（３３３） １５（１６６７） １８（２０００） ５４（６０００）

２３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
阳性表达率对比

　　ＳＨＰ－１在正常皮肤组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最高，恶性肿瘤
组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最低，χ２＝１５５３５４，Ｐ＝００００４。ＥＧＦＲ在
恶性肿瘤组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最高，正常皮肤组组织中阳性表

达率最低，χ２＝２５８３５３，Ｐ＝０００００。见表３。

表３　ＳＨＰ－１、ＥＧＦＲ在尖锐湿疣、正常皮肤和恶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
达率

观察指标 组别 例数 阴性 　阳性

ＳＨＰ－１ 正常皮肤组 ９０ １１（１２２２） ７９（８７７８）

尖锐湿疣组 ９０ ２４（２６６７） ６６（７３３３）

恶性肿瘤组 ９０ ３４（３７７８） ５６（６２２２）

ＥＧＦＲ 正常皮肤组 ９０ １４（１５５６） ７６（８４４４）

尖锐湿疣组 ９０ １（１１１） ８９（９８８９）

恶性肿瘤组 ９０ ０　　　 ９０（１００００）

２４　尖锐湿疣组组织中ＳＨＰ－１和ＥＧＦＲ的相关性
在尖锐湿疣组组织中，ＳＨＰ－１低表达时，ＥＧＦＲ相应升高，

两者呈负相关（ｒ＝－０７４，Ｐ＜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其发病主要因素为

ＨＰＶ感染，与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较弱、病毒潜伏感染、局部
炎症性疾病相关［４］。尖锐湿疣好发于肛周、性器官以及乳头、

口腔等其他皮肤黏膜，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间接接触传染、母

婴传播等途径传播，诱发机体内部出现疣体，对患者的生命健

康造成严重威胁，早期诊断对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５］。尖锐

湿疣是良性疾病，但细胞增殖的速度比较快，与实体肿瘤相似，

其生长需要丰富的血管血液营养供应，形成新生血管，促进微

血管增殖与管腔扩张［６］。尖锐湿疣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相关

研究指出ＳＨＰ－１与 ＥＧＦＲ参与了尖锐湿疣发病，且在疾病发
展过程中的细胞生长、信号传导和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７，８］。

ＳＨＰ－１是属于６８ｋｕ的胞质蛋白，通过 ＳＨ２结构域和细胞
ＥＧＦＲ的酪氨酸抑制基序（ＩＴＩＭ）特异性可以相互结合，对受体构
象进行改变，能够促使下游蛋白去磷酸化，阻止生长信号，对凋亡

信号和细胞增殖产生抑制性［９］。本研究中ＳＨＰ－１在正常皮肤
组组织中染色强度和阳性表达率最高，恶性肿瘤组组织中染色强

度和阳性表达率最低，这提示低表达的ＳＨＰ－１参与了ＣＡ疾病
的发展，且减弱了ＳＨＰ－１的负调控作用，增加了下游受体酪氨
酸激酶活性，对受体介导的有丝分裂信号传导通路起到增强作

用，严重影响尖锐湿疣细胞增殖与分化，这与ＬｅｖａｌＡ等相关报道
类似［１０］。

ＥＧＦＲ是一种生存于细胞膜表面的跨膜糖蛋白，是角质形
成细胞（ｋｃ）自泌生长因子的主受体，其分子质量为１７０ｋｕ，具有
较强的酪氨酸激酶活性［１１，１２］。ＥＧＦＲ作为表皮多种功能的基本
调节剂，可以与其配体相互结合会产生二聚化，对 ｋｃ增殖与分
化起到调节作用，控制表皮的自身稳定性。在肿瘤成长过程

中，ＥＧＦＲ保持基底层细胞增殖，有助于预防过早终末分化，启
动细胞生长周期，激活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所致胞质区酪氨酸

残基磷酸化，激活下游多条信号通路［１３］。本研究中ＥＧＦＲ在恶
性肿瘤组组织中染色强度与阳性表达率最高，正常皮肤组组织

中染色强度与阳性的表达率最低，这说明尖锐湿疣患者组织中

的ＥＧＦＲ表达过度，且极易诱发下游信号异常活化，通过异常活
化的ＥＧＦＲ通路改变尖锐湿疣细胞生长特性，抑制细胞凋亡，对
细胞的增殖与分化产生刺激作用。本研究发现，在尖锐湿疣组

组织中，ＳＨＰ－１低表达时，ＥＧＦＲ相应升高，两者呈负相关，这
说明ＳＨＰ－１与ＥＧＦＲ存在密切联系，其中ＳＨＰ－１能够通过脱
磷酸化直接作用于 ＥＧＦＲ，对其激酶活性产生抑制性。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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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１４］，尖锐湿疣患者组织中的 ＨＰＶ诱导 ＳＨＰ－１低表达，
削弱其负调控作用，增强ＥＧＦＲ活性，且高表达的ＥＧＦＲ与增强
的信号通路活性能够传递分裂增殖信号于细胞，对细胞分化的

正常调控产生严重的干扰，最终导致尖锐湿疣细胞过度增殖。

综上所述，在尖锐湿疣中 ＳＨＰ－１低表达和 ＥＧＦＲ高表达
和尖锐湿疣细胞增殖有关，且 ＳＨＰ－１与 ＥＧＦＲ的表达呈负相
关，临床可通过检测以上因子判断尖锐湿疣有无恶变倾向，以

ＳＨＰ－１与ＥＧＦＲ为靶点进行免疫治疗将成为临床治疗尖锐湿
疣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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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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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地区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流行病学调查
刘送军１　贾小娜２　牛润婷３

１魏县人民医院肛肠科，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８００
２魏县人民医院病理科，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８００
３邯郸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７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魏县地区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女性肛门及
肛管尖锐湿疣的防治提供借鉴。方法：回顾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到我院就诊的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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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女性肛门及肛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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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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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危险因
素，嗜酒、熬夜、吸烟、皮损ＨＰＶ型别为１６型、皮损ＨＰＶ型别为复合型是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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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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针对肛交性行为

者应当予以广泛关注并采取良好有效的干预机制，对于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应注意禁止饮酒、不熬夜，

以防止复发。

【关键词】　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流行病学调查；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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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ＯＲ＝１８６０，９５％ ＣＩ０７２１－３０２７），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ｐｏ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１６４９，９５％ ＣＩ１０５２－２５８５），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Ｒ ＝１１０９，９５％ ＣＩ１０７５－１１４６）
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ｕ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ｃａｎａｌ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Ａｌｃｏｈｏｌ，ｓｔａｙｉｎｇｕｐｌａｔ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ｓｋ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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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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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
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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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尖锐湿疣的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特别是有

不良性行为的人群成为尖锐湿疣高危群体［１］。引起尖锐湿疣

的最常见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病毒易出现变异［２，３］，迄今己发

现１００多种 ＨＰＶ类型［４］，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鉴定出更多

ＨＰＶ新类型。正是由于其变异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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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肛门周围及肛管内是女性常见发病部位之一，且发病特征与危

险因素多样。为此，我们在临床上搜集并分析了魏县部分地区部

分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女性

肛门及肛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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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到我院就诊的肛门及肛
管尖锐湿疣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

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１）符合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诊断

标准的患者；（２）以前未参加过本研究的患者；（３）１８～７５岁的
患者；（４）无严重基础病的患者。排除有精神疾病或其他原因
不能配合者。剔除标准：（１）未按规定随访者；（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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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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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生物，少数呈乳头瘤样增殖的

巨大型尖锐湿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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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５％醋酸液涂抹皮损处３～５ｍｉｎ后
变白。（３）实验室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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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在皮损活检中用抗原或核酸

检测显示有ＨＰＶ常见的是ＨＰＶ－６，１１型，少见为ＨＰＶ－１６，１８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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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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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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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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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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共搜集患者２０５例，患者平均年龄为（２７７４±７２１）岁。患
者的一般情况具体数据见表１。
２２　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配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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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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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危险
因素。相关系数数据见表２。
２３　复发因素的分析

调查分析显示嗜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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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

复发的主要促进因素。相关系数见表３。

表１　患者的一般情况

项目 合计

年龄 １５～ １７

２０～ ７９

３０～ ５７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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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的配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β Ｓｂ
Ｗａｌｄ

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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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女性患者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复发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β Ｓｂ
Ｗａｌｄ

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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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亚型 １５１９ ０４０３ １３５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２８６３ ０７０９ ５０５１

#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人体乳头状瘤病毒引起，表现为皮肤黏膜良

性赘生物，人体乳头状瘤病毒易出现变异，迄今己发现１００多种
ＨＰＶ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鉴定出更多 ＨＰＶ新类型。正

是由于其变异较多，所以抗病毒治疗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目前临

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就是将疣体去掉并防止复

发［５，６］，常用的去除疣体方法包括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７，８］，物

理治疗包括液氮冷冻治疗、激光照射治疗、高频电刀治疗、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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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β－射线治疗等［９－１１］；药物治疗如腐蚀剂如碘酊，抗病毒

药物的应用主要针对病毒因素，常用的种类包括干扰素、阿昔

洛韦等，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力，达到抑制病毒、促进机体康复

的目的［１２，１３］；再就是常用免疫调节剂增强自身免疫如增强 ＮＫ
细胞的活性［１４］，从而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常用的免疫调节

剂有卡介苗、左旋咪唑、自身疫苗、干扰素诱导剂、咪奎莫特等；

其次本身疣体的形成就是细胞异常增殖，常常用到抗癌剂抑制

细胞的增殖，如氟尿嘧啶、足叶草脂等［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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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肛门周围及肛管内

是女性常见发病部位之一，且发病特征与危险因素多样，为此

我们在临床上搜集并分析了魏县部分地区部分女性肛门及肛

管尖锐湿疣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以期为女性肛门及肛管尖

锐湿疣的防治提供借鉴。

回顾自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魏县部分地区女性肛门
及肛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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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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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每一个病例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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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Ｖ、
使用公共用品、性病防护知识差、多性伴侣是女性患者发生肛

门及肛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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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别为复合型是女性患者发生肛门及肛
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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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针对肛交性行为者应

当予以广泛关注并采取良好有效的干预机制。对于女性肛门

及肛管尖锐湿疣应注意禁止饮酒、不熬夜，以防止复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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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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早泄诊断与治疗》第２版出版

由郭军、张春影、吕伯东主编，全国３０余位泌尿男科专家编写的《早泄诊断与治疗》（第２版）２０１６年１月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
版。全书２２．８万字，２７４页，价格２８元。

全书共１４章，包括：射精的解剖、生理与调控，早泄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诊断与治疗方法；中医对早泄的认识和古代房中术
简介；前列腺炎、勃起功能障碍与早泄；早泄的医患沟通技巧与健康教育等。并增加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对早泄的影响、诊断与治疗，

以及２０１５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早泄诊治指南和国际性医学会（ＩＳＳＭ）早泄诊治指南（２０１４年版）的解读等内容。作者在早泄的评
估上把控精能力作为第一位为其特点。本书资料翔实，内容新颖，阐述简明，指导性、实用性强，适于男科医师、泌尿外科医师、基层

全科医师和医学院校师生阅读参考，亦可供成年男性自我保健和早泄患者求医问药时参阅。 （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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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王芬萍（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王军（１９７１－），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ｊｕｎ２００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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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５

妇科门诊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王芬萍１　王军２△

１宁波市小港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１
２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　要】　目的：调查我院妇科门诊就诊患者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的感染状况、基因分型，为预防ＨＰＶ
感染和宫颈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 ＨＰＶ核酸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对我院９８０例门诊女性进行
ＨＰＶ检测，并对其亚型感染情况进行分析。结果：９８０例受试者中，２２０例（２２４５％）ＨＰＶ阳性，均按各基因
型ＨＰＶ阳性率计算，单一基因型感染率为１６１２％（１５８／９８０），多重感染率为６３３％（６２／９８０）；其中单纯高
危型感染率为１７５３％（１７０／９８０），单纯低危型感染率为３５７％（３５／９８０），高危型／低危型感染率为１５３％
（１５／９８０）。高危型最高为 ＨＰＶ－１６（６１２％），其次为 ＨＰＶ－５２（３５７％）、ＨＰＶ－５８（２９６％）、ＨＰＶ－５６
（２１４％），低危型主要为ＨＰＶ－６（２６５％）与ＨＰＶ－１１（２０４％）。对２２０例ＨＰＶ阳性感染者进行液基细胞
学检测（ＬＣＴ）检查，ＬＣＴ阳性率为３８１８％，同期１０２例ＨＰＶ阴性的ＬＣＴ阳性率为１９６％，ＨＰＶ阳性与同期
ＨＰＶ阴性妇女的ＬＣＴ结果的阳性率有显著差别（χ２＝２０３４３，Ｐ＝００１）。结论：本地区妇科门诊就诊患者
ＨＰＶ阳性率较高，以高危型为主，且ＨＰＶ阳性率与宫颈癌变发生率有相关性。

【关键词】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高危型；低危型；液基细胞学检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ｉｎｉｃ　ＷＡＮＧＦｅｎｐ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Ｊｕ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ｉｎｇｂｏＣｉｔｙ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８０１，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ｉｘ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９８０ｗｏｍｅｎｏｆ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ＰＶ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９８０ｗｏｍ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ｅｄ，２２０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ＨＰＶ（２２．４５％）．Ｓｉｎｇ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９８０）．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３３％ （６２／９８０）．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７．５３％ （１７０／９８０）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３．５７％ （３５／９８０）．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Ｒ－ＨＰＶ／ＬＲ－ＨＰＶｗａｓ
１．５３％ （１５／９８０）．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Ｒ－ＨＰＶｗｅｒｅＨＰＶ－１６（６．１２％），ＨＰＶ－５２（３．５７％），ＨＰＶ－５８
（２．９６％）ａｎｄＨＰＶ－５６（２．１４％）．ＨＰＶ－６（２．６５％）ａｎｄＨＰＶ－１１（２．０４％）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Ｒ－ＨＰＶｓｕｂ
ｔｙｐｅｓ．２２０ＨＲ－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Ｃ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３８．１８％．１０２ＨＲ－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Ｃ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１．９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χ２＝２０３４３，Ｐ＝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ｈｉｇｈ，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ＨＲ－ＨＰＶ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
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Ｌｏｗｒｉｓｋ；Ｌ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微小无包膜
的环状双链ＤＮＡ病毒，ＨＰＶ感染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目
前已分离出１００余种亚型，而侵犯生殖道的基因亚型有５０余
种。目前，已明确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病因［１］。研

究显示，ＨＰＶ感染率及型别存在地区差异［２］，为了解本地区女

性宫颈ＨＰＶ感染状况，笔者对近几年来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有
性生活的妇女进行ＨＰＶ筛查，并进行基因分型，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与分组

自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在我院妇科门诊行妇
科体检且有性生活史的妇女９８０例，年龄１８～６５岁，平均年龄
（３５６±７８）岁；均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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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采用阴道扩张器充分暴露宫颈，将宫颈口过多分泌物拭

除，将另一支无菌棉拭子插入宫颈内单方向转动采集宫颈分泌

物，将采集标本后的棉拭子置入凯普一次性无菌玻璃管密闭送

检。采用ＨＰＶ核酸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
司生产）对标本进行检测，同时取宫颈脱落细胞进行宫颈细胞

学检查（ＬＣＴ）。检测过程及结果判断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３　数据统计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并进行χ２检验，设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检测结果

９８０例受试者，２２０例（２２４５％）ＨＰＶ阳性，单一基因型感
染率为１６１２％，多重感染率为６３３％；其中单纯高危型感染率
为１８８８％，单纯低危型感染率为５１０％，高危型／低危型感染
率为１５３％。见表１、表２。

表１　ＨＰＶ基因分型感染情况

ＨＰＶ基因分型 频次（ｎ） 百分比（％） 阳性率（％）

单一基因型 １５８ ７１８２ １６１２

双重基因型 ４１ １８６４ ４１８

三重基因型 １４ ６３６ １４３

四重基因型 ４ １８２ ０４１

五重基因型 ２ ０９１ ０２０

≥六重基因型 １ ０４５ ０１０

合计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５

表２　ＨＰＶ基因型别检测情况

ＨＰＶ基因型别 频次（ｎ） 百分比（％） 阳性率（％）

单纯高危型 １７０ ７７２７ １７３５

单纯低危型 ３５ １５９１ ３５７

高危型低危型混合感染 １５ ６８２ １５３

合计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５

２２　ＨＰＶ亚型分布
２２０例ＨＰＶ阳性感染者中，高危型最高为 ＨＰＶ－１６，感染

率为６１２％，占感染者２７２７％。其次为 ＨＰＶ－５２（３５７％）、
ＨＰＶ－５８（２９６％）、ＨＰＶ－５６（２１４％）；低危型主要为 ＨＰＶ－６
（２６５％）与ＨＰＶ－１１（２０４％）。见表３。

表３　ＨＰＶ亚型分布

ＨＰＶ亚型 频次（ｎ） 百分比（％） 阳性率（％）

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 ６０ ２７２７ ６１２

　ＨＰＶ－５２ ３５ １５９１ ３５７

　ＨＰＶ－５８ ２９ １３１８ ２９６

　ＨＰＶ－１８ １５ ６８２ １５３

　ＨＰＶ－５１ ５ ２２７ ０５１

　ＨＰＶ－１１ ６ ２７３ ０６１

　ＨＰＶ－３３ ３ １３６ ０３１

　ＨＰＶ－３１ ２ ０９１ ０２０

　ＨＰＶ－４５ ２ ０９１ ０２０

　ＨＰＶ－３５ 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ＨＰＶ－３９ 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ＨＰＶ－５６ ２１ ９５４ ２１４

　ＨＰＶ－５９ ３ １３６ ０３１

　ＨＰＶ－６８ ２ ０９１ ０２０

低危型

　ＨＰＶ－６ ２６ １１８２ ２６５

　ＨＰＶ－１１ ２０ ９０９ ２０４

　ＨＰＶ－４２ ２ ０９１ ０２０

　ＨＰＶ－４３ 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ＨＰＶ－４４ 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２３　宫颈细胞学（ＬＣＴ）检查结果

细胞学检查按照ＴｈｅＢｅｒｔｈｅｓ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ＴＢＳ）分类［３］。ＴＢＳ
系统对宫颈病变的诊断包括无上皮内病变及恶性病变（ｎｏｎ－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ｏｒ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ＮＩＬＭ）、非典型鳞状上
皮细胞意义不明确（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ｏｆ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ＳＣＵＳ）、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不除外高级别鳞状上皮
内病变（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ｏｆｃａｎｎｏ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
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ＡＳＣ－Ｈ）、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鳞状细
胞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Ｃ）［４］。

对２２０例 ＨＰＶ阳性感染者进行的 ＬＣＴ检查结果显示，
ＮＩＬＭ有１３６例，阴性率为 ６１８２％；以 ＡＳＣ－ＵＳ及以上为阳
性，共 有 ８４例，阳 性 率 为 ３８１８％，ＡＳＣ－ＵＳ有 ５３例
（２４０９％），ＡＳＣ－Ｈ有５例（２２７％），ＬＳＩＬ有１６例（７２７％），
ＨＳＩＬ有８例（３６４％），ＳＣＣ有２例（０９１％）。同期１０２例ＨＰＶ
阴性的ＬＣＴ结果阴性率为９８０４％（１００／１０２），阳性率为１９６％
（２／１０２）。通过χ２检验，ＨＰＶ阳性与同期 ＨＰＶ阴性妇女的 ＬＣＴ
结果的阳性率有显著差别（χ２＝２０３４３，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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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ＨＰＶ阳性与ＬＣＴ检查结果的关系

例数 ＮＩＬＭ ＡＳＣ－ＵＳ ＡＳＣ－Ｈ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 ＳＣＣ ＬＣＴ阳性率（％）

ＨＰＶ阳性 ２２０ １３６ ５３ ５ １６ ８ ２ ３８１８

ＨＰＶ阴性 １０２ １００ １ １ － － － １９６

#

　讨论
ＨＰＶ为一种双链闭合环状 ＤＮＡ病毒，具有宿主特异性及

嗜上皮性，ＨＰＶＤＮＡ通过整合至 ＨＰＶ感染者细胞 ＤＮＡ中，可
导致抑癌基因突变，导致宫颈癌及宫颈病变的发生［５］。数据显

示，全球每年约有宫颈癌新发病例５０万，而ＨＰＶ持续感染是其
重要危险因素［６］。通过检测ＨＰＶ及其分型，对临床宫颈上皮内
瘤变（ＣＩＮ）筛查及宫颈细胞学异常的评估及治疗后的随访均具
有重要意义［７］。

根据ＨＰＶ致病能力不同可分为高危型及低危型，其中高危
型包括ＨＰＶ－１６、５８、６６、５９、３５、１８、３１、３３、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６８、
７３、８２等，而低危型主要包括 ＨＰＶ－４０、４２、４３、６１、７０、４４、７２、８１
等［８］。高危型与ＣＩＮⅡ－Ⅲ及宫颈癌的发生直接相关，而高危
型可导致ＣＩＮⅡ－Ⅲ级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低危型则与 ＣＩＮ
Ⅰ等宫颈良性病变有关。国内外大量研究显示，不同地区 ＨＰＶ
感染率不同，其基因分型也不同，国内已有相关报道及数据统

计。在我国主要以 ＨＰＶ－１６为主［９，１０］，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５８、
ＨＰＶ－５２分别居第２、３、４位。我国南方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８感
染率高于北方。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７日北京一项最新流行病学研究
显示，我国农村妇女 ＨＰＶ感染率为 １４６％，城市妇女为
１５２％［１１］。文献报道，昆明地区妇女ＨＰＶ感染率为１６９％，高
危型占 ８４９％，最常见的类型为ＨＰＶ－１６、３３、５８、１８型［１２］。重

庆地区ＨＰＶ感染率为１７３％，高危型占１０９７％，最常见的类
型为１６、４３、５８、５２型［１３］；文献报道中国台湾南部地区 ＨＰＶ感
染的主要分型为１６、５２、５８；贵州地区ＨＰＶ感染的基因型分别为
５２、１６、５８、６８；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报道，ＨＰＶ－１６亚型最常
见，ＨＰＶ－５８及ＨＰＶ－１８亚型次之［１４，１５］。

本研究中，２２０例（２２４５％）ＨＰＶ阳性，单一基因型感染率
为１６１２％，多重感染率为６３３％；其中单纯高危型感染率为
１７３５％，单纯低危型感染率为３６７％，高危型／低危型感染率
为１５３％。２２０例ＨＰＶ阳性感染者中，高危型感染率高者低次
为ＨＰＶ－１６（６１２％）、ＨＰＶ５－２（３５７％）、ＨＰＶ－５８（２９６％）、
ＨＰＶ－５６（２１４％），低危型主要为 ＨＰＶ－６（２６５％）与 ＨＰＶ－
１１（２０４％），与国内大多数文献报道类似但并非完全相同。对
２２０例ＨＰＶ阳性感染者进行 ＬＣＴ检查，ＬＣＴ阳性率为３８１８％，
同期１０２例ＨＰＶ阴性的 ＬＣＴ结果是阳性率为１９６％，ＨＰＶ阳
性与同期 ＨＰＶ阴性妇女的ＬＣＴ结果的阳性率有显著差别。说
明ＨＰＶ检查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１０２例ＨＰＶ阴性标本的ＬＣＴ检查结果中仅１例ＡＳＣ－ＵＳ、

１例ＡＳＣ－Ｈ，这说明先进行 ＨＰＶ检测可以有效缩窄宫颈癌的
高风险人群，比通常采用的细胞学检测更有效，而细胞学的高

特异性可以降低漏诊率。

综上所述，ＨＰＶ感染基因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采用
ＨＰＶ－ＤＮＡ亚型检测可有效筛查本地区ＨＰＶ阳性者，了解本地

区人群ＨＰＶ感染情况及型别的分布，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ＨＰＶ
筛查，可降低筛查成本，提高筛查效果，通过筛查 ＨＰＶ高危型
者，有利于识别宫颈癌高危人群，并进行定期随访及重复细胞学

检查，从而可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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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支原体感染诊治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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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是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多个学科。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
生殖道感染学组组织多学科讨论，对临床支原体相关问题形成了共识。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存在无症状携

带，以解脲支原体（Ｕ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为主，解脲支原体可分为微小脲原体和解脲支原体两种亚型，其中微
小脲原体特别容易见于无症状携带。Ｕｕ和生殖支原体（Ｍ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Ｍｇ）是导致尿道炎的重要致病微生
物，Ｍｇ还是宫颈炎、盆腔炎的重要致病微生物。采用核酸分析的方法进行支原体检测更有利于支原体的诊
治。如果男女双方均无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相关症状，仅Ｕｕ阳性，考虑为携带者，不必治疗。男性为Ｕｕ性尿
道炎，建议同时治疗性伴。孕期下生殖道检出 Ｕｕ的患者不需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男性精液质量异常且有
生育需求时，男女双方建议同时治疗一疗程。男女双方生殖道Ｕｕ培养阳性对ＩＶＦ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　解脲支原体；微小脲原体；生殖支原体；人型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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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是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多个学
科。我国医务人员对支原体的致病性认识较为混乱，支原体的

临床诊治亟待规范。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生殖道感染学组是一个汇

集了泌尿外科、男科、妇产科、生殖医学专业、皮肤性病科、感染

疾病科的多学科交流平台。经过多学科讨论，对临床支原体相

关问题形成了以下意见。

!

　支原体概述
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归属于柔膜体纲，支原体目（Ｍｙｃｏ

ｐｌａｓｍａｔａｌｅｓ），支原体科；其下分为支原体属、脲原体属。能够从
人体分离出的支原体共有１６种，其中７种对人体有致病性。常
见的与泌尿生殖道感染有关的支原体有解脲支原体（Ｕｕｒｅａ
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人型支原体（Ｍ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生殖支原体（Ｍ
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Ｍｇ）［１］。

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在我国开展检测时间较早，大多

数医院都能检测。生殖支原体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才被人们发
现，受检测条件所限，Ｍｇ仅在我国极少数医院开展检测。
"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存在无症状携带
支原体在泌尿生殖道存在定植现象，人群中存在着相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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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支原体携带者而没有症状和体征，以Ｕｕ最为突出［２，３］。

解脲支原体可分为两个亚型：Ｐａｒｖｏ生物型和Ｔ９６０生物型。
进一步可分为１４个血清型：Ｐａｒｖｏ生物型由解脲支原体血清型
１、３、６、１４组成；Ｔ９６０生物型则包括解脲支原体２、４、５、７、８、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血清型。这两种亚型培养形成的菌落外观一致，
划分亚型主要依据基因组之间的差异，需要使用核酸检测的

方法。

具有Ｐａｒｖｏ生物群特征的支原体又被称为微小脲原体
（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ｐａｒｖｕｍ，Ｕｐ），Ｕｐ常见于临床无症状携带，在健康
体检人群中常常是 Ｕｐ的单一血清型检出［２，３］，大多数人认为

Ｕｐ属于正常菌群。有Ｔ９６０生物群特征的支原体仍被称为解脲
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

自从分子生物学方法能够分型检出Ｕｕ和Ｕｐ后，各国学者
都致力于研究二者致病性之间的差异，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证明

一种Ｕｕ的致病能力强于另一种，仅有大量证据证明Ｕｐ易于被
携带。

综上，阴道内经培养检出解脲支原体的几率较高［２，３］，但常

无明确的临床意义，在临床工作中需要谨慎的判断泌尿生殖道

检出解脲支原体的临床意义。

#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能够导致或相关的疾病
３１　尿道炎

支原体是泌尿系感染的常见致病微生物，由支原体导致的

泌尿系感染以尿道炎最为多见，其他还包括肾盂肾炎等。目前

认为非淋菌造成的尿道炎中，３５％ ～５０％与衣原体感染相关，
２０％～４０％与支原体相关，其余病因尚不清楚。

Ｕｕ和Ｍｇ已被证明是男性非淋菌性尿道炎病原体［４］。

３２　宫颈炎和盆腔炎
近年来，已有大量证据证明生殖支原体Ｍｇ是宫颈炎、子宫

内膜炎、盆腔炎、男性生殖道疾病和输卵管性不孕的病因［５，６］。

生殖支原体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但我国的生殖支原体临床检

测很少。

约有１０％的盆腔炎患者能培养出Ｍｈ［７］，同时，有研究表明
Ｍｈ感染还可致产后发热［８］，其原因可能是造成了子宫内膜炎。

由于支原体与盆腔炎的发病具有相关性，在２００８年发表的《中
国盆腔炎性疾病诊治规范草案》的治疗原则包含针对衣原体及

支原体的治疗。

３３　绒毛膜羊膜炎及早产
已有很多证据表明解脲支原体可以导致羊膜腔内感染［９］。

但是，上世纪在美国进行了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该研究共纳

入４９００余名妊娠妇女，研究结果表明，母体孕中期阴道解脲支
原体的定植与胎儿低出生体重、胎膜早破及早产的发生无显著

相关性［１０］。目前，大多数临床研究认为不需要对孕期下生殖道

检出Ｕｕ的患者进行干预和治疗。
因此，如果怀疑下生殖道支原体上行感染至宫腔导致绒毛

膜羊膜炎及早产，需要从上生殖道取样进行评估。

３４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检出对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有很多临床研究显示解脲支原体可能影响精子活动度，其

原因可能是支原体粘附影响精子活动，也有可能是支原体诱导

抗精子抗体的产生。支原体与精子活动度之间有相关性，但未

能明确其致病性［１１］。

３５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检出对辅助生殖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男女双方生殖道 Ｕｕ培养阳性对 ＩＶＦ的受

精率、异常受精率、卵裂率、临床妊娠率及流产率均没有明显影

响［１２］，认为宫颈解脲支原体阳性不影响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的

妊娠结局［１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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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的检测
支原体的培养是目前国内医疗机构进行解脲支原体和人

型支原体检测的主要手段，而且主要是使用液体培养基直接检

测并同时进行支原体药敏试验。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候会受到

细菌或真菌的污染导致假阳性，因此需要固体培养基确认菌落

形态才能最后诊断。而且这种方法不能区分 Ｕｐ和 Ｕｕ。区分
Ｕｕ和Ｕｐ主要使用核酸检测的方法。

生殖支原体于１９８１年自ＮＧＵ患者中分离出。在一般支原
体培养基中不生长。在固体培养基上菌落大小极不一致，由于

分离培养难度大，临床极少使用培养方法检测生殖支原体。血

清学方面与肺炎支原体有很多交叉反应的抗原决定簇，目前主

要靠ＤＮＡ探针和 ＰＣＲ检测技术进行研究，以克服血清学上的
交叉反应。

检测Ｕｕ、Ｍｈ、Ｍｇ均可以采用１６ＳｒＲＮＡ保守区设计引物，
采用核酸检测的方法还可以区分Ｕｕ和Ｕｐ。

各种各样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包括凝集反应、补体结合、间

接红细胞凝集、代谢抑制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均被用于进

行生殖道支原体的血清学变化检测。这些方法虽然有助于生

殖道支原体致病作用的研究，但在临床工作中这些血清学试验

没有实用性。

%

　不同标本的临床评价
５１　男性受检者检测样本

尿道拭子：男性患者常常因为尿道炎的症状进行支原体检

测，通常可以进行尿道拭子，采用上述培养或核酸检测的方法

进行检测。尿道拭子的采集有一定痛苦，容易造成男性的畏惧

而避免检查。

前列腺液及精液：怀疑男性生殖道感染的患者有时会进行

前列腺液或精液的检查，前列腺液或精液排出时经过尿道，不

可避免的会携带尿道内的微生物，尿道内可能存在支原体定

植，因此可能被污染。

尿液检测：一般仅适用于 ＲＮＡ检测方法，优点为无创、方
便、敏感性和特异性高。可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目前新的核

酸检测方法可以采用尿液检测，减轻了男性患者采样的痛苦，

便于男性筛查。

５２　女性受检者检测样本
宫颈拭子与阴道拭子：是女性最常进行的检测手段，可培

养或核酸检测，如前所述，女性下生殖道内有很高的比例出现

支原体定植，因此需要审慎的评估感染风险，确定是否需要治

疗。以Ｕｕ为例，如果不能进行 Ｕｐ和 Ｕｕ的区分，判断 Ｕｕ导致
的感染性疾病时则需要更加谨慎。

尿液检测：同样适用于 ＲＮＡ检测方法，优点为无创、方便、
敏感性和特异性高，可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

&

　对于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出的处理原则
如果男女双方均无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相关症状，仅 Ｕｕ阳

性，考虑为携带者，不必治疗。

Ｕｕ经感染治疗后症状体征消失，仅 Ｕｕ实验室检查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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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时，应考虑是否转为Ｕｕ携带，不必继续进行药物治疗。
男性若确诊为Ｕｕ性尿道炎，建议同时治疗性伴，期间注意

避免无保护性交。

男性精液质量异常且有生育需求时，男女双方建议同时治

疗一疗程。

如果能够进行生殖支原体检测，应该在怀疑尿道炎和宫颈

炎时积极进行Ｍｇ检测。
治疗盆腔炎时，应考虑支原体可能参与盆腔炎的发病，抗

菌谱宜覆盖支原体。

'

　支原体感染的治疗方案
因为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因此支原体对作用于细胞壁的抗

生素耐药。因此，内酰胺类及糖肽类抗生素对支原体无效。

抑制蛋白合成的抗生素对大多数支原体有效。人型支原

体对林可霉素敏感，但对红霉素耐药；与之相反，解脲支原体对

红霉素敏感，但林可霉素耐药。协同试验的结果表明，根治解

脲支原体相当困难，即便只根除下生殖道的解脲支原体也并非

易事。这可能与阴道的酸性环境使红霉素等抗生素失活有关。

人型支原体对克林霉素敏感，而解脲支原体对克林霉素仅中度

敏感。氨基糖苷类有抗支原体的作用。

四环素类是常用的治疗支原体感染的药物。但是已经发

现了对四环素耐药的生殖道支原体变种，因此四环素不再对支

原体普遍有效。

在某些情况下，需使用针对人型支原体的特殊抗生素，可

以选择克林霉素，尤其是在四环素无效的情况下。针对性治疗

解脲支原体时，主要是治疗男性的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时候，

如四环素无效，可以选择红霉素或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常见的治疗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方案为［１７－１９］：多西

环素１００ｍｇ，ｐｏ，ｂｉｄ，７ｄ；阿奇霉素１ｇ，单次口服，或 ０２５ｇ，ｑｄ，
ｐｏ，首剂加倍，共５～７ｄ；左氧氟沙星５００ｍｇ，ｐｏ，ｑｄ，７ｄ；莫西沙星
４００ｍｇ，ｐｏ，ｑｄ，７～１４ｄ。

如果患者存在盆腔炎，需按照盆腔炎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总疗程１４ｄ。
随访：明确为支原体感染的患者需要在治疗后随访，采用

培养法宜在停药后两周复查，采用核酸检测法宜在停药后４周
复查。

综上所述，我国支原体检测技术相对落后，大多数医院不

能进行ＰＣＲ检查，限制了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研究，我国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水平亟待提高。另外，对于支原体感

染，一定要充分评估患者及配偶感染的危险因素，根据不同支

原体的致病特点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提高对支原体感染的诊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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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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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沈刚（１９７４－），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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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４９例女性妇科疾病患者阴道滴虫检测结果临床
分析
沈刚１　沈晓霞２

１金华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２金华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本地区女性阴道滴虫的感染情况，并为其防治工作提供流行病学依据。方法：对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前往本院收治的９５４９例妇科患者，对其阴道口分泌物通过悬滴法及快速吉
氏染色法进行阴道滴虫的检测，其中显微镜下观察到阴道滴虫者为阳性，对患者的主要表现症状以及感染

情况在年龄、季节、文化程度、地域、知晓情况的分布情况以及感染者的主要临床症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９５４９例进行健康检查的女性中共有２６４例呈阴道滴虫阳性，感染率为２７６％。３１～４０岁的女性显著高于其
他年龄组的女性，春季的感染率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季节（Ｐ＜００５），城市户口的女性的阴道滴虫的感染率
显著高于农村户口的女性（Ｐ＜００５），同时对阴道滴虫相关知识有了解的女性其感染率也显著低于无了解
的女性（Ｐ＜００５），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其感染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本地区女性阴道
滴虫的感染情况较好，可以通过加大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季节性预防等方式以确保女性的身心健康。同

时对出现白带增多及外阴瘙痒症状的女性应尽早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治。

【关键词】　阴道；滴虫；女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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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滴虫感染是妇科的常见疾病，是由于滴虫寄生于阴道
及尿道导致的尿路或阴道感染，临床上常常表现为外阴瘙痒、

白带增多等，严重影响女性的生理及心理健康［１］。随着生活方

式的改善及医学的发展，对阴道滴虫的防治有了显著进步，但

是部分地区仍具有较高的感染率［２］。为了解本地区女性阴道

滴虫的感染情况，并为其防治工作提供依据，笔者对２０１４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前往我院进行阴道滴虫检测的９５４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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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的９５４９例我院门诊
及住院的同意参与本次研究的妇科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主

要包括进行健康检查者，阴道炎、盆腔炎等常规门诊患者以及

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住院患者。对所有患者进行阴道滴虫检

测，所有患者年龄为１８～７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２１±６２）岁，其
中城市户口的女性７７３５例，农村户口女性１８１４例。
１２　检验方法

对所有受检者进行生理盐水悬滴法进行检测并采用快速

吉氏染色方法进行复检，对所有受检的女性进行阴道滴虫检

查，采用无菌棉棒在受检者阴道口附近拭取分泌物，后将棉棒

放入１～２ｍＬ的生理盐水的小瓶中，将浸过棉棒的生理盐水涂
成悬滴片，置于高倍镜下进行检查，观察到阴道滴虫者为阳性。

对悬滴法检测阳性患者及可疑者采用快速吉氏染色方法进行

复查，将阴道口拭取的分泌物涂成薄膜晾晒，干燥后用甲醇进

行固定，用吸管滴入吉氏染液染色，５ｍｉｎ后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置于油镜下复查，观察到阴道滴虫者为阳性。

１３　调查问卷
在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后采用匿名、保密的形式对其进行问

卷调查，主要调查的内容有文化程度、防护措施等，同时通过调

查问卷了解患者对阴道滴虫的了解情况，成功收回所有调查问

卷，对所有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处理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其中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比较，假设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当 Ｐ
＜００５时表示其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阴道滴虫的感染率

９５４９例受检女性中共有 ２６４例呈阴道滴虫阳性，感染率
为２７６％。
２２　不同年龄妇科患者的阴道滴虫感染情况分析

根据年龄分布显示，３１～４０岁的女性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的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妇科患者的阴道滴虫感染情况比较

年龄（岁） 调查例数 感染数 感染率（％）

１８～２０ ９８６ ２１ ２１３

２１～３０ ２１８１ ６０ ２７５

３１～４０ ２３１０ ９５ ４１１

４１～５０ １８８６ ４６ ２４４

５１～６０ １２３５ ２７ ２１９

＞６０ ９５１ １５ １５８

２３　阴道滴虫感染的季节分布
结果显示春季时女性阴道滴虫的感染率为３６０％，显著高

于其他季节的感染率（Ｐ＜００５），其他季节的感染率比较均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季节的阴道滴虫感染情况

季节 调查例数 感染数 感染率（％）

春季 ２１６８ ７８ ３６０

夏季 ２６３５ ６６ ２５０

秋季 ２４１２ ６０ ２４９

冬季 ２３３４ ６０ ２５７

　　注：春季：３月 ～５月；夏季：６月 ～８月；秋季：９月 ～１１月；冬季１２

月～次年２月；其中标本采样时间记为感染时间

２４　不同文化程度、地域及疾病知晓情况患者的阴道滴虫感染
情况分析

　　城市户口的女性的阴道滴虫的感染率显著高于农村户口
的女性（Ｐ＜００５），同时对阴道滴虫相关知识有了解的女性其
感染率也显著低于无了解的女性（Ｐ＜００５），而不同文化程度
的女性其感染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阴道滴虫感染的年龄、文化及地域分布

项目 调查例数 感染数 感染率（％）

高中以下文化程度 ２８３５ ７６ ２６８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６７１４ １８８ ２８０

城市户口 ７７３５ ２２８ ２９５

农村户口 １８１４ ３６ １９６

有了解 ４４１６ ９５ ２１５

无了解 ５１３３ １６９ ３２９

２５　阴道滴虫阳性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分析
２６４例阴道滴虫阳性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带增多，

其中以黄色泡沫状带最为常见，同时也有８０６８％的患者出现
外阴瘙痒的症状。见表４。

表４　阴道滴虫阳性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分析

临床表现 例数 比例（％）

白带增多 黄色泡沫状带 １９８ ７５００

脓状带 ３２ １２１２

水状带 １１ ４１７

赤带 ２３ ８７１

外阴瘙痒 ２１３ ８０６８

其他 ５１ １９３２

#

　讨论
阴道滴虫是鞭毛虫寄生于女性阴道、尿道甚至膀胱等部

位，在某些细菌的作用下滴虫活跃而导致感染者出现症状。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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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滴虫主要通过性传播，同时也可能由于接触污染后的浴池、

浴具、马桶、泳池后感染［３］。女性感染阴道滴虫后容易引发不

孕、阴道及尿道炎症等妇科疾病，并且可能出现灼烧感等不适，

不但严重影响了其生殖器官的健康以及正常生活，还对患者造

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同时患阴道滴虫的女性妊娠后，可能通

过分娩而感染新生儿，导致新生儿出现结膜炎或呼吸道感

染［４］，因此，需要进行严格的筛查，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以防止

感染带来的危害。

在本次研究中，纳入研究的９５４９例妇科女性患者中共有
２６４例呈阴道滴虫阳性，感染率为２７６％，较国内其他研究结果
相比［５］，本地感染率明显较低，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以及对相关的疾病宣传教育力度不同有

关。同时在本次研究中还发现在３１～４０岁年龄阶段的女性中
发病率显著升高，主要由于该年龄阶段的女性大多已经妊娠，

并且处于性生活频繁阶段，调查中部分女性同时有多个性伴

侣，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同时其雌激素分泌旺盛，适宜阴道滴虫

生长繁殖［６］；同时春季的感染率高达１１８７％，显著高于其他季
节（Ｐ＜００５），而其他季节的感染率间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考虑由于春季气温条件适宜，人们社交活动频繁，并且
春季是各类传染性疾病的高峰期，也是阴道滴虫感染比例较高

的季节［７］。而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地域及疾病知晓情况的比

较结果提示，城市户口的女性的阴道滴虫的感染率显著高于农

村户口的女性，同时对阴道滴虫相关知识有了解的女性其感染

率也显著低于无了解的女性，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其感染率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农村户口的女性其阴道滴虫感染的率较

低，主要原因是农村的生活、思想较为封闭，而城市环境较为开

放，也增加了女性去公共场所以及不洁性行为的机会，因此具

有更高感染此类疾病的风险［８］。同时可以发现，对阴道滴虫等

性传播疾病了解程度较低的女性其感染率高达３２９％，显著高
于接受过相关性知识宣教的女性，表明对此类知识的了解有助

于良好的避免此类疾病发生，在该疾病的防治工作具有积极意

义［９］。而本次研究对阴道滴虫感染者的临床症状进行了分析

得到，所有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带增多，其中以黄色泡沫

状带最为常见，同时超过８０％的患者出现外阴瘙痒的症状，因
此提示，出现此类症状时应尽早去医院进行详细的诊治，做到

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其传播的风险［１０］。

近年来，在许多研究中采用单纯局部用药进行治疗，而对

于未婚女性则采用全身给药治疗［１１］，但是我们认为，阴道滴虫

应当以预防为主，从根本上降低其对女性的危害［１２］。通过本次

研究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预防措施：（１）控制传染源，对感染者
积极治疗，同时其性伴侣应进行治疗以防止相互感染［１３］，并对

易感人群进行定期筛查；（２）干预传播途径，减少去公共场所的
次数，改善个人公共场所的卫生习惯，禁止使用感染者使用过

的器具并停止与感染者进行性交［１４］；（３）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注意个人生活、卫生习惯，选择固定性伴侣及正常的性生活；

（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可通过宣传册、展板、视屏等多种形式

在各医院妇科进行宣传［１５］；（５）定期体检，并且进行季节性
预防。

综上所述，本区女性阴道滴虫的感染情况较好，可以通过采

用早诊断早治疗、加大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季节性预防等方

式以确保妇女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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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男
性排尿困难最常见的原因，其引起的梗阻性症状包括起尿踌

躇、排尿费力、尿线变细、排尿中断、尿不尽感以及尿后滴沥，刺

激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１］，还可并发血尿、膀胱结

石等。以上与黄元御《四圣心源·淋沥根原》中“频数不收”、

“梗塞不利”、“溲溺结涩”、“精血流溢”、“砂石”等描述颇为吻

合。可见，黄氏所提到的“淋沥”与ＢＰＨ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黄元御，名玉路，别号玉楸子，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医学

家。《四圣心源》是黄氏的代表著作之一，以论述临床病证为

主，且与基础理论紧密结合。黄氏在学术上极力推崇“四圣”之

说，即黄帝、岐伯、秦越人和张仲景，倡《内经》“善言天者，必有

验于人”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其于内伤杂病之治

疗，首在调理脾胃，顾护中气，升清降浊，兼及四维［２］。本文就

《四圣心源》相关学术思想对于治疗 ＢＰＨ的指导意义探讨
如下。

!

　“太阴之湿”乃淋沥发病的根原
黄元御在《长沙药解·茯苓》中指出内伤诸病之根原悉为

土湿，《四圣心源·湿病根源》亦说：“人之衰也，湿气渐长而燥

气渐消，及其病也，湿盛者不止十九……”。同样，其于《四圣心

源·淋沥根原》辨析淋沥时明言：“其寒热之机，悉由于太阴之

湿”。细推之，这正是黄氏谨守“整体观”、重视中土（脾胃）的体

现，其认为脾胃的升清降浊和肝的疏泄等生理功能会受到“太

阴之湿”影响，而此中又有先后，先者中土受湿则中气不运，脾

升胃降遭致破坏，则清阳下陷、浊阴上逆，而四维（心、肺、肝、

肾）之病，悉因于中气，故肝木左郁而失疏泄升发，即所谓“湿则

土陷而木遏，疏泄不行，淋痢皆作”。因此，从脏腑角度来看，淋

沥发病总因中土（脾胃）功能失调，而致此的病因根原乃为“太

阴之湿”。

"

　“土陷木遏”是淋沥发病的主要病机
就中土（脾胃）而言，《四圣心源·淋沥根原》认为：“水之能

藏，赖戊土之降，降则气聚也，木之能泄，赖己土之升，升则气达

也”，可见，肝木疏泄和肾水蛰藏全在于中土升降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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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土陷”，中土健运之功受损，则肝失疏泄、肾失蛰藏，那么

就会发生黄氏所述的：“淋者，藏不能藏，既病遗溺，泄不能泄，

又苦闭癃。”而黄氏的“阴阳平衡”理念亦贯穿于藏、泄之中，其

认为藏与泄的动态平衡是人体排尿正常的保障，若藏少泄多则

会尿意频频，若藏多泄少，则尿涩不畅。就肝木而言，《四圣心

源·淋沥根原》认为：“淋痢一理，悉由木陷，……郁于水腑则为

淋”，实际上肝的疏泄正常是具备双向调节功能的，既不会泄过

而致遗溺，又可避免藏甚所致闭癃，同时，黄氏指出淋沥时出现

的小便结涩疼痛，亦是因为肝失疏泄，进而升发之气郁结生热

所致，故肝木功能的正常是“水道调”的重要生理保障。需要指

出的是，黄元御对后天脾胃在人之生理病理中的重要地位，认

识至为精彻，因之于内伤诸病之治疗，强调调中，复其脾升胃降

之常，方能龙虎回环，阴平阳秘，而达愈疾之目的［３］，因此，中土

（脾胃）功能的正常是“水道调”的根本保证。综上，“土陷木

遏”即构成了淋沥发病的主要病机。

#

　“燥土疏木”为治疗淋沥的基本方法
太阴之湿致土陷木遏，发生淋沥，那么，燥土疏木自成定

法。正如黄元御所说：“土燥而木达，则疏泄之令畅也。”而燥土

疏木的关键即在于两点：（１）通过方药恢复、增强中土（脾胃）的
健运功能，在祛太阴之湿的同时亦要促进脾升胃降之运动；（２）
通过方药舒发受遏的肝木。换言之，黄氏所谓“燥土疏木”即为

现今我们所说之“健脾泄湿，疏肝解郁”。

因此，黄元御拟定了基础方“桂枝苓泽汤”，随证化裁治疗

淋沥。“桂枝苓泽汤”的药物组成是：茯苓三钱、泽泻三钱、生甘

草三钱、桂枝三钱、芍药三钱，方中以茯苓、泽泻、生甘草泄湿而

培土，桂枝、白芍疏木而清风。之所以用到桂枝，是因黄氏认为

桂枝善调木气，可升清阳脱陷，降浊阴冲逆，此认识较为独到。

至于随证加减用药，黄元御认为：（１）若出现肝燥所致发
渴，应加阿胶，因阿胶较芍药而言更具清润之功；（２）若是出现
小便频数短涩，灼热刺痛，尿色黄赤，可加栀子、黄柏，于此，黄

氏警示后人：“淋家下热之至，但有栀子、黄柏证，无有大黄、芒

硝证，其热不在脾胃也”；（３）针对发生淋沥时“肝与膀胱之热不
得不清，而脾土湿寒则宜温燥”的矛盾，可并用干姜，因肝郁生

下热，而干姜既可温化中土寒湿，又可升发肝气以解下热；（４）
治疗淋沥不可过早使用温肾之品，以防助膀胱之热，但若膀胱

结热消退，则可于方中加入附子，既可以温暖肾水，因肾乃肝

母，又可补肝木发生之根；（５）若是遇到精液流溢，宜以薯蓣（山
药）、山茱萸敛之；（６）若是遇到血块注泄，宜以牡丹皮、桃仁行
之；（７）尿道口若有白色分泌物流出，乃脾肺湿淫所化，宜重用
茯苓、泽泻泄湿，伴痰多者，可用仲景小半夏汤加茯苓、橘皮以

泻之；最后，针对淋沥中可能出现的癃闭一证，可用熏法，其言：

“用土茯苓、茵陈蒿、栀子、泽泻、桂枝，研末布包，热熨小腹，外

以手炉烘之，热气透彻，小便即行”。

$

　病案举隅
张某，男，７２岁。患者有ＢＰＨ病史１０年余，因半月前感冒，

现时欲小便而量少不爽来诊，夜尿４～６次，尿不尽、尿无力、尿
线变细，刻下腰部、小腹部坠胀，神色疲乏，身体倦怠，纳少眠

差。舌质黯淡有瘀斑、边有齿痕，舌下紫络，苔薄，脉细弦稍涩。

肛门指检：前列腺增大，边缘光滑，质地中等，中央沟变浅，无明

显压痛。Ｂ超检查前列腺大小为４８ｍｍ
"

３７ｍｍ
"

３５ｍｍ。处方：
炙黄芪２０ｇ、炒白术１５ｇ、炒薏苡仁１５ｇ、茯苓１５ｇ、茯神１５ｇ、桂枝

１０ｇ、白芍１０ｇ、麦芽１５ｇ、焦山楂１０ｇ、菟丝子１０ｇ、淮山药１５ｇ、乌
药１２ｇ、炒益智仁１２ｇ、肉桂（后下）６ｇ、川牛膝１０ｇ、夏枯草１０ｇ、
蒲公英２０ｇ、桃仁１０ｇ、红花６ｇ、陈皮１０ｇ，共１０付，每日１付。连
服１周后，患者症状好转，后复诊宗原方略作加减调治。随访疗
效满意。

按：患者年事已高，证属脾肾双亏，瘀血阻窍。治疗时既取

黄元御“燥土疏木”之法，又兼补肾通瘀。方中炙黄芪、炒白术、

炒薏苡仁、茯苓、茯神、焦山楂、麦芽共奏健脾利湿之效，茯神又

可宁心安神助眠，焦山楂略兼通瘀之功，麦芽一味张锡纯谓之

尚可疏肝；桂枝、白芍宗黄氏“疏木”平肝之义，桂枝亦能助气化

以通瘀；淮山药、乌药、益智仁仿“缩泉”法；菟丝子补肾阳而益

肾精又功兼温脾；桃仁、红花、陈皮、夏枯草、蒲公英佐以化瘀理

气散结；肉桂、川牛膝同引诸药力专于下，肉桂又可助膀胱之气

化，川牛膝犹善活血化瘀兼补肝肾以强筋骨，以上诸药效宏力

专，病自可渐愈。同时，考虑到患者尿频，且年高脾弱，即于服

用方法一端亦稍作考究，嘱其每付浓煎取汁，每服８０ｍＬ左右，
一日可分３～４次温服。
%

　结语
随着西医学关于ＢＰＨ认识的引入，现代中医结合自身的理

论对ＢＰＨ进行了讨论［３－８］，张春和［９］总结１１８篇中医文献对癃
闭证候学规律的认识后得出此病是本虚标实，本虚以脾肾亏虚

为主，标实以膀胱蓄热为主，湿热互结、心肺积热、气滞瘀血等

次之，而后，张春和［１０］通过研究５４０例ＢＰＨ患者的中医证候分
布规律得出，肾阳虚证、瘀阻水道证、肾阴虚证为常见基本证

型。目前，中医多认为ＢＰＨ基本病机为“肾虚瘀阻”，治疗一端
多重“补肾通瘀”［１１］，临床上使用补肾、活血、利水、祛浊等中药

组方治疗ＢＰＨ取得了一定疗效［１２－１５］。

黄元御治疗淋沥注重调以肝脾，细审其说，颇可借鉴。脾

为“后天之本”，乃人体气血生化之源，ＢＰＨ患者多年事已高，脾
之运化功能亦已减弱，而临床即使辨证准确，患者服用汤药后

仍须依靠“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故脾胃

功能的正常与否直接决定了药效的高低。同时，黄氏亦重视肝

的疏泄，而此功能正是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和津液运行的一

个重要环节。

综上，由于时代的变迁，黄元御的理论也许并不全面，但若

能够结合古今之说，势必可以开拓、完善治疗 ＢＰＨ的思路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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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量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非细
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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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４３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
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的患者７４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７例。对照组：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观察
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取中药保留灌肠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等。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７３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２７％（Ｐ＜００５）。观察组各评分优于
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
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疗效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药保留灌肠；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慢性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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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是一种炎症反应，多因病原体感染前列腺而发
病，患者临床表现为前列腺区疼痛、排尿异常等［１］。单纯采取

西医治疗该病症效果欠佳。我院采取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

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收到较好的临床效果。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及《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拟定慢性前列腺炎（Ⅲ型）
诊断标准：（１）主要表现为骨盆区域疼痛，可见于会阴、阴茎、肛
周部、尿道、耻骨部或腰骶部等部位，尤以射精痛更为影响患

者。排尿异常可表现为尿急、尿频、尿痛和夜尿增多等。（２）前
列腺液镜检行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检查，白细胞 ＜１０个／ＨＰ
（高倍视野）或≥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５０％，尿常规未见异
常，ＥＰＳ细菌培养阴性。（３）中医症候：湿热下注，尿频尿急尿
痛，尿道灼热，阴囊潮湿，舌红苔黄，脉滑；气滞血瘀，会阴、少腹

坠胀痛，小便赤涩，前列腺有炎性结节，压痛，舌紫暗或有瘀斑，

脉弦涩；肝肾阴虚：会阴部坠胀，尿道口常有少量黏液，头晕眼

花，腰膝酸软，失眠多梦，遗精，五心烦热，小便短赤，舌红苔少，

脉沉细；肾阳虚：小便淋漓，或大便时有前列腺液、精液自尿道

流出，畏寒，腰膝酸软，精神萎靡，多寐，阳痿，早泄，舌红太少，

脉沉细。

入选标准：（１）全部符合以上诊断标准；（２）患者年龄范围
为２５～５９岁，平均年龄为（３７４４±５８６）岁；（３）病程为１～６
年，平均病程为（３２３±０９７）年；（４）患者均可配合完成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有其他系统疾病或合并生殖系统病变（如良
性前列腺增生、尿道畸形等病，合并支、衣原体感染、淋病等传

染病）；（２）观察病情无法继续治疗而退出；（３）或未按时治疗、
用药；（４）资料不全，无法判断疗效者。

共选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本院男科门诊及住院确
诊为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患者７４例作为研究对象，全组
７４例病人分别给予病史获取、常规的体格检查、三大常规、肝肾
功能监测及前列腺按摩液的镜检、支原体、衣原体、淋病检查

等。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综合治疗组及对

照组，每组３７例，而两组间的年龄及病程等无明显差异。经统

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取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使用广东省湛

江海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制造的 ＨＢ－ＥＳＷＴ－０１型冲击波肌
肉骨骼痛症治疗机［国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０第３２１１１８２号，出
厂编号２０１１０］。具体操作：摆位患者仰卧于泌尿男科专用治疗
椅上取截石位暴露前列腺投射的体表皮肤部位；治疗方法：利

用万向转动的冲击波治疗头的聚焦点对准痛点，开机治疗。由

于痛点不能通过影像来帮助定位，临床医师必须根据患者痛点

的深度，调整治疗头水囊的高低定位，让患者轻微移动，感觉最

疼痛时应为病灶点，效果最好。能流密度：００９～１５ｍＪ／ｍｍ２；
治疗时间：每次冲击３０００次；每次治疗间隔２～３ｄ，５～６次为１
疗程；根据患者的病情适当增加疗程。

观察组：采取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量体外冲击波疗法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方剂为本院自拟处方，基本成分：败酱草

２０ｇ、蒲公英２０ｇ、连翘２０ｇ、白芷２０ｇ、红花２０ｇ、淫羊藿２０ｇ、大血
藤２０ｇ、紫花地丁２０ｇ、大黄１０ｇ、桃仁２０ｇ、川芎２０ｇ、补骨脂２０ｇ。
水煎后取汁液浓缩装袋备用，每袋１５０ｍＬ。灌肠：取浓缩中药汁
液两袋共３００ｍＬ，加热至３８℃，完成灌肠，１次／ｄ。

两组患者均治疗２０ｄ为１个疗程，治疗１个疗程后，观察两
组患者临床疗效、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情况。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２］

痊愈：患者经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降低达９５％及以上；显
效：患者经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降低达 ６０％及以上，不及
９５％；有效：患者经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降低达３０％及以上，
不及６０％；无效：患者经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降低不足３０％。
总有效率为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之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取ｔ检验和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疗效比较如表１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７３０％，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７０２７％（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７ １５（４０５４） ７（１８９２） １４（３７８４） １（２７０） ３６（９７３０）

对照组 ３７ ９（２４３２） ４（１０８１） １３（３５１４） １１（２９７３） ２６（７０２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比较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如表２示。治疗前，两组的ＮＩＨ－ＣＰ

ＳＩ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而观察组各评分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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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比较

组别 例数／例 时间 疼痛及不适症状评分 排尿症状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 ３７ 治疗前 ７０８±１２３ ５４９±１４５ ６６５±１１３

治疗后 ４３７±１１５△ ２７１±１０１△ ３６２±０７７△

对照组 ３７ 治疗前 ７０１±１３５ ５３９±１７６ ６７６±１０４

治疗后 ５０２±１１８ ３４３±１１６ ４１５±０８８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数研究表明，该病症

的发病时多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感染、神经内分泌、免疫异常

等均会引起病症［３－５］。冲击波是一种通过振动、高速运动等导

致介质极度压缩而聚集产生能量的具有力学特性的声波，会引

起介质的压强、温度、密度等物理性质发生跳跃式改变。体外

冲击波疗法物理特性包括：（１）机械效应，即当冲击波进入人体
后，在不同组织的界面所产生的效应；（２）空化效应，即存在于
组织间液体重的微气核空化泡在冲击波作用下发生振动，当冲

击波强度超过一定值时，发生的生长和崩溃所产生的效应；（３）
热效应，即冲击波在生物体内传播过程中，其振动能量不断被

组织吸收所产生的效应［６］。研究表明［７－９］，体外冲击波疗法为

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行之有效的新方法，无辐射、无毒副作用，适

当选择能量，临床疗效令人满意。

中医研究认为［１０－１２］，中医精浊分急性精浊、慢性精浊和性

病性精浊，慢性前列腺炎（Ⅲ型）属慢性精浊的范畴；临床发病
和肝、脾、膀胱等脏腑有密切关系，中医证型分湿热下注、气滞

血瘀、肝肾阴虚、肾阳虚四种分型。临床上以气滞血瘀和湿热

蕴结两种证型居多。临床治疗时难度较高。临床上多采用坐

浴疗法、肛门塞药、药物离子透入法和前列腺按摩的外治法。

研究表明［１３－１５］，中药保留灌肠联合使用西药口服能提高临床

疗效，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本科采取中

药保留灌肠治疗，可改善病灶血液循环，提高药物吸收能力，组

方严谨，符合中医学病因病机理论：湿热蕴结为本，久病必瘀，

气滞血瘀为标，标本兼治，使得药效更佳。方中败酱草、蒲公

英、连翘、白芷、紫花地丁、大黄清热利湿，红花、大血藤、桃仁、

川芎逐瘀行血通经；淫羊藿、补骨脂补益肾阳。本文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７３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２７％
（Ｐ＜００５）。观察组各评分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中药保留灌肠联合微能量体
外冲击波疗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收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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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贵教授运用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疾病验案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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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介绍常德贵教授运用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常见疾病相关经验。方法：通过中医辨证
论治运用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常见疾病如畸形精子增多症、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遗精
等。结果：补肾活血法对男科常见疾病治疗有效。结论：补肾活血法在男性疾病中的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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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贵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时任中国中西医药结合学会男科学

专委会常务委员、四川省性学会男性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

省医学会男科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副院长等职务。长期从事于男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喜用经

方，善引经典，在男科领域独树一帜。

中医认为肾藏精，主发育和生殖。肾脏精气的盛衰直接决

定人体的生长、发育及衰老，亦直接影响性功能和生殖机能。

肾气充盛促使“天癸”的成熟，在男子则表现为“精气溢泻”，能

和阴阳而有子。若肾精气亏虚，则元气即虚，固摄无力，藏泄失

宜，导致男性多种疾病出现。在现代中医临床中，肾虚与血瘀

往往并见，但亦有肾虚为因，血瘀为果者。《医林改错》中云“元

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而元气即肾

气，肾气亏虚，无力固摄、推动血液，故血瘀；《素问·厥论》中云

“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可见肾阳亏虚则生寒，寒则血凝，而

为瘀血；“阴虚生内热”，虚热暗耗津液，灼气伤血，而生瘀血；

《内经》有“肝肾同源”之说，精之不足，无以化血，瘀血而成。故

肾虚与血瘀的关系尤为密切，不能分而立论［１－３］。

常德贵教授认为，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肾者主水，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因肾为气之根，对于久病之人，肾

气自然不足，而肾脏精气的盛衰直接决定人体的生长、发育及

衰老，亦直接影响性功能和生殖机能。故久病之人必虚，虚的

最终结果就会导致血瘀之证，所以当用补肾活血之法。在临床

中常德贵教授认为许多男科疾病病程较长，多虚多淤，故以补

肾活血法治疗之，效果颇佳。下面就其众多临床效案中撷萃一

二，以飨同道。

!

　畸形精子增多症
汪某，男，４６岁，已婚，婚后同居，性生活规律，未采取避孕

措施４＋年，不育。女方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多方求医治疗无
效，遂来就诊。查精子形态学分析，正常精子形态百分率：０５％
（正常≥４％），前向运动力：１１３７％（正常≥３２％），精子 ＤＮＡ
碎片率２０１％（正常为０％ ～１５％），诊断为畸形精子增多症。
自诉头昏、耳鸣，腰痛，性欲低下，射精潜伏期＜１ｍｉｎ，射精无力，
纳眠可，大便干结，舌淡苔薄，舌质偏暗，脉弦紧。常德贵教授

分析，此病乃肾虚血瘀之症，且年龄偏大，病程较长，久病多淤，

当以补肾活血。遂以五子衍宗丸加当归芍药散加减治之，具体

方药如下：菟丝子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覆盆子１５ｇ、五味子１０ｇ、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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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１５ｇ、当归１０ｇ、芍药１５ｇ、川芎１０ｇ、泽泻１５ｇ、茯苓１０ｇ、白术
１０ｇ、丹参１０ｇ、阳起石１０ｇ、酒仙茅１５ｇ、淫羊藿１５ｇ，以上药物水
煎服，２日１剂，每日２次，服药７剂后，耳鸣、腰痛好转，药已对
症，遂守原方，加龙鹿丸共服，增其补肾之效，１个月后查精子形
态学分析，正常精子形态百分率：２９％（正常≥４％），前向运动
力：４１３７％，精子ＤＮＡ碎片率１７％，病情向愈。

按语：男性不育症可能是多种综合因素造成的结果。而在

各种影响人类精子发生的因素中，精子ＤＮＡ的损伤所致畸形精
子增多作为一种新的精子功能评价治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４］。同时，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活血化瘀可以改善睾丸、附睾

功能及精子发生的微生精环境，促使缺陷精子得以修复成正常

精子，同时可改善前列腺、精囊腺等附性腺功能［５］。

本病患者年龄偏大，且多方求医，病程拖延，久病及肾，久

病多虚，气虚推动无力则血瘀；肾虚则清窍失养，故耳鸣头昏；

腰为肾之府，肾虚故腰痛；肾精充裕则性欲旺盛，房事和谐，肾

亏血瘀，脉络不通，血流不畅，故阴茎易疲软，性欲下降。肾为

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疏泄失常，故大

肠失于濡养，大便干结。针对此病予五子衍宗丸补其肾精以治

其本，当归、川芎、丹参活血通络，茯苓、白术健脾补气，滋养后

天，诸药合用，先后天同养，故使病情向愈。

"

　勃起功能障碍（
()

）

魏某，男，２７岁，销售人员，长期饮酒吸烟，因性欲下降，勃
起不坚前来就诊，自诉２＋年前出现性欲下降，不欲房事，随后出
现勃起不坚，射精潜伏期１～２ｍｉｎ左右，未行任何治疗。现症见
勃起硬度差，性欲低下，尿频，尿急，纳眠可，大便偏软。舌质

淡，苔腻，脉缓。此病为肾虚夹湿，兼有血瘀，当以补肾活血，祛

湿化痰为主，方以当归芍药散加八琥散加减，具体方药如下：法

半夏３０ｇ、厚朴１５ｇ、茯苓１５ｇ、苏叶１０ｇ、瞿麦１５ｇ、蓄１５ｇ、琥珀
２０ｇ、仙茅根１５ｇ、淫羊藿１５ｇ、当归１５ｇ、白术１５ｇ、白芍１５ｇ、川芎
１５ｇ、泽泻１５ｇ、甘草６ｇ。服药７剂后，性欲及勃起硬度较前好
转，守上方，加蜈蚣颗粒随中药冲服，增其活血通络之功；继服

１４剂后患者尿频基本消失，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按语：ＥＤ是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进

行满意的性生活［６］，病程在３个月以上。ＥＤ是男科最常见性
功能障碍之一，尽管其并不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但与患者

的生活质量、性伴侣关系、家庭稳定密切相关，更是许多躯体疾

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中医早期文献称此病为“阴痿”、“筋痿”

（《内经》），明代《慎斋遗书》中开始用“阳痿”这一病名并沿用

至今［７］。古代医学对此病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

ＥＤ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美国马萨诸塞州男性老龄化研
究中１２９０名４０～７０岁男性的 ＥＤ患病率为５２％，其中轻、中、
重度ＥＤ患病率分别为１７２％、２５２％和９６％［８］。据统计［９］，

我国１１城市医院门诊就诊的ＥＤ患者中，３０～５０岁的 ＥＤ患者
占６０％以上，中度和重度的ＥＤ患者占４２９％和２９９％。２０００
年上海市１５８２名中老年男性（年龄６２１±９２１岁）的 ＥＤ患病
率为７３１％［１０－１４］。

此病患者长期饮酒吸烟，痰湿停着，脾失健运，湿热下注，

大便偏软；久聚成淤，淤阻下焦，血运不畅，故勃起不坚；久病及

肾，肾虚失固，膀胱失约，则尿频，尿急。此病之关键在于痰湿

淤阻，脾肾两伤，故当化痰祛湿，补肾活血。瞿麦、蓄利尿祛

湿，使湿从下焦而出，当归、川芎、苏叶、厚朴活血行气，气行则

血畅；淫羊藿、仙茅补肾壮阳。诸药合用，祛湿化痰去其标，补

肾活血治其本，标本兼治，方能药到病除。

#

　遗精
巴某，男，２６岁，未婚。近半年来频繁遗精，最多达 １～２

次／周。多处求医无效后前来就诊。自诉有手淫史，左侧小腹
胀痛不适，精液呈果冻状，阴囊潮湿，口臭口粘，小便多泡沫，偏

黄，大便时干时稀，纳可，眠差，不易入睡。常德贵教授分析，此

病以湿热为主，兼夹有淤，同时长期手淫伴有肾虚，治疗应祛湿

化瘀，兼以补肾。方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五苓散加减。具体

方药如下：桂枝１０ｇ、芍药１５ｇ、龙骨２０ｇ、牡蛎３０ｇ、茯苓１５ｇ、泽
泻１５ｇ、猪苓１０ｇ、当归１０ｇ、青皮１５ｇ、乌药３０ｇ、川芎１５ｇ、酸枣仁
３０ｇ。服药７剂后睡眠稍有改善，上方加升麻５ｇ、柴胡５ｇ、黄连
３ｇ，刺猬皮颗粒随中药冲服，增其固精止遗之功。继服１４剂后
遗精次数减少为１～２周１次，左侧腹痛好转，睡眠改善明显，病
情向愈。

按语：遗精是指不因性交而精液自行泄出的病症。中医将

精液自遗称遗精或失精。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失精

候》指出：“肾气虚损，不能藏精，故精漏失”。认为精液滑泄是

由肾虚精关不固所致。后代医家认为此病多由肾虚精关不固，

或心肾不交，或湿热下注所致。西医上将遗精分为生理性遗精

和病理性遗精。病理性遗精多由包皮过长刺激龟头、前列腺相

关疾病以及受淫秽刺激所致［１５］。

本病患者系青年男性，长期手淫，损伤肾精，肾虚不固，且

素体湿热，热扰精室，故而遗精；邪火灼湿成痰，淤阻于内，久而

化火，火热上炎，而见口臭、口粘；湿热下注，见阴囊潮湿；热扰

心室，故难以入睡。此病痰、火、湿兼杂，同时伴有瘀、虚，故治疗

上当清热化痰，祛湿化瘀兼补虚。常德贵教授以桂枝加龙骨牡

蛎汤清热兼以补肾，调和营卫，使火、湿从腠理而出，五苓散通

淋利湿，使湿从下焦而去，加以柴胡清五脏之伏火，酸枣仁安

神，刺猬皮固涩精液，诸药合用，化浊痰，祛邪火，调五脏，固肾

精，故使顽疾向愈。

常德贵教授认为，男科常见疾病多虚多淤，兼有湿热，故应

辨证论治，以补肾活血为主，随症加减；又因气虚则血液运行无

力，故活血同时应加之以补气行气之品；同时，男科疾病特别是

不育一类疾病，很多患者面临无证可辨的情况，遇此类患者则

需仔细斟酌，以舌脉为主，力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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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曹珊珊１　周镇２

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２３
２缙云县中医医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１４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艾灸三阴交、关元、肾俞穴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９４例确诊
为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患者随机分为艾灸组和对照组各４７例，分别给予艾灸三阴交、关元、肾俞穴和口服替勃
龙治疗，观察疗效及治疗前后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绝经指数（ＫＭＩ）、血清性激素水平、血脂水平、肝肾功能及不良反
应。结果：ＫＭＩ疗效总有效率艾灸组为９１４９％，对照组８７２３％，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两
组治疗后ＫＭＩ积分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组间比较无差
异。治疗后，两组血清中Ｅ２和Ｐ水平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降低 （Ｐ＜００１）；
患者ＴＣ、ＴＧ、ＬＤＬ水平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ＨＤＬ水平显著升高 （Ｐ＜００１）。两组治疗前后肝肾功能无明
显变化，不良反应较轻微，艾灸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结论：艾灸三阴交、关元、肾俞穴能有效改

善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症状和体征，良性调节患者性激素水平及血脂水平，疗效确切且安全性高。

【关键词】　艾灸；三阴交；关元；肾俞；围绝经期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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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ｉｓｈｕｉ３２１４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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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ｈｅｎｙｕ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ｅｒｅｄｉ
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４７）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７）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ｔ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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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９１．４９％ ａｎｄ８７．２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Ｂ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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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围绝经期，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分泌减少，
导致下丘脑－垂体－卵巢内分泌轴功能失调，引起以植物神经
紊乱、神经心理症状为主的月经失调、潮热、盗汗、健忘、焦虑等

一系列症候群，称为“围绝经期综合征”（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ＰＭＳ）。文献报道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已超过２００种，
多数的育龄期妇女也会有一种或几种围绝经期症状，但一般并

不需要治疗［１］。尽管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明

确，但大多数的围绝经期女性会出现相关症状。

研究表明，神经内分泌水平的变化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主

要发病原因，雌激素水平过度降低导致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
或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引起神经递质、激素、细胞因子等失衡。

随着年龄增大、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分泌减少而解除了对垂

体的负反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升高，
进一步抑制卵泡和卵子的生长及孕酮和雌二醇（Ｅ２）的分泌。
ＦＳＨ／ＬＨ的比值可以作为判断卵巢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仍
需结合孕酮和Ｅ２的水平进行判断

［２］。此外，围绝经期女性免疫

衰老、免疫应答能力下降、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过氧化氢
酶活性降低［３，４］，也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重要病因。

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治疗现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症状

轻微的患者主张采用非药物疗法治疗，如自我疗法、心理疗法；

出现严重症状的患者则需要服用药物加以治疗。常用的药物

有激素类药物，如小剂量结合雌激素片（倍美力）、７－基异炔诺
酮（替勃龙）、米非司酮、去氧孕烯炔雌醇等［５－７］，能有效调节患

者激素水平，显著改善患者症状。但长期、单一应用激素类药

物会增加子宫内膜癌、心血管疾病的罹患风险。

灸法治疗具有疗效好、无副作用、经济安全的特点，近年

来，灸法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研究越来越多，且都取得了较

好的成果。艾灸作为灸法治疗的一种，在抑制炎性反应、镇痛、

调节免疫、抗过敏等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对血清中有关激

素水平、血脂水平具有调节作用［８］。本研究以艾灸治疗围绝经

期综合征，取得了显著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来我院就诊的围绝经期
综合征患者９４例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下纳入标准：
（１）按《绝经－内分泌与临床》［９］中围绝经期综合征诊断标准确
诊；（２）在本研究期间停用一切其他疗法；（３）自愿接受治疗并
参与调查；（４）排除器质性病变者及原因不明的阴道不规则流

血未愈者；（５）排除近期服用药物治疗或参加其他临床试验的
患者；（６）排除肝、肾功能不全或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９４例
患者随机分为艾灸组和对照组，各４７例。艾灸组患者年龄４０
～５７岁，平均年龄（４７３±５４）岁，病程１～１３个月，中位病程
６５个月。对照组患者年龄４２～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８１±５７）
岁，病程１～１２个月，中位病程６１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艾灸组采用艾条悬起灸法，取三阴交（双）、关元、肾俞（双）

穴，艾条点燃后距穴位皮肤２～３ｃｍ处缓慢施灸，以患者皮肤温
热红晕而无灼痛感为宜，每次灸１０～１５ｍｉｎ，隔日１次，１月为１
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对照组服用替勃龙，每次１２５ｍｇ，１
次／ｄ，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
１３１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绝经指数 （ＫＭＩ）［１０］及疗效判定　ＫＭＩ将患
者围绝经期症状概括为以下１１项症状或体征：潮热出汗、感觉
异常、失眠、紧张焦虑、易激动、眩晕、乏力、关节痛、头痛、心悸、

皮肤蚁行感。计算ＫＭＩ总分及潮热出汗评分，于治疗前及治疗
后１、２、３个月各评价１次。疗效判定标准：疗效分为显效、有
效、无效，显效即１１项症状或体征中有至少５～６项消失；有效
即３～４项以上症状或体征消失；无效为仅１～２项症状或体征
消失或所有症状、体征均存在甚至加重。

１３２　血清性激素水平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空腹抽取静脉血，
通过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孕激素（Ｐ）的
水平。

１３３　血脂水平和肝、肾功能检测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空腹抽
取静脉血检查血脂水平和肝、肾功能，血脂包括总胆固醇 （ＴＣ）、
三酰甘油 （ＴＧ）、高密度脂蛋白 （ＨＤＬ）、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
肝功能包括谷丙转氨酶 （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肾功能包括血清尿素氮（ＢＵＮ）、血肌酐（Ｃｒ）。
１３４　不良反应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计量资料用百分率
（％）和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来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
资料应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ＫＭＩ疗效结果分析

对照组和艾灸组都取得了显著疗效，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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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３％，艾灸组为９１４９％，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ＫＭＩ疗效情况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ｎ（％）］

对照组 ４７ ２８ １３ ６ ４１（８７２３）

艾灸组 ４７ ２９ １４ ４ ４３（９１４９）

２２　两组患者ＫＭＩ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ＫＭＩ总分及潮热出汗评分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治疗１、２、３个月时，ＫＭＩ总分和潮热出汗评分均
较本组治疗前有明显下降 （Ｐ＜００５），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ＫＭＩ总分及潮热出汗评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ＫＭＩ总分 潮热出汗评分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２８５６±８２３ １０７１±５１１

治疗后１个月 １９３０±７０１ ８５２±３７４

治疗后２个月 １１８９±４９１★ ５９７±３２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７１２±３９７★ ３３５±２４１★

艾灸组 ４７ 治疗前 ２７９８±８７５ １０７７±５０１

治疗后１个月 １９０７±７１２ ８４７±３８１

治疗后２个月 １１７４±４９６★ ６０１±３３２★

治疗后３个月 ７０９±４０１★ ３２７±２３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血清中Ｅ２和Ｐ水平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降低 （Ｐ＜００１）。两组间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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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５６５２±４２３ ４３２５±５３４ ３３５３±７２５ ０２５±００６

治疗后 ４３２０±３７６★ ２７１４±３９７★ ４１６４±６７９ ０４５±００９★

艾灸组 ４７ 治疗前 ５６８７±４１１ ４４０１±６０５ ３３８１±７１１ ０２４±００７

治疗后 ４２７９±３５６★ ２７３６±３８９★ ４２８７±６５３ ０４７±００８★

　　注：经ｔ检验，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４　两组患者血脂水平变化
治疗后，两组患者ＴＣ、ＴＧ、ＬＤＬ水平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

ＨＤＬ水平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Ｐ＜００１），两组间血脂水平变化
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

组别 例数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４２７±０３６ １２５±０１６ １２８±０２１ ２７１±０４０

治疗后 ３８９±０３４ １１０±０１５ １３７±０２０★ ２３６±０４７

艾灸组 ４７ 治疗前 ４３５±０３４ １２７±０１５ １２９±０１７ ２７８±０３９

治疗后 ３９１±０３１ １０８±０１３ １４９±０１６★ ２３９±０３７

　　注：经ｔ检验，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５　两组患者肝、肾功能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Ｐ、ＢＵＮ、Ｃｒ水平变化不明

显，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治疗前后肝、肾功能变化

组别 例数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ＡＬＰ（Ｕ／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１９７２±２０１ １７０８±３０１ ５７６±３２ ５８±１２ ６７１±４５

治疗后 １９６７±２１０ １７１１±３０６ ５７５±３４ ５７±１３ ６６８±４３

艾灸组 ４７ 治疗前 １９６８±２２１ １７１２±３１１ ５７５±３２ ５９±１１ ６７２±４７

治疗后 １９７１±２１８ １７１０±３２０ ５７１±３０ ５８±１１ ６７０±４４

２６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对照组阴道出血２例，乳房胀痛３例，恶心呕吐

２例，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４８９％（７／４７）。艾灸组乳房胀痛１
例，恶心呕吐１例，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４２５％ （２／４７）。所有

不良反应均可耐受，不需特殊处理即可缓解。

#

　讨论
西医认为，神经内分泌水平的变化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主

要发病原因；中医则认为本病病机是肾虚，且与肝、脾、心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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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二脉有关，治疗上应注重滋阴补肾健脾。三阴交为妇科治疗

常用要穴，刺激三阴交穴可调理肾、肝、脾三脏。关元是调理任

冲的要穴，其位置与子宫在体表的投影相一致。临床上，两穴

常相配协同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肾俞为肾之背俞穴，是滋补

肾阴的第一要穴，能够调理任冲、调益阴阳，增强围绝经期女性

的免疫力［１１］。陈卓伟等［１２］针刺背俞穴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取

得了显著疗效，针刺组有效的改善了患者症状及体征，且治疗

后Ｅ２水平升高，ＦＳＨ水平降低。
艾灸疗法为传统针灸疗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疗效显著、

便于施行、安全性高、无痛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孟

迎春等［１３］检索了有关艾灸研究的论文，仅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
月间就有１１６篇。本研究取穴三阴交、关元、肾俞穴，施以艾灸，取
得了显著疗效。多数患者经艾灸治疗后，１１项症状体征中５～６项
以上消失，总有效率达９１４９％。艾灸组患者血清中性激素水平显
著变化，Ｅ２和Ｐ水平显著升高，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降低，与服用替勃
龙的对照组相似，证明艾灸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
失调，通过提高患者Ｅ２和Ｐ水平加强对垂体的负反馈作用，卵泡产
生更多的抑制素从而使患者血清ＦＳＨ、ＬＨ水平下调［１４］。治疗后，

两组患者ＴＣ、ＴＧ水平下降，ＨＤＬ水平明显升高，ＬＤＬ水平则有所降
低，两种治疗方法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改善血

脂中各成分所占比例，升高ＨＤＬ水平，降低了围绝经期女性罹患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艾灸治疗对患者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常见不

良反应较少，研究中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４２５％，且所有不良反应均
可耐受，无需治疗即可缓解。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艾灸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疗效与激

素类药物替勃龙相近，且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替勃龙。艾叶

温通药性，具有抗炎、镇痛、调节免疫、抗过敏等作用。艾灸时

借助灸火的热力，通过经络的传导，使温热效力直达腧穴深部，

激发、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并通过调节血清激

素水平、血脂水平，改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症状，降低患者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艾灸疗法作为祖国

传统医学的瑰宝之一，以其疗效好、安全性高、应用方便、简单

易学等优点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医生的重视，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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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八届全国皮肤病与性病防治学术研讨会会讯

为了推动我国性传播疾病及皮肤病学科的发展，交流与分享近两年我国性病艾滋病领域的经验、成果和防治进展信息，增进国

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性传播疾病预防与

控制合作中心定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２１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第八届全国皮肤病与性病防治学术研讨会＂。届时，大会将邀请国
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大会诚邀全国各地皮肤病、性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

广大防治人员报名参会。

本届大会征文活动现已全面启动，竭诚欢迎全国各地从事皮肤病与性病临床、科研、预防控制及管理等相关人员踊跃投稿。征

稿内容包括皮肤病与性病的临床、实验室诊断及基础研究；性病艾滋病监测、流行病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性病

艾滋病的经验交流等。

来稿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优秀来稿推荐至《中华皮肤科杂志》、《中国艾滋病性病》及《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也可为近两年

内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已发表文章请自行作大摘要处理，并在文末注明发表的刊物、卷期号、页码范围）。论文应具有创新性、科学

性、实用性，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主题明确、重点突出、数据可靠，能反映出国内先进水平。

会议论文来稿请发至ｚｈｅｎｗｅｎ＠ｎｃｓｔｄｌｃ．ｏｒ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曹宁校，（０２５）８５４７８０３２。
截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

大会详情将陆续公布在性病控制中心网站专题栏（ｗｗｗ．ｎｃｓｔｄｃ．ｏｒｇ），敬请关注。 （曹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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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法“蔡元培”交流合作项目（留

金欧［２０１２］６０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董浩（１９８９－），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分子遗传与
男性不育的研究。

△【通讯作者】宋曼殳（１９７５－），女，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ｍｓ＠ｃｃｍｕｅｄｕｃｎ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２

不同类型精子缺陷与印记基因 Ｈ１９甲基化水平关联
性研究
董浩１，２　胡海翔３　 陈立敏３　王友信１，２　沈传运３　张杰１，２　赵飞飞１，２　高晴１，２

盖思齐１，２　宋曼殳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６９
２临床流行病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６９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精子缺陷与印记基因 Ｈ１９印记控制区域甲基化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以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间入院诊治的男性不育患者为研究对象，排除患有精索静脉曲张、隐
睾症、核型异常和Ｙ染色体微缺失的病例，依据临床精液常规检查结果，分别筛选出特发性少精子症患者
（浓度＜２０×１０６／ｍＬ，其余指标均正常）、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５０％，其余指标均
正常）、特发性畸形精子症患者（正常精子形态比率 ＜１５％，其余指标均正常）各２５例；２５例正常精液样
本作为对照组。采用焦磷酸测序法定量分析各组精子 ＤＮＡ中 Ｈ１９基因印记控制区域的甲基化水平。
结果：少精子症组［（７５０４±１５３５）％］和弱精子症组［（７９４８±１１６４）％］印记基因 Ｈ１９甲基化水平显
著低于正常对照组［（８９１０±１１２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６，Ｐ＝００２４）；畸形精子症组
［（８７８２±１２１０）％］与正常对照组Ｈ１９基因甲基化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７５８）。结论：印记
基因Ｈ１９印记控制区域的 ＤＮＡ甲基化程度的降低与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有关联，可能与畸形精子症
无关。

【关键词】　印记基因Ｈ１９；ＤＮＡ甲基化；焦磷酸测序；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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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表明，在导致夫妻不孕不育的因素中，与男性相
关的因素约占５０％，且该比例还在不断上升［１］。男性不育是一

个复杂的病理过程，许多研究探索导致男性不育的遗传学因

素，但只能解释其中约１５％的病例［２］。近年来，关于印记基因

甲基化与男性不育的相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少精子

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是男性不育主要的精子缺陷因素。

有研究表明，印记基因Ｈ１９的甲基化状态异常与精液质量下降
相关［３］，可能是男性精子缺陷形成的原因［４－６］。

近年来，关于精子印记基因甲基化状态的研究不断增多，

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大多是从定性或半定量水平进行分

析，且存在试验周期长、操作复杂等缺点。本研究采用焦磷酸

测序法（ｐｙ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可同时分析９６个测序样本，直接定量
分析印记基因Ｈ１９甲基化水平，探讨印记基因Ｈ１９甲基化状态
异常与不同类型精子缺陷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间于空军总医院男科
中心诊治的男性不育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５～３５岁，排除患
有精索静脉曲张、隐睾症、核型异常、Ｙ染色体微缺失病例。病
例组包括２５例特发性少精症患者精液、２５例特发性弱精子症
患者精液、２５例特发性畸形精子症患者精液，随机选取２５例正
常精液作为对照组，病例和对照共１００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本采集　嘱受检者禁欲３～７ｄ，手淫法取精。
１２２　精液分析　精液离体后３７℃充分液化，根据《ＷＨＯ人
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查手册》（第四
版）［７］的标准，采用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伟力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
对精液进行检测，使用改良巴氏染色方法染色并阅片。

１２３　ＤＮＡ提取　充分液化的精液在３ｈ内用双层 Ｐｅｒｃｏｌｌ液
梯度离心，离心后去除上层精浆和中层液，留取下层精子。离

心管内加入２ｍＬ１×ＰＢＳ后离心，离心后取出上清液，再次加入
２ｍＬ１×ＰＢＳ后离心，离心后留取下层沉淀。向离心管内加入
１０μＬ蛋白酶Ｋ和１０μＬ二硫苏糖醇，５６℃保温１ｈ。然后加入
４００μＬ消化缓冲液，５６℃过夜。在室温下，分别用无水乙醇洗涤
１次、７０％乙醇洗涤２次。待乙醇挥发完全后加入５０μＬＴＥ，使
用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ｃ分光光度计（Ｔｈｅｒｍｏ公司，Ｇ６６６，美国）测定
ＤＮＡ的浓度和纯度，合格样本－８０℃保存备用。
１２４　亚硫酸氢盐处理及目的片段ＰＣＲ扩增　亚硫酸氢盐处
理：采用ＥｐｉＴｅｃｔＦａｓｔＤＮＡＢｉｓｕｌｆｉｔｅｋｉｔ（５０）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１５１０１２３４０，德国），依据试剂盒操作指南进行亚硫酸氢盐修饰，
处理液终体积为１５μＬ，－２０℃保存备用。ＰＣＲ扩增：采用 Ｐｙｒｏ
ＭａｒｋＰＣＲｋｉｔ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１４８０５０５８６，德国），参照试剂

盒说明书，对目的片段进行 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积为５０μＬ，
反应条件为 ９５℃预变性 １５ｍｉｎ；９４℃变性 ３０ｓ，６０℃退火 ３０ｓ，
７２℃延伸３０ｓ，４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然后对ＰＣＲ产
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见图１。所有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公
司合成。

图１　目的基因Ｈ１９电泳图

１２５　焦磷酸测序检测Ｈ１９ＤＮＡ甲基化状态　①单链模板制
备：取ＰＣＲ产物５０μＬ，加入４７μＬＢｉｎ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和３μＬＳｅｐｈａｒｏｅ
Ｂｅａｄｓ，室温下水平震荡１０ｍｉｎ。被固定于磁珠上的ＰＣＲ产物先
在７０％乙醇中洗涤１０ｓ，再在 Ｄｅｎ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ｆｆｅｒ中变性１０ｓ，最
后在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中洗涤１０ｓ，得到纯净的单链ＤＮＡ模板。

②测序引物杂交：将结合单链 ＰＣＲ产物的磁珠转入４５μｌ含有
０３μＭ测序引物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中，８０℃放置３ｍｉｎ。③采用
ＰＳＱ９６焦磷酸测序仪（Ｂｉｏｔａｇｅ公司，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８Ｓ２，瑞典）
及ＰｙｒｏＧｏｌｄＲｅａｇｅｎｔｓ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１５１０１０２９８，德国），
按仪器与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测序，检测Ｈ１９基因目的片段内甲
基化位点的核苷酸频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均数之间的比较采用

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或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资料统计分析

筛选出的３组精子缺陷患者（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形精
子症）与正常对照组在年龄上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少精子
症组与其他３组在精子浓度上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弱精
子症组与其他 ３组在向前运动精子百分率上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畸形精子症组在精子正常形态率方面与其他３组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印记基因Ｈ１９焦磷酸测序结果

测序图谱峰清晰，背景噪声较小。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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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患者基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　　 精子正常形态率（％）　　

对照组 ２５ ３２６２±３２５ １１１５２±３４７９ ６７０４±１２０９ １９１２±２２０

少精子症组 ２５ ３１７９±４１６ １２０８±５８０ ５８１８±４０９ １８３２±１９３

弱精子症组 ２５ ３１８０±３５５ ８８８９±５０８３ ３２０８±９３３ １９００±２３３

畸形精子症组 ２５ ３２１８±３５８ ９８４５±６４６０ ５２４９±１０４７ ８８８±３２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注：Ａ：正常对照组；Ｂ：少精子症组；Ｃ：弱精子症组；Ｄ畸形精子症组
图２　印记基因Ｈ１９的焦磷酸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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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印记基因Ｈ１９甲基化水平
本研究检测的目的片段包含１６个 ＣｐＧ位点，其中第五个

ＣｐＧ位点为多态性位点（Ｃ／Ｔ），故在统计时排除。在对照组中
Ｈ１９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为（８９１０±１１２３）％，而在少精子症组、
弱精子症组、畸形精子症组中分别为（７５０４±１５３５）％、
（７９４８±１１６４）％、（８７８２±１２１０）％。少精子症组（Ｐ ＝
０００６）和弱精子症组（Ｐ＝００２４）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而畸形精子症组（Ｐ＝０７５８）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图３。独立分析每个 ＣｐＧ位点结果如表２所示，与对照
组相比，少精子症组、弱精子症组及畸形精子症组分别有１３、１１
和３个 ＣｐＧ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于所有
被检测的ＣｐＧ位点均表现出了高度的个体间变异性，根据对照
组中各ＣｐＧ位点甲基化水平计算得到各位点的甲基化水平阈
值，获得各精子缺陷组的ＣｐＧ位点甲基化状态图谱。见图４。

注：ＮＺ：正常对照组；ＯＺ：少精子症组；ＡＺ：弱精子症组；ＴＺ：畸
形精子症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３　印记基因Ｈ１９甲基化水平

表２　不同类型精子缺陷组的Ｈ１９基因各ＣｐＧ位点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性统计分析结果

组别
Ｐ值

ＣｐＧ１ ＣｐＧ２ ＣｐＧ３ ＣｐＧ４ ＣｐＧ５ ＣｐＧ６ ＣｐＧ７ ＣｐＧ８ ＣｐＧ９ ＣｐＧ１０ ＣｐＧ１１ ＣｐＧ１２ ＣｐＧ１３ ＣｐＧ１４ ＣｐＧ１５ ＣｐＧ１６

Ｏ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６２３ ０１８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ＡＺ ０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２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１ ００７５ ０２８２ ０６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ＴＺ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１ ０１６６ ０４９０ ０４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３０１ ００５１ ０７７６ ０７２５ ００７６＜００１　 ０４２２ ０６３３ ０９９４

　　注：ＯＺ：少精子症组；ＡＺ：弱精子症组；ＴＺ：畸形精子症组

注： ：甲基化水平＞甲基化阈值； ：甲基化水平＜甲基化阈值；Ａ：少精子症组；Ｂ弱精子症组；Ｃ畸形精子症组
图４　依阈值划分的各精子缺陷组ＣｐＧ位点甲基化状态分布图谱

#

　讨论
甲基化属于表观遗传学范畴，是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修饰

方式，其与生长发育、衰老、癌症等众多疾病密切相关。近年

来，有研究表明，ＤＮＡ甲基化在精子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８］。自Ｍａｒｑｕｅｓ等［４］报道了印记基因的甲基化异常与精子缺

陷相关后，不断有研究表明精液质量下降与印记基因的甲基化

异常密切关联［５，６，９］。

目前对ＤＮＡ甲基化的检测方法主要为：甲基化特异性ＰＣ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ＣＲ，ＭＳＰ），是一种简便的、特异的、敏感的
定性研究方法；亚硫酸氢盐处理后测序法（ｂｉｓｕｌｆｉｔ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ＣＲ，ＢＳＰ），可直接反映基因甲基化状态，是检测甲基化的经典
方法；焦磷酸测序法，可快速同时检测多个甲基化位点，对甲基

化程度进行精准定量。焦磷酸测序技术是由４种酶催化的同一

反应体系中的酶级联化学发光反应。在每一轮测序反应中，反

应体系中只加入一种脱氧核苷酸三磷酸（ｄＮＴＰ）。如果它刚好
能和ＤＮＡ模板的下一个碱基配对，便释放出一个分子的焦磷酸
（ＰＰｉ），生成的ＰＰｉ最终转化为可见光，通过微弱光检测装置及
处理软件可获得一个特异的检测峰，通过检测甲基化位点的Ｃ／
Ｔ（或Ａ／Ｇ）峰高的比值，即可对基因的甲基化程度进行定量分
析。焦磷酸测序技术具备同时对大量样品进行测序分析的能

力，为大通量、低成本、适时、快速、直观地进行甲基化分析研究

和临床检验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技术操作平台［１０］。

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为不
育男性获得后代带来了希望，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通过

辅助生殖技术可能产生胎儿畸形、低出生体重及妇女流产率升

高等问题［１１－１３］，此外 ＡＲＴ与罕见印记疾病（如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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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综合征、Ｓｉｌｖｅｒ－Ｒｕｓｓｅｌｌ综合征、Ａｎｇｅｌｍａｎ综合征）发
病率增高可能有密切的关联［１４，１５］。其原因可能是精子印记缺

陷患者通过ＡＲＴ把印记缺陷遗传给后代，从而使通过 ＡＲＴ出
生的婴儿患印记疾病的几率增高，而 Ｓｉｌｖｅｒ－Ｒｕｓｓｅｌｌ综合征和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综合征的发生与印记基因 Ｈ１９的低甲基
化有密切关联［１６，１７］。本研究中畸形精子症的患者 Ｈ１９基因甲
基化状态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故ＡＲＴ治疗畸形精子症患
者的安全性相对较高；而少精子症组和弱精子症组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差异显著，通过ＡＲＴ产生的后代患罕见印记疾病的危险
性相对较高，但Ｈ１９基因甲基化水平究竟下降到何种程度会导
致通过ＡＲＴ出生的后代患印记疾病的几率明显升高，目前尚无
定论。焦磷酸测序技术的定量分析功能可检测出每个 ＣｐＧ位
点的甲基化水平，为划定Ｈ１９基因甲基化水平的阈值提供了可
能。在统计学中，与均值相比，差值在两倍标准差之外的数值

为超警戒限的值，即某一ＣｐＧ位点甲基化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
应位点相比若差异在两倍标准差之外，可认为此位点甲基化异

常。为降低或消除精子缺陷患者后代患印记疾病的风险，运用

这一阈值概念，把少精子症组和弱精子症组患者的各ＣｐＧ位点
划分为甲基化正常位点与甲基化异常位点，将对少精子症和弱

精子症患者行ＡＲＴ治疗具有临床指导意义。而在畸形精子症
组中，观察到个别ＣｐＧ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低于阈值，可视为个
体差异［１８，１９］，其Ｈ１９基因的甲基化状态可认为是正常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使用的甲基化检测方法可大通量、快

速、定量的分析印记基因Ｈ１９的甲基化水平；Ｈ１９基因的甲基化
异常与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密切相关，但可能与畸形精子症无

关；所得到的定量分析结果可对不同类型精子缺陷患者进行

ＡＲＴ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进一步大样本的其它导致
男性不育的基因筛选及其表观遗传学改变仍有待深入研究，对

ＡＲＴ的影响也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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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者不同诱导射精法获得的精液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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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诱导射精方法对男性不育者精液质量影响。方法：１７３３例不育者分别采用手淫
法取精和电按摩法取精，并检测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前向运动百分率（ＰＲ）、非前向运动百分率（ＮＰ）、
不活动百分率（ＩＭ）、曲线速度（ＶＣＬ）、直线运动速度（ＶＳＬ）、平均路径速度（ＶＡＰ）。结果：手淫组１０３３例不育者与
电按摩组７００例不育者经非参数检验，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ＰＲ、ＩＭ、ＶＣＬ、ＶＳＬ、ＶＡ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分别为－２７７、－２７１、－４８８、－４４５、－３８９、－２３３、－２２５、－２３７，Ｐ＜００１，Ｐ＜００５），而两组在ＮＰ上无统
计学差异（Ｚ为－０４３，Ｐ＞００５）。结论：不同诱导射精方法对男性不育者精液质量有影响，电按摩法获得的精液
质量比手淫法获得的精液质量高，且电按摩法可用于部分不射精症患者取精。

【关键词】　男性不育；诱导射精；精液质量；前向运动；电按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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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讨不同诱导射精方法对男性不育者精液质量影响，检测
男性不育者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前向运动百分率

（ＰＲ）、非前向运动百分率（ＮＰ）、不活动百分率（ＩＭ）、曲线速度
（ＶＣＬ）、直线运动速度（ＶＳＬ）、平均路径速度（ＶＡ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本院门诊就诊的不育男性患者

１７３３例，婚后≥１年未采取避孕措施且性生活正常，年龄２２～
４５岁，平均年龄２８２３岁。生殖系统无器质性病变、无外伤及
遗传病史，体检未发现有明显睾丸、附睾及输精管异常，精液细

菌、支原体培养阴性，血清衣原体抗体阴性，血清和精浆抗精子

抗体阴性。

１２　精液采集与分析
禁欲２～７ｄ后，采用手淫法取精液于清洁无菌塑料容器

内，或采用北京伟力电脑全自动精液取精器以电按摩法取精于

特制的无毒性Ｓｉｌａｓｔｉｃ避孕套，使精液于３７℃恒温液化。用奥林
巴斯 ＣＸ３１型显微镜及清华同方彩色精子自动分析系统，按参
考文献［１］分析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ＰＲ、ＮＰ、ＩＭ、
ＶＣＬ、ＶＳＬ、Ｖ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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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正态分布的资料用（珋ｘ±ｓ）表示，两

独立资料均数的比较用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两配对资料均数
的比较用配对ｔ检验；偏态分布的数据用 Ｍ（Ｐ２５，Ｐ７５）表示，两
组间比较用非参数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７００例电按摩组与１０３３例手淫组精液分析结果，电按摩组

与手淫组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ＰＲ、ＩＭ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Ｚ分别为 －２７７、－２７１、－４８８、－４４５、－３８９，Ｐ均
＜００１），ＶＣＬ、ＶＳＬ、ＶＡ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分别为 －２３３、
－２２５、－２３７，Ｐ均 ＜００５），Ｎ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为 －
０４３，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电按摩组与手淫组精液分析结果

分组 ｎ
精液体积

（ｍＬ）

精子浓度

（１０６／ｍＬ）

精子存活率

（％）
ＰＲ
（％）

ＮＰ
（％）

ＩＭ
（％）

ＶＣＬ
（μｍ／ｓ）

ＶＳＬ
（μｍ／ｓ）

ＶＡＰ
（μｍ／ｓ）

电按摩组 ７００ ３（２，４） ８７０７（４１０８，
１３８６２）

５０７３（３５９１，
６２３４）

３９２７（２５３０，
５３４５）

８２４（４９４，
１２５０）

４８５７（３６９８，
６２８０）

３３４１（２７１７，
３９５８）

１８９５（１４２１，
２３１２）

３０８６（２４６９，
３６２２）

手淫组 １０３３ ２８（２，４） ７５２９（３８３４，

１２２４９）
４５２４（３３０３，

５７０５）
３５６３（２２６２，

４６７７）
８３３（５３９，
１２１９）

５３３３（４１６６，

６４９５）
３２６４（２６３９，

３７７８）
１８０１（１３６７，

２２４８）
２９６５（２３９６，

３４７７）

　　注：与电按摩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精液分析是男科实验室诊断的最重要内容，不仅可以评价

男性生育功能，还可用于观察输精管结扎术后的疗效，为体外

受精和精子库筛选优质精子，以及用于法医学鉴定等。但要进

行精液分析，首先必须要正确的留取精液标本，这是保证精液

分析结果准确的重要前提［２］。

本研究参照ＷＨＯ精液检测方法［１］采集标本，分别有７００
例不育者以电按摩法取精和１０３３例不育者以手淫法取精。对
１７３３例男性精液检查分析发现，电按摩组与手淫组精液体积、
精子浓度、精子存活率、ＰＲ、ＩＭ、ＶＣＬ、ＶＳＬ、ＶＡＰ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均＜００５），Ｎ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电按
摩组精液质量明显高于手淫组。有证据表明，不同的诱导射精

方法会使精液标本的质量发生改变，在实验室提供的房间通过

手淫获得的精液质量可能比在家通过性交用非杀精安全套获

得的精液质量低［２］。Ｐｏｕｎｄ等［３］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可能反映

出不同的性唤醒方式，手淫取精所需时间的长短，其反映了射

精前精液溢出的程度，也会影响精液质量。孟战战等［４，６］推测

电磁刺激振动按摩是通过促发和加速跨膜电位的传导来加速

阴部神经运动纤维末梢合成和增大乙酰胆碱递质释放。递质

与阴部特定司理射精的横纹肌受体结合后，使膀胱颈部扩约肌

收缩面关闭，坐骨海绵体肌及球海绵体肌阵挛节律性收缩，挤

压出储存于精囊腺中的精子和前列腺分泌液完成射精过程［７］。

本研究中，电动按摩器主要通过滑动套，采用声、光、电、磁、热

多感官全方位刺激，并辅以握压、环压、抽动、振动、磁疗等功能

辅助患者完成射精，模仿女性阴道感觉刺激患者达到完整射

精，相比手淫法取精更能获得较完整的精液标本。Ｂｊｒｎｄａｈｌ
等［８］研究表明射精时，射出的初始部分精液主要是富含精子的

前列腺液，而后面部分的精液则主要是精囊液。手淫法获得的

精液可能没有按摩器获得精液充分，故精液质量受到影响。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手淫法取精为主，临床亦是如

此。对于按摩器取精方式临床采用较少，可能原因有很多，按

摩器取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电器设备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易出现使用故障造成取精时阴茎受伤，且按摩器取精对设备消

毒要求较高［９］，对避孕套选择要求亦高，另外需安排专职医务

人员负责按摩器取精，故临床上按摩器取精比较少见。虽然按

摩器取精较手淫法取精精液质量稍高，但在临床实际工作中，

按摩器取精难以得到推广。戚广崇等［１０，１１］认为电动按摩器可

治疗不射精症，少数病人运用电动按摩器能引发射精；孟战战

等［４］对９０例功能性不射精症患者电磁刺激振动按摩治疗，从
疗效结果看，总有效率为１００％，说明电磁刺激振动按摩对不射
精症疗效肯定。故对于不射精症患者或不能手淫法取精患者

可考虑按摩器取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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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下未成熟卵泡抽吸术对多囊卵巢患者体外受精
治疗的影响
戚静宜　牛吉峰　刘格琳　王芳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超声下未成熟卵泡抽吸术（ＩＭＦＡ）对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治疗的多囊卵巢综
合征（ＰＣＯＳ）患者治疗结局改善的有效性。方法：将在我院生殖医学科行体外受精治疗的６６例 ＰＣＯＳ患者
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３０例在口服避孕药期间进行ＩＭＦＡ预处理，对照组３６例仅口服避孕药治疗。比较随
后的超促排卵治疗中两组患者卵巢反应性及治疗结局的改变。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较，穿刺组在超促排卵

治疗中 Ｇｎ使用天数、总量、扳机日雌二醇水平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ＩＭＦＡ组未发生一例中重度 ＯＨＳＳ，因
ＯＨＳＳ高风险取消新鲜周期胚胎移植率也明显降低，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ＩＭＦＡ组的胚胎种植率、流产率
较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患者在行体外受精治疗前进行 ＩＭＦＡ预处理可以有效改善卵巢反
应性及治疗结局。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症；未成熟卵泡抽吸；体外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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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育
龄期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紊乱疾病，其发病率高达５％～１０％，占
排卵障碍不孕症患者的９０％［１］。由于其疾病本身的特点ＰＣＯＳ
患者在促排卵过程中容易出现对促性腺激素过度反应，造成其

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剧烈升高、卵子质量下降、内膜容受性降低、

胚胎种植率降低、流产率升高以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ｏｖａｒｉａｎ
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ＨＳＳ）等一系列不良后果［２］。近年

来国内外一些学者采用未成熟卵泡抽吸术（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ａｓ
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ＦＡ）治疗难治性 ＰＣＯＳ患者收到了一定的良好疗
效［３，４］。本研究针对行体外授精治疗的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 ＩＭＦＡ

预处理，以探讨该项技术改善 ＰＣＯＳ患者卵巢反应性及治疗结
局的有效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该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月在我院生殖医学科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助孕治疗的
ＰＣＯＳ患者６６例，年龄２１～３６岁，平均年龄为 （２８±３２６）岁，
不孕年限１～１１年，平均 （３５５±２４０）年。ＰＣＯＳ的诊断按照
２００３年鹿特丹诊断标准［５］。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

过，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分组　将患者随机分为穿刺组（３０例）和对照组（３６
例）。

１２２　预处理　所有患者于自然周期或孕激素撤退性出血第
２～３ｄ口服避孕药即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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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商品名达英－３５）１片／ｄ，１个周期２１ｄ，共３个周期。
第３个周期服药第１７ｄ返诊拟进行降调节治疗。
１２３　ＩＭＦＡ　穿刺组患者于第３周期月经干净３～７ｄ返诊行
ＩＭＦＡ。患者取膀胱截石位，０５％碘伏反复冲洗外阴及阴道，阴
道探 头 套 无 菌 套，安 装 穿 刺 架 后 在 超 声 阴 道 探 头

（ＨＩＴＡＣＨＩ５００）指引下，采用１７Ｇ单腔穿刺针（美国 ＣＯＯＫ公
司生产，Ｋ－ＰＥＴＳ，５０００），吸引器负压１２０～１３０ｍｍＨｇ，从卵巢
下缘进针，适当变换探头方向，从不同角度抽吸卵巢内小卵泡，

同法处理对侧卵巢。检查盆腔及阴道穿刺点有无活动性出血，

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术后卧床观察２ｈ离院。
１２４　超促排卵　两组患者均采用长方案降调节。在第３周
期口服避孕药的第１７ｄ给予皮下注射醋酸曲谱瑞林（ＧｎＲＨａ，
法国博福益普生制药，商品名达菲林）０１ｍｇ／ｄ，降调１４～１８ｄ
返诊行阴道超声检查，测血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
（ＬＨ）、雌二醇（Ｅ２）、孕酮（Ｐ）水平。充分降调后给予皮下注射
达菲林００５ｍｇ／ｄ＋基因重组促卵泡素（ｒＦＳＨ，瑞士雪兰诺药厂
生产，商品名果纳芬）１１２５ＩＵ～２２５ＩＵ／ｄ促进卵泡生长发育。
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及子宫内膜生长情况，结合血激素水平调整

药物剂量。扳机日根据激素水平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ＨＣ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３７
～３８ｈ后行取卵术。
１２５　体外授精　根据取卵日男方精液情况于 ＨＣＧ后４０～

４２ｈ行常规体外授精或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
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授精，取卵后第３ｄ行胚胎移植。
１２６　黄体支持　自取卵日起，给予肌肉注射黄体酮针剂（浙
江仙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６０ｍｇ，ｑｄ，进行黄体支持，移植日加
用口服地屈孕酮（苏威药业生产，商品名达芙通）１０ｍｇ，ｂｉｄ，移
植后１４ｄ返诊测血ＨＣＧ了解是否妊娠，移植后３５ｄ后Ｂ超确定
临床妊娠，随访至生产。中重度 ＯＨＳＳ及 ＯＨＳＳ高风险、内膜发
育不良、输卵管积水、扳机日血清 Ｐ＞２０ｐｇ／ｍＬ者行全胚胎冷
冻。我科ＯＨＳＳ高风险标准：获卵２０个以上，ＨＣＧ日血清Ｅ２＞
７０００ｐｇ／ｍＬ。全胚冷冻者在ＯＰＵ后第３ｄ改口服黄体酮胶囊（浙
江仙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益玛欣）１００ｍｇ，ｂｉｄ，共１０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并统计Ｇｎ使用天数及使用量、扳机日 Ｅ２水平、获卵

数、正常受精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多胎率及ＯＨＳＳ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不孕年限以及ＢＭＩ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病因构成比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不孕因素比较

组别（年） 年龄（岁） 不孕年限（年） ＢＭＩ
不孕原因（例）

单纯ＰＣＯＳ 输卵管因素 男性因素

穿刺组（ｎ＝３０） ２７１７±２９９ ３７１±２３４ ２４７５±３０１ １１ １７ ２

对照组（ｎ＝３６） ２８２８±３５５ ３３９±２４８ ２６０５±５２７ １３ ２０ ３

ｔ／χ２ ０７１ ０６９ ０８８ ００６５

Ｐ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２６ ０９７０

　　平均 Ｇｎ使用天数在穿刺组为（１１８４±２９４）ｄ，对照组为
（１２５±３１６）ｄ，两组相比Ｐ＜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平均Ｇｎ使
用总量在穿刺组为（２０１１９８±８１８１７）ＩＵ，对照组为（２３８９７３±
９５７５４）ＩＵ，两组相比Ｐ＜００５，以及扳机日血清 Ｅ２水平在两组

分别为（５５１１±５７０５６）ｐｇ／ｍＬ和（６９７６±９４３９）ｐｇ／ｍＬ，Ｐ＜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获卵数与正常受精率在两组间比
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治疗指标比较

组别
Ｇｎ天数
（ｄ）

Ｇｎ量
（ＩＵ）

基础Ｅ２水平

（ｐｇ／ｍＬ）

扳机日Ｅ２水平

（ｐｇ／ｍＬ）

获卵数

（枚）

正常受精率

（％）

穿刺组（ｎ＝３０） １１１４±２９４ ２０１１９８±５３６１７ ３４１０±５６５ ５５１１２１±５７０５６ １６３２±８５２ ６１９０±１８００

对照组（ｎ＝３６） １２９８±３１６ ２４８９７３±９５７５４ ３６０５±４８９ ６９７６８９±９４３９１ １８２５±７９２ ５９７０±１２５６

ｔ／χ２ ４５６ ５６７ ０８８ １２３２ ０９１ ０９４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１７

　　穿刺组中无一例中重度ＯＨＳＳ发生，３例因ＯＨＳＳ高风险取
消新鲜周期胚胎移植，１例内膜发育不良及１例输卵管积水取
消新鲜周期移植，共移植 ２５个周期。对照组有 １例中重度
ＯＨＳＳ发生，行住院治疗，２例内膜发育不良取消新鲜周期移植，
８例患者因ＯＨＳＳ高风险取消新鲜周期胚胎移植，明显高于穿

刺组。但可能由于样本量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
照组共移植２５个周期。临床妊娠率在穿刺组为６４％，虽然较
对照组的临床妊娠率５６％升高，但是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流产率与多胎妊娠率在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穿刺组

有好的改善。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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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结局比较

组别 ＯＨＳＳ发生（ｎ）
ＯＨＳＳ高风险
取消率（％）

临床妊娠率

（％）
流产率

（％）
多胎率

（％）

穿刺组（ｎ＝３０） ０ １０００（３／３０） ６４００（１６／２５） １２５０（２／１６） ２５００（４／１６）

对照组（ｎ＝３６） １ ２２２２（８／３６） ５６００（１４／２５） １４２９（２／１４） ２８５７（４／１４）

χ２ ０９６ ０８８ ０７８ ０５５

Ｐ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９３

#

　讨论
合并输卵管因素或男方因素的ＰＣＯＳ不孕患者往往需要通

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来获得自己的后代。由于ＰＣＯＳ疾病
本身的内分泌特点，这类患者在接受促性腺激素治疗过程中很

容易造成大批卵泡的发育，导致ＯＨＳＳ的发生；或是因对超促排
卵的药物反应不良致卵泡发育欠佳，周期取消率升高，并且由

于体内激素水平异常，ＰＣＯＳ患者的卵子质量和胚胎质量下降，
内膜容受性的降低［６］。本研究是对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ＩＭＦＡ预处理，以观察其对助孕治疗及结局的影
响。研究显示经过ＩＭＦＡ预处理的 ＰＣＯＳ患者在获卵数无减少
的同时，促排卵药物使用天数和剂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这表明

患者卵巢对促排卵药物的反应性得到了有效改善。其可能的

机制是ＩＭＦＡ通过小卵泡穿刺，在减少卵巢内基础窦卵泡数量
的同时破坏了部分卵巢间质，使卵巢内的雄激素合成减少［７］，

通过反馈作用增加卵泡雌激素分泌，利于卵泡发育成熟，提高

排卵率。另外卵泡穿刺可使卵泡内产生的抑制素减少［８］，抑制

素的作用消除后，ＦＳＨ合成释放增加，亦可促使卵泡生长、成熟
及排卵［９］。本研究穿刺组中扳机日血清Ｅ２水平均明显降低，无
一例中重度ＯＨＳＳ的发生且因ＯＨＳＳ高风险取消周期率也显著
下降，ＩＭＦＡ对于预防 ＯＨＳＳ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０］。由

于降低了高雌二醇激素水平对内膜的影响，理论上 ＩＭＦＡ也可
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内膜容受性，利于子宫内膜正常发育，与

胚胎发育同步，提高胚胎种植率，降低流产率［１１］。本研究中未

发现临床妊娠率、流产率及多胎率在两组间的差异，这可能与

样本量偏少有关，需要进一步扩充样本量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穿刺时机国内外报道不一。Ｏｌｕｓｅｙｅ等［１２］认为应

在雌二醇迅速上升之前，以防止体内血管活性物质激活，ＯＨＳＳ
不可避免地发生。朱文杰等［１３］在 ＩＶＦ周期中促排卵治疗开始
后卵巢内９～１０ｍｍ的卵泡达到８～１０个以上时行卵泡抽吸有
效地改善了治疗结局。陈子江等［１４］认为直接行 ＩＭＦＡ与在应
用少量促排卵药物治疗后进行穿刺同样有效，直接穿刺更可以

自由安排穿刺的时间，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复诊次数，为

更加合理的方法。本研究在患者进入促排卵周期前进行卵泡

抽吸，时间较为自由，更利于工作安排，减少了感染、出血等严

重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ＩＭＦＡ采用超声下经阴道穿刺未成熟卵泡治疗中重度 Ｐ
ＣＯＳ患者，减少卵巢中基础窦卵泡数量、改善患者内分泌环境、
提高其对促排卵药物反应性、改善治疗结局的一种安全、有效、

简便、经济的可行措施。ＩＭＦＡ技术为ＰＣＯＳ患者的治疗提供了
一条有效可行的治疗途径，在进行体外授精 －胚胎移植助孕治
疗的ＰＣＯＳ患者，提前进行 ＩＭＦＡ预处理有效改善了卵巢反应
性，改善了治疗结局，减少了ＯＨＳＳ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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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Ｏｒｔｅｇａ－ＨｒｅｐｉｃｈＣ，ＰｏｌｙｚｏｓＮＰ，Ａｎｃｋａｅｒｔ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ＣＯ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ｕｎ
ｄｅｒｇｏＩＶＭ．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１４（２４）：１２－１８．

［９］　戴芳芳，郑波，程书清，等．超促排卵过程中穿刺小卵泡治疗顽
固性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应用．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３
（９）：１１３－１１４．

［１０］　ＡｇｄｉＭ，ＺａｒｅｉＡ，Ａｌ－Ｓａｎｎａｎ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ｉｎ
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ｅｓ．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０（９４）：３８１－３８３．

［１１］　ＦｅｌｅｍｂａｎＡ，ＴａｎＳＬ，Ｔｕｌａｎｄｉ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ｓ
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ｎｅｅｄｌｅｃａｕｔｅｒｙ：ａ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
２０００，７３（２）：２６６－２６９．

［１２］　ＯｌｕｓｅｙｅＡＯ，ＢｉｎａＣ，ＪｏｃｅｌｙｎＨ，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ｙｅａｒｌｙ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ｉｎｈｙｐ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ｙｃｌｅｓ．ＭｅｄＧｅｎＭｅｄ，２００５，７（３）：６０．

［１３］　朱文杰，李雪梅，陈秀敏，等，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超排卵过程中
行卵泡抽吸的效果观察．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４，３９（８）：５２２
－５２５．

［１４］　陈子江，李媛，赵力新，等．超声下未成熟卵泡抽吸术治疗多囊卵
巢综合症不孕的临床研究．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５，４０（５）：２９５
－２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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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项燕（１９８９－），女，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殖与
遗传。

△【通讯作者】明蕾（１９６７－），女，硕士生导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ｎｇｙ
ａｎ０９０４＠１２６ｃｏｍ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５

男性染色体多态性对体外受精结局的影响
项燕　明蕾△　龚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男性染色体多态性对体外受精（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
（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影响及男性染色体多态对精液质量的影响。方法：根据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行试管助孕治疗的男性染色体检查结果分为试验组（４１例）及对照组（１２４
例），回顾性分析了两组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结局及两组精液质量。结果：（１）试验组 ＩＶＦ受精率（７１％ ｖｓ８７％，
Ｐ＝０００１）、卵裂率（７５％ ｖｓ８９％，Ｐ＝０００３）、优胚率（５１％ ｖｓ６６％，Ｐ＝００４９）、临床妊娠率（１４％ ｖｓ
６２５％，Ｐ＝００３３）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着床率、生化妊娠率、早期流产率相似，无统计学意
义。（２）试验组ＩＣＳＩ优胚率（５２％ ｖｓ５９％，Ｐ＝００４７）较对照组低，其余统计数据均无统计学差异。（３）试
验组精液质量正常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结：男性染色体多态性对 ＩＶＦ有不利的影响，对
ＩＣＳＩ妊娠结局影响不大。男性染色体多态性会降低精液质量。

【关键词】　染色体多态；体外受精；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Ｙ染色体；精液质量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ｌ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Ｇ
Ｌｅｉ△，ＧＯＮＧＭｅ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ｎｍ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０，Ｈｕ
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ｌ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ＶＦ）／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ｌ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
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ｎ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４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２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①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ＩＶ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７１％ ｖｓ．８７％，Ｐ＝
０００１），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ｒａｔｅ（７５％ ｖｓ．８９％，Ｐ＝０００３），ｇｏｏｄ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５１％ ｖｓ．６６％，Ｐ＝００４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１４％ ｖｓ．６２．５％，Ｐ＝００３３）ｗｅｒｅａｌ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ｒａｔｅ．②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ＩＣＳＩｇｏｏｄ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５２％ ｖｓ．５９％，Ｐｖ＝００４７）ｗａ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③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ａｌ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ｈａ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Ｖ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
ｈ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Ｍａｌｅ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
ＳＩ）；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染色体异常包括染色体数目异常、结构异常，染色体数目
异常如４７ＸＹＹ、４５ＸＯ、４７ＸＸＹ等，结构异常如罗伯逊易位、相互
易位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胚胎的形成。染色体多态也属于结构

异常指染色体异质区出现细微的稳定的遗传物质的变化，一般

多发生在１、９、１６号染色体，Ｙ染色体，Ｄ／Ｇ组染色体［１］。因为

涉及重复的 ＤＮＡ片段，以往一直认为染色体多态对生殖无影
响，近年来不断有文献报道染色体多态在不孕人群中发生率高

于正常人群［２］，且染色体多态可能会增加胎儿畸形、流产、胚胎

停育、少弱精症、无精症的发生率［３］。也有学者研究显示男性

染色体多态发生率高于女性［４］，男性染色体多态相比女性染色

体多态对生殖不利影响更明显［５］。所以探讨男性染色体多态

对体外受精的结局是否有影响，也成为临床医生们迫切要研究

的课题。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生殖中心行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的男性染色体结果，核型为４６ＸＹ，
常染色体或性染色体呈多态性为试验组（共 ４１例，其中 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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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Ｆ，３９例ＩＣＳＩ）；核型为４６ＸＹ，无结构异常者为正常组即对照
组（共１２４例，其中１６例 ＩＶＦ，１０８例 ＩＣＳＩ），比较两组 ＩＶＦ／ＩＣＳＩ
的妊娠结局及两组精液质量。纳入标准：（１）首次行鲜胚移植
治疗；（２）常规长方案治疗；（３）不孕原因主要是女方输卵管因
素、男性精液质量差或不明原因性不孕；（４）夫妻双方一般身体
检查无异常。排除标准：（１）女方患有中到重度子宫内膜异位
症、卵巢囊肿、内膜息肉、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宫腔粘连、卵
巢早衰、子宫肌瘤；（２）男方重度精索静脉曲张、隐睾症。入组
的夫妻双方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精液分析：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

（第５版）》［６］分类，将精液质量分为：（１）正常（密度≥１５×１０６／
ｍＬ或快速前向运动精子≥３２％，量≥１５ｍＬ，正常形态率≥
４％）；（２）弱精或严重弱精（快速前向运动精子 ＜３２％）（３）无
精症（多次精液分析高倍镜下未见精子）。

控制性超促排卵：常规长方案降调：黄体中期注射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如达菲林（瑞士辉凌公司，
Ｈ１０１６６，）或达必佳（瑞士辉凌公司，Ｋ１４５５２Ｂ），达到降调节后
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如果纳芬（瑞士默克雪兰
诺公司，Ｓ２０１１０００５）、乐宝得（丽珠公司，Ｈ１０９４００９７）、丽申宝
（丽珠公司，Ｈ１０９４００９７）、普丽康（默沙东公司，Ｓ２０１４００４７）１５０
～３００ＩＵ／ｄ，根据卵泡大小及性激素调整Ｇｎ量，当成熟卵泡≥２
个时，肌注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人绒毛促性腺激素（ＨＣＧ，丽珠公
司，Ｈ４４０２０６７４），３４～３６ｈ后取卵，培养 ７２ｈ移植。移植后第
１２ｄ查外周血清ＨＣＧ＞１０ＩＵ／Ｌ提示妊娠。移植后３０ｄ若阴道
超声未见孕囊且ＨＣＧ值下降提示生化妊娠，若见孕囊及原始心
血管搏动的为临床妊娠，≤１２周妊娠终止为早期流产。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 Ｇ显带方法分析３０个中期
染色体核型，若存在有嵌合体，则分析１００个中期染色体核型。
根据人类染色体国际命名法则进行分析。

妊娠结局指标：（１）ＩＶＦ受精率：（２ＰＮ＋１ＰＮ＋多ＰＮ＋晚期
卵裂）／实施人工授精的卵子数；（２）ＩＣＳＩ受精率：（３）（２ＰＮ＋
１ＰＮ＋多ＰＮ）／ＭＩＩ卵子数；（４）卵裂率：移植当天卵裂胚胎数／
总受精数；（５）着床率：（６）Ｂ超观察到孕囊数／移植胚胎数；（７）
优质胚胎率：优质胚胎数／卵裂数；（８）临床妊娠率：临床妊娠的
周期数／移植周期数；（９）生化妊娠率：生化妊娠周期数／移植周
期数；（１０）早期流产率：早期流产周期数／临床妊娠周期数。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行统计分析，分类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而其他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分类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连续变量则在行正态分布检验后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认为统计学具有差异性。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不孕年限、雌
激素（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获卵数无统
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基本情况 试验组 对照组 Ｐ

年龄 ３０１５±４５０ ２８９０±３９５ ００９２

ＢＭＩ ２１７９±２６１ ２１３７±２６１ ０４１６

不孕年限 ４８５±３６４ ４１９±２６４ ０２１１
雌激素（Ｅ２） ４１５４±１８０３ ４１３８±１５５９ ０９５７

黄体生成素（ＬＨ） ３７６±１３６ ４３１±１９４ ００９２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７４１±２０１ ６９７±１６５ ０１６１

获卵数 １３８０±５８２ １２５９±６０７ ０５５８

２２　试验组与对照组ＩＶＦ妊娠结局比较
试验组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着床率、生化妊娠率
与对照组相似，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均无早期流产。
见表２。

表２　试验组与对照组ＩＶＦ妊娠结局比较

胚胎情况 　试验组 　对照组 Ｐ

受精率（％） ７１０（７１／１００） ８６８（１９７／２２７） ０００１

卵裂率（％） ７４６（５３／７１） ８９３（１７６／１９７） ０００３

着床率（％） ２３５（４／１７） ４２９（１２／２８） ０１８９

优胚率（％） ５０９（２７／５３） ６５９（１１６／１７６） ００４９

临床妊娠率（％） １４３（１／７） ６２５（１０／１６） ００３３

生化妊娠率（％） １４３（１／７） １２５（２／１６） ０９０７

２３　试验组与对照组ＩＣＳＩ妊娠结局比较
试验组优胚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之间受精率、卵裂率、着床率、临床妊娠率、生化妊娠率、早

期流产率统计学无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试验组与对照组ＩＣＳＩ妊娠结局比较

胚胎情况 　试验组 　对照组 Ｐ

受精率（％） ８２４（３２７／３９７） ８２６（１０１０／１２２３） ０９２２

卵裂率（％） ９７６（３１９／３２７） ９７０（９８０／１０１０） ０６２

着床率（％） ２３４（１５／６４） ３０９（６０／１９４） ０２５２

优胚率（％） ５２４（１６７／３１９） ５８７（５７５／９８０） ００４７

临床妊娠率（％） ３８２（１３／３４） ４５３（４９／１０８） ０４６４

生化妊娠率（％） ５９（２／３４） １２０（１３／１０８） ０３０９

早期流产率（％） １５４（２／１３） ８２（４／４９） ０４３４

２４　试验组与对照组精液质量比较
试验组无１例精液正常患者，对照组１３例精液正常患者，

试验组精液质量较对照组差，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３１）。
#

　讨论
染色体多态性一直被认为是个体遗传物质的微小变异，对

生殖没有影响，在正常生育的夫妻中也可以见到多态的染色

体。染色体多态常发生在异染色质区，异染色质区分无转录活

性的功能异染色质区和高度重复序列的结构异染色质区，多态

一般发生在结构异染色质区。结构异染色质区可以自由伸缩，

影响到邻近的基因功能，从而产生花斑效应（ＰＥＶ）［７］。随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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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助孕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发现行试管助孕治疗的患者中

染色体多态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尤其以男性更加明显［８］。

所以本文对男性的染色体多态性是否影响 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结局
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染色体多态不育男性的精液质量较染色

体正常不育男性差，且染色体多态对 ＩＶＦ妊娠结局的不利影响
较ＩＣＳＩ更明显一些。ＬｉａｎｇＪ等［５］研究也显示男性染色体多态

的不育夫妇行ＩＶＦ助孕时受精率也明显较正常核型组低，行ＩＣ
ＳＩ治疗受精率、卵裂率等没有区别，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该作者
认为对于男性染色体多态的不孕夫妇行ＩＣＳＩ治疗可能更适合。
肖卓妮等［９］研究也同样显示 Ｙ染色体多态不孕患者与正常核
型不孕患者相比其ＩＶＦ组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
均较低，ＩＣＳＩ组临床妊娠结局相似，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推测对
于染色体多态男性患者ＩＣＳＩ较ＩＶＦ妊娠结局好，原因可能在于
ＩＣＳＩ通过人工的方式将精子打进胞浆内克服精子的自然选择
机制。然而周怡雯等［７］研究结果显示常见的染色体多态对ＩＶＦ
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活产率无差异，着床率反而在染色体

多态组中较高。方路等［１０］研究了不孕不育夫妇一方染色体多

态性对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影响，结果显示与正常核型相比染
色体多态性并没有影响治疗结局。但该文章仅排除了染色体

数目异常及无精症患者，影响最终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因素有
很多如子宫腺肌症、内膜息肉、ＰＣＯＳ、男性严重的精索静脉曲张
等，研究时应尽可能的排除相关因素。本研究对样本的纳入较

严格，以更明确男性染色体多态对 ＩＶＦ／ＩＣＳＩ的治疗影响，但也
正因如此，本研究纳入的标本数较少，未能对各个多态性分别

研究其影响。Ｇｕｏ等［１１］的研究结果显示染色体多态男性不孕

患者严重少弱精及无精症较正常核型男性多，有统计学差异，

临床妊娠率及受精率均低于正常核型组。本研究中试验组无

一例正常精液者，相比对照组试验组精液质量较差，与 Ｇｕｏ的
研究结果一致。

Ｙ染色体多态一般发生在长臂远端２／３的异染色质区，分
别是这些异染色质的长度增加或减少，异染色质区主要是一些

重复序列，被认为是无转录活性的。但其在着丝粒功能方面起

到重要作用，着丝粒对细胞分裂、配对至关重要。杨丽霞等［１２］

认为大Ｙ或小Ｙ可能是因为：（１）ＤＮＡ重复片段的过多增加或
减少导致男性生殖细胞在减数分裂时染色体的联会交换困难；

（２）影响了相邻位置的常染色质基因功能无法正常发挥。Ｐａｔｒｉ
ｃｉａＢ等［１３］研究显示Ｙ染色体长臂上 ＤＮＡ重复片段对相关精
子的分化及发育的基因正常表达有影响。小 Ｙ染色体中因为
异染色质的缺失致使常染色质排列松散，导致精子生成异常。

Ｄ／Ｇ组染色体多态是染色体随体、短臂、着丝粒异染色质区及
核仁组织区（ＮＯＲ）变异，本研究中出现 １例 ２１ｐｓｔｋ＋及 １例
２２ｐｓｔｋ＋，Ｄ／Ｇ组染色体多态影响生殖的原因可能包括：（１）多
态可能含有部分ＮＯＲ区，而 ＮＯＲ区的变异可能改变了随体联
合频率［１４］，造成生殖细胞在分裂时出现非整倍体几率增加，最

终可能出现不孕、流产等现象。（２）Ｄ／Ｇ组染色体多态可能会
影响着丝粒－动粒复合体（ＣＫＣ）功能，ＣＫＣ是分裂期纺锤丝微
管的着力点，ＣＫＣ结构与随体区相邻，当随体区改变时极有可
能改变 ＣＫＣ功能区，最终导致 ＩＶＦ／ＩＣＳＩ不利的妊娠结局［１５］。

染色体次溢痕增加或减少常发生在１、９、１６号常染色体，高度重
复的ＤＮＡ序列的增加或减少都可能影响细胞分裂，研究发现染
色体次缢痕增加或减少不仅影响了细胞的分裂，在早期分化时

也可能影响胚胎质量，最终导致不良的生殖效应［１６］。染色体的

臂间倒位多发生在９号染色体，徐定飞等［１７］分析了５９例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治疗患者的染色体核型，结果显示９号染色体
臂间倒位与不孕不育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染色体多态都通过

各种各样的机制影响着配子的分离、联合、分化过程，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错误都有可能最终影响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结局。
染色体多态对生殖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具有争议性，本研究

对男性染色体多态ＩＶＦ／ＩＣＳＩ妊娠结局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
显示男性染色体多态不利于ＩＶＦ结局，对 ＩＣＳＩ影响不大。希望
在后期的研究中能纳入夫妻双方核型进行分析，并加大样本

量。相关问题仍需要更多基因分子学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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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张海霞．染色体多态性与遗传效应的研究．中国医学检验杂志，
２０１０（１１）：１７５．

［１７］　许定飞，伍琼芳，赵琰，等．５９例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患者
的染色体核型分析．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５２０－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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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蒋小红（１９７５－），女，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生殖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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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避孕药预处理对卵巢反应正常者体外受精 －胚
胎移植结局的影响
蒋小红１，２　靳镭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２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超排卵前口服短效避孕药预处理对卵巢反应正常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
ＥＴ）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本中心采用长方案的３５８个 ＩＶＦ－ＥＴ周期，分为黄体中期降调组（Ａ组）
１８８例，口服避孕药预处理组（Ｂ组）１７０例。比较两组的ＧｎＲＨａ、Ｇｎ用量、超排卵启动时间、用药持续时间、
ＨＣＧ日血清Ｅ２和ＬＨ水平及内膜厚度、获卵率、受精率、卵裂率、着床率、妊娠率等。结果：两组一般情况无
差异。Ｂ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用量少于Ａ组，而促性腺激素（Ｇｎ）用量多于Ａ组，Ｇｎ用药
时间明显长于Ａ组（Ｐ＜００５），Ｇｎ启动时间早于Ａ组（Ｐ＜００５），ＨＣＧ注射日血清 ＬＨ水平明显低于 Ａ组
（Ｐ＜００５），内膜薄于Ａ组（Ｐ＜００５）。Ａ组着床率和妊娠率明显高于 Ｂ组（Ｐ＜００５）。两组的 ＨＣＧ日血
清Ｅ２水平、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质胚胎率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ＧｎＲＨａ垂体降调前口服
短效避孕药预处理可以减少ＧｎＲＨａ的用量，却延长了 Ｇｎ用药时间及超排卵中 Ｇｎ用量，能有效抑制血清
ＬＨ的水平，不会影响卵泡和胚胎的质量，但是妊娠率和着床率下降，或许ＧｎＲＨａ和口服避孕药联合使用只
对卵巢低反应和高反应者存在优势，对于卵巢反应正常者并不是最佳治疗方案。

【关键词】　口服避孕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卵巢过激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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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与促性腺激素（Ｇｎ）
联合应用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促排卵２０多年，使
整个促排卵过程处于人为的控制之下，为获得一批数量足够、

质量优良的卵母细胞打下了基础，妊娠率得到了很大提高。其

中口服避孕药在促进促排方案人性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对于卵巢高反应者避孕药预处理可减少因ＧｎＲＨａ升调节
作用形成囊肿的发生率［１］，对卵巢反应不良者提高ＩＶＦ－ＥＴ妊
娠率［２］，本研究要探讨卵巢反应正常者口服短效避孕药预处理

对ＩＶＦ－ＥＴ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间在我院生殖中心
接受常规ＩＶＦ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的患者３５８例，年
龄在（３２１±３８）岁，平均不孕年限在（５８±３７）年，不孕原因
为输卵管因素和／或男方因素（少弱精及梗阻性无精症）、子宫
内膜异位症、原因不明等。所有患者既往无超排卵史，双侧卵

巢无手术史，卵巢反应正常者，其标准参见Ｍｕｒａｔ的文献［３］。将

３５８例患者分为两组，Ａ组自然周期黄体中期降调节，Ｂ组口服
避孕药预处理后降调节。

１２　超排卵方案
Ａ组：患者于前一周期开始行阴道 Ｂ超监测卵泡发育及排

卵，排卵后５～７ｄ开始皮下注射 ＧｎＲＨａ，药品使用醋酸曲普瑞
林（达必佳，Ｄｅｃａｐｅｐｔｙｌ，德国辉凌公司，产品批号：Ｋ１１８３７Ｂ）降
调节，用量０１ｍｇｉｈｑｏｄ用药７支后抽血进行检测，当血清Ｅ２＜
３０ｐｇ／ｍＬ、ＬＨ＜３ＩＵ／Ｌ、子宫内膜 ＜５ｍｍ、卵泡直径 ＜１０ｍｍ时开
始使用Ｇｎ。促排卵开始以后继续使用醋酸曲普瑞林，一般情况
下００５ｍｇ／ｄ，如果排卵检测过程中出现 ＬＨ＞３ＩＵ／Ｌ或卵泡生
长过快的可加至０１ｍｇ／ｄ，直到ＨＣＧ日。

Ｂ组：从月经周期的第３ｄ开始口服去氧孕烯炔雌醇（妈富
隆，荷兰欧加农公司，产品批号：７２０１３１），１片／ｄ，２５～２８ｄ，第
２１ｄ注射达必佳，用量和用法以及降调节的标准均同Ａ组。

两组的降调达标后开始促性腺激素（Ｇｎ）超排卵，采用基因
重组促卵泡激素（ｒＦＳＨ，Ｇｏｎａｌ－Ｆ，瑞士 Ｓｅｒｏｎｏ产品批号：
ＢＡ０２８０７８），根据患者的年龄、基础ＦＳＨ水平、卵巢体积、窦卵泡
数及既往对促排卵药物的反应性确定ＦＳＨ的初始用量，一般每
天为１５０～２２５ＩＵ，注射４～５ｄ后行超声监测，根据卵泡发育情
况调整剂量，当主导卵泡中有１个直径达１８ｍｍ、２个达１７ｍｍ
或３个达１６ｍｍ时，当晚２２：００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Ｐｒｏ
ｆａｓｉ，瑞士Ｓｅｒｏｎｏ公司，产品批号：ＫＥ２Ｄ１００８１３）１００００ＩＵ，３４～
３６ｈ后阴道Ｂ超引导下阴道穹窿穿刺取卵，于取卵后７２ｈ胚胎
移植（３５岁以下的患者一个助孕周期移植２个胚胎，３５岁以上
移植３个），移植后肌注黄体酮４０ｍｇｂｉｄ，于移植后１４ｄ测血 β
－ｈＣＧ确定生化妊娠，移植后２８ｄＢ超检查见孕囊确定为临床
妊娠。

１３　检测指标
用药前月经第３ｄ基础内分泌 ＦＳＨ、ＬＨ、Ｅ２、ＰＲＬ，ＨＣＧ日血

清的Ｅ２、ＬＨ，测定均采用德国拜耳公司 ＡＣＳ－１８０ＳＥ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批内误差＜５％，批间误差＜７％。并观察
ＧｎＲＨａ的用量、Ｇｎ用量及用药天数、启动时间、ＨＣＧ日子宫内
膜厚度、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质胚胎数率、着床率及妊娠

率。优质胚胎的判断标准参考［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统计指标用（珋ｘ

±ｓ）表示，采用成组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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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显示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不孕年限、不孕原因、基础
内分泌值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

项目 Ａ组（ｎ＝１８８） Ｂ组（ｎ＝１７０）

年龄（岁） ３２５±３７ ３２６±３９

不孕年限（年） ５７±３７ ６０±３７

不孕原因

输卵管因素 １３８（７３４） １２３（７２４）

男方因素 ３８（２０２） ３０（１７５）

不明原因 ７（３７） ８（４７）

内膜异位 ５（２７） ９（５４）

基础内分泌

ＦＳＨ（ＩＵ／Ｌ） ５６４±１３１ ５７０±１３２

ＬＨ（ＩＵ／Ｌ） ３１９±２２３ ３２１±２３６

ＰＲＬ（μｇ／Ｌ） ２０３３±７２３ ２０２７±７１７

Ｅ２（ｐｇ／ｍＬ） ５８００±２４８１ ５７９２±２３９５

２２　治疗结果比较
表２显示两组ＧｎＲＨａ的用量，ＦＳＨ用量、用药时间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１），Ｂ组 ＧｎＲＨａ的用量明显少于 Ａ组（Ｐ＜
００５），ＦＳＨ用量及用药间明显多于Ａ组（Ｐ＜００５），Ｇｎ启动时
间明显早于Ａ组（Ｐ＜００５），ＨＣＧ注射日血清 ＬＨ水平明显低
于Ａ组（Ｐ＜００５），内膜明显薄于 Ａ组（Ｐ＜００５）。Ａ组的胚
胎着床率和妊娠率明显高于 Ｂ组（Ｐ＜００５）。两组的 ＨＣＧ日
血清Ｅ２水平、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质胚胎率均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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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研究对象治疗结果

项目 Ａ组（ｎ＝１８８） Ｂ组（ｎ＝１７０）

ＧｎＲＨａ的用量（支） 　１４０９±２１４ 　１３１９±１８４

ＦＳＨ用量（支） 　２２４９±７２９ 　２４２２±６９９

ＦＳＨ用药时间（ｄ） 　 ８２７±１３１ 　 ８５５±１４５

Ｇｎ启动时间（ｄ） 　 ６±２ 　 ５±２

ｈＣＧ注射日

ＬＨ（ＩＵ／Ｌ） 　 ３３７±１９１ 　 ２３９±１１７

Ｅ２（ｐｇ／ｍＬ） ２３８１６５±１３１７７４ ２４６６３８±１４８１１７

内膜厚度 　１１３７±２５５ 　１０８７±２３７

获卵数（个） 　１１２８±６２２ 　１０５１±６３８

受精率（％） 　６６２７ 　６５１

卵裂率（％） 　９５５３ 　９５１４

优质胚胎率 （％） 　５５８１ 　５７５０

着床率（％） 　２９０７ 　２１３６

妊娠率（％） 　４６５２ 　３１７６

周期取消率 （％） 　 ３７２ 　 ５８８

ＯＨＳＳ发生率（％）　 　 ０５（１／１８８） 　 １１８（２／１７０）

　　注：Ａ组和Ｂ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讨论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针对纷繁复杂的病因如何

既要获得高质量、数目多的卵子，进一步提高临床妊娠率，又要

减少各种并发症，一直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控制性超促排

卵方案（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Ｈ）为影响妊娠率
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个性化的促排卵方案显得异常重要。临

床上时常见到部分排卵不规则，特别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人

和因精神紧张的缘故，降调后月经延迟，难以把握 ＧｎＲＨａ开始
使用的时间及开始超排的时间，使用口服避孕药可以人为控制

其周期在２８～３０ｄ，Ｄ２１便可以开始降调，无需知道黄体高峰期
是什么时候，为患者的治疗争取了时间，有利于工作人员对ＩＶＦ
程序的安排。对于一些ＬＵＦ（卵泡黄素化未破裂）的病人，可于
前一周期口服避孕药预处理，再予卵泡期长方案降调节，甚至

也可避免降调节中因 ＧｎＲＨａ初始的升调节作用形成的卵巢囊
肿而被迫放弃该周期治疗。此外，在黄体期开始降调节，无法

确定患者此周期有否妊娠，如此时应用了ＧｎＲＨａ尚存在较大的
危险性。对个别意外使用了 ＧｎＲＨ－ａ的妊娠者观察显示其孕
激素水平下降和流产率升高。虽然许多资料显示其新生儿畸

形率、宫外孕发生率、流产率均未超过正常人群或不育人群的

水平。然而一些动物试验显示 ＧｎＲＨａ可透过胎盘进而影响胚
胎并引起畸形［９］。由此可知对于月经周期不稳定或者不便于

行卵泡监测者应用口服避孕药预处理可以避免以上情况的发

生［５］。但是对 ＩＶＦ－ＥＴ的妊娠结局影响如何呢？ＧｏｎｅｎＹ，
ＴａｒｌａｔｚｉｓＢＣ等［６，７］报道：对于卵巢低反应者单用口服避孕药相

对于ＧｎＲＨ激动剂的长方案更有利于提高妊娠率，其主要原因
是一方面避孕药的Ｅ２浓度提高了雌激素受体的敏感性和对垂
体的降调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口服避孕药可能影响了卵巢局部

的生长因子的产生和变化。另有研究者［８］证实口服避孕药预

处理对于多囊卵巢患者临床妊娠率与常规方案降调者相比并

无差异，但卵巢过激综合征（ＯＨＳＳ）的发生率及周期取消率较
常规方案明显降低［１０］。

本资料显示口服避孕药预处理组的着床率（２１３６％）及妊
娠率（３１７６％）明显低于常规方案组（２９０７％和４６５２％），说
明口服避孕药预处理对于卵巢反应正常者的着床率和妊娠率

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资料分析结果口服避孕药与长效 ＧｎＲＨａ
合用于卵巢功能正常者明显减少了 ＧｎＲＨａ用量，但 Ｇｎ的用量
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使用时间延长，可能由于口服避孕药和Ｇｎ
ＲＨａ对垂体联合抑制，口服避孕药主要抑制内源性 ＦＳＨ的分
泌，而本中心为有效保证促排卵中卵泡发育的同步，使用的是

彻底降调方案，垂体受到深度和双重抑制，导致内源性 ＦＳＨ、ＬＨ
的极度下降，所以减少了 ＧｎＲＨａ的用量增加了 ＦＳＨ的用量。
Ｈｗａｎｇ等［１１］认为口服避孕药与长效 ＧｎＲＨａ合用与单用长效
ＧｎＲＨａ降调节相比，并没有显著改善ＰＣＯＳ患者的妊娠结局，但
减少了Ｇｎ的用量和ＨＣＧ日的Ｅ２水平，可能是多囊卵巢患者口
服避孕药纠正内分泌紊乱以后，多个卵泡同步发育，获卵数增

多，选择移植２～３个优质胚胎的几率相应增加的缘故。本资料
中Ｂ组ＨＣＧ日的Ｅ２水平与 Ａ组相比差异并无显著性，一方面
由于彻底降调中促超排卵的启动时间偏晚卵泡募集数无差别，

使两组的最终获卵数没有差别，而 ＨＣＧ日血清 Ｅ２水平与获卵
数呈正相关，另一方面Ｂ组大剂量的ＦＳＨ可以促进卵泡颗粒细
胞增殖及对Ｅ２的合成，从而抵消降调对Ｅ２合成的阻断作用。在
我们的资料中还显示两组分别获得的卵母细胞数，及其受精率

和卵裂率，优质胚胎的百分率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口服避孕

药对卵母细胞的质量及发育没有影响。ＦｕｋｕｄａＭ等［１２］报道经

过２～４次ＩＶＦ治疗失败的妇女，ＩＶＦ前抑制排卵可能改善健康
卵细胞的发育而使其后２个周期中增加妊娠机会，作者研究的
对象主要是卵巢低反应者的原因。Ａ、Ｂ两组的 ｈＣＧ注射日的
血清ＬＨ浓度及子宫内膜的厚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多数资料［１３］

显示一定范围内子宫内膜越厚发育越成熟，间质疏松，血管丰

富，腺体丰富、腺腔较大更利于胚胎着床，还有些资料证实垂体

的过度降调特别是对内源性 ＬＨ阻断，会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
及甾体激素的合成而使ＩＶＦ－ＥＴ的妊娠率下降，故会出现本资
料中所显示的结果：Ｂ组妊娠率明显低于Ａ组。

周期取消率和ＯＨＳＳ的发生率一直是影响妊娠率的重要因
素，文献报道［１４］ＩＶＦ中周期取消率在５％ ～１８％，ＯＨＳＳ的发生
率在８％左右，本资料中周期取消率与其大致相符，两组之间的
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但是两组的ＯＨＳＳ的发生率均较低，无显
著性差异，可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属于高反应者，也可能是

口服避孕药和ＧｎＲＨａ联合的双重降调／彻底降调方案的作用。
综上结局，促排卵之前口服避孕药预处理，或许只对于卵

巢低反应和高反应者存在优势［１５］，对于卵巢反应正常者来说并

不是最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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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８个冷冻胚胎移植周期妊娠结局影响因素的分析
郐艳荣１　王晟１　张凯１　曾诚１　薛晴１　左文莉１　尚?１　鞠慧岩１　陈菲１　贺占举２

杨慧霞１　徐阳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卵裂期冷冻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
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卵裂期冻胚移植的１００８个周期，探讨患者年龄、不孕年限、不孕类
型、内膜准备方式、内膜厚度及类型、受精方式、胚胎冷冻方法、辅助孵化、胚龄、移植胚胎数量及质量等对冷

冻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１００８个胚胎解冻周期，复苏胚胎２８８３个，存活２５０３个（８６８％），完成
冻胚移植周期９８１个（９７３％），临床妊娠周期４１３个（４２９％），胚胎种植率２３６％，早期流产率１４０％。年
轻患者、全胚冷冻后第一次冻胚移植、选择玻璃化冷冻方法、移植≥２枚胚胎尤其是≥２枚优质胚胎的冷冻
胚胎移植妊娠率较高。结论：在诸多因素中，年龄、冷冻方法、是否全胚胎冷冻、移植胚胎数目及质量对冻胚

移植妊娠结局影响显著。

【关键词】　冷冻胚胎移植；临床妊娠；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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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冷冻胚胎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临床研究热点，各文

献报道不一致。本研究对我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２０１１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０８个ＦＥＴ周期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患者年龄、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内膜准备方式、内膜厚

度及类型、受精方式、胚胎冷冻方法、辅助孵化、胚龄、移植胚胎

数量及质量等对ＦＥＴ妊娠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进行卵裂期冷冻
胚胎移植的１００８个周期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０～４９岁，平均
（３１８９±４９）岁，不孕年限３～１８年，平均（３８±２８）年。不
孕原因为输卵管因素和男性因素。所有患者在移植前经宫腔

镜或彩超检查排除宫腔及内膜病变。本研究不包括囊胚移植

周期。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冷冻胚胎的获得　采用常规超促排卵方案，取卵后进
行常规体外受精（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或卵胞浆内单精子注
射（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胚胎培养和移植，具
体见参考文献［２］，剩余的可移植胚胎根据胚龄分别在取卵后第

２ｄ（Ｄ２）或第３ｄ（Ｄ３）进行冷冻保存。胚胎冷冻方法为程序化慢
速冷冻或玻璃化冷冻。程序化慢速冷冻的冷冻保护剂为１５Ｍ
丙二醇和０１Ｍ蔗糖，在室温下进行，使用程序冷冻仪（英国

ＰＬＡＮＥＲＫｒｙｏ３６０１７）。玻璃化冷冻的冷冻保护剂为体积比为
１５％的丙三醇（ＥＧ）和１５％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及１Ｍ蔗糖，冷
冻载体为ＣＲＥＬＯＯＰ，在３７℃的热台上进行。
１２２　胚胎的评价　可移植胚胎标准：胚胎卵裂球无严重不均
一、Ｄ２卵裂球数目≥２个、Ｄ３卵裂球数目≥４个、碎片在５０％以
内且受精来源正常的胚胎。优质胚胎标准：胚胎卵裂球较为均

一；Ｄ２卵裂球数目为３～５个；Ｄ３卵裂球数目为７～９个；碎片
在２０％以内无多核及发育阻滞现象且为２ＰＮ受精来源的胚胎。
冷冻胚胎存活标准：胚胎复苏后卵裂球存活数目达５０％及以上
判定为存活，方可用于移植，胚胎移植数目一般为１～３个。
１２３　子宫内膜的准备　子宫内膜的准备采用自然周期、促排
卵周期和激素替代周期三种方案。对月经规律、既往自然周期

排卵正常的患者采用自然周期；对于月经规律但自然周期监测

无优势卵泡或卵泡发育停滞的患者或者既往激素替代周期中

子宫内膜对外源性雌激素反应不佳者，则采用促排卵方案；对

于月经不规律、既往促排卵失败、黄体功能不足患者则选择激

素替代周期。常规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子宫内膜厚度

及形态。激素替代周期待子宫内膜厚度≥８ｍｍ且雌激素应用

≥１４ｄ后加用孕激素。自然周期和促排卵周期在排卵后根据冷
冻胚胎的胚龄在Ｄ２或Ｄ３天行胚胎复苏及移植，激素替代周期
则在加用孕激素的Ｄ３或Ｄ４天行胚胎复苏及移植。
１２４　临床妊娠的确定　胚胎移植后１４ｄ检测尿和血 ＨＣＧ，
若为阳性，则于移植后４周来中心再行 Ｂ超检查，若 Ｂ超下看
见孕囊则确定为临床妊娠。对所有临床妊娠患者均随访到胎

儿出生。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计量资料数据

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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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总共解冻胚胎 ２８８３个，复苏后存活 ２５０３个，复苏率为
８６８％。一共行冷冻胚胎复苏周期１００８个，其中有２７个周期
因胚胎复苏失败而取消胚胎移植，最后完成冻胚移植周期９８１
个（９７３％），患者的平均年龄（３１８８±４８）岁，平均每周期移
植胚胎 ２４８个，临床妊娠周期 ４１３个（４２９％），胚胎种植率
２３６％，早期流产率１４０％。
２２　ＦＥＴ妊娠结局临床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年龄在≤３０、３１～３４、３５～４０、＞４０岁组的冻胚移植临床妊
娠率分别为４２１％、４５０％、４０２％、２２７％；虽然前三组间无统
计学差异，但＞４０岁组明显偏低，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其
它临床因素包括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内膜准备方案、内膜厚度

及类型均未发现对冻胚移植临床妊娠率有影响。见表１。

表１　ＦＥＴ妊娠结局临床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是否妊娠

否 是
χ２ Ｐ

年龄（岁） ８４０７ ００３８

　≤３０ ２１７ １５８

　３１～３４ ２１６ １７７

　３５～３９ １０１ ６８

　≥４０ ３４ １０

不孕类型 ０５５１ ０４５８

　原发 ３５３ ２４７

　继发 ２１５ １６６

不孕年限（年） ０８９５ ０３４４

　＜４ ３９４ ２９８

　≥４ １７４ １１５

内膜准备方案 １６６２ ０４３６

　自然周期 ４１９ ３０２

　促排周期 ４４ ２５

　激素替代周期 １０５ ８６

内膜厚度（ｍｍ） ０１０２ ０７４９

　＜８０ ２９ ２３

　≥８０ ５３９ ３９０

内膜类型 １６５６ ０４３７

　Ａ ２３０ １６１

　Ｂ ２４７ １９５

　Ｃ ９１ ５７

２３　ＦＥＴ妊娠结局实验室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我们分析了冷冻方法、受精方式、是否全胚冷冻、辅助孵

化、胚胎移植数目、及优胚移植数目对 ＦＥＴ妊娠结局的影响。

发现玻璃化冷冻组的妊娠率要高于程序化慢速冷冻组（４４８％
ｖｓ３７８％，Ｐ＜００５）；新鲜周期未移植行全胚冷冻后第一次
ＦＥＴ的妊娠率要高于非全胚冷冻组（４７５％ ｖｓ３９７％，Ｐ＜
００５）；移植 １、２、３个胚胎的妊娠率分别为 ３０２％、４１１％、
４４０％，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３３）；移植优胚数目在０、
１、２、３个时妊娠率分别为２９１％、４２６％、５４６％、５９６％，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而受精方式和是否行辅助孵化似
乎对妊娠结局没有影响。见表２。

表２　ＦＥＴ妊娠结局实验室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是否妊娠

否 是
χ２ Ｐ

冷冻方法 ４６９８ ００３０

　程序化慢速 ２３４ １４２

　玻璃化 ３３４ ２７１

受精方式 ０１５０ ０６９９

　ＩＶＦ ３４１ ２５３

　ＩＣＳＩ ２２７ １６０

是否全胚冷冻 ５２１１ ００２２

　是 １５８ １４３

　否 ４１０ ２７０

是否辅助孵化 ３３１０ ００６９

　是 ３４６ ２７５

　否 ２２２ １３８

胚龄 ０８５３ ０３５６

　Ｄ２ ４３ ２５

　Ｄ３ ５２５ ３８８

移植胚胎数目 ４０３４ ０１３３

　１ ３７ １６

　２ ２３６ １６５

　３ ２９５ ２３２

移植优胚胎数目 ４８０６ ＜０００１

　０ ２４６ １０１

　１ １７５ １３０

　２ １２８ １５４

　３ １９ ２８

２．４　ＦＥＴ妊娠结局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临床妊娠作为因变量，将患者年龄、子宫内膜准备

方案、内膜厚度、胚龄、胚胎冷冻方法、是否全胚胎冷冻、移植胚

胎数目作为自变量，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４０
岁是导致妊娠率降低的因素（ＯＲ＝０３８６）；非全胚冷冻后第一
次ＦＥＴ周期也是导致妊娠率降低的因素（ＯＲ＝０６６６）；玻璃化
冷冻方法可以增加ＦＥＴ妊娠率（ＯＲ＝１３０７）；移植胚胎数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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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增加到２、３个也可以增加妊娠率（ＯＲ＝１２３６、１７３５）；而子
宫内膜的准备方案及厚度、胚龄与ＦＥＴ妊娠率不相关。见表３。

表３　ＦＥＴ妊娠结局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年龄（岁） ８２７４ ００４１

　≤３０ － － － －

　３１～３４ ０８２２ １１４３ ０８５６－１５２８ ０３６４

　３５～３９ ００５５ ０９５５ ０６５４－１３９６ ０８１４

　≥４０ ６０４３ ０３８６ ０１８１－０８２４ ００１４

内膜准备方案 ０７５３ ０６８６

　自然周期 － － － －

　促排周期 ０６７５ ０７９８ ０４６７～１３６６ ０４１１

　激素替代周期 ００３４ １０３２ ０７４１－１４３５ ０８５４

内膜厚度（ｍｍ）

　＜８０ － － － －

　≥８０ ０１３１ ０８９８ ０５０１－１６０８ ０７１７

胚胎冷冻方法

　程序化慢速 － － － －

　玻璃化 ３５３７ １３０７ ０９８９－１７２８ ００６０

是否全胚冷冻

　是 － － － －

　否 ６２９４ ０６６６ ０４８４－０９１５ ００１２

胚龄

　Ｄ２ － － － －

　Ｄ３ ００２１ ０９６０ ０５４７－１６８４ ０８８６

植胚胎数目 ６４７６ ００３９

　１ － － － －

　２ ０３８６ １２３６ ０６３４－２４１１ ０５３４

　３ ２７１６ １７３５ ０９０１－３３４２ ００９９

#

　讨论
本文回顾性总结了我中心１００８个卵裂期冻胚移植周期的

妊娠结局，并分析了临床、实验室各相关因素对 ＦＥＴ妊娠结局
的影响。我中心卵裂期ＦＥＴ周期的临床妊娠率为４２９％、胚胎
种植率为２３６％、早期流产率为１４０％。这一结果与国内外报
道相似［３，４，６－８］。

女性年龄与卵子质量及试管婴儿周期获卵数目关系密切，

是试管婴儿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及流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年龄因素对 ＦＥＴ妊娠率的影响国内外文献报道不一致。苏
迎春［３］、Ａｓｈｒａｆｉ等［４］研究提示年龄与 ＦＥＴ临床妊娠率无相关
性，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卵子和胚胎，高龄对妊

娠结局不会有影响。而也有研究表明 ＦＥＴ的妊娠率会随着患
者年龄的增高而下降，尤其是大于４０岁的患者［５，６］。患者年龄

的增大，主要影响卵巢功能，不仅获卵数目降低，而且卵子的质

量也下降，有研究显示高龄妇女胚胎的染色体本异常明显升

高，从而导致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增加。我们的研究果显示≥４０
岁组ＦＥＴ临床妊娠率明显降低，认为高龄会影响 ＦＥＴ成功率，
这与田春花等［７］的报道一致。

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无疑是影响 ＦＥＴ妊娠率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从子宫内膜的准备方案、子宫内膜厚度及形态三个方面

来分析其与ＦＥＴ妊娠率的关系。与新鲜周期移植相比，ＦＥＴ周
期子宫内膜与胚胎发育更加同步化。目前临床上多采用自然

周期、激素替代周期、促排卵周期三种方案准备 ＦＥＴ周期子宫
内膜。自然周期的优点在于更接近自然生理过程，黄体支持用

药少、花费小、痛苦轻、易于掌握，是我中心最常用的方案，但胚

胎移植前需要监测卵泡发育因而往返医院次数较多，胚胎移植

日期相对固定；激素替代周期虽然有用药种类多（包括降调节、

雌激素、孕激素）多、剂量大、患者花费大、痛苦重等缺点，但它

也有胚胎移植前往返医院次数少、能人为选择胚胎移植日期等

优点；而促排卵周期则是前两种方案的重要补充。关于内膜准

备方案对ＦＥＴ妊娠影响的研究较多，结论也不一致，多数人为
没有影响［８，９］。我们的研究中自然周期、激素替代周期、促排卵

周期三种方案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４１９％（３０１／７１９）、４５０％
（８６／１９１）、３６２％（２５／６９），三种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因此，我
们认为ＦＥＴ中没有哪一种内膜准备方案具有绝对优势，应该根
据患者自然周期有无排卵、卵泡发育是否正常、子宫内膜既往

对药物的反应以及患者就医是否方便等实际情况选择其适合

的方案。

子宫内膜的厚度及形态是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最常用

临床指标。多数研究［７，１０，１１］认为子宫内膜低于８ｍｍ会严重影
响临床妊娠率，报道在新鲜周期中子宫内膜厚度９～１４ｍｍ人群
的妊娠率比子宫内膜厚度 ７～８ｍｍ人群显著性升高。Ａｓｈｒａｆｉ
等［５］总结了２４７个ＦＥＴ周期，发现 ＜８ｍｍ组没有一例怀孕，国
内邓朝晖［１３］也报道当子宫内膜厚度＞８ｍｍ时，ＦＥＴ的妊娠率及
种植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厚度≤８ｍｍ组，建议子宫内膜达 ＞
８ｍｍ时进行移植胚胎，有助于提高妊娠率及种植率。而我们的
研究结果显示子宫内膜厚度≥８ｍｍ组与 ＜８ｍｍ组相比较，ＦＥＴ
妊娠率没有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我们对绝大多数子宫内膜薄

的患者加用了补佳乐等药物治疗及子宫内膜过薄（＜７ｍｍ）则
取消胚胎移植有关。我们的研究结果与 Ｃｈｅｃｋ［１２］和董梅［１３］的

报道一致。朱颖春等［１４］观察到Ｂ超下子宫内膜形态对 ＦＥＴ妊
娠有影响，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二者无关，这可能与 Ｂ超大
夫对子宫内膜形态评价的主观性较大有关，而且内膜为 Ｃ型组
的样本量少。

有学者对胚胎最常用的两种冷冻方法即慢速程序化和玻

璃化冷冻做了对比性研究，研究结果不一致。２００９年，Ｍｏｊｔａｂａ
等［１５］回顾性分析了３０５个 ＦＥＴ周期包括１５３个玻璃化和１５２
个慢速冷冻周期，结果提示玻璃化冷冻周期组临床妊娠率

（４０５％ ｖｓ２１４％）、种植率（１６６％ ｖｓ６８％）均要高于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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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组，ＯＲ值分别为２４２７和２７２６。２０１４年，Ｊａｃｏｂ等［１６］总结

了５３９个 ＦＥＴ周期，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而２０１４年，Ｇｉｏｖａｎｎａ
等［１７］对１０５５个Ｄ３天卵裂期胚胎进行了随机对照性研究，分析
两种玻璃化冷冻方法和慢速冷冻方法组的复苏率、每移植胚胎

种植率及每复苏胚胎种植率，结果发现虽然在复苏率方面，两

种玻璃化冷冻方法均要优于慢速冷冻，但在后两个指标上三者

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我们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玻璃化冷冻

组的妊娠率要优于慢速冷冻组（４４８％ｖｓ３７８％，Ｐ＝００３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也同样提示璃化冷冻方法可以增加
ＦＥＴ妊娠率（ＯＲ＝１３０７），与国内辛贵帮［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关于胚龄对ＦＥＴ妊娠率的影响，我们研究中Ｄ２与Ｄ３组间
的临床妊娠率没有差别，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８］。因

此，取卵后第２ｄ、第３ｄ均可冷冻胚胎，不影响后续ＦＥＴ结局，为
实验室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有研究［５］提示移植胚胎的数量不影响ＦＥＴ妊娠率，而移植
胚胎的质量对妊娠结局有重要意义［１５，１９］。我们单因素分析结

果提示移植２个和３个胚胎组的临床妊娠率要高于移植１个胚
胎组，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移植１个胚胎组的例数太
少（３７例）有关系；而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提示胚胎移植数目与妊
娠率相关（Ｐ＝００３９），胚胎移植数目由１个增加到２、３个可以
增加妊娠率（ＯＲ＝１２３６、１７３５）。本研究提示优质胚胎的数
目对ＦＥＴ妊娠率的影响最为显著（χ２＝４８０６，Ｐ＜０００１），移植
０个、１个、２个、３个优质胚胎组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２９１％、
４２６％、５４６％、５９６％。同时我们也看到移植胚胎或优质胚胎
数目由２个增加到３个，其临床妊娠率提高有限，但明显增加了
多胎妊娠的几率。因而，从２０１５年４月我中心建议所有ＦＥＴ周
期患者移植≤２个胚胎，不再建议移植３个胚胎。另外，我中心
全胚冷冻后第一次ＦＥＴ临床妊娠率为４７５％，显著高于其它周
期（３９７％），接近于我中心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这可能与所
移植胚胎的质量好有关。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年轻患者、全胚冷冻第一次

ＦＥＴ、选择玻璃化冷冻方法、移植２枚胚胎尤其是２枚优质胚胎
的ＦＥＴ妊娠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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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苗（１９７６－），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 Ｂ超检验
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８

子宫内膜分型与厚度对不孕患者促排卵治疗后妊娠
率的影响
张苗１　汪彩英１　李霞２　周青松３

１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Ｂ超室，武汉 ４３０２００
２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武汉 ４３０２００
３武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回顾Ｂ超监测不孕不育患者不同子宫内膜情况与妊娠成功率之间的关系，提高患者
妊娠率。方法：选取我院就诊不孕症女性１０３８例，根据阴道Ｂ超检查子宫内膜分型将其分为 Ａ、Ｂ、Ｃ三型，
并将Ａ、Ｂ型按照子宫内膜厚度进行分组。比较各组患者经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结果：Ａ、Ｂ、Ｃ型子宫内
膜患者妊娠率分别为１２５４％（８６／６８６）、９４１％（２４／２５５）和６１９％（６／９７）。Ａ型妊娠率明显高于 Ｃ型，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６８，Ｐ＝００３３）。Ａ型与Ｂ型之间、Ｂ型与Ｃ型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型子宫内膜厚度为８～１０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７～７９ｍｍ及≥１１ｍｍ时（χ２＝５３６７，Ｐ
＝００２１），８～８９ｍｍ、９～９９ｍｍ和１０～１０９ｍｍ之间比较差异不明显，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型子
宫内膜厚度为７～８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９ｍｍ时（χ２＝５９３６，Ｐ＝００１９），７～７９ｍｍ和８～８９ｍｍ
之间比较差异不明显，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通过阴道Ｂ超监测不孕不育患者子宫内膜的分型
和厚度，可以指导女性在较容易受孕的时机进行同房或者行夫精人工授精，从而提高妊娠率。

【关键词】　阴道超声；不孕不育；子宫内膜；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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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可对育龄期女性造成严重困扰，甚至造成夫妻关系 不和，影响婚姻质量。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多种，近年来子宫

内膜在妊娠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１］。子宫内膜接受

胚胎的能力被称为子宫内膜容受性，胚泡能否成功植入，除了

自身侵入能力外，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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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方法多样，阴道超声作为一种非侵

入性的诊断方法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本研究对２０７５例不孕不
育女性内膜厚度和类型进行了回顾，并对照其妊娠结果进行分

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期间我院就诊的不孕症女
性１０３８例。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采用中华医学会制定的临床诊疗指

南－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分册中不孕症诊断标准；均经 Ｂ超检
查显示子宫大小形态正常，双侧或者单侧输卵管通畅；所有患

者均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

配合此次研究工作，本方案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实施。

排除标准：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严重心血管及肝脏、肾脏

疾病患者；神经疾病患者；对多重药物过敏者 。

男方精液检查正常或轻度弱精。行夫精人工授精（ＡＨ）者
男方精液经离心处理后符合宫腔内人工授精的标准。根据患

者Ｂ超检查内膜形态进行分组。其中 Ａ型年龄２５～３９岁，平
均（２９４５±２０５）岁；不孕年限１５～１０年，平均（４６７±０２８）
年；成熟卵泡大小平均（１９７３±１０８）ｍｍ，子宫内膜厚度（８１９
±０３５）ｍｍ。Ｂ型年龄２４～３９岁，平均（２９５１±２１１）岁；不孕
年限１５～１０年，平均（４６３±０２５）年；成熟卵泡大小平均
（１９８０±１１１）ｍｍ，子宫内膜厚度（８２３±０４１）ｍｍ。Ｃ型年龄
２５～３８岁，平均（２９５３±２１１）岁；不孕年限１５～１０年，平均
（４７１±０２６）年；成熟卵泡大小平均（１９８１±１０６）ｍｍ，子宫
内膜厚度（８３０±０５１）ｍｍ。三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不孕
类型、不孕原因、促排方案、成熟卵泡大小以及子宫内膜厚度等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内膜分型 ｎ
不孕类型

原发不孕 继发不孕

不孕原因

轻度弱精 原因不明

促排卵方案

ＣＣ ＨＭＧ ＣＣ＋ＨＭＧ ＮＣ

Ａ型 ６８６ ２０５（２９８８） ４８１（７０１２） ６５１（９４９０） ３５（５１０） １６７（２４３４） ２１（３０６） ２００（２９１５） ２９８（４３４５）

Ｂ型 ２５５ ７５（２９４１） １８０（７０５９） ２４４（９５６９） １１（４３１） ６４（２５１０） ８（３１４） ７４（２９０２） １０９（４２７４）

Ｃ型 ９７ ２８（２８８７） ６９（７１１３） ８７（８９６９） １０（１０３１） ２２（２２６８） ３（３０９） ２９（２９９０） ３３（３４０２）

χ２ １０３２ ０９８９ １２０７

Ｐ ０５１３ ０７９４ ０３３８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促排方案　克罗米芬周期（ＣＣ）于月经周期第５ｄ可给
予５０～１００ｍｇ／ｄ克罗米芬；ＣＣ＋绝经期促性腺激素周期
（ＨＭＧ）于月经第５ｄ开始给予５０ｍｇ／克罗米芬口服，５ｄ后通过
Ｂ超检查如果没有优势卵泡，给予７５～１５０Ｕ／ｄＨＭＧ；ＨＭＧ方案
为在月经第５ｄ开始使用７５～１５０Ｕ／ｄＨＭＧ；ＮＣ方案为自然周期
方案。上述方案均在月经第１０ｄ行阴道 Ｂ超检查对卵泡和内
膜进行监测，如果内膜厚度≤０５ｃｍ则给予１～２ｍｍｇ／ｄ补佳
乐，当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根据 ＬＨ值和血 Ｅ２值给予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ＵＨＣＧ诱导排卵，并在２４～３６ｈ后指导患者房事或者进行
夫精人工授精。

１２２　子宫内膜分型　所有患者于月经第１０ｄ开始每１～３ｄ
进行一次阴道 Ｂ超检查，并在卵泡１２～１８ｍｍ时对肌层和内膜
交界面的厚度作为子宫内膜厚度，并据此进行分型。以典型三

线型或者多层子宫内膜，其中外层和中央回声线较强，外层和

宫腔中线之间回声较低或者为暗区为Ａ型；以均一中等强度的
回声，宫腔强回声中线断续不清为Ｂ型；以均质强回声，没有宫
腔中线回声为 Ｃ型［３］。按照内膜厚度将 Ａ、Ｂ型患者分为５组
分别为 ７～７９ｍｍ、８～８９ｍｍ、９～９９ｍｍ、１０～１０９ｍｍ和
≥１１ｍｍ。
１２３　妊娠判定　所有患者在进行房事或者进行夫精人工授
精之后２周行尿ＨＣＧ检查阳性或者血β－ＨＣＧ检查＞５ｍＵ／ｍＬ
为生化妊娠，在确定生化妊娠之后２～３周再行 Ｂ超检查，如果
发现子宫内妊娠囊或者原始心管搏动为临床妊娠［４］。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且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内膜类型与妊娠率

Ａ、Ｂ、Ｃ型子宫内膜患者妊娠率分别为１２５４％（８６／６８６）、
９４１％（２４／２５５）和６１９％（６／９７）。Ａ型妊娠率明显高于Ｃ型，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６８，Ｐ＝００３３）。Ａ型与Ｂ
型之间、Ｂ型与Ｃ型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Ａ型子宫内膜厚度与妊娠率

Ａ型子宫内膜厚度为８～１０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７
～７９ｍｍ及≥１１ｍｍ时（χ２＝５３６７，Ｐ＝００２１），２、３、４组之间比
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Ａ型子宫内膜五组患者妊娠率比较

组别 ｎ 妊娠 妊娠率（％）

１组 １９２ ６ ３１３

２组 １９９ ４３ ２１６１

３组 １３６ ２５ １８３８

４组 ５０ １２ ２４００

５组 １１１ ０ ０

合计 ６８６ ８６ １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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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Ｂ型子宫内膜厚度与妊娠率
Ｂ型子宫内膜厚度为７～８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

９ｍｍ时（χ２＝５９３６，Ｐ＝００１９），１、２组之间比较差异不明显，没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Ｂ型子宫内膜五组患者妊娠率比较

组别 ｎ 妊娠 妊娠率（％）

１组 ５０ ６ １２００

２组 １１１ １８ １６２２

３组 ２４ ０ ０

４组 ３７ ０ ０

５组 ３３ ０ ０

合计 ２５５ ２４ ９４１

#

　讨论
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经输卵管到达子宫，以囊胚

的形式种植于营养丰富的子宫内膜内，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发育

为胎儿，如果子宫内膜不适合囊胚着床和发育，就不可能

妊娠［５］。

子宫内膜起源于原始间胚叶，分为两层，其中基底层靠近

子宫肌层，在月经周期中不会随着激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基

底层再生的增值带被称为功能层，在月经周期中受到雌激素和

孕激素的影响可以发生周期性的改变［６，７］。通过超声检查可以

对内膜的厚度、体积以及回声强弱等参数进行评价。内膜允许

囊胚粘附、穿透并最终植入着床的能力被称为子宫内膜的容受

性［８，９］。目前子宫内膜组织活检是对子宫内膜情况进行诊断最

为准确的方式，但是该检查方式是一种有创的检查，不能重复

进行［１０，１１］。测定血清雌孕激素水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内膜的状态，但是不孕不育女性所使用的促排卵药物又会破坏

自身的激素水平。因此一种安全而又精确的评价子宫内膜容

受性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１２，１３］。经阴道超声技术具有无创、

直观、可重复的特点，且距离靶器官近，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子宫

的形态而得以在临床广泛应用［１４］。

根据内膜形态，子宫内膜可以分为三型，在张少娣等［９］的

研究中表明Ａ型内膜的妊娠成功率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而在
本研究中Ａ、Ｂ、Ｃ型子宫内膜患者妊娠率分别为１２５４％（８６／
６８６）、９４１％（２４／２５５）和６１９％（６／９７），Ａ型妊娠率明显高于
Ｃ型，与上述观点结论一致。Ａ、Ｂ、Ｃ型内膜分别多见于月经周
期的增生晚期、黄体早期以及黄体晚期。而胚胎粘附、侵入以

及着床的关键时期是黄体期，此时的内膜最为利于胚胎成活，

而且可以为随后的胚胎生长和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观测

期处于增生晚期和黄体早期的内膜，至胚胎着床时更多的处于

黄体期，也更利于其成活和发育［１５］。

在对子宫内膜厚度与妊娠的关系进行统计方面发现，子宫

内膜分型不同，其妊娠率较高的厚度也不相同。Ａ型子宫内膜

厚度为 ８～１０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 ７～７９ｍｍ及≥
１１ｍｍ时，而Ｂ型子宫内膜厚度为７～８９ｍｍ时妊娠成功率明
显高于≥９ｍｍ时。与此同时，Ａ型子宫内膜厚度为８～８９ｍｍ、
９～９９ｍｍ和 １０～１０９ｍｍ之间 Ｂ型子宫内膜厚度为 ７～
７９ｍｍ和８～８９ｍｍ之间比较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综上所述，通过阴道Ｂ超监测不孕不育患者子宫内膜的分
型和厚度，可以指导女性在较容易受孕的时机进行同房或者行

夫精人工授精，从而提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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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填纱在凶险性前
置胎盘剖宫产中的运用价值
周巾　季淑英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填纱在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中的临床运用
价值。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因凶险性前置胎盘收治入我院并施行剖宫产术的孕妇１１０例，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均５５例，对应随机数字为奇数者归类为对照组，对应随机数字为
偶数者归类为观察组。对照组胎儿娩出后常规使用各类缩宫药物，观察组胎盘娩出或取出后于子宫下段注

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纱条填塞。比较两组病患术后２ｈ与２４ｈ出血量、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子宫切除率等
指标。结果：观察组病患术后２ｈ与２４ｈ出血量、平均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７２８％）及子宫切除率（０００％）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５２７３％，
１２７３％），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填纱有效提升凶
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的成功止血率，有利于孕妇身体的健康，临床价值较高。

【关键词】　欣母沛子宫下段注射；子宫下段填纱；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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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妊娠达２８周以上，出现胎盘粘附在子宫体的下端，且
其下缘可触及子宫颈的内口，甚至可将宫颈完全覆盖，胎盘的

位置较胎儿先露部低，这在临床上被称之为前置胎盘［１］。凶险

性前置胎盘是指有既往剖宫产史的孕妇再次妊娠时出现前置

胎盘，其多并发胎盘植入。前置胎盘是分娩时出血的主要病因

之一，其多引发孕妇产后大量出血及止血不能，以至于需要切

除病患子宫，若处理不及时会使孕妇和胎儿出现生命危险，而

凶险性前置胎盘孕妇的产后出血远较一般前置胎盘严重，后果

更危重［２，３］。现今，对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后出血多以按摩子宫、

缩宫素与卡孕栓等方式治疗，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部分

止血不能的病患最后只能以动脉结扎，甚至子宫切除来止

血［４］。为寻求更佳、更为有利于病患健康的治疗方式，我院运

用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卡列前素氨丁三醇注射液）联合子宫

下段填纱治疗凶险性产后子宫出血，效果优良，具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因凶险性前置胎盘收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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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并施行剖宫产术孕妇１１０例，按病患入院先后顺序编号，依
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均５５例，对应随机数
字为奇数者归类为对照组，对应随机数字为偶数者归类为观察

组。纳入标准：（１）病患诊断均符合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诊断标
准［５］；（２）本次实验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病患及其
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既往无剖宫
产史者；（２）有严重心、肺功能障碍、肝、肾功能障碍及各类妊娠
期疾病者；（３）病患及其家属不同意该项试验者。对照组：年龄
２３～３７岁，平均年龄（２８１６±４２８）岁；孕周３４～４２周，平均孕
周（３８４６±１５２）周；完全型胎盘前置１６例，部分型胎盘前置
２８例，边缘型胎盘前置１１例；流产次数０～５次，平均（２１５±
０９３）次。观察组：年龄２４～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８８６±４４８）岁；
孕周３４～４２周，平均孕周（３８６３±１４３）周；完全型胎盘前置
１５例，部分型胎盘前置２９例，边缘型胎盘前置１１例；流产次数
０～５次，平均（２３７±０８７）次。两组病患年龄、前置胎盘类型、
孕周及流产次数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较轻微，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药物

益母草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４５０２２２７３）；米索前列醇（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６８）；缩宫素（甘肃大得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２００７Ｈ１６２３）；欣母沛（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ＵｐｊｏｈｎＣｏｍｐａｎｙ，批准文号：
５０７２０Ｈ０１２）。
１３　治疗方法

剖宫产手术治疗前检查病患是否贫血，并对其进行纠正。

术前完成病患血型交叉配血实验，充分备血，准备好米索前列

醇、益母草与缩宫素等常用药物及无菌纱条和欣母沛。施行剖

宫产术前在病患臀下垫置标记有刻度计的容血器，在对皮肤消

毒完成后铺张无菌辅料，并在无菌敷料上粘贴固定手术巾，用

于收集术中流出的血液与羊水，以方便测量手术过程中病患的

出血量。对照组：病患娩出胎儿后常规给予米索前列醇、益母

草与缩宫素等常用药物；有需要时，对开放的血窦施行８字缝合
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６］，并对子宫动脉进行结扎。观察组：病患娩

出胎儿及胎盘后或助产士将胎盘取出后，即刻给予欣母沛０３
～０５５ｍｇ子宫下段注射，若病情较危急，可于宫体处给药；将用
碘伏液浸泡好的宽８ｃｍ、长１５ｍ的纱条挤干，使纱条能够对阴
道和子宫下段进行消毒，以减少外界细菌进入创伤处感染的几

率，同时能够润滑阴道和子宫下段，以便其顺利进入。填塞纱

条时，使用卵圆钳将纱条钳夹好送达宫颈外口，由子宫下段向

子宫近心端填充，填充时需由右往左逐渐填紧排垫至子宫下

端，以排查是否存在活动性出血。缝合子宫时需逐层仔细缝

合，避免将纱布缝合入手术创面，以免手术切口愈合不良、纱条

难以取出，探查盆腔，排除活动性出血后关腹。手术结束后对

病患出血量进行统计。手术结束后２４ｈ将填塞的纱条完整取
出，取出纱条前需用缩宫素２０Ｕ与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配好后对病
患静脉滴注持续半小时，备好卡孕栓１０ｍｇ置于肛门内，同时
做好输血准备。外阴需保持清洁，４８ｈ内对病患使用广谱抗生
素防治感染。因凶险性前置胎盘存在较大的几率出现胎盘植

入，故在做剖宫产切口时需查看是否有局限性的怒张动静脉，若

前置胎盘在既往剖宫产手术切口处着床，即需考虑胎盘植入的

可能也即凶险性胎盘前置，若胎盘植入为部分性，则可做梭形

手术切口将部分子宫肌组织连带胎盘一并切除，使用可吸收线

进行缝合止血，手术完成后使用甲氨蝶呤等药物对病患进行化

疗治疗，并密切监测病患ＨＣＧ。
１４　出血量计算

产后２ｈ出血量为吸引器总的液体量与产妇垫刻度数之和
减去腹腔冲洗量及羊水量；术后２４ｈ出血量在上述基础上加上
手术结束后至产后２４ｈ这一期间阴道流出的血液量（用产妇垫
刻度数计量）。

１５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病患术后２ｈ与２４ｈ出血量、平均住院时间、消化

道症状、产后发热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子宫切除率等指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所的数据进行处理，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病患术后２ｈ、２４ｈ出血量及平均住院时间

观察组病患术后２ｈ、２４ｈ出血量及平均住院时间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病患术后２ｈ、２４ｈ出血量及平均住院时间

组别 例数
术后２ｈ出血

（ｍＬ）

术后２４ｈ出血

（ｍＬ）

平均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５５ ３８７４８±２８１６ ４６１５２±３１３１ ６５７±１３５

对照组 ５５ ５２３６１±３２４２ ７１２３６±３４４２ ８７６±１４２

ｔ ２３５１ ３９９８ ８２９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同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子宫切除率
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病患均未出现晚期产后出血，均于
术后２４ｈ顺利经阴道取出纱条，而对照组有７例病患因出血量
较多难以控制，其中术中子宫切除３例、再次开腹行子宫切除术
４例，比较两组子宫切除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子宫切除率

组别 例数
消化道

症状

产后

发热

总不良反应

发生率

子宫

切除率

观察组 ５５ ７（１２７３） ８（１４５５） １５（２７２８） ０

对照组 ５５ １２（２１８２） １７（３０９１） ２９（５２７３） ７（１２７３）

　　注：同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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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剖宫产、产褥感染、盆腔炎、子宫手术史、多次刮宫与流产

等均可损伤子宫内膜，造成子宫内膜炎症性改变或萎缩性病理

改变，当孕妇再次怀孕时，致使孕妇子宫内膜血管不能正常形

成，从而不能满足胎盘血氧需求，促使胎盘为获得足够的氧气

与营养代偿性的增大胎盘与子宫接触面积，扩增到子宫下段甚

至遮盖子宫内口形成前置胎盘［７，８］。瘢痕子宫或子宫创面出现

前置胎盘者被归类为凶险性前置胎盘，且有既往剖宫产史的孕

妇较常人更易出现前置胎盘，其术后形成的子宫瘢痕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妊娠晚期胎盘向子宫上方的迁移活动，进而促进前

置胎盘的形成［９，１０］。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选择剖宫

产术施行分娩者也在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使得凶险性前置胎

盘出现的几率在不断上升，这已经成为临床医生一项极为棘手

的问题。现今，凶险性前置胎盘孕妇的首选分娩方式为剖宫产

手术，其所导致的术后大量、难以控制性的出血主要是由于病

患胎盘和胎儿娩出后，下段的子宫肌肉组织较薄弱，不能进行

有效收缩以紧缩、闭合胎盘与子宫剥离面的血窦及胎盘剥离不

完全所致［１１］。

过去多以米索前列醇口服给药、肛门与阴道置入卡孕栓、

缩宫素静脉滴注、子宫按摩及用温盐水浸泡好的纱布对子宫剥

离面进行压迫等止血方式处理凶险性前置胎盘病患产后大出

血，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１２，１３］。随后出现对

出血区域开放血窦的缝扎及子宫动脉结扎等治疗方式，这些方

法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且其操作要求

较高，易造成输尿管损伤等并发症。缝合结扎止血中最为有效

的是髂动脉结扎术，但因术中大量出血影响手术操作视野及操

作难度较大所耗时间较长，大部分病患最终不得不转行子宫切

除术。子宫纱条填塞法在产后出血中的运用历史较长，其具有

经济、简单、不出现并发症的特点，其压迫止血的临床效果直接

明显，能够积极有效的保存病患子宫，以满足病患及其家庭对

再次生育的需求［１４］。子宫下段填塞纱条的作用机制为：机械压

迫止血，刺激子宫收缩止血；同时其还能促进出血窦口的凝血

反应，当子宫出血创面的血流因纱条压迫而减缓或暂停时，血

小板能够有效的聚集于创面处，凝血因子得以激活并释放并促

进创面处血栓的形成，使创面损伤的出血血管被堵塞而产生止

血的作用［１５］。

欣母沛是由天然前列腺素Ｆ２α即卡前列素所制成的一种类

似物，能够增加细胞质中的Ｃａ２＋，进而促使子宫平滑肌收缩，其
作用持久且较强烈，生物活性较强，半衰期也较一般前列醇药

物延长，同时可大幅降低不良胃肠道反应的程度及发生几

率［１６］。现今临床上对欣母沛运用较多，其可有效防治顽固性产

后出血中的子宫收缩乏力。但欣母沛在出血量过多患者的治

疗中疗效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出血量过多时，病患子宫缺氧

严重，不能较好的对药物做出反应；同时，当病患失血达血容量

的４０％左右时，凝血因子大量流失导致凝血功能障碍，致使宫
缩失效［１７］。故欣母沛在临床中主要作为预防性用药使用，而非

治疗性用药。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患术后２ｈ与２４ｈ出血量、平
均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７２８％）及子宫切除率
（０００％）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５２７３％，１２７３％），比较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这与吕祺［１８］和张燕等［１９］的研究结

果相似，表明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填纱有效提升

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的成功止血率，减少病患失血量，使不

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孕妇身体的健康；同

时其能有效减免子宫切除术的施行，保障了病患子宫的安全，

满足了中青年孕妇及其家庭对再次妊娠的需求，临床价值较高。

综上所述，子宫下段注射欣母沛联合子宫下段填纱在凶险

性前置胎盘产后大出血的治疗中，疗效优良，安全可靠，值得在

临床运用中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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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张兰玲，席玉玲，宫莹莹，等．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米非司酮

治疗凶险性前置胎盘．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２）：２４８－２５０．

［７］　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Ｓ，ＢａｂａＹ．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ｕｎｄ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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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５，１２９（１）：２６－２９．

［９］　曾毅，王琳，常青，等．止血带在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的应用．实

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２８－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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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３（１１）：８４９－８５１．

［１２］　李雅岑，叶彩眉，梁，等．５９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并发症的观

察及护理．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５）：４５５－４５６．

［１３］　江静颖．胎盘附着部位对凶险性前置胎盘妊娠结局的影响及高

危因素分析．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１４］　曾玲．欣母沛联合宫腔填塞纱条治疗凶险型前置胎盘大出血的

疗效分析．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４（１４）：３９，４１．

［１５］　葛俊丽，曾蔚越．宫腔纱条填塞法治疗中央型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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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７（２）：１４７－１５０．

［１６］　卢蓉．欣母沛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临床应用．中国妇幼保

健，２０１０，２５（１１）：１５９２－１５９３．

［１７］　冯雪娜．欣母沛联合宫腔填纱治疗前置胎盘剖宫产产后出血的

疗效．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４（３）：１４７－１４８．

［１８］　吕祺．欣母沛子宫下段注射联合子宫下段填塞纱条在治疗凶险

性前置胎盘剖宫产中的临床应用．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３６）：

６１６４－６１６６．

［１９］　张燕，郭丽，李宁，等．凶险型前置胎盘１６例临床分析．中国综合

临床，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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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比丽克孜·艾克木（１９７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
不孕不育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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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对输卵管妊娠患者生殖潜能影
响的临床研究
比丽克孜·艾克木　克比努尔·艾则孜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妇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对输卵管妊娠患者生殖潜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本
院收治的输卵管妊娠患者４８０例，研究组３３６例，采用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进行治疗；１４４例为对照组，采用
腹腔镜保留患侧输卵管的保守手术，测定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超声测量卵巢体积、窦卵泡数量、

排卵率及生育结局，比较两组患者生育状况。结果：同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Ｈ）显著升高（Ｐ＜００５）；雌二醇（Ｅ２）、血清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水平术后１个月、３个月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术后６个月稍有降低（Ｐ＞００５）；卵巢体积及窦卵泡数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术后半年排卵率和术后
妊娠率稍有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异位妊娠率，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尤
其是术中保留的患侧输卵管发生再次异位妊娠的可能性更大。结论：输卵管切除术影响患者生殖潜能，但

可降低再次异位妊娠的发生率。输卵管妊娠的患者是否行输卵管切除术，取决于输卵管的病变情况及患者

的生育要求。

【关键词】　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输卵管妊娠；生殖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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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７１４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较常见病症，是孕妇早期高危妊娠并发
症，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１］。异位妊娠临床症状主要为停

经、腹痛、阴道流血［２］。再次异位妊娠甚至不孕都是异位妊娠

远期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输卵管妊娠治

疗后的生育状态主要取决于对侧输卵管的状况。广泛应用阴

道Ｂ超和血β－ＨＣＧ，大部分输卵管妊娠可以得到早期诊断［３］。

近年来异位妊娠呈现年轻化，因此对该病的治疗方案选择应重

视对患者生殖潜能的影响问题［４］。输卵管妊娠的治疗方法有

保守药物治疗、保守手术治疗、输卵管切除术等，近年腹腔镜设

备及手术技巧不断改进，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创

伤小、恢复快、住院天数少等特点。目前许多二级以上的医院

在输卵管妊娠治疗中腹腔镜手术已基本取代了开腹手术。本

研究选取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在本院收治的输卵管妊娠
患者４８０例，３３６例作为研究组采用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治疗，
１４４例为对照组采用保留患侧输卵管的保守手术，比较手术后
两组患者性激素、卵巢功能及术后妊娠率、生育结局情况，观察

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对生殖潜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本院收治的经阴道 Ｂ超和血 β
－ＨＣＧ诊断为输卵管妊娠患者４８０例，年龄２１～３１岁，平均年
龄（２８２±６４）岁，其中首次妊娠１３２例（２７５０％），流产１～２
次者１５８例（３２９２％），３次以上者４６例（９５８％），既往有不孕
病史者６２例（１０６９％），宫外孕病史４２例（８７５％）。所有患
者均出现程度不同的腹痛，１７９例不规则阴道出血，９７例出现停
经，４２例晕厥，住院平均７ｄ。根据手术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
研究组３３６例和对照组１４４例。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
组患者年龄２１～３０岁，平均年龄（２８０±６３）岁，其中首次妊娠
９２例（２７３８％），流产１～２次者１１１例（３３０３％），３次以上者

３２例（９５２％），既往有不孕病史者３４例（１０１１％），宫外孕病
史３０例（８９３％）；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１～３１岁，平均年龄（２８３
±６４）岁，其中首次妊娠３８例（２６３９％），流产１～２次者４９例
（３４０３％），３次以上者１５例（１０４２％），既往有不孕病史者１５
例（１０４２％），宫外孕病史１２例（８３３％）。两组患者的临床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参与对比研究。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为输卵管妊娠、有生育要求、采
用腹腔镜手术，研究组３３６例行输卵管切除术，对照组１４４例采
用保留患侧输卵管的保守手术。

１２２　ＥＬＩＳＡ检测　两组患者术后第１、３、６个月的月经周期
第３ｄ清晨空腹状态抽血，按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说明书提供实验方
案测定血清中雌二醇（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Ｈ）、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水平。
１２３　阴道Ｂ超检查　两组患者于术后６个月的卵泡期早期
采用阴道超声检测卵巢窦卵泡数、卵巢体积，在月经干净后采

用阴道超声动态观察排卵情况。

１２４　随访　随访患者治疗后２年内宫内妊娠和异位妊娠的
情况。研究组失访７人，对照组失访３人。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ｌ６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比较

研究组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 ＦＳＨ、ＬＨ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而术后１个月和３个月研究组的 Ｅ２、ＡＭＨ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时，两组的 Ｅ２、ＡＭＨ
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手术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比较

组别 时间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ＡＭＨ（ｎｇ／ｍＬ）

对照组（ｎ＝１４４） １月 ６７４±２６７ ６０２±２６１ １２８２４±２４１１ ３６４±０８７

３月 ６９７±２８３ ５８６±２１５ １２６３３±２３７８ ３８３±１１２

６月 ６３６±２３６ ６５５±２７３ １３１２８±２５５４ ４４７±１７６

研究组（ｎ＝３３６） １月 １００４±４９６ ８７２±３６６ １１１３４±２２２３ ３２２±０８５

３月 ９１２±３８７ ９３４±３１２ １０８７２±２１６７ ３６７±０９４

６月 ８２３±３５４ ７９７±２５５ １２７８５±２４４２ ４３５±１３４

　　注：同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卵巢体积、窦卵泡数的比较
同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卵巢体积及窦卵泡数显著偏低（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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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卵巢体积、窦卵泡数的比较

组别

术后６个月
左卵巢体积

（ｃｍ３）

术后６个月
右卵巢体积

（ｃｍ３）

术后６个月
左窦卵泡数

（个）

术后６个月
右窦卵泡数

（个）

对照组 ９７６±２４９ ９８２±２３２ ７２４±２５２ ６４６±２３３

研究组 ８８７±２４３ ９０３±２１８ ５１３±１１４ ５０６±１２１

　　注：同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排卵率、术后２年妊娠率及异位妊娠率
的比较

　　同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术后半年排卵率及术后２年宫内妊
娠率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２年异位妊娠率，
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尤其是术中保留的输卵管
再次异位妊娠发生率更高。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排卵率、术后２年妊娠率及异位妊娠率的比较

组别
术后半年

排卵率

术后２年
妊娠率

术后２年
异位妊娠率

对照组（ｎ＝１４４） １３１（９０９７） ６４（４４４４） ２２（１５２８）

研究组（ｎ＝３３６） ２９８（８８６９） １４２（４２２６） １９（５６５）

　　注：同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输卵管妊娠临床主要症状有腹痛、阴道出血，输卵管妊娠

破裂时患者突感一侧下腹撕裂样疼痛，腹腔内急性出血，导致

血容量减少，甚至出现晕厥或休克，并常伴有恶心、呕吐、尿频、

肛门坠胀等症状。药物保守治疗中，ＭＴＸ肌注［５］方案可杀死绒

毛细胞，在监测ＨＣＧ的情况下，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对于病情
紧急而无生育需求的患者手术可直接将病灶切除，及时解除患

者生命危险［６］。由于腹腔镜优势日益凸显及手术方式、器械的

不断改进，技术的提高，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微

创、简捷、直观、视野清晰、术后粘连少、恢复快等优势，已成为

治疗输卵管妊娠首选的手术方式，我院在开展腹腔镜手术方面

也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对于无生育需求的患者可选输卵管

切除术，有生育要求且输卵管未破者，则选择保守性手术［７，８］。

且有异位妊娠患者约８％术后可发生持续性异位妊娠［９］。

血清Ｅ２、ＦＳＨ是卵巢储备功能较为客观的指标之一
［１０－１２］。输

卵管切除术对卵巢储备功能及月经恢复在近期有一定影响，输卵管

切除术后基础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术前［１３］。但也有研究报道４９例
自身对照的研究，比较双侧输卵管横断术手术前、后卵巢储备功能，

结果显示术前与术后３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为，随访
时间仅３个月，所以未得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１４，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同对照组相比，行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

的研究组有术后１个月和３个月 Ｅ２、ＡＭＨ水平显著偏低，有统
计学意义；６月研究组Ｅ２、ＡＭＨ水平稍有降低，但并无统计学意
义，说明腹腔镜输卵管切除术的患者Ｅ２、ＡＭＨ水平随时间在逐
渐恢复；ＦＳＨ、ＬＨ水平显著升高，卵巢体积及窦卵泡数显著降
低；术后半年排卵率和术后妊娠率稍有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术后异位妊娠率，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尤其是术中保

留的患侧输卵管发生再次异位妊娠的可能性更大。说明腹腔

镜输卵管切除术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输卵管妊娠患者的卵巢

储备功能和生殖潜能，但是能够降低再次异位妊娠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输卵管妊娠患者是否行患侧输卵管切除术应根

据输卵管病变情况而定，输卵管严重慢性炎症、变形、伞端闭锁

等严重影响输卵管病变或输卵管妊娠破裂的患者，即使保留输

卵管再次异位妊娠的几率也明显升高，以手术切除输卵管治疗

为宜。而且大量临床治疗也显示，腹腔镜手术明显优于开腹手

术治疗效果，本次研究的输卵管切除术均选用腹腔镜手术。对

于输卵管的形态和功能尚好且有生殖要求的患者，宜行保守性

手术，减少对其生殖潜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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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吴梦琼．不孕症的腔镜手术与卵巢储备功能．国际生殖健康／计
划生育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２）：１１８－１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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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阴道胶囊对妊娠晚期合并细菌性阴道病患者
不良妊娠结局的预防作用
徐敏１　马景２

１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５１１
２杭州市中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探讨乳酸菌阴道胶囊对妊娠晚期合并细菌性阴道病（ＢＶ）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预防
作用。方法：将９４例妊娠晚期合并ＢＶ患者，根据就诊的门诊号顺序将其分为联合组４８例和对照组４６例。
联合组患者予以乳酸菌阴道胶囊和甲硝唑栓联合治疗，对照组予以单纯的甲硝唑栓治疗。观察两组治疗７ｄ
后的临床疗效，并比较其不良妊娠结局。结果：治疗７ｄ后，在临床总有效率方面联合组患者（９５８３％）明显
高于对照组（８０４３％）（χ２＝５３９，Ｐ＜００５）；联合组患者在早产、胎膜早破和新生儿黄疸等不良妊娠结局发
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在产褥感染、低体重儿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乳酸菌阴道胶囊辅助治疗妊娠晚期合并 ＢＶ患者的疗效较确切，对其不良妊娠结
局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可减少其早产、胎膜早破和新生儿黄疸发生率。

【关键词】　细菌性阴道病；妊娠晚期；乳酸菌阴道胶囊；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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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是临床较常见的细
菌性阴道疾病，好发于育龄妇女，其妊娠期感染率约 １６％ ～
２９％。近年来研究已证实妊娠晚期合并 ＢＶ可引起宫腔内感
染、胎膜早破、新生儿黄疸、早产及产褥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密

切相关［１，２］。乳酸菌阴道胶囊是一种阴道局部应用的益生菌制

剂，辅助治疗妊娠晚期合并ＢＶ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其对妊娠结
局的影响国内外报道不多［３，４］。本研究观察了乳酸菌阴道胶囊

对妊娠晚期合并ＢＶ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预防作用，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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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合并ＢＶ患者９４例（已排除治疗脱落者）。纳入标准：
符合乐杰主编《妇产科学》（第６版）中的诊断标准［５］，且阴道分

泌物唾液酸酶活性试验示ＢＶ（＋）。排除标准：（１）宫颈机能不
全、多胎妊娠、阴道畸形和胎儿畸形、医源性早产等；（２）合并淋
病、支原体、衣原体、假丝酵母菌和滴虫感染患者；（３）治疗前１
个月使用过抗生素及阴道冲洗治疗者。根据就诊的门诊号顺

序将其分为联合组４８例和对照组４６例。两组患者年龄、孕周
和孕次等差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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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孕周（周） 孕次（次）

联合组 ４８ ２９２±４７ ３４３±３２ １９±０３

对照组 ４６ ２９５±４５ ３３９±３４ １８±０３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甲硝唑栓治疗，甲硝唑栓（湖北东信药业有限

公司）阴道放置，０５ｇ／晚；联合组患者予以乳酸菌阴道胶囊和
甲硝唑栓联合治疗，甲硝唑用药方式及剂量同对照组，同期乳

酸菌阴道胶囊（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阴道放置，

０２５ｇ／晚；两组均连用７ｄ。两组治疗期间均不使用抗生素及进
行阴道冲洗治疗。观察两组治疗７ｄ后的临床疗效，并比较其不
良妊娠结局。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评估［６］　治愈：治疗后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阴道

分泌物唾液酸酶活性试验示ＢＶ（－）；有效：治疗后症状及体征
较前好转，阴道分泌物唾液酸酶活性试验示 ＢＶ（＋－）；无效：
治疗后症状及体征仍存在，阴道分泌物唾液酸酶活性试验示ＢＶ
（＋）。总有效包括治愈加有效。
１３２　不良妊娠结局评估　包括早产、胎膜早破、低体重儿、产
褥感染及新生儿黄疸及等不良妊娠结局。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７ｄ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７ｄ后，在临床总有效率方面联合组患者（９５８３％）明
显高于对照组（８０４３％）（χ２＝５３９，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７ｄ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组 ４８ ２５ ２１ ２ ４６（９５８３）

对照组 ４６ ２０ １７ ９ ３７（８０４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后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联合组患者在早产、胎膜早破和新生儿黄疸等不良妊娠结

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在产褥感染、低体
重儿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ｎ 早产 胎膜早破 产褥感染 新生儿黄疸 低体重儿

联合组 ４８ ２（４１７） ４（８３３） ３（６２５） ７（１４５８） １（２０８）

对照组 ４６ ９（１９５７） １１（２３９１） ６（１３０４） １７（３６９６） ３（６５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妊娠晚期孕妇体内雌激素水平上升，使得阴道黏膜发生充

血、水肿及分泌的阴道分泌物增多；加上阴道上皮内的糖原大

量积聚释放大量葡萄糖，造成适宜致病菌生长繁殖的阴道微环

境，从而引起阴道微生态平衡紊乱，使得阴道内乳酸菌数量明

显下降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而阴道内加德纳菌及厌氧菌等致

病菌趁机大量繁殖，引起宫内上性感染，易发生早产、胎膜早

破、产褥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因此，纠正阴道微生态紊乱，恢

复乳酸菌在阴道菌群中的优势地位是妊娠晚期合并 ＢＶ的关
键［７，８］。甲硝唑制剂是目前治疗妊娠晚期合并 ＢＶ最常用的抗
生素，虽然在短时期能抑制阴道致病菌生长繁殖的同时也破坏

了阴道的正常菌群，且其本身无法补充阴道内的乳酸菌，不能

有效纠正阴道微生态制紊乱，短期治疗有效，但其远期疗效欠

理想，治疗后病情易复发，且对孕妇来说，接受甲硝唑治疗的安

全性仍存在一定的顾虑［９，１０］。

乳酸菌阴道胶囊是人工繁殖的乳酸菌活菌阴道专业制剂，

能补充阴道内优势菌———乳酸菌并大量繁殖，通过局部粘附占

位及阻碍致病菌对阴道黏膜的粘附，拮抗阴道致病菌的生长，

从而使得阴道内微生态平衡逐渐的恢复，重建阴道菌群生物屏

障，改善阴道内酸性环境，提高阴道自净力［１１，１２］。同时乳酸菌

作为阴道内正常免疫菌，可诱导并激活阴道黏膜产生局部免疫

力，提高阴道抗感染力和抵抗力［１３，１４］。齐丽雅等［１５］研究发现

乳杆菌活菌胶囊治疗妊娠期 ＢＶ疗效较佳，对其不良妊娠结局
具有良好预防作用。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７ｄ后，在临床总有效
率方面联合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联合组患者在早产、胎

膜早破和新生儿黄疸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提示乳酸菌阴道胶囊通过纠正阴道微生态制紊乱，恢复乳酸菌

在阴道菌群中的优势地位。

总之，乳酸菌阴道胶囊辅助治疗妊娠晚期合并 ＢＶ患者的
疗效较确切，对其不良妊娠结局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可减少

其早产、胎膜早破和新生儿黄疸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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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甲氨蝶呤（ＭＴＸ）联合中药治疗未破裂输卵管妊娠的疗效。方法：９６例未破裂
输卵管妊娠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ＭＴＸ、ＭＴＸ联合中药进行治疗。结果：观察组治愈率、
第７ｄ血β－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下降５０％数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照组重复给药例数、
血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包块消失时间均高于观察组（Ｐ＜００５）。结论：ＭＴＸ联合中药治疗未破裂输卵
管妊娠安全、疗效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输卵管妊娠；甲氨喋呤；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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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精卵在子宫体腔以外着床称为异位妊娠，又称宫外孕，
属中医“妊娠腹痛”、“症瘕”等病范畴，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

直接威胁产妇生命。异位妊娠以输卵管妊娠最常见（占９０％～
９５％），多发生在壶腹部（７５％ ～８０％），其次为峡部，伞部及间
质部妊娠少见［１］。我院采取甲氨蝶呤（ＭＴＸ）联合中药治疗未
破裂输卵管妊娠取得良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我院自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共收治输卵管妊娠患
者３１４例，其中符合保守治疗条件的未破裂输卵管妊娠患者９６
例，所有符合条件的病例均通过患者知情同意，并经本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选择标准［１］：（１）确诊为未破裂输卵管
妊娠；（２）一般情况良好，无活动性腹腔内出血，Ｂ超证实宫内
无妊娠囊；（３）血β－ＨＣＧ水平＜２０００Ｕ／Ｌ；（４）Ｂ型超声示盆腔
包块直径＜３ｃｍ，未见胚胎原始血管搏动；（５）肝、肾功能及血红
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计数正常；（６）无 ＭＴＸ禁忌症，患者有生
育要求并同意或自愿药物保守治疗。将符合条件的９６例未破
裂输卵管妊娠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８例，两组
在年龄、停经时间、实验室检查等一般资料方面均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年龄

（岁）

平均停经

时间（ｄ）
血β－ＨＣＧ
水平（Ｕ／Ｌ）

包块直径

（ｃｍ）

对照组

观察组

４８
４８

２８３±２６
２７７±３１

４５３±３５
４７．０±２３

９８０±１８０
１０００±２０４

２２±０４
２４±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前完善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检查均提示无明显异常。

对照组：ＭＴＸ单次给药，剂量为５０ｍｇ／ｍ２，行深部肌肉注射；观
察组：ＭＴＸ剂量、用法与对照组一致，于第２ｄ加用中药（丹参
１５ｇ、赤药１２ｇ、莪术１０ｇ、天花粉１５ｇ、益母草 １５ｇ、香附１２ｇ、枳壳
１０ｇ、桃仁１０ｇ、王不留行１０ｇ）。出血多者去莪术，加生蒲黄１０ｇ，
常规煎服，每日１剂，早晚各服１次，连用１周，包块未消者改
门诊治疗。

１３　监测指标
（１）每日监测记录患者自觉症状和生命体征、副反应发生

情况；（２）用药后第７ｄ复查血β－ＨＣＧ及Ｂ超、血常规、肝肾功
能各１次，若血β－ＨＣＧ下降＜１５％，同时仍具有保守治疗条件
者，再以相同剂量及用法重复给药１次；（３）若血 β－ＨＣＧ呈下
降趋势，则以后每周复查１次血β－ＨＣＧ、Ｂ超、血常规、肝肾功
能，同时记录副反应发生情况；（４）若血β－ＨＣＧ不降反升且盆
腔包块增大，有腹腔内出血增多征象，则随时转手术治疗。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１）治愈：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或消失，血β－ＨＣＧ降至５Ｕ／

Ｌ以下并 ３次阴性；Ｂ超提示无盆腔积液、包块缩小或消失。
（２）失败：血β－ＨＣＧ连续２次不下降反而升高；出现腹痛进行
性加剧、异位妊娠破裂腹腔内出血需急诊剖腹探查。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包分析，结果用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别数据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
ｎｅｙＵｔｅｓｔ，计算统计资料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分析

如表２所示：两组给予相应治疗后，观察组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间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ｎ） 治愈（ｎ） 失败（ｎ） 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８ ３６ １２ ７５０

观察组 ４８ ４４ ４ ９１７

２２　两组用药后各指标比较
如表３所示：观察组第７ｄ血 β－ＨＣＧ下降５０％数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照组重复给药例数、血β－ＨＣＧ降至正
常时间、包块消失时间均显著高于观察组（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间用药后各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第７ｄ血β－ＨＣＧ
下降５０％
（ｎ）

重复给药

１次
（ｎ）

血β－ＨＣＧ
降至正常时间

（ｄ）

包块消失

时间

（ｄ）

对照组 ４８ ２７ ７ １８２±５７ ４２８±１４２

观察组 ４８ ４４ １ １１．０±５３ ３０２±１１７

２３　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治疗过程中，两组均有少数出现胃肠道反应，均为一过性，

无特殊处理，持续３～５ｄ自行消退。所有病例均未发生骨髓抑
制、肝肾功能损伤等严重不良反应。

#

　讨论
随着性传播疾病的不断增加，输卵管炎发生率也越来越

高［２］，成为输卵管性不孕和异位妊娠发生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平

均６对夫妇有１对为不孕，而其中５０％以上是由输卵管炎症导
致［３］；每８０次妊娠中有一次为输卵管异位妊娠，是孕早期妇女发
病率和病死率的主要原因［４］，严重影响着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

上述疾病追踪溯源绝大部分与输卵管的急、慢性炎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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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过后输卵管往往因周边粘连或管腔阻塞丧失功能，阻碍了精

卵结合后运送到宫腔的正常途径，导致受精卵在输卵管着床。近

几年随着Ｂ超［５］、血β－ＨＣＧ［６］、孕酮［７］及腹腔镜［８］等诊断技术

的提高以及临床医生对异位妊娠深入仔细的认知、排查，得异位

妊娠能够在早期准确的发现［９］。传统手术治疗输卵管异位妊娠

易致输卵管功能丧失、盆腔粘连，不适合有生育要求的患者。而

早期药物保守治疗可避免手术，目的是杀死胚胎，促进包块吸收、

减少盆腔粘连，最大程度保留患者生育功能［１０，１１］，易被临床医生

和患者广泛接受［１２］。

Ｔａｎａｋａ［１３］首 次 将 ＭＴＸ用于治 疗 宫 外 孕 获 得 成 功。
Ｓｔｏｖａｌｌ［１４］采用ＭＴＸ单次肌注治疗输卵管异位妊娠，发现治疗后
输卵管再通率、妊娠率均高于剖腹或腹腔镜下保守手术者。ＭＴＸ
已成为近年来治疗异位妊娠的首选药，滋养细胞对其高度敏感，

它能抑制胸腺嘧啶核苷酸的合成，从而抑制胚胎滋养细胞增生破

坏绒毛，使胚胎停育并逐渐被吸收，进而达到治疗宫外孕的目

的。但单纯ＭＴＸ治疗一般只能杀胚，容易导致受精卵异常并形
成长时间不消散的包块，使异位妊娠复发率快速升高 。

中医认为输卵管异位妊娠主要是由气虚或气滞引发不能行

血，进而形成血瘀，导致孕卵运行无力或停滞不前，诱发异位妊娠

。治疗以活血化瘀，消?杀胚为主。但临床发现单纯应用中药治

疗，并不能够迅速将胚胎杀死，反而易致输卵管破裂或出血［１５］。

本研究将两种方法联合应用，既能够充分发挥中药和西药的特

长，又能克服相应缺点，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治

疗途径。

我院中药方剂中，赤芍、桃仁、益母草有活血化瘀功效；丹参、

莪术有破瘀消?之效，临床报道可有效地松解蜕膜与管壁的粘

连，减少输卵管炎性反应，加速盆腔内包块的分解与吸收［１６］，提

高输卵管通畅率；香附、枳壳、王不留行行气止痛；天花粉对滋养

叶细胞有特异性杀伤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观察组第７ｄ
血β－ＨＣＧ下降５０％数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对照组
重复给药例数、血β－ＨＣＧ降至正常时间、包块消失时间均高于
观察组（Ｐ＜００５），且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总治愈率高，观察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达到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甲氨喋呤联合中药保守治疗未破裂输卵管妊娠

方法简单，副反应小，降低了手术风险，特别是对未育者保留了

生殖机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途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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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毛京沭　史智鹏△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健康管理教研室，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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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状况提供依据。方法：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１１月，采取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江
苏省宿迁市和徐州市年龄在９～１６岁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在调查的５３５份有效问卷中，以问卷填答
完整和２０１３年以来父母双方或一方到本乡镇以外打工、没有和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孩子界定为留守儿童为
标准，共筛选出３６９名留守儿童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结果：农村留守儿童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网
络”和“学校教育”，比例分别为３６６％和２３０％；６８％的留守儿童发生过性行为，其中５６０％是与同学发
生性行为。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留守儿童的性别、出生地、所在年级、与父母交流情况、父母外出打
工时孩子的安全感、抗压能力、班主任关心程度、倾诉对象对其过早发生性行为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留守

儿童性教育缺失，存在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家庭、学校与社会应多方共同努力，重视留守儿童的

性健康教育，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关键词】　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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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妇女联合会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
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６０００万，总体规模数量不断扩大，江苏留守儿童在农村儿童中
所占的比例超过了５０％［１］。多项调查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青少年性发育明显提前，但是

我国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性健康教育并没有跟上我国

经济发展的步伐，处于青春期的留守儿童，生理和心理发育迅

速，面对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困惑和束手无策，加之缺少

父母关爱和正确引导，极易发生一些无保护的高危性行为，受

到人工流产、生殖道损伤、生殖功能受损、生殖道感染、性病与

艾滋病的发生和传播的威胁［２－４］。然而性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

中一直未完善起来，儿童性教育作为性教育过程中的关键期之

一，更是一直被忽视，使儿童性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改善和

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当务之急［５］。可见正确认识身体变化，掌握

必要的健康知识，形成健康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对形成积极的

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６］。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性

与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促进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的政策与策略提供依据，我们于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１１
月在江苏省宿迁市和徐州市开展了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情

况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判断抽样方法抽取江苏省徐州市和宿迁市境内的小

学和初中，对抽选学校的五至八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５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３５份，有效回收率为
８２３％。在调查的有效问卷中，以年龄在１８周岁以下、问卷填
答完整和２０１３年以来父母双方或一方到本乡镇以外打工、没有
和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孩子界定为留守儿童［７］为标准，共筛选

出３６９名留守儿童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
１２　调查方法

问卷由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团队设计，问卷调查由宿

迁市团委以及徐州市某镇政府负责在学校选样实施。调查内

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生活状况及卫生保健情况等。

１３　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录入调查数据，对有关调查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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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列联分析和二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等。
"

　结果
２１　受调查者基本情况

调查的３６９名留守儿童中，男生２０５人（５５６％），女生１６４
人（４４４％）；年龄最小者９岁，最大者１６岁，平均年龄为（１３０
±１５）岁；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
为 １３０％、１１７％、３１４％ 和 ４３９％；４２４％ 为独生子女；
３４７％为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５６６％为父亲外出务工，８７％
为母亲在外务工。

２２　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根据研究目的前期相关报道自行设计问卷，问卷主要包括

男生青春期卫生保健、女生月经周期卫生保健、妊娠和避孕、生

殖健康知识４个部分［２，３，８，９］共计１０题，答对６题或６题以上者
视为“知晓”，男、女总体知晓率分别为１６６％和１８３％，详细报
道如下。

３６９名留守儿童中５７７％的留守儿童了解青春期生理知
识，４７２％了解青春期心理知识，但是了解性病、艾滋病知识以
及避孕知识的留守儿童较少（见表１）。５９３％的留守儿童知道
男女发生性关系会导致女孩怀孕，３３３％的留守儿童不知道女
孩怀孕的原因是什么，还有部分留守儿童认为“女孩长大自然

会怀孕”（５７％），“男女接吻”（１１％）、“男女拥抱”（０５％）会
怀孕。

表１　青春期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

健康知识 男生 女生

生理结构 ２４１ １５９

青春期生理知识 ５５２ ６１６

青春期心理知识 ４３３ ５２４

常见病防治 ３００ ２９９

性病、艾滋病知识 １４８ １５２

避孕知识 １４８ ８５

对 “对遗精的认识”有应答的１０２名男生中，７０６％的男生
认为这是正常现象，２０６％表示不清楚，６９％认为遗精对身体
有害。

对“月经的来源”有应答的１０１名女生中，仅有１４９％的女
生清楚是因为子宫内膜脱落才导致了月经，７１３％的女生认为
是阴道出血导致了月经，然后依次是“卵巢出血”（８９％）和“子
宫出血”（５０％）。

农村留守儿童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和“学校教

育”，分别为 ３６６％ 和 ２３０％，然后依次是 “伙伴传授”
（２０３％）、“父母传授”（８９％）、“书报杂志”（４９％）、“电影电
视”（４３％）和“其他”（１９％）。
２３　留守儿童性态度与性行为

留守儿童中，４３１％的留守儿童并不知道手淫（自慰）行为

是什么，１５７％有过手淫（自慰）行为，２７６％认为手淫（自慰）
行为对健康有害；１０２名男生回答曾有过遗精现象，首次遗精
后，３９２％和３３３％的男生感到“羞愧”和“恐惧”，７４５％的男
生发生首次遗精后没有向任何人请教，１２７％向同学朋友请教，
８８％会向父母或同性长辈请教；１０２名女生回答已来月经，第
一次来月经的时候，４３１％和３８２％的女生感到“恐慌”和“羞
愧”，第一次来月经时５３９％的女生向父母或同性长辈请教、
２８５％向姐妹请教、９７％向同学朋友请教，仅有９７％没有向
任何人请教。

表２　身体发育期的心态 （％）

心态 男生 女生

愉快 １４３ ８３

正常 ４６３ ３６９

疑虑 １５３ １５３

担忧 ３５０ ３８２

烦恼 ３８４ ４９７

恐惧 １５３ １８５

无助 ２０７ ２４２

自卑 ９９ １１５

负罪 ６４ ４５

留守儿童对于青春期自身生理发育表示烦恼和担忧，认为

成长的烦恼远大于成长期所带给他们的快乐，尤其是女生感到

烦恼的比例高于男生，担忧、疑虑、恐惧、无助、自卑甚至负罪等

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见表２）。调查的３６９名留守儿童中
有６８％的留守儿童已经发生过性行为，首次发生性交行为的
平均年龄为（１４６±１０）岁，５６０％的留守儿童首次发生性行
为的对象是同学。在发生性行为的对象中，３６０％的留守儿童
是双方发自愿发生性行为，２４０％是由于对方要求才发生性行
为，更值得关注的是１６０％的留守儿童是“被对方诱骗”才被迫
发生性行为，诱骗或强迫留守儿童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对象为同

学和陌生人（如网友、校外青少年等）。

２４　留守儿童发生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相应的性健康知识又不清楚自己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性行为低龄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通过留

守儿童的性别、出生地、年级、与父母的交流情况、父母离开时

孩子的安全感、抗压能力、班主任关心程度、倾诉对象等因素对

发生性行为影响的Ｅｎｔｅｒ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儿童中
男性、出生在乡镇或农村、较高年级、不常与父母交流、父母外

出打工时孩子感到不安全或者无所谓、抗压能力较弱、班主任

关心程度低、有心事时主要倾诉对象为同学或者无人倾诉的较

为容易过早发生性行为（Ｐ＜００５，ＯＲ＞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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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发生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因素 水平 β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性别 男性 １０００ ４３２３ ００３８ ２７１９

女性

出生地 乡镇或农村 １２９９ ４２９２ ００３８ ３６６７

县城或城市

年级 初二 １４００ ６２２８ ００１３ ４０５３

初一

与父母的交流情况 不常交流 ０８５７ ４０９０ ００４３ ２３５５

交流较多

父母离开时孩子的安全感 感到不安 １４７６ ５１７５ ００２３ ４３７５

无所谓 １３７４ ３９４０ ００４７ ３９５１

感到安全

抗压能力 抗压能力较弱 １０６６ ４２４２ ００３９ ２９０４

抗压能力较强

班主任关心程度 不太关心 ０９０２ ３８６３ ００４９ ２４６４

比较关心

倾诉对象 同学 １５０７ ５３２５ ００２１ ４５１４

无人倾诉 １３９９ ３９２９ ００４７ ４５０１

家长或老师

　　注：表中每个因素中的最后一个水平为参照水平

#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苏北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性与生殖健

康的相关知识，只有５７７％和４７２％的留守儿童对青春期生理
知识和心理知识有所了解，１４９％和 １１９％的留守儿童对性
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知识有所了解，还有２０９％的留守儿童
对于这些知识一无所知。留守儿童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径是

网络（３６６％），虽然网络上有些关于性的健康知识，但这些知
识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及科学性，尤其有大量的负面的性文化

和性知识，很容易误导留守儿童树立消极、错误的性观念。女

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总体情况（１８３％）好于男生
（１６６％），与国外相关报道类似［１０－１２］。４２３％和３５５％的留
守儿童表示对于青春期成长感到烦恼和担忧，对于青春期成长

的负面情绪多于积极乐观的情绪，这与宗占红等［６］研究结果相

似。６８％的留守儿童发生过性行为，本研究结果略高于国内其
他报道（６３％～６５％）［１３，１４］。可见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学校缺
乏正确的引导和健康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疏于管理导致了留

守儿童过早的发生了性行为。此外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有

１６０％是被迫发生性行为，诱骗或强迫留守儿童发生性行为的
主要对象为同学和陌生人（如网友、校外青少年等）。

儿童少年期是人生各阶段中变化最快的阶段［１５］，不良的生

活环境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一些错误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并

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因此，外出打工的家长要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要多给孩子些呵护，通过经常与孩子通电话、发短信

或者增加返乡的次数等方式与孩子加强交流。同时，加强与学

校和老师的交流，了解孩子最新的情况并做到与孩子双向沟通，

让孩子感到安全与温暖。学校和教师要关注留守儿童生理与

心理上的变化，多给予留守儿童关心和呵护；学校应开设相关

课程或通过讲座、录像等多种形式向留守儿童传播正确的性知

识；注重培养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幽默感，培养认识问题解

决问题的技巧来增强孩子的抗压能力。当地教育部门、共青

团、妇联、关工委、卫生计生委和一些相关ＮＧＯ团体要充分发挥
其应具有的作用，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及性与生殖健康的教

育。在加强留守儿童性健康教育的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

社会各界要加强留守儿童参与度，为农村留守儿童创造参与的

机会，提高留守儿童参与的能力，促使留守儿童参与项目与活

动的全过程，包括设计、实施、反馈、监督、评估等各个阶段，充

分发挥留守儿童的潜力［１６，１７］。同时，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

律和政策来保护和关注留守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给孩子们一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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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婚恋观教育需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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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现况调查和定性研究小组访谈的方法，对于北京市高校大学新生婚恋观需求进
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新生即需要进行婚恋观教育。性教育是婚恋观教育中缺失较多的，不同性别和不

同地区学生对于婚恋观教育有差异，因此大学新生教育中应该加入婚恋观教育，高校需加强大学生性教育。

【关键词】　大学新生；婚恋观；需求；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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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恋观指人们对恋爱、婚姻和性的基础问题的看法，是人
生观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具体体现。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删除了原《规定》中禁止大学生结婚的内容，结

束了在校大学生不能结婚的历史。然而，婚姻禁令的解除，也

给大学教育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关大学生婚恋观的教育也

成了高等院校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１，２］。

已有研究大多数探索了大学生婚恋观教育的重要性以及

有效途径［３－７］，研究结论集中认为大学生进行婚恋观教育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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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需求，主要教育途径是高校已有的思想品德课程、大学生婚

恋和性教育选修课，开展性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利用新媒体等方

式帮助大学生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全面地看待婚恋问题、端正恋

爱动机，谨慎婚前性行为，提出了思政课教师、高校辅导员、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作为教育主体。在高校实际工作中不同学校

和不同专业学生是有一定差别的，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教育才

是教育效果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据。

大学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更多是恋爱引起的学习成绩、人

际关系等，大学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既是急需要进行教育的

群体，同时大学新生阶段又是实施教育的重要时机。在笔者调

查的在京高校中，极少有学校将婚恋观教育作为新生入学教育

的主要内容，而大多重视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心理健康教育、学

习方法指导等。在现有社会调查中也显示，恋爱低龄化现象已

经存在，对于大学生婚恋教育应该从什么时间开始，尚缺少一

定的研究。本研究在大学生新生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在京

高校也进行了新生婚恋观需求的调研。

!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研究采用现况调查的方法，使用自行设计的《大学新

生状况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大学新生入学的三个月内。根

据北京市教委网站登记的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一本类共３５
所，二本院校２４所。本研究根据专业设置、学校类型及研究性
可行性，确定了合作关系好的院校进行研究。其中一本院校选

取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６所，占全部一本学校的
１７１％；二本院校选取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含文
法学院、商学院、旅游学院、师范学院、应用文理学院、信息学

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５
所大学作为代表，占全部招收二本专业学校的２０１％。作为研
究现场，实际发放问卷９８９０份，回收有效学生问卷９２６７份，有
效回收率９３７％。学生年龄范围１５～２５岁，平均年龄为（１８５
±０９３）岁，其中男生４８４５人，女生４３８４人，另有３８份问卷性
别不详。学生的学制为４～８年，将学生的所学专业分为文科、
理工科、医科三大类；一本院校学生７７４９人占８３６％，二本院
校１５１８人占１６４％。

研究者将问卷按学生的学校和专业编号。在调查前，首先

对抽样学校的学工部门负责人及辅导员讲明本次调查的目的

及意义，争取校方合作。向学生分发调查问卷时，请辅导员协

助，给学生讲明研究意义和填写方法，并强调保密性，征得学生

同意后，填写知情同意书，请学生如实填写问卷，学生自行填写

问卷完毕后，由教师配合研究者当场统一收回问卷。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专题小组讨论

（ＦＧＤｓ）［８］方法了解大学新生对于婚恋观的需求与看法。研究
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编制了访谈提纲。专题小组的参加者来

自上述高校中的三所（文科、理工科、医科）的大学新生。为了

保证同质性男女生分开，每组８～１０人，共计访谈５０人。实际
收集资料过程中分歧不大，未增加新组。每组平均访谈一个半

小时。

"

　研究结果
２１　“爱情”的烦恼在大学新生中就已存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１３９％（１２８８／９２６７）的调查对象认
为自己几乎没有烦恼，属于乐天派；７８７％（７２９３／９２６７）的学生
认为自己虽然有烦恼，但并不多，一般情况都比较开心；有

７４％（６８５／９２６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烦恼很多，每天都很烦。
有烦恼的学生反映其烦恼主要来源按频次降序排列依次为：学

习（４８２％）、为自己的前途（３８４％）、生活琐事（３４１％）、无端
的烦恼（１３６％）、爱情（１３３％）。
２２　大学新生的“爱情”烦恼存在性别、家庭居住地区差异

男女大学生的在“爱情”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在恋

爱方面的烦恼更多；不同学校类型，以及不同专业学生在“爱

情”所带来的烦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来自不同家庭居住

地学生比较，农村学生在恋爱方面的烦恼较其他地区少。见

表１。

表１　“爱情”带给大学新生的烦恼比较

研究变量 分类 分类人数 总人数构成比（％） χ２ Ｐ

性别 男 ６０７ ４８４５ １６６ ７３８８２ ＜０００１

女 ３３０ ４３８４ ９７

缺失 ３８ ９２６７ ０４

大学专业 文科 ２０６ １８６７ １４４ ２４６５ ０２９２

理工科 ６２７ ６１９１ １３２

医科 １０１ １０９１ １２１

缺失 １１８ ９２６７ １３

家庭居住地 大城市 ２９４ ２６７２ １４９ １４１８７ ０００３

中等城市 ２３７ ２２１２ １４２

小城镇 ２０６ ２１７９ １２３

农村 １８１ ２０４０ １１０

缺失 １６４ ９２６７ １８

大学分类 一本 ７９１ ７７４９ １３４ ０７５２ ０３８６

二本 １５０ １５１８ １２５

生源地 北京 １２９ １３１９ １２７ ００５６ ０８１３

外地 ７７１ ７７６３ １３０

缺失 １８５ ９２６７ ２０

２３　恋爱不成功已经成为大学新生的主要困难和挫折之一
在被调查对象中有４８１人有过恋爱不成功的经历，约为总

人数的５２％。大学生在入学后遇到的主要困难挫折和困难为
不自信和不习惯大学学习方式，而恋爱不成功紧随其后，且存

在着专业、性别、城乡差异，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男生较女

生的在“恋爱不成功”方面频率较高；文科学生较其他专业学生

遇到的困难在“恋爱不成功”方面更明显。来自大城市的学生

“恋爱不成功”的经历较其他地区学生多。

２４　访谈结果显示大学新生对于“婚恋观教育”有需求
在访谈过程，少数北京生源表示高中曾有老师讲过生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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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但是均无系统的“婚恋教育”。受访者反映同学中约有二成

有过恋爱经历（高中阶段），少数同学也有过“分手的痛苦经

历”。学生反映高中阶段大多数父母是反对他们谈恋爱的，而

上了大学反而有家长鼓励学生谈恋爱。有一半的新生表示希

望大学阶段能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对于恋爱和婚

姻的关系，被访者均认为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

不会只谈一次恋爱。所有学生均表示大学新生教育期间开设

婚恋教育课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问及学生对于婚恋观教育内容时，学生认为应该含有如

何谈恋爱、分手应该如何处理、结婚条件、学校的相关规定等，

几乎没有学生提出性教育应该是婚恋观教育的内容。但问及

是否需要性健康教育时，学生表现的比较含蓄，都表示如果有

还是好的，也有学生表示可能“不好意思听”。

不同专业学生在访谈中表现并不一致，文科学生较理工科

学生和医学生更愿意谈，也乐于参与婚恋观教育。理工科学生

和医学生表现比较含蓄，同时对于性教育的有关问题，较少主

动提出自己的见解。男女生比，女生对于恋爱问题更向往，且

家长较于男同学更愿意与女同学谈及婚恋相关问题。女生的

性教育知识了解较男生多，有学生表示初中、高中学校提供了

专门的女生生理卫生健康教育课。

#

　讨论与建议
３１　大学新生中恋爱问题现状

本研究显示大学新生中恋爱问题虽然不多，但是仍是学生

入学适应期一个主要障碍之一，需要引起高校管理者注意。以

往研究显示［９－１１］，大学适应期教育中更多注重学习方法、学习

态度、学习规范引导，而随着学生恋爱问题的提前，大学新生中

的恋爱问题也应该受到重视。了解大学新生恋爱及其相关问

题，对于提高大学新生的适应能力，促进学习有一定的作用，而

对于大学生后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则有重要的意义。

３２　新生教育中应含有婚恋观教育
本研究显示，新生即有婚恋观教育的需求，而目前各高校

开展的大学新生教育中，并没有针对婚恋观的教育内容。那么

加入婚恋观教育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生活、做好大学规划也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性教育更应及早进行，学生中亦有

需求。性健康是大学新生的需求，学校目前普遍缺乏这类教

育，而大学生正处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也是生理和心理的转折

期，设计好健康教育内容，对于学生成长十分必要。本研究结

果与２０００年北京医科大学黄悦勤等［８］在北京市高校开展的调

研结果相似，尽管只是新生中的调查，也显示了高校在性健康

教育、婚恋观教育上仍需加强。

３３　婚恋观教育应有重点分类指导
国内外有关研究均显示，婚恋观教育在青少年不同阶段和

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背景应该有所侧重［１２－１８］，本研究也证明考

虑到不同学生需求的差异性，新生中开展婚恋观教育要区别对

待，针对存在不同需求的学生群体，提供个性化、差异性的教育

和引导，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工作。例如，对于男生而言应加

强对其恋爱观的引导，防止因恋爱失败而做出极端行为；对于

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教育时也应该有重点，对于理工科学生和

医学生应该加强性教育，文科生加强恋爱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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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性欲多元化内涵的初步讨论
周正猷　周峪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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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原欲理论的启示，在人类性多元化的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成人性欲多元化的内
涵，提出人类性欲源自于生命过程和生命繁衍的需要，源自于大脑和情感（心灵）的需要。儿童期各阶段的

器官原欲发育至成年，参与了成人性欲的重要组成，统称之为生命之欲；成人以生殖为目标，在性激素的作

用下产生生殖器官交媾欲，与性器官的原欲组合构成了成人性欲的霸权地位，和其他各器官的原欲，尤其是

人类所特有的脑性欲、情（心）性欲，共同组成了成人性欲。生殖器官交媾欲和全身各器官原欲，特别是与大

脑密切相关的更高爱情欲求的协调一致，在完成生命过程和生命延续的进程中，享受人类的性爱、情爱的满

足，享受生理、心理直至心灵层面的极致体验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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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儿童性欲学说和人类性多元化现象的基础上，发现
成人的性欲望由四种成分组成，其一是与生命相关的伴随一生

的原欲，其二是受制于性激素与生殖繁衍相关的生殖器官交媾

欲，其三是人类特有的脑性欲，其四是人类的情感、心灵的更高

欲求。

!

　性欲原是生命之欲
１１　皮肤接触之欲

人类从胎儿开始就有皮肤接触的需要，降生以后的孩子对

抚摸、轻拍、搂抱、亲吻等会有特殊感情。儿童也喜欢以拥抱和

亲吻表示亲昵，这种行为一直保持到成人。

在人类的性行为中，皮肤接触（拥抱、抚摸等）是激发和积

累性欲的重要途径。对所谓的性敏感区如后脑勺、颈、耳垂、

额、发际、面颊、眼睑、胸、乳房、腋、脐眼区、小腹、阴阜、会阴、大

腿内侧、臀和手足等处（有些人敏感区可能像“穴位”一样遍布

全身，约４０多个点，甚至挠脚也可能引起强烈性刺激）的持续
抚摸，是重要的性挑逗行为。因为女性性敏感区比较弥散，性

挑逗行为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性生活的质量，而且皮肤接触本身

也是人类性欲满足的一个重要方面。性学家们一致公认皮肤

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

女性对皮肤的触摸更为敏感，更易动情，更希望能经常享

受到抚摸的欢愉。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拥抱和接吻的欲望比性

交更为强烈。女人在没有习惯性交之前，抚摸常使她们感到异

常愉快和舒适，也得到感情和身体上的满足。女人在日常的婚

姻生活中，对皮肤接触的需要更不逊色，尤其是进入老年，肤体

接触更不能少。

１２　口、鼻腔摄入之欲
口、鼻腔是人一生摄入营养物质和氧气的器官，是生物体

的生命线，食欲和口欲自然融合，难以分离。从出生时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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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吮吸乳汁，呼吸空气，需要口（鼻）腔的运动，该区域的快

乐感受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地位。

人类口腔欲到青春发育期以后发展更快，口腔自然成为表

达爱抚和接受爱抚的重要器官。女性肥厚而鲜艳的（充血的）

口唇是性感的，接吻又发展到半张口更深的接吻方式，唇和口

腔黏膜的广泛接触，舌尖、舌面的有力的摩擦，更使接吻成为不

亚于皮肤接触的另一个重要的性行为，也是人类获取性欲满足

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女人的嘴唇在许多方面像阴唇那样敏感。接吻时更有极

其敏感的舌尖相助，常能激起强烈的性欲望。有些男女互相以

嘴、舌接触对方生殖器，或舐或吮，更容易引起性兴奋。甚至以

口交的方式达到性满足。这种形式的性活动在许多动物中也

存在。在人类只有在完全以口交代替性交之时，才认为可能是

异常。

鼻腔也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通道，孩子也大多

喜好揉鼻子、挖鼻孔或鼻腔塞物。成人独处也常有此癖好，并

以此小动作来消除困倦或挫折感；成人间的亲昵和接吻常喜欢

摩擦或亲吻鼻子，有时也对咬鼻子；有些地区或民族，用互相碰

擦鼻子等方式来代替接吻。性兴奋时在乳头、阴蒂等性敏感区

充血的同时，鼻孔两壁的海绵状条肌也会因充血而导致鼻孔扩

大和肿胀。可见鼻也是性感敏兑的器官。人工以电子震动器

施加刺激可以引导出鼻子高潮［１］。

１３　肛门、尿道排放之欲
肛门、尿道是人排泄食物残渣和生化废料的器官，排泄的

需要和相应的快感有机相联，继孩子对皮肤接触的需要和口

（鼻）腔区域的需要日益强烈之后，该区域的需要也日趋突出。

成年女性肛门区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性敏感区域，一项男

性同性恋２６０人的调查发现有 ５１５％的人存在有鸡奸行为。
可见虽然由于文明和卫生的原因，肛门欲未得到发展，多数人

趋向于退化，但也确有一些人仍然得到维持甚至放纵。

对尿的排泄产生快感也是确实存在的，许多高等动物发情

期雌性会短暂多次撒尿以引诱雄性动物。少数妇女排尿会出

现性欲满足；刺激尿道口和尿道可有较强的性欲激发作用；男

女自淫刺激尿道口和尿道而造成膀胱、尿道异物者并不少见；

在人类的性行为中尿道口和尿道同时感受刺激，协助性欲的满

足。男性阴茎以龟头包皮系带和沿尿道分布的皮肤直到阴茎

根最敏感，性高潮中尿道也直接参与了射精过程；女性性行为

中，尿道口处于阴蒂与阴道之间，性感同样敏锐，对女性进入高

潮有很好的作用。

人类对肛门、尿道欲放纵的现象可见于与肛门、尿道相关

的各种性行为和直肠、膀胱异物以及相关的性变态等［２，３］。

１４　性器官的原欲
调查发现有半数以上的男孩在１５岁以前就有举阳反应。

孩子若经常接触性器可称“自淫”。近半数的儿童青春发育以

前已有手淫等自慰行为，其中５０％以上发生于５岁以前。例如
女孩挟腿综合征等多数发生在２～４岁，此时性器官的发育还不
完全。青春发育前，儿童手淫和情欲高潮存在的事实，应该能

证明性器官原欲的存在；更年期以后，性激素分泌减少，已近停

止，性器官的结构和功能都开始逐渐衰退，如女性阴道干涩、弹

性下降，生殖器官交媾的欲望下降。进入更年期的老人非雄性

激素支撑的性行为欲望和性欲满足过程的存在，也应该是性器

官原欲存在的证明。

性器官的原欲和生殖器官交媾欲的关系，就和其他的器官

性（原）欲与其生命欲望的关系一样，例如食欲和口腔欲、排泄

欲和肛门欲、感觉器官的接受欲和感官欲等等，同样生殖器官

的生理功能是通过生殖器官的交媾而完成精子和卵子结合的

任务，早于这一生理功能之前就已经存在性器官的原欲。其他

的器官原欲和生理功能是同步的，只有性器官原欲与其生理功

能是有时差的，也正是这种时差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性器官的

原欲和生殖器官交媾欲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能混合在一起，

形成性器官性欲的霸权地位，但一旦过了生殖期，生殖器官交

媾的欲望减弱并逐渐失去，性器官原欲却能一直保持到生命的

终极。虽然没有生殖器官交媾欲，在器官原欲中，性器官的原

欲仍然能保持强势的地位［３，４］。

１５　感觉器官信息之欲
随着身体的发育感觉器官的功能也逐步发育和健全起来，

生物体摄取视、听、嗅、味等各种感觉信息的器官，也属于能获

得生活本能欲望满足的器官，例如，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和嗅、

味觉器官等，这些感官对性信息的摄取能不同程度地影响性欲

的积累和满足。

视觉有激欲和积欲作用，这在动物界是很普遍的。人类新

生儿就爱看色彩艳丽的画面，是视觉使幼儿有了性别意识。成

人后视觉对性欲激发作用更为突出，人人都有爱美之心，女人

的丽质、男人的英俊多是通过视觉加以判断。俗话说：“男人靠

眼睛和双手去爱”。男性对异性的接触能激发性欲。对异性彩

色的服饰、照片，对异性肉体的线条，裸露的性感部位（乳房、大

腿、会阴等）的视觉信息都会激起强烈的性欲；眉目传情的说法

更是一语道破视觉的性功能。

人类胎儿对听觉就已有所选择，往往喜听美妙柔和的曲

调。实验证明调情的乐曲能激发人的性欲。听觉对女性尤为

重要，俗话说“女人用耳朵去爱”。温情的窃窃私语，多能打动

女人的心。

嗅觉的激情作用源之于低等动物的性外激素，高等动物的

特殊体味也是引诱异性的重要信息。人类婴儿在出生的最初

几天，他对母亲的体味和乳味的嗅觉功能就已启动，成人后对

芳香和异性的体味有特殊的偏爱，男性的体味甚至可以调节女

性的月经周期。

"

　 性欲是生命复制（生殖器官交媾）之欲
儿童８～９岁开始将揭开青春期的序幕。随着体内分泌环

境的变化，性腺发育成熟和性激素水平的增高，而导致性生理

的迅速发育成熟和第二性征的出现。男孩１２岁以后进入青春
期，由于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增多，加速了睾丸发育，曲细精

管产生精子，睾丸体积增大，阴茎变粗变长。喉结增大，声调粗

而低沉，胡须、阴毛、腋毛逐渐生长，形成男孩特有的体型和英

俊潇洒的风度。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出现遗精现象。男性性欲

以生殖器为中心向人体四周扩散，男性解决性需求的方法为渴

望性交并且通过射精带来快感。

女孩一般１３岁左右初潮，性器官和第二性征发育也初步成
熟，发音尖细，乳房增大丰满，阴毛、腋毛生长，胸部和臀部发

达，皮肤柔润光泽，皮下脂肪丰富，而形成女性特有的体型美。

女性性欲可由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刺激而增强，比较弥散，可

从身体四周集中到生殖器。女性则可以通过性幻想、爱抚、接

吻和性交等多方面源泉来满足性需求。

动物的性欲只存在于发情期时，说明动物生殖器官的交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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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完成精子、卵子的结合，完成生殖功能，其动力是由性激素

主导的生殖器官交媾欲。同样年轻的成年男女自然会发生性

关系，男人主动追求女人，主动性交，并把精液射进女人的阴

道，精子在阴道的后穹隆经过宫颈口，穿过子宫颈口的黏液栓，

上行找到输卵管开口，经过输卵管颊部、壶腹部，在输卵管迷路

找到卵子，并穿过卵细胞膜，钻进卵细胞，使携带的Ｘ或Ｙ染色
体与卵细胞的ＸＸ染色体结合，从而完成受精过程。

人类在成年以后到更年期之前这段时间，生殖器官交媾欲

和性器官原欲结合在一起，并始终处于霸权地位。生殖器官交

媾欲是一般人常说的性欲，人类从生殖期到更年期的整个成人

阶段，生殖器官交媾欲作为人类性欲的主要成分和主要表达模

式，人们常常把生殖器官交媾欲的满足作为“美满性生活”的象

征，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是一种误解。只是在动物，生殖器官交

媾欲的满足才是性欲满足的最高形式，也是唯一的极致状态，

但在人类却不是，在人类生殖器官交媾欲的满足只是性欲满足

的一种低级形式［３］。

#

　性欲是大脑兴奋之欲
３１　脑性欲存在的客观事实

人们提出人有三大欲望，即食欲、性欲和脑欲。我们可以

这样理解，食欲和口欲相伴，性器官的性欲由原欲和交媾欲组

成，脑欲自然包含了对一般信息和大量性信息的需求［５］。脑性

欲可以理解为生命对信息需要之欲和相应的与之相伴的性欲。

除了主要性器官和次级性器官接受信息引起性高潮以外，

还可以有大脑活动直接导致性高潮。通过性幻想、性想象或性

梦，而出现性高潮（排精或遗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尤其是

禁欲期的青少年或单身者更多见。青少年做性梦是司空见惯

的事，有人作过调查，认为近６０％的青少年会做性梦，独身健康
成熟男性的梦遗发生率可达９０％以上。

在清醒状态下，人的意识是清晰的、积极的、警觉的，在睡

眠、催眠或意识清晰度下降的状态下，大脑本身的活动会不受

意识的完全控制。当出现意识范围变窄的专注状态时会出现

白日梦。白天非睡眠状态下，所做的与性有关的白日梦称为性

白日梦。

性成熟的男女没有出现过性白日梦现象的人不超过２％，
婚前性成熟的男女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会经常有性白日梦出

现。在其中，性器宫可能充血，产生性兴奋，有时也可出现性

高潮。

性白日梦产生的机理与性梦相似，是脑性爱的需求强烈而

旺盛，又不能完全以其他性爱的形式宣泄，脑性爱的逞强使大

脑的活动受很大干搅。脑性爱的满足欲望形成强烈的兴奋灶，

可以性幻想、性梦、性白日梦等等多种形式加以宣泄。应属正

常状态。但若对此等发泄性欲的方式过分依赖形成癖好，成为

患者取得性满足的主要行为模式，则也应视为非正常状态如幻

淫癖、梦淫癖等。

随着网络科技进入生活，通过网络、手机等虚拟空间，更多

的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场所，将精神生活现

实化了，人们在网上恋爱、网上结婚甚至网上性生活，实现了虚

拟性爱，能达到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性爱满足，甚至发生在没有

任何性经验的个体身上，这完全是大脑的作用。脑性爱的满足

可以无所顾忌，也不伤大雅。

３２　大脑也是性的中枢
很多人认为性爱只是一项纯粹的下半身运动，指的是性功

能调节的初级中枢位于脊髓。脊髓骶段的初级中枢能直接控制

阴茎的勃起和射精，控制阴蒂的勃起、阴道壁血管充血以及阴

道壁下１／３段的平滑肌的节律性收缩等。
其实大脑才是最重要的性器官，在整个性爱过程中，下丘

脑神经核负责分析身体和视觉系统传输过来的信息，嗅脑负责

分析嗅觉感受器传来的信息，大脑边缘系统则分析综合相关性

信息，产生相应的感觉和情绪，通过相关神经活性物质调节性

活动和身心状态。这三部分组成了性爱的最高“司令部”。其

中的重要成员有多巴胺、泌乳素、去甲肾上腺素、催产素和促肾

上腺素等，正是这些物质的变化给人带来了不同感受。

良好的性爱需要有足够的睾酮。当伴侣开始接吻、爱抚，

性兴奋随即启动。此时，脑部多巴胺含量逐渐增加，性欲也随

之增加，更加充满激情。研究证明，多巴胺能激活大脑中的“奖

赏回路”，使人能够体验到幸福愉快的感觉，甚至产生如梦如

幻、飘飘欲仙的感觉。大脑中还会产生大量内啡肽，也能使人

产生快感与幸福感。

女性在高潮时，大脑前额皮层的部分实际是关闭的。这

时，她们的大脑可能是一片空白，就像失去控制一样。当高潮

退去，多巴胺开始锐减，泌乳素释放出来。泌乳素对性欲产生

抑制作用，降低男性激素水平，终止性行为。做爱时，体内的后

叶催产素会上升，促进骨盆收缩，让女性更能达到高潮。后叶

催产素能让人感觉更安全，更激情。它是一种信任荷尔蒙，能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做爱高潮后的愉悦感，能增加脑内的５－羟色胺，舒缓焦
虑、压力和苦闷，降低皮质醇水平，随着压力的缓解，头脑变的

清晰，视觉及创新思维能力被激活，高潮后会有一种满足感。

性爱过程中脑内苯乙胺水平上升，苯乙胺是浪漫的爱情化学分

子，让人坠入爱河，感觉快乐陶醉。

性器官接受的信息都必须经过相关的脑结构分析、综合，

通过相应的生理生化过程而产生性快感，甚至达到性高潮。所

以，大脑是主管个体性活动的中枢，人脑不仅是实现脑性爱的

性器官，更是实现情（心）性爱的主要的性器官。

$

　人类独有的情（心）之欲
４１　爱情是超出性欲的一种特别的欲求

最近在英国《性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

康科迪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该校行为神经学研究中心成员、

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吉姆·普福斯说：“爱情和性欲分别

激活了大脑中不同的特定区域，不过这些区域之间存在联系。”

他们分析了２０份独立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检测了测试者在
浏览色情图片或爱人照片时的脑部活动发现，大脑的岛叶和纹

状体是追踪性欲转化为爱情的关键脑区。

爱情和性欲能够激活纹状体的不同区域。性欲激活的那

个区域通常由能够带来快感的事物激活，比如性爱与食物。爱

情激活的那个区域，与奖励或快感配对的事物相关。也就是

说，随着性欲转化为爱情，两者是在纹状体的不同地点接受大

脑处理的。纹状体的爱情区域也是与毒品成瘾相关的区域。

所以有人认为爱情会让人上瘾。爱情导致了欲望和渴求，并像

可卡因一样触发大脑中相同的兴奋区域。实验也观察到，刚刚

坠入爱河中的女性大脑中，与奖励、情绪和注意力相关的区域

更加活跃，爱情会激活大脑中与习惯形成和药物成瘾相关的

部分。

另一项研究是对 １７名热恋者的大脑使用功能性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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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ＲＩ）进行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所有热恋的被试者大脑中
主管“奖赏”和“动机”的脑区都被激活。这一发现为爱情和大

脑动机系统之间关系提供了生理学依据。爱情最根本的特征

是一种能够导致特殊情感体验的动机，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

种奇妙的体验，让人总是不懈地去追求，

当被试者看到他（她）所爱的人的照片时，脑的腹侧被盖区

（ＶＴＡ）和背侧尾状核进入激活状态。而且，被试者的爱情体验
越强烈，大脑特定区域的活性越强。研究证实，此时大脑的这

些部位富含多巴胺，也正是这些部位是强烈爱情的发源地。

研究也证实，爱和性分属大脑不同的系统管辖，激发爱情

体验的脑区，和性唤起相关的区域是分开的，它们之间只有小

部分的重叠。说明性和爱情既有联系，但也不是一回事。能激

活爱情的区域主要在右侧大脑，在维持长久爱情的人的大脑

中，“腹侧苍白球”区域的活性会有明显增强。

正如拉特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Ｈｅｌｅ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所说：“性的驱动力、浪漫的爱情和对伴侣长期的依恋
感，人类进化而来的这三种特性不仅和求偶及生殖有关，而且

在大脑体系中相互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中爱情的生理

基础会发生变化，使强烈、浪漫的爱情因而渐渐转化为依恋

感”。

现实也说明，爱情不仅是人类一种最强烈的情感体验，它

比性的冲动更加持久有力，而且具有与亲情更加接近也更趋于

结合的特点。

４２　人类的情（心）之欲
雌性动物只在天时地利和有利于幼崽生存的条件下，才会

进入发情期，才愿意接受雄性的交配行为，而相应的，只有在雌

性动物发情的前提下，雄性动物才会出现强力的性欲望，从而

完成两性的交合。动物性行为纯粹为生殖后代，动物性行为一

般都比较短暂，只以完成精子的输送过程为目标，也只有一般

的性快感而对其性行为予以奖赏，所以很多人认为动物没有性

高潮。

狮群中任何一头雌性进入发情期，雄性狮王必须满足雌狮

的性要求，别无选择。９７％的动物不是一夫一妻，而是乱交，能
战胜对方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动物的性活动服从于雌

性的排卵，专为生殖繁衍的功能而设立。即使是鸟类（如鸳鸯）

的卿卿我我，甚至一辈子的缠绵相伴，目标仍然是至少主要是

生育后代。

而人类的性则不同，生殖繁衍已经不是其主要的目标，很

多人更主要的目标是享受性乐趣，享受人类的爱情生活。成年

女性没有发情期，男性更然，随时都可以接受性交，性交时间比

较长，得到性高潮的频率也很高。

即使是男人，虽然还保留了雄性动物喜欢乱交的部分特

点，但也不是说就像动物一样，不分老幼，不分美丑，闭着眼睛

只管做（爱），人毕竟是人，讲情、讲爱，还讲道德、文明。尤其是

女人，绝不会随意的与一位陌生的男士上床作爱，而是与有情

有义的、愿意有感情投入的男人一起共度良宵。人类是感情动

物，任何行为都禀赋了丰富的情感，性行为更然。

人类的性爱、性行为不仅仅是生理的、心理的，更凸显的是

一种情感的、心灵的（超个人的）。性爱和情爱相辅相成，互动

提升，不断超越。所以只有到了人类才有爱情可言，良好的性

爱发展着情感，感情的浓郁又使性爱升华。人类社会、人类文

明永远歌颂的主题之一就是人类的爱情，至高无上，甚至超越

生命本身。

儿童原欲的发育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地球生物性进化的历

程，由于人类情感和亲缘关系的高度进化，人类各阶段的原欲

和人类的性爱一样进化达到一个新的顶端，都是动物所不能比

拟的，正如人类的性是世界生物性进化的顶峰，是生物性的佼

佼者一样，构成成人性欲的每一种原欲都同样是佼佼者，成人

的次级性器官的有效刺激都能达到情欲高潮，主要性器官、次

级性器官甚至辅助性器官的刺激都能获得性快感。可以说成

人性欲既包含了（又发展了）儿童各欲期的原欲（包括主要性器

官的原欲），更包含了成人主要性器官在雄性激素作用下高度

发育的生殖器官交媾欲。这一概念还只是生理层面的，或者说

只是动物层面的，要说人类层面的性欲求，其内涵之深邃，就不

是言语能表达得尽善尽美的了。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的性爱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男女之

间喜爱、仰慕，才能得到性爱。真正人类意义上的爱情，情爱的

体验更为深刻。动物重性，人类重情，已是人们的共识。一见

钟情的现实证明了真正的爱情不仅包含现时强烈的恋情，更包

含了潜意识层面强烈的亲情。替代的亲情和恋情的迭加构成

了一见钟情的深刻体验［６］。

人类爱情的显著标志是情爱的丰满，性爱加上友情、恋情

和亲情之爱，就是人类的爱情。这些情爱之中，亲情是重要的

基础，亲情越多越浓，这爱情就越真越浓，越牢固。两情相悦，情

性交融，才会构成人类爱情的最完满的美妙体验［７］。

相爱的男人和女人，身心状态最好，又是在最佳的做爱条

件下，在完美的生理性爱满足的基础上，更有脑性爱和心性爱

的满足，则是人类原性欲的最高满足，尤其是性高潮达到极致

的愉悦体验，加上美妙之极的性爱美感，又同时实现了幼年潜

意识中的和现时心理的、心灵的最大满足的时候，性交往才能

促成人类爱情的最高满足状态。使人进入一种似神似仙在云

里雾里飘飘然的美好体验，甚至是一种频死的、灵魂出窍的奇

异快感之中。身体融合的快乐，心理融合的满足，超越身心直

达心灵层面的无法以语言能表达清楚的一种绝妙心境、极乐体

验，这才是真正人类的性和情的高潮体验，是人类爱情的真实

境界［８］。

参 考 文 献

［１］　胡佩诚，徐震雷，白璐．性高潮的生物学研究（续二）．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２０（３）：５１－６０．

［２］　周正猷．少儿早期性教育．北京：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２
－４５．

［３］　周正猷，金宁宁，姜伟颖，等．原欲理论雏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
（１）：１３９－１４４．

［４］　夏光明，王立信主编．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文集）．合肥：安微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　萧心，李扁．论脑欲与性活动的本质．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５，１４（７）：４７
－４８．

［６］　周正猷．人类爱情内涵初探．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８）：３２－３８．
［７］　周正猷，周峪锌，金宁宁．一见钟情是人类爱情深层的基础．中国

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２）：１０４－１０７．
［８］　周正猷．婚恋异化现象解析．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８１－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１４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０２１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刘彦伟（１９８０－），女，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伤后性
功能障碍的心理治疗。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６

心理治疗对骨盆骨折合并后尿道损伤术后性功能和
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彦伟１　林晶晶１　汪晓俊１　邹雪莲２　陈书尚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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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治疗对骨盆骨折合并后尿道损伤术后性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
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收治的骨盆骨折合并尿道损伤患者共４４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
（各２２例）。对照组手术前后接受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于术前及术后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综合心理行为干预治疗。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伤前、术后第３个月和第１２个月性生活情况、ＩＩＥＦ－５评分
和ＳＦ－３６生活质量调查表评分。结果：两组患者伤前每个月性生活频率、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和 ＩＩＥＦ－５
评分比较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与伤前相比，两组患者伤后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均明显升高（Ｐ＜
００５），性生活频率和ＩＩＥＦ－５评分均明显减少（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性生活频
率和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升高，ＳＦ－３６生活质量调查表各维度评分中，生理职能、总体健康、情感职能和精神
健康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针对性的综合心理行为干预治疗有助于骨盆骨折合并尿道损伤患者恢

复勃起功能，有效解除心理障碍，改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心理治疗；骨盆骨折；尿道损伤；勃起功能障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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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伤所致的骨盆骨折容易引起尿道损伤，常伴有勃起功能
障碍［１］。长时间的勃起功能障碍致使患者出现精神心理问题，

即使在术后器质性病变已完全修复后，仍会因为心理障碍而导

致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碍［２］。因而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对患者性

功能的恢复十分重要。我们在围手术期和术后，对骨盆骨折合

并尿道损伤患者，经充分心理评估，制定并实施了个体化心理

干预治疗，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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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收治的骨盆骨折患
者。入选标准：男性，已婚，合并尿道损伤，年龄２４～５０岁，无其
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共入选４４例，平均年龄（３８９±１０４）
岁；其中蝶形骨折１４例，粉碎性骨折１０例，双直型骨折６例，耻
骨骨折伴坐骨骨折３例，单纯耻骨骨折４例，耻骨联合分离３
例，其它类型骨折４例。４４例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后，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２２）和对照组（ｎ＝２２）。两组患者的年
龄、受教育程度、手术方式、经济条件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观察组 对照组

年龄（岁） ３８４±１０５ ３９２±１０８

受教育程度

小学 ３ ４

初中 ６ ５

高中 ８ ９

大学及以上 ５ ４

手术方式

急诊尿道会师术 ７ ５

狭窄内切开术 １１ １３

尿道端端吻合术 ４ ４

经济收入

年收入３万元以下 ４ ４

年收入３万～１０万元 １２ １３

年收入１０万元以上 ６ ５

１２　尿道损伤手术方法
本组４４例患者入院时均留置尿管失败。急诊行尿道会师

牵引术１２例，其余３６例均一期行膀胱造瘘术，其中二期行狭窄
内切开术２４例，二期行尿道瘢痕切除＋尿道端端吻合术８例。
１３　心理治疗

对照组患者手术前后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术前准备、围手

术期护理、抗感染、术后随访。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采取一对一的综合心理行为干预

治疗。包括针对患者及患者配偶的认知及行为干预。

针对患者的认知、行为干预：（１）伤前向患者介绍病情、手
术方法、围手术期可能并发症及如何配合治疗；（２）术后出院前
向患者讲解骨盆骨折合并尿道损伤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

原因，阐述精神心理因素对性功能的影响，性功能恢复效果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良好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促使患者保持乐

观情绪；（３）出院后每个月定期随访复查，针对患者出现的心理
问题，采用理性情绪疗法，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使患者以理

性信念面对现实生活，增强自我评价及自我接纳意识，摆脱悲

观消极情绪；鼓励并指导性生活，让患者自我总结出勃起功能

障碍中各种可能原因；询问患者性生活中苦恼的问题，鼓励患者

以忽略症状的方式进行性生活。

针对配偶的认知、行为干预：（１）向患者妻子详细讲解骨盆
骨折合并尿道损伤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原因，阐述精神心

理因素对性功能的影响，以及配偶的行为对患者性功能恢复的

重要性；（２）使患者妻子关心、理解、体贴患者，积极督促患者执
行康复计划，鼓励并主动配合患者进行性生活的尝试；（３）出现
问题时要以包容心态与患者相互沟通，以积极的情感支持改变

患者的心理行为。

１４　评价方法
询问并记录两组患者伤前、术后第３个月和第１２个月性生

活情况，包括每个月性生活次数、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

伤前和术后第１２个月，采用国际勃起功能评分问卷（ＩＩＥＦ
－５）［３］，根据患者在过去６个月内性生活的情况，对患者的勃
起功能进行评定。重度（５～７分）；中度（总分８～１１分）；轻度
（总分１２～２１分）；勃起功能正常（总分２２～２５分）。

术后第１２个月，采用ＳＦ－３６生活质量调查表［４］评定患者

生活质量。该调查表有８个维度：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
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综合

分数０～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采用配对ｔ检验或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秩和检验或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伤前及术后性生活比较

如表１所示，两组患者伤前每个月性生活频率及勃起功能
障碍发生率比较均无明显差异。与伤前相比，两组患者伤后的

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升高，性生活频率明显减少。术后１２
个月，观察组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性生活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伤前及术后两组患者性生活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勃起功能障碍［ｎ（％）］

伤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性生活频率（次／月）

伤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观察组 ２２ ２（０９） １０（４５５） ７（３１８） ７１±２１ ２５±２５ ３５±２２＃

对照组 ２２ ２（０９） １１（５００） ９（４０９） ７５±１９ ２１±１６ ２２±１９

　　注：表示与伤前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伤前比较，Ｐ＜００１；＃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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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伤前及术后第１２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伤前的ＩＩＥＦ－５评分无明显差异，但术后１２个月

观察组的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第１２个月生活质量比较

评估结果显示，术后１２个月，观察组患者ＳＦ－３６生活质量
调查表各维度评分中，生理职能、总体健康、情感职能和精神健

康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伤前及术后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例数 伤前 术后１２个月

观察组 ２２ ２３４±５９ １０６±４８＃

对照组 ２２ ２３８±５４ ８０±３５

　　注：表示与伤前比较，Ｐ＜００１；＃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的ＳＦ－３６生活质量调查表评估结果比较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观察组 ５６８±１２１ ７４２±１３０＃ ７２５±１２６ ５９９±１１９＃ ５５８±１１２ ７４４±１４５ ７８０±１３６＃ ６９３±１３９＃

对照组 ５８１±１１４ ６６０±９１ ７３２±１３５ ５０１±１２８ ５４５±１０７ ７２６±１５０ ６７７±１４４ ６１０±１１０

　　注：＃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骨盆骨折是一种严重创伤，常发生在塌方和交通事故中，

多为强大的外力所致［５，６］。依据骨盆骨折后形态可分类为压缩

型、分离型和中间型，依据骨盆环稳定性可分为不破坏骨盆的

稳定骨折（包括前环骨折如耻骨支骨折、髂前上棘撕脱骨折）和

不稳定骨折（后环骶髂关节及其两侧的骨折脱位和耻骨联合分

离），依据骨折部位，除了前述稳定骨折的部位外，还包括骶髂

关节脱位、骶髂关节韧带损伤、髂骨翼后部直线骨折、骶孔直线

骨折和骶骨骨折。

由于解剖上的关系，骨盆骨折时后尿道容易受到肌肉的剪

切或拉伸而发生撕裂或完全断裂，其中尤以膜部尿道最容易遭

到破坏。勃起功能障碍是骨盆骨折后并后尿道损伤的并发症

之一［７，８］。韦庆凡等［９］研究发现，骨盆骨折后并后尿道损伤患

者伤后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高达５４６７％，尿道损伤修复手
术后１周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５２００％，而术后１年勃起功
能障碍发生率降至３８６７％。本研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后３
个月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分别为４５５％和５００％，与文献报
道相类似。

骨盆骨折合并后尿道损伤后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主

要包括创伤或医源性损伤造成阴茎勃起神经损伤和血管损伤、

尿道损伤手术处理方式、恢复时间、患者年龄及社会心理因

素［１，２，１０，１１］。支配阴茎海绵体的神经常常与营养阴茎海绵体的

血管伴行，在前列腺部及膜部尿道后外侧汇合形成血管神经

束，控制阴茎勃起。该血管神经束紧邻尿道，尿道损伤及后期

的修复手术，容易损伤该血管神经束而引起勃起功能障碍。在

处理尿道损伤时要注意盆丛神经的走行，针对损伤范围和合并

伤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尽量避免医源性误伤或加重了原

有神经的损伤［１０］。

心理因素是骨盆骨折合并后尿道损伤后发生勃起功能障

碍不容忽视的一个常见原因［１，２，１３，１４］。首先，骨盆骨折往往合并

有其他器官的严重损伤，如膀胱破裂、直肠破裂等。伤后的临

床救治往往针对这些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而忽略早期的勃起功

能障碍，不能及时而有效的治疗。较晚发现的勃起功能障碍使

患者承受了长时间的精神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较大，就越害

怕性交失败，更加重了勃起功能障碍。其次，严重创伤给患者

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术后生活，还让

患者觉得自己不再是功能齐全的人，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

力［１５］。此外，严重的创伤体验本身在患者心理上留下痛苦的心

理体验，即使术后这些患者已经不存在器质上的病变，但在心

理因素的驱使下患者仍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

最后，神经血管因素可通过盆底肌肉功能训练逐步好转。

本研究通过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对患者及其配偶

实施了持续的心理治疗。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尿道修

复手术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患者创伤逐步愈合的同时心理

障碍也逐渐恢复正常，性功能也相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术

后１２个月随访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性生活频率和 ＩＩＥＦ－５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此外，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的
ＳＦ－３６生活质量调查表各维度评分中，生理职能、总体健康、情
感职能和精神健康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针对性的心理

治疗不仅有助于患者恢复勃起功能，而且可有效解除心理障

碍，增强患者自信心和社会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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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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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坚持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和对情境的关注，按场所人数和收费标准将女性性工作者
（ＦＳＷ）工作场所分为路边发廊、休闲会所、宾馆桑拿、ＫＴＶ四类，并对不同类型场所ＦＳＷ的健康观念和自我
保健实践进行分析，结论如下：不同类型场所 ＦＳＷ的主观风险意识与她们对场所的认知和分类密切相关；
ＫＴＶ的ＦＳＷ的主观健康风险与其他场所相比更高；受年龄和阅历影响路边桑拿和休闲阁的 ＦＳＷ自我保护
意识更强；ＦＳＷ的自我保健实践与经验和惯习密切相关，与科学话语主导的健康宣传未必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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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ｖｅｎｕｅｓ　Ｈ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１，
ＺＨＡＮＧＹｏｕｃｈｕ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ｎｔｈｒｏ
ｐｏｌｏｇｙ，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ｘ－ｔｒａｄｅ－ｖｅｎｕｅｓ：
ｈａｉｒ－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ｒｏｏｍｓ，ｍａｓｓａｇｅｐａｒｌｏｒｓ，ｈｏｔｅｌｓａｕｎａｓａｎｄＫａｒａｏｋｅｂａｒｓ（ｎｉｇｈｔｃｌｕｂｓ）．Ｉｔ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ＦＳＷｆｒｏｍ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ｎｕｅｓ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ＦＳＷｉｎｋａｒａｏｋｅｂａｒｓｆａｃ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ｔｈｅＦＳＷｉｎｍａｓｓａｇｅｐａｒｌｏｒｓａｎｄｈｏｔｅｌｓａｕｎａｓｈａ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ＦＳＷ’ｓｓｅｌｆ－ｃａ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ｕ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
ｔｅｄｂ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ＳＷ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ｋ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１４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

　研究背景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７４

万人，当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约４８万人①。据Ｌ市②艾滋病疫
情网络直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该区艾滋病疫情增长快速，２００９
年１～６月性传播染上艾滋病约占感染总人数４７％左右。Ｌ市
疾控中心（ＣＤＣ）在娱乐场所开展的“安全套百分百推广”项目
中贯彻“以性病门诊为依托”的女性性工作者（ＦＳＷ）③艾滋病
外展干预模式取得了很好效果，但随着项目的结束，经性途径

传播艾滋病比例仍逐年上升，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途径。

ＣＤＣ工作人员杨医生也跟我们表达了不解：如今安全套推广已
经做得很好，绝大多数 ＦＳＷ都有戴套防病的意识了，可为什么
性病艾滋病感染率还是居高不下呢？可能的解释是：国家卫生

部门是在“知识、态度、信念、行为”（ＫＡＢＰ）④的框架下对 ＦＳＷ
进行干预，但正确的健康知识和信念未必能促使行动人做出合

乎健康标准的行为，行动人的实践建立在主体长期的惯习之

上，扎根于其所处的情境。人类学的观点认为适当的干预策略

需要建立在对情境和行为主体的关注上，这恰恰是自上而下的

健康推广所缺乏的。

格尔茨［１］曾指出，在陌生之处观察日常生活，并没有像通

常所宣称的那样揭示出人类行为的专断性，而只是揭示出人类

行为的意义按照提供其信息生活模式而发生变化的程度。把

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

他们的难于理解之处就会消失了。借用格尔茨文化解释的方

法，笔者将试图站在她们的角度观察和体验她们对自身健康的

定位和自我保健实践，领会其文化背景和行动逻辑在不同场所

的特点。

国内对ＦＳＷ健康方面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共卫
生部门对ＦＳＷ健康信息普及和安全套推广的防艾项目评估，大
多借用人口学理论和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第二类是潘绥

铭［２］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关注ＦＳＷ的生存状态及相关利益群
体对她们的影响，其中涉及她们对自身健康的看法、安全套使

用，以及与客人间的互动。还有一类是庄孔韶及其学生们的研

究，关注ＦＳＷ群体的“作为文化的组织”的特征及其流动，其中
刘谦［３］对低交易价格性产业的研究中提出组织文化和自律对

医学实践的影响。Ｋｉｒｓｔｅｎ［４］借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和场域的
概念，对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那那利佛ＦＳＷ的健康与她们的象
征资本，如种族、族群和道德感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 ＦＳＷ
根据以上象征资本是有区别的，分析中尤为强调社会的、结构

性因素的作用。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５］根据在巴西做的健康促进项目指
出现行项目对ＦＳＷ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关注很少，而只
集中于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预防上。要提高 ＦＳＷ的性健康
和生殖健康水平，就需要提倡她们的人权，没有歧视地对她们

进行健康关照，关注她们心理健康方面以及饮酒、毒品和来自

客人、性伴侣、皮条客和警察暴力的因素。Ｊｅｎｉｆｅｒ［６］研究了中国
ＦＳＷ使用安全套障碍中的文化因素，提出文化中的“要面子”、
经济独立、信任以及性别规范等要素是安全套使用中的障碍，

和自己男友不用安全套是一种亲密和熟悉的体现。文化上对

权力和权威在性关系中的觉察是对使用安全套与否更为重要

的影响因素。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较少有对ＦＳＷ“主位”的健
康观念和自我保健行为的专门研究，更缺少对她们细分结合场

所特征的分析。因而，本文将结合不同类型场所的组织形式、

ＦＳＷ的教育背景、生活方式和交往圈子等文化因素探讨其与她
们健康观念、自我保健实践之间的关联。

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视角是早期人类学整体论建构的

重要出发点：既把人当作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加以研究，又要

对不同人群的文化系统予以联系性的必要考察，即生物 －文化
整体论。我们对于自身健康和疾病的认知是与我们的文化语

境密切相关，而绝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同时，人类学

也关注主体所处的具体情境，分析和理解情境与主体间的互

动。情境不是指那些泛泛而谈、似乎外在作用于人的宏观社会

文化因素，而偏向于与女性密切相关的、主体有一定体验并做

出某种反应的、融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具体情境［７］。ＦＳＷ作为
行动主体对其身体、健康的建构与社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本

文借用上述的整体论和情境观的视角，把ＦＳＷ的自我保健和求
医行为放在她们所在的工作场所中来理解。

本研究材料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两次深入田野，主要采用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并结
合简单的问卷。

"

　调查点介绍
Ｌ市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是中药商品集散地，人口流动

大，性产业兴盛，ＣＤＣ做防艾宣传时间早，工作开展深入，为我
们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ＣＤＣ根据各场所收费标准和人数将
当地性服务场所分为低、中、高（小、中、大）三类：街边的发廊

（包括路边按摩店）、休闲会所（包括中档按摩店和宾馆桑拿）和

高级夜总会（ＫＴＶ）。据ＣＤＣ２０１０年年初规模调查数据统计，Ｌ
市娱乐场所共 ４２９家，其中高档场所占 ３７１％，中档场所占
１１３％，低档场所占５１６％。本文的讨论延续ＣＤＣ对场所的分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对中国２００９年艾滋病疫情进行的评估。
基于人类学的匿名原则，把引数据的网址隐去，并在本文中把做

调查所在的城市化名为Ｌ市。
ＦＳＷ（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女性性工作者，是一个比较中性、带较
少感情色彩的笼统指称，在访谈当中，她们一般会自称“做我们

这行的”，“我们做小姐的”，ＣＤＣ工作人员和健康促进人员也有
叫她们“小妹”和“美女”的。根据潘绥铭的划分，他把在中国的

“卖淫女”分为７个层次 。这７个层次虽然都可以统称为卖淫，
但依照工作场所的不同，她们所存在组织和雇佣状态、层次和提

供的服务、收入以及人口统计特征也各不相同。本次调查主要

是通过当地ＣＤＣ的引荐进入场所进行访谈，而ＣＤＣ开展工作得
比较深入的是分类中的“陪女”、“发廊妹”和“按摩女”，因而本

研究主要针对“陪女”、“发廊妹”和“按摩女”进行集中讨论，具

体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北京群

言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２３～２４页。
ＫＡＢＰ指的是一种通过灌输正确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培养对疾
病的正确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进而形成良好的对健康的信念（Ｂｅ
ｌｉｅｆ），来影响健康相关的行为（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健康教育模式，其中暗
含正确的知识一定会促使人们拥有正确的态度和信念，进而做

出合乎健康标准的行为，这样的相互间有着递进关系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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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于中档场所中休闲阁和宾馆桑拿场所布局和组织形式差

异较大而分开讨论，因而本文的讨论将场所总共分为四大类：

街边发廊（路边按摩店）、中档按摩店、宾馆桑拿、高级ＫＴＶ。
路边发廊一般多家集中在潘绥铭［８］描述的“红灯区”的大

马路边。街上不时有大卡车飞驰而过，尘土飞扬，噪音很大。

店内摆有沙发、镜子，桌上凌乱的放着几瓶洗发水，里面是厨

房、洗手间和性交易房间。店面由妈咪租下，妈咪手下带八九

个ＦＳＷ，她们自由度高，组织松散。发廊ＦＳＷ年龄跨度较大，有
３０岁以上的，也有１８岁以下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少有上到高
中的，闲暇时一般去逛街或上网。她们一般是老乡带老乡进入

这行的，流动性较大，有时相互间通一个电话听说生意好就直

接过去。与高档ＫＴＶ的相比，发廊ＦＳＷ“专业的”从事性服务，
与客人的关系更直接，言语和情感交流较少，对客人戒备心

较大。

休闲会所一般在大马路边上，若不是门口的招牌，看起来

更像是大户人家的庭院式房子，穿过院子进了里屋的门能看到

按摩椅，里面是小隔间，房间里黑乎乎的没有窗子，我摸索着打

开壁灯开关，灯光黯淡，只摆有一张床。另一家挨着的 ＸＬＸ休
闲阁格局稍有不同，正门进去是前台接待，往里走房间里光线

昏暗，墙上挂着意境朦胧的人体照片，摆有双人床，还有浴室。

这类场所不仅提供性服务，也兼营按摩，组织性因老板而异：有

的组织性较弱，ＦＳＷ不来老板也不问；有的老板管理有方，组织
紧密度高。ＦＳＷ大多从外地被老乡带过来，关系亲密。比起宾
馆桑拿，休闲会所的ＦＳＷ工作压力小，更满意自己的工作环境。
这类场所的ＦＳＷ年龄一般在２５岁以上，教育水平基本是初中
以下，但对国情和局势有自己的想法，遇到问题时更相信自己

的处理方式，对未来生活有着清楚的规划，尤其是有家庭孩子

的，都打算先赚钱存钱，然后转行做生意。

ＴＬ宾馆桑拿集洗浴、桑拿、按摩和宾馆于一体，场所内的压
抑暧昧与外面的喧嚣繁华形成鲜明对比。楼上长廊两侧是性

交易房间，尽头的套间是休息室，一进休息室，浓重的烟味扑面

而来，里面放有两张床、两台电脑。ＴＬ老板阿信哥看起来精明
冷峻，符合香港动作片里的“老大”形象，腰间系个小包，和手下

ＦＳＷ平分她们的所得。场子生意兴隆，组织性强，严苛的管理
和考核是默认规则。另一家宾馆桑拿的老板何哥比较“仁慈”，

但他也无奈地表示“心太软赚不了钱”。这类场所工作压力较

大，能“存活”下来的是成熟、心理承受能力强的。这类场所

ＦＳＷ大多已婚有孩，３０岁以上，教育程度不高，大多只是初中毕
业。除生理期休息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场所，喜欢上网聊ＱＱ和
玩游戏，偶尔去市区逛街。

ＫＴＶ一般位于市中心高层建筑里，室内富丽堂皇、灯红酒
绿，包间落地窗外面高楼林立、霓虹灯闪亮。一个场所一般有３
～４个妈咪（爹?），每个带２０～３０个ＦＳＷ不等，ＦＳＷ对妈咪信
任和依赖。ＦＳＷ每月的“订厢”①要求无形中成为她们流动的
壁垒（要不就是妈咪带着手下的 ＦＳＷ流动），这类场所组织性
强、纪律明晰。ＦＳＷ之间存在的竞争（“试台”就像是竞技台）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她们关系的紧张，虽然在休息室看似无话不

谈，但如是否“出台”②、是否感染性传播疾病等还是属于个人隐

私。这类场所ＦＳＷ基本是本市或附近县市人，年龄在２０岁左
右，一般中专、技校毕业，也有在读大学生，受教育程度比其他

场所的高，成熟实际，训练有素，知道自己在“吃青春饭”。她们

休息一般去逛街买东西，或看电视。与路边发廊、休闲阁和宾

馆桑拿的相比对资讯的需求程度高，电视和杂志是她们了解健

康信息的重要渠道。ＫＴＶ的ＦＳＷ内心有优越感，认为低档场所
的ＦＳＷ是“专业出来做这个的”，而自己不同，跟客人有情感交
流，倾向于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情色服务，并非直接性服务。

#

　不同类型场所
*+,

的健康观念

从文化人类学的生态学观点来看，不再是“没有疾病”，而

在某种意义上与适应有关或为其所定义［９］。下文将从 ＦＳＷ的
日常作息、主体建构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三个方面来对其健康观

念进行论述。

从日常作息来看，ＫＴＶ的 ＦＳＷ晚上八点上班，凌晨三四点
下班，下班后还跟要好的姐妹去吃烧烤，吃完回家看电视到清

晨才睡觉，下午三四点起床，看看电视，有的自己做晚饭，认为

这样比较健康，但也有不少ＦＳＷ只是买了盒饭在化妆间匆匆吃
完就化妆换衣服上班。阿娜（１７岁，宾馆桑拿）觉得很难界定健
康，但至少自己作息都不正常，不能算健康。离市中心较远的

宾馆桑拿老板何哥专门雇了一个阿姨做饭。路边按摩店内一

般都有厨房，到点了妈咪和ＦＳＷ就一起做饭吃。就饮食起居而
言，路边发廊和低档按摩店的 ＦＳＷ比中 ＫＴＶ的 ＦＳＷ要规律
得多。

主体建构的视角强调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

不仅仅是天然的或是环境影响的，把主体的感受和认知，而并

非研究者的分类为基础，更侧重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

不仅仅是建构结果的过程［１０］。ＦＳＷ对健康的认知和实践不仅
仅关乎自己是否舒服和适应、身体机能和各项器官是否正常运

转，还更多的与客人、男友以及做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联系在

一起，并被这些外在力量建构。在访谈中一谈到健康，大多数

ＦＳＷ马上就会联系到艾滋病，认为自己只要不得艾滋病就谢天
谢地了，这与ＣＤＣ长久以来的宣传有关系。她们最大的风险因
素之一是客人，客人是否有性传播疾病、是否愿意戴套、是否会

在半途中把安全套拿掉等，都是威胁她们健康的风险因素，形

容客人时她们常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安全”。安全是相对于风

险而言的。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曾说过，危险和风险这两个

概念不应该作为纯客观性的范畴来理解，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

判断是主观的［１１］。不同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甚至同

一种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对同一种危险和风险进行

反思后所作出的判断，无论从其判断方式还是从其判断结果上

①

②

订厢指高档场所里客户直接联系小姐预订包厢。一般每个 ＦＳＷ
每月有２～３个订包厢任务，这要求 ＦＳＷ除“试台”以外，还需要
借助老客户资源帮助完成订厢任务。

这类场所ＦＳＷ可粗略分为“坐台”和“出台”两种。很多 ＦＳＷ一
开始只是朋友（一般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同性朋友）介绍过来，说

只是陪着喝喝酒，刚到场所时也并未打算出台，但有的慢慢就接

受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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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都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１２］。ＫＴＶ的ＦＳＷ爱看电视、听新
闻、看杂志，另外客人也是她们健康信息的来源之一。高档

ＫＴＶ的ＦＳＷ掌握的社会资源较多，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多面，
她们自己也比较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对自己身体进行掌控。

“如果说他身体上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有没有咳得很厉

害啊，或者是有点病的那种，或者是太老了那种，我们都不会

去”（小绣，２２岁，ＫＴＶ）。
对安全与否她们有着自己的判断，但这种判定和对客人的

选择又是十分主观的，和中档场所年纪较大的 ＦＳＷ相比，高档
ＫＴＶ的ＦＳＷ认为她们的客人是“有钱人”，比较安全，无形中降
低了心理防范度，即使自己掌握了足够多的健康知识，但还是

感性的基于对方的外表和地位来推断其是否“干净”和“卫生”，

陷入轻信。这从某种程度上对景军提出的泰坦尼克定律揭示

的社会等级决定风险的差异并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

异［１３］这一判断做出了补充。景军提出的泰坦尼克定律揭示了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面临客观风险的相关性，社会经济地

位越高，所面临的风险越小，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群，

所面临的风险越大。泰坦尼克定律中揭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所面临的客观风险的不同。的确，在我上述的研究中也说

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ＦＳＷ（路边发廊的ＦＳＷ）比社会经济地
位相对较高（宾馆按摩和休闲阁的ＦＳＷ）面临更大的客观风险。
除此之外，由于高档场所的ＦＳＷ从经济水平来说比中低档场所
的ＦＳＷ要高，客观上说她们所掌握的资源也更为丰富，但由于
她们对自己所身处场所的类别上的优越感，以及自己心理上的

优越性（低档场所ＦＳＷ是专业“做那个的”，我们这里比较“高
级”），使得对于场所客人风险的低估，以至于她们对自身面临

风险预估不足，这种主观上对风险和疾病主观认知不足使得她

们将自己置身于比低档场所的ＦＳＷ更为危险的境地，尽管事实
上低档场所（路边发廊和宾馆桑拿）的客人患病可能性更高，风

险性更高。杨医生的观察和经验也从侧面佐证：高档场所的

ＦＳＷ患病几率其实并不低。
另外，她们的健康观念还与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关。自

我保护意识指她们从小受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影响和人生阅历

的历练形成的一整套个人主观的预先判断。她们的自我保护

意识从她们选择客人那一刻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档按摩店

年纪稍长有过婚姻经历的几位ＦＳＷ都认为比较年轻的ＦＳＷ不
懂事，小王（３６岁，中档按摩店）说：“（年轻妹子）就是乱玩嘛，
不戴套啊，随便跟哪个都出去啊，跟哪个都玩，但我们不同。”当

问及她如何保护自己身体的时候，她说要“分人”。毕竟，保护

自己并不仅关乎知识，落到实处时更重要的是阅历和经验，因

而，中档的宾馆桑拿和休闲阁的ＦＳＷ比起低档的路边桑拿和高
档的ＫＴＶ的 ＦＳＷ都要年长一些，在自我保护意识上也要强一
些，虽然她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在个别细节上会混淆，但坚持每

次接客都戴套，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们的患病几率。另

外，大多已经成家的她们对自己身体和健康比起高档ＫＴＶ和路
边发廊的年轻未婚妹子相比有多一重的担忧。

综上所述，ＦＳＷ的风险意识和他们的对于场所的分类及其
意义的认知是直接相关的，她们在对不同场所的认知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她们对于特定场所类型认同的反映。身处高档 ＫＴＶ
的ＦＳＷ倾向于把自己所在场所定义为高级的，所接待的客人是
“安全”的、“干净”的，这种分类体系导致她们对实际面临的风

险在主观认知上与实际的相比有偏差。

$

　不同类型场所
*+,

自我保健实践

保健是人类个体和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对自身心身健康的

保持和增进［１４］。自我保健（ｓｅｌｆ－ｃａｒｅ），包括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相
对于医务人员提供的保健（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ｅ），指在日常生活中
或生活习惯中自己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健康的行动。下文将

从安全套使用、冲洗、做例行检查等对 ＦＳＷ在生病前主动采取
的健康促进行为进行描述。

一和路边发廊的ＦＳＷ聊对健康的看法，她们马上告诉我说
要戴套，但年龄小刚入行的 ＦＳＷ在客人不配合时很难做到坚
持。在路边发廊工作的小黄今年１８岁，刚入行，长得很瘦弱，虽
然她知道要戴套，但遇到年纪大的客人给的钱多一点，也愿意

不戴，再加上她年纪小阅历浅，还被嫖客敲诈过。另外，低档场

所客人还有在交易过程中趁她们不注意把安全套弄破或拿掉

的情况。宾馆桑拿和休闲阁的 ＦＳＷ年龄稍长，相对成熟，自我
保护意识较强，生活阅历赋予她们更好的跟嫖客讨价还价的能

力，无论怎样她们都坚持用安全套，甚至比一些高档场所的

ＦＳＷ还要坚持。不同等级的 ＦＳＷ对风险的承担不同，路边发
廊的ＦＳＷ比起高档ＫＴＶ的 ＦＳＷ，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而
身处弱势，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缺乏应有的掌控，客观上承担

的风险更大。

潘绥铭［１５］指出小姐们首先关心和害怕的并不是性传播疾

病，而是怀孕与不育。在我们的访谈中，杨医生也认为“她们最

怕的是怀孕，对性病啊艾滋病的（顾虑）还是其次”，但笔者在深

入调查中发现并非完全如此，高档 ＫＴＶ有不少 ＦＳＷ认为怀孕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她们受教育程度高，年龄大多集中在二

十岁上下，见多识广，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张，不轻易受外

来健康宣传的影响。虽然她们知道安全套的好处，也知道服避

孕药对身体不好，但和男友在一起基本不用套。她们大多有过

不止一次的流产经历。小红（２０岁，ＫＴＶ）认为流产是圈子里的
共同做法，很自然，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另外，她们认为这是

对男友付出，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与中低档场（宾馆桑拿、休

闲阁）以及低档场所（路边发廊）形成鲜明对比：中低档场所的

ＦＳＷ更害怕怀孕，更注意避孕。
低档场所（路边发廊和按摩店）的 ＦＳＷ习惯在交易后对下

体进行冲洗，而高档场所（ＫＴＶ）的ＦＳＷ一般感觉身体不舒服才
冲洗。ＣＤＣ的杨医生说到：“小场所的 ＦＳＷ在接完客人后就去
冲洗的情况比较普遍，她们在药店买阴道冲洗器，小场所的美

女基本上都会买一个”。调查中发现，宾馆桑拿和休闲阁的

ＦＳＷ中也有很多有交易完自己进行冲洗的习惯。除了交易后
自己冲洗之外，有的还会定期去医院冲洗，这也是她们获得安

全感和秩序感的一种方式。ＣＤＣ的杨医生先说，“冲洗根本没
有用”，但她接着又说，“你说那个冲洗没有用嘛，也是有一点

吧，但是我们不主张小姐自己冲洗，我们教育她们还是到我们

这里来，做系统的检查，也是对自己负责一点，做这行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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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半年也要检查一次吧，或者是一年就全面检查一次，但是有

的就是一直都不来，但是也从来没有病，所以可能抵抗力特别

强吧。那个那天你见的老小姐，十几年了，就从来都没有病。”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冲洗完全没用，但事实表明，那些特别注

重冲洗的ＦＳＷ得病几率的确比较低，这也让杨医生承认某些
ＦＳＷ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度。毕竟，ＦＳＷ内心有着自己的判断，
她们的经验和惯习指导着她们的实践，而不仅由科学话语主导

的医生来认定。

去医院做检查也是她们的自我保健方式之一，在宾馆桑拿

工作的王姐像迁徙的燕子，每到冬天来南方工作几个月，快到

春节才回东北老家，回家前做一次身体检查。对她而言做检查

就像是仪式，得知自己身体健康才安心回家。但对大多数 ＦＳＷ
而言，做例行检查还是一种奢侈。路边按摩店的ＦＳＷ虽然平时
积极参与ＣＤＣ组织的免费体检和验血，但身体不舒服时出于省
钱宁愿不去医院。即使是高档场所的ＦＳＷ，主动做身体检查的
是极少数，生活中有更多让烦扰她们的事情，就其自身而言，健

康并非她们关注的首要问题。

宾馆桑拿老板何哥说：“（她们）最关心的就是能赚多少钱，

这个是最实质的问题，而且赚钱要轻松，所以身体有些东西很

注意保养，因为做这行如果不保养，客人也不找你，对不对？”她

们比较“实用主义”，身体于她们而言是谋生的工具，“都是身体

不适了去检查了才知道，但平时不会特别注意身体，看不见的

就不知道。”

另外，平时她们也会对随身的东西进行清洗，或工作完漱

口，这在中高档场所（ＫＴＶ和宾馆桑拿）的ＦＳＷ中比较常见，她
们认为这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路边按摩店的马姐遵从医嘱，经

常煮自己的内裤，还试图影响身边的姐妹。她们会自己去药房

买抗生素之类的药，休闲会所的ＦＳＷ买一些保健类的如乌鸡白
凤丸来吃。这些民间办法在休闲会所、宾馆桑拿的ＦＳＷ中更为
盛行。

总的来说，路边发廊和休闲会所的 ＦＳＷ比较注重预防，高
档ＫＴＶ的 ＦＳＷ更倾向于在身体出现不适后寻求治疗，这跟她
们掌握的社会资源多寡有关，高档ＫＴＶ的 ＦＳＷ收入较高，她们
对疾病更倾向于采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方式。

%

　结论
ＦＳＷ作为健康教育和疾病控制宣传的重点对象被卷入到

防艾运动中来，她们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看法被嫖客、ＣＤＣ健
康宣传工作人员和男友共同建构，同时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本研究将ＦＳＷ工作场所按受雇人数、收费标准划分成了路
边发廊、休闲阁、宾馆桑拿，ＫＴＶ四大类。不同类型场所ＦＳＷ的
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策略存在差异。ＫＴＶ的 ＦＳＷ受教育程度
高，获取信息渠道多面，但由于对自身所处场所的分类和认知

在主观上对自身面临的健康风险预估不足，再加上作息不规律

和对怀孕的轻视，造成她们事实上健康状况堪忧。宾馆桑拿和

休闲阁的ＦＳＷ一般年龄较长，结婚有孩，比路边桑拿和 ＫＴＶ的
ＦＳＷ自我保护意识要强，而路边发廊的 ＦＳＷ根据年龄的两极
化对自我健康认知上呈现出两极分化。

就自我保健来说，路边按摩店和休闲会所的ＦＳＷ比较注重
预防，高档 ＫＴＶ的 ＦＳＷ更倾向于在身体出现不适后再寻求治
疗。路边发廊、宾馆桑拿和休闲阁的ＦＳＷ普遍采用用交易后清
洗的方式来保持自身的清洁，这种民间保健方式虽然没有得到

ＣＤＣ健康促进人员的认可，但ＦＳＷ的自身经验和惯习更多的影
响着她们的实践。

综上所述，在公共卫生对ＦＳＷ进行健康教育和防艾宣传的
时候，需要考虑到在不同类型场所 ＦＳＷ的健康观念、自我保健
的多样性，把外来的宣传教育与他们的生活轨迹结合起来，以

免因一刀切而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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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质量与家庭关系、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刘婉娜　邱鸿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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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为探索个体的性生活质量与家庭关系、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关系及对幸福感的影响。
方法：以广州市为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３４７７名广州居民进行了性生活质量、家庭关系与幸福感
指数的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对性生活的评价普遍较好，４０６％仍存在性生活困难的烦恼。与伴侣同住
者的性生活质量较好，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分别是家庭支持、性需求满足程度、我爱家人、家人关系、性生活

满意度以及家庭摩擦；影响不同住者的幸福感因素分别是家庭支持、对性生活的评价、家人关系、性生活烦

恼程度、爱家人及性生活满意度；两组存在差异。结论：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水平途径之一在于建立良好的家

庭关系，离婚人群尤其需要家人的关注。

【关键词】　性生活；家庭关系；幸福感；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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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需求是人类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特别是随着青春期的
到来，人类的性需求愈加突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婚姻是

进行性生活的前提。但越来越多的未婚先性、未婚先孕等现象

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未婚成年人的生理需求。在婚姻生活中，

人们过性生活而更多的是为了享受生活和爱情的甜蜜，是为了

增进夫妻之间感情的融合，性生活质量已成了婚姻美满与否的

重要标志之一［１］。性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改善性生活质量将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幸福感指数［２］。本研究

旨在探索性生活质量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家庭（婚姻）关系，两者

又是如何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

!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市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方法，将调查总体按职业类别进行划分

为１０类；并以广州市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发布的“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３］中各区、县级市年末人口数作为各区调查数量的分配
基准，确定各区调查总数；其次根据各区的特点，如越秀区是政

府机关中心，天河区是经济贸易中心等，确定该区重点调查职

业人群；再者选择各区人群较集中，能较好反映该区特点的社

区或广场作为重点派发地。

本次调查对象共派出３７５０份问卷，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
共计３４７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７２％。性别比例约为１：１，年龄
范围１８～８５岁，主要集中在（３２９０±１２３９）岁。其中已婚
１７１２名（４９２％），未婚１４１４名（４０７％），离婚 ７３名，再婚 ４６
名，丧偶６０名，同居３４名。职业分布情况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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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被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情况

１２　研究工具
幸福感指数量表（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ＷＢ）［４］　该量表

为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人于１９７６年编制，内容涉及总体情感指数和生
活满意度两个部分，主要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

度。指数范围为２１～１４７分，指数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强烈。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ＷＨＯＱＯＬ－１００）［５］中关

于性生活质量的４个子项　内容包括自我评价、性需求满足程
度、性生活满意度以及性生活困难的烦恼程度。ＷＨＯＱＯＬ－
１００在性生活方面的项目信度大于０６５。自编家庭关系题目，
分别是家庭摩擦、家庭支持、家人关系及我爱家人共４道题，题
目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制。

１３　统计方法
本研究调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和进行

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检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等。

"

　研究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性生活质量

８９２％的人对性生活评价为一般或比较好，７５５％的人表
示其性需求一般满足或比较满足，８７４％的人对其性生活的满
意程度表示一般满意或比较满意，４０６％的人对其性生活存在
一定的烦恼。总体呈现出两边低中间高的正态分布趋势。其

性生活质量总分为（１３２６±２４５），明显低于（Ｐ＜００１）１９９９年
中国内地７７７名１８岁以上成人的生存质量测试结果（１３７８±
２５０）分［６］。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对性生活状况的评价

对性生活的评价 性需求满足程度 性生活满意度 性生活烦恼程度△

根本不（好／满足／满意／烦恼） 　５６（１７） ２４１（７２） 　７９（２３） ７７６（２３１）

比较不（好／满足／满意／烦恼） ３０４（９１） ５８１（１７３） ３４５（１０２） １２１８（３６２）

一般 １７６７（５２６） １８１５（５４２） １６４８（４８９） １０４４（３１０）

比较（好／满足／满意／烦恼） １０８６（３２３） ５４２（１６２） １１５４（３４３） ２８０（８３）

非常（好／满足／满意／烦恼） １４６（４３） １７２（５１） １４２（４２） 　４５（１３）

　　注：上标△表示该项目为反向评分，下同

２２　婚姻状况对性生活质量、家庭关系及幸福感的影响
对婚姻状况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况在性

生活质量、家人关系、家庭关系、家庭摩擦及我爱家人存在显著

差异（Ｐ＜００１），幸福感指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事后检
验的分组情况以及研究者的经验，可大致认为：未婚、离婚、丧

偶者的性生活质量明显低于已婚、再婚、同居者；离婚者与家人

的关系差于其他，已婚者与家人的关系优于其他；离婚者所得

到的家庭支持低于其他；未婚者的生活较少受到家庭摩擦的影

响，优于其他婚姻状态。见表２。
若以是否与伴侣一同居住作为分组条件，那么未婚、丧偶、

离婚属于不与伴侣一同居住（或无伴侣），而已婚、再婚、同居者

则属于与伴侣一同居住，两组在性生活质量上有明显差别，因

此下面将以是否与伴侣同住分为两组进行分析研究。

表２　不同婚姻状况与性生活质量、家庭关系及幸福感的方差分析

婚姻状况 性生活质量 家人关系 家庭支持 家庭摩擦△ 我爱家人 幸福感指数

未婚 １２８７±２４８ ３７０±０８６ ３５１±０８０ ２９９±０９０ ４３２±０８０ ９９２±２３１

已婚 １３７１±２３２ ３７９±０７４ ３５１±０７１ ３１９±０９５ ４３６±０７７ １０００±２１７

离婚 １１９４±２７３ ３３３±０８０ ３１２±０９３ ３２１±０９３ ３８５±１０１ ９４３±２４０

再婚 １３１７±２６９ ３５２±０７８ ３５４±０７２ ３０２±０７１ ３５０±０９６ １００２±２１２

丧偶 １２２６±２３４ ３５６±０７９ ３４０±０７９ ３０３±０７５ ４２０±０８６ ９５２±２０３

同居 １３３２±２５７ ３６５±０８８ ３４４±０７５ ３０３±０８０ ４０６±０８５ ９７６±１６８

Ｆ ２５５４９ ７１２６ ４０４９ ８２１９ １６７１６ １３４２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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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调查对象的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幸福感的关系
与伴侣同住者对性生活质量的评价与家庭关系、幸福感均

有显著相关（Ｐ＜００１），其中家庭摩擦的影响与调查对象对性
生活的评价、性需求满足程度、性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１），但相关程度很低，仅为００６９～０１６。性生活烦恼
与家庭摩擦存在０１０７的低相关关系，与其他项目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显著负相关（－０１３２～－０３４２）。见表３。

表３　与伴侣同住者的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幸福感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

家人关系 家庭支持 家庭摩擦△ 我爱家人 情感满意 生活满意 幸福指数

评价性生活 ０３４４ ０３７８ －０１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５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７

性需求满足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３２

性生活满意度 ０３３５ ０４７６ －０１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６７ ０２６ ０２６８

性生活烦恼△ －０３４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０７ －０２８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９

　　性需求的满足程度与家人关系是否愉快、我爱家人、情感
满意度及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相关，与我爱家人可以说

是不相关（ｒ＝００００）；家庭摩擦的影响与性生活的评价也没有
明显的关系，这与表３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见表４。

表４　不与伴侣同住者的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幸福感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

家人关系 家庭支持 家庭摩擦△ 我爱家人 情感满意 生活满意 幸福指数

评价性生活 ０２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１６６ ０２４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３

性需求满足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７

性生活满意度 ０２５１ ０３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１９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９

性生活烦恼△ －０３２３ －０２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６ －０１７６

２４　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
以性生活质量各项目、家庭关系为自变量，幸福感指数为

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变量的选择标准为强制进入（ａｎ
ｔｅｒ），调查对象以是否与伴侣同住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５、表６所示。

自变量中影响与伴侣同住者的幸福感包括家庭的支持、性

需求的满足程度、我爱家人、家人关系、性生活满意度以及家庭

摩擦，性生活烦恼程度和性生活的评价对幸福感的预测没有影

响。该回归方程模型复相关系数 Ｒ＝０３９６，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１５７，说明能解释幸福感总变异量的１５７％，其中家庭支持对
幸福感的影响最大，性需求满足程度次之。回归方程的方差分

析显示，Ｆ＝３７２２５，Ｐ＜０００１，说明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５。

表５　与伴侣同住者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幸福感指数）

Ｂ β ｔ Ｐ

常数项 ３２７１ ６２８ ００００

家庭关系 ０２９ ００９９ ３６１５ ００００

家庭支持 ０４３５ ０１４４ ５２３３ ００００

家庭摩擦 ０１８９ ００８２ ３５２ ００００

我爱家人 ０３１７ ０１１２ ４３９５ ００００

评价性生活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９ １２４１ ０２１５

性需求满足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６ ３９６６ ００００

性生活满意度 ０２６５ ００８８ ２６９８ ０００７

性生活烦恼 －０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３８５ ０７００
Ｒ＝０３９６ Ｒ２＝０１５７ Ｆ＝３７２２５ Ｐ＝００００

　　不与伴侣同住者的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支持、
对性生活的评价、家人关系、性生活烦恼程度、我爱家人及性生

活满意度，性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家庭摩擦对幸福感的预测没有

影响，与表５的数据有所差异。回归方程模型的负相关系数 Ｒ
＝０３６８，决定系数 Ｒ２＝０１３５，说明能解释幸福感总变异量的
１３５％，其中家庭支持影响最大，对性生活的评价次之。回归方
程的方差分析显示，Ｆ＝２５９４１，Ｐ＜０００１，说明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６。

表６　不与伴侣同住者性生活与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幸福感指数）

Ｂ β ｔ Ｐ

常数项 ５３４３ ９９６３ ００００

家庭关系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９ ３７４８ ００００

家庭支持 ０３６３ ０１２８ ４１５ ００００

家庭摩擦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２ ０８３５ ０４０４

我爱家人 ０１７１ ００６ ２１０７ ００３５

评价性生活 ０３６９ ０１２６ ３８７８ ００００

性需求满足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２ －１７６３ ００７８

性生活满意度 ０２２３ ００８３ ２４８２ ００１３

性生活烦恼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１ －２２３５ ００２６

Ｒ＝０３６８ Ｒ２＝０１３５ Ｆ＝２５９４１ 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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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广州居民性生活质量一般，近半数人存在性生活困难的
烦恼

　　性学研究结果提示，人类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社
会因素的影响，并由个体的人格及气质所决定。性生活满意度

反映了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感。本调查显示，被调查对

象对性生活的总体评价情况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正态分布，

性生活质量总分比１９９７年的调查结果低。倘若将一般满意、一
般满足作为调查对象性生活不太理想的作答，那么大多数调查

对象实际上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是比较低的。这可能是由于人

们对性生活的期望较高所致，而满意度则往往与期望成负相

关［７］，或者是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压力较大，特别是广州这种一

线城市，其生活节奏、生活压力常使人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

享受美满的性生活。因此调查对象对其性生活评价为一般满

意或以下。尽管本研究没有详细调查性生活问题的类型，但接

近半数的人反映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生活困难的苦恼，提示多

数人们具有性健康、性心理等性咨询的需求。

３２　离婚人群性生活质量、家庭关系均较差，需要重视
婚姻是家庭成立的基础和标志，是一个成年人的社会支持

的重要来源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上的追求越来越高，离婚率也越来越高，

然而离婚也给人们带来许多问题。本次调查发现，在所有婚姻

状态中，离婚者的性生活质量最低。相反，有关研究也证实，性

生活满意度越差，其婚姻问题越大［８］。因此离婚者的性生活质

量低可能也是导致其离婚的原因之一。此外，离婚者所感受到

的家庭摩擦更多，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精神上或物质上的

支持明显要低，家庭摩擦对其生活有较大影响。这说明，尽管

中国的离婚率逐渐增高，但不代表人们对离婚这一事件的接受

程度也有所改善，被调查者所感受的家庭氛围也许就是家人对

其当初决定离婚的反对。在婚姻与死亡的关系研究中，非婚或

独居状态的男性所面临的死亡风险更大［９］，离婚者或长期独居

者更需要得到家人与社会的重视。幸福婚姻固然是人生的追

求之一，但离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对于有子女的家庭更加

如此。俗语“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３３　是否与伴侣同住反应在性生活质量和家庭关系中具有明
显的差别

　　本研究中发现，不与伴侣同住者（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对
性生活的评价远低于与伴侣同住者（包括已婚、再婚、同居）。

同住者与不同住者相比，其性需求更容易满足，对性生活的评

价更好，对性生活满意度也更高，两者显示出差异性（Ｐ＜
００１）。其原因可能与婚姻（或同居）使性生活支配自由度增
加，以及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的责任感、生活情趣和精神满足

将增进了夫妻感情和生活满意度，并对性生活起良好的促进作

用，良好的夫妻关系反过来也会促进性生活质量的提高［１０］。此

外，与伴侣同住者其性生活质量与家庭关系相关程度更高，不

与伴侣同住者其性生活的烦恼、对性生活的评价与生活满意

度、幸福感指数的相关程度更高，也可以说，性生活质量对于不

与伴侣同住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从而影

响其幸福感。相比较而言，对于与伴侣同住者，家庭摩擦对生

活的影响更多地反应在他们的性生活中，而性生活困难的烦恼

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是否与伴侣同住所

面对的家庭结构不同所致。与伴侣同住者，其家庭关系主要是

指与伴侣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而不与伴侣同住者，其家庭关

系主要是指与父母建立起来的原生家庭；性生活是在伴侣、夫

妻之间进行的，因此性生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家庭的

家庭关系，对原生家庭则是通过当事人的心理状况、情绪反应

间接影响，与其性需求是否满足关系极微。

３４　性生活质量、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小，所感受
的家庭支持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最大

　　回归分析显示，两个回归方程模型分别能解释幸福感指数
总变异量的１３３％和１５６％，但仍有绝大部分变异不能用性生
活质量和家庭关系来解释。其中调查对象所感受到的家庭支

持是影响幸福感水平的最大因素，说明社会支持对于个体幸福

感水平具有重大作用［１１，１２］，高社会支持者，其正性情感、总体幸

福感明显高于低社会支持者［１３］。对于是否与伴侣同住的区别，

其对幸福感的预测主要差别在于家庭摩擦对生活的影响会影

响同住者的幸福感，但对不同住者影响不大，原因可能是同住

者所感受到的家庭摩擦更多、更大，且由于一同生活而无法避

免，因此也增加了家庭摩擦的可能性。但值得关注的是，同住

者所感受到的家庭摩擦影响越大，其幸福感水平反而更高。而

事实上，摩擦并不代表争吵，摩擦处理得当反而能使家庭摩擦

成为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渠道，进而提高（而非降低）个体的

幸福感。性生活是否满意只会提高同住者的幸福感水平，性生

活烦恼和性生活评价似乎对幸福感水平影响不大。对性生活

满意度的测量主要是从情感上出发，而对性生活的评价实际是

从认知上出发；对于同住者，情感的作用更大［１４］；对于不同住

者，理性上的认知影响更大。相比之下，同住者的性生活烦恼

更少，因而影响也较小。总的来说，对于同住者（或有婚姻者）

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性生活影响较小，这与其他学

者［１］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不同住者（或无婚姻者）家庭关

系与性生活的影响相对平均一些。提示对于不同人群，应有不

同的预测指标。

$

　结论
广州居民性生活质量一般，离婚人群的性生活质量最差，

家庭关系也比其他婚姻状态差，提示可能与人们对离婚行为的

接纳程度较低有关。对有无与伴侣同住，两组在性生活质量、

家庭关系上均表现出差异，两者的相关程度也有不同。在幸福

感水平的预测上，家庭支持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性生活质量其

次。提示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水平途径之一在于建立良好的家

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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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匹配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是指两个人的性行为在生
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适应性。情侣之间性匹配程度越高，他

们就容易有和谐的婚姻与性生活。虽然在择偶过程中人们考

虑到诸多因素，比如门当户对、思想品德、经济基础、共同语言、

社会交往以及相貌举止等，但对性生活方面能不能相互适合却

没有充分考虑。长辈为儿女操劳终身大事，往往把能够平安过

一辈子看成是追求的目标，对于爱情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更

不要谈性生活是否和谐了。让我们感到可悲的是学术界也从

来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涉及到不和谐的婚姻时，也没有

深入探究其原因。在性生活不和谐的夫妻中，各种各样的性匹

配失调广泛存在，在性与婚姻治疗门诊中诸如此类的不匹配不

胜枚举。为了改善不和谐的婚姻状态和提高夫妻性生活质量，

我审慎地提出这个既敏感又重要的学术命题。

夫妻如果有和谐的性生活，那么他们的性匹配程度一定

高，否则就低。在性与婚姻治疗中，我发现性匹配程度较高的

夫妻治疗效果好，而性匹配也是性治疗的访谈和诊断秘诀。我

在学术会议上提出性匹配之后，得到很多男科医生或从事性治

疗的心理咨询师的赞同，因为性匹配理论非常适用于性与婚姻

治疗。

性匹配包括１０个方面：（１）性性格匹配；（２）性观念匹配；
（３）性取向匹配；（４）性功能匹配；（５）性欲望匹配；（６）性行为
匹配；（７）性器官匹配；（８）性情趣匹配；（９）性体质匹配；（１０）

性魅力匹配。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匹配，也可以称为性错配、性

失匹或性匹配失调。在我研究早泄治疗的时候，我发现早泄主

要是性匹配问题，早泄往往是射精潜伏期短的男性与性高潮潜

伏期长的女性结婚，就等于是错配，结果性生活不和谐。性错

配导致更多的人承担早泄的污名。我们期望性伴侣之间能够

性匹配，但是具有性生活困扰的伴侣就是有性错配的问题，我

乐于使用性错配，如果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结婚，这就是性取

向错配。没有人是性功能障碍，只是他们不应该结婚。下面我

对１０种性匹配做详细介绍，希望得到行家指正。
!

　性性格
在心理学上对性格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古希腊的希

波克拉底就根据四种体液的组成分量的不同，将人的气质分为

四类：即胆汁质（黄胆汁过多）：果断、勇敢激昂、野心勃勃、暴躁

易怒、傲慢主观；多血质（血液过多）：敏感、乐观、轻浮、易变；粘

液质（粘液过多）：冷静、安闲、柔弱、能辨是非；忧郁质（黑胆汁

过多）：考虑多、疑心重、乱想象、悲观失望、怯懦。英国的心理

学家艾森克将内向和外向作为一个维度，神经质（或情绪

性）———非神经质作为一个纬度，将人类的性格分为四个类型，

即：外向与神经质（情绪不稳定）性格———胆汁质———癔症；内

向与神经质（情绪不稳定）性格———忧郁质———精神衰弱（心境

恶劣）；外向与非神经质（情绪稳定）性格———多血质；内向与非

神经质（情绪稳定）性格———粘液质。这个分类比较容易理解，

无论是性格内向与外向，只要情绪稳定就比较好，所以多血质

和粘液质的人还好一些。但性格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是看夫

妻的相容性如何，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性格也是如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２５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１５５　　·

此，关键是扬长避短为好，性格是比较稳定的人的行为表现，正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两个人性格不合，比如多血质

性格的人与忧郁质的人结婚，他们的生活就不容易和谐。在结

婚之前找到合适性格的人才是今后婚姻幸福的保障。

性格问题严重的人称为人格障碍，这些人在婚姻生活中一

定会遇到麻烦和出现问题，也是性匹配在性格方面的重点。人

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病人形成了一贯的反映

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

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

面），明显影响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

良，病人为此感到痛苦，并已具有临床诊断的意义。病人虽无

智能障碍，但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难以矫正，仅少数病人成年

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通常开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期，并长

期持续发展至成年或终生。如果人格改变系由躯体疾病（如脑

病、脑外伤、慢性酒中毒等）所致，或继发于各种精神障碍应该

称人格改变。人格障碍的有很多类型，偏执性人格障碍以敏感

多疑、嫉妒和敌意为特征；分裂样人格障碍以情感冷漠、行为古

怪离奇性格内向孤僻、缺乏愉快感为特征；反社会人格障碍以

违法乱纪、冲动伤人、撒谎、缺乏内疚感和不负责任为特征；冲

动性人格障碍以情感爆发、易于争吵、心境不稳定、暴力倾向和

容易自杀和自伤为特征；表演性人格障碍以言语夸张、情感肤

浅、自我中心、渴望赞赏、暗示性高和关注自身性感等为特征；

强迫性人格障碍以追求完美、不安全感、过分细腻、刻板固执和

谨慎多虑为特征；焦虑性人格障碍以持续紧张、有不安全感和

自卑感、对批评敏感、夸大生活中的危险、喜欢被人接纳为特

征；依赖性人格障碍以过分依赖、服从他人的意志、感到无助、

无能和缺乏精力、害怕独处和害怕失去亲密关系为特点。国外

７０年代的调查表明农村人口中人格障碍男性占９％ ～１８％，而
女性占５％～１１％（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４）。自杀未遂的人口中人格障碍
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自杀未遂者中人格障碍占有 ４８％ ～６５％
（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１９７３）。

人格障碍虽然不是严重的精神病，但由于难以改变在婚姻

中容易引发问题，如果男性和女性一方有人格障碍，正常的一

方会对人格障碍者有一定的宽容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往往是不

幸福的，如果夫妻双方都有人格障碍，那么他们就更难以适应，

婚姻将可能遭到破坏或名存实亡。一些出现严重问题的婚姻，

比如殴打配偶、自杀、自伤、性虐待、性犯罪等，往往是夫妻一方

患有某种程度的人格障碍，比如冲动控制障碍容易出现殴打行

为、自伤行为等。在选择配偶时人格障碍就要特别注意了，目

前最受社会关注的家庭暴力问题，其中严重者多数具有一定的

人格问题。

东方有一种称为９型人格的人格分类系统，已经有一千多
年历史。这种人格分类的特点之一是除了社会和工作等其他

方面外，对每一种人格都有两性关系型的描述。９种人格分类
和相应的两性关系型：（１）完美主义者———妒忌之火；（２）给予
者———攻击／诱惑；（３）实践者———男性化女性化；（４）浪漫主义
者———竞争／仇恨；（５）观察者———信心；（６）质问者———力量／
美；（７）享乐主义者———魅惑；（８）支配者———着魔／臣服；（９）

媒介者———联合。我们对这样的人格分类了解不多，但一千年

前人们对性格与两性关系的特点的研究确实让我们为之感叹。

这也足以证明性格与性关系的重要性。我感到在人格特点中

对婚姻威胁最大的应该是嫉妒，无论是婚姻矛盾还是极端的报

复均起源于嫉妒。一些男性对妻子婚前失身感到难以忍受，围

绕处女膜终生纠缠不休。个别女性发现丈夫有外遇，干脆来一

个完全彻底的作法，断其祸根（阴茎），目前这种现象层出不穷，

难怪香港著名的性学家吴敏伦还特意将这个问题作为研究题

目。强烈的忌妒心即使没有引起灾难，也会让夫妻双方感到

窒息。

尽管学者们不断努力以图通过心理测验来确定什么样的

人之间婚配比较合适，但直到目前仍然没有完美的结果，因为

涉及到太多的变量，没有特定的规律。但有些心理特征还是能

够断定其是否适合于婚配。比如，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

（ＭＭＰＩ）做心理测试时，女性被试者是癔病倾向严重，她就绝对
不能再找一个偏执倾向严重的男性做配偶，她希望更多的表现

机会和关爱；而他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至于男性化与女性

化倾向并不是一定导致性匹配失调，如果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和

一个女性化的男人一样可以在性格方面互补。性格匹配的伴

侣容易有和谐的性生活。

最近日本三浦友和出版了一本称为《相性》的书，是一部描

绘三浦前半生的自传，整本书共分成“结婚 ３０年”、“演员 ４０
年”、“人生６０年”三大类，内容涵盖了家庭、事业以及三浦与妻
子山口百惠之间的感情羁绊等。三浦将在书中畅谈与妻子山

口百惠之间如何维系夫妻感情的话题。他在书中提到“可以说

在我前半生的最大缘分，就是能够与我志趣相投的女人（指山

口百惠）结为夫妻。结婚３０年以来，我们过得非常幸福，几乎
没有什么误解……”。相性就是性格匹配，相性相近的人，相处

比较融洽。就是越匹配越好。相性高的人更能够趣味相投，容

易理解对方，生活更合拍，更默契。他们是日本人最崇拜的完

美恋人偶像了。世界著名的性学家香港大学的吴敏伦教授和

妻子徐梅被选为世界上最和谐夫妻的代表到欧洲巡回演讲，我

认为从性格匹配的角度说他们就是绝配，阮芳赋教授说他们这

样完美和谐的夫妻是千万分之一的几率。

"

　性观念匹配
许多不和谐的性生活并不是性生理问题，而根源在于性观

念。性观念属于心理和社会学范畴。性观念不匹配也会表现

在性行为的各个方面。性观念不匹配主要是开放性观念与保

守性观念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

为、多个性伴侣、特殊的性行为方式、变态的性行为方式的接受

程度以及在日常或婚姻生活中将性放在什么位置上。

性观念开放的人对性永远抱有好奇心，他们多数有婚前性

行为，比较容易发生婚外性行为，可能有多个性伴侣，乐于学习

各种各样的性技巧，青少年时多数有手淫，喜欢口交，对肛交也

没有特殊的排斥。性观念保守的人不容易发生上述事件，一旦

发生这样的行为，他们感到难以接受或无地自容，产生强烈的

内疚和羞耻感，更加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出现。性观念保守的人

也不容易在性生活中产生特别愉悦的感受，他们容易抑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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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这也是女性难以达到性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很多宗

教家庭的子女对性有很深的偏见，宗教理论导致性压抑，最终

产生心理冲突而引起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或性功能障碍。对

性行为看法的差别往往是恋爱和婚姻失败的主要因素，所以对

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应该以性观念的正确引导为主。对于产生

婚姻问题的家庭夫妻治疗或婚姻治疗也应该主要以改变性观

念为主，使夫妻的性观念能够比较接近或相容。

婚外性行为是婚姻的最大问题之一，在如何对待婚外性行

为的问题上夫妻之间不同的表现就是重要的性观念问题。随

着社会的进步和性观念的转变，人们确实在对待婚外性行为的

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常使用的法学名词通奸和老

百姓说的“破鞋”已经转变为目前的第三者和情人以及小三儿，

这些均反应出社会观念的改变。婚外性行为是一个学术用语，

其中性化的词义严格地说没有褒义和贬义，就如同“性伴侣”这

个词一样，可能指妻子，也可能指情人，还可能指妓女或男妓。

婚外性行为既可能是性生活不和谐的结果，也可能是性生活不

和谐的原因。在夫妻之间，一方首先有了婚外性行为，对另一

方会产生不利影响，他们的性生活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

果外遇暴露，性生活的质量会进一步恶化。对婚外性行为的承

受程度是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承受力越差，这与老年女性

所受传统的性教育和性观念有很大关系。现在的青年人对外

遇比较容易耐受，甚至有些人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如果

对婚外性行为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外遇就是离婚的导火线，即

使考虑孩子或其他问题而没有离婚，他们的性生活也不会再有

往日的浪漫。

婚前性行为是最令人棘手的问题。性教育者多数是谈婚

前性行为的危害，而实际上婚前性行为已经大量发生，似乎目

前已经没有人愿意研究到底有多少人在新婚之夜还是处女或

处男。如果真实地了解这些数据，也许会让人感到世风日下或

人心不古了。婚前检查都规定不能具体描写处女膜，这也反映

出社会在一定程度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可。多数男性希望发生

婚前性行为，但他们又期望自己的妻子是处女，这种心态往往

使女性感到困惑。婚前性行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情感纠

纷、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等，但就性匹配而言也并非一无是处。

婚前性行为具有试婚的功能，能够排除严重的性功能障碍和性

心理障碍。但也有人利用婚前性行为游戏人生，目的不是结

婚，而耽误了很多女士的青春年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和复

杂，有待于另外的论文详细探讨。

我的求助者中就有因为丈夫不同意口交而提出离婚的妻

子，类似的对于不同的性行为方式的接受程度的差异也是不和

谐性生活的主要原因，也是错配问题。性观念的差异也反映在

性生活的多样化方面，有些人比较浪漫，可以在海边、丛林等卧

室以外的地方发生性行为，他们感到刺激，有新鲜感；有些人能

够在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都过性生活；采取避孕方法方面也

存在差异，往往是男性不愿意采取避孕措施，比如输精管结扎

等，他们往往也不愿意使用避孕套，因为会影响快感。而女性

要承担避孕的各种手术或方法，避孕失败的补救方法也必须要

女性来承担痛苦。

#

　性取向匹配
夫妻性取向不匹配是现今社会的一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

性取向不同往往是夫妻一方患有“性欲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丈夫是同性恋，他为了躲避来自亲人和社会的压力而勉强

结婚，也许还为了要一个孩子，这种婚姻就成为掩盖同性恋的

一种形式。典型的男性同性恋与女性性交是困难的，他们没有

性欲，甚至很难产生性兴奋。男性的性兴奋标志是阴茎勃起，

他们没有强烈的性冲动，因此多数勃起困难，即使勉强维持勃

起而发生性关系，性行为本身对他们来说也是索然无味。一个

同性恋者说：“我没有办法面对妻子产生性兴奋，阴茎怎么也勃

起不了。我利用在早晨阴茎的自然勃起来与妻子过性生活，可

是在要进入的时候，阴茎又软了。我为此感到内疚，我对不起

她，我跑到深圳来打工，钱都邮给她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女性

轻易不会发觉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他们经常以身体不适、性

欲不强、过度性生活会伤害身体以及患有疾病为借口避免或减

少性生活。他们的妻子总希望为他们寻求治疗，但遭到他们的

拒绝。他们之中有一些与其他男性有同性恋性行为，也有一些

考虑到社会影响和道德问题压抑自己的性欲，个别人求助于心

理治疗希望改变性取向。女性同性恋在性生活中比男性的处

境好一些，因为她们没有勃起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她们在性

生活中只是被动地接受，尽管她们内心是不情愿的，她们没有

性兴奋，阴道也没有很好的润滑，但这些都不妨碍男性的插入，

性生活在不和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有些男性称此为没有

反抗的强奸。女性同性恋如同男性同性恋一样，她们也不会向

丈夫透露秘密，她们私下外出幽会或经常与女朋友来往，这样

也不会引起丈夫和家人的注意，因为多数人不了解同性恋的事

情。作者的一个病人在深圳打工，回家结婚后一周以工厂工作

紧急为借口返回深圳。在一周的性生活中这个女性感到非常

痛苦，她在性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在深圳她有自己的同性恋

伙伴，她们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与男性同性恋家庭一样，由于

性取向不同很容易导致表面上的性欲不匹配，女性会经常拒绝

男性的性要求。性取向不同是严重的性错配，关键是没有什么

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对同性恋没有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

只有那些不典型的同性恋，比如按照金西的性取向谱系是在３
～６之间的那些人，他们具有一定的爱异性的潜力，让他们发挥
这些潜力，抑制同性恋的活动，他们会成为最差劲的“异性恋

者”（有最低的性欲）。解决性取向匹配错配的唯一办法是社会

改变对同性恋的态度，让大家都认识同性恋，同性恋也能够勇

敢地站出来，他们自己寻找同性恋的伴侣，这样异性恋和同性

恋都不会成为对方的受害者。在任何国家同性恋的比例至少

是２％～４％，那么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同性恋该有多少呢？
如果他们多数结婚，这样的家庭自然是最不和谐的家庭，同性

恋与异性恋结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大多数同性恋的配偶

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

　性功能匹配
性功能是指完成性行为的基本能力，性功能失调或性功能

障碍是指男性或女性患有不能完成性行为的疾病或心理障碍。

最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是勃起障碍和早泄，而女性是阴道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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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性交疼痛、性高潮延迟或缺失以及性厌恶。如果一方或双

方患有严重的性功能障碍就不可能有和谐的性生活。除了严

重的性功能障碍外，在性匹配失调中最常见的就是男性的射精

潜伏期与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之间的匹配失调。从和谐的性

生活角度出发，男性的射精潜伏期应该相对长一些，而女性的

性高潮潜伏期应该相对短一些，这样女性可以比男性先达到性

高潮，由男性来控制性生活的全过程。当然比较理想的状态是

同时或几乎同时达到性高潮。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没有这

么幸运，作者的研究表明３４％的男性由于射精潜伏期较短先于
妻子达到性高潮之前就已经射精，使他们的妻子达不到性高

潮，另外还有２０％的男性射精潜伏期过长，他们的妻子早已经
达到了性高潮，可是他们还没完没了，不能很快射精，他们的妻

子也产生抱怨并且希望能够缩短他们的射精潜伏期。这些数

字加起来就已经有５０％的夫妻不匹配了。从我们的研究样本
的整体看，被调查的女性报告她们性伴侣的平均射精潜伏期是

（１２６２±９３５）分钟，她们希望性伴侣的射精潜伏期平均是
（１１４±６６９）分钟，实际上差别不大。也就是说整体人群比较
是不存在男性的射精潜伏期与女性的性高潮潜伏期之间的差

别，但在个体婚姻中就出现了问题。如同男性与女性按照高度

不同排队，整体应该是比较和谐一致的，但如果没有规律地乱

站队就会出现参差不齐，所以这方面的差别是错配问题，因为

相互之间对射精潜伏期与性高潮潜伏期的长短都不了解。早

泄是造成不幸婚姻的一大障碍，也是治疗的首要目标。

%

　性欲望匹配
性欲望匹配失调在性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就群体而言，

一种现象是在新婚时期，男性性欲强烈，每天一次或一天几次

并不罕见，一周几次更是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形能够保持一两

年，在女性怀孕后情况开始改变。女性在刚结婚时性欲多数不

强，她们是出于感情的需要而满足男性的欲望，因为她们将性

生活看成是男性爱的表示。但更多女性是在有过几年的性生

活经验以后开始对性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乐此不彼

了，此时她们似乎比男性性欲更强。男性称之为“三十如狼，四

十如虎”，其解释是女性新婚时期对性了解太少，害羞和接受了

否定态度的性教育，导致性高潮和性快感的抑制。随着性生活

经验的积累，她们有了性高潮，再也不会对性生活有什么顾及

了，她们的性欲开始旺盛起来。男性则是在青少年时期性欲最

旺盛，一般在１８岁达到顶峰，但那个时候多数男性没有真正的
性交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性伴侣，多数是通过手淫来释

放发泄性欲。但从１８岁起男性的性欲或性能力是开始逐步下
降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在不同的男性差别很大。有些男性在６０
～７０岁仍然能够保持每天过一次的性生活的能力。由于男性
与女性在性欲方面的群体差异，个别性学家甚至提出中年妇女

应该找年轻男子结婚的所谓老妻少妇婚姻，而不是目前社会上

流行的老夫少妻婚姻。虽然从性欲的角度这个观点有一定的

道理，但社会的习俗是难以改变的。现在的女性青少年不是传

统性教育时代的妇女，她们在思想开放的时代，性行为方面没

有那么多的束缚，她们对婚前性行为也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从

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达到性高潮的年龄和比例都很高，根

本没有所谓的性抑制阶段，所以在新婚时期男性与女性的性欲

往往是一样高。但在具体的婚恋对象当中，性欲的强弱是会有

差别的，这就是所谓性欲匹配失调。有些妇女的性欲很低，几

乎是性欲缺乏的状态，由于性欲缺乏，她们从来不主动提出性

生活要求，而在丈夫主动发起性行为时，她们只有应付，而没有

真心的投入。在心理咨询中往往能够遇到这样的病人，她们似

乎对丈夫的正常的性欲也没有什么好感，她们只是尽妻子的义

务。极个别的妻子甚至说：“只要他能够对我好，在外面与谁有

什么关系，我都无所谓。我实在是对性生活没有兴趣。”女性性

欲低下的原因很多，有性伤害经历、受到负面的性教育、父母性

生活不和谐的影响、对丈夫不是真心相爱、家务劳动繁重和工

作辛苦、各种疾病等。性取向不同，夫妻有一人是同性恋往往

以性欲低下为表现，实质上反应了不同的性取向，两个人之间

有秘密存在。男性的性欲低下原因很多，外遇经常是一个潜在

的原因。目前社会是流行的说法是：“交公粮（与妻子性交）和

私粮（婚外性行为）。”如果有了婚外性行为，必然导致在家庭中

性行为数量减少，表现为性欲低下。

在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方面，往往男性的性欲是比较稳定

的，就是说性欲强的男性几乎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性欲到老年，

而女性则变化大一些。女性在性生活中是否能够产生性高潮

往往是她们性欲高低的一个主要问题。

&

　性行为匹配
性行为匹配也可以称为性生活方式或性偏好匹配，也就是

性生活的具体内容，包括性交体位、人数、言语、辅助器具等多

方面。很多人的性生活不协调，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性生活

方式。传统的性生活方式是夫妻之间的经典性交行为，所谓男

上女下体位。封建社会里传统的“男为天，女为地，男为阳，女

为阴。”等思想都反映在性生活的体位之中。女上男下被认为

是违反伦理道德，在男权社会里这是大逆不道。这些观点在西

方社会更加明显。目前多数妇女能够接受男上女下的性交体

位，但对于其它性交体位的接受程度不同，往往是男性喜欢各

种各样的性交体位，而女性喜欢比较单一的性交体位。男性容

易将性行为集中在动作方面，而女性喜欢集中在情感方面。在

性生活中多数是男性主动，也是性交体位的控制者，他们完全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体力来控制性行为，所以女性容易感到被动

和不适，只有互相交流才能够慢慢适应。性交体位往往不是性

生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性交方式多种多样，人们之间有很大差异，阴茎插入阴道

的性交、女性为男性口交不射精、女性为男性口交射精、女性为

男性口交后吞噬精液、男性为女性口交、肛交、男性和女性相互

手淫、男性当女性手淫和女性当男性手淫以及男性阴茎摩擦女

性乳房并射精等。人们在接受这些不同的性行为方式时各自

有各自的限度。在性行为方式之中男性和女性都有保守和开

放之分，一般来说是男性比较开放，而女性比较保守。夫妻之

间就各有不同，当配偶的面手淫是很令人尴尬的事情，往往会

被配偶误解为不愿意与我性交，认为自己没有魅力，但国外的

一些人却认为这样做很刺激和具有挑逗性，如果一方确实因为

某些原因没有兴趣过性生活让对方手淫也无妨。肛交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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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肮脏粪便与性行为联系在一起，有些人

怎么也不能理解。但有些夫妻却很喜欢这种方式，尤其是当妻

子的阴道比较松弛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夫妻不容易同时有这

个雅兴，这也会产生矛盾。口交比肛交的接受程度大一些，尤

其近年来这种行为被接受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我们的调查之

中，男性口与女性生殖器接触的占３７７４％，女性为男性口交不
射精的占２８６７％，男性在女性口中射精的占１０３３％，男性在
女性面前手淫的占１４６７％，女性在男性面前手淫的占９６７％，
女性吞噬精液的占５６７％，肛交的占７６７％。使用性器具的占
３６７％，共同观看色情录像的占３４６７％。这些数据说明人们
对性生活的方式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夫妻如果在这些性行为方

式中差异很大，他们的性生活就容易不和谐。美国的研究表

明，很多男性嫖妓的理由就是妓女能够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性服

务，如口交、肛交甚至是性虐待等。

特殊的性行为需求是最容易出现性匹配失调的，具有特殊

性行为的人在婚前是不会轻易暴露的，但在婚后他们没有办法

长期隐瞒。特殊性行为是由于性心理障碍所引起的，比较常见

的是恋物症、异装症、窥阴症、部分体恋症、施虐和受虐症等。

恋尸症、兽交和色情杀人狂等严重的性心理障碍是不会轻易暴

露的，在婚姻中也不会表现出来。恋物症的人往往在婚后仍然

能够保留这个癖好，他们主要收集女性的贴身饰物、文胸和内

裤等，看见这些东西才能够产生性兴奋，妻子如果能够原谅这

个特殊的偏好，也能够勉强维持性生活，但女性容易感到他们

太古怪不象一个真正的男人。异装症更容易让女性无地自容，

他们的丈夫打扮起来比她们还投入，而且争夺了她们的地位，

女性裸体、丈夫带乳罩的情景是多么令人尴尬，这样的婚姻生

活是令人痛苦的，但性交过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窥阴症一般

在婚后减轻或消失了，部分人在外面一旦有机会仍然会重蹈覆

辙。但多数对夫妻的性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个别严重的情况是

丈夫对妻子的性器官的观赏态度令妻子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往

往要求妻子以特殊的体位来让他观看，实际上是他当年窥阴时

最常见到女性外阴的方式，这样他才容易产生性兴奋。比较不

容易忍受，也是最不匹配是施虐和受虐症，很少有夫妻共同喜

好施虐和受虐，因为这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凌辱没有特殊的

心态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也没有多大的可能性在后天的性生活

中培养。所以他们的性生活多数是不和谐的。他们会外出寻

找能够满足他们的人。他们与配偶的性生活没有多大兴趣，因

为他们达不到高度的性兴奋。个别比较野蛮的丈夫会不顾妻

子的痛苦，在性生活中我行我素，这种情况多数会导致妻子无

法忍受的情况下提出离婚，理由是丈夫虐待妻子。

在性行为方式方面的不匹配，性交体位和性交方式是比较

容易沟通和适当改变的，多数夫妻在长期的性生活中能够做出

让步。但性心理障碍导致的特殊性行为是不太容易改变和治

疗，也不容易在性生活中逐步适应。

'

　性器官匹配
男性与女性的性器官的匹配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书

籍会加以描述。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个问题很敏感，或容易让人

感到尴尬，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研究资料能够清楚地阐述这

个问题。但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对于性器官的功能我们

已经在射精潜伏期与性高潮潜伏期里加以阐述，性器官的反应

也在身体部分论述过，现在我们仅就性器官的大小进行讨论。

性器官的大小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它们与身高的比例

关系并不明显。总体而论肯定是身材高大的人生殖器也比较

粗大，而身材矮小的人生殖器也比较短小，但个别情况大有人

在。在性生活中大一点的男性阴茎与小一些的女性阴道之间

没有矛盾，反过来就产生问题，主要是小的阴茎遇到大和深的

阴道，双方都没有感觉。很多性学家都告诉病人，性生活中男

性刺激的是阴道外三分之一，女性的阴道具有收缩功能，所以

再短的阴茎也能够满足女性的要求，而对男性也足够进行美满

的性生活。其实这是对部分男性的安慰而已。过于细小的阴

茎没有办法形成对女性阴道的强烈刺激，尤其是经阴道生育过

子女的妇女更是如此。短小的阴茎如果不能顶到女性的宫颈

部位男性与女性都会有失落感，就好像探索一个洞穴没有探到

底一样。短小的阴茎在性生活中抽动的幅度要小，刺激的强度

一定弱，无论男性与女性都容易有不够尽兴的感受。相对而言

男性阴茎的直径比长度更重要，而女性的阴道松紧比深度更重

要。如果要达到阴道形式的性高潮或Ｇ点的性高潮，阴茎的大
小就是关键了。如果一对夫妻都是第一次发生性关系，他们以

后一直在一起，那么性器官匹配失调的问题一般不会太大，但

其中一方或双方如果有性生活的经历，他们的性器官如果不匹

配就会出现问题了。现在确实有一些女性在咨询的过程中反

映男性的性器官太小，没有办法满足她们的性要求，而这些女

性多数是没有生育经历的年轻女性，是否感官刺激和身体刺激

都会形成不满情绪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短小

阴茎一般是不会为女性带来很多快乐的，女性重情感而不重性

交的理论恐怕对现代年轻女性已经过时了。硕大的阴茎是否

一定会让女性快乐呢？这个问题也一样令人迷惑，所谓硕大一

定要与女性的阴道比较才能够决定，越相配越好，一般是男性

的阴茎长度能够抵达子宫颈口处或略有剩余。过长的阴茎容

易刺痛女性，作为临床医生确实有过让男性在性生活中在阴茎

上增加衬垫，或通过改变性交体位减少对阴道插入的深度。个

别女性不喜欢子宫颈口被冲撞的感觉，她们忍受不了这种“疼

痛”，但也有人偏爱这样的感觉，因为子宫的压力感受器丰富，

能够产生一种异样的快感。生殖器大小的匹配问题比较重要，

已经形成了一个未来的医学问题，目前在整形美容界里阴道紧

缩术和阴茎延长术一样的时髦，一方面是解决自卑的心理，另

一方面说明配偶之间确实存在性器官不匹配的现象。印度的

性器官匹配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用动物的性器官来做比

喻，按照大小描述匹配程度。

三种男性性器官：（１）兔：勃起长度６指宽（５英寸），身材
匀称，精液微甜，属于小型；（２）牛：勃起长度８指宽（７英寸）属
于中型，精力充沛，高额头，大眼睛，性力十足；（３）马：勃起长度
１２指宽（１０英寸），大个子，性器官与脸面一致。有些人身材与
性器官成反比。

三种女性性器官：（１）鹿：阴道深度６指宽（５英寸）。身材
柔软，具有女性美，乳房外形美丽对称，臀部丰满。饮食适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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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做爱情有独钟，性情活泼而爱液具有莲花香味。（２）马：阴道
深度不超过９指宽（７英寸）。身材苗条，四肢长短适中，乳房和
臀部较宽，小腹隆起，颈长而前额不突出，喉、眼和嘴都宽，眼睛

很漂亮。灵活善变，感情丰富，举止优雅，喜欢舒适生活和闲暇

时光。不太容易达到性高潮，爱液味道似莲花。（３）象：阴道深
度１２指宽（１０英寸）。女性乳房大，脸大，四肢短，不怕惩罚并
且吃饭有响声。说话声音刺耳，这种女性不容易满足。爱液很

多，味道如同大象的分泌物。

男性和女性匹配的情况包括三种：（１）兔男和鹿女匹配，６：
６；（２）牛男和马女８：９；（３）马男和象女１２：１２。男性和女性不
匹配的情况分为六种：（１）兔男和马女（６：９）；（２）兔男和象女
（６：１２）；（３）牛男和鹿女（８：６）；（４）牛男和象女（８：１２）；（５）马
男和鹿女（１２：６）；（６）马男和马女（１２：９）。

印度有关性器官匹配的古代研究也未必完全科学，现代人

还没有做过有关的科学研究，但他们指出了性器官存在不匹配

的客观事实。对于性器官和体态的褒贬也未必正确，甚至有身

体歧视之嫌，但美感或什么样的人体更让人青睐还是会有一定

差异的。在现实生活中，尽量能够做到性器官匹配，那么性生

活就会更加和谐。任何人都知道小脚穿大鞋是无法走路的，螺

栓和螺母要匹配才是一套，否则拧不上。虽然很多学者都强调

性生活过程中，女性的阴道外三分之一的肌肉收缩是关键，但

实际上深度和紧握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性器官匹配的

道理。目前流行的阴茎延长术、在阴茎上增加环或珠以及女性

的缩阴术以及私处美容术等都是增加性器官的匹配行为。这

些手术大有市场本身就说明性器官不匹配的现象客观存在。

-

　性情趣匹配
装饰和打扮是比较重要的性吸引行为，女为悦己者容，穿

衣打扮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构成了性吸引的重要条件。女性的

穿戴打扮是非常必要的，但往往女性容易只注意外出的穿戴，

而忽视了在家庭或性生活中的打扮，但男性比较看重这个问

题，因为男性对视觉刺激敏感。难怪西方流行说女人是否性感

看她有多少内衣。有工作的女性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

做饭和料理家务，如果能够应付丈夫的性需求就已经是难能可

贵了，如果要她们挖空心思去研究如何吸引丈夫应该是过于奢

侈的想法了。很多丈夫抱怨妻子白天外出打扮得花枝招展，自

己作为丈夫却没有福分享受，妻子回到家卸装后换上旧衣服或

睡衣，所谓素面朝天或贴上几片黄瓜片或火山泥实际是将最污

浊的一面献给了丈夫。男性虽然不需要特别打扮，但干净利索

是必要的，没有女性喜欢邋遢的男性，在性生活中邋遢的男性

更让人作呕了。在视觉的吸引方面就存在不匹配问题。

情趣是性生活中的调料，但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男

性更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因为婚后的男性多数失去了浪漫的气

质。也许男性做事太具有目的性，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

手段，但达到目的便就此罢兵。比如婚前追求女友的阶段，最

笨的男性也会模仿他人搞出一些具有浪漫色彩的趣事来赢得

女友的芳心。可是在结婚以后，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就

再也没有浪漫的心情了，而女性则希望永远拥有婚前的浪漫。

男性应该了解的是这种浪漫是维护女性性欲的阳光和雨露。

夫妻双方在性情趣方面的不匹配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对

方已经是自己人了，不需要追求就可以轻易得到了，就如同在

家里拿一样东西一样，这样的性关系肯定是没有激情和浪漫色

彩的，但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对浪漫情趣的渴求，这也

是形成外遇的重要因素。性情趣需要教育和创意，是夫妻共同

营造的氛围。

.

　性体质匹配
身体在性匹配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身高、体重、肥胖、消瘦、

体力、灵活性等方面。身高是否匹配也很重要，但仍然可以有一

些差异，生活中普遍的情况是男性比女性高一些，但差距过大是

不应该的，一方面性生活中身材不匹配，很多体位和动作也会感

到别扭。男性比女性身材高大，女性会有安全感，她们喜爱身材

魁伟的男性，这种男性是他们理想中的男子汉形象，男性也容易

产生对女性的征服欲。女性身材比男性略高大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差别显著就会不和谐，女性感受不到男性的魁伟，男性也容易

感到自卑，在交换动作和体位时男性也不容易发挥出男子汉的魅

力，他不容易感受到征服对方，而是服务的感受。

体重在性生活中本来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差别过大则

是性生活的障碍了。男性体重过大，在性生活中女性就承受不

了他身体的压迫，男性如果采取男上位就要用手支撑自己的身

体，他也不能尽享鱼水之欢。女性体重过大时不便频繁更换体

位，而且容易疲劳。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人们以肥胖为美，我国

唐朝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尤为突出，欧洲的油画也反映出美女的

丰满体态。女性的丰满本来应该是美满性生活不可缺少的要

素之一。所谓丰满或微胖的女性往往皮肤细腻和光滑，有很好

的质感和弹性，在性生活中也有衬垫的作用，但过于肥胖显得

臃肿不堪，失去了诱人的魅力。严重的肥胖造成性器官相对萎

缩或变小。比如肥胖男性的阴茎由于耻骨前面皮下脂肪的堆

积导致阴茎短小，而女性肥胖时双腿和腹部脂肪堆积造成男性

性交困难，相对而言显得阴茎短小。

灵活性是性生活，尤其是高质量的性生活的必要条件，虽

然一般人在性生活中不需要特殊的才能，但是经常参加体育活

动或肌肉有一定的弹性，身体有较好灵活性的男女在性生活中

有更好的合作和快感。一些慢性躯体疾病，包括颈椎病和腰部

疾病，比如椎间盘突出、风湿病等都会明显影响性生活，至少是

在性生活中要顾及疾病带来的不便和危险。如果夫妻中一方

或双方存在这样的问题，灵活性就产生了差异，这也是影响性

生活的不利因素。

耐力是性生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性生活是一种夫

妻恩爱的情感表达行为，虽然不属于体育活动，但实际所耗费

的体能应该算是体育活动。由于性生活的具体方式不同，所耗

费的能量也不同，但满意的性生活应该持续较长时间，双方都

能够在性生活中尽兴。这就需要耐力，男性和女性的耐力往往

差别显著，有些女性在长时间的性生活中不感疲劳，有些男性

在长时间的性生活中也不觉劳累，相反一些男女在很短时间内

就疲惫不堪，不能继续性生活了，体能和耐力的匹配也很重要，

古人将性交比喻为交战，持续较长的时间是具有战斗力的表

现。心脏病人最容易导致在性生活时耐力不足，由此产生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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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和谐。有些男性性欲比较强，但耐力不足，性生活之后感

到筋疲力尽，很难恢复。他们性生活频率较低，表面上是性欲

不强，实际上是体力问题。中医往往将这种情况称为肾亏，病

人的高性欲和弱体能之间出现了断裂带。

触觉反应是性反应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们对触觉刺激的反

应差别悬殊。男性对触觉刺激反应越敏感，就越容易形成早

泄，而女性对触觉刺激越敏感，就越容易达到性高潮，是性感的

标志。有些女性对触觉刺激没有反应，她们不容易达到性高

潮，对性生活的爱抚过程也感觉不到快乐。女性的身体按照性

反应敏感区有高低不同之分，阴蒂与Ｇ点是高级，乳房是中级，
其它部位是低级。在性反应中乳头的坚挺和刺激阴蒂的性高

潮反应以及在性高潮过程中的阴道收缩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具体标志，也是性高潮反应的主要表现。一些女性缺乏这样的

表现，尤其是缺乏阴道规律性的收缩往往让很多男性感到失

望。有些男性对抚摩女性感到没有意思，也是对触觉刺激不敏

感的原因，这样的男性不能在爱抚女性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喜

欢接吻、爱抚和接受爱抚的人一般是对触觉刺激比较敏感，如

果对触觉刺激形成很大差别，尤其是女性不敏感而男性敏感就

容易产生性生活失调。

男性与女性在视觉和听觉反应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男性

在见到漂亮女性时容易产生性反应，而女性要弱一些，但女性

在听到她喜爱的男性说“我爱你”等甜言蜜语时最容易产生性

兴奋反应。在性生活的准备阶段，在性欲的作用下男性往往见

到裸体的女性就可以有勃起，而女性在爱抚之后也产生阴道润

滑，这种性反应如果不匹配，比如男性过快，而女性过慢，或者

没有明显的润滑，性交就容易疼痛，说明女性存在性唤起问题。

!/

　性魅力
性魅力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但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很难用具

体的指标来衡量，魅力对于每个人也许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的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可以说毫无魅力，却能够让另一个男人

爱的死去活来。这与每个人的固有的性喜好有关。美国的性

学家莫尼创造一个词称为“爱图”（ｌｏｖｅｍａｐ），可以简单地理解
为爱人的蓝图，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爱人，包括年龄、相貌、学

历、姿态、肤色、等等，找爱人好比按图索骥。一个人爱什么样

的人有自己的审美观念或偏好，但也有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观

点。世界上很多色情或性博物馆都将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

当作性感女神，丹麦性博物馆内就以收藏梦露一件白色裙子而

骄傲，如同镇店之宝。是不是玛丽莲·梦露那张绝佳的“风吹

起裙子，她又按压”的照片的裙子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这张照

片充满了魅力。梦露被封为性感女神，至今魅力依旧。性感就

是性魅力，男人与女人一样都具有性魅力，音容笑貌、举止言谈

是性魅力，幽默也是性魅力，也可以说性匹配前九项不能包括

的一切与性有关的能力和优势都在性魅力之中，所以性魅力是

综合性的，更加广义的说包括性吸引力和性执行力。性吸引力

是性魅力的外在层面，性执行力是性魅力的内在表现。如果一

个早泄的男人没有与女性发生实质性的性交行为，他可谓风度

翩翩或风流倜傥，但在性生活过程之中就会大打折扣，成为外

强中干的银样蜡枪头。良好的性生活反映或能够增强男性或

女性的性魅力。性魅力是各种性能力的集中体现，性魅力也包

括性的方方面面。一日夫妻百日恩，性快感和性满足为伴侣双

方带来快乐，这就是性魅力所在。

尽管性魅力是比较复杂和模糊的概念，但至少可以分为性

交行为魅力和社交行为魅力。性交行为魅力是内隐的或称之

为潜藏的魅力，不是能够展示的魅力，是夫妻或伴侣之间的隐

私。是否具有性交魅力好比鞋是否合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社交行为魅力是外显的，是能够展示。所以无论是个人或社

会都愿意在社交魅力上下功夫。社交场所需要有性魅力的男

女，而有性魅力的男女也促进了社交环境的性魅力。

!!

　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１０个方面来探讨性匹配，目的是引起学术界的

重视。不要以为男性和女性在一起了，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

或者只要相爱就能够使性生活和谐美满。其实男女之间经常

存在性匹配失调或性错配的问题，这种失调有一些是不容易改

变的，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能够用来指导青年人

在今后的恋爱和婚姻中加以注意和避免。另外还有很多的问

题是能够经过性生活的磨练过程不断适应的。从以上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在性生活方面的错配或不匹配是很常见

的，关键是我们要提高认识，能够在生活中不断改进和适应对

方。如果两个人都不希望改变自己，或者只希望对方适应自

己，这样做是很困难的，那么夫妻的性生活就会不断地遇到障

碍。当然有关性匹配失调的问题以往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

系统的研究，但这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的社会已经

从以生殖为中心向以性享乐为中心彻底转变，如果没有良好的

性生活，如何保证夫妻恩爱过度到晚年，为此，性匹配研究毕竟

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性匹配到底有什么用途？我

个人是作为性医学科的临床医生，从性与婚姻治疗的经验逐步

总结出性匹配的概念。性错配是性生活不和谐的现实，性匹配

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将性错配或不匹配的夫妻变成性匹配的夫

妻，让他们的性生活完美和谐。在临床上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使

用性错配的方法，那就是自我评估。将性匹配的１０项指标列举
出来，每个指标可以是一条直线，从０到１０分，让患者或夫妇双
方分别给夫妻的性匹配从０到１０打分。满分为１００分，最少为
０分，大于６０分为及格。其实每个单项指标如果是低于５分，
或者是０分，那么他们的性生活质量是非常低劣的，例如，性高
潮潜伏期一项，如果双方都是打２分以下，那么无疑是丈夫是严
重的早泄，他们的性生活毫无快乐可言。那么他们在性生活和

谐方面算是不和谐的夫妻。性匹配可以作为简单的性生活和

谐现状的临床评估量表使用。夫妻或配偶自己对１０项内容分
别打分，医生根据分数和项目就可以了解夫妻性生活在哪方面

存在问题，然后再深入询问有关情况。以往有关性匹配的研究

较少，多见于独立的疾病研究，而不是从伴侣的匹配角度研究，

所以本文愿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研究性

匹配内容，并且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更多的夫妻能够有

水乳交融的和谐性生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