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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长素的差异表达对鉴别前列腺癌雄激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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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雄激素依赖性和非依赖性前列腺癌中血管生长素（ＡＮＧ）的差异性表达的临床意
义，以了解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发病机制。方法：研究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采用体外
培养的方式分别培养雄激素依赖性（ＬＮＣａＰ细胞）和非依赖性（ＰＣ－３细胞）前列腺癌细胞株，并与正常健康
人群进行对比；分别在细胞和组织水平上对ＡＮＧ水平和表达情况进行分析归纳。结果：前列腺癌患者ＡＮＧ
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健康人群（Ｐ＜００５）；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各分期中ＡＮＧ水平明显低于非
依赖性患者，Ｐ＜００５，统计学具有显著差异意义。结论：ＡＮＧ在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向非依赖性前列腺
癌转化中具有主导作用，ＡＮＧ可能成为肿瘤的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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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西方国家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
发病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尽管去势治疗对于进展期前列腺癌

患者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癌细胞会逐渐发展为雄激素非依

赖性，在内分泌治疗后一旦演变为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则

对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带来极大的困难。前列腺癌细胞获得激

素非依赖性的机制，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虽已成为目前国内

外的研究热点但仍处于探索阶段。近来研究显示［１，２］，血管生

长素（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ｎ，ＡＮＧ）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已有报道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ＡＮＧ水平高于正常人水平，
并且在前列腺癌组织中高表达［３］。国内有研究表明 ＡＮＧ在前

列腺癌组织中表达显著高于前列腺良性增生组织，ＡＮＧ的表达
随前列腺癌患者临床分期的升高而上调［４］。本研究价值在于

证实ＡＮＧ是否在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向雄激素非依赖性前
列腺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而揭示雄激素依赖性前

列腺癌向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演变机制。研究前列腺

癌患者血清ＡＮＧ水平和前列腺癌进展程度的关系，其前景是为
ＡＮＧ能成为肿瘤的标记物提供基础。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病例纳入标准［５］：

临床表现为尿无力、尿流缓慢、尿线变细、尿不尽、尿流中断、尿

急、尿频、急性尿潴留、夜尿增多；均经病理活检证实为前列腺

癌或前列腺增生；１个月内无前列腺损伤性检查（前列腺电切
术、前列腺穿刺活检、直肠内超声检查等）。排除标准：其他恶

性肿瘤病史；磁共振检查禁忌症；不愿配合研究者。入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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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为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３２例作为 Ａ组，雄激素
非依赖性前列腺癌３２例作为 Ｂ组，另选取同期健康人群３２例
作为对照组。Ａ组患者年龄在４６～６２岁，平均（５８６±６２）岁；
病程１～５年，平均（３５±０４）年；Ｂ组患者年龄在４５～６５岁，
平均（５７９±５６）岁；病程１～５年，平均（３２±０５）年；对照组
年龄在４０～７０岁，平均（５９６±７３）岁。三组研究对象年龄的
比较上无明显差异，存在可比性。

１２　细胞株和试剂
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株ＬＮＣａＰ细胞、雄激素非依赖

性前列腺癌细胞株ＰＣ－３细胞均由中科院细胞库提供。ＬＮＣａＰ
细胞在Ｆ１２培养基（１０％胎牛血清）中进行增殖培养传代，ＰＣ－
３细胞在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１０％胎牛血清）中进行增殖培养传
代。培养时温度均为３７℃，二氧化碳５％。
１３　方法

ＡＮＧ在正常前列腺细胞和前列腺癌细胞系的表达：（１）人前
列腺细胞系ＰＣ－３Ｍ和前列腺癌细胞系ＬＮＣａＰ购自中科院细胞
库，按相关文献报道培养，ＬＮＣａＰ在激素递减环境下经连续传代
形成激素非依赖的 ＬＮＣａＰ－ＡＩ细胞系；（２）提取各组细胞总
ＲＮ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各组ＡＮＧｍＲＮＡ含量；（３）提取细胞总
蛋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ＡＮＧ蛋白含量。ＲＮＡ干扰ＡＮＧ合
成后观察细胞生物学变化：（１）设计ＡＮＧ靶向ｓｉＲＮＡ，以脂质体
为载体转染ＬＮＣａＰ和ＬＮＣａＰ－ＡＩ细胞系，同时设计空白载体组；
（２）稳定转染后，观察各组细胞形态变化；（３）用ＣＣＫ－８法、自动
酶标仪测定每孔的光密度（Ｄ）值比较转染前后各组细胞生长曲
线变化；（４）以标准方法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转染前后各组细胞
周期；（５）用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和０２５％ 考马斯亮蓝染色、正置显微
镜进行计数观察转染前后各组细胞侵袭力。

１４　统计学分析检验方法
实验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４０专业统计学软件完成分析检验，计

量时数据录入形式为（珋ｘ±ｓ），完成ｔ检验，计数时数据录入形式
为％，完成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时，统计学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ＮＧ表达结果分析

与对照组相比，Ａ组和 Ｂ组患者 ＡＮＧ蛋白（＋）信号表现
为棕黄色颗粒，位于胞浆部位。６４例前列腺癌患者中 ＡＮＧ蛋
白呈（＋）５６例，占 ８７５０％，与对照组的 ０００％比较，χ２ ＝
１５６３６，Ｐ＜００５，统计学差异显著；强度主要集中在中等或强阳
性。癌旁组织中ＡＮＧ蛋白主要存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
胞、少量的炎性细胞等，均呈弱阳性。

２２　ＡＮＧ检测阳性表达比较
Ａ组和Ｂ组患者ＡＮＧ均为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但不同分期

中Ａ组阳性表达低于Ｂ组，Ｐ＜００５，统计学差异显著。见表１。

表１　ＡＮＧ检测阳性表达情况

组别 ｎ
ＡＮＧ检测阳性表达（个／ＨＰ）

Ａ期 Ｂ期 Ｃ期 Ｄ期

Ａ组 ３２ ２６９±６３ ２８５±６８ ３１５±６５ ３５３±７３

Ｂ组 ３２ ３２５±７５ ３５７±８４ ４１６±７７ ４５３±７９

ｔ － ３２３４２ ３７６８７ ５６６９９ ５２５９１

Ｐ －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ＡＮＧ水平高于正常人水平，并且在前列

腺癌组织中高表达 ＡＮＧ［６］。本研究中，Ａ组与 Ｂ组患者 ＡＮＧ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前列腺癌患者
ＡＮＧ阳性表达出现异常。国内有研究表明 ＡＮＧ在前列腺癌组
织中表达显著高于前列腺良性增生组织，ＡＮＧ的表达随前列腺
癌患者临床分期的升高而上调。由于多种因素诱发前列腺组

织内的ＡＮＧ异常合成增加进而促进腺体内血管增生、内皮细胞
迁移粘附很可能是推进前列腺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７，８］。我

们推测，在雄激素促进前列腺癌发生发展的同时，ＡＮＧ很可能
也发挥着作用。尤其是进行去势治疗后，体内雄激素水平下

降，在癌细胞逐渐发展为雄激素非依赖性的过程中，ＡＮＧ的表
达可能会明显增加成为主要的促肿瘤因素，最终使激素依赖性

前列腺癌（ＡＤＰＣ）演变为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ＡＩＰＣ）。
研究结果中：Ａ组（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患者 ＡＮＧ蛋

白水平在Ａ、Ｂ、Ｃ、Ｄ四个分期的表达中均低于 Ｂ组（雄激素非
依赖性前列腺癌），统计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雄激素依赖性
前列腺癌向非依赖性发展时，ＡＮＧ水平明显发生变化，提示
ＡＮＧ在病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一定作用。ＡＮＧ是１９８５年 Ｆｅｔｔ
等首次从培养的人结肠腺癌细胞株ＨＴ－２９的无血清上清液中
分离到的，ＡＮＧ具有核糖核酸酶的活性，这是是其促血管生成
功能所必需的［９］。ＡＮＧ蛋白含 １２３个氨基酸，相对分子量为
１４４ｋＤ，虽然在肿瘤细胞中首先发现，但也存在于人体正常细
胞中，可由多种组织和细胞分泌，在生理状态下其表达受到严

格的调控。ＡＮＧ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可对血管
的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产生很强的促增殖作用。目前 ＡＮＧ
在很多缺血性疾病（胎盘缺血、心肌缺血等）的诊断与治疗中体

现出一定价值［１０］。ＡＮＧ与肿瘤关系密切。肿瘤性血管内皮细
胞膜上存在ＡＮＧ高度特异性的整合素作为 ＡＮＧ受体介导内皮
细胞的增殖粘附和迁移，并且ＡＮＧ结合于肿瘤细胞及内皮细胞
的表面或细胞外基质，起到连接两种细胞的作用。在多种恶性

肿瘤患者中ＡＮＧ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和血清ＡＮＧ水平均明显
升高，ＡＮＧ且与肿瘤进展有关，提示预后较差或复发，如胰腺
癌、乳腺癌、肺癌、膀胱癌、结肠癌、胃癌、肝细胞癌、浸润性宫颈

癌、恶性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和急性髓性白血病等［１１］。癌变的

发生、发展、浸润以及转移等对血管新生有显著的依赖性。癌

细胞分泌的各类因子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作用，促进其增殖，

在宿主内生成新的血管网，为瘤体的生长提供营养。ＡＮＧ家族
在其受体Ｔｉｅ－２的作用下对新生成的血管产生作用，并维持其
稳定性。ＡＮＧ－１因子具有内皮细胞趋化作用，同时能够增加
其生存时间。ＡＮＧ－２与ＡＮＧ－１具有拮抗作用，均受其 Ｔｉｅ－
２受体的调控与其具有一致的亲和力。但临床对 ＡＮＧ参与血
管的新生机制尚未明确。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ＡＮＧ－１结合
受体后促进磷酸化的发生，借助细胞和基质间的作用对血管结

构进行调控，稳定血管结构；而ＡＮＧ－２与ＡＮＧ－１发生竞争抑
制性作用，阻断血管内皮细胞与外周细胞的作用，对血管的重

塑产生抑制，导致血管结构不稳定，松解血管增强ＶＥＧＦ的促血
管新生作用，生成新的毛细血管［１２，１３］。林楠等学者对动物进行

实验发现［１４］：肝移植瘤中肿瘤的形成时 ＡＮＧ－２表达过度，说
明ＡＮＧ与肿瘤新生血管的生长具有相关性，可促进其生长；本
文研究与其结果相近，说明ＡＮＧ在前列腺癌病情发展的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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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由于多种因素诱发前列腺组织内的ＡＮＧ异常合成增
加进而促进腺体内血管增生、内皮细胞迁移粘附很可能是推进

前列腺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１５］。我们推测，在雄激素促进前

列腺癌发生发展的同时，ＡＮＧ很可能也发挥着作用。尤其是进
行去势治疗后，体内雄激素水平下降，在癌细胞逐渐发展为雄

激素非依赖性的过程中，ＡＮＧ的表达可能会明显增加成为主要
的促肿瘤因素，最终使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演变为激素非依赖

性前列腺癌。研究在该演变过程中前列腺癌细胞内 ＡＮＧ的表
达变化对了解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的形成机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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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ｍｉＲ－１４６ａ与 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
平及临床意义
戴金华１　廖于峰１△　冷江涌２　马建波１　李克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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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宁波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ｍｉＲ－１４６ａ与 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以
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院泌尿外科诊治的前列腺癌、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及健康体检志愿者各４６
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组患者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与 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及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结
果：ｍｉＲ－１４６ａ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良性前列腺增生及正常组血清，且前列腺良性增
生组血清中ｍｉＲ－１４６ａ的表达量亦较正常组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ｉＲ－１５２在前列腺癌
患者较良性前列腺增生及正常组血清显著偏低（Ｐ＜００５），但在良性前列腺增生和正常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在不同病理分期、临床分期、有无骨转移及血清ｔＰＳＡ有关（Ｐ＜００５），与年龄



·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无关（Ｐ＞００５）；而ｍｉＲ－１５２与不同病理分期、临床分期、有无骨转移有关（Ｐ＜００５），与血清ｔＰＳＡ水平无
相关性（Ｐ＞００５），与年龄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ｍｉＲ－１４６ａ与ｍｉＲ－１５２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
的表达水平发生了显著改变，为用于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及病程的判断提供了相关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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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ｍｉＲ－１５２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
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ｕ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
ｓｉａ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１４６ａ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１４６ａｈａｄｎ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ｔＰＳＡ（ｐ＞００５）；
ｗｈｅｒｅａｓｍｉＲ－１５２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ａｇ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
００５），ｂｕｔｓｅｒｕｍｔ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ｓｈａｄ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Ｒ－１５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１４６ａ
ａｎｄｍｉＲ－１５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Ｃａ）是常见的男性生殖系统恶
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且呈现出地区差

异性。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虽较欧美地区低，但随着人口老

龄化进程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呈现

出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等特点［１］。微小 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是一
类高度保守内源性非编码的小核苷酸序列，近年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所
介导的基因转录后调控的研究成果为前列腺癌发病机制及早

期诊断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２］。研究显示 ｍｉＲ－１４６ａ在早
期前列腺癌中表达有所升高，可能参与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３］。针对ｍｉＲ－１５２的研究表明其在前列腺癌等多种肿瘤组
织中表达下调，作为一种肿瘤抑制因子，通过调节转化生长因

子－α（ＴＧＦ－α）的表达，影响前列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
力［４］。本研究采用 ＲＴ－ＰＣＲ检测前列腺癌、前列腺良性增生
及正常患者血清中 ｍｉＲ－１４６ａ及 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为前
列腺癌的早期诊断提供实验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以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院泌尿外科诊治的前列
腺癌、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及健康体检志愿者中采用随机数表

法各选择４６名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６７６±８２）岁，所有前列
腺癌及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经穿刺活检病理学确诊且抽血前

未经任何治疗；排除患有高血压、急性感染、结核病及糖尿病等

疾病的患者。前列腺癌的病理分级依据２００３年 ＷＨＯ前列腺
癌病理组织学分类标准的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肿瘤分期按 Ｊｅｗｅｔｔ－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Ｐｒｏｕｔ分期标准（即 ＡＢＣＤ分期）。所有患者及家属
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Ｔｒｉｚｏｌ、ＲＮＡｉｓｏＴＭＰｌｕｓ及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购自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Ｔａｑｍａｎ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Ａｓｓａｙ及 ｍｉＲＶａｎａＴＭｍｉＲＮＡ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购自美国Ａｍｂｉｏｎ公司；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及 Ｕ６引物由
吉凯基因（上海）提供；ＤＵ－７３０购自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双
稳定时电泳仪 ＤＹＹ－６Ｃ购自北京六一公司；ＡＢＩＰＲＩＳＭ７３００
ＲＴ－ＰＣＲ仪购自美国ＡＢＩ公司。
１３　ＲＴ－ＰＣＲ检测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
１３１　血清样本制备 抽取参与对象外周血３ｍＬ于真空采血
管，室温静置１ｈ后，４℃，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收集上清，保存
于－８０℃冰箱备用。
１３２　血清总ＲＮＡ抽提 采用 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血清总 ＲＮＡ，加无
水乙醇洗涤后，再加１０～５０μＬＤＥＰＣ水溶解，核酸纯度分析仪
分析ＲＮＡ纯度，Ａ２６０／Ａ２８０在１８～２０之间，ＤＵ－７３０计算
ＲＮＡ浓度，分装保存于－８０℃备用。
１３３　ＲＴ－ＰＣＲ检测血清 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 分别
检测参与对象的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

逆转录：取 １００ｎｇＴｏｔａｌＲＮＡ、１μＬＭ－ＭＬＶ（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１μＬ（１μＭ／μＬ）ｍｉＲＮＡ反转录引物，总体系为２０μＬ，反
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先将模板，引物与Ｈ２Ｏ混匀后６５℃变性５ｍｉｎ
后置冰上，再加入酶、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等试剂，逆转录参数为 １６℃
３０ｍｉｎ，３７℃ ３０ｍｉｎ，７０℃ １０ｍｉｎ，４℃保存。完成后将样本－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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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备用。

扩增：１０μＬ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６４μＬｄｄＨ２Ｏ、１０μＭＰＣＲ引物、１μＬ
ＲＴ产物，共 ２０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５ｍｉｎ；９４℃，３０ｍｉｎ；
５９℃，３０ｓ；３０个循环，最后 ７２℃，８ｍｉｎ。每例样本 ３重复，
ＡＢＩ７３００记录Ｃｔ值，以 Ｕ６为内参，以 Ｎ＝２－ΔＣｔ计算相对表
达量。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两独立样本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多组间
比较采用Ｆ检验。血清中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与
各临床病例参数间的关系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分析

对各组患者血清中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ｍｉＲ－１４６ａ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
平较良性前列腺增生及正常组血清显著升高，且前列腺良性增

生组血清中的表达量亦较正常组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图１Ａ。ｍｉＲ－１５２在前列腺癌患者较良性前列腺
增生及正常组血清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在良性前列腺增生和正常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
图１Ｂ。

注：与正常对照比Ｐ＜００５；＃与前列腺良性增生比Ｐ＜００５
图１　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

２２　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相
关性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ｔ检验结果显示，血清 ｍｉＲ－１４６ａ在不
同病理分期、临床分期、有无骨转移及血清 ｔＰＳＡ有关（Ｐ＜

００５），在≤６０与＞６０岁组无统计学差异（ｔ＝０４８，Ｐ＜００５）；
而ｍｉＲ－１５２与不同病理分期、临床分期、有无骨转移有关（Ｐ＜
００５），与血清 ｔＰＳＡ水平及年龄分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血清ｍｉＲ－１４６ａ、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类别 例数
ｍｉＲ－１４６ａ

珋ｘ±ｓ Ｆ Ｐ

ｍｉＲ－１５２

珋ｘ±ｓ Ｆ Ｐ
病理学分期 ６７４ ＜００５ ７２９ ＜００５
Ｇ１ １３ １４２８±２３７ ７６９±２４７
Ｇ２ １７ １８９４±４１４ ５５８±２１８
Ｇ３ １６ ２１２５±７２７ ４９２±１２６

年龄（岁）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９１ ＞００５
≤６０ １９ １７８２±３１７ ６０３±２１４
＞６０ ２７ １８３６±４０２ ６６８±２５１

临床分期 ９８９ ＜００５ ４９３ ＜００５
Ａ ５ １３５２±３９１ ８２６±２０１
Ｂ ８ １５７８±２６９ ６５２±１６１
Ｃ ２３ １７６９±３１７ ５６９±２１４
Ｄ １０ ２３１８±５２４ ４２７±１８２

有无骨转移 ８４１ ＜００５ ２３９ ＜００５
有 １２ ３４８４±６２８ ４１３±１２７
无 ３４ １７７１±５６３ ６３６±１８５
ｔＰＳＡ ２２５ ＜００５ ０９１ ＞００５
＜１０μｇ／Ｌ １６ １６９３±４４７ ６７３±３２７
≥１０μｇ／Ｌ ３０ １９９２±４１７ ５９１±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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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前列腺癌是发生于前列腺腺体的恶性肿瘤，在老年男性人

群中并发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了沉重的压力［５］。随着研究者对前列腺癌发病机制研究的深

入，前列腺癌的诊断方法不断改进，如酸性磷酸酶的测定、前列

腺特异性抗原筛查等为前列腺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可

靠的方法［６，７］。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作为宿主基因在细胞核内转录前体转录本，在细

胞质内通过招募相关蛋白组成沉默复合体ＲＩＳＣ与靶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互补结合，降解或抑制 ｍＲＮＡ，在转录后水平调节靶基因的表

达［８］。ｍｉＲ－１４６ａ是一个与免疫相关 ｍｉＲＮＡ，虽然 ｍｉＲ－１４６ａ

在肿瘤、炎症中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与细胞因子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发现其能够通过负调控 ＮＦ－ｋＢ通路抑制

ＩＬ－６、ＩＬ－１β及ＴＮＦ－α等细胞因子的表达［９，１０］，还能够抑制

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已有研

究报道显示转染 ｍｉＲ－１４６ａ的 ＰＣ３细胞形成克隆的大小和数

目都要显著较对照组低，提示ｍｉＲ－１４６ａ能够抑制 ＰＣ３的体外

克隆能力［１１］。本研究显示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 ｍｉＲ－１４６ａ

的表达水平要显著高于良性前列腺病变及健康对照组患者，提

示ｍｉＲ－１４６ａ可能参与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为前列腺癌

的早期诊断提供相关实验依据。多项研究表明 ｍｉＲ－１５２在卵

巢癌、结肠癌等多种实体肿瘤中的表达下调［１２，１３］；研究显示

ｍｉＲＮＡ－１５２能够通过调理ＭＭＰ－３及 ＮＲＰ－２的表达抑制神

经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及血管生成［１４］，子宫内膜癌中 ｍｉＲＮＡ－

１５２的水平上调能够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１５］，但对于前列腺癌

的报道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 ｍｉＲ－

１５２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ｍｉＲ－１５２与不同病理分期、临床分

期、有无骨转移有关（Ｐ＜００５），与血清 ｔＰＳＡ水平无显著相关

性（Ｐ＞００５），随着病情的加重 ｍｉＲ－１５２的表达水平显著降

低。表明ｍｉＲＮＡ－１５２的血清表达水平与前列腺癌的病理分期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提示血清 ｍｉＲＮＡ－１５２可以作为预测前列

腺癌进展的生物标志物。

综上所述，ｍｉＲ－１４６ａ与ｍｉＲ－１５２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

的表达水平发生了显著改变，提示其可能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为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及病程的判断

提供了相关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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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ｅｌｔｈＬ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Ｊ，ＣｈｏｗＣＷＫ，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ｍ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ａｓａ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ＥｎｄｏｃｒＲｅ

ｌａｔ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２１（４）：Ｌ１７－Ｌ２１．

［３］　ＸｕＢ，ＷａｎｇＮ，Ｗ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ＭｉＲ－１４６ａ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ＥＧＦ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ｉｎａｐ－ＥＲＫ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ｅｒｉｎ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２０１２，７２（１１）：１１７１－１１７８．

［４］　ＺｈｕＣ，ＬｉＪ，ＤｉｎｇＱ，ｅｔａｌ．ｍｉＲ－１５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ＧＦα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２０１３，７３（１０）：１０８２－１０８９．

［５］　庞宽，周泽光，刘成倍，等．对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１０．０μｇ／Ｌ

者行经会阴饱和前列腺穿刺活检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４）：４７－５０．

［６］　马海锋，张大海，郭冬，等．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老年晚

期前列腺癌临床疗效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

２４（３）：１８－２１．

［７］　阚秀芳，赵丽晶，李倩，等．前列腺癌诊断模式与发病率的研究进

展．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２３）：６０６９－６０７１．

［８］　ＦｌｏｒｅｓＯ，ＫｅｎｎｅｄｙＥＭ，ＳｋａｌｓｋｙＲＬ，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ＳＣ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ｕｍａｎ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１４，４２（７）：４６２９－３９．

［９］　ＣｕｒｔａｌｅＧ，ＣｉｔａｒｅｌｌａＦ，ＣａｒｉｓｓｉｍｉＣ，ｅｔａｌ．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４６ａｉｓａ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ｏｆＩＬ－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ｉｎ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０，１１５（２）：２６５－２７３．

［１０］　王祥，黎明，杨丽元．ＫＬＦ２对 ｏｘ－ＬＤＬ诱导内皮细胞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１４６ａ及促炎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

志，２０１４，３４（５）：３３７－３４２．

［１１］　ＬｉｎＳＬ，ＣｈｉａｎｇＡ，Ｃｈ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Ｌｏｓｓｏｆｍｉｒ－１４６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ＲＮＡ，２００８，１４（３）：４１７

－４２４．

［１２］　ＷｏｏＨＨ，ＬáｓｚｌóＣＦ，ＧｒｅｃｏＳ，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ｎｙ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ｂｙ

ｍｉＲ－１２８ａｎｄｍｉＲ－１５２．Ｍ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１（１）：５８．

［１３］　ＷａｎｇＸＹ，ＷｕＭＨ，ＬｉｕＦ，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ｉ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ＧＸ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０，３４５（１－２）：２８３－２９０．

［１４］　ＺｈｅｎｇＸ，ＣｈｏｐｐＭ，ＬｕＹ，ｅｔａｌ．ＭｉＲ－１５ｂａｎｄｍｉＲ－１５２ｒｅｄｕｃｅ

ｇｌｉｏｍａｃｅｌ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ｖｉａＮＲＰ－２ａｎｄＭＭＰ－３．

Ｃａｎｃｅｒ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３２９（２）：１４６－１５４．

［１５］　ＴｓｕｒｕｔａＴ，ＫｏｚａｋｉＫ，ＵｅｓｕｇｉＡ，ｅｔａｌ．ｍｉＲ－１５２ｉｓａｔｕｍｏｒ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ｏｒ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ｔｈａｔｉｓｓｉｌｅｎｃｅｄｂｙＤＮＡｈ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ｄｏ

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１，７１（２０）：６４５０－６４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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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医药卫生一般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ＫＹＢ０９３）。
【第一作者简介】高岑（１９７７－），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前列
腺增生有关临床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３

余杭区前列腺增生患病现状及相关治疗的调查
高岑１　高志朝１　彭福生２

１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２湖州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杭州市余杭区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现状及相关治疗情况。方法：选择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１０个社区５８０名中老年男性作为调查对象，将研究对象分成不同的年龄组进行研究。比较不同年

龄段的ＩＰＳＳ评分、下尿路症状评分及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对比不同年龄段的Ｑｍａｘ水平和前列腺体积，同

时根据不同的诊断标准统计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并且调查相关的用药情况。结果：随着年龄的上升，男性

人群的ＩＰＳＳ评分也随之上升，年龄＞８０岁男性的平均ＩＰＳＳ评分高达（１５９０±４７３）分；随着年龄的上升，下

尿路症状中的尿道梗阻症状评分、膀胱刺激症状评分显著上升，且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逐渐提高；Ｑｍａｘ水

平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且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的比例提高。不同诊断标准下的前列腺增生患病率存在

差异性。用药情况中以５α－还原酶抑制剂类药物的使用率最高，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类药物、中成药

的使用率也较高。结论：杭州市余杭区大部分中老年男性群体存在下尿路症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下尿路

症状越明显、前列腺增长的患病率越高，相关的用药情况基本合理。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状；用药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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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ｍａｘ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ｄｏｎｅｏ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ｒｕｇｕ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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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在中老年男性人群中十分常见［１］，尿频、排尿

困难、尿失禁、勃起功能障碍等［２］症状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

生十分大的影响。目前，临床上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主要遵

循缓解症状、减轻梗阻、预防泌尿感染的原则。做好前列腺增

生的筛查工作，有利于前列腺增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３］。目

前，临床上普遍将ＩＰＳＳ评分、下尿路症状、尿流率以及前列腺体
积作为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准。然而，现阶段我国对前列腺增

生疾病缺乏完善的调查，因而不能充分掌握中老年人群前列腺

增生患者的相关症状及用药情况，无法针对性地展开干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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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前列腺增生患病现状及相关治疗情

况展开了调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调查时间选择为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调查对象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１０个社区５８０名中老年男性，年龄段为

４５～８７岁，平均年龄（６７２±７７）岁。排除存在严重脏器功能

障碍、精神病、其他泌尿系统疾病人群，均是自愿参加本次调

查，了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并积极配合者。

１２　方法

将研究对象分成不同的年龄组进行研究，分成４５～５６岁、

５７～６８岁，６９～８０岁、＞８０岁４个年龄段。比较不同年龄段的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４］、下尿路症状评分及下尿路症状

的严重程度，并且调查相关的用药情况；测定不同年龄段的最

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和前列腺体积，并计算出前列腺估重＝０５４６×

前列腺三径乘积；同时根据不同的诊断标准统计前列腺增生的

患病率［４］。包括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且前列腺估重 ＞２０ｇ、ＩＰＳＳ评

分＞７分且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前列腺估重 ＞２０ｇ且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

以及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且前列腺估重 ＞２０ｇ且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四

类诊断标准。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ＩＰＳＳ评分情况分析

随着年龄的上升，男性人群的 ＩＰＳＳ评分也上升，而年龄 ＞

８０岁男性的平均ＩＰＳＳ评分高达（１５９０±４７３）分。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ＩＰＳＳ评分

年龄段 ＩＰＳＳ评分（分）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６５５±１２２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１０２７±２６１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１３４８±３５９

＞８０岁（ｎ＝７４） １５９０±４７３

总计（ｎ＝５８０） ９６２±２３５

２２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下尿路症状情况分析

随着年龄的上升，下尿路症状中的尿道梗阻症状评分、膀

胱刺激症状评分显著上升，且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逐渐提

高。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下尿路症状评分

年龄段
尿道梗阻症状

评分（分）

膀胱刺激症状

评分（分）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３３７±１２１ ３１２±０８７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５８０±２３６ ４３２±１２６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７２２±３５８ ５８８±２２４

＞８０岁（ｎ＝７４） ８１３±３６４ ７５９±３７８

总计（ｎ＝５８０） ５２１±２３３ ４５９±２５２

表３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

年龄段

症状程度［ｎ（％）］

轻度

（ＩＰＳＳ评分
０～７分）

中度

（ＩＰＳＳ评分
８～１９分）

重度

（ＩＰＳＳ评分
２０～３５分）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１０３（７１０３） ３３（２２７６） 　９（６２１）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８２（４７３９） ６４（３６９９） ２７（１５６２）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３９（２０７４） ９３（４９４７） ５６（２９７９）

＞８０岁（ｎ＝７４） ２１（２８３８） ３５（４７２９） １８（２４３３）

总计（ｎ＝５８０） ２４５（４２２４） ２２５（３８７９） １１０（１８９７）

２３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Ｑｍａｘ水平分析
Ｑｍａｘ水平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且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的

比例提高。见表４。

表４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Ｑｍａｘ水平

年龄段
平均Ｑｍａｘ水平

（ｍＬ／ｓ）

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者

占比［ｎ（％）］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１８２４±３０４ ３６（２４８３）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１３８７±２７８ １００（５７８０）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１０６２±２４２ １３５（７１８１）

＞８０岁（ｎ＝７４） ９７２±１８７ ５９（７９７３）

总计（ｎ＝５８０） １３３６±２５３ ３３０（５６８９）

２４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前列腺估重分析
研究对象的前列腺平均体积为（３３１６±１０４２）ｇ。４０２名

调查者的前列腺体积＞２０ｇ，占的比例为６９３１％。其中４５～５６
岁中８７名（１５００％），５７～６８岁１２８名（２２０７％），６９～８０岁
１４２名（２４４８％），＞８０岁４５名（７７６％）。
２５　不同诊断标准下各年龄段受访者前列腺增生患病率分析

不同诊断标准下的前列腺增生患病率存在差异性，前列腺

增生的平均患病率为３９３１％。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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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诊断标准下各年龄段受访者前列腺增生患病率

年龄段
ＩＰＳＳ评分＞７分
且前列腺估重＞２０ｇ

ＩＰＳＳ评分＞７分
且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

前列腺估重＞２０ｇ
且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

ＩＰＳＳ评分＞７分
且前列腺估重＞２０ｇ且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２３（１５８６） ３４（２３４５） ３６（２４８３） １３（８９７）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６１（３５２６） ７０（４０４６） ８１（４６８２） ５５（３１７９）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１０３（５４７９） ９５（５０５３） ９９（５２６６） ７６（４０４３）

＞８０岁（ｎ＝７４） ４６（６２１６） ３９（５２７０） ４５（６０８１） ３６（４８６５）

总计（ｎ＝５８０） ２３３（４０１７） ２３８（４１０３） ２６１（４５００） １８０（３１０３）

２６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使用治疗前列腺增生药物情况分析
５８０名调查对象中，共２５９名接受过前列腺增生的相关治

疗。用药情况中以５α－还原酶抑制剂类药物的使用率最高，α

－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类药物、中成药的使用率也较高。见
表６。

表６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使用治疗前列腺增生药物情况

年龄段
５α－还原酶
抑制剂类药物

α－肾上腺素能
受体阻滞剂类药物

中成药 花粉剂 联合用药治疗

４５～５６岁（ｎ＝１４５） 　３（２０７） １１（７５９） ７（４８３） 　８（５５２） 　４（２７６）

５７～６８岁（ｎ＝１７３） ４５（２６０１） ２９（１６７６） ３４（１９６５） ２５（１４４５） ２３（１３２９）

６９～８０岁（ｎ＝１８８） ８７（４６２８） ５６（２９７９） ３２（１７０２） ２９（１５４３） ３４（１８０９）

＞８０岁（ｎ＝７４） ５１（６８９２） ４０（５４０５） ２７（３６４９） ２１（２８３８） ４４（５９４６）

总计（ｎ＝５８０） １８６（３２０７） １３６（２３４５） １００（１７２４） ８３（１４３１） １０５（１８１０）

#

　讨论
前列腺增生不仅会削弱患者的生理功能，并且随着病情的

发展会造成肾功能受损，诱发尿潴留，对中老年男性人群的身

心健康、性功能状态［５］及生活质量均产生十分大的影响。据调

查显示近１０年我国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不断增
加［６］，受到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因而对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现

状以及治疗情况的研究已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由于下尿路

症状、尿流率以及前列腺体积等指标均不能单独作为前列腺增

生的诊断标准，临床上对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存在不同的诊断标

准，导致不同诊断标准下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是存在差异性

的。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市余杭区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

的平均患病率为３９３１％。这与郭刚等［７］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患病率较高，需引起当地卫生部门的重视，加强对中老年男

性人群前列腺增生的筛查。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下尿路症状会逐渐加

重、尿流率降低、前列腺体积不断增加。表明前列腺增生的发

病与年龄之间存在相关性。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５８０名研究对象
中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为中重度的比例为５７７６％，Ｑｍａｘ水平＜
１５ｍＬ／ｓ的比例为 ５６８９％，前列腺体积 ＞２０ｇ的比例为
６９３１％，且随着年龄的上升，下尿路症状越严重、尿流率水平越
低、前列腺体积越大。这与国内外诸多研究［８］的结论基本一

致。另外，有学者认为膀胱功能的下降和其它非前列腺增生因

素也可能引起尿流率的下降和残余尿量的增加，并非单纯是前

列腺增生所引起的，本次研究中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的比例为
５６８９％，而前列腺估重 ＞２０ｇ且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的比例仅为
４５００％，也证实了此观点。

前列腺增生主要以膀胱刺激和下尿路梗阻症状为主［９］。

因而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治疗需遵循缓解上述症状、改善生活质

量的原则［１０］。现阶段，临床上应用于前列腺增生治疗的药物种

类十分多，包括５α－还原酶抑制剂类［１１］、α－肾上腺素能受体
阻滞剂类［１２］、花粉类和中药类药物［１３］。临床实践治疗发现两

种药物联合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症状、进一步

控制疾病的进展［１４，１５］。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中共２５９名接受
过前列腺增生的相关治疗，用药情况以５α－还原酶抑制剂类药
物的使用率最高为３２０７％，其余依次是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
滞剂类药物、中成药和花粉类药物，联合用药的比例为

１８１０％，用药情况基本合理。
综上可知，杭州市余杭区大部分中老年男性群体存在下尿

路症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下尿路症状越明显、前列腺增长的

患病率越高，相关的用药情况基本合理。

参 考 文 献

［１］　邓学斌，曾永威，高婉仪，等．三水区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发病现状
调查及健康教育策略探讨．国际泌尿系统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５）：７１４
－７１８．

［２］　姚金良，张士更．长期饮酒、吸烟对前列腺增生患者勃起功能及
血清一氧化氮合酶与一氧化氮水平影响的研究．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２４（５）：５－７．

［３］　赵艳飞．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治现状．医学综
述，２０１２，１８（１５）：２４４９－２４５１．

［４］　隋广涛，宋宇．油田职工前列腺增生症患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职业与健康，２０１３，２９（１５）：１８７８－１８８０．

［５］　李海松，陈巍杰，陈善闻．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患者术



·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后性功能状态比较．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４）：４５－４７．
［６］　宋丽青，刘少璇，张格．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

影响因素调查．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１８（９）：８７６－８７７．
［７］　郭刚，洪宝发，杨勇，等．部队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发病现状及

相关治疗的调查．中华保健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１）：３１－３４．
［８］　王秀华，宋俏丽，徐骅．广州地区男性体检人群良性前列腺增生

患病率调查分析及对策．新医学，２０１２，４３（８）：５７８－５８０．
［９］　ＮｏｖａｒａＧ，ＣｈａｐｐｌｅＣＲ，ＭｏｎｔｏｒｓｉＦ．Ａｐｏｏ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ｏｆｓｉｌｏｄｏ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ｎｏｎ－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ｌ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ｓｕｇｇｅｓ
ｔｉｖｅ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ＢＪ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
１１４（３）：４２７－４３３．

［１０］　韩晓峰，任江玲，胡黎明，等．甘肃省平凉市良性前列腺增生患病
率调查与临床分析．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４）：３２４－３２７．

［１１］　ＨｓｉｅｈＴＦ，ＹａｎｇＹＷ，ＬｅｅＳＳ，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５－ａｌｐｈａ－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３）：ｅ０１１９６９４．

［１２］　ＬｅｐｏｒＨ，ＫａｚｚａｚｉＡ，ＤｊａｖａｎＢ．α－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２２（１）：７－１５．

［１３］　ＡｋｉｎｏＨ．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ｔｏ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５ｍｇｏｎｃｅ－ｄａｉｌｙ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ｍｅ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
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Ｋｏｒｅａ．Ｉｎｔ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４，
２１（７）：６７６．

［１４］　ＣｏｈｅｎＳＡ，ＰａｒｓｏｎｓＪ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Ｄｒｕｇｓ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２，
２９（４）：２７５－８４．

［１５］　沈敏学，胡明，史静，等．我国泌尿外科与老年科医师对良性前
列腺增生患者诊断与用药策略的比较．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１４，３５（８）：６０１－６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欧阳海（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男科疾
病的诊疗和科研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

盐酸帕罗西汀联合艾司唑仑治疗伴有情绪反应和睡
眠问题的Ⅲ型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
欧阳海　谢胜 康照鹏　王万荣　谢子平　王澍弘　李韬　谭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盐酸帕罗西汀联合艾司唑仑治疗伴有情绪反应和睡眠问题的Ⅲ型前列腺炎的用
药效果。方法：５００例入选患者在入院第１ｄ完善ＮＩＨ－ＣＰＳＩ，ＨＡＭＤ，ＰＳＱＩ评分。实验组（３００例）用药：盐酸
帕罗西汀、艾司唑仑、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对照组（２００例）用药：安慰剂和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５００例
患者均接受前列腺按摩、药物灌肠治疗。每周排精１～２次。住院疗程共２周。出院后继续服用盐酸帕罗西
汀和艾司唑仑２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４周。所有病例分别于治疗第４ｄ、第１４ｄ再次进行 ＮＩＨ－ＣＰＳＩ、
ＨＡＭＤ、ＰＳＱＩ量表评估。以治愈和有效来计算总有效率。结果：治疗第４ｄ，实验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ＨＡＭＤ，ＰＳＱＩ
评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９５分、６８分、３９分，对照组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３９分、３４分、１４分。治疗
第１４ｄ，实验组ＮＩＨ－ＣＰＳＩ、ＨＡＭＤ，ＰＳＱＩ评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１６６分、１０８分、５３分，对照组较治疗
前平均下降９０分、７５分、２８分。实验组评分下降幅度比安慰剂组更明显，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实验组在治疗第４ｄ总有效率为４０３％，对照组为１６％。治疗第１４ｄ实验组总有效率８７％，对照组
为４７％，两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结论：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模式应该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对于
有情绪反应和睡眠问题的ＩＩＩ型ＣＰ患者，早期加用盐酸帕罗西汀和艾司唑仑，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情绪反
应和睡眠质量，有利于症状快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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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型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男科患者中最常见
的一种疾病，占男科就诊患者中半数以上，在这部分患者当中，

伴有情绪反应（焦虑或抑郁状态）或睡眠问题的比比皆是。我

科是湖北省唯一一家三甲医院中独立开设男科病房的科室，对

于有症状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我们一般采取收住院进行治疗，
疗程１４ｄ。笔者曾在前期研究中采用黛力新治疗合并抑郁症的
ＣＰ［１］，效果较好，但起效较慢，若患者入院３天后症状仍不能改
善，情绪反应在此时就表现的相当明显。如何在一个疗程（１４
天）中尽快改善症状，让患者满意出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于是我们尝试采用盐酸帕罗西汀联合艾司唑仑治疗伴有情绪

反应和睡眠问题的Ⅲ型前列腺炎，在短时间内控制情绪反应和
睡眠质量，临床观察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自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科因ＣＰ住院的患者中筛
选２０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０～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３１±４２）
岁，病程３个月～１０年，平均病程（４１±２１）年。自２０１２年１
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我科因ＣＰ住院的患者中筛选３００例，作为实
验组，年龄１８～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４２±４６）岁，病程５个月～９
年，平均病程年限（４４±１８）年。两组年龄和病程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纳入与排除标准相同，具有可比
性。因全部为住院病人，所有口服药由护士独立分装发放，病

人不会看到说明书，部分病人不会询问他所服用的属于什么性

质的药物，若病人询问，医护统一口径，告知病人是治疗前列腺

炎的用药。仅有少部分病人知道他所服用的是抗焦虑和镇静

催眠药物，但不影响患者持续用药。入选患者纳入标准：（１）有
疼痛症状，包括下腹部、会阴部、腰骶部、耻骨上的坠胀疼痛，也

可出现放射性疼痛，向尿道、精索、睾丸、腹股沟区放射；（２）有
排尿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畅、尿线分叉、尿后滴

沥、夜尿次数增多、尿后或大便时尿道流出乳白色分泌物；（３）

生活质量降低，出现神经精神症状如焦虑、抑郁、失眠、多梦、烦

躁、易怒、情绪紧张等；（４）“两杯法”排除细菌性前列腺炎；（５）
直肠指诊有前列腺触压痛；（６）超声检查提示无泌尿系统其他
疾患，排除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前列腺结核等。其中前列腺

按摩液（ＥＰＳ）中ＷＢＣ＞１０个／ＨＰ或＜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减
少仅作为参考指标。已诊断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如严重抑郁

症、精神分裂症、人格分裂等）、严重睡眠障碍的 ＣＰ患者不在此
研究范围之内。

１２　方法
５００例入选患者在入院第１ｄ完善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

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匹茨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ＰＳＱＩ）。实验组用药：盐酸帕罗西汀片（浙江华海
药业，２０ｍｇ，下午５时口服，１次／ｄ）；艾司唑仑（华中药业，１ｍｇ，
睡前口服，１次／ｄ）；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浙江海力生制药，０２
ｍｇ，睡前口服，１次／ｄ）。对照组用药：安慰剂（维生素 Ｃ片，
１００ｍｇ／片，华中药业，１片下午５时口服，１片睡前口服），盐酸
坦洛新缓释胶囊（０２ｍｇ，睡前口服，１次／ｄ）。５００例患者均接
受前列腺按摩仪进行前列腺按摩（每次２０分钟，１次／ｄ）；药物
灌肠（０９％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丹参川芎嗪５ｍＬ，贵州拜特制药，
４０℃保留灌肠，１次／ｄ）。每周嘱托患者排精１～２次。住院疗
程共２周。出院后继续服用盐酸帕罗西汀片和艾司唑仑２周，
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４周。
１３　疗效观察指标

所有病例分别于治疗第４ｄ、第１４ｄ再次进行上述三种量表
评估。观察治疗前后参数的变化。

１４　疗效判断标准
结合ＮＩＨ－ＣＰＳＩ下降值和ＷＨＯ设计的临床疗效总评量表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ＧＩ）中的疗效指数（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ｄｅｘ，
ＥＩ）进行评估。治愈：症状完全或基本消失，保持４周无复发，
ＣＰＳＩ评分减少≥１５分；有效：症状有肯定进步或部分症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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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ＳＩ评分从重度改为中度或轻度，或从中度改为轻度，ＣＰＳＩ评
分减少在１０～１５分之间；稍有效：症状略有减轻，ＣＰＳＩ评分减
少在５～１０分，或未跨越评分分度；无变化或恶化：症状未减轻
或有加重，ＣＰＳＩ评分减少＜５分。统计治愈、有效、稍有效、无变
化或恶化的例数，以治愈和有效来计算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布情况

对照组２００例患者中轻度和中度症状患者约占７４％，重度
患者约占２６％，实验组３００例患者中轻度和中度症状患者约占
７３％，重度患者约占２７％，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布情况

例数 轻度（１～１４分）中度（１５～２９分）重度（３０～４３分）

对照组 ２００ ５１（２５５） ９７（４８５） ５２（２６．０）

实验组 ３００ ８９（２９７） １３０（４３３） ８１（２７．０）

２２　两组治疗前ＨＡＭＤ评分分布情况
剔除严重抑郁症患者后，在对照组中约７１５％的患者出现

情绪反应，肯定有抑郁的患者约占２３５％，在实验组中可能有
抑郁的约占６７７％，肯定有抑郁的患者约占２９６％，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ＨＡＭＤ评分分布情况

例数
正常

（＜８分）
可能有抑郁

（８～２０分）
肯定有抑郁

（２０～３５分）
严重抑郁

（＞３５分）

对照组 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４３（７１５） ４７（２３５） ０

实验组 ３００ ８（２７） ２０３（６７７） ８９（２９６） ０

　　注：严重抑郁症患者不在此研究范围

２３　两组治疗前ＰＳＱＩ评分分布情况
剔除严重睡眠障碍患者后，在对照组中感觉睡眠一般的患

者约占６６％，而在实验组中约占６７３％，可见在入选病例中至
少一半以上的有症状的 ＣＰ患者都伴有睡眠问题，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ＰＳＱＩ评分分布情况

组别 例数
很好

（０～５分）
还行

（６～１０分）
一般

（１１～１５分）
很差

（１６～２１分）

对照组 ２００ ９（４５） ５９（２９５） １３２（６６．０） ０

实验组 ３００ １２（４．０） ８６（２８７） ２０２（６７３） ０

　　注：严重睡眠障碍患者不在此研究范围

２４　治疗前、治疗第 ４ｄ、治疗第 １４ｄ两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
ＨＡＭＤ、ＰＳＱＩ变化情况
　　治疗前两组各项指标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第４ｄ、第１４ｄ实
验组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９５分和１６６分，

ＨＡＭＤ评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６８分和１０８分，ＰＳＱＩ评
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３９分和５３分。对照组ＮＩＨ－ＣＰＳＩ
总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下降３９分和９分，ＨＡＭＤ评分分别较
治疗前平均下降３４分和７５分，ＰＳＱＩ评分分别较治疗前平均
下降１４分和２８分。实验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ＨＡＭＤ评分、
ＰＳＱＩ评分下降幅度比安慰剂组更明显，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治疗前、治疗第４ｄ、治疗第１４ｄ两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ＨＡＭＤ、
ＰＳＱＩ评分（分）

组别 ＮＩＨ－ＣＰＳＩ ＨＡＭＤ ＰＳＱＩ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１１±８３ １７６±６０ ７９±３８

（ｎ＝２００） 治疗第４ｄ １７２±５３ １４２±５３ ６５±３０

治疗第１４ｄ １２１±２２ １０１±４８ ５１±３１

实验组 治疗前 ２２７±８１ １６９±５８ ８４±３５

（ｎ＝３００） 治疗第４ｄ １３２±５１ １０１±５１ ４５±２７

治疗第１４ｄ ６１±２３ ６１±４７ ３１±２２

２５　治疗第４ｄ、第１４ｄ总有效率比较
以治愈和有效的例数统计总有效率，实验组在治疗第４ｄ总

有效率为４０３％，对照组为１６０％。治疗第１４ｄ实验组总有效
率８７０％，对照组为４７０％，两组比较经χ２检验，差异有显著性
（Ｐ＜００１）。见表５。

表５　治疗第４ｄ、第１４ｄ效果情况

治愈 有效 稍有效
无变化

或恶化

总有效率

（％）

治疗第４ｄ 对照组（ｎ＝２００） ５ ２７ ９４ ７４ １６０

实验组（ｎ＝３００） ３０ ９１ １０７ ７２ ４０３

治疗第１４ｄ 对照组（ｎ＝２００） ４０ ５４ ５５ ５１ ４７０

实验组（ｎ＝３００）１２４ １３７ ３４ ５ ８７０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与情绪障碍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还不够清

楚［２］，是 ＣＰ的疼痛、排尿不适引起情绪障碍，还是焦虑或抑郁
产生了疼痛、排尿不适等感觉［３］。杜友怀等［４］在一项回顾性研

究中发现，１７９例慢性前列腺炎病人中，有焦虑心理的患者占
１３６例（７５９８％）。张锐强等［５］研究 ３１５例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精神心理症状的发生率为５１１％。此外患者的病程长短、
就诊次数、复发次数、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就诊医院的医生素

质等都与患者的情绪反应密切相关。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情

绪反应产生原因包括：（１）病程长，久治不愈；（２）容易与性病、
性功能障碍和不育牵连；（３）媒体广告的虚假夸大宣传；（４）患
者本身多具有内向型性格，容易受外界环境和情绪所左右［６］。

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发生于脑内５－羟色胺神经递质的减
少。帕罗西汀为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通过阻断５－
羟色胺再摄取，使突触间隙５－羟色胺浓度增加，中枢神经系统
的功能得以恢复，能迅速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了患者配合

治疗的效度［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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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茂芹等［８］对２０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
了研究，结果显示５１５％的患者有睡眠质量低下，表明睡眠障
碍是慢性前列腺炎所伴发的重要临床症状之一，直接影响患者

的心理状态和日间功能，促使焦虑、抑郁等多种情绪障碍的发

生。睡眠质量越差，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就越高，两者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睡眠障碍与情绪反应有明显相互作用［９］，流行病学资料显

示，抑郁是失眠最危险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讨论了抑郁状态是

失眠的病理机制。改善睡眠质量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

就显得尤为重要。艾司唑仑是短效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和抗

焦虑药，加强ＧＡＢＡ受体作用，影响边缘系统而发挥抗焦虑作
用。口服后２０～６０ｍｉｎ可入睡，维持５ｈ。半衰期为１０～２４ｈ，用
量小，起效快，副作用小。患者睡眠质量改善后，情绪反应就会

明显下降，对疼痛和排尿症状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规律排精和前列腺按摩在治疗 ＣＰ中的作用研究报告不
多。Ｙａｖａｓｃａｏｇｌｕ等［１０］报道一组３４例未婚ＣＰ患者，每周规律手
淫排精两次，随访６个月，症状显著改善；Ｎｉｃｋｅｌ等［１１］报道２６
例难治性ＣＰ患者每周２次规律排出前列腺液，随访１７个月，患
者主客观症状明显改善。目前认为规律排精和前列腺按摩有

效地排出感染的前列腺液或精液，缓解前列腺包膜紧张产生的

症状，同时前列腺规律的充血，也可增加前列腺血流循环，促进

炎症的吸收，有利于激发患者的性欲，调节患者的紧张心理，培

养生活情趣和信心，提高自身免疫功能和生活质量，有利于 ＣＰ
的治愈。

α－受体阻滞剂能松弛前列腺和膀胱等部位的平滑肌而改
善下尿路症状和疼痛，是治疗 ＣＰ除抗生素以外的一线药
物［１２，１３］，推荐级别为 ＝１＼ ＲＯＭＡＮＩａ［１４］。其依据是尿动力
学检查发现ＣＰ患者前列腺部尿道肾上腺素能活性增高，造成
最大尿道关闭压增高，尿液易返流到前列腺而诱发炎症反

应［１０］。指南推荐使用疗程持续１２周，但几乎没有病人会坚持，
所以我们嘱托病人出院后继续使用４周。

ＣＰ的治疗模式应该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对于从未治疗
过或者新诊断的有症状的前列腺炎患者，抗生素、α－受体阻滞
剂、植物制剂、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对大部分患者都有效［１５］。

但对于病程长、多次就诊、反复复发、伴有情绪反应和睡眠障碍

的患者，常规用药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患者症状。前列腺炎

患者占我科住院病人的５０％左右，若患者入院３天后症状仍不
能改善，情绪反应在此时就表现的相当明显。正因为患者能住

院治疗，我们才能观察到患者每个细微的变化，也方便我们不

断尝试和改良药物的使用。在这入选的５００例患者当中，不良
情绪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对照组中７１５％的患者出现情绪反
应，肯定有抑郁的患者约占２３５％，实验组中可能有抑郁的占
６７７％，肯定有抑郁的患者约占２９６％。剔除严重睡眠障碍患
者后，在对照组中感觉睡眠一般的患者占６６％，而在实验组中
占６７３％，可见在入选病例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有症状的 ＣＰ患
者都伴有睡眠问题。我们尝试用盐酸帕罗西汀和艾司唑仑联

合使用在短时间内控制症状，改善不良情绪反应和睡眠质量，

获得良好效果。实验组在治疗第４ｄ总有效率为４０３％，对照
组为１６％；治疗第１４ｄ实验组总有效率８７％，对照组为４７％，差
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２０１４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
指南》中提到了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的使用，但并没有给出推

荐级别，笔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够把改善情绪反应和睡眠的

药物放到与α－受体阻滞剂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常规药物使
用，使更多的ＣＰ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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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尿
道功能与性功能的影响
邓辉　马春清△　祝存海
孝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对患者尿道功能和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选择１２２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１例，观察组采用经尿
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ＲＰ），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比较两组手术指标、尿道功能、血
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性功能等指标。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病史、前列腺体积、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术前
血红蛋白水平等一般资料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１）手术指标：观察组术中出血量、置管时
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６３１２±７４５ｖｓ１１８７５±１３２４）ｍＬ、（３９８±１１２ｖｓ５７６±１６５）
ｄ、（５６５±１２２ｖｓ７１６±１６８）ｄ］（Ｐ＜００５、００１）；（２）尿道功能：观察组 Ｑｍａｘ明显高于对照组（１４６８±
２１４ｖｓ１３４２±２０６）ｍＬ／ｓ，ＲＵ、ＩＰＳＳ、ＱＯＬ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８３５±３２４ｖｓ２４３２±３５４）ｍＬ、（７６８
±１２５ｖｓ１０１２±１３２）分、（１８２±０５４ｖｓ２１２±０６２）分］（Ｐ＜００５）；（３）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观
察组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下降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１１２±２１８ｖｓ１６５６±２３４）ｇ／Ｌ、（３０８±０５８
ｖｓ４９５±１０２）％］（Ｐ＜００１）；（４）性功能：观察组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２３４５±３２４ｖｓ２１３２
±３１２）］分（Ｐ＜００５），阴茎勃起障碍、逆行射精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６４％ ｖｓ９８４％、３２７９％
ｖｓ４７５４％）］（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有利于改善患
者尿道功能，对机体功能影响较小。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等离子双极电切除术；尿道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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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ｖｓ１０１２±１３２，１８２±０５４ｖｓ２１２±０６２）］（Ｐ＜００５）．（３）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ｎｄ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ｄｅｐｏｓｉ
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１１２±２１８ｖｓ１６５６±２３４）ｇ／Ｌ，（３０８±０５８ｖｓ４９５±１０２）％］（Ｐ＜００１）；（４）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３４５±３２４ｖｓ２１３２
±３１２）（Ｐ＜００５），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６４％ ｖｓ９８４％，３２７９％ ｖｓ４７５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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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男性
中常见泌尿系统疾病，及时解除膀胱流出道梗阻是治疗良性前

列腺增生的关键。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一直被视为治疗前列腺良性增生的“金标
准”，但术中易引发出血、包膜穿孔、术中电切症（ＴＵＲＳ）、性功
能障碍以及二次手术［１］。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通过高频电流激
发生理盐水介质形成动态等离子，作用于靶组织产生电化切割

与电凝效果，可有效减少 ＴＵＲＰ手术并发症［２］的发生。本文采

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 ＴＰＲＰ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尿道功能与性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收治的１２２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６１～８５岁，平均年龄
（５７３０±５６５）岁；根据Ｒｏｕｓ标准判定：前列腺肿大Ⅰ度４３例，Ⅱ度
４５例，Ⅲ度３４例；所有患者均有尿梗阻症状，合并高血压３５例，
糖尿病２６例，肾功能不全１５例。术前所有患者均进行国际前列
腺评分（ＩＰＳＳ）和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记录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
残余尿量（ＲＵ），检测血红蛋白浓度以及红细胞比容。采用随机
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１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史、前列腺
体积、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术前血红蛋白水平等一般资料方面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

指标／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年龄（岁） ５３３５±５６２ ５３７２±３４５ ０４３８ ０６６２

病史（年） ３４５±２４０ ３５５±２５５ ０２２３ ０８２４

前列腺体积（ｃｍ２） ４８３５±９６２ ４８２７±９４０ ００４６ ０９６３

ＩＰＳＳ评分（分） ２８３５±３６２ ２９４０±３４８ １６３３ ０１０５

ＱＯＬ评分（分） ５０２±００７ ５００±０８０ ０１９５ ０８４６

血红蛋白水平（ｇ／Ｌ） １１９３２±０４７ １１９１８±０５８ １４６５ ０１４６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美国国家卫生院所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临床

症状评分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４分［３］；（２）年龄＞６０岁；（３）经直
肠指诊、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测定以及术后病理诊断确诊；
（４）本次研究报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１）前列腺癌患者；（２）二次前列腺手术患者；（３）
泌尿系统感染患者；（４）神经源性膀胱尿道功能障碍患者。
１３　方法

对照组采用德国Ｓｔｏｒｚ前列腺治疗系统，３０°前斜窥镜，２７Ｆ
电切镜外鞘，３６０°旋转，电切功率１２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工作介
质：４％甘露醇。

观察组采用珠海司麦等离子双极电切系统，２６Ｆ电切镜外鞘，

３６０°旋转，电切功率１６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工作介质：生理盐水。
患者均取膀胱截石位，采用腰麻加硬脊膜外阻滞麻醉。直视

下入镜，观察尿道、精阜、前列腺，检查膀胱内有无病变，确定输尿管

间脊高度、后尿道长度、精阜位置以及与侧叶远侧缘关系。先行切

除前列腺中叶，继续切除１１点到１点部，再切除左侧叶、右侧叶，注
意保护好前列腺包膜，处理前列腺尖部与精阜周围前列腺组织，环

切后尿道。结束后冲出前列腺组织碎片，仔细止血，术毕后行压腹

试验，证实排尿通畅后，留置三腔导尿管７～９ｄ。
手术前对所有患者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排尿情况及性功

能等详细了解并记录。术后６～１２个月对患者进行随机回访，
询问记录患者进行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排尿及性功能状况。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手术指标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操作时间、术中出
血情况及输血情况、置管时间及住院时间，严密观察患者的血

压、心率的变化。

１４２　尿道功能　比较两组患者术前与术后 Ｑｍａｘ、ＲＵ、
ＩＰＳＳ、ＱＯＬ。
１４３　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　术后测量两组患者血红蛋白
与红细胞压积，并与患者入院检查时测量的血红蛋白与红细胞

压积值对比分析。

１４４　性功能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ｅ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进行评估，
判断标准：当ＩＩＥＦ－５≤２１分时，判断发生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根据患者术前统计资料分析得到，术前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

均为２０例，逆行射精均为４７例。手术后９个月对患者进行随
机回访，比较两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逆行射精发生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珋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ｎ（％）］表示，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００５作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分析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术中出血量、置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置管时间

（ｄ）
术后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７４１２±８１５ ６３１２±７４５ ３９８±１１２ ５６５±１２２

对照组 ７６４５±８４４１１８７５±１３２４ ５７６±１６５ ７１６±１６８

ｔ １５５１ ２８５９９ ６９７１ ５６８０

Ｐ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２２　两组患者尿道功能分析
术前两组患者尿道功能相关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两组尿道功能均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Ｑｍａｘ明

显高于对照组，ＲＵ、ＩＰＳＳ、ＱＯＬ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尿道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ＲＵ（ｍＬ） ＩＰＳＳ ＱＯＬ

观察组 手术前 ４３１±１１４ ８８６８±１０１２ ２５３１±３２４ ５１２±１０１

手术后 １４６８±２１４①② １８３５±３２４①② ７６８±１２５①② １８２±０５４①②

对照组 手术前 ４４１±１２１ ８８３５±９６８ ２５１４±３４２ ５０８±１１２

手术后 １３４２±２０６① ２４３２±３５４① １０１２±１３２① ２１２±０６２①

　　注：与手术前比较，①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手术后比较，②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分析
术前两组患者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均明显

降低，说明两组手术都具有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且观察组血

红蛋白、红细胞压积下降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压积

组别
血红蛋白（ｇ／Ｌ）

手术前 手术后 下降值

红细胞压积（％）

手术前 手术后 下降值

观察组 １３４８５±１４５３ １１０５４±１３５２ ９１２±２１８ ３７７８±４５６ ３４６７±４３２ ２０８±０５８

对照组 １３２３８±１４２３ １１４６２±１３４８ １８５６±２３４ ３９２４±４６５ ３４２８±４２５ ４９５±１０２

ｔ ０９４９ １６６９ ２３０５ １７５１ ０５０３ １９１０３

Ｐ ０１７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３ ０６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５　两组患者性功能分析
手术前，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手术后９个月，观察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根据患者术前统计资料分析得到，术前两组患者
勃起功能障碍均为２０例，逆行射精均为４７例，阴茎勃起障碍、
逆行射精发生率均比术前下降，且观察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与勃起功能障碍、逆行射精发生率

时间
例数

（ｎ）

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术前 术后９个月

勃起功能障碍

［ｎ（％）］
逆行射精

［ｎ（％）］

观察组 ６１ １８７２±２２１２３４５±３２４ １（１６４） １７（２７８７）

对照组 ６１ １９３４±４４２２１３２±３１２ ９（１４７５） ２９（４７５４）

ｔ／χ２ ０９８０ ３６９８ ６９７０ ５０８０

Ｐ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泌尿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手术是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主要手段［４］。ＴＵＲＰ是目前治疗前列腺
的“金标准”［６］，但术后并发症较多，对于重症或老年前列腺增

生患者，手术的风险性一直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随着

医疗器械的迅速发展，ＰＫＲＰ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５］。

ＰＫＲＰ主要通过电切环的工作电极与自身附带的回路电极

构成双极电路，以生理盐水为介质形成局部回路，在两电极间构

成等离子球体，当组织进入等离子球体内即可打断其组织内的

有机分子键，产生汽化切割效应。ＰＫＲＰ的电切功率为１６０Ｗ，
电凝功率为８０Ｗ，表面温度为４０～７０℃，具有准确切割与汽化
止血两大功能［６］。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术中出血量、置管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术后血红蛋白、红细胞

压积下降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国内外不同学者文献报道均

支持这一观点［７，８］。可能与术野清晰、高能电离子对人体组织

内环境影响较少［９］、有效预防闭孔神经反射、保护膀胱颈内括

约肌完整性有关。

本研究中，尽管观察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逆行射精发生

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逆行射精发生率仍很高，与 Ｃｈｏｉ等［１０］

文献报道的３１０２％非常接近。由于支配阴茎勃起血管神经丛
紧邻前列腺包膜，且主要集中于５点位和７点位，电切时容易切
穿前列腺包膜，这也是ＴＵＲＰ术后阴茎勃起障碍、逆行射精发生
率明显较高的主要原因［１１］。ＰＫＲＰ有一种对前列腺包膜“被动
保护”的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１２］。但两组手

术均会造成对膀胱颈完整性的破坏［１３－１５］，导致术后膀胱颈不

能正常关闭，这也是逆行射精发生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手

术中应尽量保留膀胱颈内括约肌，以减少逆行射精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ＰＫＲＰ有助于减少手术创伤，改善尿道功
能，对术后性功能影响较小。但手术过程中应尽量保留前列腺

包膜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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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治疗高龄高危良
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研究
彭克学　谌珩　李娓　韩愈
湖北省荣军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观察经尿道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ＰＶＰ）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高龄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方法：临床纳入高龄高危ＢＰＨ患者９０例，根据手术方案的不同分为研究组与对
照组，研究组进行 ＰＶＰ，对照组进行 ＴＵＲＰ。观察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１个月、术后 １２个月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以及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等，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术
前及术后１个月，两组患者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差异均无显著性（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研究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
ＳＳ分别为（１９７９±５０７）ｍＬ／ｓ、（１２６９±１５５８）ｍＬ、（４９２±２１７）分，对照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分别为（１７９８
±４５２）ｍＬ／ｓ、（２３５４±２６６６）ｍＬ、（７４７±２０２）分，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研究组术后低钠血症发生
率与输血发生率分别为 ６６７％、２２２％，对照组术后低钠血症发生率与输血发生率分别为 ２２２２％、
１３３３％，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结论：ＰＶＰ治疗高龄高危ＢＰＨ的中期疗效优于ＴＵＲＰ，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的排尿，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值得推广。

【关键词】　经尿道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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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６６７％ ａｎｄ２２２％，ｗｈｉｌｅ２２２２％ ａｎｄ１３３３％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ｍｉｄ－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ＶＰ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ＵＲＰ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ＰＨ．Ｉｔ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ｒｉｎ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ＶＰ）；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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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属于临
床常见的一种以膀胱出口梗阻为主要表现的疾病［１］。研究表

明，ＢＰＨ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显著升高的趋势。在７０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中，尤其是合并重要器官疾病时，被临床称

为高龄高危 ＢＰＨ［２，３］。手术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ＢＰＨ较为有效
的一种方式，并得到了广泛的开展［４］。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

ＢＰＨ的手术方案较多，常见的有经尿道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
（ＨｏＬＥ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５］，近年来，ＰＶＰ在临
床上逐渐开展应用。笔者采用ＰＶＰ治疗高龄高危ＢＰＨ，取得了
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文纳入９０例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收治
的高龄高危ＢＰＨ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同意手术
治疗。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各４５例。研究组：年龄
７０～８１岁，平均年龄（７６３±４１）岁，病程３～１２年，平均病程
（５９±３２）年。基础疾病：高血压２４例，糖尿病１８例，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１２例，脑梗塞１０例；对照组：年龄７１～８０岁，平均
年龄（７６５±３９）岁，病程５～１１年，平均病程（５７±３０）年。
基础疾病：高血压２６例，糖尿病 １７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１１
例，脑梗塞９例。两组患者上述资料无差异（Ｐ＞００５），有可
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对照组：采用ＴＵＲＰ，全身麻醉，经尿道置入 Ｆ２７ＳＴＯＲＺ汽

化电切镜，于膀胱颈至精阜间切除前列腺，切除的前列腺随灌

洗液冲洗出膀胱；研究组：患者膀胱截石位下行骶管麻醉，将电

视摄像系统与尿道镜相连并置入尿道镜进行定位，观察膀胱及

输尿管开口位置，在退出时观察前列腺、精阜情况，使用汽化切

除分别对中叶及两侧叶进行切除，术中注意对前列腺动脉进行

止血。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术后对患者进行为期１２个月的临床随访，分别在术

前、术后１个月、术后１２个月观察患者术后残余尿量（ＰＶＲ）及
最大尿流速率（Ｑｍａｘ）情况。使用国际前列腺评分（ＩＰＳＳ）标准对
前列腺进行评分。（２）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数据的处理以及分
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组间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说明存在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疗效比较

术前及术后１个月，两组患者 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差异均无显

著性（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研究组 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术后低钠血症发生率以及输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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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Ｑｍａｘ、ＰＶＲ与ＩＰＳＳ

组别
Ｑｍａｘ（ｍＬ／ｓ）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ＰＶＲ（ｍＬ）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ＩＰＳＳ（分）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研究组 ５２７±１９０ １８３９±３５３１９７９±５０７１１５７８±１０２５３１５８６±１７７３ １２６９±１５５８ ２４３７±３７３ ６７１±２７０ ４９２±２１７

对照组 ５５３±１７８ １８２８±３１９１７９８±４５２１０９９６±１００２４１６２２±１６６０ ２３５４±２６６６ ２４５２±３７８ ６９６±２３９ ７４７±２０２

ｔ ０６７０ ０１５５ １７８８ ０２７２ ０１０１ ２３５７ ０１８９ ０４６５ ５７７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组别 例数 低钠血症发生率 输血发生率 尿道狭窄发生率

研究组 ４５ ３（６６７） １（２２２） ２（４４４）

对照组 ４５ １０（２２２２） ６（１３３３） ３（６６７）

χ２ ４４１２ ３８７１ ０２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研究认为，ＢＰＨ属于前列腺腺体与间质的良性增生，

在中老年男性中较为多见［６］。ＢＰＨ可能导致的临床症状较多，
比较常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以及进行性排尿困难等［７］。解

剖学表现则可见前列腺增大（ＢＰＥ），而尿动力学上主要表现为
膀胱出口梗阻（ＢＯＯ）［８，９］。手术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ＢＰＨ的首
选，能够短期内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并缓解排尿困难。其中，

ＴＵＲＰ在临床的开展时间较长，其利用高频电刀放置于患者的
尿道内，在成像系统的帮助下，对增生的前列腺组织进行切

除［１０，１１］。手术的目的在于扩大前列腺段尿道的腔隙，以改善膀

胱出口的梗阻。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目前发现 ＴＵＲＰ在治疗
ＢＰＨ时存在一定的缺陷［１２，１３］：（１）采用 ＴＵＲＰ不能完全切除前
列腺腺体，造成术后数年后残留的前列腺腺体再次增生，导致

患者需要再次进行手术治疗；（２）ＴＵＲＰ过程中，由于灌洗液体
中不能含有离子，导致灌洗液体进入体循环后引发低钠血症的

发生。随着医疗技术以及激光技术的发展，临床逐渐出现激光

技术应用于前列腺手术的报告。ＰＶＰ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型手术，其解决了边切除边止血的问题［１４］。

本研究就ＰＶＰ与ＴＵＲＰ治疗高龄高危 ＢＰＨ患者中的疗效
及安全性进行了临床分组观察。首先，我们对比了手术前及术

后患者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１个月的
疗效较为接近；但是术后１２个月研究组 Ｑｍａｘ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ＶＲ以及ＩＰＳＳ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中远期疗效，
ＰＶＰ治疗ＢＰＨ，是优于 ＴＵＲＰ的。另外，术后并发症方面，研究
组术后低钠血症发生率以及输血发生率分别为 ６６７％、
２２２％，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２２２％、１３３３％（Ｐ＜００５）。上述
结果说明，使用ＰＶＰ治疗ＢＰＨ的临床安全性较高，术后低钠血
症发生率以及输血发生率均较低。

综上所述，ＰＶＰ治疗高龄高危ＢＰＨ的中期疗效优于ＴＵＲＰ，能
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排尿，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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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ＲｉｃｋＦＧ，Ａｂｉ－ＣｈａｋｅｒＡ，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ｙＬ，ｅｔａｌ．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ｅｌｌｖｏｌ
ｕｍｅｂｙａｇａｓｔｒ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
１１０（７）：２６１７－２６２２．

［１５］　孙家各，张晓毅，赵国华，等．ＴＵＲＰ与 ＰＶ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的临床疗效比较．中国临床医生，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２９－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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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直肠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与前列腺系统
穿刺活检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比较研究
洪恽１　陈军２

１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１１
２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经直肠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与前列腺系统穿刺活检的差异。
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可疑前列腺癌患者３００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１５０例。观察组采用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对照组则采用系统的前列腺１２
针穿刺活检。结果：观察组前列腺癌５７例，占３８００％，人均穿刺（９３±１４）针，单针阳性率为１８２１％，Ｇｌ
ｅａｓｏｎ评分为（７１±０５）分。对照组前列腺癌５４例，占３５３３％，人均穿刺１２针，单针阳性率为１１１７％，Ｇｌ
ｅａｓｏｎ评分为（６６±０５）分。两组前列腺癌诊断率无显著差异，观察组其他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
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造影异常７０例（４６７％），确诊前列腺癌４１例，人均穿
刺（６１９±０７）针，单针阳性率为４３９１％（１９１／４３５）；观察组造影正常８０例（５３３％），确诊前列腺癌１６例，
人均穿刺１２针，单针阳性率为６５６％（６３／９６０）。结论：经直肠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与前列腺系统
穿刺活检相比效率更高，临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前列腺穿刺活检；超声造影；超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ｏｐ
ｓｙ　ＨＯＮＧＹｕｎ１，ＣＨＥＮＪｕ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Ｗｅｎｌ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ａｉｚｈｏｕ３１７５１１，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Ｗｅｎｌ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ａｉｚｈｏｕ３１７５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ｏｐｓ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３０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ｉｎ
ＷｅｎｌｉｎｇＣｉｔｙＦｏｕｒ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１５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１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７ｃａ
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３８０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９３±１４）．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ｅ
ｄ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８２１％ ａｎｄＧｌｅａｓ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７１±０５）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３５３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１２）．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ｅｄ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１１７％ ａｎｄ
Ｇｌｅａｓ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６６±０５）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７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４６７％），ｗｉｔｈ４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６１９±０７）．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ｅｄ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３９１％ （１９１／４３５）；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３３％），ｗｉｔｈ１６
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１２）．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ｅｄ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５６％ （６３／９６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ｏｐｓｙ，ｗｈｉｃｈｉｓ
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２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癌是一种常见的男性前列腺上皮恶性肿瘤，早期发
现、及时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５年内生存率，改善患者生存质
量［１］。目前临床中普遍应用前列腺穿刺活检对前列腺癌进行

诊断，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穿刺活检中可伴随多种方式进行引

导，从而提高穿刺成功率［２］。超声引导是最常见的辅助引导穿

刺方式，但据报道显示经直肠超声引导所需穿刺针数多，给患

者带来较大痛苦，因此如何适当改善超声引导使其保证诊断率

的同时降低所需穿刺数将提高患者依从性，降低其诊断痛

苦［３］。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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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接受治疗的可疑前列腺癌患者３００例，分析并探讨经直肠
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与前列腺系统穿刺活检的差异。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可
疑前列腺癌患者３００例。纳入标准：符合以下任意情况，（１）血
清ＰＳＡ在１０μｇ／Ｌ以上［４］；（２）血清ＰＳＡ在４～１０μｇ，且ｆ／ｔＰＳＡ

或ＰＳＡＤ异常［５］；（３）直肠指检异常者。排除标准：（１）非自愿
接受本次研究者；（２）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本次研究经伦理
委员会批准研究。年龄５３～８１岁，平均年龄（６８９２±７４２）岁。
现将３００例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１５０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平均年龄（岁） 前列腺体积（ｍＬ） ＰＳＡ（μｇ／Ｌ） 直肠指检异常［ｎ（％）］ 超声检查异常［ｎ（％）］

观察组 ６８９７±７４４ ４９０７±１７４８ ２２３６±１１４４ ８３（５５３３） ５２（３４６７）

对照组 ６８８８±７４１ ４８９９±１７５０ ２２４１±１１４２ ８５（５６６７） ５１（３４００）

χ２／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实验方法
观察组采用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配合实时超声造影匹

配成像量化技术，对造影异常者在异常区域穿刺活检，根据异

常区域大小选择适量的活检针数，若无异常，采用前列腺１２针
穿刺活检［６］。对照组则采用系统的前列腺１２针穿刺活检。
１３　评价指标及标准

对比两组穿刺针数，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评分取最高分）以及单
针阳性率［７］。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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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各项指标对比

观察组１５０例受试者共检出前列腺癌５７例（３８００％），人
均穿刺（９３±１４）针，单针阳性率为１８２１％，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为
（７１±０５）分；对照组共检出前列腺癌５４例（３５３３％），人均
穿刺１２针，单针阳性率为１１１７％，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为（６６±０５）
分。两组前列腺癌检出率无显著差异，观察组人均穿刺针数显

著少于对照组，单针阳性率与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经统
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不同造影结果对比

观察组造影异常７０例（４６７％），确诊前列腺癌４１例，人均
穿刺（６１９±０７）针，单针阳性率为４３９１％（１９１／４３５）；造影正
常８０例（５３３％），确诊前列腺癌１６例，人均穿刺１２针，单针阳
性率为６５６％（６３／９６０）。
#

　讨论
前列腺穿刺活检已成为临床诊断前列腺病变的金标准，研

究显示，因穿刺针数大于１０针时可明显提高诊断阳性率，因此
许多临床医生会选择１０针以上如１２、１３甚至２１针穿刺法，从
而提高诊断准确率［８］。虽然穿刺针数多可降低漏诊率，但也大

大增加了患者的诊断痛苦，提高穿刺并发症发生率。同时，系

统穿刺活检即使选择较多穿刺数，仍可能因为癌灶相对较小而

存在漏诊发生［９］。有报道显示通过穿刺后的ＴＵＲＰ可大大提高

前列腺癌检出率［１０］，但检查后３个月内不可行前列腺癌治疗手
术［１１］，而在此期间可能面临癌灶扩大甚至转移的风险。因此，

如何提高前列腺穿刺活检准确前提下降低患者痛苦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在本次研究中，选择经直肠超声造影可对疑似前列腺癌灶

予以提示，以此为基础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结果显示，观察

组前列腺癌所占比例为３８００％，人均穿刺（９３±１４）针，单针
阳性率为１８２％，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为（７１±０５）分。与对照组相
比，两组前列腺癌检出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观察组人均
穿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单针阳性率及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该结果与国内同领域研究结果基本相
符［１２］。该结果说明，通过前列腺超声造影检查筛查出异常的患

者，可以通过定向穿刺方式进行活检进一步筛查，但因超声造

影仍存在一定漏诊，因此若判定为正常的患者仍需系统穿刺进

一步检查，以降低漏诊率。

前列腺癌会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文献表明，影像学检查

中可观察到前列腺癌患者病灶内微血管密度的增加，而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越高，其内微血管信号愈明显［１３］。通过超声造影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出微血管密度，因此超声造影异常区域则可能与病

灶位置重叠，可作为提示穿刺区域的重要依据。而在本次研究

中将穿刺部位选择在造影异常的疑似病灶中心部，此处血供最

为丰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越高，因此更接近于大体标准中的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医生诊断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１４］。观察组

４６７％的患者造影异常，其中确诊前列腺癌４１例，单针阳性率
为４３９１％，而剩余造影正常患者中确诊前列腺癌１６例，单针
阳性率为６５６％，与国内其他研究基本一致［１５］。该结果说明，

对于造影显示正常的患者不可放松警惕，更应选择系统活检穿

刺法，以防止可能因病灶初期导致造影效果不明显造成的漏诊

情况发生。

综上所述，经直肠超声造影辅助前列腺穿刺活检与前列腺

系统穿刺活检相比效率更高，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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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烧伤后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及患者性功
能康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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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阴茎烧伤后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方案，分析手术治疗对烧伤患者性功能
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期间我科收治的４０例深度阴茎烧伤后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
患者，对患者行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带蒂轴型皮瓣等手术治疗，观察手术治疗后的近期疗效与远

期疗效，并分析手术治疗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结果：４０例烧伤患者经过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带
蒂轴型皮瓣等手术治疗，２３例皮片完全存活，１４例患者皮片变为暗紫色，经过药物治疗均痊愈，３例患者出
现局部坏死，经过针对性的治疗，糜烂明显得到控制与改善。经过２年的随访，３６例患者生殖器复位，４例患
者出现疤痕挛缩，３６例患者的下肢外展、下蹲以及行走等基本生理功能明显得到改善与提高；经过手术治疗
的４０例患者的ＩＩＥＦ－５平均评分为（２１４０±６５０）分，显著术后的ＩＩＥＦ－５平均评分，且勃起正常的例数显
著高于术前例数，勃起障碍例数显著低于术前例数，均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根据患者疤痕部
位、疤痕面积、年龄、体质等状况选择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带蒂轴型皮瓣以及皮肤扩张等手术方

法。经过手术治疗，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提高，勃起功能障碍明显得到改善。
【关键词】　阴茎烧伤；会阴部疤痕；皮片移植；性功能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２７　　　·

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ｓｃａ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ｐｅｎｉｓｂｕｒｎ　ＹＵ
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１，ＬＩＲｅ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ｕｒｎ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Ｙｉｗ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２０００，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Ｙｉｗ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２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ｂｕｒｎｓｃａ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０ｐｅｎｉｓ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ｓｃａ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ｂｕｒ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８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ｒｅｅｓｋｉｎｇｒａｆｔ，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ｐｓ，
ｐｅｄｉｃｌ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ｌａｐ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ｋｉｎｇｒａｆｔｓｏｆ２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ｉｎ１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ｐａｒｔｉａｌ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ｉｎ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ｓ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ｗａ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ｆｔ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ｆｔｅｒ
２ｙｅａｒ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ｇｅｎｉｔａｌｏｆ３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ｅｔ，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ｓｃａ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ａ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ｑｕａ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ａｓｉｃ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３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ＩＩＥＦ－５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２１４０±６５０，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ｏｓｅｈａｖｉｎｇ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ａｌｌ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ｋｉｎｇｒａｆｔ，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ｐｓ，ｐｅｄｉｃｌ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ｌａｐｓａｎｄｓｋｉｎ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ａｓｃｈｏｓ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ｒ，ｓｃａｒａｒｅａ，ａｇｅ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ｎｉｓｂｕｒｎｓ；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ｓｃａｒ；Ｓｋｉｎｇｒａｆｔ；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 【文献标志码】　Ａ

　　烧伤是指一般指热力，包括热液（水、汤、油等）、蒸气、高温
气体、火焰、炽热金属液体或固体（如钢水、钢锭）等所引起的组

织损害，不仅带来容貌改变、自身功能障碍，而且会使患者出现

焦虑、恐惧、抑郁等负面心理情绪［１］。会阴部位于两大腿之间，

位置较为隐蔽，较身体其他部位较少发生创伤，一旦烧伤易出

现疤痕挛缩的现象，导致其外形改变，影响患者在运动、生殖等

方面的正常生活［２］。由于会阴部位置的特殊性，对临床手术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阴茎烧伤后会阴部

瘢痕挛缩畸形的治疗方案，分析手术治疗对烧伤患者性功能的

影响。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期间我科收治的４０例深
度阴茎烧伤后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患者，年龄２３～４５岁，平均
年龄（３６５０±４５０）岁，均为周围型瘢痕，会阴部瘢痕挛缩合并
阴茎、阴囊等外生殖器移位，无肛门和外生殖器的闭锁或缺损。

致伤原因：热液烧伤１１例，化学烧伤７例，电击烧伤９例，火焰
烧伤１３例。病例纳入标准：（１）经临床确诊为烧伤后会阴部中
心型瘢痕挛缩畸形；（２）男性；（３）合并双下肢及腹部瘢痕挛缩
畸形；（４）充分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愿意接受医生治疗方案并配合调查。

１２　手术治疗方法
根据患者疤痕部位、疤痕面积、年龄以及体质等状况，制定

详细的手术方案。采用带蒂轴型皮瓣和游离皮瓣修复创面的

患者，术前利用多普勒超声探查相应的血管位置并做好标记。

手术在全麻下或腰麻下进行，进行常规消毒后，进行手术治疗：

（１）游离皮片移植［３］：２９例患者接受此类型手术治疗。术中切
断挛缩症痕带，彻底松解会阴部挛缩症痕。松解疤痕后，使会

阴部组织恢复解剖及生理正常结构，同时进行止血治疗。测量

症痕切除后面积，选择腹股沟区或大腿外侧等位置的中厚皮片

进行移植，皮片缝合后均打包加压固定。（２）带蒂轴型皮瓣：５
例患者接受该类手术治疗。术中松解会阴部挛缩症痕后，测量

瘢痕继发创面大小后，采用骸腹股沟瓣进行修复。（３）局部皮
瓣［４］：６例患者采用此类手术治疗。多采用 Ｚ形或 Ｗ形切口松
解挛缩症痕，设计局部三角瓣，修复创面。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４０例患者经过不同手术治疗后的近期疗效与远期疗

效。分析术前、术后４０例患者勃起功能的状况。
１４　性功能障碍评价标准［５］

采用勃起功能障碍国际指数 －５（ＩＩＥＦ－５）评分问卷，观察
术前、术后４０例患者勃起功能的状况与性生活满意状况：ＩＩＥＦ
－５＜７分为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８～１１分为中度勃起功能障碍，
１２～２１分为轻度勃起功能障碍，＞２１分为正常。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计量的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
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４０例患者术后疤痕恢复状况的分析

４０例烧伤患者经过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带蒂轴
型皮瓣等手术治疗，２３例皮片完全存活，１４例患者皮片变为暗
紫色，经过药物治疗均痊愈；３例患者出现局部坏死，经过针对
性的治疗，糜烂明显得到控制与改善。经过２年的随访，３６例
患者生殖器复位，４例患者出现疤痕挛缩，３６例患者的下肢外
展、下蹲以及行走等基本生理功能明显得到改善与提高。

２２　４０例患者术前、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分析
经过手术治疗的４０例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平均评分为（２１４０

±６５０）分，显著高于术前（Ｐ＜００５）；且勃起正常的例数显著
高于术前例数，勃起障碍例数显著低于术前例数，均具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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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０例患者术前、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分析

项目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勃起功能

重度障碍 中度障碍勃 轻度障碍勃 正常

术前 ４０ １０１５±４５０ ２６（６５０） １４（３５０） ０ ０

术后 ４０ ２１４０±６５０ ０　　 ２（５０） ３（７５） ３５（８７５）

χ２ － ６５９３ ５９８４ ５７４８ ５８９４ ６２２１

Ｐ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烧伤都是常见的损伤。

但是与身体其他部位比较，会阴部发生烧伤的概率较低，约占

５％～８％。会阴部位于隐私部位，由于生理结构的特殊性，一旦
发生烧伤，极易形成挛缩性瘢痕，导致其外形改变，常发生挛

缩，包括双侧大腿不能外展，严重者双侧大腿粘连，同时可伴有

膝关节挛缩，严重者导致性器官畸形［６］。由于会阴部瘢痕挛缩

畸形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而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心

理健康。因此，积极治疗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早期治疗会阴部症痕，夹板固定、早期复健行走以及持续

按摩疤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疤痕挛缩的形成，但对于深度

烧伤会阴部的患者来说，手术治疗是最好的选择［７］。临床上预

防疤痕挛缩的手术包括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或推进、

带蒂轴型皮瓣转移修复等三种［８］。由于会阴部疤痕修复并无

相应的治疗指南与准则，临床医生应根据患者疤痕面积、疤痕

部位、年龄、体质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进行治疗。

本研究４０例患者中，２９例患者给予游离皮片移植治疗，５例患
者采用带蒂轴型皮瓣治疗，６例患者则运用局部皮瓣方案治疗。
国内文献报道，游离皮片移植技术是创面修复中最基本的一种

修复方法，也是最常应用的一种修复方法［９］。由于越厚的皮片

移植术后发生挛缩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选择游离皮片移植术

的皮片时，选用中厚皮片移植。另外，对于皮片供区的选择，还

应满足术后可立即上皮化、无痛且感染率低、部位隐秘、易缝

合、质地均匀、色泽适中等因素。而且，游离皮片移植技术只需

切除部分疤痕，就可达到彻底松解的目的，这样减少了植皮的

面积。对于会阴部修复面积不大、防止免去植皮的再次创伤，

尤其是横行的条状挛缩与中央型会阴部疤痕，局部皮瓣是较佳

的选择［１０］。由于供区组织厚实柔软，均可应用 Ｚ形或 Ｗ形切
口，将皮瓣交错转位进行修复［１１，１２］。对于症痕切除后有深部组

织外露或不能使用上述两种方案治疗的患者，采用带蒂皮瓣修

复是较好的选择［１３，１４］。通过对４０例患者进行手术治疗，２３例
皮片完全存活，１４例患者皮片变为暗紫色，经过药物治疗均痊
愈，３例患者出现局部坏死，经过针对性的治疗，糜烂明显得到
控制与改善。经过２年的随访，３６例患者生殖器复位，４例患者
出现疤痕挛缩，３６例患者的下肢外展、下蹲以及行走等基本生
理功能明显得到改善与提高。更为重要的是，４０例患者的ＩＩＥＦ
－５评分在术后得到显著提高，且勃起正常的例数显著高于术
前例数，勃起障碍例数显著低于术前例数，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这说明经过手术治疗会阴部瘢痕挛缩畸形，能够显
著改善性功能，提供患者的性生活能力［１５］。

综上所述，根据患者疤痕部位、疤痕面积、年龄、体质等状

况选择游离皮片移植、局部皮瓣转移、带蒂轴型皮瓣以及皮肤

扩张等手术方法。经过手术治疗，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提
高，勃起功能障碍明显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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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和听觉视觉性
刺激在勃起功能障碍诊断中的价值
朱策均１　张月玲１　谢淑慧１　彭乃雄２

１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超声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２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摘　要】　目的：评估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和听觉视觉性刺激在勃起功能障碍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对１２０例临床诊断为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阴茎海绵体内注射血管活性药物和

辅助眼镜式影像仪给予听觉视觉性刺激，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ＣＡＤ）、收缩期峰

值流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阻力指数（ＲＩ）、背深静脉（ＤＤＶ）流速。结果：非血管性、动脉性和静

脉性ＥＤ患者左右深动脉血流参数和注射前后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增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和听觉视觉性刺激在诊断动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与特异度均

为１００％，诊断静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为１００％，特异度为９６％。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

绵体注射和听觉视觉性刺激在诊断各类型血管性ＥＤ及区别非血管性ＥＤ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推广

应用。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阴茎海绵体内注射；听觉视觉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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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受到刺激

后勃起硬度不足以插入阴道或勃起维持的时间不足以满意地

完成性生活，是最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

家庭稳定性，给患者造成具体的心理压力［１－３］。勃起功能障碍

的病因十分复杂，因此临床治疗首先要明确患者的病因，才能

够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４］。动脉供血不足及静脉关闭不全以

及静脉瘘是导致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较为常见的因素，彩色

多普勒超声在对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诊断中具有无创、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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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好的优点，己成为临床鉴别血管性 ＥＤ的重要手段。目前多

是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但是临床工作中

发现，部分患者注射后常常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有效的勃起，

为此本研究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及听觉

视觉性刺激对勃起功能患者进行诊断，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间来我院男科就诊１２０例

勃起功能患者，年龄２３～５４岁，平均（３４３１±６３２）岁，病程６

个月～６年，平均（２２７±０９７）年。所有患者均符合下列标准：

（１）国际勃起功能障碍评分简表（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５］；（２）

无脊髓损伤、阴茎病变、阴部外伤及手术史；（３）无激素药物及

精神药物服用史；（４）生殖器发育无异常。排除丧偶或离异患

者以及不愿意接受调查的患者。

１２　方法
（１）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阴茎海绵体注射和听觉视觉性刺

激：注射前超声测量：嘱患者仰卧位，两食指固定龟头部，超声

探头紧贴阴茎腹侧离阴茎根部２ｃｍ处，进行阴茎深动脉的测
量；注射后超声测量：用一根橡皮条束紧患者的阴茎根部，常规

会阴部消毒后，采用注射器（罂粟碱３０ｍｇ＋酚妥拉明０５ｍｇ）
进行阴茎海绵体内注射，注射部位为阴茎海绵体近耻骨处侧方

中段２～３点或９～１０点处，去针后用棉签局部压迫３～５ｍｉｎ，然
后利用辅助眼镜式影像仪给予听觉视觉性刺激，待阴茎勃起后

采用飞利浦ｉｕ２２高分辨力实时超声诊断仪和Ｃ１２－５超宽频带
线阵探头对患者进行超声检测，用彩色多普勒显示血流和协助

定位，获得血流频谱进行分析，血流指标监测一般持续３０ｍｉｎ。
评估参数包括疲软及勃起时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ＣＡＤ）、收缩
期峰值流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阻力指数（ＲＩ）、背深
静脉流速（ＤＤＶ）。（２）阴茎海绵体静脉造影：嘱患者仰卧于检
查床上，采用注射器（罂粟碱３０ｍｇ＋酚妥拉明０５ｍｇ）进行阴茎
海绵体内注射，然后阴茎根部扎弹力带，阴茎勃起或膨大后去

除弹力带，用６０ｍＬ注射器从海绵体外侧穿刺阴茎海绵体，以
８０ｍＬ／ｍｉｎ的流速快速注入３０％泛影葡胺６０ｍＬ，通过监视器观
察阴茎海绵体静脉回流情况，并于造影剂注射后３０、１２０及３００ｓ
拍片，观察到静脉瘘为静脉性勃起功能障碍，当无静脉滑者同

时可采用快速高压注入生理盐水１２０ｍＬ／ｍｉｎ，于海绵体内能产
生明显勃起，说明为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

１３　诊断标准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标准：（１）双侧阴茎海绵体动脉 ＰＳＶ

＞３０ｃｍ／ｓ、ＲＩ≥１，提示阴茎血管功能正常；（２）一侧或双侧海绵
体动脉ＰＳＶ＜３０ｃｍ／ｓ、ＲＩ≥１，提示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如图
１）；（３）一侧或双侧海绵体动脉ＲＩ＜１或背深静脉出现持续血
流信号，不论阴茎海绵体动脉ＰＳＶ测值是多少均提示静脉性勃
起功能障碍（如图２）。

图１　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

图２　静脉性勃起功能障碍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或 ｔ检验，以海绵体造影为“金标

准”判断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动脉性和静脉性勃起功能障碍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以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阴茎左右深动脉血流指标比较

经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１２０例患者非血管性勃起功能障

碍的４２例（３５％），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４８例（４０％），静脉性

勃起功能障碍３０例（２５％），分别作为非血管性 ＥＤ组、动脉性

ＥＤ组和静脉性ＥＤ组，经过比较三组患者左右深动脉血流参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三组患者注射前后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增大率

通过比较，三组注射前后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增大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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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阴茎左右深动脉血流指标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左深动脉 右深动脉 ｔ Ｐ

ＥＤＶ（ｃｍ／ｓ）

左深动脉 右深动脉 ｔ Ｐ

非血管性ＥＤ组 ４４ ４５４５±１４５３ ４５６７±１１９８ ００７ ＞００５ ２４２±０５６ ２４１±０５８ ００８ ＞００５

动脉性ＥＤ组 ４８ １９３４±４５６ ２００８±４５３ ０７９ ＞００５ ３４５±０５６ ３５３±０５６ ０６９ ＞００５

静脉性ＥＤ组 ２８ ３３２５±１２５４ ３２７８±１１４３ ０１５ ＞００５ ７８７±１７３ ７７７±１５６ ０２４ ＞００５

表２　注射前后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增大率

组别 例数 注射前 注射后 增大率（％）

非血管性ＥＤ组 ４４ ０５１±０１２ ０９５±０２６ ９７６７±３９６５

动脉性ＥＤ组 ４８ ０４８±０１４ ０８５±０２３ ９４８３±３４２３

静脉性ＥＤ组 ２８ ０４２±０１３ ０８３±０１４１０３６９±４１１３

２３　彩色多普勒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将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为静脉性ＥＤ的３０例和动脉性 ＥＤ

的４８例患者进一步采用海绵体造影明确诊断，结果显示：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动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的４８例经过造影均证
实为动脉性性勃起功能障碍，而静脉性勃起功能障碍有２例经
过造影诊断为非血管性性勃起功能障碍，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动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与特异度均为１００％，诊断静脉
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为１００％，特异度为９６％。
#

　讨论
勃起功能障碍是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或者维持充分的勃

起以进行满意的性生活，是男性的常见的和多发的男科疾病之

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在２００２年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１５亿男性患有勃起功能障碍，并且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勃起功能障
碍的患病率高达３２亿［６］。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勃起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给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７，８］，因此对于勃起功能

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阴茎的勃起是

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男性在受到性刺激后，阴茎海绵体窦状

隙组织松弛，阴茎动脉主动性的扩张，引起阴茎动脉血流明显

增加，由于窦状隙扩大使位于白膜间的小静脉受到压迫，导致

静脉回流受阻，形成阴茎海绵体动 －静脉短路闭合，促使流入
窦的血流量增多，引起阴茎增粗变硬发生勃起。这一复杂的过

程中任何步骤出现异常均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其中阴

茎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是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９］，阴茎

的血管病变是众多造成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的共

同特征，因此，对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阴茎血流动力学的检测

也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自从上世纪将多普勒超声

应用于阴茎血流动力学的诊断中，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这一领

域取得巨大的进展和成功；而近年来采用血管活性药物阴茎海

绵体注射引起阴茎勃起后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来诊断勃

起功能障碍的阴茎血管性病变［１０－１２］，因具有微创性和可重复

性等优点，被认为是诊断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金标准”［１３］。

但是目前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者经过血管活性药物阴

茎海绵体注射后常常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很好的勃起，为此本

研究在勃起功能障碍患者进行阴茎海绵体注射后给予听觉视

觉性刺激，促使患者勃起后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阴茎深动

脉血流情况，随后本研究采用海绵体造影判断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动脉性和静脉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显

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动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与特异

度均为１００％，诊断静脉性血勃起功能障碍敏感度为１００％，特
异度为９６％，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给予患者
视听觉刺激后，阴茎勃起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有效的避免了

因勃起程度较弱，产生类似于静脉漏的超声表现，提高了彩色

多普勒超声对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诊断准确性，有效的避免

了漏诊和误诊的发生。

有观点认为，阴茎海绵体左右动脉血流的不对称性和相互

之间有交通支存在等因素，仅用测量一侧动脉的指标来判断勃

起功能障碍的性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４］，而本研究通过比较三

组患者左右深动脉血流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
此本研究认为左右深动脉血流参数相差不大，不需要左、右动

脉ＰＳＶ之和＞５０ｃｍ／ｓ才能排除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阴茎深
动脉直径能否判断阴茎深动脉性质方面目前在临床上存在一

定的争议，本研究各三组注射前后阴茎海绵体动脉直径增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阴茎深动脉直径在判断阴茎深动脉

性质方面无明显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阴茎海绵体注射联合视听觉刺激后采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是诊断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种可靠、微创的

方法，能够定量反应阴茎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对勃起功能障碍

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实用价值。但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未对比不采用视听觉刺激和采用视听觉刺激患者的阴茎血

流动力是否存在差异，本课题未来将进一步加大样本含量，对

比药物、海绵体注射等方案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准确

性和特异性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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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阴茎勃起功能监测结果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
研究
康乐１　刘晓冬２△　李成文３

１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医教部医疗科，天津 ３００１６２
２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保科，黑龙江 牡丹江 １５７０００
３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天津 ３００１６２

【摘　要】　目的：研究夜间阴茎勃起功能检测结果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牡
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间６３６例男性夜间阴茎勃起功能进行监测，根据其有
无代谢综合征将其分为两组，所有患者均需要依据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填写问卷，代谢综合征（ＭＳ）
的诊断标准依据２００５年国际糖尿病联盟颁布的国际学术界第一个ＭＳ的全球统一定义，这一定义的核心是
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的诊断指标为腰围。结果：观察组的１１６名被调查者为存在代谢综合征的患者，
ＩＩＥＦ－５为（１２７±３６）分，有７６％的患者存在程度不等的夜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对照组的５２０名被调查
者为不存在代谢综合征患者，ＩＩＥＦ－５为（１９８±２８）分，有４３％的患者存在程度不等的夜间阴茎勃起功能
障碍；两组患者ＥＤ发生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随着代谢危险因素的不断提升，勃起功能评分明显下降。
结论：夜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因素为代谢综合征，对于代谢综合征就诊的患者应认真询

问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病史，可将腰围测量纳入评价中的一个指标。

【关键词】　夜间阴茎勃起；功能检测；代谢综合征；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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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是机体出现的多项代
谢功能紊乱的一个总称，患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高血压、腹型

肥胖、高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以及高血甘油三脂

等［１，２］。由于生活条件的逐渐提升，患有ＭＳ的男性患者数量逐
渐增多。大量研究指出，ＭＳ是一种引起心血管疾病以及阴茎
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阴茎无法维持和达到足够勃起而得到的理想的
性生活状态。器质性 ＥＤ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冠
状动脉、糖尿病以及外周血管疾病等［３］。然而，对于正是生育

年龄的青年男性ＥＤ患者，实施治疗的意义更加重要。为此，我
们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
年５月间对６３６例男性夜间阴茎勃起功能进行监测，对其夜间
阴茎勃起功能监测结果与代谢综合征情况进行分析。现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择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
２０１４年５月间的６３６例男性。对其夜间阴茎勃起功能进行监
测；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选者知情同意

参加研究。入选资料年龄在 ３０～７３岁之间，平均为（５３４±
４３）岁；排除急性及慢性疾病患者。对所有人员进行体检，除
了检查肝、肾功能之外，重点检查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将

入选者根据有无代谢综合征分为两组，１１６例有代谢综合征者
为观察组，无代谢综合征的５２０例为对照组。
１２　排除标准　

（１）最近一个月出现特异或者非特异性感染、炎症或者服
用可抗菌素、抗生素类药物［４，５］；（２）最近一个月应用对泌尿生
殖系统产生影响的药物，包括α－受体阻滞剂、利尿剂、５α还原
酶抑制剂等；（３）存在泌尿系统或者盆腔外伤史、手术史；（４）常
见重大恶性疾病，如心绞痛、冠心病、脑卒中、心肌梗死、肝硬

化、充血性心力衰竭、前列腺癌以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等［６］；（５）
患有精神、神经类疾病，或应用对外周、中枢神经产生影响的药

物，例如抗癫痫类、镇静剂药物，抗抑郁症类药物等；（６）自身免
疫性疾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调查内容　获得入选者的一般资料，例如患者的职业、

年龄、夫妻感情状况、婚姻情况、吸烟饮酒情况以及受教育程度

等；获取既往病史；填写 ＩＩＥＦ－５调查表评分；运用仪器以及物
理方法检测患者的身高、血压、臀围、腰围以及体重［７］。

１３２　物理检查　检查入选者的体型、第二性征、毛发等预示
是否存在内分泌疾病。神经系统注意下肢、腰、阴茎以及会阴

痛、触觉、温度以及球海绵体肌反射。外生殖器注意检查阴茎

的外形、大小、包皮等情况，查看阴茎有无硬结，阴茎龟头血液

回流以及充盈情况，睾丸质地、大小等［８］。肛门指检主要包括

前列腺的质地、大小、有无结节、表面是否光滑、两侧叶及中央

沟是否对称等。

１３３　实验室检查　取入选者的清晨空腹肘静脉血进行检验，
由专业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观察入选者的总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空腹血糖。

１４　ＥＤ等级判定标准　
（１）正常：性欲要求正常，快速勃起，勃起持续时间能够持

续到射精或者中断性交之后，勃起硬度能够自由进入阴道，性

快感良好，性交频率未见明显变化，自慰反应正常。（２）轻度：
性欲要求基本正常，勃起反应快速，勃起持续时间不稳，偶尔出

现无法持续情况，勃起硬度有时无法置入阴道，性快感基本正

常，性交频率较少，自慰反应基本正常。（３）中度：性欲要求较
低，勃起反应减慢，无法持续勃起，勃起硬度多无法插入阴道，

性快感小时，性交频度未见明显下降，自慰反应较为勉强。（４）
重度：性欲要求小时，勃起完全无反应，因而也无法谈及阴茎勃

起的持续性，完全不能置入阴道，无性快感。

１５　统计学分析
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系统软件，用均数 ±标

准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进行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用χ２

检验进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的１１６名被调查者为存在代谢综合征患者，ＩＩＥＦ－５

评分为（１２７±３６）分，有７６％的患者存在程度不等的夜间阴
茎勃起功能障碍；对照组的５２０名被调查者为不存在代谢综合
征患者，ＩＩＥＦ－５为（１９８±２８）分，４３％的患者存在程度不等
的夜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两组间 ＥＤ发生率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随着代谢危险因素的不断提升，勃起功能评分明显下
降。见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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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研究者各项参数指标

参数
有代谢综合征

（ｎ＝１１６）
无代谢综合征

（ｎ＝５２０）
Ｐ

年龄（岁） ５７０±５７ ４８８±５０ ０００５

腰围（ｃｍ） ９４９±３７ ８１５±４３ ＜０００１

糖尿病（ｎ） ９６ １４４ ＜００５

高血压（ｎ） ８２ ４６ ＜０００１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４７±０２７ １１５±０１３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１１７±０３０ １４８±０３６ ＜０００１

ＴＣ／ＨＤＬ ４１４±１２９ ３４６±０５３ ＜０００１

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１２７±３６０ １９９±２９０ ＜０００１

表２　代谢综合征患者与非代谢综合征患者的ＥＤ患病率和ＥＤ的严重
程度

ＥＤ严重程度（％）

重度 中度 轻度 无ＥＤ 总计

无ＭＳ ６４（１２３） ５８（１１２） １０２（１９６） ２９６（５６９）５２０（１００）

有ＭＳ ３８（３２８） ３０（２５９） ２０（１７２） ２８（２４１）１１６（１００）

#

　讨论
ＭＳ是一组能够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

危险因素，其诊断标准尚未统一。ＥＤ是困扰和影响男性的一
个常见问题，主要见于中老年人群中，通过研究发现整个男性

调查人群中约有４８３９％的人群患有ＥＤ，这与现今的国内外的
流行病学数据结果基本一致［９］。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指出，

ＥＤ的患病率分别为４９４％和５２０％，然而国内的相关报道指
出我国成年男性的患病率约为４０２％。更主要的是，现今研究
得出ＥＤ是脑血管疾病（ＣＶＤ）疾病的一个警告［１０］。

虽然现今已经可能找到有关ＭＳ和ＥＤ的相关报道，但是取
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外，然而对于 ＭＳ个体成分的研究以及
混杂因素的控制尚不明确，因而探讨ＥＤ与ＭＳ的相关性将有助
于ＭＳ的防控工作［１１］。

ＭＳ与 ＥＤ均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通过研究表明，内皮
功能障碍与ＥＤ具有同样的病理生理过程［１２］。代谢综合征多

引起内皮功能障碍，同时对整个动脉血管系统产生影响，其中

也包括阴茎的供血血管。随着研究的不断完善，人们开始对两

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到了较大的进步［１３，１４］。ＭＳ与ＥＤ
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ＭＳ患者的 ＥＤ发病率明显比非 ＭＳ患
者高，而ＭＳ性腺功能减退也会引起 ＥＤ的出现，然而根据 ＭＳ
的饮食以及体育锻炼治疗能够缓解ＥＤ的发展。通过更加深入
的研究还得出，内皮细胞损伤与血浆炎症反应标志物水平升高

等因素可能是连接ＭＳ与ＥＤ之间的枢纽。ＭＳ可导致广泛的动
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进而导致心血管疾病出现［１５］。

本文研究结果指出，观察组１１６名代谢综合征患者ＩＩＥＦ－５
评分为（１２７±３６）分，有７６％存在程度不等的夜间阴茎勃起
功能障碍；对照组的 ５２０名不存在代谢综合征者 ＩＩＥＦ－５为
（１９８±２８）分，４３％存在程度不等的夜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两组间ＥＤ发生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随着代谢危险因素的
不断提升，勃起功能评分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夜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因素

为代谢综合征，对于代谢综合征就诊的患者应认真询问阴茎勃

起功能障碍的病史，可将腰围测量纳入评价中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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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７４８－７４９．

［３］　高冰，穆宏涛，张志超，等．药物联合视听觉刺激诱导阴茎勃起硬
度监测１８９６例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结果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
２３（２）：１５－１７．

［４］　谢恩杰，李培勇，陈景琳，等．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
男性ＥＤ疗效观察．世界临床药物，２０１５，５８（２）：１５４－１５５．

［５］　鞠春雷．西地那非联合依帕司他治疗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
疗效观察及安全性评价．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５，３２（５）：２４６．

［６］　刘继红，栾阳．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中华
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２）：２４７－２４８．

［７］　程，吴威武，李杰，等．高血压大鼠阴茎白膜弹性纤维改变对勃
起功能影响的研究．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４１５－４１６．

［８］　王建华，岳建华，张辉，等．增龄对大鼠阴茎组织中 ＤＤＡＨ２／ＡＤ
ＭＡ／ｅＮＯＳ通路的影响．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１４，４８（９）：６９－７０．

［９］　王柏欣，陈梅，王淑秋，等．去势大鼠阴茎海绵体胱硫醚γ裂解酶
与硫化氢的表达．中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１１）：１６７－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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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３）：
６３４－６３５．

［１１］　ＡｌｉＨａｍｉｄｉＭａｄａｎｉ，ＡｈｍａｄＡｓａｄｏｌａｈｚａｄｅ，ＧｈｏｌａｍｒｅｚａＭｏｋｈｔａｒｉ，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ＦｏｌｉｃＡｃｉ
ｄａｎｄ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３，６（４）：１８７－１８８．

［１２］　黄存超，梁季鸿，李广裕，等．小剂量他达拉非降阶梯治疗心因性
勃起功能障碍．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３）：６４－６５．

［１３］　刘贤奎，董潇，于鸿远，等．他达拉非半量隔日口服治疗 ＥＤ的疗
效观察．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２，４８（２）：６４７－６４８．

［１４］　蔡健，武志刚，邓哲宪，等．每日小剂量他达拉非口服三个月治疗
ＥＤ的远期疗效观察．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８（５）：６９４－６９５．

［１５］　陈
"

，徐志鹏，朱伟东，等．选择不同剂量他达拉非治疗 ＥＤ的临
床标准初步探索．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４－６９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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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损伤患者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状况调查分析
张晓霞　简百录△　高鹏　陈荣莉　雷娟
解放军四五一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尿道损伤患者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状况及危险因素，以期注重防范，提高临床效
果。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７６例尿道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予修复重建术，观察术后
在性功能上变化情况，并对受影响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术前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为（２３１３±２１４）分，术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为（１１１４±１３２）分，术后１年有
２１例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２７６３％；危险因素中，单危险因素有文化程度低（高中以下）、年龄小
（＜３０岁）、婚龄短（＜１０年）、配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消极、伴粉碎性骨盆骨折、医师年资低（＜１０年）、
悲观心理（Ｐ＜００５）；而和尿道损伤类型无关（Ｐ＞００５）。其中年龄、文化程度、婚龄、配偶态度、性观念和
性心理情况、骨盆骨折类型、医师年资、心理状态是术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Ｐ均 ＜００５）。结论：尿
道损伤后患者修复重建术对患者的影响因素较多，在临床上要加强防范。

【关键词】　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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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各种交通事故伤在临床上发病

率越来越高，对一些骨盆骨折患者往往容易造成尿路挫伤或断

裂，加上各种微创损伤的医源性损伤引起尿道损伤的发生率也

不断升高。目前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患者往往会出现性功

能障碍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临床医师也从以往的仅关注手

术逐渐也关注对术后性功能状况的影响性［１］。本研究就通过

观察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对患者性功能状况的影响性，以期

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７６例尿道损伤患者

为研究对象，年龄最小１９岁，最大６０岁，平均（３８３±２８）岁；

损伤原因：交通事故伤３５例，高处坠落伤２０例，其他伤２１例。

纳入标准：年龄在１９～６０岁，均有性生活史，均明确为尿道损

伤，均同意手术治疗。排除标准：受伤前有性功能障碍者；伴有

精神障碍患者；先天性畸形或发育不良的外生殖器患者；并发

严重心、肺疾病的患者。所有患者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

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修复重建术，后尿道损伤采用阴部 Ｕ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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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完全切除狭窄疤痕组织后用长直针进行温和，前尿道损伤

则采用阴部 Ｕ形切口，清除尿道周围血肿后游离尿道，修整尿

道创缘后将两个断端腹侧和背侧劈开１ｃｍ后进行斜形吻合。

在术后１年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对患者性功能进行评

价，对影响性功能者从年龄、文化程度、婚龄、配偶态度、性观念

和性心理情况、尿道损伤部位、骨盆骨折类型、医师年资、患者

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制定统一的表格，对患者

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根据结果进行归纳分析。性功能是否受到

影响：采用ＩＩＥＦ－５评分对患者术前及术后６个月的勃起功能

进行评分，判断性功能是否受到影响，＜２１分则判断为性功能

受到影响。配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情况：采用自制调查量

表，对配偶的态度、性观念及性心理进行自评调查，配偶态度设

置积极、消极选项，性观念设置保守、开放选项，新心理设置健

康、障碍选项，综合评价配偶的态度、性观念及性心理的态度。

心理状态：采用自制调查表，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自评调查，

设置乐观、悲观选项，对患者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行卡方检验，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状况情况

７６例患者均进行修复重建术，术前 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为

（２３１３±２１４）分，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平均为（１１１４±１３２）分，

术后１年有２１例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２７６３％。

２２　术后性功能障碍单危险因素分析

７６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单危险因素有文化程度

低（高中以下）、年龄小（＜３０岁）、婚龄短（＜１０年）、配偶态

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消极、伴粉碎性骨盆骨折、医师年资低（＜

１０年）、悲观心理（Ｐ＜００５）；而和尿道损伤类型无关（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障碍单危险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例数（ｎ＝７６）

例数 比率（％）

性功能影响例数（ｎ＝２１）

例数 比率（％）
χ２ Ｐ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３４ ４４７４ １４ ６６６７ ６３５４ ＜００５

高中以上 ４２ ５５２６ ７ ３３３３ ５３５６ ＜００５

年龄（岁） ≥３０ ５９ ７７６３ ５ ２３８１ ６４６７ ＜００５

＜３０ １７ ２２３７ １６ ７６１９ ６２６４ ＜００５

婚龄（年） ≥１０ ６４ ８４２１ ７ ３３３３ ６３５７ ＜００５

＜１０ １２ １５７９ １４ ６６６７ ７２５７ ＜００５

配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情况 积极 ５７ ７５００ ３ １４２９ ８２５６ ＜００５

消极 １９ ２５００ １８ ８５７１ ７８９３ ＜００５

尿道损伤部位 前尿道 ３１ ４０７９ ９ ４２８６ ０６７３ ＞００５

后尿道 ４５ ５９２１ １３ ５７１４ ０４８４ ＞００５

骨盆骨折类型 粉碎性 １６ ２１０５ １２ ５７１４ ６６７３ ＜００５

其他 １９ ２５００ ６ ２８５７ ０５７２ ＞００５

无 ４１ ５３９５ ３ １４２９ ６３６６ ＜００５

医师年资（年） ≥１０ ６４ ８４２１ ８ ３８０９ ６９９３ ＜００５

＜１０ １２ １５７９ １３ ６１９１ ５６８９ ＜００５

心理状态 乐观 ５６ ７３６８ ７ ３３３３ ６７８３ ＜００５

悲观 ２０ ２６３２ １４ ６６６７ ６１４７ ＜００５

２３　术后性功能障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经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

龄、配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情况、骨盆骨折类型、医师年资、

心理状态是术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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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术后性功能障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文化程度 ５３６８ ０６２５ ５６７１ ００３１ ５６８６ １３６７～１５６７３

年龄 ６２４６ ０８３５ ６２５４ ００２６ ６２４６ １２５７～１４２５７

婚龄 ５３２４ ０４２４ ５３６８ ００４１ ５２４６ １４７４～１４６８２

配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情况 ５８９３ ０６７１ ４６９７ ００３２ ５６８３ １５８６～１５２４６

骨盆骨折类型 ６２９３ ０８２５ ６３５７ ００４２ ５２４６ １４８５～１４３６８

医师年资 ５６８２ ０６８２ ５６７３ ００２６ ６１１７ １２４６～１６２５４

心理状态 ５３５７ ０５６２ ５３４６ ００４２ ５３７５ １４７７～１４５７８

#

　讨论
研究［２，３］称，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

的原因不外乎血管性、神经性和心理性三个方面。

首先从血管性方面进行分析，尿道损伤往往是由于骨盆骨

折中剪切力作用下促使前列腺膜部尿道发生断裂，累及海绵体

动脉［４，５］，加上外伤后红细胞大量外渗和平滑肌损伤释放的细

胞因子引起级联反应，促使大量肿瘤坏死因子和生长因子等释

放出来，加上纤维母细胞、炎症细胞等共同作用在海绵体受损

部位，如纤维增生、基质蛋白等合成，共同造成海绵体舒张功能

障碍，导致对白膜下小静脉压迫能力下降，造成静脉关闭不全，

故造成术后性功能障碍［６，７］。从结果中看出，粉碎性骨盆骨折

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比率明显增加，这也提示我们在临床上对

骨盆骨折要提防出现尿道损伤引起性功能障碍。

从神经性因素分析，阴茎勃起受躯体神经和自主神经两方

面支配，而自主神经又可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阴茎处

的神经又称为海绵体神经，在前列腺５和７点钟方向后外侧走
向，尿道膜部３和９点钟方向从根部阴茎进入尿道海绵体和阴
茎海绵体，控制阴茎正常勃起。本次研究中医师年资和神经性

密切相关［８，９］。结果显示，医师年资较低则容易出现术中在解

剖时出现损伤自主神经，或是牵拉过度引起神经损伤。本次研

究中有２例患者因为术中牵拉过度引起神经损伤，最终造成患
者性功能障碍。

心理因素是性功能障碍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由于术后尿道外形可能出现变化，加上短期内勃起功能明显受

限，患者心理压力大，担心会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加上外伤后面

临生活压力加大，容易形成消极的心理［１０，１１］。加上文化程度低

的患者对性功能认识不足，认为修复后已经丧失了性交功能，

故术后容易造成性功能障碍。而婚龄则和配偶配合度有关，配

偶态度、性观念和性心理消极则增加了患者心理压力，很容易

造成性交失败，长时间更加加重了性功能障碍发生率［１２，１３］。研

究称，３０岁以下男性性欲较高，受伤后性欲会因创口未完全修
复完全出现下降等情况，加上手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性欲得

不到满足或勃起功能延迟性等因素，会影响性功能［１４］。故心理

因素是影响尿道损伤修复重建术后性功能的重要因素，但该因

素也是能够控制和恢复的。

报道［１５］称，临床上性功能障碍患者中有５０％是心理因素
形成的，在治疗上主要是加强对患者的宣教，考虑性功能属于

患者隐私问题，医护人员可通过心理疏导，解释尿道损伤修复

重建手术的必要性和预后情况，让患者有信心面对自己病情，

对短期内出现勃起功能障碍者要加强宣教，正确认识该问题并

详细记录，报告医生配合相关药物对症处理，另外在手术操作

时要上级医生指导下操作，对严重尿道损伤患者要详细交待清

楚，让患者对进行病情明确，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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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卵巢癌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分析
何国霞１　李红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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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探讨妇科恶性肿瘤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生与感染梅毒螺旋体的关系。方法：选
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宫颈癌６５８例、卵巢癌２４６例，检测肿瘤
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分析妇科肿瘤宫颈癌和卵巢癌对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发生影响。结果：６５８例宫颈
癌患者中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 ６８例（１０３３％），２４６例卵巢癌患者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 ４例
（１６３％）。宫颈癌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卵巢癌（Ｐ＜００５）。病理类型分析结果显示，鳞癌患者
５９４例，其中梅毒感染者６８例，而腺癌５６例、腺鳞癌８例患者中均无梅毒感染者；Ⅰ期肿瘤患者３５４例，梅毒
感染５８例；Ⅱ期３０４例，梅毒感染１０例。年龄分析结果显示，３０～３９岁１３６例，梅毒感染３２例（２３５３％）；
４０～４９岁１７０例，梅毒感染３０例（１７６５％）；年龄５０～５９岁２５８例，梅毒感染６例（２３３％）；年龄６０岁以上
９４例，梅毒感染０例。教育水平结果显示，高中及高中以上２６４例，梅毒感染６例（２２７％）；高中以下３９４
例，梅毒感染６２例（１５７４％）。结论：宫颈癌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卵巢癌患者，且与年龄、教育
水平和病理类型、病理分期相关，为临床防治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宫颈癌；卵巢癌；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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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而卵巢癌亦是女性生
殖器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１］，宫颈癌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性接触均有一定相关性，而卵巢癌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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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则表明其与致癌及抑癌基因变异相关［２］。除人乳头瘤病

毒外，梅毒螺旋体因其性传播的特点一直在宫颈癌及卵巢癌中

备受关注［３］，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
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宫颈癌６５８例，卵巢癌２４６
例，分析并探讨妇科恶性肿瘤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生与感染梅

毒螺旋体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妇
科恶性肿瘤宫颈癌６５８例，卵巢癌２４６例。年龄３０～７１岁，平
均年龄（４８１２±５２３）岁。纳入标准［４］：（１）所有患者经病理学
均确诊为宫颈癌或卵巢癌；（２）均接受手术治疗；（３）自愿参加
本次研究；（４）均进行梅毒螺旋体排查。排除标准：（１）合并其
他系统严重疾病；（２）手术禁忌症者；（３）未签署知情同意者。
本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允许进行。

１２　实验方法
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约５ｍＬ，使用超速离心的方法将

血清分离，然后备用，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测［５］。检测方法采用

ＥＬＩＳＡ酶联免疫法，试剂盒购自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梅毒螺
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北京现代高达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货号Ｃ－０５２，注册号３４０１０８０），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６］。

１３　评价指标及标准
统计肿瘤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分

析相关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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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

６５８例宫颈癌患者中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 ６８例
（１０３３％）；２４６例卵巢癌患者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 ４例
（１６３％）。宫颈癌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卵巢癌，经
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宫颈癌合并梅毒患者资料分析

病理类型分析结果显示，鳞癌患者５９４例，其中梅毒感染者
６８例，而腺癌５６例、腺鳞癌８例患者中均无梅毒感染者。病理
分期分析结果显示，Ⅰ期３５４例，梅毒感染５８例（１６３８％）；Ⅱ
期３０４例，梅毒感染１０例（３２９％）。年龄分析结果显示，３０～
３９岁１３６例，梅毒感染３２例（２３５３％）；４０～４９岁１７０例，梅毒
感染３０例（１７６５％）；年龄 ５０～５９岁 ２５８例，梅毒感染 ６例
（２３３％）；年龄６０岁以上９４例，梅毒感染０例。教育水平结果
显示，高中及高中以上２６４例，梅毒感染６例（２２７％）；高中以
下３９４例，梅毒感染６２例（１５７４％）。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因感染梅毒螺旋体致病，传

播方式为性接触，一旦感染则严重威胁患者个人、家庭甚至社

会健康［７］。据近年来调查发现，梅毒的发病率成升高态势，而

其是否与宫颈癌、卵巢癌等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存在一定关联

尚未得知。研究显示，在肿瘤合并梅毒患者中，宫颈癌合并患

者在数量上明显占优［８］。在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中显示，６５８例

宫颈癌患者中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６８例，占１０３３％。这
与其他文章中报道的１０％感染率较为接近［９］。而２４６例卵巢
癌患者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４例，占１６３％。这与报道中
提及的非宫颈癌的妇科肿瘤相关数据基本相符［１０］。宫颈癌合

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卵巢癌，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研究显示，梅毒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１１］，本次

研究病理类型分析结果显示，鳞癌患者５９４例，其中梅毒感染者
６８例，而腺癌５６例、腺鳞癌８例患者中均无梅毒感染者。该结
果与其他结果中宫颈癌合并梅毒均为鳞状细胞癌结果相一

致［１２］。但由于宫颈癌多数以鳞状细胞癌为主，该结果并不能完

全说明病理分型与梅毒感染的相关性，究竟梅毒感染与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及病理分型中是否有联系，又是否能判断预后将在

扩充资料后做进一步研究。病理分期分析结果显示，Ⅰ期３５４
例患者中５８例（１６３８％）感染梅毒，Ⅱ期３０４例患者中１０例
（３２９％）感染梅毒。年龄分析结果显示，３０～３９岁及４０～４９
岁为合并梅毒高发年龄，这与宫颈癌高发年龄有一定关系，同

时也与此时性生活接触较多有关。教育水平结果显示，高中及

高中以上的肿瘤患者梅毒感染率较低。高中以下发病的患者

与不良、不正确的性生活及不当性伴侣密切相关，而这些恰恰

为梅毒螺旋体感染的主要途径［１３］。因此，针对上述结果及问

题，应该针对受教育程度低、卫生防范意识差、性生活不洁及性

伴侣较多等人群进行着重教育，加强相关知识的传播及宣传。

对于本次研究选取的观察对象，尤其是合并梅毒的患者均

要予以严格治疗，在进行抗肿瘤等综合治疗时更要注意对梅毒

的治疗［１４］。因为本次选取的对象为隐性患者，即携带病原体却

未有明显症状，在患者及其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引起其

家属的合并感染，更可能加重自身肿瘤疾病，增加治疗难度［１５］。

综上所述，宫颈癌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卵巢癌

患者，且与年龄、教育水平和病理类型、病理分期相关，为临床

防治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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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性激素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的相
关性研究
郭媛１　陈晖２△

１苏北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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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患者性激素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３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４０例为研究组，同时选取同期体检健康妇女４０例
为对照组。检测两组研究对象的睾酮（Ｔ）、性激素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素（ＬＨ）以及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并计算ＬＨ／ＦＳＨ的比值；同时检测两组研究对象的空腹血糖（ＦＢＧ）以及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水平，计算其胰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分析ＨＯＭＡ－ＩＲ同性激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研究组 ＨＯＭＡ－ＩＲ、Ｔ、ＬＨ以
及ＬＨ／ＦＳＨ高于对照组，同时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Ｅ２以及 ＦＳＨ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研究组对象的Ｅ２同 ＨＯＭＡ－ＩＲ呈负相关，同 ＩＳＩ呈正相关（Ｐ＜００５）；Ｔ同 ＨＯＭＡ－ＩＲ呈正相
关，同ＩＳＩ呈负相关（Ｐ＜００５）。结论：ＰＣＯＳ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性激素紊乱以及胰岛素抵抗，并且性激素
水平同胰岛素抵抗之间存在相关性，共同参与ＰＣＯＳ的发生以及发展，临床上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进一步
深入研究。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性激素水平；分泌；胰岛素抵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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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发于育龄期以及青春期的内分泌疾病，
临床上发病率在５％ ～１０％之间，主要症状为长期的不排卵或
者排卵稀发，患者往往伴有高雄激素血症以及卵巢多囊增

大［１］。研究显示大部分ＰＣＯＳ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ＩＲ）、高胰
岛素血症（ＨＩ）以及高雄激素血症（ＨＡ）等方面的代谢紊乱［２］。

本研究观察ＰＣＯＳ患者性激素水平以及胰岛素抵抗的相关变
化，从而分析患者内分泌代谢出现的异常情况，探讨ＰＣＯＳ患者
性激素水平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相关性，确定 ＰＣＯＳ发病过程
当中胰岛素抵抗产生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我院收治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４０例为研究组，年龄２３～４１
岁，平均年龄２９岁，同时选取同期体检健康妇女４０例为对照
组，年龄２２～４０岁，平均年龄３０岁。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入选者知情同意参加研究。ＰＣＯＳ的诊断标准
方面，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制定的标准，患者稀发排卵或者无

排卵；临床上出现高雄激素血症以及生化改变；超声检查过程

当中存在多囊性卵巢；出现 ３项当中的任意 ２项，确诊为 Ｐ
ＣＯＳ［３］。排除合并有其他导致雄性激素上升疾病的患者，例如
肾上腺皮质增生。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性激素测定方法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于月经周

期的４ｄ空腹留取，采集患者的静脉血５ｍＬ，使用电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ＥＣＬＬＡ）测定血清中ＦＳＨ、ＩＨ、Ｔ以及Ｅ２水平

［４］。

１２２　血生化测定方法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于月经周
期的４ｄ空腹留取，测量空腹血糖（ＦＰＧ）以及空腹胰岛素
（ＦＩＮＳ），使用氧化酶法进行 ＦＰＧ的测定，使用放射免疫法完成
ＦＩＮＳ的测定［５］，根据检测值完成 ＨＯＭＡ－ＩＲ指数的计算，从而
评价两组研究对象的胰岛素抵抗。

１２３　胰岛素抵抗（ＩＲ）指数的计算方法　胰岛素抵抗指数能
够反应研究对象胰岛素的抵抗状况，可以根据ＨＯＭＡ－ＩＲ公式
进行计算，ＨＭＯＡ－ＩＲ＝ＦＩＮＳ×ＦＰＧ／２２５，≥２７表明研究对象
属于胰岛素抵抗［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检测的数据用统计学专业软件数据包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

分析，数据用（珋ｘ±ｓ）表示，相关分析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以 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ＨＯＭＡ－ＩＲ、ＬＨ、Ｔ以及ＬＨ／ＦＳＨ均高于对照

组研究对象，同时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Ｅ２以及 ＦＳＨ均低于对
照组研究对象，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研
究组患者性激素同ＨＯＭＡ－ＩＲ以及 ＩＳＩ的相关性分析显示，Ｅ２
同ＨＯＭＡ－ＩＲ著负相关，同ＩＳＩ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同时 Ｔ与
ＨＯＭＡ－ＩＲ呈正相关，同ＩＳＩ呈负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性激素、ＨＯＭＡ－ＩＲ和ＩＳＩ水平

组别 例数 ＨＯＭＡ－ＩＲ ＩＳＩ Ｅ２（ｐｇ／ｍＬ） Ｔ（ｎｇ／ｄＬ） ＬＨ（ｐｇ／ｍＬ） ＦＳＨ（ｐｇ／ｍＬ） ＬＨ／ＦＳＨ

对照组 ４０ ２２±０５ －３７±０５ ６２４±２１３ ４８２±２０３ １３３±５１ １１２±５２ １２±０３

研究组 ４０ ８３±２３ －５２±０８ ４３７±１７９ １０２３±３８７ ２０５±６３ ８３±３４ ２６±０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研究组患者性激素同ＨＯＭＡ－ＩＲ、ＩＳＩ的相关性

性激素
ＨＯＭＡ－ＩＲ

ｒ Ｐ

ＩＳＩ

ｒ Ｐ

Ｅ２ －０３２４ ＜００５ ０３２２ ＜００５

Ｔ ０４５７ ＜００５ －０４１３ ＜００５

ＬＨ ０１１８ ＜００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５

#

　结论
３１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理特征

ＰＣＯＳ是一种临床症状多态性以及发病多因性的综合征，
临床上主要症状为持续性无排卵、高雄激素血症以及卵巢多囊

性变化，属于常见的内分泌紊乱疾病，统计显示我国育龄妇女

的患病率为５％ ～ｌ０％［８］。ＰＣＯＳ患者最为常见的临床表现为
月经失调，同时还会因为排卵障碍引发不孕不育，高雄激素则

会导致患者出现多毛、痤疮，部分患者伴有肥胖以及黑棘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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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９］。目前ＰＣＯＳ病因以及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其中最为重要
的病损是还管着的胰岛素抵抗使得体内的胰岛素增多，导致循

环当中的胰岛素以及 ＬＨ显著上升，内分泌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雌酮过多、雄激素过多以及黄体生成激素和卵泡刺激素的比值

上升［１０］，同时胰岛素显著增多。ＰＣＯＳ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
遗传因素，临床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雄激素增多症的基因、肥

胖相关基因、ＩＲ相关基因以及高胰岛素血症等［１１］。已有的研

究资料显示，在母亲以及姐妹当中存在ＰＣＯＳ病史的研究对象，
ＰＣＯＳ的发病率要显著高于正常人［１２］。

３２　ＰＣＯＳ患者性激素水平同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
研究显示 ＰＣＯＳ患者往往存在下丘脑 －卵巢轴的功能异

常，并且其下丘脑促性腺释放激素（ＧｎＲＨ）的分泌频率显著上
升，加大了垂体对于ＧｎＲＨ敏感性，导致垂体分泌 ＬＨ的幅度以
及频率明显增加，ＬＨ峰值无周期性的变化［１３］。患者 ＬＨ分泌
的上升会导致ＦＳＨ分泌以及合成的下降，并且多囊性卵巢的分
泌的抑制素过多，抑制素就会选择性地抑制患者的垂体分泌

ＦＳＨ，从而使得ＦＳＨ的分泌显著下降，从而导致ＬＨ／ＦＳＨ的比值
大幅度上升［１４］。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的 Ｔ、ＬＨ以及
ＬＨ／ＦＳＨ比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同时 Ｅ２以及 ＦＳＨ明
显低于对照组研究对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胰岛
素抵抗可以说是ＰＣＯＳ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ＰＣＯＳ关键的一个
发病机制。胰岛素属于多功能蛋白激素的一种，是人体内唯一

能够控制血糖水平的激素。胰岛素抵抗的定义指的是胰岛素

维持人体血糖水平的能力降低，也就是胰岛素的生理功能下

降，或者是人体组织对于胰岛素反应出现降低的问题。为了维

持血糖水平的正常，机体增加分泌胰岛素的数量，从而出现高

胰岛素血症［１５］。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 ＨＯＭＡ－ＩＲ
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同时ＩＳＩ低于对照组研究对象，差异显著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性激素指的是人体性腺、胎盘以及肾上腺皮质等组织所合

成的一种甾体激素，能够促进性器官的成熟并维持性功能。女

性卵巢所分泌的性激素主要包括雌激素以及孕激素，并且含有

一定的雄激素。雌激素能够增强胰岛素抵抗，推测如下：第一，

影响人体胰岛素信号的不同环节，调节胰岛素受体，增强胰岛

素信号的转导；第二，增强人体糖代谢酶活性从而强化糖代谢，

缓解ＩＲ；第三，增加一氧化氮产生，从而缓解ＩＲ；第四，提高胞液
钙的水平从而诱发胰岛素抵抗，这是因为雌激素能够控制胞液

钙水平，进而控制胰岛素抵抗的出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Ｐ
ＣＯＳ患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胰岛素抵抗以及性激素紊乱。通
过分析性激素水平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发现患者

Ｅ２同ＨＯＭＡ－ＩＲ呈负相关，同ＩＳＩ呈正相关，并且Ｔ同ＨＯＭＡ－
ＩＲ呈正相关，同ＩＳＩ呈负相关，显示性激素水平同胰岛素抵抗之
间存在相关性。ＰＣＯＳ患者的 Ｔ升高以及 Ｅ２降低，均同胰岛素
抵抗有着密切的联系，高胰岛素会降低肝内合成性激素蛋白，

从而刺激卵泡内膜雄激素合成，导致患者出现高 Ｔ血症。除此
之外，雄激素能够使得肌肉组织葡萄糖的利用降低，胰岛素敏

感性下降，进一步加剧胰岛素抵抗症状。

综上所述，ＰＣＯＳ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性激素紊乱以及胰
岛素抵抗，并且性激素水平同胰岛素抵抗之间存在相关性，共同

参与ＰＣＯＳ的发生以及发展，临床上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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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激素受体膜成分１在子宫内膜癌中表达及对细胞增
殖的影响
于丽　曾桢　李婷　廖秦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检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孕激素受体膜成分１（ＰＧＲＭＣ１）的蛋白表达特点，分析其临床
意义；并探讨ＰＧＲＭＣ１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调控的影响。方法：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
测７０例子宫内膜癌组织及２８例对照子宫内膜组织中ＰＧＲＭＣ１蛋白表达水平；应用细胞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三种人子宫内膜癌细胞系中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定位；将ＰＧＲＭＣ１的小分子抑制剂Ａｇ２０５以不同浓度分别刺激
人子宫内膜癌细胞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Ｈｅｃ－１Ａ、ＫＬＥ７２小时，应用ＣＣＫ－８（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ｋｉｔ８）方法检测Ａｇ２０５对细胞
活力的影响。结果：子宫内膜癌组织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较正常内膜显著升高（Ｐ＝００３８）；ＰＧＲＭＣ１在各期子
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无差异，但在Ⅰ期患者中，ＰＧＲＭＣ１在Ⅰａ期表达较Ⅰｂ期显著高（Ｐ＝００１９）；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组织中ＥＲ表达水平相关（Ｐ＝００１５），但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脉管癌栓无
关，与 ＰＲ、ｐ５３、Ｋｉ－６７及ｂｃｌ－２表达亦无显著相关性；２０μＭＡｇ２０５显著抑制三种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活
力，其中以ＫＬＥ细胞的抑制作用最明显，从最低浓度（５μＭ）即出现抑制效应，并随浓度增加抑制作用逐步增
强。结论：子宫内膜癌内膜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显著增高；增高的 ＰＧＲＭＣ１参与调控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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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已经超过子宫颈癌和卵巢癌发病

的总和，成为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疾病［１］。子宫内膜癌发生及

恶性进展与雌、孕激素作用失衡密切相关，近年来研究发现性

激素能够通过不依赖其核受体的非基因组效应调控细胞增殖、

凋亡及侵袭等功能，对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起重要作用，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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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系列肿瘤相关分子，孕激素受体膜成分 １（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１，ＰＧＲＭＣ１）即是其中一员［２］。

ＰＧＲＭＣ１在介导孕激素的非基因组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体
内参与卵泡发育、精子的顶体反应等生理过程［３，４］；其还能够与

血红素直接结合激活细胞色素Ｐ４５０参与调节体内类固醇、药物
代谢及性激素的合成［５］；此外多种肿瘤中均发现ＰＧＲＭＣ１表达
异常，因此明确ＰＧＲＭＣ１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分布及其功能有助
于丰富内膜癌的病因学研究。本文将检测 ＰＧＲＭＣ１在人子宫
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特点，分析ＰＧＲＭＣ１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生
长的影响，初步探讨 ＰＧＲＭＣ１在子宫内膜癌发生进展中的
作用。

!

　材料来源
１１　人子宫内膜癌组织留取

回顾性选取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就诊于我院妇产科并接受手
术治疗的７０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排除术前已发现远隔转移、术
中术后明显并发症影响患者远期生存、肿瘤切缘阳性的患者。

了解所有患者的年龄、是否绝经、手术方式、肿瘤分期、肿瘤分

化、淋巴结状态、是否存在脉管癌栓等信息。选取同期因其他

疾病就诊，行子宫切除术或分段诊刮术、术后病理证实子宫内

膜为正常或为良性病变的２８例患者。所有子宫内膜组织术前
均无激素应用史。将子宫内膜组织在术后半小时内取得并明

确标记后放入冻存管于液氮中过夜后移至 －８０℃冰箱中长期
保存。所有内膜组织取材均经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样本保存
人子宫内膜癌细胞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Ｈｅｃ－１Ａ、ＫＬＥ由我院妇产科

实验室保存。

１３　主要试剂
ＲＩＰＡ细胞裂解液、ＢＣＡ蛋白定量试剂盒、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

上样缓冲液、３０％丙烯酰胺、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缓冲液、电转移液
及封闭－洗涤缓冲液（ＴＢＳＴ）等试剂均购自于北京普利来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兔抗 ＰＧＲＭＣ１多克隆抗体购自于英国 ＰＲＯ
ＴＥＩＮＴＥＣ公司，小鼠抗 β－ａｃｔｉｎ单克隆抗体、ＨＲＰ标记抗兔和
抗小鼠二抗购自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ＣＣＫ－８
（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ｋｉｔ８）试剂盒购于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Ａｇ２０５
购于ＴＩＭＴＥＣ公司，溶于ＤＭＳＯ中配成４０ｍＭ储液，随后用ＤＭ
ＳＯ稀释成不同浓度的１０００×储液，加药刺激前用含０５％活性
炭处理ＦＢＳ的无酚红ＤＭＥＭ／Ｆ－１２稀释为工作液，浓度分别为
０１％ ＤＭＳＯ、５μＭ Ａｇ２０５、１０μＭ Ａｇ２０５、２０μＭ Ａｇ２０５、
４０μＭＡｇ２０５。
"

　方法
２１　蛋白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ＰＧＲＭＣ１蛋白的表达水平

子宫内膜癌及正常对照子宫内膜组织按常规方法提取总

蛋白，参照 ＢＣＡ试剂盒步骤测定总蛋白浓度，与 ２×Ｌｏａ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混合变性后分装 －２０℃保存备用。制备 １２％ ＳＤＳ－
ＰＡＧＥ分离胶和 ５％ ＳＤＳ－ＰＡＧＥ层积胶，以每孔总上样量为
５０μｇ依次上样电泳。切胶后 ２００ｍＡ恒流 ２５ｈ电转移至 ＮＣ
膜。５％脱脂奶粉封闭１ｈ后，分别加入兔抗 ＰＧＲＭＣ１多克隆抗
体和小鼠抗 β－ａｃｔｉｎ单克隆抗体室温孵育１ｈ后４℃过夜。次
日用ＴＢＳＴ洗涤后分别加入的 ＨＲＰ标记抗兔和抗小鼠二抗室

温孵育 １ｈ，滴加 ＥＣＬ化学发光显色试剂，Ｉｍ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００ＭＭＰＲＯ柯达显像仪曝光获得图片（如图１）。所有实验均
重复３次，图像分析 Ｉｍａｇｅ－Ｊ进行图像灰度分析，以 β－ａｃｔｉｎ
作为内参，所得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ｔＤｅｎ）数值为条带
平均灰度和面积大小的乘积。样品 ＰＧＲＭＣ１蛋白相对表达量
＝ＰＧＲＭＣ１ＩｎｔＤｅｎ／β－ａｃｔｉｎＩｎｔＤｅｎ。
２２　细胞培养与传代

人子宫内膜癌细胞株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Ｈｅｃ－１Ａ、ＫＬＥ用含 １０％
ＦＢＳ、１０５Ｕ／Ｌ青霉素、１０５Ｕ／Ｌ链霉素的 ＤＭＥＭ／Ｆ－１２培养基，
置于在３７℃、饱和湿度、５％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当细胞融合至
７０％～８０％时按 １：３比例进行传代，取状态良好的细胞进行
实验。

２３　细胞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三种子宫内膜癌细胞中 ＰＧＲＭＣ１
的表达

　　取状态良好的细胞，以合适密度接种于无菌载玻片上，放
置于培养皿中继续培养，待细胞贴壁牢固后用冰丙酮固定

１０ｍｉｎ，依次进行穿孔、一抗及二抗孵育、显色、脱水、封片后，在
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用ＰＢＳ代替一抗孵育后作为阴性对照。
２４　ＣＣＫ－８法检测Ａｇ２０５作用后子宫内膜癌细胞活力

取状态良好的细胞，以合适密度接种于９６孔板中，待细胞
贴壁后更换为无血清无酚红的 ＤＭＥＮ／Ｆ－１２饥饿２４ｈ，随后加
入不同浓度的Ａｇ２０５，每个浓度设三个复孔，继续培养７２ｈ后加
入ＣＣＫ－８，３７℃孵育１ｈ后用酶标仪在４５０ｎｍ波长处检测其吸
光度（Ａ）值，该值与细胞密度成正比，以此反应细胞活力。
２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珋ｘ±ｓ）表示，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单因素方
差（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分析及ＬＳＤ及 ＳＮＫ检验；当 Ｐ＜００５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ＰＧＲＭＣ１在子宫内膜癌与正常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差异

本研究共纳入７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与２８名子宫内膜癌患
者，子宫内膜癌患者内膜中 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较正常内膜
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显著升高（Ｐ＝００３８）。见表１。２８例对照组
内膜包括萎缩期内膜４例，增殖期内膜１２例，分泌期内膜７例，
单纯增生或复杂性增生３例，非典型增生２例。各型正常内膜
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无差异（Ｐ＝０８８０）。

表１　ＰＧＲＭＣ１在子宫内膜癌内膜及正常内膜中的表达

组别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量 Ｐ

子宫内膜癌组织（ｎ＝７０） ４２０ ０２７ １２１ １３４±０７４ ００３８

正常内膜组织（ｎ＝２８） １６１ ０２４ ０９４ ０９９±０３５

３２　子宫内膜癌组织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病理分型
的关系

　　本研究中Ⅰ型癌５９例，包括高分化者２３例，中分化２８例，
低分化８例；Ⅱ型癌９例；此外还有２例为非典型增生伴癌变。
各型病理类型子宫内膜癌中 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水平没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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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Ｃ５：子宫内膜癌　Ｎ１～Ｎ２：正常子宫内膜 Ｈｅｃ－１Ａ：人
子宫内膜癌细胞系

图１　ＰＧＲＭＣ１蛋白在正常子宫内膜及内膜癌中表达

３３　ＰＧＲＭＣ１与子宫内膜癌分期的关系
根据２００９年ＦＩＧＯ分期，Ⅰ期患者５６例，Ⅱ期３例，Ⅲ期

１０例，Ⅳ期１例。ＰＧＲＭＣ１在各期子宫内膜癌内膜中的表达无
差异（Ｐ＝０９０８）。在５６例Ⅰ期患者中包括Ⅰａ期４７例，Ⅰｂ
期９例，ＰＧＲＭＣ１在Ⅰａ期中的表达较Ⅰｂ期显著高（Ｐ＝
００１９）。见表２、表３。

表２　ＰＧＲＭＣ１在各期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

分期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量 Ｐ

Ⅰ １３４±０７４ ０９０８

Ⅱ １０７±０５１

Ⅲ １４３±０８３

Ⅳ １１９

表３　ＰＧＲＭＣ１在Ⅰａ、Ⅰｂ期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

分期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量 Ｐ

Ⅰａ １４３±０７６ ００１９

Ⅰｂ ０８６±０４４

３４　ＰＧＲＭＣ１与淋巴结转移／脉管癌栓的关系
子宫内膜癌内膜中 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无关（Ｐ

＝０２６２）；与脉管癌栓无关（Ｐ＝０８３０）。

３５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水平与ＥＲ、ＰＲ、ｐ５３、Ｋｉ－６７、ｂｃｌ－２的关系
将子宫内膜癌根据不同ＥＲ、ＰＲ、ｐ５３、Ｋｉ－６７、ｂｃｌ－２表达状

态进行分组，比较 ＰＧＲＭＣ１在各组间的表达，如表 ４所示，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在 ＥＲ高表达组明显高于 ＥＲ低表达组（Ｐ＝
００１５），而在其余组间表达则无统计学差异。

表４　ＰＧＲＭＣ１在人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
关性

临床病理特征 ＰＧＲＭＣ１ Ｐ

Ⅰ期 １３４±０７４ ００９８

Ⅱ期 １０７±０５１

Ⅲ期 １４３±０８３

Ⅳ期 １１９

Ⅰａ期 １４３±０７６ ００１９

Ⅰｂ期 ０８６±０４４

ＥＲ（
!

）～（＋＋） １１７±０５８ ００１５

（＋＋＋）～（＋＋＋＋） １６０±０７７

ＰＲ（
!

）～（＋＋） １１７±０６３ ０４００

（＋＋＋）～（＋＋＋＋） １３５±０６８

ｐ５３（
!

） １４３±０７２ ０２６８

（
"

） １１１±０４５

Ｋｉ－６７≤５０％ １５０±０７０ ０６６９

＞５０％ １２４±０６９

ｂｃｌ－２（
!

） １２４±０６２ ０１９３

（
"

） １４９±０７５

３６　子宫内膜癌细胞中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
三种子宫内膜癌细胞中均可见到ＰＧＲＭＣ１阳性表达颗粒，

其主要定位于胞浆中，在Ｈｅｃ－１Ａ和ＫＬＥ中可见细胞核周边表
达相对密集，三种细胞细胞核中未见阳性表达颗粒。见图２。

注：Ａ、Ｂ为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Ｃ、Ｄ为Ｈｅｃ－１Ａ细胞；Ｄ、Ｆ为 ＫＬＥ细胞；Ａ、Ｃ、Ｅ均可见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阳性，主
要定位于细胞浆；Ｂ、Ｄ、Ｆ分别为阴性对照；图中标尺为５０μｍ

图２　内膜癌细胞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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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Ａｇ２０５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
在三种子宫内膜癌细胞中，随着 Ａｇ２０５浓度的增加，细胞

活力均逐渐下降，如图３所示。在Ｉｓｈｉｋａｗａ和Ｈｅｃ－１Ａ细胞中，
抑制趋势基本一致，低浓度组（５μＭ和１０μＭ）Ａｇ２０５与对照组

相比细胞活力无明显改变，从２０μＭ时出现显著下降；而在ＫＬＥ
细胞中，Ａｇ２０５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从最低浓度５μＭ即出现
细胞活力明显下降，并逐步增强至４０μＭ达到最大，而且各浓度
组间细胞活力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５。

表５　 不同浓度Ａｇ２０５对子宫内膜癌细胞活力的影响

组别 ０１％ＤＭＳＯ ５μＭ １０μＭ ２０μＭ ４０μＭ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０６２８±００２６ ０６０４±００２７ ０５９４±００１６ ０４７８±０００７ ０３１８±００１３

Ｈｅｃ－１Ａ ０７３３±０００５ ０７４６±０００２ ０７３５±０００８ ０５９０±０００４ ０３８６±００１５

ＫＬＥ ０９７０±０００７ ０９４６±０００８＃ ０７６０±０００５＃ ０５１４±０００９＃ ０４５２±０００８＃

　　注：与对照组０１％ＤＭＳＯ相比，Ｐ＜００５；＃组间两两比较，Ｐ＜００５

图３　不同浓度Ａｇ２０５作用７２ｈ后细胞生长曲线

$

　讨论
ＰＧＲＭＣ１是新近受到关注的肿瘤相关小分子蛋白，其在多

种肿瘤中高表达，如乳腺癌、甲状腺癌、结肠癌、宫颈癌及肺癌

等［１，６］，在晚期卵巢癌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亦明显增高［７］，可能参

与肿瘤的发生及进展，但具体机制还不明确。目前，子宫内膜

癌中ＰＧＲＭＣ１的表达特点及临床意义亦不清楚。本研究显示
子宫内膜癌组织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增高；ＰＧＲＭＣ１抑制剂 Ａｇ２０５
能够明显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活力，提示高表达的 ＰＧＲＭＣ１对
于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具有促进作用，此增强肿瘤生长的特

性有望使其成为肿瘤治疗的有效靶点。

ＰＧＲＭＣ１基因位于Ｘｑ２４，编码单次穿膜蛋白，分子量约为
２５ＫＤ。其Ｎ端为穿膜区，Ｃ端为细胞色素 ｂ５功能区及配体结
合区，能够与含有 ＳＨ２及 ＳＨ３结构域的蛋白结合［８－１０］。

ＰＧＲＭＣ１广泛分布于全身各组织，如肝、肾、肺、肾上腺、乳腺、子
宫、卵巢、白细胞等，发挥多种功能［９，１１］。生理条件下 ＰＧＲＭＣ１
通过与血红素直接结合，激活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酶系统，参与体内
胆固醇、药物代谢，也与甾体类激素合成密切相关［５］。此外，

ＰＧＲＭＣ１能够与其他小分子蛋白共同形成孕激素受体复合物，
介导体内孕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调控排卵、受精及神经

保护等功能［１２］。

在肿瘤领域，关于 ＰＧＲＭＣ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肺癌、乳腺
癌及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相关研究仅在细胞系中见到。因此，

本研究首次对子宫内膜癌中 ＰＧＲＭＣ１蛋白表达进行了全面检
测，结果显示正常内膜和内膜癌组织中均存在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
但癌组织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量明显增高。Ｓｈａｋｅｅｌ等检测了１５例
肺鳞癌和１５例肺腺癌病人的癌及癌旁正常肺组织中 ＰＧＲＭＣ１
的蛋白表达，分别有１２例（８０％）肺鳞癌及６例（４０％）肺腺癌
中ＰＧＲＭＣ１显著增高，而且ＰＧＲＭＣ１含量增高５倍以上的８例
肺鳞癌均为低分化［１３］。与肺癌不同，子宫内膜癌病灶多为弥漫

性，与正常内膜界限不清，同时由于内膜癌病人以围绝经期和

绝经后为主，年龄相对大，正常内膜薄，加之内膜癌病人术前多

已进行了分段诊刮，正常内膜量更少，以上三方面因素造成癌

旁正常内膜取材困难、准确性欠佳，因此本研究未选取癌旁内

膜作为对照组，而是选取因其他疾病行子宫切除术或分段诊刮

术、术后病理证实为正常或为良性病变的内膜作为对照组。本

研究发现，对照内膜中增生期、分泌期及萎缩期内膜间ＰＧＲＭＣ１
表达无明显差异，提示生理条件下子宫内膜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受
体内雌、孕激素水平影响较小。在牛子宫内膜中，亦未检测到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随动情周期改变［１４］；此外Ｊｅｎｓ等发现人外周血白
细胞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也不随月经周期改变［１１］，上述研究从不

同角度支持本研究结果。但 Ｃｈｅｎ等提出人子宫内膜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在分泌期低于增生期［１５］；另一项研究在去势猕猴

行人工周期的子宫内膜中，ＰＧＲＭＣ１ｍＲＮＡ和蛋白在增生期高
表达，随后逐步下降，到分泌晚期降低至几乎检测不到［１６］。因

此，正常子宫内膜中ＰＧＲＭＣ１的分布特点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
本量从而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本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与肿瘤分期、分
化均无关，但在Ⅰ期内膜癌中，ＰＧＲＭＣ１表达在Ⅰａ期明显高于
Ⅰｂ期，提示 ＰＧＲＭＣ１可能在肿瘤早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ＰＧＲＭＣ１能够被致癌剂二英诱导表达［１７］，而且是非基因致癌

物刺激后早期表达的６个蛋白之一，可能与ＤＮＡ损伤耐受及凋
亡抑制相关，从而在肿瘤发生早期协助肿瘤细胞得以存活。同

时本研究发现内膜癌中 ＰＧＲＭＣ１与 ＥＲ表达状态相关，在 ＥＲ
强阳性组ＰＧＲＭＣ１表达明显增高，而Ｎｅｕｂａｕｅｒ等则在乳腺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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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现ＰＧＲＭＣ１在ＥＲ阴性的乳腺癌中高表达［１８］，两种肿瘤中

ＰＧＲＭＣ１表达与ＥＲ表达的不一致需要深入功能研究阐述其机
制，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体外子宫内膜癌细胞免疫组化显示 ＰＧＲＭＣ１在三种人子
宫内膜癌细胞中均为阳性表达，定位于细胞质中，而在细胞核

中未见阳性表达。肺癌细胞Ａ５４９中ＰＧＲＭＣ１也定位于细胞质
中，细胞核中阴性表达［１３］。但也有报道在卵巢癌 Ｏｖｃａｒ－３和
宫颈癌 Ｈｅｌａ细胞中可观察到 ＰＧＲＭＣ１在细胞核中的表
达［７，１９］，ＰＧＲＭＣ１的核转位可能参与胞浆中信号向核内的
转导。

为了明确ＰＧＲＭＣ１过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的关系，
应用其小分子抑制剂Ａｇ２０５干预三种子宫内膜癌细胞，结果显
示Ａｇ２０５能够有效抑制内膜癌细胞增殖，但在低分化内膜癌细
胞ＫＬＥ中抑制作用最明显。陆琳等应用 ＳｉＲＮＡ抑制 ＰＧＲＭＣ１
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生长受到抑制，细胞凋亡增加［２０］。Ａｈｍｅｄ等
通过在肺癌中的研究提出 ＰＧＲＭＣ１可能通过稳定 ＥＧＦＲ（Ｅｐｉ
ｄｅ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实现对肿瘤特性的调节［１３］。因

此，过表达的ＰＧＲＭＣ１有望成为内膜癌治疗的新靶点。
综上，本研究已完成子宫内膜癌中 ＰＧＲＭＣ１分布特点分

析，并观察了ＰＧＲＭＣ１对内膜癌细胞增殖的影响，下一步将深
入研究ＰＧＲＭＣ１促进子宫内膜癌增殖的机制及对其他恶性生
物学特性如侵袭、转移和化疗耐药的影响，探讨 ＰＧＲＭＣ１与雌、
孕激素作用的关系，更加全面阐述ＰＧＲＭＣ１参与子宫内膜癌发
生发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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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何宗珊（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超声
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５

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扫查子宫肌瘤对比分析
何宗珊１　邹秋果２　黄燕３

１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超声科，海口 ５７１１００
２海口市人民医院超声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３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１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扫查子宫肌瘤的临床价值及对比分析。方法：对
２０１３年１月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我院收治的１５５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术前均
进行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以及经腹和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检查，记录并比较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经腹

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瘤的准确率、漏诊率和误诊率。结果：经腹超声诊断子宫肌瘤壁间、壁间

并浆膜下、壁间并黏膜下、黏膜下、浆膜下、阔韧带准确例数分别为３６例（９４７４％）、５１例（９４４４％）、１８例
（９４７４％）、１３例（１００００％）、１３例（９２８６％）、１４例（８２３５％）；经阴道超声诊断子宫肌瘤壁间、壁间并浆
膜下、壁间并黏膜下、黏膜下、浆膜下、阔韧带准确例数分别为 ３７例（９７３７％）、５２例（９６３０％）、１９例
（１００００％）、１２例（９２３１％）、１４例（１００００％）、１５例（８８２４％）；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
瘤壁间、壁间并浆膜下、壁间并黏膜下、黏膜下、浆膜下、阔韧带准确例数分别为 ３８例（１００００％）、５３例
（９８１５％）、１９例（１００００％）、１３例（１００００％）、１４例（１００００％）、１６例（９４１２％）；不同超声方法诊断子宫
肌瘤准确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腹超声诊断子宫肌误诊率１０（６４５％），经阴道超声
诊断子宫肌瘤误诊率６（３８７％），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误诊率２（１２９％）；不同超声方法
诊断子宫肌瘤误诊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扫查子宫肌
瘤，可以有效减少误诊率，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关键词】　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子宫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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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主要是由于雌激素刺激引起子宫平滑肌细胞增
生而形成的，因为有少量纤维结缔组织存在，又称为子宫平滑

肌瘤，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该

病多发生于３４～４７岁的中年妇女［１－３］。随着超声检查技术的

不断发展，超声检查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妇科疾病的诊断

中，临床上一般用经腹超声检查子宫肌瘤，但是容易出现漏诊

或者误诊的情况［４，５］。本研究探讨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

扫查子宫肌瘤的临床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我院收治的子宫肌瘤患
者１５５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均为子宫肌瘤。患者年龄 ２３～６７
岁，平均（４１２９±３４８）岁，其中单纯子宫肌壁间肌瘤３８例、壁
间肌瘤合并浆膜下肌瘤５４例、壁间肌瘤合并黏膜下肌瘤１９例、
单纯黏膜下肌瘤１３例、单纯浆膜下肌瘤１４例、阔韧带肌瘤１７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检查，所有患

者均同意参加本研究。

１２　方法
采用西门子 ＡＣＵＳＯＮＸ３００彩色超声诊断仪，腹部探头频

率和阴道探头频率分别设置为３５ＭＨｚ、７５ＭＨｚ。
检查前提醒患者适度充盈膀胱，取仰卧位，首先行经腹超

声检查，用探头在患者下腹部进行纵、横、斜多切面扫查盆腔，

观察子宫肌瘤的病变情况以及子宫肌瘤与周围组织、临近器官

的关系。然后，嘱患者排尿后经阴检查，仔细观察子宫肌瘤的

位置、大小、内部回声，边界、血流、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对比

经腹部检查，并做好记录。同时要注意与子宫腺肌瘤、子宫内

膜息肉的鉴别诊断。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

诊断子宫肌瘤的准确率，包括壁间、壁间并浆膜下、壁间并黏膜

下、黏膜下、浆膜下、阔韧带；比较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经腹

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瘤的漏诊率和误诊率。对

于经阴道超声检测结果与经腹超声结果不同时，患者需隔日再

次进行检查，最终确定联合诊断的结果。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结果用

χ２检验，计量结果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超声方法诊断子宫肌瘤准确率比较

经腹超声检查误诊１０例，误诊率为６４５％，其中５例误诊
为子宫腺肌瘤，５例误诊为子宫内膜息肉；经阴道超声检查误诊
６例，误诊率为３８７％，其中１例误诊为子宫内膜息肉，２例误
诊为附件区包块，３例误诊为子宫腺肌症；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
合诊断，２例误诊为子宫腺肌瘤，误诊率为１２９％；不同超声方
法诊断子宫肌瘤准确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不同超声方法诊断子宫肌瘤准确率

组别 壁间 壁间并浆膜下 壁间并黏膜下 黏膜下 浆膜下 阔韧带

经腹 ３６（９４７４） ５１（９４４４） １８（９４７４） １３（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８６） １４（８２３５）

经阴 ３７（９７３７） ５２（９６３０） １９（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２３１）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５（８８２４）

联合应用 ３８（１００００） ５３（９８１５） １９（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６（９４１２）

χ２ ５７８２ ６９３６ ２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３２ ５０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常见的良性肿瘤，根据生长的

位置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浆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黏膜下肌

瘤、阔韧带肌瘤等。约有五分之一的人都患有子宫肌瘤，但是

由于肿瘤的发展进程缓慢而没有临床症状，如果有症状则与肌

瘤生长部位、速度、有无变性及有无并发症关系密切，而与肌瘤

大小、数目多少关系相对较小，有些患者是因为身体检查在盆

腔检查或超声检查时才偶然发现，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及早

的治疗，甚至没有治疗［８－１０］。患者可能还会出现腹部包块、白

带增多、月经量增多、不孕与流产、贫血等症状，一般情况下子

宫肌瘤不引起疼痛，但不少患者有下腹坠胀感、腰背酸痛，当浆

膜下肌瘤发生蒂扭转或子宫肌瘤发生红色变性时可产生急性

腹痛，肌瘤合并子宫腺肌症者亦不少见，患者通常会有

痛经［１１，１２］。

研究结果显示，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瘤

准确率明显高于单纯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Ｐ＜００５）；经腹
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诊断子宫肌瘤误诊率均明显低于单纯

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Ｐ＜００５）。超声检查目前是子宫肌瘤
诊断的首选方法，根据肌瘤生长的部位、数量、大小以及肌瘤内

所含的组织成分不同，声像图回声表现不一样，常规诊断子宫

肌瘤经常应用经腹超声，经腹超声检查能对肌瘤发生的血流信

息、内部回声、大小、位置与子宫的回声、大小形态进行观察，同

时能探测ＲＩ值，判断肿块性质，但是患者如果有肠气干扰、腹壁
脂肪较厚、子宫后位或者是肌瘤小等情况，造成腹部超声图像

不清晰，容易出现误诊与漏诊情况。此时联合经阴道超声采用

高频探头，扫除途径更靠近盆腔器官，不受腹壁脂肪、声束的多

重反射和肠腔气体的影响，能更清晰地显示子宫、卵巢、盆腔组

织器官及肿块的微细结构，但不足的是其扫查的视野较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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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较大的肿块不能显示完整，以及不能清楚显示与周围组

织、器官的关系。所以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联合应用扫查子宫肌

瘤，可以互相弥补不足，有效减少漏诊率和误诊率，提高诊断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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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临床效果与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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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在子宫肌瘤剔除术中的临床效果与并发
症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子宫肌瘤患者共１５６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７８例。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开腹手术进行治疗，研究组采用腹腔镜手术的治疗方法，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和并发症情况。结果：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及术后
排气时间情况研究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腹腔镜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能够减少治疗对患者造成的创伤，提高
患者治疗体验并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病率，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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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又称为纤维肌瘤、子宫纤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

女性良性肿瘤，也是临床中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子宫平滑肌细

胞增生是子宫肌瘤的主要生成原因之一，在这种肌瘤中只有少

量纤维结缔组织作为一种支持组织，故临床上亦称为子宫平滑

肌瘤［１－４］。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子宫肌瘤属于激素依赖性

肿瘤，雌激素是促使肌瘤生长的主要因素；同时亦有部分报道

指出肌瘤生长与生长激素（ＧＨ）有关，ＧＨ在人体内的主要作用

为协同雌激素促进有丝分裂从而达到促进肌瘤生长。根据以

上结果我们推测人胎盘催乳素（ＨＰＬ）也具有协同雌激素促进

有丝分裂的作用，部分报道指出妊娠期子宫肌瘤生长加速除与

妊娠期高激素环境有关外，可能也与ＨＰＬ的分泌有关［５－７］。本

文以对照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在治疗子宫肌

瘤中的临床效果与并发症情况。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收治的子宫肌瘤

患者共１５６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７８例。两组

患者的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两组患者的年龄、ＴＮＭ分期及临

床病症之间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在告知情况

下参与此次研究，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１）临床诊

断为子宫肌瘤（超声或核磁共振成像）；（２）近期无生育需求者；

（３）治疗系统记载超声可以显示的肌瘤；（４）有正常的交流能

力。排除标准：（１）宫颈肌瘤或黏膜下肌瘤；（２）可疑子宫肌瘤

肉瘤；（３）合并盆腔急性炎症以及妇科其他非良性病变等；（４）

月经期妇女、孕妇及哺乳期妇女；（５）有结缔组织病史；（６）重要

器官器质性病变；（７）有麻醉药物禁忌。

１２　ＴＮＭ分期方法

对１５６例患者进行ＴＮＭ分析，主要通过体检、影像学、内窥

镜检查及其它有关的检查，由有经验医师的鉴别，按国际抗癌

联盟ＴＮＭ分析及补充规则对所有患者的分期情况进行检测，根

据患者的分期情况分为ⅠＢ、Ⅱ、ⅢＡ、ⅢＢ、Ⅳ五个等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以ＴＮＭ分期情况为指导，对不同分期情况的患

者采取不同的切除方法和术后化疗方法，由同一组医师进行手

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开放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用连续硬膜

外麻醉或腰硬联合麻醉，常规消毒铺巾后开腹进入腹腔，仔细

探查腹腔情况，剔除肌瘤后缝合瘤腔，逐层关腹；研究组采用腹

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常规消毒铺巾，

取膀胱截石位，常规置入举宫器便于术中更好的暴露肌瘤位

置，直接用电凝切断摘除瘤体，创面电凝止血即可。

表１　两组患者的具体情况

对照组 研究组 Ｐ

平均年龄（岁） ４３６３±５１４ ４５３１±３２２ ＞００５

病症类型（ｎ） ＞００５

前壁 ３３ ３６

后壁 ２１ １９

宫低 ２４ ２３

ＴＮＭ分期（ｎ） ＞００５

Ⅰ １２ １５

Ⅱ １７ １１

Ⅲ ３０ ２８

Ⅳ ９ １４

１４　观察指标

主要考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和术后并发症情况，其中治

疗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并发

症情况包括感染、肠梗阻、切口出血及气肿等，并发症发病率 ＝

发病人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统计数据，组间对比计量资料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检验标准设为００５，Ｐ＜００５则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及术后排气时间情况研究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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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

组别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 术后排气时间

对照组 ２２１４６±５３１２１５４３１±４４１３２０４３±２８４ ５１３４±８７３

研究组 ２３０５４±６１３１ ６９４３±２１０５１２５４±１５４ ３５１４±５４８

２２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情况

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ｎ 感染 切口出血 气肿 肠梗阻 静脉栓塞
发生率

（％）

对照组 ７８ ８ ５ ３ ７ ２ １９２３

研究组 ７８ ３ ３ １ ３ １ ８９７

#

　讨论

腹腔镜是一种带有微型摄像头的器械，腹腔镜手术就是利

用腹腔镜及其相关器械进行的手术：使用冷光源提供照明，将

腹腔镜镜头（直径为３～１０ｍｍ）插入腹腔内，运用数字摄像技术

使腹腔镜镜头拍摄到的图像通过光导纤维传导至后级信号处

理系统，并且实时显示在专用监视器上。然后医生通过监视器

屏幕上所显示患者器官不同角度的图像，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分

析判断，并且运用特殊的腹腔镜器械进行手术。腹腔镜手术多

采用２～４孔操作法，其中一个开在人体的肚脐上，避免在病人

腹腔部位留下长条状的疤痕，恢复后，仅在腹腔部位留有１～３

个０５～１ｃｍ的线状疤痕，可以说是创面小、痛楚小的手术，因

此也有人称之为“钥匙孔”手术。腹腔镜手术的开展，减轻了病

人开刀的痛楚，同时使病人的恢复期缩短，是近年来发展迅速

的一个手术项目［８－１１］。

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

所组成，因此又称为子宫平滑肌瘤。其常见症状有子宫出血、

腹部肿块、阴道流液、膀胱及直肠的压迫症状等。人类对有关

子宫肌瘤的起源以及促进它们生长的机理仍然了解的很少。

目前认为，从子宫肌层细胞到肌瘤形成的转化过程可能涉及正

常子宫肌层的体细胞突变和性激素及局部生长因子间的复杂

相互作用［１２－１４］。由于人们缺少对子宫肌瘤的全面认识，因此

很多女性一听说自己的子宫内有肌瘤，就陷入恐慌状态；也有

些患者由于子宫肌瘤引起贫血，甚至病情已经严重到不能正常

行走了，却依然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对于育龄期女性来说，

生殖系统疾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影响怀孕。肌瘤在子宫的位置

如果在输卵管附近，可能对其产生压迫，阻碍正常的排卵和受

精卵着床，导致长期无法怀孕。就算成功受孕，患者的流产几

率也会明显偏高，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案分为药物治疗、中医

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手术治疗为主要手段。

本文以对照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在治疗

子宫肌瘤中的临床效果与并发症情况。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及术后

排气时间情况研究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患

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本文的研究结

果说明腹腔镜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能

够减少治疗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并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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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宫和次全子宫切除术对子宫肌瘤患者盆底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晓青　楼云霞　吴萍
义乌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盆底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
子宫切除手术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１３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全子宫切除，
观察组采用次全子宫切除，记录两组治疗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７０８３±１０３１）ｍｉｎ，术中出血量
（１０８７４±１４５８）ｍＬ，术后肛门排气时间（１１３±０３１）ｄ，住院时间（５６６±１１１）ｄ；对照组手术时间（９２３８
±１６３７）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１４２９７±２７１５）ｍＬ，术后肛门排气时间（１８７±０９４）ｄ，住院时间（８９６±２２４）
ｄ，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性欲（１８８３７±１７３２）分，性唤起（１８０４５±１９９４）分，
性高潮（１７６９８±１９１３）分，性心理（１７８８５±１７６９）分，性行为（１４０２８±１２７７）分，综合评分（１７６７９±
１５７７）分；对照组性欲（１６５２８±１０３３）分，性唤起（１６１３１±１１０４）分，性高潮（１６０３８±９９７）分，性心理
（１６３４６±１００５）分，性行为（１２１３９±６７６）分，综合评分（１６００９±８８７）分，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３个月Ｅ２（９８３７±８９６）ｐｇ／ｍＬ，ＦＳＨ（１４５７±１１４）ｍＩＵ／ｍＬ，ＬＨ（２４５９±２４７）
ｍＩＵ／ｍＬ；对照组术后３个月Ｅ２（７００４±４５５）ｐｇ／ｍＬ，ＦＳＨ（１９８１±１８８）ｍＩＵ／ｍＬ，ＬＨ（３４５７±３７６）ｍＩＵ／
ｍＬ，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次全子宫切除手术应用在子宫肌瘤患者中可以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出血，缩短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提升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对患者性激

素水平影响更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全子宫切除术；次全子宫切除术；盆底功能；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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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ｙ（８９６±２２４）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Ｄｕｅｔｏｓｅｘ
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ｅｘｄｅｓｉｒｅ（１８８３７－１７３２）ｐｏｉ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
（１８０４５±１９９４）ｐｏｉｎｔｓ，ｏｒｇａｓｍ（１７６９８±１９１３ｍｍ），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７８８５±１７６９），ｓｅｘ（１４０２８±
１２７７）ｐｏｉｎ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１７６７９±１５７７）；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
（１６５２８±１０３３），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１６１３１±１１０４），ｏｒｇａｓｍ（１６０３８±９９７），ｓｅｘ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６３４６±
１００５），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１２１３９±６７６）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１６００９±８８７）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２（９８３７±８９６）ｐｇ／ｍＬ，ＦＳＨ（１４５７±１１４）ｍＩＵ／ｍＬ，ＬＨ（２４５９±２４７）ｍＩＵ／
ｍＬ；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２（７００４±４５５）ｐｇ／ｍＬ，ＦＳＨ（１９８１±１８８）ｍＩＵ／ｍＬ，ＬＨ
（３４５７±３７６）ｍＩＵ／ｍＬ．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ｃａ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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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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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属于女性最为常见的良性肿瘤，发病人群一般集
中在中青年女性，有报道显示年龄超过３５岁的女性中患有子宫
肌瘤的比例可达到五分之一左右，目前临床上针对无生育要求

的子宫肌瘤患者主要采取手术切除的方法［１，２］。常见的子宫肌

瘤手术包括子宫肌瘤剔除术、全子宫切除手术和次全子宫切除

手术，特别是后两种手术方法会对女性的盆底解剖结构的完整

性以及盆腔自主神经等产生影响，导致患者出现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性功能障碍以及压力性尿失禁等并发症，严重的影响

了女性身心健康，特别是随着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
变，现阶段人们越来越关注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３，４］。我院对

比了全子宫切除和次全子宫切除两种手术方式应用在子宫肌

瘤患者中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于我院行手术治疗的子宫
肌瘤患者１３０例，所有患者术前经宫腔镜、超声结合核磁共振检
查确诊为子宫肌瘤并在术中证实。患者诊断可见子宫出血，伴

有腹部包块，部分患者出现疼痛和白带增多，腹部检查可扪及

包块，妇科检查子宫不同程度增大，欠规则，子宫表面呈现不规

则凸起，呈实性，经超声可确诊子宫肌瘤大小数目和部位。排

除术前有压力性尿失禁、有生殖器官脱垂及合并有严重心、肝、

肾脏器功能障碍无法接受手术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观察组（６５例）和对照组（６５例），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后实行。观察组年龄３０
～５４岁，平均年龄（３７９６±４５１）岁，病程１～６年，平均病程
（３１１±０５６）年；对照组年龄 ２９～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８１２±
４６３）岁，病程１～６年，平均病程（３０９±０６１）年。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干预方法

观察组：全麻满意后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后在脐

轮上１ｃｍ切口置入腹腔镜器械建立二氧化碳人工气腹，在麦氏
点、左侧髂前上棘１～２ｃｍ和脐孔平行左外侧行３个切口，置入
手术器械，阴道放入举宫器；切断附件与圆韧带，剪开膀胱子宫

反折腹膜与阔韧带前叶及后叶；将膀胱下推后将两侧宫旁组织

进行分离，在子宫峡部电离子宫动、静脉，对宫颈峡部套扎后通

过阴道取出举宫器，收紧套扎线，在子宫体剪断并同宫颈脱离

旋切取出；再次套扎宫颈，电凝止血创面，冲洗盆腔，取出手术

器械，术后常规输液等对症处理。

对照组：采取全子宫切除。麻醉、置入器械等同观察组，电

凝切除骶韧带与主韧带，将穹窿切开并游离子宫，经阴道取出

后将子宫切除并把盆腔腹膜与阴道断端进行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

间和住院时间情况。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采取中国女性性

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开展评定，共包含３８个条目，每个条目分
为５个答案，评分分别为 １～５分，总分为 １９０分，得分越高
提示患者性生活质量越高。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体内雌

二醇（Ｅ２）、促卵泡激素（ＦＳＨ）以及黄体生成素（ＬＨ）浓度水
平变化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收集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在ＳＰＳＳ１７０中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数据均以均数 ±标准差，计数数据以百分率表示，检
验方法分别应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及卡方检验。当Ｐ＜００５时认
定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情况对比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

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手术情况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肛门排气

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６５ ７０８３±１０３１１０８７４±１４５８１１３±０３１５６６±１１１

对照组 ６５ ９２３８±１６３７１４２９７±２７１５１８７±０９４８９６±２２４

ｔ ８９８１ ８９５５ ６０２８ １０６４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情况比较
观察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心理、性行为及综合评分

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 综合评分

观察组 ６５ １８８３７±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５±１９９４ １７６９８±１９１３ １７８８５±１７６９ １４０２８±１２７７ １７６７９±１５７７

对照组 ６５ １６５２８±１０３３ １６１３１±１１０４ １６０３８±９９７ １６３４６±１００５ １２１３９±６７６ １６００９±８８７

ｔ ９２３１ ６７７０ ６２０４ ６０９９ ９３７６ ７４４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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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体内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
观察组术后３个月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体内性激素水平

项目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前组间比较

ｔ Ｐ

手术前后组内比较

ｔ Ｐ

术后３个月组间比较

ｔ Ｐ

Ｅ２（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６５ １２９８７±１３９８ ９８３７±８９６ ０４７１ ０６３８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００ ２２７２９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１３１０３±１４１３ ７００４±４５５ ３３１２５ ００００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观察组 ６５ １００３±０５１ １４５７±１１４ ０２２８ ０８２０ ２９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１５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１００１±０４９ １９８１±１８８ ４０６６８ ００００

ＬＨ（ｍＩＵ／ｍＬ） 观察组 ６５ １８４６±１４４ ２４５９±２４７ ０８８９ ０３７４ １７２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８５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１８６９±１５１ ３４５７±３７６ ３１５９７ ００００

#

　讨论
子宫肌瘤属于女性生殖系统良性肿瘤，临床极为常见，目

前主要采取外科手术切除治疗。研究发现患者术后生理、性生

活质量等均会受到子宫切除手术的影响，因此临床需要挑选一

种对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影响最小的手术方案进行治疗［５－７］。

子宫属于女性生殖器官，可以孕育胚胎，同时产生月经，因此有

部分人认为女性特征会在子宫切除后失去，同时也会对正常的

性生活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临床上大多数人对于子宫切

除手术是存在顾虑的。生理学研究显示，卵巢可以分泌雌激

素，同时可以提高女性性交时阴道润滑度，因此说卵巢是维持

女性第二性征的关键，将子宫切除只要卵巢与阴道不受到损伤

就不会对女性性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８－１０］。此外女性的盆底

正常功能主要依赖于完整的肌力、韧带、神经以及各个器官的

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平衡，并非单个简单的累加。生理学研究

证实盆底是封闭骨盆出口软组织，主要由肌肉与筋膜组成，骨

盆底组织承托着盆腔脏器并使其在正常的位置，为了防止出现

脏器的脱出盆底具有三个水平的独特解剖层次，即盆腔内筋膜

将盆腔脏器连至盆壁、宫旁组织和阴道旁组织悬吊子宫与阴道

的顶端，这三个水平的肌肉、韧带、神经与器官各自发挥解剖与

生理功能，各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互为一体［１１－１３］。

通过对比全子宫切除和次全子宫切除手术的操作，我们发

现前者不仅切断了在盆底中心位置子宫骶韧带、主韧带以及圆

韧带，同时切除了宫颈并向下推膀胱与直肠，直接的破坏了膀

胱与直肠神经支配，改变了盆底整体结构域功能，必定会引发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当手术破坏膀胱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纤

维后，就会发生神经性膀胱麻痹，使盆底松弛，造成２／３近侧的
尿道移位至腹腔外，一旦腹腔压力升高压力就会传向膀胱不传

导至尿道，尿道阻力不足以对抗膀胱的压力就会引发尿液的外

溢；而且尿道关闭是由于耻尾肌前部发生收缩形成了“吊床”，

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是有耻骨尿道韧带后的部分阴道作为媒

介传递，一旦出现阴道壁的松弛就会使得尿道无法正常关闭产

生尿失禁［１４，１５］。次全切子宫术则只切除子宫体部，保存了患者

宫颈和连接的韧带，保留了盆底的完整性，对于患者术后膀胱

功能、性功能与盆底功能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子宫颈存在着

雌激素受体，次全切子宫手术对于保持女性内分泌功能也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宫颈的保留使得阴道正常解剖结构得以保存，

而阴道润滑主要来自宫颈，因此可以提升性生活质量。值得注

意的是部分患者认为子宫切除后就会丧失性功能，对手术后性

生活知识尚不够了解，因此出现惧怕性生活，容易产生较大的

精神压力造成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因此要积极地加强对患者术

后的健康教育以及性生活指导，让手术患者获得满意的性

生活［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次全子宫切除手术应用在子宫肌瘤患者中可以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出血、缩短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和住院

时间、提升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对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更小，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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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对子宫肌瘤患者细胞因子
和性激素水平影响研究
朱晓兰１　李洁明２

１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１
２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１

【摘　要】　目的：研究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对子宫肌瘤患者细胞因子和性激素水平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入我院妇科并存在手术指征的子宫肌瘤患者１００例，随机数表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治疗组使用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治疗；对照组仅使用米非司酮口服治疗。
并对两组疗效、子宫体积、最大肌瘤体积及细胞因子和性激素水平进行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４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０％，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２５６，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子宫
体积及最大肌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子宫体积及最大肌瘤体积较显著减小，组
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组子宫体积及最大肌瘤体积显著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血清ＩＬ－２２，ＴＮＦ２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相
比治疗组血清ＩＬ－２２水平显著升高，ＴＮＦ２α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
ＦＳＨ、ＬＨ、Ｅ２、Ｐ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Ｅ２、Ｐ水平均显著降低，组内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Ｅ２、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期间，治疗组４例患者出现潮热，３例患者出现恶心呕吐，无其他不良反应；对照组６例患者出
现潮热，５例患者出现恶心呕吐，无其他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较轻，未影响治疗，治疗结束后恢复，治疗前
后两组均检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无异常，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无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１１８，Ｐ＞００５）。
结论：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治疗子宫肌瘤效果较好，并可调节患者内分泌功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米非司酮；宫瘤消；子宫肌瘤；细胞因子；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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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为女性常见良性肿瘤，发病率占女性生殖肿瘤之
首［１］。临床症状主要为阴道不规则流血、下腹坠胀、疼痛、压

迫、贫血、不孕等，对患者健康和生殖有极大影响［２］。生育期女

性子宫肌瘤发病率高达３０％，部分伴有贫血症状［３］。目前发病

机制尚未明确，多认为与遗传、雌孕激素、受体等相关，子宫肌

瘤生长速度与雌激素、孕酮及生长激素有关，其在生殖阶段出

现，怀孕期间增加，更年期后消退［４］。子宫肌瘤传统治疗方法

主要为切除子宫或肌瘤剥除术，虽然疗效较好，但剔除肌瘤后

有较高的复发率，且创伤及腹腔干扰较大，术后较难恢复，并发

症多，药物保守治疗已成为临床首选方式［５］。米非司酮为目前

子宫肌瘤首选药物，疗效较好，但其为激素类药物，长期使用不

良反应较多，复发率高［６］。一些研究表明：中成药如宫瘤消可

作为子宫肌瘤治疗药物，且与米非司酮具有协同作用。本文研

究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对子宫肌瘤患者细胞因子和性激

素水平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入我院妇科并存在手
术指征的子宫肌瘤患者１００例。５３例子宫大量出血，３８例中量
出血；３１例月经紊乱；５１例轻度贫血，３４例中度贫血；２８例腹部
疼痛。子宫增大，伴贫血、白带增多、乏力、下坠感等症状；Ｂ超
检查均为子宫肌瘤，肌瘤直径１～１３ｃｍ。服药前后行Ｂ超，血、
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随机数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５０例。其中，治疗组年龄２５～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７２±６３）
岁；病程１～１０年，平均病程（２１±０６）年；对照组年龄２９～５２
岁，平均年龄（３５２±７４）岁；病程２～１１年，平均病程（２７±
０２）年；病情：３０例肌壁间肌瘤，９例浆膜下肌瘤，７例黏膜下肌
瘤，４例混合型肌瘤。２组患者在治疗前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符合子宫肌瘤相关诊断标准［７］；非妊娠期、哺乳期、围绝经

期；病理组织切片及彩超确诊为良性子宫肌瘤；肝、肾功能正

常，子宫和附件无其他肿瘤病变；３个月内未使用激素类药物，
月经正常；无米非司酮或宫瘤消的禁忌证；同意参加本研究，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方法
治疗组患者使用米非司酮（华润紫竹药业，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００４，规格：２５ｍｇ）联合宫瘤消胶囊（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５６３５，规格：０５ｇ／粒）治疗。方法：月经
第一天分别口服米非司酮（１０ｍｇ，１次／晚）和宫瘤消胶囊（４粒／
次，２次／ｄ）；对照组仅使用米非司酮口服治疗（１０ｍｇ，１次／晚）；
３个月／疗程，共２个疗程。停药后患者随访６个月以上，并记
录疗效情况。

１４　观察指标
利用超声检查测量比较两组患者的子宫体积、最大肌瘤体

积及近期疗效，并对细胞因子及性激素水平变化进行比较。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细胞因子ＩＬ－２２，ＴＮＦ２α水平及性激素雌激
素（Ｅ２）、孕激素（Ｐ）、促卵泡素（ＦＳＨ）、促黄体素（ＬＨ）及水平。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ＩＬ－２２，ＴＮＦ２α水平。ＩＬ－２２试剂盒（武汉博
士德生物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０７７）；性激素放射免疫试剂盒
（上海信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０２６）。
１５　疗效标准

（１）治愈：症状消失，子宫肌瘤彻底消失；（２）显效：症状大
部分改善，子宫肌瘤瘤体缩小超过一半；（３）有效：症状略有改
善，子宫肌瘤瘤体缩小不足一半；（４）无效：症状无变化甚至加
重，子宫肌瘤未见缩小甚至增大。总有效率＝治愈率＋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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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进行双人输入及核实，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则
以（珋ｘ±ｓ），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４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２５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及肌瘤体积比较

治疗前，两组子宫及肌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子宫及肌瘤体积较显著减小，组内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组子宫及肌瘤体积显著
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５０ １０（２００） ２１（４２０） １６（３２０） ３（６０） ９４０

对照组 ５０ ６（１２０） １９（３８０） １３（２６０） １２（２４０） ７６０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及肌瘤体积

组别 例数
子宫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最大肌瘤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５０ １５００２±２６１３ １０６３５±２３５６ ６２３６±２０７８ ３４７８±１３８７

对照组 ５０ １４９２４±１５３１ １１９４３±２５４９ ６１４５±２１１７ ４９４６±１６１０

ｔ ０２６７ ３２１６ ００１３ ４６７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 ＩＬ－２２，ＴＮＦ２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血清 ＩＬ－２２水平显
著升高，ＴＮＦ２α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ＦＳＨ、ＬＨ、Ｅ２、Ｐ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 Ｅ２、Ｐ水平均显著降低，组内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Ｅ２、Ｐ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

组别
ＩＬ－２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Ｆ２α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２２４±９９７ ２１４５±１０９６３７４３±９５６ ２０１６±８６７

对照组 １２１１±３３７ １６３４±１８８ ３８１７±１３０９３３２６±１２００

ｔ ０１８２ ３３８６ ０８６９ ４３２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

组别 例数
ＦＳＨ（μ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μ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μ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５０ ２４５１±５０２ ２２１６±５２０ ２２０７±５０１ ２０１８±４０６３７７３２±５６１６１６０２３±４６４２３３１３±４１２ ８９８±２６７

对照组 ５０ ２４０１±４０４ ２２０９±３９８ ２２１５±４９０ ２０４９±３６４３７５２４±４９４１２２７５７±５４２９３３８７±３５１ １５８５±２５７

ｔ ０５６２ １００２ ０５２１ ０９８２ ４０８３ ０３５６ ０３６８ ５２１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治疗组４例患者出现潮热，３例患者出现恶心呕

吐，无其他不良反应；对照组６例患者出现潮热，５例患者出现
恶心呕吐，无其他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较轻，未影响治疗，

治疗结束后恢复，治疗前、后两组均检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未

见异常，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１１８，Ｐ＞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为妇科常见的良性肿瘤，多发于中青年妇女，主

要症状为子宫出血、白带增多、腹部坠涨、月经疼痛。肌瘤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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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子宫肌瘤疗效较好，但会影响患者生育，增加恐惧心理，

复发率高，不良反应多，保守治疗仍是不愿切除子宫患者的首

选治疗方案。近年来，子宫肌瘤发病率逐年增加，药物治疗受

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米非司酮为甾体类激素药物，作用于

卵巢，降低体内 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以抑制卵泡发育、孕酮活性、

溶解黄体，从而阻断雌、孕激素，缩小子宫肌瘤［８］。但长期服用

米非司酮对心、肝、肾等重要器官毒性较大，且会出现停药反弹

现象［９］。中医理论中，子宫肌瘤属于“症瘕”范畴，应使用活血

祛瘀散结的药物治疗［１０］。宫瘤消胶囊的主要成分为：牡蛎、土

鳖虫、香附、三棱、白花蛇舌草、莪术、牡丹皮、仙鹤草、白术、党

参、吴茱萸，具有活血化瘀散结作用，可显著抑制血小板聚集，

从而改善子宫血液循环及病灶吸收，减小瘤体积［１１］。

子宫肌瘤病机尚未明确，分子水平证实，肌瘤组织中孕激

素受体蛋白和孕激素受体ｍＲＮＡ较邻近肌层显著增加，表明肌
瘤生长与孕激素受体信号增强相关［１２］。子宫肌瘤的危险因素

包括：吸烟、高血压、不合理饮食、月经周期、肥胖、家族、生理情

况［１３］。子宫肌瘤呈性激素依赖性，是雌激素及孕激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两者的相互协同作用促进了肌瘤的发生。ＩＬ－２２为细
胞免疫的重要因子，可增加Ｔ细胞及ＮＫ细胞，并在产生多种细
胞因子的同时激活单核细胞，增强分泌和吞噬能力［１４］。ＴＮＦ２α
可增加平滑肌组织细胞损伤病变，增加炎症损伤效应［１５］。本研

究中，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治疗后血清ＩＬ－２２水平显著升高，
ＴＮＦ２α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米
非司酮联合宫瘤消可增加患者免疫力，降低ＴＮＦ２α引起的炎症
反应。子宫肌瘤也与内分泌紊乱相关，机体 Ｅ２、Ｐ水平过高使
子宫肌层增厚，肌纤维紊乱，从而出现子宫肌瘤，且可抑制免疫

功能，降低血清ＩＬ－２２水平。ＴＮＦ２α水平增加为免疫状态及分
泌变化的结果，升高的ＴＮＦ２α加强了免疫抑制，使ＩＬ－２２水平
下降，如此循环，使肌瘤不断生长。本研究显示治疗后两组比

较血清ＩＬ－２２显著升高，ＴＮＦ２α显著降低，因此可认为米非司
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可提高患者免疫力，对内分泌及性激素、细

胞因子水平具有调节作用，从而抑制子宫肌瘤生长。米非司酮

可通过降低患者Ｅ２和 Ｐ含量，减少患者的子宫和肌瘤体积，宫
瘤消可发挥协同作用。因此，治疗子宫肌瘤使用米非司酮联合

宫瘤消疗效优于仅使用米非司酮治疗。本研究表明，米非司酮

联合宫瘤消胶囊治疗子宫肌瘤总有效率９４０％，显著高于仅使
用米非司酮组的７６０％（Ｐ＜００５），提示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
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治疗前，两组子宫体积及最大肌

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子宫体积及最大肌瘤体

积较显著减小，且治疗组子宫体积及最大肌瘤体积显著小于对

照组，提示两药联合治疗可促进瘤体吸收，减少瘤体积。两组

不良反应较轻，未影响治疗；治疗结束后恢复，治疗前后两组均

检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无异常，提示该治疗方案安全、有效，

可长期使用。提示宫瘤消胶囊与米非司酮联用具有散结、祛湿

作用，可调节血液黏稠度，加速子宫内膜血液循环，减少单用米

非司酮对心脏器官功能的影响，减少复发。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疗效

好，瘤体积减少快，增强免疫力，调节内分泌状态，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但本研究纳入病例较少，研究类

目较少，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效果仍

需大量病例数目，多种研究方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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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生长因子 －β３与纤维连接蛋白在子宫肌瘤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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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β３与纤维连接蛋白（ＦＮ）在绝经或未绝经妇女子宫肌瘤
及子宫肌层中表达的水平变化及其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法（ＳＰ）检测４０例绝经后子宫肌瘤妇女（绝经
组）、４０例未绝经子宫肌瘤妇女（未绝经组）肌瘤组织及肌壁组织中的 ＴＧＦ－β３、ＦＮ的表达差异，同时将绝
经组妇女根据肌瘤是否发生萎缩分为萎缩组（１７例）、未萎缩组（２３例）并进行上述指标的比较。结果：绝经
组的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的ＴＧＦ－β３表达评分分别为（３１１±０７８）分、（１８５±０６９）分均显著的低于未
绝经妇女的（３９８±０６７）分、（２３１±０８２）分（Ｐ＜００５）；两组妇女肌瘤组织和肌壁组织中的 ＦＮ表达评分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子宫肌瘤萎缩和未萎缩患者的子宫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 ＴＧＦ－β３、ＦＮ表达在两
组间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萎缩组和未萎缩组的肌瘤组织ＴＧＦ－β３表达分别为（２９０±０６５）分、（３３２
±０７４）分均显著的高于本组肌壁组织中的（１８５±０６７）分、（２２５±０６１）分（Ｐ＜００５）；两组肌瘤和肌壁
组织中的ＦＮ表达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结论：ＴＧＦ－β３表达可能与患者绝经前后的激素水平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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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ＧＦ－ｂｅｔａ－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ｏ
ｐｈ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ａｔｒｏｐｈｙｇｒｏｕｐ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ｗｅｒｅ（２９０±０６５）ａｎｄ（３３２±０７４），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ｂｏ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１８５±０６７）ａｎｄ（２２５±０６１）（Ｐ＜００５）；Ｆ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ｍｕｓｃｌ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ＧＦ－
ｂｅｔａ－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ＧＦ－
ｂｅｔａ－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ａｔｒｏｐｈ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ｍｕｓｃｌｅｗａｌｌｔｉｓ
ｓｕ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ＧＦ－ｂｅｔａ－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３；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ｙｏｍ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ｕｓ
ｃｕｌａｒｌａｙ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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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作为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病率约
占全部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的２５％～３０％，是导致女性子宫全切
的重要原因。其发病机制与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对局部生长

因子的自分泌和旁分泌调节，从而影响肌瘤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有关［１］。转化生长因子 －β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３，
ＴＧＦ－β３）与纤维连接蛋白（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ＦＮ）等多种生产因子均
会对子宫肌瘤的生长、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从而出现肌细胞异

常增殖以及细胞外基质聚集等［２，３］。为此，本研究针对 ＴＧＦ－
β３以及ＦＮ在绝经或未绝经妇女子宫肌瘤及子宫肌层中表达
的水平变化及其意义进行探讨。现将研究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材料

随机选取我院妇科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治的经
病理检查证实的８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绝经组４０
例，年龄４６～７８岁，平均年龄（５８４±５９）岁，绝经时间（４４±
２５）年，肌瘤最大径４～８ｃｍ，平均（５２±１２）ｃｍ；未绝经组４０
例，年龄３３～５２岁，平均年龄（４４５±６１）岁，肌瘤最大径３～
８ｃｍ，平均（５３±１１）ｃｍ。两组患者年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肌瘤平均最大径大小差异不显著。

纳入标准：经Ｂ超、术后标本活检确诊为子宫肌瘤患者；近
３个月内未服用激素类药物；均获得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合并子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等恶性妇科

疾病；合并严重内分泌性疾病；未进行病理组织学或活检确诊；

病历资料不完整。

１２　检查方法
于患者入院后，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５ｍＬ，注入到不抗凝试

管凝固后，以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 １５ｍｉｎ，提取血清置于
－７０℃的冰箱中保存；采用免疫组化（ＳＰ）法对 ＴＧＦ－β３与 ＦＮ
含量进行检测，免疫组化试剂盒由上海前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货号：ＰＫ－６１００），检测程序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

将采集到的患者子宫肌瘤样本制成腊块并进行连续切片，

将２张厚约４μｍ的组织切片进行染色后置于江苏捷达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ＪＤ８０１计算机分析系统图像分析仪中，对染色后
的细胞膜、细胞质以及细胞间质的组织染色强度进行观察，以

其中存在棕黄色颗粒为阳性标准。每张切片随机选取５个视
野，并将每个视野的阳性细胞数进行记录，计算其平均值。

１３　分组及读片标准
将绝经组妇女根据肌瘤是否发生萎缩分为萎缩组（１７例）、

未萎缩组（２３例）；子宫肌瘤萎缩的判定标准：子宫肌瘤在绝经
前出现，绝经后逐渐缩小，患者的临床症状不明显，常在体检或

其他检查中发现。

采用已知的阳性切片作为对照（ＴＧＦ－β３采用胎盘组织，
ＦＮ采用肾组织），以ＰＢＣ代替一抗作为阴性标准，阳性染色主
要为细胞膜、细胞质、间质为棕褐色染色，ＴＧＦ－β３主要表现与
细胞质，ＮＦ主要表达与细胞外基质和细胞内，根据作色强度和
作色面积进行综合评分。无着色、淡黄色、棕黄色、棕褐色分别

为０、１、２、３分；作色面积按照无着色、着色面积 ＜２５％、２５％ ～
５０％、５１％～７５％、＞７５％分别记分为０、１、２、３、４分；两项评分
之积为最终评分，作为ＴＧＦ－β３、ＮＦ的表达标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在ＳＰＳＳ１７０中进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

用两样本独立ｔ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绝经和未绝经妇女子宫肌瘤组织和肌壁组织中的 ＴＧＦ－
β３、ＦＮ表达差异
　　绝经组的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的ＴＧＦ－β３表达评分均显
著的低于未绝经妇女（Ｐ＜００５）；两组妇女肌瘤组织和肌壁组
织中的ＦＮ表达评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绝经和未绝经子宫肌瘤组织和肌壁组织中的 ＴＧＦ－β３、ＦＮ表达
评分

组别 ｎ
肌瘤组织（分）

ＴＧＦ－β３ ＦＮ

肌壁组织（分）

ＴＧＦ－β３ ＦＮ

绝经组 ４０ ３１１±０７８ ４９４±１３７ １８５±０６９＃ ４５６±１４８

未绝经组 ４０ ３９８±０６７ ５３２±１５４ ２３１±０８２＃ ４４２±１６４

ｔ ５３５１ １７８０ ２７１５ １５４６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８

　　注：与同组肌瘤组织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子宫肌瘤萎缩与未萎缩组妇女的ＴＧＦ－β３、ＦＮ表达差异
子宫肌瘤萎缩和未萎缩患者的子宫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

ＴＧＦ－β３、ＦＮ表达在两组间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萎缩组
和未萎缩组的肌瘤组织中的 ＴＧＦ－β３表达均显著的高于本组
肌壁组织（Ｐ＜００５）；两组肌瘤和肌壁组织中的ＦＮ表达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萎缩和未萎缩患者的ＴＧＦ－β３、ＦＮ表达评分

组别 ｎ
肌瘤组织（分）

ＴＧＦ－β３ ＦＮ

肌壁组织（分）

ＴＧＦ－β３ ＦＮ

萎缩组 ２０ ２９０±０６５ ４６７±１２８ １８５±０６７＃ ４９０±１３０

未萎缩组 ２０ ３３２±０７４ ５１１±１３５ ２２５±０６１＃ ４２２±１２１

ｔ １９８１ １３３１ １９０２ ０７７５

Ｐ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４５１

　　注：与同组肌瘤组织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作为女性生殖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临床上多采

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进行治疗，大部分患者经治疗后或者绝

经后子宫肌瘤会发生相应的萎缩，但少数患者的肌瘤会继续生

长，甚至引发临床症状［４］。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与卵巢分泌的

雌、孕激素对局部生长因子的自分泌和旁分泌调节有关，从而

影响肌瘤细胞的生长和分化［５，６］。Ｋｕｌｓｈｒｅｓｔｈａ等［７］针对绝经前

子宫肌瘤的研究表明，ＴＧＦ－β３与 ＦＮ等多种生长因子会通过
促进子宫肌细胞的生长从而促进肌细胞异常增殖以及细胞外

基质聚集等，在宫肌瘤的生长、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ＴＧＦ－β３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相关性的多功能细胞因子，主
要在细胞质中表达，且具有较好的生物学活性。ＴＧＦ－β３能够
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形成，加快其血管化进程，并促进细胞的创

伤修复过程，参与了多种肿瘤的发病［８，９］。本研究结果显示，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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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组的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的ＴＧＦ－β３表达评分均显著的低
于未绝经患者，表明绝经前子宫肌瘤组织中的ＴＧＦ－β３表达明
显高于正常肌壁组织，而且ＴＧＦ－β３会以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
式抑制正常的子宫细胞增殖，增加细胞外基质的成分胶原蛋

白、纤维连接蛋白以及蛋白聚糖的表达，并且促进子宫肌瘤细

胞的增殖。另外，本研究中子宫肌瘤萎缩和未萎缩患者的子宫

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 ＴＧＦ－β３表达在两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但萎缩组和未萎缩组患者肌瘤组织 ＴＧＦ－β３表达均显著高于
本组肌壁组织，显示绝经后的非萎缩性肌瘤中的ＴＧＦ－β３含量
虽然与绝经后的萎缩性肌瘤以及肌壁组织含量相近。绝经后

的非萎缩性肌瘤中的ＴＧＦ－β３含量却明显高于正常肌壁组织，
绝经后妇女的萎缩性肌瘤中的 ＴＧＦ－β３含量表达却与肌壁间
相似，表明ＴＧＦ－β３是导致绝经后子宫肌瘤继续生长的重要因
素之一。Ｐｌｅｗｋａ等［１０］研究表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

疗后患者的子宫肌瘤在缩小的同时，ＴＧＦ－β３含量并未较治疗
组有所降低，因此推测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的治疗可引

起患者血清中雌激素以及孕激素的表达水平有关。

ＦＮ作为细胞外基质的重要成分，是存在于以血浆为主的体
液、多数基膜中的以及软组织基质的大分子非胶原蛋白，主要

在细胞内以及细胞外基质中表达，并在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１－１３］。ＦＮ与体内的大分子相互作用，并参
与细胞骨架的形成、细胞的迁移以及分化，并参与细胞的癌性

转化［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妇女肌瘤组织和肌壁组织中

的ＦＮ表达评分差异不显著。另外，子宫肌瘤萎缩和未萎缩患
者的子宫肌瘤组织、肌壁组织中 ＦＮ表达在两组间差异均不显
著，且子宫肌瘤和肌壁组织中的 ＦＮ表达差异不显著。可能与
本研究例数较少有关，需加大样本量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未绝经的子宫肌瘤患者的ＴＧＦ－β３表达显著高
于绝经患者，萎缩组、未萎缩组患者的肌瘤组织 ＴＧＦ－β３表达
高于肌壁组织，组间比较差异不显著，ＴＧＦ－β３表达可能与患
者绝经前后的激素水平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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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治疗后性功能状况变化的临床调查分析
刘亚红　孙蓓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二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颈癌患者治疗后性功能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提高临床治疗水平。方法：回
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收治的１３０例宫颈癌患者，采用性功能指数进行性功能状况评定，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６３　　　·

并总结影响因素。结果：治疗后患者在围绝经期症状方面无症状６６９４％，轻度占１８１８％，中度占９０９％，
重度占５７９％；主要表现为性欲望、性兴奋、阴道润滑、性高潮、满意度下降，疼痛感增强。影响因素有年龄
（≥４５岁）、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肿瘤晚期（Ⅳ期）、手术 ＋放化疗、病情严重、心理障碍、配偶配合差、悲
观（Ｐ均＜００５）。其中年龄、文化程度、治疗方法、心理因素、肿瘤分期、性格、病情、配偶态度是宫颈癌治疗
后性功能独立危险因素（Ｐ均＜００５）。结论：宫颈癌患者治疗后会出现性功能障碍，在临床上要注重对性
功能康复治疗，并注重防范影响因素，从而提高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宫颈癌；性功能；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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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
率仅次于乳腺癌。流行病学统计称，我国每年新增的宫颈癌为

１３万，占全球发病率的２８％［１］。随着对宫颈癌认识加深和早期

筛查等逐渐推广，目前已经将工作重点从“提高疾病治愈率”转

化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其中性功能和谐是生活质量重要内

容之一。本次研究就通过观察宫颈癌患者治疗后性功能变化

情况，以期更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现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收治的１３０例
宫颈癌患者，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均收集完整，年龄最小２６岁，最
大５１岁，平均（３７９±２４）岁；病程最短２周，最长１４周，平均
（６３±１１）周；肿瘤分型：鳞癌４１例，腺癌５５例，鳞腺癌３４例；
肿瘤分期：０期３８例，Ⅰ期４１例，Ⅱ期３６例，Ⅲ期１５例；手术方
式：０期肿瘤患者行扩大性子宫切除术，Ⅰ～Ⅲ期患者行宫颈癌
根治术，其中行手术和辅助放化疗５６例，同步放化疗６１例。纳
入患者均结合临床症状和病理组织学确诊，均按照妇科恶性肿

瘤诊疗规范进行治疗，且患病前性生活和谐，均已婚家庭完整，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均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２　方法
结合相关文献［２，３］自行设计自评量表，包括女性性功能指数

和Ｋｕｐｐｅｒｍｅｎ评分法进行症状评分。性功能指数包括性欲望、性
兴奋、阴道润滑、性高潮、满意度、疼痛感等６个维度共１９个题
项，设置０～５个等级，总分越高则性功能越好。围绝经期 Ｋｕｐ
ｐｅｒｍｅｎ评分法则由１２个症状题项，采用等级式条目，设置０～４

个等级，症状积分为基本分和程度评分乘积，评价标准轻度为１５
～２０分，中度为２０～３５分，重度３５分。对１３０例患者进行调查，
其中２例患者拒绝调查，７例问卷不合格，合格有效份数为１２１
例。女性性功能障碍判断：在性反应周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发

生障碍或出现与性交有关的疼痛，而不能参与或不能达到其所预

期的性关系，造成心理痛苦。临床常见的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性

欲障碍、性唤起障碍、性交疼痛障碍和性高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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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行χ２检验，采用Ｌｏｇｏ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多影响因素分析，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情况比较

对入选患者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情况进行比较，无症状占

６６９４％，轻度占１８１８％，中度占９０９％，重度占５７９％。见表１。

表１　围绝经期综合征情况

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 例数 比率（％）

无 ８１ ６６９４

轻度 ２２ １８１８

中度 １１ ９０９

重度 ７ ５７９

合计 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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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宫颈癌治疗前后性功能状况比较
对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状况进行比较，结果看出，治疗前

后在性欲望、性兴奋、阴道润滑、性高潮、满意度、疼痛感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宫颈癌治疗前后性功能状况

性欲望 性兴奋 阴道润滑 性高潮 满意度 疼痛感

治疗前 ６２４±１４６ ７８５±２５６ ８４６±３１２ ６４５±２１６ １１４６±３６２ ４２３±０６７

治疗后 ２７５±０９４ ３０１±０８２ ３５７±１２４ ２４２±０６９ ３２５±１０３ ８１４±１６７

ｔ ５７３５ ６２４１ ５９７６ ５１４２ ７２４１ ５６７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影响因素有年龄（≥４５岁）、文化程度

低（初中以下）、肿瘤晚期（Ⅳ期）、手术 ＋放化疗、病情严重、心
理障碍、配偶配合差、悲观（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总数

（ｎ＝１２１）
性功能障碍

例数（ｎ＝４０）
发生率

（％）
χ２ Ｐ

年龄（岁） ≥４５ ４９ ３１ ６３２６ ６４６３ ＜００５

＜４５ ７２ ９ １２５０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７１ ３７ ５２１１ ７２４３ ＜００５

初中以上 ５０ ３ ６００

肿瘤分期 ０期 ３８ ９ ２３６８ ５５７５ ＜００５

Ⅰ期 ４１ １０ ２４３９

Ⅱ期 ３６ ９ ２５００

Ⅲ期 １５ １２ ８０００

治疗方法 手术＋放化疗 ５６ ２５ ４４６４ ６３６３ ＜００５

同步放化疗 ６１ １５ ２４５９

其他 ４ ０ ０００

病情 轻中度 ７４ １０ １３５１ ８４７５ ＜００５

重度 ４７ ３０ ６３８３

心理状况 障碍 ３８ ３４ ８９４７ ８３３６ ＜００５

正常 ８３ ６ ７２３

配偶态度 优良 ７４ １１ １４８６ ７２５１ ＜００５

一般 ４７ ２９ ６１７０

性格 悲观 ３７ ２９ ６１７０ ５６２７ ＜００５

正常 ８４ １１ １３０９

２４　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多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Ｌｏｇｏｓｔｉｃ多因素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年龄、文化程度、

治疗方法、心理因素、肿瘤分期、性格、病情、配偶态度是宫颈癌

治疗后性功能独立危险因素（Ｐ均＜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多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５２５７ ５３２６ ０９３６ ００１５ ３５６３ １５２６～１０４６４

文化程度 ４９５４ ７２５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２３ ３３５４ １４７３～１３７８３

治疗方法 ６２５２ ５３６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３１ ４７８４ １５７３～１４２４２

心理因素 ５７４６ ５２６１ ０７４６ ００４５ ４２５２ １５７２～１３２５１

肿瘤分期 ５３９６ ４７４５ ０４８５ ００３２ ５２６７ １４６２～１２６８４

性格 ４８６３ ５３８４ ０７８３ ００２７ ５２１４ １５７３～１３２５８

病情 ５２５１ ４９７４ ０７３５ ００３８ ６２６３ １４７２～１４０４６

配偶态度 ４８７２ ４８３６ ０６７３ ００２５ ５３６２ １３６２～１４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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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治疗方法、心理因素、肿瘤分

期、性格、病情、配偶态度是宫颈癌治疗后性功能独立危险因素

（Ｐ均＜００５）。其中手术方式对性功能影响较大，因宫颈癌手

术需切除肿瘤病灶，周围组织和子宫及其附件，这会造成患者

长期处于低雌激素状态，手术改变了局部器官解剖结构，盆底

神经功能出现紊乱后造成性功能障碍［４］。研究［５］称，放疗总量

在６Ｇｙ则卵巢功能受损，而２０Ｇｙ则明显损伤，且放疗后出现直

肠炎、阴道干涩等情况损伤阴道神经、血管；化疗主要是抑制卵

巢功能，造成激素水平下降，进而阴道上皮变薄、萎缩、失去润

滑，造成性欲下降、性交困难、性交疼痛等。

心理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多数夫妻由于对宫颈癌认识不

足，担心治疗后性生活会引起复发等，害怕性交过程中引起出

血疼痛等，这些心理障碍造成患者处于焦虑、恐惧、抑郁状态，

且年纪越轻则障碍越大［６］。加上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患者思想

观念陈旧、羞于回答以上问题，认为到更年期性功能减退是正

常生理现象。且性功能具有特殊性和隐匿性，很多医护人员未

及时宣教，甚至有的询问时不主动介绍，也羞于回答。加上更

年期后由于卵巢分泌激素功能减退以及内外生殖器官萎缩，造

成性功能下降，进一步影响性生活质量［８］。国内外研究资料显

示［９－１１］，绝经后妇女较年轻患者易出现性交痛、性厌恶和性欲

下降等，故其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另外肿瘤分期较晚则病情较

重，往往对自己失去信心，或担心生存时间不长，从而忽略性生

活，对性生活无欲望，往往处于悲观状况，从此时性激素水平明

显受到抑制，故性功能受限［１２，１３］。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预

防：（１）打破陈旧观念，所有疾病参与者均要通过幻灯片、宣传

栏、交流等方式了解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在治

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及补救措施，减少不必要心理负

担，鼓励患者主动咨询。（２）做好性知识宣教，女性性感区有很

多部位，性功能除了受体内性激素影响，还受心理、社会因素和

健康状况等影响，生殖器官和身体其他部位肉体刺激，并不是

性高潮唯一条件，而性高潮是一种精神产物［１４，１５］，快感区在脑

不在生殖器，故夫妻可通过相互体贴、互相拥抱、接触和亲昵等

促使心理充分达到兴奋，达到性生活完美。（３）可借助药物等

增加性功能，如润滑剂，年轻者同时进行阴道延长术、使用止痛

药物等［１６］。（４）通过自我、家庭和朋友、工作学习和宗教信仰

给患者提供一般性心理支持，通过鼓励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鼓励家属主动体贴照顾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减轻焦

虑、抑郁等情绪［１７］。（５）医护人员对宫颈癌患者要进行健康宣

教，对存在问题及时纠正，正视性功能的利弊，避免因性功能障

碍影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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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高频电波刀环切术联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
道片治疗宫颈病变临床分析
巫婉娴１　韩蓉珍２

１江阴市中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４００
２苏州市立医院产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１

【摘　要】　目的：研究宫颈高频电波刀环切（ＬＥＥＰ）术联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治疗宫颈病变
的术后创口组织恢复情况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方法：将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宫颈病变在妇
科门诊进行宫颈ＬＥＥＰ术的患者１２２例，按随机数字表达将纳入病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１例；对照
组患者进行宫颈ＬＥＥＰ术后无其他处理，观察组在术后给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观察两组患者第２
周、第４周、第６周、第８周的水肿、上皮修复、脱痂情况，阴道流液量及分泌物清洁程度，感染、出血、宫颈狭
窄情况。结果：两组患者的上皮修复情况在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脱
痂情况在第６周时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进行宫颈 ＬＥＥＰ术后都会出现阴道流液增多现象，为淡红
色或淡黄色液体，两组患者在第４周、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分泌物的清洁
度大部分均保持Ⅰ°～Ⅱ°，对照组分泌物清洁度相对较差，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观察组无感染、出血、宫颈狭
窄等并发症发生，对照组有４例患者出现脱痂出血，感染患者２例，宫颈粘连狭窄者２例，两组比较具有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在进行ＬＥＥＰ术后联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进行治疗能明显增强上皮组
织的修复能力，加快创伤组织的结痂速度，减少阴道流液量，提高阴道分泌物的清洁程度，降低感染、出血、

宫颈粘连、狭窄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　氯喹那多－普罗雌烯阴道片；宫颈高频电波刀环切术；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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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及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减弱，宫颈病
变的发病率呈不断增加趋势，全国患有宫颈病变的女性患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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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６０％，宫颈病变的良性病变有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Ｉ～Ⅲ
级）和慢性宫颈炎（宫颈腺囊肿、宫颈肥大、宫颈糜烂、宫颈息肉

等）［１］。ＣＩＮ是一种与宫颈浸润癌有密切联系的癌前病变，在
２５～３５岁妇女中尤其常见，近年来发病呈年轻化趋势，对于ＣＩＮ
Ⅱ ～Ⅲ，若能及早进行诊断及治疗，能明显降低宫颈癌的发病
率［２］。高频电波刀宫颈电圈环切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以其创伤小、操作简单、止血效果好、患者恢复
快、可获得进行病理检查的完好组织标本等优点，成为治疗ＣＩＮ
的首选治疗方式。尽管 ＬＥＥＰ手术方法的诸多优点，然而它也
有一些手术无法避免的缺点：感染、周围组织粘连、术后复发、

术后手术瘢痕、黏液性状的改变、术后出血、分泌物增多、宫颈

管变窄等［３，４］。本研究通过对进行宫颈 ＬＥＥＰ刀术后的患者联
合外用氯喹那多－普罗雌烯阴道片，取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宫颈病变
在妇科门诊进行宫颈 ＬＥＥＰ术的患者１２２例。病例纳入标准：
（１）符合《妇产科学》（第八版）中关于宫颈病变的诊断标准［５］；

（２）经术前常规白带检验、妇科检查、阴道镜检查及定位活检确
诊；（３）患者临床资料完整，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患者知情同
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阴道炎及盆腔炎；（２）
合并有心、肝、肾等慢性基础性疾病；（３）合并有造血系统疾病、
精神病；（４）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５）治疗前２周内口服激素
类药物；（６）对本研究药物过敏。按随机数字表达将纳入病例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１例。观察组：年龄２５～５６岁，平
均（３９４±３７）岁；病程２个月～７年，平均（３８±１２）年；尚未
生育者２１例，已生育者４０例；经术前病理活检证实，慢性宫颈
炎患者９例，宫颈息肉患者１４例，宫颈重度糜烂者８例，ＣＩＮⅠ
级１２例，ＣＩＮⅡ级１８例。对照组：年龄２７～５９岁，平均（４１７±
２１）岁；病程６个月～８年，平均（４０±０９）年；尚未生育者１８
例，已生育者４３例；经术前病理活检证实，慢性宫颈炎患者７
例，宫颈息肉患者１６例，宫颈重度糜烂者１０例，ＣＩＮⅠ级１１例，
ＣＩＮⅡ级１７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生育状况、病变类型等
一般资料方面不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在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进行手术，术前一周禁性生活。取膀
胱截石位，对会阴部进行常规消毒，铺无菌孔巾。对阴道、宫颈

进行再次消毒，取鸟嘴式窥阴器，取卢戈氏液涂抹宫颈穹窿部。

用手术钳在无碘着色区６点或１２点钟方向钳夹以便手术时牵

拉宫颈。根据病变范围选择不同型号的电极圈进行小锥切或

大锥切，小锥切术适用于湿疣、宫颈赘生物、ＣＩＮⅠ级等，切除宫
颈管深度需达到１～１５ｃｍ，切至无碘着色部位外０５ｃｍ。大锥
切术适用于ＣＩＮⅡ ～Ⅲ级患者，切除宫颈管深度需达到１５～
２０ｃｍ，切至无碘着色部位外０５ｃｍ。采用球形电凝止血。术后
宫颈创面涂抹龙胆紫促进伤口愈合，口服抗生素３ｄ。对照组患
者进行宫颈ＬＥＥＰ术后无其他处理，观察组术后给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置于阴道后穹窿，教患者使用，１次／ｄ，睡前
使用，２周为一个疗程；提醒患者留意给药深度，避免引起阴道
出血，手术后注意清洁外阴，３个月内不要行房事及盆浴，忌辛
辣，注意休息，术后可能会出现血性分泌物，若流血量大于月经

量随时就医。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第２、４、６、８周的水肿、上皮修复、脱痂情况，

阴道流液量及分泌物清洁程度，感染、出血、宫颈狭窄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同组治疗前后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上皮修复、局部脱痂情况比较

上皮修复情况：观察组在第４周时８５２５％的病例出现１／３
及以上的上皮修复情况，到第６周时９６７２％的病例出现１／２及
以上的上皮修复情况，到第８周时９６７２％的病例上皮完全修
复；对照组在第４周时７３７７％的病例出现１／３及以上的上皮修
复情况，到第６周时８５２５％的病例出现１／２及以上的上皮修复
情况，到第８周时７５４１％的病例上皮完全修复；观察组的上皮
修复速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第４周比较不具有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计学
差异（χ２ａ＝４８９，Ｐ＝００２；χ

２
ｂ＝１１５５，Ｐ＝００００６８）。脱痂情况：

观察组在第２周时有３２７９％的患者出现脱痂１／３，对照组有
３１１５％的患者出现脱痂１／３；第４周时，观察组有２４５９％的患
者出现全部脱痂，对照组有１８０３％的患者出现全部脱痂；第６
周时，观察组有 ８５２５％的患者出现全部脱痂，对照组有
６７２１％的患者出现全部脱痂；两组在第６周时比较具有统计学
差异（χ２＝５４７，Ｐ＝００１），第８周时，观察组出现全部脱痂的患
者为９８８６％，对照组全部脱痂的患者为９５０８％，第８周时两
组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上皮修复、局部脱痂情况

组别
第２周

１／３ １／２ 全部

第４周

１／３ １／２ 全部

第６周

１／３ １／２ 全部

第８周

１／３ １／２ 全部

上皮修复情况 观察组 １３ ０ ０ ２１ １７ １４ ２ １８ ４１ ０ ２ ５９

对照组 １１ ０ ０ ２５ １０ １１ ９ ３１ ２１ ０ １５ ４６

局部脱痂情况 观察组 ２０ ０ ０ １７ ２９ １５ １ ８ ５２ ０ １ ６０

对照组 １９ ０ ０ ２８ ２２ １１ ４ １９ ４１ ０ ３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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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阴道流液量情况比较
在进行宫颈 ＬＥＥＰ术后都会出现阴道流液增多现象，为淡

红色或淡黄色液体，观察组术后第４周、第６周、第８周流液量
为少量的病例为 ２３例（３７７０％）、３８例（６２３０％）、５７例

（９３４４％），对照组为１３例（２１３１％）、２３例（３７７０％）、４３例
（７０４９％），观察组的流液量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第４
周、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χ２ａ＝３９４，Ｐ＝００４；χ

２
ｂ

＝７３７，Ｐ＝０００６；χ２ｃ＝１０８６，Ｐ＝００００９）。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阴道流液量情况

组别
第２周

少 中 多

第４周

少 中 多

第６周

少 中 多

第８周

少 中 多

观察组 ７ ４０ １４ ２３ ３１ ７ ３８ １９ ４ ５７ ３ １

对照组 ６ ３９ １６ １３ ３４ １４ ２３ ３５ １３ ４３ １１ ７

２３　两组患者分泌物清洁度比较
观察组的清洁度大部分均保持Ⅰ°～Ⅱ°，少部分表现为

Ⅲ°，无Ⅳ°。对照组分泌物清洁度相对较差，容易引起细菌感

染。两组在术后第２周分泌物清洁度比较无显著差异，而在第
４、６、８周观察组阴道分泌物清洁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分泌物清洁度

组别
第２周

Ⅰ°～Ⅱ° ≥Ⅲ°

第４周

Ⅰ°～Ⅱ° ≥Ⅲ°

第６周

Ⅰ°～Ⅱ° ≥Ⅲ°

第８周

Ⅰ°～Ⅱ° ≥Ⅲ°

观察组 ４５ １６ ５２ ９ ６０ １ ６０ １

对照组 ４６ １５ ３８ ２３ ３２ ２９ ４８ １３

２４　两组患者感染、出血、宫颈狭窄情况比较
观察组无感染、出血、宫颈狭窄等并发症发生，对照组有４

例患者出现脱痂出血，感染患者２例，出现宫颈粘连狭窄者２
例，两组并发症的发生率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ＬＥＥＰ术采用高频无线电刀，由 ＬＯＯＰ金属丝产生高

频电波，当电刀接触组织时，组织本身会立即产生阻抗，吸收高

频电波产生大量的热量，造成细胞内水分蒸发，从而完成止血、

切割等手术过程。ＬＥＥＰ术已广泛应用于难治性、复发性重度
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宫颈较大或多发性息肉等疾病

的治疗，在西方国家已经替代了激光和冷刀锥切术［６，７］。其优

点体现在：手术创伤小，最大限度降低患者疼痛程度；手术方便

快捷，在门诊即可对患者进行操作；手术费用与其他手术方法

相比较低；周围组织不会发生炭化，不影响病理结果，具有诊断

和治疗的双重作用；宫颈壁的弹力及生殖器官的完整性不会受

到影响，为患者保留了术后正常生育能力。其缺点表现在进行

ＬＥＥＰ术后，创口愈合时间比较长，约为８周，有的患者需１２周
才能得到痊愈，且伴有流液、出血量增多，严重者发生感染、宫

颈狭窄等不良并发症［８，９］。

氯喹那多和普罗雌烯是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的主
要活性成分，其中氯喹那多是广谱性杀菌剂，对于阴道嗜血杆

菌、链球菌、葡萄球菌等病原体具有杀灭作用，能够达到抑制病

原体生长、消除病原菌的作用［１０，１１］。普罗雌烯是一种能够在局

部进行作用的雌激素，不会产生全身性激素反应，它能够促进

细胞合成并分泌糖原、降低阴道ｐＨ值、促进基底细胞的分裂增
殖、间质细胞生长和上皮细胞成熟，有利于阴道乳杆菌增殖，维

持阴道正常的酸碱度及菌群平衡、促进鳞状上皮的再生，加速

上皮组织的修复能力，减少感染的发生率［１２］。研究表明［１３］，普

罗雌烯不会对育龄妇女内分泌系统产生影响，用药后不会出现

全身雌激素样症状。宫颈壁由纤维组织构成，宫颈管黏膜组织

高度依赖雌激素，若体内雌激素降低，黏膜分泌量会明显减少，

宫颈防御能力减弱，通过采用 ＬＥＥＰ术联合药物治疗能改善宫
颈黏膜组织血液循环、促进上皮组织修复、加快创伤组织结痂、

减少细菌感染等［１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的上皮修复情况在第２周、第４
周不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脱痂情况在第２周、第４周、
第８周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第６周时两组比
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进行宫颈ＬＥＥＰ术后都会出现
阴道流液增多现象，为淡红色或淡黄色液体，观察组术后第４
周、第６周、第８周流液量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第４周、
第６周、第８周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清洁
度大部分均保持Ⅰ°～Ⅱ°，少部分表现为Ⅲ°，无Ⅳ°。对照组分
泌物清洁度相对较差，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观察组无感染、出

血、宫颈狭窄等并发症发生；对照组有４例患者出现脱痂出血，
感染患者２例，出现宫颈粘连狭窄者２例，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表明ＬＥＥＰ术联合氯喹那多－普罗雌烯阴道片
具有促进组织生长，降低感染、出血、宫颈粘连、狭窄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金燕等［１５］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氯喹那多－普罗雌烯
阴道片治疗宫颈糜烂样改变具有减轻术后宫颈水肿、充血程

度，减少阴道出血量及排液量，促进糜烂面坏死组织脱落，为鳞

状上皮组织生长提供条件，无明显不良并发症等优点。

综上所述，ＬＥＥＰ术联合氯喹那多 －普罗雌烯阴道片进行
治疗能明显增强上皮组织的修复能力，加快创伤组织的结痂速

度，减少阴道流液量，提高阴道分泌物的清洁程度，降低感染、

出血、宫颈粘连、狭窄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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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子宫与切除子宫全盆底重建术后盆底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对比研究
孙?娜　许小莉
台州市立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保留子宫与切除子宫全盆底重建术后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评估。方法：选择
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５０例全盆底重建术患者作为本次探讨的对象，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
随机分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各２５例，其中实验组患者保留子宫（ＵＣ）；对照组患者切除子宫
（ＣＨ），并对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术后的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进行对比。结果：经过对比发现，实验组患者
的各项数据均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保留子宫的全盆底重建术较切除子宫的全盆底重建术损伤
更小，更安全，并且各项数据均优于切除子宫患者。

【关键词】　全盆底重建术；保留子宫；切除子宫；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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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老年女性中，最常见、多发的疾病要属女性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１，２］，并且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该疾病的发生率还在呈上升趋势［３］。在临床中，

Ｐｒｏｌｉｆｔ全盆底重建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４］。我科对全盆底重建

术子宫保留或者切除对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５０例全盆底
重建术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随机

分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各２５例。患者的年龄为５５
～７５岁，平均（６５１２±８８９）岁；孕次为２～７次，平均（４５７±
２３２）次；产次为２～６次，平均（４１２±２３２）次；绝经时间为６
～２０个月，平均（１３４２±６７５）月。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的年
龄、孕次、产次以及绝经时间等一般资料均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均采用全盆底重建术，并且运用 Ｐｒｏ
ｌｉｆｔ盆底悬吊系统为手术材料。对照组患者在进行全盆底重建
术前，先采用阴式子宫切除术对患者子宫进行切除。两组全盆

底重建患者在手术前均进行妇科检查，并且依照盆腔器官脱垂

定量（ＰＯＰ－Ｑ）分析法对两组患者的盆腔器官脱垂定量分度进
行测量。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后，均进行１个
月的随访，随后每隔２个月进行一次随访，并了解是否有复发或
者补片侵蚀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均在半年后对两组

全盆底重建患者进行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患者的术后

状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点：盆底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盆

底功能障碍性相关疾病以及性生活质量。

盆底疾病对生活的影响使用模糊数字评分方法，由患者自

行打分，满分为１００分，表示盆底疾病对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最低分为０分表示对生活无影响。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分值。

盆底功能障碍性相关疾病量表使用盆底功能障碍问卷

（ＰＦＤＩ－２０），由２０个问题组成，包括盆腔器官脱垂困扰量表、
结直肠肛门困扰量表、排尿困扰量。其中无症状评价为０分，有
症状但对患者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为１分，对患者有轻度生活
影响为２分，有中度影响评价为３分，有重度影响为４分。量表
得分范围为０～１００分。

性生活质量评分采用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包括满意度、

性焦虑、性交流、性态度、性反应及性体像，每个题目１～５分计
分方法，评分越高，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意义
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进行治疗情况的研究数据均录入到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ｎ（％）］的形式表示计数
资料，对比方法使用 χ２检验；使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为计量数
据，对比方法为ｔ检验，当Ｐ＜００５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全盆底重建患者时候经过半年随访调查发现，两组患

者术后盆底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盆底功能障碍相关疾病和性生

活质量评分均较术前后显著降低。经过对比发现，两组患者在

术前的各项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而术后实验组患者的各项数

据均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调查评分（分）

组别 时间
盆底疾病

对生活的影响

盆底功能障碍

相关疾病
性生活质量

实验组 术前 ７７１２±１０４５ ９０４２±１３５６ ２５７５±１４５２

术后 ７４２±１４２ １２３２±２５３ ４５７８±５８７

对照组 术前 ７９４２±８４２ ９１７８±１２９８ ２８４２±１３７５

术后 １４３２±１７５ １７４２±２２３ ３５１２±３５６

#

　讨论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就是采用

全盆底重建术［８］。有资料表明［９］，采用 Ｐｒｏｌｉｆｔ作为手术材料会
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例如膀胱损伤、尿潴留、尿失禁、膀胱

感染、网片暴露以及侵蚀等。因此，选用的手术材料需改进，美

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ＦＤＡ）对 Ｐｒｏｌｉｆｔ材料已经停用［１０］。有专

家称［１１］，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运用盆底重建术治疗理念是

正确的，而对于保留子宫还是切除子宫这个问题还一直处于探

讨中。在以往盆腔的研究中，子宫起着中心结构的作用，若必

须将宫颈切除时，可以采用筋膜内子宫切除术进行切除。由于

保留了患者的一系列结构，如韧带以及筋膜等，使患者的阴道

长度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有利于防止盆腔器官发生脱垂。运用

Ｐｒｏｌｉｆｔ全盆底重建术后，能够有效的保留患者的子宫，相当于完
整的保留了患者的宫颈周围环，Ｐｒｏｌｉｆｔ全盆底重建术对维持盆
底结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１２］。与恶性肿瘤手术不同，盆

底重建手术的重点在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的日常

生活质量，降低对患者产生的创伤。绝大多数接受盆底重建手

术的患者为老年绝经妇女，随着一系列合并症如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以及肺部慢性疾病等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加大了患

者手术的风险。有学者报道［１３］，在对患者实施保留子宫手术

时，由于手术步骤得到了简化，术中出血量有明显降低的迹象，

并且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有利于医师对患者手术风险的控制，

降低手术损伤及感染的几率。患者经过手术后，其术后状况均

表现良好，并且服用抗生素的时间也大大缩短，降低了患者的

治疗费用。有相关资料［１４］显示，Ｐｒｏｌｉｆｔ会使阴道壁瘢痕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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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患者的性功能出现障碍。性生活质量与女性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等因素息息相关，患者绝经后，在生

理上，其卵巢功能会有所衰退，降低患者性激素分泌量，生殖器

官也发生萎缩；在心理上，患者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环

境、社会以及风俗等，降低了患者对性生活的要求。女性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由于疾病的存在，其性生活质量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１５－１８］。在本研究中，实验组保留子宫患者的各项数

据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切除子宫患者，充分证明了保留子宫能够

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合以上所述，在全盆底重建术中，保留子宫患者较切除

子宫的患者治疗效果更佳，并且其创伤更小、术后恢复较快、手

术更加安全，充分显示出了保留子宫的优势。但其远期的治疗

效果还需进一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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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阴道炎效果和安全性分析
时建荣１　黄庆义２　杨瑞２

１济源市中医院妇产科，河南 济源 ４５４６５０
２南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河南 南阳 ４７３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阴道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选取３４４例阴道炎患
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甲硝唑联合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对照组采用甲硝唑治疗，比

较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及随访期间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细菌性阴道病、念珠菌性阴道炎及滴虫

性阴道炎痊愈率和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３、６、９个月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４７％（４／８６），观察组仅出现３例轻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５％，且
治疗前后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指标均无显著性变化（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阴道炎患者安全有效，可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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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炎属于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是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
的多种阴道黏膜疾病的总称，常见病原体包括细菌、念球菌、阴

道毛滴虫及支原体等。其发生机制主要为阴道菌群失调，尤其

是可产生Ｈ２Ｏ２的乳酸杆菌急剧减少或消失，厌氧菌群异常增
加［１］。临床研究表明，多种病原微生物均可引起阴道炎，治疗

阴道炎的关键是重建阴道微生态系统，改善阴道防御能力，提

高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率［２］。目前阴道炎的治疗效果不甚理

想，患者依从性差，复发率高。临床上常采用抗生素或雌激素

治疗阴道炎，其中抗生素在杀灭致病菌的同时也破坏阴道正常

菌群，进而导致阴道微生态失调，使患者病情反复，迁延难愈，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探讨乳酸杆菌活

菌制剂治疗阴道炎的效果及安全性，旨在为阴道炎的临床治疗

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我院收治的阴道炎患者中选
取３４４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１７２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及疾病分类等方面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见表１。所选患者均符
合《妇产科学》（第６版）中阴道炎诊断标准，纳入标准：（１）存在
外阴灼热、瘙痒、阴道分泌物及白带增多等临床表现；（２）首次
确诊且未接受过治疗；（３）不处于妊娠期、哺乳期；（４）无妇科器
质性疾病。排除标准：（１）临床资料不全；（２）不宜使用甲硝唑、
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３）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及严重心、肝、
肾功能障碍。本研究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

了解所有治疗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平均年龄

（岁）

平均病程

（月）

分型［ｎ（％）］

细菌性阴道病 念珠菌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炎

观察组（ｎ＝１７２） ３９１±１５８ ４０±１２ ６０ ５６ ５６

对照组（ｎ＝１７２） ３８９±１４３ ３８±１０ ５６ ５２ ６４

χ２／ｔ ０３６６ ０４８３ ０８１９

Ｐ ０９０５ ０２５６ ０６６４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复方甲硝唑栓（哈尔滨欧替药业有限公司，规

格：０５ｇ／枚，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９２１８）进行治疗，１枚／次，１次／ｄ，
每晚睡前清洗外阴经阴道给药，连续使用１周；观察组在与对照
组相同方法使用复方甲硝唑栓的基础上联合乳酸杆菌活菌制

剂（定君生胶囊，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０２５ｇ／
粒，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３０００５）治疗，１粒／次，１次／ｄ，晨起清洗外阴
后经阴道用药，连续使用１周。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禁止性生
活，随访期行性生活需全程使用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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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评价标准
１３１　疗效判定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镜检、念珠菌培
养、胺试验结果和阴道 ｐＨ对临床疗效判定如下：（１）细菌性阴
道病：外阴瘙痒及燥热感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阴道 ｐＨ＜４５，
胺试验检查及白带线索细胞阴性为痊愈；上述症状消失≥
５０％，阴道ｐＨ＜４５，胺试验检查及白带线索细胞阴性为痊愈为
显效；上述症状消失＜５０％，阴道 ｐＨ＜４５，胺试验检查及白带
线索细胞阴性为有效；症状无任何改善甚至加重，阴道 ｐＨ＞
４５，胺试验检查及白带线索细胞阳性为无效。（２）念珠菌性阴
道炎：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念珠菌培养及镜检菌丝均呈

阴性为痊愈；症状消失≥５０％，念珠菌培养、镜检菌丝阴性或症
状完全消失，念珠菌培养阳性，镜检菌丝阴性为显效；症状消失

＜５０％，念珠菌培养阳性，镜检菌丝阴性为有效；症状无任何改
善，念珠菌培养、镜检菌丝阳性为无效。（３）滴虫性阴道炎：症
状完全消失，镜检滴虫阴性为痊愈；症状消失≥５０％，镜检滴虫
阴性为显效；症状消失 ＜５０％，镜检滴虫阴性为有效；症状无任
何改善，镜检滴虫阳性为无效。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
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安全性评价　观察患者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包
括具体症状、出现和消失时间、严重程度（重度、中度、轻度）、与

药物相关性（相关、可能相关、可能无关、无关）、应对措施和结

果。治疗前后进行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记录是否出现阴

道干燥、灼热及局部过敏反应。

１３３　随访期间复发情况　随访１年，观察患者治疗后３、６、９
个月复发情况。再次出现阴道炎临床症状及体征，同时伴病原

学阳性为复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作

比较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内不同时
间段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细菌性阴道病、念珠菌性阴道炎及滴虫性阴道炎痊

愈率和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临床疗效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痊愈率（％） χ２ Ｐ 有效率（％） χ２ Ｐ

细菌性阴道病 观察组（ｎ＝６０） ５４ ２ ２ ２ ９００ １６３０９ ００００ ９６７ ８９３７ ０００３

对照组（ｎ＝５６） ３２ ４ ８ １２ ５７１ ７８６

念珠菌性阴道炎 观察组（ｎ＝５６） ５２ ２ ０ ２ ９２９ １８２４１ ００００ ９６４ １１６５０ ０００１

对照组（ｎ＝５２） ３０ ２ ６ １４ ５７７ ７３１

滴虫性阴道炎 观察组（ｎ＝５６） ５４ ０ ０ ２ ９６４ ２５７１４ ００００ ９６４ １２９６４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６４） ３６ ４ ６ １８ ５６２ ７１９

２２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４７％（８／１７２），观察组治疗过程

中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仅６例患者主诉有轻度不良反应，分别
为治疗第１ｄ出现轻度外阴灼热２例和恶心２例，治疗第２ｄ出
现轻度外阴干涩２例，均为一过性不适，未作处理，均于第３ｄ消
失，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５％（６／１７２）。观察组治疗前后血尿常

规及肝肾功能检查指标均无显著性变化（Ｐ＞００５），两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３、６、９个月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后３、６、９个月复发情况

组别 ３个月 χ２ Ｐ ６个月 χ２ Ｐ ９个月 χ２ Ｐ

细菌性阴道病 观察组（ｎ＝６０） ４（６７） １４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４（６７） １２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 １１０１４ ０００１

对照组（ｎ＝５６） ２０（３５７） １８（３２１） ２０（３５７）

念珠菌性阴道炎 观察组（ｎ＝５６） ２（３６） ５５６１ ００１８ ４（７１） ９９７５ ０００２ ６（１０７） １６８８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５２） ９（１７３） １６（３０８） ２４（４６２）

滴虫性阴道炎 观察组（ｎ＝５６） ０ ９５４５ ０００２ ２（３６） ３９４８ ００４７ ４（７１） ６８５７ ０００９

对照组（ｎ＝６４） １０（１５６） ６（９４） １６（２５０）

#

　讨论
阴道炎是妇科常见生殖器官炎症，可由阴道滴虫、细菌、淋

球菌、支原体、衣原体及念球菌等引起，表现为细菌性阴道病、

滴虫性阴道炎及念珠菌性阴道炎等。不洁净性生活、手术、阴

道损伤及滥用抗生素等因素等均可影响阴道内环境，引起 ｐＨ
增高、菌群失调而导致阴道炎［３］。据报道，每年全球约有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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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因阴道炎而就诊［４］。临床研究显示，健康妇女阴道内存在

多种微生物群落，包括革兰阳性需氧菌及兼性厌氧菌、革兰阴

性需氧菌及兼性厌氧菌、专性厌氧菌、假性酵母菌及支原体，上

述微生物通过彼此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维持阴道生态平

衡［５］。在上述平衡遭到破坏，或感染致病菌情况下即可导致阴

道炎发生。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抗生素治疗阴道炎，虽具有一定疗

效，但抑制了阴道主导菌群的生长，存在耐药性强、复发率高、

副反应大及二重感染等问题。另外，长期大剂量应用抗生素易

出现头痛、恶心、味觉异常及肝脏损伤等副作用，对妊娠期妇女

亦可导致畸胎。因此，寻找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替代药物治

疗阴道炎意义重大。

近年来，“微生态平衡”理念在治疗感染性疾病方面得到广

泛重视，该理念的核心是构建阴道内不同细菌间的微生态平

衡［６］。Ｎｏｒｄ［７］指出，阴道炎的发生与乳杆菌数量减少、其它厌
氧菌及兼性厌氧菌大量繁殖密切相关。因此，治疗阴道炎的关

键是在彻底杀灭致病菌的同时恢复乳酸杆菌的主导地位，使阴

道微生态保持平衡。

乳酸杆菌属于一种阴道优势菌，其数量占阴道微生物的

９５％以上，可达８×１０７／ｍＬ［８］。有研究指出，正常情况下乳酸杆
菌在阴道内寄居最多，健康女性阴道分泌物标本中乳酸杆菌分

离率高达８０％～１００％［９］。乳酸杆菌可产生过氧化氢，维持阴

道酸性环境，在调节阴道微生态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

明，乳酸杆菌可抵抗内源性及外源性病原菌生长繁殖，具体作

用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０］：（１）分泌 Ｈ２Ｏ２，杀灭病原菌；
（２）阴道上皮的糖原经乳酸杆菌作用分解产生乳酸，使阴道局
部呈弱酸性，抑制其它病原菌的生长繁殖，增强阴道自净能力；

（３）粘附于阴道上皮细胞，维持阴道上皮定植抗力，通过占位效
应抑制病原菌感染，发挥竞争粘附作用，同时竞争病原菌营养

物质；（４）增强机体免疫功能，降低不良免疫反应。
采用抗生素或抗真菌药物治疗阴道炎可使阴道内乳酸杆

菌含量明显降低，进而破坏阴道内正常菌群及微环境，减退患

者生理防御功能，导致阴道炎反复发作，严重者甚至出现混合

性感染［１１］。乳酸杆菌活菌制剂属于一种微生态制剂，临床上主

要用于治疗菌群失调引起的阴道炎［１２］。该制剂含有乳酸杆菌

活菌ＤＭ８９０９，可产生大量Ｈ２Ｏ２和乳酸，抑制非嗜酸性微生物生
长，进而维持阴道微生态平衡、防止再感染［１３］。乳酸杆菌活菌

制剂定植于阴道后可在大量繁殖的同时补充阴道内正常免疫

菌———乳酸杆菌，重建阴道菌群生物屏障，有利于微生态平衡

的阴道自净能力的提高，增强阴道抗感染力［１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痊愈率和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且观察组仅出现３例一过性不良反应，未经处理均自动消
失，治疗前后各项生化指标无显著性变化，提示乳酸杆菌活菌

制剂通过增加阴道内乳酸杆菌维持阴道酸性环境，亦可形成空

间性占位保护阻止病原菌入侵，因而可恢复阴道微生态平衡，

提高阴道清洁度，临床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另外，本研究得

到观察组治疗后３、６、９个月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证实了
使用甲硝唑杀灭阴道致炎菌后加用乳酸杆菌活菌制剂可及时

补充阴道内乳杆菌数量，纠正阴道菌群失调，调节阴道内环境，

抑制病原菌，提高阴道自净能力，进而降低阴道炎复发，与冯

莉［１５］研究结果一致。综上所述，乳酸杆菌活菌制剂治疗阴道炎

有助于抑制致病菌定植和繁殖，同时及时调整、恢复阴道生态平

衡，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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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性阴道
炎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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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血清
激素水平的影响。方法：截选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０例老年性阴道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甲硝唑栓）与观察组（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各４０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
状及性激素水平变化、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随访３个月，统计两组治愈患者复发情况。结果：治疗后，两组
患者临床症状、Ｅ２、ＦＳＨ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观察组诸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５０％（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随访３个月，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应用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
膏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疗效显著且稳定。

【关键词】　复方甲硝唑栓；结合雌激素软膏；老年性阴道炎；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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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ｍａｒｉｎｃｒｅａｍ），ｗｉｔｈ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ｈｏｒ
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ｏｒｍｏｎｅ
（Ｅ２，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５０％），Ｐ＜
００５；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ｍａｒｉｎｃｒｅ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ｎｉｌｅ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Ｐｒｅｍａｒｉｎｃｒｅａｍ；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Ｈｏｒｍｏｎ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老年性阴道炎是临床绝经后老年妇女人群的常见疾病。
由于女性绝经后卵巢功能衰退，其体内雌激素也会出现下降，

阴道萎靡，从而导致患者阴道黏膜抗病能力下降而易导致细菌

入侵及繁重以致病［１］。临床应用雌激素或抗菌药物治疗，但因

长期应用雌激素不良反应较多，而长期应用抗生素易致阴道菌

群失调，最终导致患者病情迁延难愈且易复发。由于老年性阴

道可致其外因瘙痒及阴道干燥、灼痛等，从而影响其日常生活。

应用甲硝唑栓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而结合型雌激素的临床疗

效已得公认。但两者联合应用治疗老年性阴道炎临床疗效的报

道甚少。所以，为探讨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治疗老年

性阴道炎临床疗效，特截选我院所收治的患者实施分组研究。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截选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到我院就诊的８０例老年
性阴道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甲硝唑栓）与观

察组（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雌激素软膏），各４０例。本次研
究对象均符合《妇产科学》［２］有关老年性阴道炎诊断标准；阴道

黏膜萎缩、皱襞消失且存在红肿、充血等症状；分泌物呈水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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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恶臭味，同时结合实验室涂片检查确诊。患者需自然绝经１
年以上，经宫颈细胞学检查排除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经尿

常规及尿培养后排除外感染等因素、经Ｂ超检查提示患者子宫
内膜厚度＜５ｍｍ。排除阴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肾功能
异常、精神疾病、过敏体质、治疗前使用其他药物治疗者等。所

有患者均自愿参与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观察组：年龄 ５６～８０岁，平均（６１７±３６）岁；绝经年限
２３～２７９年，平均（１２６±３７）年；疾病情况：轻度阴道炎２０
例、中度１２例、重度８例；病程４１～１８５ｄ，平均（７２±２６）ｄ。
对照组：年龄５５～８１岁，平均（６２０±３４）岁；绝经年限２２～
２８１年，平均（１２４±３５）年；疾病情况：轻度阴道炎２１例、中
度１３例、重度６例；病程４０～１８７ｄ，平均（７１±２５）ｄ。两组
患者病程和年龄等资料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复方甲硝唑栓（哈尔滨欧替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１９９９９２１８，规格：０５ｇ×８ｓ，批号：２０１２１２０５），临睡前洗净外
阴后用手指将药栓放入阴道深部，每晚 １次，１粒／次，７ｄ为 １
疗程。

观察组：于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结合雌激素软膏（倍美

力，ＷｙｅｔｈＣａｎａｄａ，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９００３３，１ｇ：０６２５ｍｇ×１４ｇ／支／
盒），１ｇ／次，阴道内给药，连续使用１周后改为２次／周。两组
均以４周为１疗程，待患者症状消失则可停药。治疗期间及治
疗后１周均严禁性生活，不使用其他药物治疗，停药后２周评价

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性激素水平变化、临床

疗效及不良反应，统计两组治愈患者复发情况。分别于治疗

前、后采用阴道涂片评价两组患者阴道炎症评分、阴道脱落细

胞成熟指数（ＭＶ）及阴道健康状况［３］。于治疗前、后分别于空

腹下抽取患者肘静脉血液，并检测两组患者血清雌二醇（Ｅ２）、
促卵泡激素（ＦＳＨ）水平［４］。临床疗效判断根据患者临床症状

及体征、实验室检查来共同评价，痊愈：治疗后，患者外阴无瘙

痒及灼热感，阴道分泌物正常，阴道ｐＨ＜４５；有效：无外阴瘙痒
或灼热感，阴道黏膜轻度充血，分泌物稀薄且呈淡黄色，阴道ｐＨ
为４５～５０；无效：以上标准均未达到或更为严重，阴道 ｐＨ＞
５０。总有效＝治愈＋有效。随访３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的复发
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统计，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

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及性激素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Ｅ２、ＦＳＨ水平及临床症状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Ｅ２、ＦＳＨ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
改善，且观察组诸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性激素水平

指标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治疗后　

阴道脱落细胞成熟指数 ４３９±１１８ ６１５±１０７ ４４１±１１５ ７４８±１０２＃

阴道炎症评分（分） ４１±１２ １７±０５ ３９±１３ ０３±０２＃

阴道健康评分（分） ８５±１１ １１８±４１ ８４±１２ １５７±４０＃

Ｅ２（ｐｇ／ｍＬ） １１１±２５ １３２±４１ １０９±２６ １６７±３９＃

ＦＳＨ（ＩＵ／Ｌ） ７８１±１７９ ６９８±２２４ ７９８±１８１ ６０２±２５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５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分组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０） １７（４２５） ９（２２５） １４（３５０） ６５０

观察组（ｎ＝４０） ２８（７００） １１（２７５） １（２５） ９７５

χ２ ８７１

Ｐ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未见不良反应发生，观察组１例患者在

使用倍美力软膏后出现外阴不适和乳房胀及下腹胀等不良反

应，但均不影响治疗，停药后恢复正常。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３个月时复发率

随访３个月，观察组复发率３６％（１／２８），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２９４％（５／１７），χ２＝４７５，Ｐ＜００５。
#

　讨论
老年性阴道炎是一种常见且易反复性的老年妇科疾病，由于

老年妇女绝经后，其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阴道壁出现萎

缩，从而使阴道黏膜变薄，增高阴道内ｐＨ值，从而降低其阴道局部
抵抗力而易使细菌入侵繁殖，最终导致患者阴道及周围器官发生炎

症性变化［５－７］。如患者不及时进行正确治疗，则可能会导致其病情

反复而影响其日常生活质量。以往大多采用抗生素治疗，其虽可缓

解患者临床症状，但单纯应用抗生素治疗难以修复其受损阴道内环

境，且易复发，长期使用还会产生耐药性等［８－１０］。因此选择一种有

效、安全的治疗方法显得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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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研究结果可知，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Ｅ２、ＦＳＨ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改善较对照组显著，Ｐ＜
００５；由此说明联合用药临床疗效更为显著。复方甲硝唑栓含
有甲硝唑和人参茎叶苷，其具有较好的抗厌氧菌效果，同时其

所含维生素Ｅ可刺激患者上皮增生及肉芽组织生长，加速受损
阴道黏膜组织愈合。临床应用甲硝唑栓治疗可快速控制急性

炎症，改善其临床症状，但停药后易复发，因此影响其疗

效［１１－１３］。本次研究中，观察组于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倍美

力软膏治疗，倍美力软膏主要是一种从天然物质中所提取的雌

性激素混合物，其药理作用与内源性雌激素相似，本次采用阴

道给药，其可直接作用于患者阴道局部组织，且其对患者子宫

内膜促增殖效果较弱，因此短期用药不会导致患者子宫内膜发

生病变，并且其还会显著改善患者阴道炎症［１４，１５］。然而对于老

年性阴道炎患者来说，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及阴道菌群紊乱是

其致病主要因素，本次研究中，通过采用联合用药治疗显著改

善其雌性激素水平，这说明联合用药效果更显著。本次研究中

所使用结合雌激素软膏可显著改善患者雌激素缺乏，加速其阴

道上皮细胞增生，增加其上皮细胞内糖原含量，从而提高阴道

抵抗疾病能力，促进阴道上皮黏膜变厚，增强其弹性，最终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此外，应用倍美力软膏治疗，其可改善患者阴

道内环境，降低其 ｐＨ值，从而抑制致病菌生长及繁殖，促进其
阴道自净能力的恢复，有利于增强其抵抗力。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无显著差异。两组患者均通过阴道

给药，所以其可避免对患者胃肠道的刺激及对其肝肾功能的影

响，同时还可避开对患者皮肤产生的刺激影响，因此具有较高

安全性。本次研究中所发生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患者可接

受。本次通过对患者治愈的随访发现，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可知联合用药临床疗效更为稳定。
综上所述，应用复方甲硝唑栓联合结合型雌激素软膏治疗

老年性阴道炎患者具有显著疗效，且可巩固患者治愈后疗效。

但由于本次研究样本数量及时间有限，因此为得出更为准确的

数据，尚需进一步收集大量样本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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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女性患者阴道分泌物的检验结果，并探讨各项检查在诊断
!

治疗阴道疾病中的应用

价值，维护女性身心健康将起到积极作用。方法：采取回顾性方法对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间１２０例阴道
分泌物检查患者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对１２０例女性阴道洁净度和感染病原体的临床观察，阴道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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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球菌和滴虫的检出率明显的高于Ⅰ度、Ⅱ度和Ⅲ度（Ｐ＜００５）。≥５６岁组患者中非特异性阴道炎比例明显的高
于２０～２５岁组、２６～３５岁组和３６～４５岁组以及４６～５５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年龄组中非特异性
阴道炎比例均明显高于滴虫性阴道炎和念珠菌性阴道炎（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中女性阴道炎病原菌主要为真菌
和细菌以及滴虫，且年龄在≥５６岁以上的女性病原体感染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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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阴道炎是生殖系统的常见疾病，在已婚育龄期比较常
见，患者常常表现为外阴瘙痒和阴道分泌物增加。阴道分泌物

俗称白带，正常的情况下含有溶菌酶和抗体以及乳酸杆菌［１］。

女性阴道分泌物的异常，表示其阴道杆菌消失，并且伴有大量

球菌形成。因此，临床中依据阴道分泌物可以较好的判断女性

生殖系统的健康状态［２］。本研究重点对女性患者阴道分泌物

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间１２０例行阴道
分泌物检查者为研究对象，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入选的

受检者均知情此次的研究目的。患者均自述阴道分泌物增加、

外阴瘙痒和分泌物出现异味等临床症状。受检者年龄２０～６７
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３±４４）岁；２０～２５岁２０例，２６～３５岁４０
例，３６～４５岁３０例，４６～５５岁２０例，５５岁以上１０例。已婚８０
例，未婚４０例。
１２　方法

患者采取膀胱截石位，将阴道扩张器插入其阴道内部，并

由妇科医师进行检查，将无菌棉拭子取其阴道口内４０ｃｍ位置
的分泌物，将样本进行镜检和革兰氏染色，并在光镜下观察［３］。

１３　诊断标准
阴道洁净度诊断将其分为４个等级［４］：（１）Ⅰ度：显微镜显

示较多的阴道杆菌与上皮细胞，且无其他的杂菌，白细胞数量０

～５个／ＨＰ；（２）Ⅱ度：显微镜显示出现一半的阴道杆菌和上皮
细胞，且出现有其他的杂菌，白细胞数量６～１５个／ＨＰ；（３）Ⅲ
度：显微镜显示出现有少量的阴道杆菌和上皮细胞，且白细胞

数量１６－３０／ＨＰ；（４）Ⅳ度：显微镜未见有阴道杆菌与上皮细
胞，且出现有较多的杂菌，白细胞数量在３０个／ＨＰ以上。

阴道炎的诊断情况如下［５］：（１）显微镜观察棉拭子显示出
阴道菌群乳酸杆菌和加特纳球杆菌以及线索细胞；（２）阴道中
出现一层均匀分泌物，且分泌物的颜色显示白色；（３）阴道的分
泌物ｐＨ≥４５，且有异味。符合上述２项即可确诊。阴道炎分
类：（１）非特异性阴道炎：阴道的洁净度在Ⅲ度以上，且排除加
特纳球菌和真菌以及特异性病菌感染；（２）滴虫性阴道炎：显微
镜下可见滴虫的存在；（３）念珠菌性阴道炎：显微镜下可见念珠
菌孢子和菌丝的存在。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的数据均采取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与处理，计数资料采取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洁净度病原体检测观察

通过对１２０例女性阴道洁净度和感染病原体的临床观察，
阴道洁净度：Ⅰ度１０例（８３％），Ⅱ度４４例（３６７％），Ⅲ度３３
例（２７５％），Ⅳ度３３例（２７５％）。Ⅳ度患者中白假丝酵母菌、
加特纳球菌和滴虫的检出率明显的高于Ⅰ度、Ⅱ度和Ⅲ度（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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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洁净度阴道分泌物病原体检测结果

病原菌
洁净度

Ⅰ度（ｎ＝１０）Ⅱ度（ｎ＝４４）Ⅲ度（ｎ＝３３）Ⅳ度（ｎ＝３３）

白假丝酵母菌 ０ ２（４５） １１（３３３） １７（５１５）

加特纳球菌 １（１０） ２（４５） １０（３０３） ２０（６０６）

滴虫 ０ ２６（５９１） １７（５１５） ２５（７５６）

２２　不同年龄中阴道炎观察
通过对不同年龄组中阴道炎的对比分析，≥５６岁组患者中

非特异性阴道炎比例明显的高于２０～２５岁组、２６～３５岁组和
３６～４５岁组以及４６～５５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各年龄组中非特异性阴道炎比例均明显高于滴虫性阴道炎和

念珠菌性阴道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段阴道炎患病情况

年龄（岁） 例数 非特异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炎 念珠菌性阴道炎

２０～２５ ２０ ４（２００） ０ ２（１００）

２６～３５ ４０ １１（２７５） ０ ２（５０）

３６～４５ ３０ １２（４００） ０ ３（１００）

４６～５５ ２０ １０（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５６ １０ ７（７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

　讨论
阴道炎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妇科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严重的影响女性的身体健康。该病的发病主要是由真菌和滴

虫以及加特纳球菌感染，或由其他的非特异性原因所致［６，７］。

一旦出现阴道炎，患者会出现阴部瘙痒和分泌物增加等症状，

严重的威胁女性健康。

临床研究显示，女性阴道对病原体的入侵具有一定的防御

作用，但是阴道的防御能力一旦受到破坏就会导致大量的病原

体入侵，从而导致阴道炎的发生［８］。同时，绝经期女性体内的

雌激素含量降低，导致阴道上皮变薄，很容易导致细胞内的糖

原含量降低，使得阴道 ｐＨ进一步增加，抵抗力降低［９，１０］。因

此，绝经期的女性更容易出现阴道炎。经过此次的研究分析，

阴道洁净度中Ⅰ度比例明显的低于Ⅱ度、Ⅲ度、Ⅳ度的比例。
数据显示，Ⅳ度患者中白假丝酵母菌、加特纳球菌和滴虫的检
出率明显的高于Ⅰ度、Ⅱ度和Ⅲ度（Ｐ＜００５），进一步说明，洁
净度越低，其病原体感染率就越低。阴道洁净度为Ⅱ度和Ⅲ度
以及Ⅳ度的女性均伴有不同程度的病原体感染。其中，感染的
病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加特纳球菌和滴虫。白假丝酵母

菌是阴道内比较常见的致病菌，且感染的阴道分泌物的检验结

果也经常呈现多样性，镜下显示上皮细胞较少［１１，１２］；同时，假丝

酵母菌的繁殖常常受到阴道内的环境影响；因此，检验的过程

中应加强对假丝酵母菌的检查。加特纳球菌和滴虫也是主要

的感染病原体，在检查的过程中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１３］。临床

中对不同年龄组受检者的检测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中，≥５６
岁组患者中非特异性阴道炎比例明显的高于２０～２５岁组、２６～
３５岁组和３６～４５岁组以及４６～５５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绝经期女性发生阴道感染的情况明显的高于年轻女

性。另外，不同年龄组中非特异性阴道炎比例明显高于滴虫性

阴道炎和念珠菌性阴道炎（Ｐ＜００５）。研究显示，绝经期的女
性，其卵巢功能明显的降低，导致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也在不断

的降低，从而对阴道乳酸杆菌产生严重的影响，并促使阴道内

的ｐＨ升高，为细菌生长与繁殖提供较好的条件［１４］。与此同

时，年龄较大的女性其阴道上皮出现变薄，弹性也比较差，很容

易出现阴道的损伤，从而为细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临床

相关研究显示，阴道分泌物检查是诊断阴道炎的最主要方法，

且操作也比较简单，且能够较好的协助医师进行诊断［１５］。此次

的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临床中检测女性阴道分泌物可明确感染

状况，从而更好的进行治疗。

综上所述，女性阴道分泌物检测中，病原菌主要为真菌、细

菌以及滴虫。同时，年龄在５６岁以上的女性病原体感染率增
加。因此，临床中应加强女性阴道分泌物检查，对女性阴道炎

进行及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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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例围绝经期阴道出血患者的病因分布及恶性病变
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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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统计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的病因，并对恶性病变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问卷
调查结合病历记录的方式对８０例围绝经期阴道出血妇女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围绝经期妇女出血原因
和可能的１１个危险因素。结果：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病因为良性病变 １５例（１８８％），恶性病变 １０例
（１２５％），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５５例（６８８％）。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就诊年龄、子宫内
膜厚度和阴道出血持续时间对恶性病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结论：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围绝经期阴道出

血的首要原因，就诊年龄高、阴道出血时间持续长、子宫内膜增厚是围绝经期阴道出血恶性病变的危险因

素，临床上应当予以重视。

【关键词】　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病因；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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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是指妇女从生育功能旺盛走向衰退的过渡时
期［１］。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的发病原因较

多，基本可分为良性病变、恶性病变和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２］。

不同的病因对患者的健康影响也有较大区别，对于恶性病变若

能及早诊断有助于帮助患者及早治疗和干预。现对我院入院

治疗的围绝经期阴道出血患者发病原因及恶性病变危险因素

进行分析，以期了解恶性病变发生的原因。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围绝经期阴道
出血患者８０例。要求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因阴道出血而就诊，无
妇科手术史，无长期服用避孕类药物史，一般状况可，就诊前一

年内无住院治疗史。８０例患者年龄在 ３９～５４岁之间，平均

（４５８±６３）岁。其中１例未曾生育，７９例为经产妇。阴道出
血症状持续１～１３个月，平均（３９±３０）月。其中周期不规律
量多２３例、经期延长量多２８例、周期缩短量多７例、不规律出
血１５例、接触性出血７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会批准，所有
患者或其家属均被告知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诊断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由专业医师详细询问其病史，进行体格检

查，将凝血功能异常或有外源性激素使用史的患者排除。进行

常规的Ｂ超检查，行常规的液基细胞学检查（ＴＣＴ），进行宫腔镜
检查或者分段诊刮，再进行定位活检，若患者的 ＴＣＴ异常或者
有宫颈出血倾向则应用阴道镜进行活检，将宫颈息肉和子宫内

膜息肉切除，若患者具有手术指征，即进行手术将其摘除。将

所有取样的标本送至病理科进行病理检查。

１３　方法及内容
我院组织专业人士制定调查问卷，并于病历记录时由经专业

培训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具体调查内容有：居住地（农村／城
市）、就诊时患者的年龄、有无宫内节育器、子宫内膜的厚度、绝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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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及绝经年数、绝经后有无使用激素进行治疗、阴道出血持续的时

间、有无高血压、是否吸烟、有无电磁辐射环境下的暴露（手机、电

视、电脑、电热汤、电磁炉及居住场所是否有高压线等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录入，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数据

处理，组间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单因素
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多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各变
量及赋值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赋值

变量 内容 赋值

Ｘ１ 城市还是农村居住 城市—１，农村—０

Ｘ２ 就诊时患者的年龄 记录就诊年龄

Ｘ３ 有无宫内节育器 有—１，无—０

Ｘ４ 子宫内膜的厚度 检查子宫内膜厚度

Ｘ５ 绝经年龄 记录绝经年龄

Ｘ６ 绝经年数 记录绝经年数

Ｘ７ 绝经后有无使用激素进行治疗 有—１，无—０

Ｘ８ 阴道出血持续的时间 记录阴道出血天数

Ｘ９ 有无高血压 有—１，无—０

Ｘ１０ 是否吸烟 是—１，否—０

Ｘ１１ 有无电磁辐射暴露 有—１，无—０

Ｙ（因变量） 是否为恶性肿瘤 是—１，否—０

"

　结果
２１　围绝经期妇女发生阴道出血的因素分析

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病因为良性病变１５例（１８８％），恶性

病变１０例（１２５％），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５５例（６８８％）。见
表２。

表２　围绝经期妇女发生阴道出血的因素分布

病因
例数

（％）

分类

病例诊断 例数（％）

恶性肿瘤 １０（１２５） 宫颈癌 ８（８００）

子宫内膜癌 ２（２００）

良性病变 １５（１８７５） 子宫肌瘤 ４（２６７）

子宫内膜炎 ６（４００）

宫颈炎 ３（２００）

子宫内膜息肉 ２（１３３）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５５（６８７５）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 ２１（３８２）

增生期子宫内膜 １５（２７３）

分泌期子宫内膜 １０（１８２）

子宫内膜复杂性增生 ６（１０９）

萎缩性宫内膜 ３（５５）

２２　恶性病变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就诊年龄、子宫内膜厚度和阴道出血持

续时间对恶性病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见表３。
２３　恶性病变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就诊年龄、子宫内膜厚度和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对恶性病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见表４。

表３　恶性病变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城市还是农村 ３４３２ ＞００５ ４７２６ ０９１５～２４４４５

就诊时年龄 １６４８２ ＜００５ １２３５ １１１５～１３７１

有无宫内节育器 １９５５ ＞００５ ２７９７ ０６６２～１１８４６

子宫内膜的厚度 ２３７９７ ＜００５ ２９７８ １９２１～４６１３

绝经年龄 ０７１１ ＞００５ １０８５ ０８９８～１３０７

绝经年数 １３１９０ ＞００５ １２３４ １３８６～１６７２

绝经后有无使用激素 １８６５ ＞００５ ２５２２ ０６６７～９５１１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 １４２２２ ＜００５ １０５４ １０２６～１０８４

有无高血压 ０２６８ ＞００５ ０７０４ ０１８７～２６５７

是否吸烟 ０８９７ ＞００５ ０５３７ ０１４７～１９４６

有无电磁辐射暴露 ０１３２ ＞００５ １２５３ ０３７３～４２０７

表４　恶性病变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就诊年龄 ０２１５ ００４８ ２０７２４ ＜００１ １２３８ １１３１～１３６０

子宫内膜厚度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１４９６５ ＜００１ １０５１ １０２５～１０７８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 ０８９５ ０１７３ ２７５３１ ＜００１ ２４５３ １７５３～３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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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围绝经期妇女的卵巢功能变化剧烈，生育能力丧失，最终

导致绝经、生殖道萎缩等退行性病变［３］。在此期间，约有７０％
的妇女会出现子宫不规律性的出血［４］。已有部分研究对围绝

经期出血的原因进行统计，大部分研究表明，功能性出血是阴

道流血的主要原因，同时存在有一定比例的良性及恶性病

变［５－８］。对疾病导致的阴道流血尤其是恶性疾病能够及早的进

行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围绝

经期妇女发生阴道出血的原因进行统计，并对恶性病变发生的

危险因素进行调查，有助于及早确诊恶性病变，改善患者预后。

本研究调查显示，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围绝经期阴道出

血的主要原因，与已有研究［５－８］结果相符。其中，子宫内膜单纯

性增生是阴道出血的首要原因，其原因是在围绝经期妇女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激素分泌发生了改变，随着卵巢衰老，卵
泡对促性腺激素的敏感性下降，多数卵泡无法正常排卵，黄体

功能不全导致孕激素分泌减少，在持续性的雌激素作用下，子

宫内膜组织中的腺体、间质和血管增生不同步，细胞内大量的

溶酶体破裂释放水解酶，导致子宫内膜出血［９，１０］。导致阴道出

血的第二大原因是良性病变，其中包括子宫内膜炎、子宫息肉、

子宫肌瘤和宫颈炎等。由于围绝经期妇女集体雌激素水平存

在较大波动，子宫内膜及其他部位均会出现生理性萎缩和血运

不良，进而使得子宫部位的局部免疫力降低，病原微生物入侵

或出现机会性感染，引发炎症反应。有１２％以上的阴道流血患
者的病因为恶性肿瘤，其中以子宫颈癌发生率最高。Ｌｉ
等［１０－１３］将老年妇女的子宫体癌分为激素依赖性癌症如子宫内

膜样腺癌和非激素依赖性癌症如大多数未分化癌症。在围绝

经期，妇女激素水平剧烈波动是导致第一类癌症的发生的主要

因素。

恶性肿瘤是导致阴道出血疾病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对其危

险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指导临床上鉴别恶性肿瘤。在本研究

中，对可能导致恶性肿瘤发生的１１个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发现
引起围绝经期出血合并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和

进一步的非条件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证实，就诊年龄、阴道出
血持续时间和子宫内膜厚度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

而绝经年龄、激素用药等因素对恶性肿瘤的发生没有显著影

响。随着年龄的增加，恶性肿瘤的发生率逐渐增高，其出血多

变现为持续出血或反复出血，因此出血持续时间显著增加。有

报道指出，绝经后萎缩子宫的平均厚度为６ｍｍ左右，病理性子
宫内膜往往厚度大于８ｍｍ［１４，１５］。因此，对于就诊年龄较大、阴
道持续出血或子宫内膜异常的患者应当及时进行癌症筛查和

活检，以及早确诊。

综上所述，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围绝经期阴道出血的首

要原因，就诊年龄高、阴道出血时间持续长、子宫内膜增厚是围

绝经期阴道出血恶性病变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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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的疗效观察
蒋晓秋１　赵辉１　徐莉峰１　倪婷婷２　李茂宇２　王佩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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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收治的１１８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５９例，对照组予以膦甲酸钠静
脉滴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肌肉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制剂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前两组

患者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指标以及ＳＤＳ、ＳＡＳ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
观察组改善更明显；观察组治疗后３、６个月的平均复发频率以及皮损愈合时间均明显低于治疗前，生活质量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后３个月与６个月相关指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治疗有效
率为９１５３％（５４／５９），对照组为７１１９％（４２／５９），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６１９７，Ｐ＜００５）。结论：卡
介菌多糖核酸联合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能够改善患者的免疫状态，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复发率，

且不良反应较小，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卡介菌多糖核酸；膦甲酸钠；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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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的主要发病原因是由于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 ２）感染所导致的，其发病率以及复发率均较高，对人类的健康
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危害。感染后患者一般会终生携带病原

体［１］，病毒主要存在于女性的宫颈、阴道、外阴以及男性的阴茎

和尿道中，在性交过程中由于生殖器的表面黏膜受到磨擦作用

而导致病毒出现扩散，诱发表皮损伤而发病。大多数病毒会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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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骶周围神经节中，因神经细胞缺乏病毒繁殖所需要的特

异性转录酶，所以病毒会长期在神经细胞中保持静止不变［２］，

当机体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作用后，神经细胞会重新激活此

酶，引起病毒繁殖，导致疾病复发。因 ＨＳＶ－２病毒具有潜伏
感染以及复发感染的特性，且能够逃避免疫监视，使得疱疹病

毒长期存在于体内，难以治愈［３］，这也给患者带来了长期的精

神压力而影响到患者的心理健康。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

理社会因素在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需要对此病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本研究将采用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ＲＧＨ），观察其治疗效果。现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间我院收治的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患者１１８例，其诊断均符合２００６年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
制定的生殖器疱疹相关诊断标准［４］，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

对照组，每组５９例，其中观察组中男３７例，女２２例，年龄２１～
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１６±２４）岁，病程６个月 ～３年，平均病程
（１３±０５）年；对照组中男３５例，女２４例，年龄２０～５９岁，平
均年龄（３２７±３１）岁，病程 ５个月 ～３年，平均病程（１２±
０８）年。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抽取疱液进行 ＰＣＲ检测证实为
ＨＳＶ病毒阳性，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半年内未接受任何
免疫制剂治疗。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有冶游史或配偶感染史；（２）外生殖器
具有典型的生殖器疱疹损害；（３）实验室检测 ＨＳＶ－２ＤＮＡ阳
性；（４）平均每年发病６次以上。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妊娠或哺乳期妇女；（２）近１月来有全
身或是局部使用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者；（３）有心、肝、肾功
能受损者；（４）对卡介菌多糖核酸以及盐酸伐昔洛韦过敏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膦甲酸钠注射液（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００１７）静脉滴注，２４ｇ／ｄ，连续治疗１０ｄ。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浙江万马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Ｓ３３０２０００１）２ｍＬ肌肉注射治疗，１次／２ｄ，连
续治疗３个月。两组均治疗６个月后比较治疗效果，同时观察
组采取心理治疗，即根据患者的具体心理状态，充分与他们进

行交流，利用现有的资源，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病情的诱因、

传播途径以及特点和造成的危害进行讲解，采用技巧性语言对

患者进行准确的引导，减轻患者的心理恐惧，以良好的心态配

合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及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６个月的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指标变化，观察观察组治疗前以
及治疗后３、６个月的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５］。治愈：用药治疗

１周后全身以及局部症状均消失，皮疹消退；显效：用药治疗１
周后部分皮损消退达８０％以上；好转：用药治疗１０ｄ后皮损消
失达５０％～８０％；无效：用药治疗２周后皮损无明显消失。有
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数）／ｎ×１００％。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以及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
和焦虑状态，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并发症情况，比较两组患

者的平均复发频率（复发即为再次出现典型的生殖器疱疹前期

症状）、皮损愈合（即局部无再出现破溃、渗液）时间以及生存治

疗评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ＣＤ４＋、ＣＤ８＋ Ｔ细胞与 ＣＤ４＋／ＣＤ８＋比
值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观察

组改善更明显，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组成

组别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３８５２±８５３ ５２６４±１１８７＃ ３８０５±９６６ ２７４６±６９３＃ １０１±０１７ １９３±０３７＃

对照组 ３７４４±７６５ ４５２２±８７１ ３７９９±８６７ ３１５５±５２４ １１４±０２５ １５４±０２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治疗前后的临床观察指标变化情况
观察组治疗后３、６个月的平均复发频率以及皮损愈合时间

均明显低于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治疗

后３个月及治疗后 ６个月相关指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９１５３％（５４／５９），对照组为

７１１９％（４２／５９），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６１９７，Ｐ＜００５。
见表３。
２４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ＡＳ以及ＳＤＳ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ＳＤＳ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均较
治疗前明显好转，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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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观察组治疗前后的临床观察指标

临床观察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平均复发频率（ｄ） ３５３±１２９ ２０５±０８７ １１５±０５８＃

皮损平均愈合时间（ｄ）６１６±１８８ ４０６±１２７ ２４４±０９９＃

生存质量

评分

（分）

生理 ８７１±０８６ １１８３±１０４ １５０８±１１９＃

心理 ９７３±１０２ １４１６±１１７ １７０８±１３５＃

社会 ９８５±０８４ １３８５±１３３ １６４８±１２４＃

环境 ９８８±１１３ １２９６±１２７ １５９８±１４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治疗效果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观察组 ５９ ４５ ９ ４ １

对照组 ５９ ３７ ５ ３ １４

表４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ＳＡＳ以及ＳＤＳ评分

组别
ＳＤ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Ａ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５１２±１１８２ ４０７１±５０４＃ ５４７９±１２１２ ２０２２±６９８＃

对照组 ５５９８±１２７２ ４７５２±７６３ ５２７９±１２４２ ３９８４±９０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中分别出现了８例及７例胃肠道不适、头晕、恶心不

适，嘱患者于饭后服药后症状消除，继续治疗；此外有５例患者
在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之后出现注射部位红肿及结节反应，予

以热敷后症状缓解，均不影响后续的治疗。

#

　讨论
ＲＧＨ是由于ＨＳＶ引起的一类在临床上反复发作的慢性感

染性疾病，其中心理免疫学上认为心理应激能够使得下丘脑室

旁核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从而使得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分泌增加，最终将作用于淋巴细胞，导致机体出现免疫抑

制，从而诱导ＲＧＨ的发病。而在初次发病时仅有少数的患者会
出现典型的症状［６］，而大多数患者未出现明显的症状仅处于亚

感染状态。目前所有能够抑制生殖器疱疹复发药物的作用靶

点均为病毒以及核酸编码的 ＤＮＡ多聚酶［７］，他们能够通过对

这些蛋白的选择性磷酸化而起作用，但是在病毒的潜伏阶段

ＨＳＶ并不会大量表达 ＴＫ－ＤＮＡ多聚酶的基因；而膦甲酸钠属
于无机胶磷酸盐的有机类似物，能够抑制单纯疱疹病毒１型以
及２型的复制，在不对细胞 ＤＮＡ聚合酶浓度产生影响的前提
下，其在病毒特异性ＤＮＡ聚合酶的焦磷酸盐结合位点能够起到
选择性的抑制作用，从而表现出强大的抗病毒活性。膦甲酸钠

无需被胸腺嘧啶激酶所激活［８］，所以对 ＨＳＣ－ＴＫ缺失突变株
有活性，耐抗病毒药物的ＨＳＶ株可能对膦甲酸钠敏感。

ＨＳＶ可以长期潜伏在机体的骶神经节上，当机体处于过度
劳累、免疫性疾病、使用免疫抑制剂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引起

的免疫力下降时，即会导致潜伏的病毒被激活而引起发病，所

以机体的免疫正常是维持潜伏感染状态的关键所在［９］，而测定

外周血中的Ｔ淋巴细胞燕群的数量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是评
估机体细胞免疫调节平衡状态的最有意义参数之一。

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后观察组的 ＣＤ４＋、ＣＤ８＋ Ｔ细胞与
ＣＤ４＋／ＣＤ８＋指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这是由于卡介菌多糖核
酸的主要成分为多糖、核酸等多种具有免疫活性的物质，其能

够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能力，促进ＣＤ４＋及ＣＤ８＋Ｔ细胞的增殖
及活化，促进Ｔ细胞的成熟以及分化，使得 ＲＧＨ患者的外周血
中的ＣＤ４＋细胞数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上升，ＣＤ８＋细胞数下
降，增加了自然杀伤（ＮＫ）细胞的活性，能够明显加强单核巨噬
细胞系统的功能，使其合成ＩＬ－６以及ＩＦＮ－ɑ的能力加强［１０］。

既往研究指出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后，ＲＧＨ患者的外周血ＩＬ－
１２以及ＩＦＮ－γ水平明显上升，Ｔｈ１以及 Ｔｈ２细胞因子恢复平
衡，从而降低了ＧＨ的复发率。

目前，针对ＲＧＨ患者的治疗，除了强调药物治疗外，已开始
重视心理干预治疗，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可能原因是由于医

师的心理治疗技巧有限，使得心理干预的作用时间较短；此外

还有部分患者过于依赖药物治疗，导致其单纯采取心理治疗难

以达到理想效果，故需要心理治疗配合药物治疗。本研究的结

果发现，观察组联合治疗后的ＳＤＳ以及ＳＡＳ评分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本次研究中发现，观察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这

有赖于卡介菌多糖核酸促进 Ｔ细胞以及 ＮＫ细胞的活性升高
后，使得淋巴因子释放增多，对机体的免疫水平起到调节作

用［１１］，使得免疫球蛋白处于平衡状态，溶菌酶以及补体含量上

升，明显增加了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功能，增强其合成 ＩＬ－４
以及干扰素的能力。近些年来的研究指出，卡介菌多糖核酸具

有很好的治疗以及预防复发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直接对单

核－巨噬细胞系统以及外周血 ＣＤ４＋及 ＣＤ８＋Ｔ细胞的调节作
用有关，故提高了治疗效果［１２］。

综上所述，采用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达到控制病情，减少复

发的目的，同时不会增加不良反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

法。而其缺点为肌注卡介菌多糖核酸所需时间较长，患者难以

接受，所以需要事先与患者做好沟通，详述药物的疗程及其预

后，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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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电刀联合中药熏洗治疗肛门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王亚波１　张明峰２　范宇锋３

１湖州市中医院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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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熏洗对肛门尖锐湿疣术后创面愈合及复发率的影响。方法：将２０１２年１月
至２０１４年３月于我院６０例实施高频电刀术的病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３０例采取短程干扰素用药，观察
组３０例在此基础上外用中药熏洗，观察两组术后创面愈合情况及一个疗程结束时的复发率等指标。结果：
观察组创面愈合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观察组平均创面愈合时间（９５３±１２１）ｄ与对照组
（１３３１±２２６）ｄ相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８０８，Ｐ＜００１）；两组第一个疗程结束时原皮损处、边
缘、其他部位均有复发，但观察组的复发率远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结论：中药熏洗联合应用较单纯使用干扰素在肛门尖锐湿疣高频电刀切除术后创面修复及减少复
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关键词】　肛门尖锐湿疣；外治法；高频电刀；中药熏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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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不
仅好发于外生殖器，亦常累及肛周，形成肛门尖锐湿疣

（ＡＣＡ）［１］。尖锐湿疣好发生于黏膜和皮肤交接之际，多于肛
门、直肠与外生殖器及其周边出现，男性外生殖器主见于龟头

及冠状沟，女性外生殖器主见于大小阴唇、阴蒂及阴道，其潜伏

期平均为３个月，最长可达８个月，所以治疗的疗程较长，病情
容易反复［２，３］。根据ＡＣＡ的发病因素、病理机制及病情发生发
展特点，本次实验对６０例患有 ＡＣＡ且行高频电刀术后的病患
进行分组研究，探讨中药熏洗治疗对ＡＣＡ病患的临床价值。具
体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所选的ＡＣＡ病例均来自我院肛肠科２０１２年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３月的住院病人。病例纳入标准：（１）符合《尖锐湿疣诊
疗指南（２０１４）》［４］肛周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主要表现为：①肛
门菜花状或鸡冠状赘生物。②取病变部位皮损活检，显微镜可
观察到似乳头瘤样物的增殖生长、颗粒层及棘层上部出现凹空

细胞及真皮的乳头可出现毛细血管的增殖生长。③用５％醋酸
溶液涂抹肛门皮损处，５ｍｉｎ后可见赘生物变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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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功能及解剖外形不正常的
患者；（２）存在各系统、器官严重慢性疾病者；（３）ＣＡ所出现部
位存在瘢痕者；（４）对所用药物过敏者；（５）依从性不佳或不愿
参与此项实验者。按入院顺序编号，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纳

入病例均分为两组，每组 ３０例。观察组：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０
例；年龄２５～５５岁，平均（３２６±７３）岁；ＣＡ病程１～６个月，平
均（２４±１５）个月。对照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２７～
５６岁，平均（３３１±７７）岁；ＣＡ病程 １～６个月，平均（２５±
１４）个月。比较两组病患发病时程、年龄及男女比例等临床资
料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采用高频电刀术清除疣体。术前准备：所选患者仔

细询问病史，通过肛门的视诊和触诊，手术治疗前１～２ｄ内给予
病患液状饮食，手术当日清晨清洁病变部位并给予灌肠清洗，

肛门病变部位及周边进行术前准备；同时使用醋酸白实验对疣

体及周围轻微的或潜在 ＨＰＶ感染皮肤进行显示。具体手术实
施过程：采用局麻，病患处于截石位，对肛周手术区域规范消

毒。使用电刀对ＣＡ病灶进行烧灼，使ＣＡ病灶边缘与基底均清
除干净、彻底。在切除病灶过程中，需紧贴疣体根部，削除仔

细、手法轻微，所清除组织深度不超过真皮浅层。将疣体清除

后，对出血进行处理：可使用钳夹、压迫与电凝的方式，前三种

方式作用效果较差时应对出血部位施行缝扎止血处理。术后所

有患者均给予干扰素α－２ｂ软膏、抗炎治疗，２４ｈ后排便，温水
清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自制中药方熏洗坐浴。药物组

成：五倍子６０ｇ、朴硝２０ｇ、桑寄生２０ｇ、苦参６０ｇ、黄柏２０ｇ、白芨
２０ｇ、明矾２０ｇ。将上药加水２５００ｍＬ，浸泡２０ｍｉｎ左右，将其煎至
１５００ｍＬ，注入治疗专用的盆中，嘱病患立即熏蒸１０ｍｉｎ左右，待
药水温度降至皮肤可耐受时行坐浴１５ｍｉｎ左右即可，于清晨及
睡前各施行一次，连续治疗４周。术后治疗一个疗程后随访８
个月，用醋酸白试验检测是否复发。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术后两周时局部创面愈合情况与复发率，及随访

８个月的临床疗效等指标，并记录病患在用药及随访期间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及病患是否因用药而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状况。

复发的诊断与ＣＡ的筛查与诊断标准相一致，其与醋酸白实验
结果的判断分析均参照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性病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性病亚专业委员会编制的《尖锐湿疣

诊疗指南（２０１４）》［４］。
１４　疗效评定
１４１　创面愈合的判定　分为治愈、好转、无效三类。治愈：手
术创面处已经基本愈合，没有渗出液及痒痛等不舒适之感；好

转：术后第２周，手术创面处已经愈合超过５０％，创面处有轻微
的渗出液及痒痛等不舒适之感；无效：手术治疗后２周，手术创
面处愈合仍未超过５０％，创面处有较多渗出液及明显痒痛等不
舒适之感。总有效率＝（愈合＋好转）／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２　临床疗效的判定　分为无效、好转、显效与痊愈四类。
痊愈：患者截止到随访结束时病变消失，且连续８个月醋酸白试
验阴性；显效：患者截止到随访结束时病变消失，且随访结束前

连续３个月内醋酸白试验阴性；好转：病患截止到随访结束时病
变已经消失，且随访结束前１个月内醋酸白试验阴性；无效：病
患随访结束前１个月内仍出现醋酸白试验阳性。计算治疗有效
率，总有效率＝（痊愈人数＋显效人数）／总人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试验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施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施行配对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手术创面愈合情况

观察组手术创面总愈合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６５，Ｐ＜００１）。见表１。观察组平均创
面愈合时间（９５３±１２１）ｄ，与对照组的（１３３１±２２６）ｄ相比
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８０８，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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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手术创面愈合情况

组别 例数 愈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０ １６（５６６７） ９（３０００）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８（２６６７） ９（３０００） １３（４３３３） １７（５６６７）

２２　比较两组一个疗程结束时复发情况
两组第一个疗程结束时原皮损处、边缘、其他部位均有复

发，但观察组的复发率远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９６，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一个疗程结束时复发情况

组别 例数
部位

原皮损处 边缘 其他部位
总复发

观察组 ３０ ２ ４ ３ ９（３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４ １０ ７ ２１（７０００）

２３　比较两组随访结束时ＣＡ的治疗效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０４，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随访结束时ＣＡ的治疗效果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显效 痊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０ ０ １（３３３）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８（６０００） ２９（９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４（１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３） １４（４６６７） ２４（８０００）

２４　不良反应
两组病患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偶有轻微低热、关节酸

痛等流感病毒感染症状，也都在２４ｈ内自然消失，不影响治疗。
#

　讨论
ＣＡ是一种仅局限于患处，而不进入循环系统的疾病，其因

患处潮湿且常有尖刺状赘生物等临床表现而得名，主要通过不

洁性交感染，多见于１６～３１岁中青年，男性在２３岁、女性在２０
岁时是为发病高峰时期，女性较男性多发，通常用药物、微波、

电灼、冷冻、激光等治疗方式进行治疗［５，６］。是否发病较大程度

上取决于接触的病毒是否超过一定数量及机体局部抵抗能力

的强弱。据文献［７，８］报道，将近８０％的人群接触过ＨＰＶ，但绝大
多数均未被感染或在已感染但还未出现临床症状前就被机体

免疫系统清除。高频电刀能够高效清除肉眼可见的大体尖锐

湿疣，其主要作用机理为电刀接触疣体时产生足量的热效应，

致使疣体气化并碳化，且能引起电刀周围病毒的蛋白质发生变

性、凝固及坏死［９］。在治疗过程中，体积稍大的疣体可先使用

手术刀或手术剪将其切除，然后使用高频电刀电凝灼烧，分布

范围较宽、数量较多且体积较小的疣体可经电刀烧灼电凝，直

至真皮层，但在清除齿线及肛管周围的病灶时应动作轻柔，不

可过深过密，适当保存一定的皮桥，防止出现术后肛门狭窄。

虽然目前对尖锐湿疣的治疗手段众多，但其复发率仍旧居高不

下，但同时也为临床彻底治愈生殖器周围尖锐湿疣及肛周尖锐

湿疣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现今中医理论学说将其命名为“臊瘊”或“臊疣”，认为发病

的原因是由于双方房事不干净或与脏秽的贴身物件相接触，

毒、淫、热、湿等外邪之气侵及外生殖器的黏膜与皮肤，致使肝

经内部郁滞生热、气与血不相协调、毒、淫、热、湿等外邪之气在

体内相互交结所致［１０，１１］。此病具有粘附瘀滞的特性，纠缠连绵

不易祛除、损耗机体内部元气，元正之气不足以抵挡致使毒邪

之气栈恋不去，故而病情反复导致病患情志得不到舒展、肝气

纠结郁滞于内部、脾脏不足以健壮运营血气，各种残余邪毒之

气难以消解，最终导致疾病迁延日久、反复不愈［１２，１３］。中药熏

洗在祖国医学中的运用已经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伴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成为皮肤病一种较为常规的治疗方法，如

在《证治准绳·疡医》中就有对其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相关

文献研究结果发现，通过使用中药局部熏洗，能过将药物沿着

皮肤等体表组织、毛孔及窍穴逐渐渗透进入腠理，导通人体经

络、疏导理顺气血、活络血气、软化较硬的局部病灶、平息疼痛，

祛除病腐组织、发生健康组织，提升局部细胞组织的免疫能

力等［１４，１５］。

此次研究所用肛门洗剂在江西省中医院肛肠科已经具有

近１０年的临床治疗经验体外清洗药液，源自于中医经典方剂五
倍子汤，其临床效果较为优良，能够可靠地灭杀病原菌、控制炎

症、局部凝血与止痛。相关研究［１６，１７］发现，肛门洗剂中的药物

中：五倍子存在一定量的没食子酸，其能够较好的抑制肛门部

大部分病原菌，并具有较好的凝血与止痛功能；苦参与黄柏同

样有较好的抑制病原菌的功能，且在抗菌谱上还能与五倍子互

补；炉甘石能够收敛病邪毒气、防治病腐与促进手术创面愈合

的功能；白芨能够促进凝血功能；白矾能够止血、凝血、杀菌。

在手术创面敷小块生肌玉红膏纱条一方面能够活络血脉祛除

病腐、止痛祛毒、提升组织抗病原能力及润肤生肌的作用，另一

方面起到伤口引流的作用。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总复发率远

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疗效、
平均创面愈合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这表明高频
电刀联合中药熏洗治疗能有效促进肛门部手术后创面的愈合，

减轻病患因治疗所导致的痛苦，减少肛门部ＣＡ的复发，积极促
进病患健康的恢复，临床疗效优良，具有较为广阔的临床前景。

此次实验所得与尹和宅［１８］及刘霄霞［１９］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ＣＡ的结果相近，表明我科所使用的肛门尖锐湿疣中药洗剂能
与其他中医辨证用药的治疗效果相似，均能较好的治疗病患，

且其为外用药物治疗，使用方便，避免对病患身体各脏器造成

损害，适用范围广泛，临床意义重大。在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

药物毒副作用，这说明此中药肛门洗剂在临床治疗中安全可

靠，值得推广。

综上所述，中药肛门洗剂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配合高频

电刀能有效治疗 ＡＣＡ，不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且安全可
靠，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治疗中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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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９

激光治疗尖锐湿疣后外用咪喹莫特乳膏的效果研究
赖爱民１　徐晓容２　郑俊彬１　黄启洲１

１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皮肤性病科，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１４４
２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激光治疗尖锐湿疣后外用咪喹莫特乳膏治疗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２０１３年３
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治疗的尖锐湿疣患者１１０例，按照治疗方案分为激光组（５０例）和联合治疗组（６０例），比
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痊愈率和第４、８、１２周的复发率和治疗后不良反应。结果：联合治疗组治疗后的痊愈
率明显高于激光组，而同期的复发率明显低于激光组，两组上述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２周后联合治疗组的ＣＤ３＋、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百分率及 ＣＤ４＋／ＣＤ８＋值明显高于激光组，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百分数明显低于激光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激光治疗尖锐湿疣后继用５％咪喹莫特乳膏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　激光；尖锐湿疣；咪喹莫特乳膏



·９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ｆ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ｕｓｅ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ａｆｔｅ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ＬＡＩ
Ａｉｍｉｎ１，ＸＵ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２，ＺＨＥＮＧＪｕｎｂｉｎ１，ＨＵＡＮＧＱｉｚｈｏｕ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ＴＤ，ＳｈａｎｔｏｕＣｈａｏｎａｎ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ｎｔｏｕ５１５１４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
ｔｅｄ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ｈａｎｔ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ｔｏｕ５１５０４１，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ｆ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ｕｓｅ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ｕｍａｆｔｅ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ｌａ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５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
ｐｙｇｒｏｕｐ（６０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４ｔｈｗｅｅｋ，８ｔｈｗｅｅｋａｎｄ１２ｔｈ

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ｒｏｕｐ４ｔｈｗｅｅｋ，８ｔｈｗｅｅｋａｎｄ１２ｔｈ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１２
ｗｅｅｋｓ，ＣＤ３＋，ＣＤ４＋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ＣＤ４＋／ＣＤ８＋ 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Ｄ８＋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
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ａｆｔｅ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ｓｅｒ；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２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种临床常见的
性传播疾病，主要原因是感染了人乳头瘤状病毒（ＨＰＶ），好发
于２０～４０岁人群，目前发病率呈迅速上升趋势［１］。该病的主要

传播方式是性传播，少数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目前本病的治

疗方式常采用ＣＯ２激光治疗，该治疗方法具有准确性好、治疗损
伤少、疗效明显等优点，但是其复发率较高，往往使得患者对治

疗效果不满意［２，３］。咪喹莫特是新近用于临床治疗尖锐湿疣的

一种非核苷酸类的异环胺类药物［４，５］。本研究对比单纯使用激

光治疗和激光联合咪喹莫特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和安全性，现

进行如下报道。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于我院就诊的外生殖器及
肛周尖锐湿疣患者１１０例，按照治疗方案分为激光组和联合治
疗组，所有患者均为５％醋酸白试验阳性并结合临床症状确诊。
激光组５０例，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１９～６７岁，平均
年龄（３５４±８２）岁。联合治疗组６０人，其中男性３６例，女性
２４例，年龄２２～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７±７４）岁 。两组病例性
别组成、平均年龄、病程、疣体数量及面积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未见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平均年龄

（岁）

平均疣体

数量

皮损面积

（ｍｍ２）

激光组 ５０ ３３ １７ ３５４±８２ ８６±４３ １３５±４３

联合治疗组 ６０ ３６ ２４ ３４７±７４ ９１±４０ １２７±３８

χ２ １８５７ ０５４３ ０７３０ １１９６

Ｐ ０１７３ ０５８８ ０４６７ ０２３４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７０岁；（２）有皮肤黏膜损害等典型

症状且５％醋酸白试验阳性，必要时皮损部位组织经病理或组
织检查；（３）近期未使用免疫调节剂或可能影响本实验结果的
其他治疗方案。排除标准：（１）合并其他皮肤或者性传播疾病
者；（２）妊娠或哺乳期女性；（３）对治疗相关药物过敏者；（４）慢
性疾病或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３　方法
激光组患者皮损部位消毒后局麻，使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机（广

州市激光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型号９０１－Ｃ）灼烧疣体和
醋酸白试验阳性部位，并向周围扩展约０２ｃｍ，消毒后嘱患者每
日外用盐酸莫匹罗星软膏（商品名百多邦，中美天津史克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０６４）防止感染。联合组首先进
行激光治疗方法同上，待创面愈合后开始外用５％的咪喹莫特
软膏（艾达乐，英国３Ｍ公司，注册证号Ｈ２００４０７９７），３次／周，连
续使用８周。
１４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１）疗效分为治愈和复发两类，其中痊愈是指疣体和皮损
部位完全消失，醋酸白试验呈阴性，并且３个月观察期内无复
发。复发是指治疗后３个月内原皮损部位或治疗范围周边出现
新的疣体或皮损，或者醋酸白试验有阳性区。每４周随访观察
一次，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２）治疗前和治
疗后３个月采用流式细胞术比较两组患者的外围血Ｔ淋巴细胞
亚群比例。流式细胞术：采用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的方法进行检测，
细胞离心去除培养基之后冷却至４℃，进行细胞洗涤，调整浓度
至１０６／ｍＬ，取１００μＬ的细胞悬液加入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ＦＩＴＣ和 ＰＩ，
避光１５ｍｉｎ之后进行流式（ＢＤ，美国）检测。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的
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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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对两组患者均进行１２周的随访，联合治疗组患者治愈４９
例（８２％），明显高于激光组的２２例（４４％），而复发率明显低于
激光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分析
第４、８、１２周随访时的复发率情况发现，联合治疗组于上述各阶
段的复发率均低于激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联合治疗组发生不良发应７例（１１６７％），主要不良反应
为红肿、烧灼感、疼痛感、瘙痒、糜烂等，激光组发生不良反应６
例（１２０％）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表现为红斑、瘙痒、糜烂及灼热
感。两组比较不良反应发生率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上述
患者的不良反应均在停药后逐渐缓解直至消失，未出现进一步

的不良事件。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细胞亚群组成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Ｔ细胞亚群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３个月后联合治疗组的 ＣＤ３＋、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百
分率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明显高于激光组，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
百分数明显低于激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２　不同阶段随访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组别 例数 ４周复发 ８周复发 １２周复发

联合治疗组 ６０ ６ ３ ２

激光组 ５０ １２ ９ ７

χ２ ３９０６ ４７４２ ４１３１

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２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细胞亚群组成

组别
治疗前

联合治疗组 激光组 ｔ Ｐ

治疗后

联合治疗组 激光组 ｔ Ｐ

ＣＤ３＋（％） ５１３１±７８３ ５０８４±７２２ ０３７８ ０７０６ ５７３６±７２７ ５２４３±６９４ ４２０５ ００００

ＣＤ４＋（％） ２９５３±２７１ ２８８５±３０２ １４３７ ０１５３ ３４２３±３１９ ３０５４±２６３ ７６４７ ００００

ＣＤ８＋（％） ２８３６±３３７ ２７６４±３２４ １３２０ ０１８９ ２２５６±２１８ ２５２４±２７１ ６６１１ ００００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０４±０１３ １０５±００８ ０５６１ ０５７６ １５２±０２４ １２１±０１６ ９２０２ ００００

#

　讨论
尖锐湿疣是好发于中青年人群的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其发病率在我国性传播疾病中占第３位［６，７］。该病病程较长，

治疗后容易复发，并且长期患病还导致局部组织有潜在恶化风

险，患者除了性功能障碍外常伴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干

扰、情感问题等，显著降低了其生活质量［８］。为此探讨如何有

效的治愈尖锐湿疣，并且能降低其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是 ＣＯ２激光治疗，该方法通过瞬时高
温汽化达到对病灶处的治疗，具有准确高、治疗方便和治疗深

度可控制、安全有效等优势，但是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无法针对人
乳头瘤状病毒的潜伏期和亚临床期，因此治疗不彻底，常有很

高的复发率［９］。一方面认为由于ＣＯ２激光治疗后即使外观痊愈
的原治疗处仍有人乳头瘤状病毒潜伏，该部位往往成为导致治

疗后复发的病毒库；另一方面，激光治疗为避免损伤过多导致

的创面感染和愈合困难，治疗避免扩大处理范围，这样导致一

些疣体周围处于亚临床感染期的组织不能得到治疗［１０］。咪喹

莫特乳膏是一种非核苷类异环胺类的免疫调节剂，该制剂自身

没有抗病毒作用，其基本机制是通过诱导产生可以提高机体免

疫能力的细胞应答，从而杀伤入侵的病毒［１１］。药物通过刺激机

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释放包括干扰素、白细胞介素、肿瘤

坏死因子在内的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以杀伤人乳头瘤状病

毒［１２］。研究表明咪喹莫特乳膏能有效的杀伤人乳头瘤状病毒，

但是单用咪喹莫特乳膏治疗起效较慢，一般需要１２周左右，使

得患者的依从性较差而影响治疗的效果［１１，１３，１４］。

本研究结合目前广泛采用的ＣＯ２激光治疗法和新型免疫抑
制剂咪喹特莫乳膏，比较其联合使用与单纯激光治疗方案在疗

效和安全性的差异，结果发现联合治疗方案在治愈率方面明显

高于激光治疗方案，并且复发率在不同时期均较同期激光治疗

方案的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两种方案
比较不良反应发生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尖锐
湿疣感染的免疫调节中，Ｔ淋巴细胞亚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的失衡导致免疫系统的破坏，在
生理情况下它们之间保持平衡，维持机体的免疫稳定状态，随

访后发现，联合治疗方案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和辅助 Ｔ
淋巴细胞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说明联合治疗组在增强细胞免疫

水平，防止和杀伤ＨＰＶ方面有确切的疗效。在联合治疗方案中
ＣＯ２激光治疗能有效快速清除疣体和病变组织，治疗后外用咪
喹莫特乳膏预能有效消除潜伏的病毒，从而明显降低的复发

率［１５］。以上数据说明 ＣＯ２激光治疗后外用咪喹特莫乳膏的联
合治疗方案在治疗尖锐湿疣方面安全可靠，治愈率高且复发风

险低，可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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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效果观察
陈海挺１　胡江飚１　卢敏攀１　宁维隨２

１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３００
２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探讨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于我
院与杭州市中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２０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自愿原则，将其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单
纯采用青霉素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进行治疗。比较两组随访结果及治疗有效率。结

果：观察组平均有效时间为（０７９±０２３）ｄ，平均治愈时间为（２４７±０２９）ｄ，ＰＲＰ转阴率为９１６７％；对照组
分别为（１６１±０２７）ｄ、（３５２±０４４）ｄ、７０００％，观察组随访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病
情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中观察组中显效的有５２例，有效的有３例，无效的仅有５例，而对照组相应为２５
例、１７例、１８例，对照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观察组（Ｐ＜００５）。结论：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能有效缩短痊
愈时间、提高ＰＲＰ转阴率、提升治疗有效率，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　金银花汤；青霉素；梅毒；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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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属于多器官疾病，其传播媒
介是苍白螺旋体，传播途径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的性接触、母婴

传播、输血等［１］。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梅毒的发病情况呈现上

升趋势，梅毒由于其传染性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健康状况［２］。目前治疗梅毒的常用药物主要是苄星青霉素、头

孢三嗪等，为了探讨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效果，我院

尝试开展本研究。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性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于我院与杭州市中医院皮
肤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自愿原则，将其均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６０例。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
符合卫生部防疫司《性病防治手册》中梅毒的临床诊断标准；

（２）经过实验室根据患者体征及实验室检测 ＲＰＲ、梅毒螺旋体
抗体明胶颗粒试验（ＴＰＰＡ）均为阳性；（３）心、肝、肾体检结果均
正常。在观察组中，男性患者为３１例，女性患者为２９例，平均
年龄为（３５３１±４２２）岁；在对照组中，男性患者为３０例，女性
患者为３０例，平均年龄为（３５２５±４１６）岁。所有患者在入院
之前均经过严格的检查，确定符合国际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梅毒

诊断标准，并由多名专家联合确诊为梅毒二期，临床表现为蔷

薇疹、玫瑰糠疹、外阴部扁平湿疣等。排除标准：（１）伴随有心、
肝、肾等疾病；（２）对青霉素过敏；（３）未能完成全部疗程。所有
参与此次研究的患者、医生以及护理人员均签署自愿书，保证

此次研究室所有参与者真实意愿的表现。两组患者在性别比

例、平均年龄、病情方面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资料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单纯采用青霉素进行治疗。具体如下：选取苄星

青霉素（生产企业：江西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

药准字Ｈ３６０２０２２２），剂量为１２０万 Ｕ／次，采用肌注方式，１次／
周，治疗３周［３］。

观察组：采用金银花汤联合青霉素进行治疗。金银花汤药

物组成：金银花２５ｇ、白花蛇舌草３０ｇ、白鲜皮１２ｇ、土茯苓１５ｇ、北
豆根６ｇ、羌活１２ｇ、当归１５ｇ、连翘２０ｇ、黄芩１２ｇ、鱼腥草２５ｇ、黄
芪３０ｇ。可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进行药物的加减。如腰膝酸
软、四肢乏力，可加杜仲、山茱萸；小便淋漓不净，湿热下注，可

适当增加黄柏、泽泻；头晕头痛、耳鸣等可加入枸杞、菊花［４］。

药物采用水煎服。早晚各一次，温服。７ｄ为一个疗程，治疗时

间为３个疗程。青霉素用药方法同对照组。
治疗后每１个月复查１次，复查３次。复查项目包括：皮

肤、黏膜及疾病累及部位的临床症状检查、ＰＲＰ滴度等。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比较两组随访结果。包括平均有效时间、平均治愈时
间、ＲＰＲ转阴率。有效时间以患者临床症状有所好转：皮肤、黏
膜及疾病累及部位的临床症状减轻且３个月内 ＰＲＰ滴度下降
大于２倍小于４倍为判断标准；治愈时间以皮肤、黏膜及疾病累
及部位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且３个月内 ＰＲＰ滴度下降大于４
倍为判断标准。（２）比较两组治疗有效度。包括三个维度：显
效、有效、无效。显效：皮肤、黏膜及疾病累及部位的临床症状

完全消失，３个月内ＰＲＰ滴度下降４倍以上，且３次复查结果均
为阴性；有效：皮肤、黏膜及疾病累及部位的临床症状基本消

失，３个月内ＰＲＰ滴度下降２倍以上；无效：皮肤、黏膜及疾病累
及部位的临床症状几乎没有变化，３个月内 ＰＲＰ滴度持续不
下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平均年龄、平均有

效时间、平均治愈时间以平均值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量资
料进行ｔ检验，ＲＰＲ转阴率用百分数表示，采计数资料进行卡方
检验；均以Ｐ＜００５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随访结果比较

经过治疗，观察组平均有效时间为（０７９±０２３）ｄ，平均治
愈时间为（２４７±０２９）ｄ，５５例（９１６７％）患者 ＰＲＰ转阴；对照
组平均有效时间和治愈时间分别为（１６１±０２７）ｄ、（３５２±
０４４）ｄ，４２例（７０００％）患者ＲＰＲ转阴。观察组随访结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度比较

经过治疗，两组患者病情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中观察

组中显效的有５２例，有效的有３例，无效的仅有５例，而对照组
相应为２５例、１７例、１８例，对照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观察组
（Ｐ＜００５）。
#

　结论
梅毒在临床上是一种强传染性疾病，也是一种慢性病，梅

毒的发病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期主要表现为生殖器溃疡、

皮肤、黏膜损伤；二期主要表现为持续发热、皮肤损伤，有些累

及淋巴结；三期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患者的重要脏器及中枢

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受到损伤，甚至危及生命［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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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金银花汤的主要成分为金银花、黄芩等，具有

抗菌、抗病毒、抗炎效果，能清热解毒、改善机体免疫。其中，白

鲜皮具有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金银花、白花蛇舌草能清热解

毒化斑；黄芪、羌活具有温阳补气的作用，与土茯苓及金银花共

同入药，能发挥扶正祛邪的功效，调节机体的免疫力，促进机体

整体功能［７］。土茯苓在中医治疗的传统上来说属于治疗梅毒

的专用药物，在梅毒辨证论治用方中接近一半的方剂是以土茯

苓为主［８］。一项针对兔梅毒的实验结果显示，土茯苓对梅毒螺

旋体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但临床上土茯苓对梅毒血清反应具有

某种影响，间接地作用于免疫功能，并与抗梅毒螺旋体治疗发

生互补作用［９－１２］。苄星青霉素属于抗生素药物，大量抗生素使

用对机体有影响，苄星青霉素是长效青霉素，通过肌注方式进

入人体之后缓慢释放，存在于血液中的时间可达１周，而且抗生
素治疗后随访时间较长，血清转阴时间长，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较差。青霉素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驱梅的作用，但是采用中药

金银花汤治疗能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具有抗纤维化的作

用。梅毒联合金银花汤能将驱梅与保护患者的机体功能、提升

免疫力这两种效果相结合，提升治疗的效果，避免了单一用药

的局限性［１３－１７］。此外，青霉素对于有些过敏人群会发生过敏

反应，因此不适用于所有患者，在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研究中，观察组的平均有效时间、平均痊愈时间、ＰＲＰ转阴率
明显提升，治疗有效率达９５００％。

综上所述，金银花汤能改善体内微循环，同时与青霉素相

配合，能加强青霉素的疗效发挥，能够二者具有协同作用，相互

助益，加强内抗螺旋体的作用及药物在体内的均态分布，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血清 ＲＰＲ转阴，促进梅毒的治疗，提升预
后，临床效果显著，在今后的临床治疗中，可以进行适当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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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西部医学，２０１４，２６（１０）：１２８０－１２８２．
［１０］　徐香，张国彬，焦婷．不同青霉素治疗妊娠梅毒患者的妊娠不良

结局及随诊情况．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３，６（８）：４３８－４４０．
［１１］　吴亚琼，季必华．神经梅毒的诊治进展．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２０１５，２１（４）：．１０１－１０３．
［１２］　许卫华，张洁，李俊．梅毒患者生殖道支原体属感染的耐药性分

析与临床治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５（１２）：２７２６－
２７２７，２７４２．

［１３］　ＲｏｓａＭＩ，ＳｉｌｖａＧＤ，ｄｅＡｚｅｄｏＳｉｍｅｓＰＷ，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２３（３）：４３７－４４１．

［１４］　ＣｈａｎｄｒａＡ，ＲｏｈａｔｇｉＡ．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ｉｐｉ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ｕｒ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Ｒｅｐ，２０１４，１６
（３）：３９４．

［１５］　胡亮，陈艺，陈长强，等．乳胶颗粒凝集法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的
性能评估．检验医学，２０１５，３０（３）：２５０－２５３．

［１６］　ＸｉａｏＱ，ＭｕｒｐｈｙＲＡ，ＨｏｕｓｔｏｎＤＫ，ｅｔ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ＡＲＰｄｉｅｔ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Ａ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
２０１３，１７３（８）：６３９－６４６．

［１７］　Ｈｏｓｓｅｉｎｐｏｕｒ－ＮｉａｚｉＳ，ＳｏｈｒａｂＧ，ＡｓｇｈａｒｉＧ，ｅｔ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ｌｏａｄ，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ｅｈｒａｎ
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ｃｈＩｒａｎ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６（７）：４０１－４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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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萍（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传
播疾病及变态反应性疾病。

·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３１

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
者临床研究
杨艳萍　刘春玲
渭南市中心医院皮肤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光动力治疗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的尖锐湿疣患者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２０１２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确诊为尖锐湿疣合并ＨＩＶ感染的２４例患者。１４例患
者应用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１０例患者应用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复
发率、不良反应率。结果：两组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６２，Ｐ＝０８７５）；而光动
力治疗组的复发率和不良反应率分别为７１４％和２１４３％，明显低于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的复发率和不良
反应率（６０００％和８０００％），两组在复发率和不良反应率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５３８，Ｐ＝００１９；χ２

＝７８３７，Ｐ＝０００５）。结论：光动力治疗法是可以有效地治疗合并ＨＩＶ感染的尖锐湿疣。
【关键词】　光动力治疗；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尖锐湿疣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
ｔｕｍ　ＹＡ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Ｗｅｉｎ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ｎａｎ７１４０００，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Ｖａｎ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ａｔ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１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ｓ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ｅｒｎｃ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７１４％ ａｎｄ
２１４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６０００％ ａｎｄ
８０００％），ｂｏｔｈ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 ＝５５３８，Ｐ＝００１９；χ２ ＝７８３７，Ｐ＝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ＨＩＶ；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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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尖锐湿疣（ＣＡ），又名肛门生殖器疣、性病疣，主要由人类乳

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的传染性极强的性传播疾病，ＨＰＶ
的潜伏期为１～８个月，平均约为３个月，传播方式以性传播为
主，好发于生殖器、肛周等性接触部位，在我国性传播疾病中高

居第三位［１］。随着近年来男男性行为（ＭＳＭ）的增多，这不仅引
起ＣＡ的发病率进一步上升，还导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
感染率的上升［２］。由于免疫力降低，ＣＡ合并 ＨＩＶ感染的患者
因疾病频繁复发导致疗效不佳，另一项可能的原因是传统治疗

方法如激光、电刀、微波、冷冻等只能对肉眼所见的疣进行切

割，而对处于ＨＰＶ潜伏期或亚临床感染却无作用，而光动力治
疗（ＰＤＴ）是近年发展的一种新型治疗方法，通过光敏剂在病毒

感染病灶的聚集，高度选择性破坏病变组织，可有效地降低 ＣＡ
的复发率［３］。本次研究则是回顾性分析在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５
年１月的２４例ＣＡ合并ＨＩＶ感染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
５－氨基酮戊酸（ＡＬＡ）光动力治疗合并 ＨＩＶ感染尖锐湿疣患者
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２１　一般资料

选取于２０１２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确诊为 ＨＩＶ感
染合并尖锐湿疣患者２４例作为研究对象，男１８例，年龄２２～
４８岁，平均年龄（２９５２±３２８）岁，病程６～１４个月，平均病程
（８２５±６３２）个月；女６例，年龄２０～３３岁，平均年龄（２４４９
±２１８）岁，病程 ５～１２个月，平均病程（７２６±４４８）个月。
所有入选病例均是参照《中国临床皮肤性病学》［４］中的标准进

行确诊，醋酸白试验阳性，纳入标准：有不洁性交史；皮损为生

殖器、肛门等部位增生性肿物，呈菜花状、乳头状、鸡冠状等。

所有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本次治疗方案。

排除标准：伴随其他性传播疾病；既往患有糖尿病、过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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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病史；免疫功能低下，或伴有较严重的皮肤病；患有严重

的心、肺、肝、肾等组织器官疾病；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治疗

结束后６个月内发生不洁性交等。根据患者的临床资料，在
２４例患者中，其中１４例应用光动力治疗，１０例应用二氧化碳
激光治疗。两组一般资料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光动力治疗组　试剂是５－盐酸氨基酮戊酸（５－ＡＬＡ，
上海复旦张江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规格：１１８ｍｇ／支），避
光保存；仪器是ＸＤ－６３５ＡＢ型光动力治疗仪（桂林兴达光电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桂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０第２２４００７８号，波长
为６３５ｎｍ，输出功率０～３００ｍＷ），配有特质激光探头、柱状光
纤、塑料套管等，可用于多个部分进行治疗。

患者均是在常规消毒完成后，将５－ＡＬＡ涂抹在皮损处（若
为尿道口或者内皮等部位，则将５－ＡＬＡ与生理盐水配成２０％
的溶液，用无菌脱脂棉于尿道口等部位湿敷），并进行封包，适

时加量。封包 ４ｈ后，对患者进行静脉全麻麻醉，利用波长为
６３５ｎｍ的光动力治疗仪进行照射，能力为１００～１５０Ｊ／ｃｍ２，时间
约为２０～４０ｍｉｎ。治疗结束后，每７～１０ｄ随诊一次，持续随访６
个月。

２２２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　患者在常规消毒完成后，给予
２％利多卡因进行局麻，再利用二氧化碳激光（ＣＯ２激光治疗仪
ＣＬ４０，上海晟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国食药准字 ２００９第
３２４００１６号）气化疣体并做切除。术后随访时间为６个月，７ｄ复
诊一次，记录创面愈合情况、不良反应（脓性分泌物、溃疡、糜

烂、渗出等）、ＣＡ复发情况。
两组患者的基础治疗基本相同，包括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局部病灶处理、营养能量供应等。

２３　疗效标准［５］

完全缓解：皮损消除，恢复为正常黏膜组织；部分缓解：皮

损大小减小５０％或以上；轻微缓解：皮损大小减小不到５０％或
者无明显变化，完全缓解率＝完全缓解例数／病例总数×１００％。
患者在术后６个月内，原有皮损消失，无新皮损发展，可视为治
愈；若在术后６个月内，在原有皮损脱落的部位或邻近部位发展
出新生疣体，则视为复发。复发率 ＝复发例数／病例总数 ×
１００％。分别记录术后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不良反应发生
率＝不良反应发生例数／病例总数×１００％
２４　统计学方法

采取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计
数资料以绝对值或构成比（％），进行 χ２检验，采取连续校正或
确切概率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缓解情况分析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疗效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０６２，Ｐ＝０８７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缓解情况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轻微缓解
完全缓解率

（％）

５－ＡＬＡ治疗组 １４ １３ １ ０ ９２８６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 １０ ９ １ ０ ９０００

３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分析
５－ＡＬＡ治疗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５３８，Ｐ＝００１９）。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组别 例数 复发例数 治愈例数 复发率（％）

５－ＡＬＡ治疗组 １４ １ １３ ７１４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 １０ ６ ４ ６０００

３３　两组不良反应率比较
５－ＡＬＡ治疗组在术后出现糜烂、渗出各１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２１４３％，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术后出现脓性分泌物２
例、糜烂３例、渗出３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８０００％，反应程度
为轻微到中度，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瘙痒、烧灼感等，予以对症处

理，在２～４周内得到消除，光动力治疗组明显低于二氧化碳激
光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８３７，Ｐ＝０００５）。

$

　讨论
ＣＡ是通过ＨＰＶ感染所致的增生性疾病，其主要通过性接

触传播，ＨＰＶ常见的亚型有３０多种，研究表明 ＣＡ相关 ＨＰＶ高
危型是１６、１８亚型，而低危型是６、１１亚型，并认为各个亚型都
有其特殊的好发部位，与临床危害关系紧密［６］。其发病机制可

能为ＨＰＶ病毒颗粒脱落的表层细胞或者细胞角蛋白碎片较容
易侵犯上皮细胞的裂隙，病毒颗粒聚集数越多，感染则越容易

发生，而感染源可能为污染的内裤、便盆、毛巾、浴巾等；在 ＨＰＶ
感染人体后，可潜伏在细胞基底角朊细胞中，经过病毒复杂的

表皮复制后，再进入细胞核，引起快速的细胞分裂、繁殖、传播，

最后形成特征性乳头瘤［７，８］。一般认为ＣＡ的发展、复发等与机
体免疫系统功能的高低紧密相关，研究表明，ＣＡ进展较快、频
繁复发的可能原因有一期疣体切除后，残余在组织深部的 ＨＰＶ
感染的细胞仍有快速复制繁殖能力以及机体或局部细胞免疫

功能低下等［６］。

艾滋病（ＡＩＤＳ）是由 ＨＩＶ通过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
等方式感染所致造成机体免疫系统瘫痪的病死率高的传染性

疾病。随着ＭＳＭ的增加，由性传播和血液传播所致的 ＨＩＶ感
染趋势也随着上升［２］。这与本次研究入组病例报道相似，１９例
男性患者均有ＭＳＭ、双性别性交等不洁性交史，６例女性患者也
存在肛交等不洁性交史。在感染ＨＩＶ后，该病毒可选择性侵犯
机体内ＣＤ４受体细胞，以Ｔ淋巴细胞为主，而ＣＤ４＋Ｔ细胞的大
量破坏和受损成为了 ＡＩＤＳ患者免疫功能瘫痪的主要原因，因
此可出现多种机会性感染［９］。局部免疫功能的降低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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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感染所致的ＣＡ发病率和复发率，研究表明 ＨＩＶ阳性患者
的ＣＡ的生长速度较 ＨＩＶ阴性患者快，并且更容易导致疾病的
复发，影响治疗效果［１０］。

目前治疗ＣＡ的方法有很多种，如激光、冷冻、微波、药物外
敷、手术等方式，以激光应用较多。二氧化碳激光通过高温气

化局部增生的疣体，可快速切除疣体，在短期内可取得较好的

治疗效果［１１］。本次研究中，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患者的完全缓

解率高达９０％，和光动力治疗组相似。但是进行激光切除疣体
的患者常常并发手术部位的感染、脓肿、溃疡、糜烂等并发症，

研究表明ＣＡ通常在手术切除的病变部位复发，原因可能是激
光疗法对ＨＰＶ潜伏感染或亚临床感染无效果［１２］。本研究中，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组的１０名患者术后出现脓性分泌物２例、糜
烂３例，渗出 ３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８０％，且复发率高达
６０％，这说明激光治疗ＣＡ合并ＨＩＶ感染的患者存在较大局限，
一方面是清除病灶不彻底，对处于潜伏期的 ＨＰＶ效果不大，另
一方面则是进行激光治疗的感染ＨＩＶ的患者，在经完善的治疗
及护理，仍存在比较多的不良反应，可能原因是机体，特别是局

部免疫力低下，伤口感染率高、愈合慢，给 ＨＰＶ所致继发性 ＣＡ
提供了机会。

光动力治疗法是近年来在皮肤科广泛应用的新型疗法，基

本原理是生物组织的内源性或外源性光敏物质在受到相应波

长的光照射时，吸收光子能量，从基态转变为激发态，经化学退

激，使组织产生大量活性氧自由基，破坏细胞结构和功能，达到

治疗的目的，其特点是（１）组织选择性高，在光照区内特异性作
用靶器官或组织；（２）对微血管组织损伤强，血液内皮细胞表面
积较大且直接接触血液，可迅速吸收光敏剂，同时可补充在光

动力反应中所消耗的氧和光敏剂，而产生的活性氧则可高效的

损伤器官或组织；（３）作用范围在光照区内，是一种高精度的局
部治疗法；（４）治疗过程比较快、创口小、不良反应较少［１３，１４］。

研究表明，光动力治疗的优势在于可以特异性清除病毒感染部

位，有效治疗潜伏期 ＨＰＶ或亚临床感染，使 ＣＡ得复发率降低
至１０％左右。外用性光敏剂５－ＡＬＡ在局部组织存留时间不超
过１ｄ，不会因药物的积累产生毒性副作用，因此可多次实施，进
一步治疗ＨＰＶ的亚临床感染，降低复发率［１５］。本次研究的结

果与上述类似，５－ＡＬＡ光动力治疗组的患者完全缓解率高达
９２８６％，而且ＣＡ的复发率和不良发生率均低于二氧化碳激光
治疗组，这说明应用光动力治疗法可有效地清除病灶部位及治

疗ＨＰＶ潜伏期感染，而且治疗过程较快、创口面积小等也是有
助于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伤口愈合。综上所述，光动力治疗法

是可以有效地治疗合并ＨＩＶ感染的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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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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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霉素与阿奇霉素、多西环素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
染的疗效比较
沈亚烽１　吴敏姣２△

１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２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克拉霉素与阿奇霉素、多西环素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的临床疗效差异。方法：
对从２０１２年２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１７４例生殖道衣原体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
据治疗方法分为克拉霉素组（Ⅰ组）、阿奇霉素组（Ⅱ组）和多西环素组（Ⅲ组）各５８例。比较三组患者临床
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Ⅰ、Ⅱ、Ⅲ组治疗结束后临床有效率和病原体清除率分别为 ９３１０％、
７４１４％、６８９７％，三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组有２例患者产生不良反应，毒
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４５％，Ⅱ、Ⅲ组毒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８６２％、１０３４％，Ⅰ组同Ⅲ组毒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发生毒副反应后及时处理患者情况均有好转。结论：克拉霉素较
阿奇霉素和多西环素在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上临床疗效显著，清除病原体效果明显，安全性高，值得临床

推广。

【关键词】　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多西环素；生殖道衣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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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衣原体感染是一种由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泌尿
生殖道炎症，近年来生殖道衣原体感染发病率不断增加，已成

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１］。生殖道衣原体感染患者临床常

表现为尿道炎、阴道炎、宫颈炎等炎症，成年患者常通过性行为

进行传播，此外该病还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胎儿，导致流产或

早产［２］。目前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主要使用抗生素类药物，

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多西环素均可用于生殖道衣原体感染治

疗中［３］，本研究针对这三种抗生素在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中

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收治的生殖道衣原体
感染患者１７４例，按就诊号排序后采用简单随机分组将其分为
克拉霉素组（Ⅰ组）、阿奇霉素组（Ⅱ组）和多西环素组（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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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５８例。Ⅰ组患者男 ３７例，女 ２１例，年龄 ２０～４２岁，平均
（２７３７±４２８）岁，病程２１～３８ｄ，平均（３１３２±６１１）ｄ；Ⅱ组患
者男３４例，女２４例，年龄２２～４０岁，平均（２８４３±５２２）岁，病
程２０～３８ｄ，平均（２９８２±７４１）ｄ；Ⅲ组患者男３８例，女２０例，
年龄１９～４０岁，平均（２７６６±７４４）岁，病程 ２４～３５ｄ，平均
（３０１８±７５２）ｄ。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生殖道衣原体感
染疾病诊断标准：经病原学检测沙眼衣原体结果呈阳性，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包括尿道红肿、白带异常、尿急尿痛

等；患者两周内未服用任何抗生素类药物。排除细菌性阴道病

患者和合并有严重心、肝、肾和神经系统等疾病患者。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Ⅰ组给予患者克拉霉素（上海雅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３３０４４，０２５ｇ／片），口服，０２５ｇ／次，２次／ｄ；Ⅱ组给予患
者予患者阿奇霉素（天津市健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３３５，０２５ｇ／片），口服，１ｇ／次，２次／ｄ；Ⅲ组予以多西环素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２０２１２６６，０１ｇ／片），
口服，０１ｇ／次，２次／ｄ。三组治疗持续２周。治疗期间关注患
者毒副反应发生情况，治疗结束后对疗效进行评定。

１３　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
根据患者治疗后的临床体征和病原体检查结果进行疗效

评定，疗效分为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痊愈：患者临床症状

完全消失，衣原体检查阴性；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衣

原体检查阴性；有效：患者临床症状部分消失，衣原体检查呈阳

性；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无改变，衣原体检查阳性［３］。衣原体清

除情况根据衣原体检查呈阴性为清除有效，即衣原体清除有效

率同临床有效率，临床有效率 ＝（痊愈 ＋显效）／总例数 ×
１００％。治疗期间密切关注患者毒副反应并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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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ｎ（％）］
形式表示，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结果临床疗效比较

对三组临床疗效进行统计，Ⅰ组同Ⅱ、Ⅲ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Ⅱ组与Ⅲ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临床有效率

（％）

Ⅰ组 ５８３９（６７２４）１５（２５８６） ３（５１７） １（１７２） ９３１０

Ⅱ组 ５８３２（５５１７）１１（１８９７）１１（１８９７） ４（６９０） ７４１４

Ⅲ组 ５８２８（４８２８）１２（２０６９）１１（１８９７） ７（１２０７） ６８９７

２２　三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Ⅰ组和Ⅱ组、Ⅱ组和Ⅲ组比

较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组同Ⅲ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ｎ 头晕、头痛 腹痛腹泻 恶心呕吐
不良反应

发生率（％）

Ⅰ组 ５８ １（１７２） １（１７２） ０ ３４５

Ⅱ组 ５８ ２（３４５） ２（３４５） １（１７２） ８６２

Ⅲ组 ５８ １（１７２） ３（５１７） ２（３４５） １０３４

#

　讨论
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的致病微生物为沙眼衣原体，沙眼衣原

体属衣原体目，有不同的亚型，依附于细胞表面，不可长期单独

存在，其病理改变表现为慢性炎症，损伤组织，感染严重时会影

响器官的功能［４，５］。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男性患者表现为尿道

炎，女性患者常出现阴道炎、宫颈炎等，同时孕妇患者感染患病

后可引起流产和早产，严重影响产妇与胎儿的生命安全［６］。治

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主要使用抗生素，目前临床中常使用四环

素类、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抗生素［７］。本研究主要针对克拉

霉素、阿奇霉素和多西环素三种抗生素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

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克拉霉素较阿奇霉素和

多西环素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研究结果显示，Ⅰ、Ⅱ、Ⅲ组治疗结束后临床有效率和病原
体清除率分别为９３１０％、７４１４％、６８９７％，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同属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药物机制为抑制细胞核蛋白５０Ｓ亚基的联结，
抑制蛋白质合成进而产生抑菌作用［８］。患者服用药物后，克拉

霉素在血液和组织中浓度较高，半衰期较短，其对衣原体有较

强活性，有研究表明克拉霉素抗衣原体活性远远高于红霉素；

同时患者吸收快，对肠胃影响较小，故其在治疗泌尿生殖道衣

原体感染中药效明显，安全性高［９，１０］。服用阿奇霉素后，药物在

胞内和组织内浓度较高，半衰期长，服用后药效持久，对衣原体

杀灭效果明显［１１，１２］。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同属大环内酯类抗

菌药物，克拉霉素由于口服吸收效果好，对胃酸稳定，抗沙眼衣

原体活性高等优势，临床效果优于阿奇霉素。多西环素是四环

素类抗生素，其主要通过干扰衣原体蛋白质合成产生抑菌效

果。该药物在高浓度时效果显著，患者口服吸收效果好，但目

前多数致病菌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严重，使用该药物时需了

解对病原菌的敏感程度［１３，１４］。三组患者治疗期间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不良反应，Ⅰ、Ⅱ、Ⅲ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３４５％、
８６２％、１０３４％，其中Ⅰ组同Ⅲ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产生的不良反应主要有头晕、
头痛、腹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经及时处理

后均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中，克拉霉素抑

菌活性高，较阿奇霉素和多西环素效果更显著，衣原体清除率

高，同时安全性较高，可作为治疗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疾病患者

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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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３３

无锡市锡山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梅毒抗体检测结
果分析
徐依峰１　张晴１　廉靖贤１　程明２

１无锡市锡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０１
２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３

【摘　要】　目的：了解及掌握锡山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和梅毒（ＴＰ）感染情况，为制定预防控制
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酶联免疫法对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锡山区３８４４份受检者血清标本进行ＨＩＶ抗体及
ＴＰ抗体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３８４４份血清标本共检出并确认为ＨＩＶ抗体阳性标本４２份，检出率为
１０９％。ＴＰ阳性标本２９份，检出率为０７５％。ＨＩＶ及 ＴＰ抗体阳性率男性均高于女性。其中２０１２年 ＨＩＶ
抗体和ＴＰ抗体阳性率均为最高，分别为 １６４％和 １２０％；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均为阳性者配偶，分别为
１８８７％和３７７％，其次为男男同性恋者，分别为５４９％和３０５％。结论：今后要加强人群的行为干预，从而
有效地遏制艾滋病和梅毒的发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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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艾滋病和梅毒的不断扩展和流行已成为全球公共健
康问题，全球大于６０％的艾滋病人尚不知道自己已感染［１］。预

防和控制艾滋病和梅毒，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

发展，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２］。为了解锡山区艾滋病和

梅毒的感染现状及相关特征分布，特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锡山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３８４４份受检人员血清进行检测，结果分析
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锡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
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和梅毒（ＴＰ）抗体检测的３８４４名人
员。检测对象包括门诊所有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者、娱乐场所
的从业人员、专题调查的男男同性恋者、卖淫嫖娼者、孕产期检

查者及阳性者的配偶等。检测对象及结果均遵循自愿保密

原则。

１２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ＥＬＩＳＡ）进行 ＨＩＶ抗体检测，初筛阳性标

本送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查确证。采用快速血

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作为梅毒血清学筛选试验，阳性者再用
ＥＬＩＳＡ检测ＴＰ抗体，两者均为阳性者确诊为梅毒阳性。ＨＩＶ抗
体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由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丽
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２０１４０２０３０８）提供；ＴＰ抗体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和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试剂（生产批号为
２０１４０３０１）均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试剂均
在有效期内使用，操作和结果判定都严格遵照试剂盒说明书。

洗板机为奥地利 ＡＳＹＳＨｉｔｅｃｈ公司的 ＡｎｔｈｏｓｏＦｌｕｉｄｏ，酶标仪为
奥地利 ＡＳＹＳＨｉｔｅｃｈ公司的 Ａｎｔｈｏｓ２０１０，梅毒旋转震荡器为新
康公司的ＸＫ９６－６型。
"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受检人员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４年ＨＩＶ抗体阳性率男性为３７８％，女性为
０２７％；ＴＰ抗体阳性率男性为１４４％，女性为０５４％。男性阳
性率均高于女性。５年内３８４４名受检人员ＨＩＶ感染者有４２人
（１０９％），ＴＰ感染者有２９人（０７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受检人员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性别 受检人员
ＨＩＶ抗体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ＴＰ抗体

阳性人数 阳性率（％）

男 ９００ ３４ ３７８ １３ １４４

女 ２９４４ ８ ０２７ １６ ０５４

合计 ３８４４ ４２ １０９ ２９ ０７５

２２　不同年份受检人员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ＨＩＶ及ＴＰ抗体阳性率都呈逐年上升；２０１３年
到２０１４年ＨＩＶ抗体阳性率逐年下降，ＴＰ抗体阳性率基本持平。
ＨＩＶ及ＴＰ抗体阳性率在２０１２年均为最高。其中１１名男男同
性恋者、２名阳性者的配偶检测出同时感染ＨＩＶ和ＴＰ。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份受检人员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年份 受检人员
ＨＩＶ抗体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ＴＰ抗体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２０１０ ８７２ ３ ０３４ ２ ０２３

２０１１ ２９１ ４ １３７ １ ０３４

２０１２ ９１３ １５ １６４ １１ １２０

２０１３ ８７２ １２ １３８ ７ ０８０

２０１４ ８９６ ８ ０８９ ８ ０８９

合计 ３８４４ ４２ １０９ ２９ ０７５

２３　不同人群类别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３８４４份血清中阳性者配偶ＨＩＶ及ＴＰ抗体阳性率均最高分

别为１８８７％和３７７％，其次为男男同性恋者，分别为５４９％和
３０５％。ＨＩＶ感染率依次为 ＶＣＴ（３０７％）、其他（１０４％）、孕
产期检查者（０３３％）、卖淫嫖娼者（０２７％）、娱乐场所者（０）；
ＴＰ感染率依次为卖淫嫖娼者（０８２％）、ＶＣＴ（０７７％）、娱乐场
所者（０６２％）、其他及孕产期检查者（０）。见表３。

表３　　不同人群类别ＨＩＶ、ＴＰ抗体检测情况

类别 检测数
ＨＩＶ抗体

阳性人数阳性率（％）

ＴＰ抗体

阳性人数 阳性率（％）

阳性者配偶 ５３ １０ １８８７ ２ ３７７

男男同性恋者 ３２８ １８ ５４９ １０ ３０５

ＶＣＴ ２６１ ８ ３０７ ２ ０７７

其他 ２８９ ３ １０４ ０ ０

卖淫嫖娼者 ３６５ １ ０２７ ３ ０８２

娱乐场所者 １９４９ ０ ０ １２ ０６２

孕产期检查者 ５９９ ２ ０３３ ０ ０

合计 ３８４４ ４２ １０９ ２９ ０７５

#

　讨论
艾滋病是可防不可治的疾病，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

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近年来全国发病率不断升高，已成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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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３］。它们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母婴等途

径传播，其临床表现复杂，传染性强，属我国法定管理的乙类传

染病，是性病防治的重点。

锡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为１０９％、ＴＰ抗体阳性率为０７５％。ＨＩＶ感
染率高于青海省［４］、石家庄［５］，远高于全国感染率 （约

００５８％）［６］。ＴＰ感染率略高于平阳县［７］、高于河北省元氏

县［８］、大连市［９］，低于北京市密云县［１０］、济南市［１１］。男性阳性

率均高于女性。分析原因可能是锡山区经济相对发达，流动人

口多，性观念开放。男男同性恋者（ＭＳＭ）的高危性行为、大量
流动来锡务工男青年普遍缺乏防范意识，有危险的商业性性行

为等社会生活方式使得男性ＨＩＶ及ＴＰ感染率高于女性。提示
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

调查显示，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间ＨＩＶ及ＴＰ检出率呈逐年上
升，可能与疾病检验技术的进步、筛查范围的扩大及诊断报告

系统的不断完善有关。另外，感染率的增加与性观念的开放，

危险性行为、非婚性行为的增多也有关。２０１２年锡山区疾控中
心首次开展ＭＳＭ专题调查检测，检出率达到最高。由于诊断
被进一步规范，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 ＨＩＶ及 ＴＰ报告病例有所减
少，感染率呈下降趋势。这也提示锡山区采取积极的持续行为

干预措施如开展疾病相关宣传，提高民众防病意识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在３８４４名受检人员中共检出１３名人员同时感染ＨＩＶ
和ＴＰ，其中１１名为ＭＳＭ，２名为阳性者的配偶。梅毒和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或流行病学的协同

作用。梅毒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梅毒的流行大大

增加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１２］，尤其是活跃期梅毒感染能促进

ＨＩＶ和性病的传播［１３］，ＨＩＶ感染者合并梅毒感染会降低宿主免
疫系统控制病毒复制的能力。提示预防和控制梅毒工作对控

制艾滋病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应加强梅毒的

联合调查和防治，以阻断性病从高危人群传播扩散到一般

人群。

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ＩＶ和 ＴＰ抗体阳性人群中阳性者配偶
及男男同性恋者比例最高，与江苏省［１４］及国外相关的报道一

致［１５－１７］。阳性者配偶感染率高主要是由于 ＨＩＶ及 ＴＰ感染者
在自己不知已感染情况下或家人不知情及无保护状态下传播

给了配偶。男男同性恋者由于多性伴、无保护不安全性交加上

双性性行为，也成为了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传播链。今

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对这两类人群的检测、健康教育、道德

宣传和行为干预，尽早发现感染者，减少二代传播［１８］。ＶＣＴ是
ＨＩＶ感染早期发现的重要途径，经过大力宣传，有高危行为者自
愿咨询检测率增加，提高了ＶＣＴ的筛查率。卖淫嫖娼者及娱乐
场所者（ＫＴＶ、足浴店等从业人员）ＴＰ的高发病率表明了无防护
性行为发生的比例很高，ＨＩＶ感染的风险依然存在，应继续提倡
使用安全套的防护性行为。孕产妇感染 ＨＩＶ可垂直传播给胎
儿，应大力推行婚前和孕前检测，及时发现阳性母亲，有效阻断

向下一代传播。

本次调查提示多年的性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未

来应继续大力开展性病危害和防治的相关宣传工作，提高群众

的防病意识，扩大筛查范围，建议将ＨＩＶ、ＴＰ血清学监测纳入国
家规定的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必检项目，持续加强对高危行为的

干预力度，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一旦发现病例，尽早控制

传染源，及时给予感染者行为、心理关怀，消除歧视，阻止疫情

进一步扩散，以便及时发现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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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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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行为特征、性传播疾病感染状况
及其危险因素调查
赵莹猷１　赵俏猷２　蔡川川３

１台山市慢性病防治站皮肤性病科，广东 江门 ５２９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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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我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ＦＳＷｓ）行为特征进行探究，然后统计
艾滋病病毒／性传播感染（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ＩＶ／ＳＴＩｓ）的感染情况
并探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对我市中低档场所工作的ＦＳＷｓ发放问卷调查５００份，共收回４２１份。其中来
自中档的ＦＳＷｓ２７８例，记为观察组；来自低档 ＦＳＷｓ１４３例，记为对照组。对两组 ＦＳＷｓ的行为特征、ＨＩＶ／
ＳＴＩｓ进行统计，然后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对ＨＩＶ／ＳＴＩ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年龄＞３０岁、汉
族比例、接受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处于已婚状态、拥有本地户籍、家住城市、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 ＞２０岁、
一周工作时间≤５ｄ、不吸烟、不饮酒以及坚持使用安全套的 ＦＳＷｓ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传染性疾病的感染中观察组感染 ＨＩＶ／ＳＴＩｓ、梅毒以及 ＨＳＶ－２的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可能影响ＦＳＷｓ发生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
析筛选出４个危险因素，即：初中以下教育程度、未坚持使用安全套、不进行 ＨＩＶ检查以及接受 ＨＩＶ相关服
务等。结论：不同档次ＦＳＷｓ行为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低档 ＦＳＷｓ呈现年轻化、低文化程度、未婚等显著
趋势。并且教育程度低、未坚持使用安全套以及缺乏ＨＩＶ相关知识是感染ＨＩＶ／ＳＴＩｓ的危险因素，在ＨＩＶ预
防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女性性工作者；中低档；行为特征；艾滋病病毒／性传播感染；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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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型传染性疾病，它是
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所引起的，对人们的身体健康
影响非常大［１］。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人口流动变化更大，

为ＨＩＶ的快速传播提供条件。女性性工作者（ＦＳＷｓ）在商业性
活动中广泛存在，在无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暗娼。由于 ＨＩＶ可以
通过性传播，因此在 ＦＳＷｓ中发生的频率是相对较高的［２］。所

以，对中低档ＦＳＷｓ的由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ＨＩＶ／ＳＴＩｓ）情况
进行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能有

效降低ＨＩＶ对这些性工作者的危害，还能提高其他人对ＨＩＶ的
预防［３－５］。鉴于此，本文对我市中低档 ＦＳＷｓ相关行为特征及
ＨＩＶ／ＳＴＩｓ调查，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对台山市相关场所的女性性
工作者进行研究，２０１５年１月开始对台山市各娱乐场所进行摸
底检查，主要了解场所规模、位置、性工作者人数、工作时间等

信息，用分层抽样法中的按比例抽样，最终根据各档次场所内

女性性工作者总数的２０％确定最终样本量，以随机数字法选取
娱乐场所，所选中的娱乐场所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对象，满足

样本量需求即可。本次研究共选入５００名作为调查对象。在进
行问卷调查后实际收回 ４２１份问卷。其中来自中档的 ＦＳＷｓ
２７８例，记为观察组；来自低档ＦＳＷｓ１４３例，记为对照组。其中
观察组来自桑拿按摩、足浴中心、应召女郎、宾馆、卡拉ＯＫ厅以
及夜总会等中档场所；对照组来自路边旅馆、餐厅发廊及站街

等低档场所。最后依据每次交易数额对其进行分类，当每次交

易数额在５０元及以下者为低档 ＦＳＷｓ，大于 ５０元的为中档
ＦＳＷｓ。排除未满１８周岁的女性以及在６个月内未进行性交
易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户籍、住址、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一周工作时间、是否饮酒、是

否吸烟以及对安全套的使用态度。再者就是ＨＩＶ相关内容，包
括是否进行过ＨＩＶ检查以及接受ＨＩＶ相关服务。（２）对所有参
与者进行静脉血抽取２ｍＬ进行ＨＩＶ／ＳＴＩｓ、梅毒以及２型单纯疱
疹病毒（ＨＳＶ－２）感染情况检测。其中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ＨＩＶ抗体进行检查。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对血清
中梅毒抗体检验。同样采用 ＩｇＧ－ｂａｓｅｄ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ＨＳＶ－２抗体检测。分别记录阳性比例，统计后对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其中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口学特征对比

观察组年龄＞３０岁、汉族比例、接受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
处于已婚状态、拥有本地户籍、家住城市、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

＞２０岁、一周工作时间≤５ｄ、不吸烟、不饮酒以及坚持使用安全
套的ＦＳＷｓ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观察组（ｎ＝２７８） 对照组（ｎ＝１４３） χ２ Ｐ

年龄 ≤３０岁 ６５（２３３８） １０９（７６２２） １０８７３８ ００００

＞３０岁 ２１３（７６６２） ３４（２３７８）

民族 汉族 ２２１（７９５０） ５１（３５６６） ７９３４０ ００００

其他 ５７（２０５０） ９２（６４３４）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７４（２６６２） １０８（７５５２） ９２０２７ ００００

初中及初中以上 ２０４（７３３８） ３５（２４４８）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１１（７５９０） ４２（２９３７） ８５２４６ ００００

未婚／离异 ６７（２４１０） １０１（７０６３）

户籍 本地 １７８（６４０３） ６７（４６８５） １１４５０ ００００

暂住 １００（３５９７） ７６（５３１５）

家庭住址 乡镇或农村 １０９（３９２１） ８２（５７３４） １２５２８ ００００

城市 １６９（６０７９） ６１（４２６６）

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 ＞２０岁 １５１（５４３２） １２６（８８１１） ４７９２２ ００００

≤２０岁 １２７（４５６８） １７（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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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口学特征 观察组（ｎ＝２７８） 对照组（ｎ＝１４３） χ２ Ｐ

一周工作时间 ≤５ｄ ２３１（８３０９） ２８（１９５８） １６０９０７ ００００

＞５ｄ ４７（１６９１） １１５（８０４２）

饮酒 ４５（１６１９） ７１（４９６５） ５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吸烟 ８８（３１６５） １０１（７０６３） ５７９８０ ００００

安全套使用态度 坚持使用 ２４５（８８１３） ５６（３９１６） １１１１１０ ００００

无所谓 ３３（１１８７） ８７（６０８４）

２２　两组感染性疾病检出情况对比
观察组感染ＨＩＶ／ＳＴＩｓ、梅毒以及 ＨＳＶ－２的比例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感染性疾病检出情况

组别 例数 ＨＩＶ 梅毒 ＨＳＶ－２

观察组 ２７８ ５（１８０） １１（３９６） ２３（８２７）

对照组 １４３ ８（５５９） １４（９７９） ２１（１４６９）

χ２ － ４５４６ ５７５３ ４１４８

Ｐ －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２３　ＨＩＶ感染的可能单因素分析
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在年龄、民族、婚姻状态以及

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等比例未体现出差异性。但是 ＨＩＶ／ＳＴＩｓ
感染者初中以下教育程度、未坚持使用安全套、不进行 ＨＩＶ检
查以及接受ＨＩＶ相关服务等比例显著高于未感染者，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导致ＦＳＷｓ出现ＨＩＶ感染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

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将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作为因变量，将
其他因素作自变量，筛选出４个影响因素，即：初中以下教育程
度、未坚持使用安全套、不进行 ＨＩＶ检查以及接受 ＨＩＶ相关服
务等。见表４。

表３　ＨＩＶ感染的可能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者（ｎ＝１３） 非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者（ｎ＝４０８） χ２ Ｐ

年龄≤３０岁 ５（３８４６） １６９（４１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８１４

汉族 ７（５３８５） ２６５（６５００） ０７４４ ０３８８

初中以下教育程度 １２（９２３１） １７０（４１６７） １２９８０ ００００

未婚 ６（４６１５） １６２（３９７１） ０１９８ ０６５６

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２０岁 ３（２３０８） １４１（３４５６） ０７６８ ０３８１

不坚持使用安全套 １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２６２３） ３３３２０ ００００

不进行ＨＩＶ检查 １１（８４６２） １３４（３２８４） １４７２６ ００００

接受ＨＩＶ相关服务 ３（２３０８） ２１（５１５） ７４５０ ０００６

表４　导致ＦＳＷｓ出现ＨＩＶ感染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

影响因素 β 标准误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初中以下教育程度 ０９４８ ５２９３ ００００ ２５８１ １３７１～５２１１

未坚持使用安全套 ２１３８ ７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８４８２ １０５９～４８８４

不进行ＨＩＶ检查 ０９２２ ６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４ ０９３３～２２２３

接受ＨＩＶ相关服务 ０７３８ ８２３１ ０００６ ２７２８ １３２０～４２８１

年龄≤３０岁 ０１６５ １３３４ ０１２８ ０７８３ ０５４４～３２５６

汉族 ０３５９ １２８１ ０７３１ ０５５７ ０１０６～４１７８

未婚 ０２２７ ０８４９ ０３７５ ０６１２ ０３４４～２５２３

首次商业性行为年龄≤２０岁 １３０８ １１７２ ００６９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２～３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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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ＨＩＶ可以通过血液、母婴及性传播，因为前两种途径是可避

免的，所以在普通人群中的感染率相对较低［６］。但在人们性观

念的不断改变，尤其是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今天社会上对

ＦＳＷｓ的需求的逐步加大，这无疑增加了 ＨＩＶ通过性传播的可
能性，提高了ＨＩＶ在人们生活中的传播速度。在 ＦＳＷｓ中在没
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感染后再次传染给其他性伴侣，如此循环

后使得ＨＩＶ的发病率逐渐升高［７］。因为 ＦＳＷｓ在 ＨＩＶ传播过
程中起到非常显著的桥梁作用，所以对她们的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情
况及影响因素加以了解对预防 ＨＩＶ是非常有应用价值的。本
文通过对中低档ＦＳＷｓ人口学特征调查发现：观察组在年龄 ＞
３０岁等相关指标中所占比例明显更高，在ＷｉｒｔｚＡＬ等的报道中
也有类似结论［８，９］，说明低档 ＦＳＷｓ年龄更低、文化程度不高以
及多为未婚。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多数女性无法

跟上步伐，导致缺乏生计的方法，进而不得不从事性工作行业，

以此获得一定的收入。而这些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缺乏社会

经验等的女性会通过周围朋友的介绍进入相关档次的服务站，

其中低档次的ＦＳＷｓ呈现年轻化、缺乏教育程度等。因此，需要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在她们可以选择工作之前正确引导工作

取向，进行减少女性从事性工作的比例。对女性性工作者相关

行为特征的了解，能减少女性从事 ＦＳＷｓ的比例。而对 ＨＩＶ／
ＳＴＩｓ的调查能加强其走势的研究，为今后对ＨＩＶ的控制以及预
防提供更准确的依据［１０］。

因此，本研究还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感染性疾病的调

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感染 ＨＩＶ、梅毒以及 ＨＳＶ－２的比例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然后对可能影响 ＦＳＷｓ发生 ＨＩＶ／ＳＴＩｓ感
染的危险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筛选出 ４个影响因
素，即：初中以下教育程度、未坚持使用安全套、不进行 ＨＩＶ
检查以及接受 ＨＩＶ相关服务，在 ＬｉＺ等的报道中也有类似
结论［１１］。ＦＳＷｓ年龄越低她们社会经验就严重缺乏，这就直
接造成她们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其中工作时采

用安全套是对 ＨＩＶ最好的避免方式，一旦轻视安全套的使
用价值就增加了 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几率。而 ＦＳＷｓ在工作期
间是缺乏保护的，因此她们自身对 ＨＩＶ相关知识的掌握是
她们远离 ＨＩＶ的主要途径。在从事相关行业的人还可能存
在 ＨＩＶ认识误区，因此专业的 ＨＩＶ引导是非常有必要
的［１２］，并且在专业干预过程中还能提高自身预防效率，从而

有效降低 ＨＩＶ传播速度。在日常生活中增加 ＨＩＶ检查次数
及力度，并避免接受 ＨＩＶ特殊服务，能从根本上降低 ＨＩＶ／
ＳＴＩｓ感染的几率［１３，１４］。因此，相对而言文化程度较高、接受

常规 ＨＩＶ检查、坚持使用安全套以及拒绝 ＨＩＶ服务的 ＦＳＷｓ
出现 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可能性更低［１５］。

综上所述，中低档ＦＳＷｓ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低档ＦＳＷｓ
呈现年轻化、低文化程度、未婚等显著趋势，同时多具有吸烟、

饮酒等不良习惯。低档ＦＳＷｓ感染ＨＩＶ／ＳＴＩｓ比例也更大，其中
是导致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危险因素。针对 ＦＳＷｓ行为特征社会
需要增加对青少年的知识灌输，减少她们从事相关行业的可能

性。对引起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危险因素需要进行预防，从而降低
ＦＳＷｓＨＩＶ／ＳＴＩｓ感染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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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彭庭海，彭国平，阳凯，等．湖北省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男男性行为者
ＨＩＶ新发感染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６（２）：１６２
－１６６．

［１３］　郑青川，甘业光，黎永梅，等．重庆市某区女性性服务工作者行为
干预效果评价．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６）：１３９９－１４０１，１４０４．

［１４］　潘菊鲜，郭伟贵，苏媛，等．北海市女性性服务工作者知识行为和
ＨＩＶ／ＳＴＤ感染状况分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８（７）：６２５
－６２９．

［１５］　任旭琦，杨立刚，郑和平，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女性性工作者
人群梅毒感染状况分析．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７）：３９３－
３９５，４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１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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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３５

宁波鄞州地区男男性接触人群艾滋病知晓率及感染
状况调查分析
朱洁群１　周碧波１　毛一斌２　谢意杰２

１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０
２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摘　要】　目的：了解宁波市鄞州区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男男性接触（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相关高危行为情况及艾滋病感染状况，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通过“滚雪球”法招募到样本，对

ＭＳＭ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ＨＩＶ、梅毒的血清学检测。结果：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共调查ＭＳＭ３４５人，年龄分
布以２０～４９岁年龄段为主，占９５９％；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有２２３人，占６４６％；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
为主。调查对象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高，且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 ＨＩＶ阳性检出率介于
２９％～１２５％之间，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介于４５％～１１８％之间。结论：我区ＭＳＭ人群艾滋病流行形势
较为严峻，改变该人群知识行为偏离的现象，提高其安全性行为，才能有效地降低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

流行。

【关键词】　男男性接触人群；高危性行为；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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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男男性接触人群（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
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已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的高危人群［１］。同时，ＭＳＭ也是 ＨＩＶ从重点人
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重要渠道［２－４］。近几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表

明，ＭＳＭ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抗体及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呈上升
趋势［５，６］。为了解宁波市鄞州区 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
晓率、相关高危行为情况及艾滋病感染状况，为政府部门制定

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策略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将 ２０１１至
２０１４年鄞州区ＭＳＭ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近１年内发生过同性性行为（插入性口交或肛交）、调查期
间在鄞州区居住、年龄在１６周岁以上的男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获得，即通
过鄞州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门诊认识的ＭＳＭ，依靠他
们找到其他ＭＳＭ，以此类推下去，直到完成所需样本量。在经
过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由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对其开展问卷

调查，并采集血液标本。

１２２　检测方法　采静脉血５ｍＬ，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
规范（２０１０版）》要求，使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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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批号：Ｉ２０１４１２２７）进行筛
查，结果阴性者判为阴性，不再进行复检，结果阳性者进入复检

程序。所有初筛阳性的样品使用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批号：２０１４１２３２０８）进
行复检，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者，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ＨＩＶ确证实验室进行确证实验。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社会人口学特征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共调查ＭＳＭ３４５人，年龄分布以２０～４９岁
年龄段为主，共有 ３３１人（９５９％）；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有
２２３人（６４６％）；本省户籍 １８４人（５３３％），外省户籍 １６１人
（４６７％）；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主，有 １７３人（５０１％）。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

基本特征 ２０１１年（ｎ＝６８） ２０１２年（ｎ＝７６） ２０１３年（ｎ＝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ｎ＝８９） 合计（ｎ＝３４５）

年龄

　＜２０ １（１５） ０ ５（４５） ６（６７） １２（３５）

　２０～２９ ３９（５７４） ４７（６１８） ５６（５０．０） ５０（５６２） １９２（５５７）

　３０～３９ ２０（２９４） ２２（２８９） ３２（２８６） １９（２１３） ９３（２７．０）

　４０～４９ ７（１０３） ７（９２） １８（１６１） １４（１５７） ４６（１３３）

　≥５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９） ０ 　２（０６）

婚姻状况

　未婚 ４５（６６２） ５５（７２４） ７１（６３４） ５２（５８４） ２２３（６４６）

　已婚有配偶 ２０（２９４） ２０（２６３） ３８（３３９） ３６（４０４） １１４（３３．０）

　离异或丧偶 ３（４４） １（１３） ３（２７） １（１１） 　８（２３）

户籍所在地

　本省 ４２（６１８） ３６（４７４） ６１（５４５） ４５（５０６） １８４（５３３）

　外省 ２６（３８２） ４０（５２６） ５１（４５５） ４４（４９４） １６１（４６７）

文化程度

　小学 ４（５９） ０ ０ ０ 　４（１２）

　初中 １２（１７６） １８（２３７） ２３（２０５） ２３（２５８） ７６（２２．０）

　高中或中专 ２０（２９４） ２４（３１６） ２４（２１４） ２４（２７．０） ９２（２６７）

　大专及以上 ３２（４７１） ３４（４４７） ６５（５８．０） ４２（４７２） １７３（５０１）

２２　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除“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一题的知晓率低于９０％外，其

余各题知晓率均在９０％以上，且知晓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题目
回答正确人数［ｎ（％）］

２０１１年（ｎ＝６８） ２０１２年（ｎ＝７６） ２０１３年（ｎ＝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ｎ＝８９）合计（ｎ＝３４５）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 ５１（７５０） ７３（９６１） １１０（９８２） ８５（９５５） ３１９（９２５）

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 ４０（５８８） ６７（８８２） １０８（９６４） ８３（９３３） ２９８（８６４）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 ５８（８５３） ７４（９７４） １０７（９５５） ８４（９４４） ３２３（９３６）

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 ６５（９５６） ６８（８９５） １０９（９７３） ８６（９６６） ３２８（９５１）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得艾滋病 ６３（９２６） ６７（８８２） １１０（９８２） ８６（９６６） ３２６（９４５）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 ６０（８８２） ７０（９２１） １０６（９４６） ８７（９７８） ３２３（９３６）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６５（９５６） ７４（９７４） １１１（９９１） ８８（９８９） ３３８（９８０）

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５５（８０９） ７２（９４７） １１１（９９１） ８８（９８９） ３２６（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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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最近 ６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的比例为 ８９５％ ～

９８９％，近１次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的比例为
６３６％～８００％；与女性有性行为的比例为１８８％～３２９％，近

１次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的比例为 ２８６％ ～
４３８％；调查对象近６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的比例呈逐
年上升趋势（χ２ｔｒｅｄ＝５２８８，Ｐ＝００２１）。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人群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性行为 ２０１１年（ｎ＝６８） ２０１２年（ｎ＝７６） ２０１３年（ｎ＝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ｎ＝８９） χ２ｔｒｅｄ Ｐ

男男性行为

最近６个月与男性肛交过 ６２（９１２） ６８（８９５） １０５（９３８） ８８（９８９） ５２８８ ００２１

最近１次与男性肛交时使用安全套 ４５（７２６） ４７（６９１） ８４（８０．０） ５６（６３６） ０５２８ ０４６８

异性性行为

最近６个月与女性发生过性行为 １６（２３５） ２５（３２９） ２１（１８８） ２８（３１５） ０１２５ ０７２３

最近１次与女性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７（４３８） ９（３６．０） 　６（２８６） １２（４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３

２４　接受干预措施情况
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及同伴教育干预措

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χ２ｔｒｅｄ＝４２８６２，Ｐ＝００００；χ
２
ｔｒｅｄ＝６９７３６，Ｐ

＝００００），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呈逐年下降
趋势（χ２ｔｒｅｄ＝５０９８，Ｐ＝００２４）。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人群接受干预措施情况

干预措施 ２０１１年（ｎ＝６８） ２０１２年（ｎ＝７６） ２０１３年（ｎ＝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ｎ＝８９） χ２ｔｒｅｄ Ｐ

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 ４６（６７６） ６９（９０８） １０９（９７３） ８８（９８９） ４２８６２ ００００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 ３（４４） ２（２６） １（０９） ０　　 ５０９８ ００２４

同伴教育 ３４（５０．０） ７２（９４７） １０７（９５５） ８８（９８９） ６９７３６ ００００

２５　血清学检测情况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ＨＩＶ阳性检出率介于２９％～１２５％之间，

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介于４５％～１１８％之间。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人群血清学检测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年（ｎ＝６８） ２０１２年（ｎ＝７６） ２０１３年（ｎ＝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ｎ＝８９） χ２ｔｒｅｄ Ｐ

ＨＩＶ ２（２９） ７（９２） １４（１２５） ５（５６） ０５３９ ０４６３

梅毒 ５（７４） ９（１１８） ９（８０） ４（４５） １０１５ ０３１４

#

　讨论
宁波市鄞州区ＭＳＭ以２０～３９岁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

较高，未婚者占绝大部分，与南京［７］、大连［８］等相关城市调查结

果相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高，而最近１次肛交使用安全
套的比例不高且无升高的趋势，存在较严重的知识与行为偏离

现象。ＭＳＭ人群性思想开放，性生活混乱，性伴侣不固定，性行
为方式多样，有一定比例的群交现象存在［９］，自我防病意识较

差，受内部环境影响较深，易发生不戴安全套的高危性行为，艾

滋病传播危险因素持续存在。

研究结果表明，ＭＳＭ人群近６个月与女性有性行为的比例
为１８８％～３２９％，近１次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的
比例为２８６％～４３８％，存在双性恋的 ＭＳＭ，与异性发生性行
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增加了ＭＳＭ中ＨＩＶ双向传播的
可能性。国内外调查表明，２８０％～６７１％的ＭＳＭ同时有女性
性伴，而且绝大部分在发生性行为时不使用安全套［２，１０，１１］。因

此，应大力倡导安全套的使用，提高安全套获取的便捷性，呼吁

安全性行为，从性传播途径上有效预防艾滋病的蔓延。

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区ＭＳＭ干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主要体现在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及同伴教育
干预措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
提供／交换呈逐年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在社区药物维持治
疗点建立后，原先关于药物维持治疗宣传强度、频度逐年弱化，

社区志愿者在干预工作中进行转介的力度逐年减弱，从而导致

ＭＳＭ人群获得药物维持治疗信息及便利服务的机会也随之
减少。

研究结果表明，除２０１１年我区 ＭＳＭ人群 ＨＩＶ阳性检出率
低于５％外，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我区 ＭＳＭ人群 ＨＩＶ阳性率均在国
际公认的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率流行警戒线５％以上［１２］，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ＨＩＶ抗体阳性率较高的原因可能与普遍存在多
性伴、商业性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率低等有关。研究显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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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可使ＨＩＶ感染的风险增加３倍［１３，１４］。自２０１２年后，ＭＳＭ人
群梅毒阳性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能与我区近几年来，针对

ＭＳＭ人群建立有效的转介服务机制，进一步加强性病规范就医
行为的指导有关。

综上所述，我区ＭＳＭ人群艾滋病流行状况较为严峻，提高
安全套的使用率，呼吁其进行安全性行为，改变该人群知识与

行为脱节的现象，进一步规范性病诊疗服务，促进正确的求医

行为才能有效地降低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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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对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性功能及相关激
素的影响
龚阳１　康萍２　胡江华２　陈徐１△　曾慧１　李霞１　周婷１

１崇州市人民医院产科，成都 ６１１２３０
２四川省康复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５

【摘　要】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对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性功能及相关激素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０９
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间我院妇产科收治的剖宫产和阴道分娩健康孕妇各３６８名为研究对象。分别于产前、
产后６周和１２周，利用盆底肌力评分标准、会阴超声检查、女性性功能量表测定和比较两组孕妇盆底结构功
能和性功能的改变，并检测性功能相关激素的水平。结果：与产前相比，产后６周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力、膀
胱颈角度和旋转角度异常率均明显增高（Ｐ＜００５）；剖宫产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却无明显改变（Ｐ＞００５），
而且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明显也高于剖宫产组（Ｐ＜００５）；但产后１２周剖宫产组的膀胱颈角度和
旋转角度异常率与产前比较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与阴道分娩组相比，产后６周和１２周剖宫产组的膀胱
颈角度和旋转角度异常率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与产前相比，阴道分娩组孕妇产后６周和１２周性功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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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指标均有所下降；而剖宫产组孕妇仅产后６周，性唤起、性高潮和性生活满意度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但
在产后１２周，上述三个维度与产前比较并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与阴道分娩组比较，剖宫产组产后６周和
１２周六个维度的得分值均明显增高（Ｐ＜００５）；另外，两组孕妇的性功能相关激素 Ｅ２、Ｐ４、ＦＳＨ、ＬＨ和 ＮＰＹ
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产前（Ｐ＜００５）；而且，产后１２周剖宫产组的 ＮＰＹ水平明显也低于与阴道分娩组（Ｐ＜
００５），但其余指标两组间比较均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术对孕妇产后短期内性功能和盆腔
结构的影响小于阴道分娩，且能够明显降低ＮＰＹ水平。

【关键词】　剖宫产；盆底结构功能；性功能；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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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道显示，妊娠和分娩是影响女性盆底结构功能和性
功能的主要因素［１］。阴道分娩和剖宫产均具有各自不同的优

缺点，但是两种分娩方式究竟对盆底结构功能、性功能及相关

激素究竟有何影响尚未明确，且存在明显争议［２，３］。据此本研

究以我院诊治的健康剖宫产和阴道分娩孕妇为研究对象，测定

和比较两组分娩方式对盆底肌力评分、膀胱颈角度和旋转角

度、产后性功能及相关激素改变。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间我院妇产科收治剖宫产
和阴道分娩的产妇各３６８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剖宫
产组孕妇均符合临床剖宫产指征或孕妇自愿要求；（２）所有孕
妇妊娠期无严重内外科合并症及产科并发症；（３）年龄２２～３４

岁，孕周３７～４２周。排除标准：（１）既往妊娠史、盆腔手术史、
反复尿路感染史；（２）孕前或孕期压力性尿失禁（ＳＵＩ）；（３）泌
尿道畸形者；（４）阴道出血或产后恶露持续存在。剖宫产分娩
孕妇年龄２３～３４岁，平均年龄（２６４３±２３１）岁，孕周３７～４１
周，平均孕周（３８９６±１１７）周，ＢＭＩ２１４６～２８８１ｋｇ／ｍ２，平均
ＢＭＩ（２４８７±１８１）ｋｇ／ｍ２；阴道分娩孕妇年龄２２～３２岁，平均
年龄（２６５６±２８９）岁，孕周３７～４２周，平均（３９１２±１２０）周，
ＢＭＩ２０８４～２７９６ｋｇ／ｍ２，平均 ＢＭＩ（２４９８±１７２）ｋｇ／ｍ２。两
组孕妇在年龄、孕周、ＢＭＩ值、产次、孕次、胎儿性别比例等方面
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资料均衡可比。见表
１。所有孕妇都具备完整的临床资料，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孕产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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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产妇一般临床资料

分组 年龄（岁） 孕周（周） ＢＭＩ（ｋｇ／ｍ２） 孕次（次） 产次（次）
胎儿性别比例［ｎ（％）］

男 女

阴道分娩组 ２６５６±２８９ ３９１２±１２０ ２４９８±１７２ １６６±０４２ １１６±０４６ １８９（５１３６） １７９（４８６４）

剖宫产组 ２６４３±２３１ ３８９６±１１７ ２４８７±１８１ １７１±０５０ １２２±０５２ １８６（５０５４） １８２（４９４６）

ｔ／χ２ ０６７６ １８３６ ０８４７ １４７３ １６６２ ００４９

Ｐ ０４９９ ００６７ ０３９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７ ０８２５

１２　盆底肌力评分
分别于产前、产后６周和１２周，采用Ｏｘｆｏｒｄ评分标准，用食

指和中指轻压阴道后壁，评价肌肉的收缩力量和疲劳程度；分

为０～５级，其中０级：无收缩；１级：仅有少许抽动；２级：有轻微
收缩，无压迫感；３级：普通收缩；４级：正常收缩；５级：较强、有
力的收缩。研究以３级及其以上为正常盆底肌力。
１３　膀胱颈角度和旋转角度测量

分别于产前、产后６周和１２周，采取会阴多普勒超声检查，
以耻骨下缘膀胱颈连线和耻骨联合中线中间的夹角为膀胱颈

角度；同时计算静息和屏气用力状态的角度差值，设为膀胱颈

旋转角度；膀胱颈角度以≥９５°为异常；膀胱颈旋转角度≥２０°设
为异常。

１４　女性性功能量表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
采用ＦＳＦＩ量表对所有产妇产后性功能进行评估。量表共

包括１９个问题，分别对性欲（２项）、性唤起（４项）、阴道润滑程
度（４项）、性高潮（３项）、性生活满意度（３项）和性交疼痛（３
项）六个维度予以测定。量表的测定安排在独立、安静、光线良

好的室内，单盲法编号，由研究人员和产妇一对一测试完成。

数据均经逻辑错误检查并由两名专职人员采取双录入的方式

输入数据库。得分值越高表示性功能越良好。

１５　性功能相关激素检查
采集两组孕妇产前、产后６周和１２周清晨空腹静脉血液４

ｍＬ，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留取上清，－８０℃保存备用。利用放
射免疫分析法分别检测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试剂购于天津九
鼎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０６３７２）；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孕激
素（Ｐｒｏｇｅｓｔｉｎ，Ｐ４）、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的含量；试剂盒

均购自于试剂购于罗氏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２２５４２８）。测量
仪器为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２７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神经肽 Ｙ（Ｎｅｕ
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Ｙ，ＮＰＹ）则由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试剂盒购自于
上海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ＣＥＡ２０１４０３２０６７１）。检
测方法均由专业检验人员操作完成。

１６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均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其中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形式表示，两组间的比较运用独立
样本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多个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取单因素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则利用卡方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以Ｐ＜
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比较

产后６周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明显高于产前（χ２

＝８２３４，Ｐ＝０００４）；但剖宫产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无明显改
变（Ｐ＞００５）；而且，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明显高于剖
宫产组（Ｐ＜００５）；产后１２周，两组间比较则无明显差别（Ｐ＞
００５）。见表２。

与产前相比，两组孕妇产后６周膀胱颈角度和旋转角度异
常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但产后１２周剖宫产组的膀胱颈角度
和旋转角度异常率与产前比较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而阴道
分娩组则依旧显著高于产前（Ｐ＜００５）。值得注意的是，与阴
道分娩组相比，产后６周和１２周剖宫产组的膀胱颈角度异常率
明显降低（χ２６周 ＝２５４９０，Ｐ＜０００１；χ

２
１２周 ＝１３９８８，Ｐ＜０００１）；

且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也显著下降（χ２６周 ＝２３４３５，Ｐ＜
０００１；χ２１２周 ＝２０２４６，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２　两组产妇产前、产后不同时间点盆底肌力分级

分组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阴道分娩组

产前 ０ ０ ０ ２２（５９８） ２３５（６３８６） １０３（２７９９）

产后６周 ０ １（０２７） １２（３２６）＃ ５８（１５７６） ２３４（６３５９） ９０（２４４６）

产后１２周 ０ ０ ２（０５４） ２６（７０７） ２４５（６６５８） ９５（２５８１）

剖宫产组

产前 ０ ０ ０ ２０（５４３） ２４３（６６０３） １０５（２８５３）

产后６周 ０ ０ ２（０５４） ４２（１１４１） ２２６（６１４１） ９８（２６６３）

产后１２周 ０ ０ １（０２７） ２８（５４３） ２３８（６４６７） １０１（２７４５）

　　注：与阴道分娩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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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产妇产前、产后不同时间点膀胱颈角度及旋转角度异常率

分组
膀胱颈角度

正常　 异常　

膀胱颈旋转角度

正常　 异常　

阴道分娩组

产前 ３６６（９９４６） ２（０５４） ３６８（１００００） ０

产后６周 ３０３（８２３４） ６５（１７６６）＃ ２８９（７８５３） ７９（２１４７）＃

产后１２周 ３２９（８９６０） ３９（１０６０）＃ ３２７（８８８６） ４１（１１１４）＃

剖宫产组

产前 ３６８（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６８（１００００） ０

产后６周 ３４７（９４２９） ２１（５７１）＃ ３３６（９１３０） ３２（８７０）＃

产后１２周 ３５５（９６４７） １３（３５３） ３５８（９７２８） １０（２７２）

　　注：与阴道分娩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比较
与产前相比，阴道分娩组孕妇产后６周和１２周性功能各方

面指标均有所下降；而剖宫产组孕妇产后６周，性唤起、性高潮
和性生活满意度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但在产后１２周，上述三

个维度与产前比较并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与阴道分娩组比
较，剖宫产组产后６周和１２周六个维度的得分值均明显增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产妇产前、产后不同时间点ＦＳＦＩ量表得分

分组 性欲 性唤起 阴道润滑程度 性高潮 性生活满意度 性交疼痛

阴道分娩组

产前 ５１１±０６２ １２４６±１１４ １６５６±１８６ １１５６±１２１ １０７８±１０５ ７１５±０８７

产后６周 ３３４±０４１＃ ５８６±０８６＃ １１１３±１１５＃ ６９８±０７３＃ ５１４±０５８＃ ３３１±０３６＃

产后１２周 ４１６±０５０＃ ７１４±０７２＃ １３２７±１０４＃ ８１７±０８４＃ ６５１±０７６＃ ４１４±０４８＃

剖宫产组

产前 ５１１±０５６ １２５２±１２５ １６７７±１８３ １１４５±１２０ １０７１±１１１ ７２１±０５３

产后６周 ５２５±０５２ １０１２±１０３＃ １５１４±１２５ １０１４±１６７＃ ８９５±０８１＃ ７０７±０５１

产后１２周 ５７３±０６１ １２２６±１１８ １６４５±１３７ １１１１±１７５ ９０１±０７９ ６９１±０４４

　　注：与阴道分娩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相关激素水平比较
与产前相比，两组孕妇产后 ６周和产后 １２周的 Ｅ２、Ｐ４、

ＦＳＨ、ＬＨ和ＮＰＹ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且，产后１２周剖宫产组的 ＮＰＹ水平明显低于与阴道分娩组
（Ｐ＜００５），但其余指标两组间比较均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
见表５。

表５　两组产妇产前、产后不同时间点相关激素水平

分组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Ｐ４（ｎｇ／ｍＬ）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ＮＰＹ（ｎｇ／Ｌ）

阴道分娩组

产前 ２５７５１７４±３９１８５ １７０１７±１０６５ ４４２±０８３ ７５１±１１０ ７８３２±７１８

产后６周 ２１５８８７±８８８１＃ ２９６１±３３９＃ ３２９±０７８＃ ５２７±１１１＃ ６２４４±５９３＃

产后１２周 　７１１３９±３２５９＃ 　７８１±０９８＃ ２１０±０６５＃ ３８５±０８３＃ ５８７３±５０２＃

剖宫产组

产前 ２５７４１５５±４０３２７ １７１５１±１１３０ ４４０±０９２ ７６２±１３６ ７７９３±８０５

产后６周 ２１５４３６±８７３６＃ ３００１±３２４＃ ３３３±０７６＃ ５３０±１２５＃ ６３９１±６１３＃

产后１２周 　７０８４８±３１９８＃ 　７１５±１０４＃ ２０５±０５８＃ ３９１±０９４＃ ４６３４±５３８＃

　　注：与阴道分娩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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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妊娠和分娩被认为是影响女性盆底结构功能障碍的主要

原因之一［４］。阴道分娩后，产妇的阴道壁容易出现松弛，盆底

肌肉也会因分娩时的过度扩张而导致弹性下降，甚至伴有部分

肌肉纤维的断裂等，临床上常表现为阴道前后壁脱垂、痔疮或

尿失禁等，严重影响孕妇产后的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即

便是选择剖宫产的孕妇，孕期不断增大的子宫也会压迫盆底侧

髂静脉，引起血流障碍，进而导致盆底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

血、缺氧性的组织损伤，造成产后孕妇的盆底结构功能障

碍［５，６］。本研究采取盆底肌力评分、膀胱颈角度和旋转角度分

别比较了两种分娩方式对孕妇盆底结构功能的影响，结果显

示，产后６周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明显高于产前，剖宫
产组的盆底肌力异常率无明显改变，而且阴道分娩组的盆底肌

力异常率明显高于剖宫产组；而且，产后６周和１２周剖宫产组
的膀胱颈角度和旋转角度异常率均明显低于阴道分娩组。这

些结果表明，阴道分娩对孕妇盆底结构功能的损伤相比剖宫产

更为严重，且更容易导致盆底肌力的降低，诱发盆底肌肉松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结论尚不能作为选择剖宫产的指征之

一。主要原因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盆底肌力评分方法采用的是

阴道指诊法，以挤压于检测者手指的力量来判定肌肉的收缩力

尚缺乏客观验证，仅可作为初步了解盆底结构功能的初步方

式；二是虽然阴道分娩组膀胱颈角度及旋转角度的测量异常率

明显高于剖宫产组，但随着产后时间的推移，该差异逐步缩小，

提示两者的远期影响可能并无差别，应综合考虑其他临床

指征。

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孕妇产后性功能障碍的问题被严

重忽视。而且，女性性功能障碍与离婚率的上升、家庭暴力、夫

妻关系和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均密切相关，因此，关注和评估

孕妇产后性功能的改变尤为重要［７］。ＦＳＦＩ是国内外评价女性
性功能的常用量表，具有较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涵盖了性欲、

性唤起、性高潮、性交疼痛、阴道湿润和满足感等反映性功能水

平的各个方面［８，９］。本研究结果发现，阴道分娩组孕妇产后６
周和１２周性功能六个维度的得分值均显著下降，而剖宫产组孕
妇仅在产后６周，性唤起、性高潮和性生活满意度明显降低，其
余指标未有明显影响，而且产后１２周各项指标分值均恢复正
常。该结果表明，阴道分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孕妇产后的性

功能，但剖宫产对孕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分析原

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阴道分娩组孕妇产后短时间内由于分娩时

阴道的过度扩张，导致阴道肌肉松弛，影响了性交的满意度；二

是阴道、外阴因分娩的撕裂或所造成的伤痕尚未痊愈，导致阴

部的敏感性降低和性交疼痛；三是产后过早的性生活影响了孕

妇身体的康复，引发反感、厌恶等不良情绪因素。值得关注的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阴道分娩组孕妇产后的性功能也呈现了明

显的改善趋势。

性激素水平的急剧改变是妇女孕期和产后的典型生理生

化指标［１０－１２］。为深入了解和比较不同分娩方式孕妇产后性激

素的变化情况，本研究检测了 Ｅ２、Ｐ４、ＦＳＨ、ＬＨ和 ＮＰＹ的水平。
结果显示，产后两组孕妇的上述激素指标水平均明显降低，而

且降低的幅度较为显著，但两种分娩方式各项指标的比较却无

明显差别。其中仅产后１２周剖宫产组的ＮＰＹ水平明显低于阴

道分娩组。ＮＰＹ是一种含３６个氨基酸的肽类，广泛分布于外
周和中枢神经系统，也是含量最丰富的神经肽之一。重要的

是，ＮＰＹ还具有维持机体内环境激素稳态的作用，可以调控促
性腺激素、甲状腺激素、雌激素等相关性激素的释放［１３，１４］。该

结果提示，ＮＰＹ的急剧降低可能是引发阴道分娩组性功能短期
障碍的生理原因之一，但其具体的影响作用机制仍有待深入探

讨和研究。

综上所述，剖宫产术对孕妇产后短期内性功能和盆腔结构

的影响小于阴道分娩，且能够明显降低ＮＰ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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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后出
血的疗效及安全性
王茜１　王晓秋２

１温州市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４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瑞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３２５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后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在我院住院治疗的剖宫产后出血产妇共８６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产妇采用改良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对照组采用球囊压迫联合阴道填纱。观察两组产妇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出血
量、输血量、产褥病率、切口恢复时间、住院时间、疗效及并发症。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出血量、输
血量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切口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产褥病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产妇治疗后并发症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采用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后出血能快速的达到止
血效果，疗效显著，有利于患者恢复，并发症发生率与传统方法相当，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剖宫产后出血；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宫内球囊压迫术；阴道填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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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Ｌｙｎｃ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ｌｕｇｙａｒｎｈａｓｒａｐｉｄ
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Ｌｙｎｃｈ；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ａｌｌｏｏｎｔａｍ
ｐｏｎａｄ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ｌｕｇｙａｒ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６ 【文献标志码】　Ａ

　　剖宫产后出血是产科急重症之一，其常由于凝血功能障
碍、产道损伤、宫缩乏力、胎盘因素等造成［１］。剖宫产后出血如

不及时治疗危害较大，可能造成患者切除子宫甚至死亡，有研

究显示其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首要病因［２］。以往临床上常采

用宫内球囊压迫术与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后出血，效果一般，

近年来临床开始采用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后出血，
效果佳［３］。本研究观察了改良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
治疗剖宫产后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并与宫内球囊压迫术联合

阴道填纱治疗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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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期间我院住院治疗的剖
宫产后出血产妇共８６例。入组标准：（１）符合剖宫产后出血的
诊断标准［４］；（２）所有患者均采用剖宫产；（３）产妇与家属愿意
接受医师的治疗方案。排除标准：（１）伴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

碍；（２）伴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无法接受手术治疗；（３）患有严重
的精神疾病或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将入选的产妇随机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３例，两组产妇年龄、孕周、产次、出血原
因等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本
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两组产妇入组前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产妇一般情况

组别 ｎ 年龄（岁） 孕周（周） 产次（次）
出血原因（ｎ）

胎盘因素 妊高症或子癫前期 其他

观察组 ４３ ３２１３±７０２ ３８１５±２１４ １６７±０２４ １３ ２０ １０

对照组 ４３ ３１９０±７６２ ３８３２±２０６ １７０±０３２ １２ １８ １３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Ｂａｋｒｉ球囊压迫术，在剖宫产期间插入球囊，经

阴道辅助牵拉使球囊轴远端通过宫颈开口，缝合子宫切口，根

据子宫大小使用生理盐水充盈球囊，约在２５０～５００ｍＬ之间，对
于双胎分娩可增加生理盐水量，对初产妇或有剖宫产史的产妇

应减少生理盐水量，球囊压迫时间为２４ｈ。观察组使用改良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操作方法为取剖宫产切口有
下缘为进针点，使用２号肠线进针穿过宫腔至切口上缘后将肠
线拉至宫底部，在宫角内侧３～４ｃｍ处绕针后方后进针至宫腔，
再沿水平位置进针，直至左侧后壁出针，将肠线绕宫角后拉至

子宫前方，同时在右侧面对应子宫切口处上下缘分别进出针，

最后加压拉紧肠线并在子宫切口下缘结扎。改良 Ｂ－Ｌｙｎｃｈ缝
合术为应用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时将跨越子宫前后壁的缝线改用１
号可吸收缝线在子宫浆肌层各褥式缝合１针，这样可以防止缝
线脱落，同时能避免肠管损伤。两组产妇均在上一步操作完成

后使用纱卷充分填塞整个阴道，填塞时间为２４ｈ。
１３　观察指标与疗效评定标准
１３１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出血
量、输血量、产褥病率、切口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

率。其中术后２４ｈ出血量采用称重法，在胎儿娩出缝合完毕后
立即使用产妇垫收集阴道出血，收集２４ｈ后进行称重，计算重
量，根据血液相对密度为１０５计算出血量（出血量 ＝重量／密
度）。

１３２　疗效评定［５］　治疗后对两组进行疗效评定。有效：子
宫收缩功能良好，生命体征平稳，阴道出血量≤５０ｍＬ／ｈ；无效：
子宫收缩功能不佳，生命体征难以控制或无尿，阴道出血量 ＞
５０ｍＬ／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平 α
＝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手术操作时间、剖宫产术后出血情况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出血量、输血量均少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手术操作时间、剖宫产术后出血情况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２４ｈ出血量

（ｍＬ）

输血量

（ｍＬ）

观察组 ４３ ３７２４±８４７ ８４１２７±２７５４６ ５０３２５±１０２４６

对照组 ４３ ５０１４±９０４ １２３８６９±３０４１５ ７６８６７±１０５７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切口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组产褥病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χ２＝５４６，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术后恢复情况

组别 ｎ
切口恢复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产褥病发生率

（％）

观察组 ４３ ７１４±１１７ ８０２±１４４ ３（６９８）

对照组 ４３ ９５３±１２８ １１０３±２０７ １１（２５５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产妇剖宫产后出血的止血效果比较

观察组止血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５１１，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产妇剖宫产后出血的止血效果

组别 ｎ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４３ ４１ ２

对照组 ４３ ３４ 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产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产妇术后出现２例并发症，其中１例疼痛，１例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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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血液循环不良，分别予以止痛与改善循环治疗后均能好转，对

照组产妇术后出现４例并发症，其中１例再次出血、１例宫腔粘
连、２例疼痛，再次出血的产妇行二次手术治疗后好转，未切除子
宫，宫腔粘连与疼痛产妇分别予以观察及止痛治疗后均好转。两

组产妇治疗后并发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２＝０１８，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剖宫产率逐年增高，剖宫产产后出血发生率也逐

年增多，有研究显示我国剖宫产率达到２％ ～３％，而剖宫产产
后出血发生率高于经阴道分娩［６］。产后出血发病原因很多，其

中最常见的发病原因为宫缩乏力，约占所有病因的９０％［７］。产

后出血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危及产妇生命，目前临床常用的治

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按摩子宫、球囊压迫、阴道填纱、子宫动

静脉结扎、髂内动脉栓塞及子宫切除等。各种治疗方法各有优

缺点，药物治疗与按摩子宫仅能治疗症状较轻的产后出血；球

囊压迫与阴道填纱也疗效有限，往往难以有效的止血，同时治

疗后容易出现复发与感染等并发症；子宫动静脉结扎与髂内动

脉栓塞均为有创操作，不但治疗费用高，而且会影响患者的恢

复及卵巢功能［８］；子宫切除是治疗产后出血的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但该治疗方法不但会使患者失去生育功能，还会造成患者

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９］。找

寻更安全有效的治疗剖宫产后出血的方法成为临床产科研究

的热点。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是由英国 Ｍｉｈｏｎ－ｋｅｙｎｅｓ医院在１９９３年
首次报道的一种控制产后出血的新型缝合方法［１０］。该方法在

子宫表面形成牵拉力，压迫子宫，使子宫处于收缩状态，在一定

程度上压迫部分子宫动静脉分支，减缓血流速度，从而进一步

刺激子宫收缩，使血窦关闭达到止血目的，同时能够保存子宫

和生育功能［１１－１３］。我国采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较晚，但近年
来发展迅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中［１４，１５］。本次研究对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进行的改良，以往的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中子宫前
壁下段绕宫底到达子宫下段后壁的缝线处于游离状态，可能

会出现缝线脱落造成手术失败，本次研究在宫底前后壁加固

缝合２针以避免缝线脱落。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改良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破宫产后出血手术时间仅
（３７２４±８４７）ｍｉｎ，明显短于宫内球囊压迫术联合阴道填纱
治疗的（５０１４±９０４）ｍｉｎ，我们考虑这与手术方式简便及操
作医师操作熟练有关。观察组的术后２４ｈ出血量、输血量、切
口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较少的出血量能有利于

产妇的恢复，而较少的输血量与住院时间能够减少产妇的经

济负担。观察组产褥病率少于对照组，我们考虑这与产妇病

情恢复快、手术造成宫腔引流通畅及产妇活动早有关。观察

组的治疗有效率高达９５３５％，明显优于对照组的７９０７％，可
见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
疗效显著。同时观察组术后仅出现２例并发症，对照组出现４
例并发症，两组并发症出现率相当，但对照组其中１例出现再

次出血通过二次手术才缓解病情，不利于产妇恢复，同时给产

妇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总之，改良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联合阴道填纱治疗剖宫产后出
血能快速的达到止血效果，疗效显著，有利于患者恢复，并发症

发生率与传统方法相当，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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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内膜息肉
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
王军玲１　罗淑红２

１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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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内膜息肉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采
用回顾性分析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于我院接受宫、腹腔镜联合手术的１２０例子宫内膜异
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合并子宫内膜息肉将患者分为两组，内膜息肉组和非内膜息肉组，每组各６０
例患者。观察两组患者子宫内膜息肉发病特点和术后对妊娠情况的影响。结果：经过分析发现，子宫内膜

息肉在单纯腹膜型ＤＩＥ型、卵巢型及累及Ｄｏｕｇｌａｓ窝的深部浸润型内异症中发病率分别为２８３３％（１７／６０）、
２１６７％（１３／６０）、４８３３％（２９／６０），三种类型子宫内膜息肉发生率之间比较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息肉
组术后自然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分娩率分别为：３１６７％、２６６７％、２５００％，非息肉组自然妊娠率、临床妊娠
率、分娩率分别为：３５００％、３３３３％、２６６７％，两组患者术后自然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分娩率之间没有明显
的差异（Ｐ＞００５）；但是息肉组患者胚胎停育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果：经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治
疗后，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子宫内膜息肉与不合并息肉患者相比，在妊娠结局上易并发胚胎停育，可考虑术

后辅助药物治疗，改善妊娠结局。

【关键词】　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子宫内膜异位症；内膜息肉；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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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ｃｔｏｐｉｃ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是育龄期女性比较
常见的一种疾病，同时也是导致女性不孕的主要病因［１，２］。而

子宫内膜息肉是导致不孕的一种良性病变，据有关数据统计，

大约１５％～２４％的不孕患者合并有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异
位症合并内膜息肉发病率比较高，可达到４７％ ～６８％［４，５］。临

床上对此病的治疗一般采用手术方式，近几年，随着腹腔镜和

宫腔镜技术的进步，宫、腹腔镜联合手术被广泛应用于此病的

治疗中，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影响患者自然妊娠结局。本

次研究主要分析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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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息肉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我院收治的１２０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

均经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诊断标准。入选标准：（１）有生
育要求，性生活正常，未避孕未孕１年及以上；（２）月经规律，无
不规则阴道出血；（３）卵巢储备功能正常；（４）术前３个月未接
受任何激素治疗；（５）男方精液正常。研究均经过患者及家属
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是否合并子宫内膜息肉

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６０例息肉组患者年龄１８～４５岁，平均年
龄（３０２３±３２３）岁；妊娠次数０～１０次，流产次数０～２次；不
孕时间（３６０±２８０）年。非息肉组患者的年龄为２０～４４岁，平
均年龄（３０２１±３５６）岁，妊娠次数０～６次，流产次数０～２次；
不孕时间（３２４±２３６）年。排除合并有内科合并症、糖尿病、
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所有患者术前３个月未接受任
何激素治疗。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没有明显的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宫、腹腔联合手术，首先对患者实施宫腔镜

手术，再此基础上实施转腹腔镜手术进行联合治疗。宫腔镜手

术：术前利用生理盐水灌洗患者宫腔，患者的膨宫压力范围为

６０～８０ｍｍＨｇ。而后将患者宫颈扩张至６５号，再在宫腔镜的引
导下切除患者病灶处息肉，息肉除去采用息肉钳、宫腔镜剪刀

等专用工具。腹腔镜手术：患者全身麻醉，取膀胱截石位；在腹

腔镜下观察患者子宫、盆腔、以及卵巢等在腹腔镜下的状态和

情况，然后在腹腔镜下对患者病灶区实施手术处理；第一步是

剔除患者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病灶，然后分离患者盆腹腔

粘连，使患者的盆腔结构恢复正常。内异症经腹腔镜及病理证

实，按美国生殖学会的ｒＡＦＳ标准进行分期。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后对患者进行９～４４个月的随访，注意观察、询问患者妊
娠情况，患者术后妊娠情况主要包含：妊娠率、妊娠分娩率、胚

胎停育率、足月分娩率等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实施统计分析，

研究中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数据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子宫内异症与子宫内膜息肉发病情况比较

经过分析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在单纯腹膜型、卵巢型及累

及Ｄｏｕｇｌａｓ窝的深部浸润型内异症中发病率分别为 ２８５７％
（１２／４２）、１６６７％（５／３０）、４７９２％（２３／６０），三种类型子宫内息
肉发生率之间比较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自然妊娠情况比较

术后息肉组患者自然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分娩率分别为：

３１６７％、２６６７％、２５００％，非息肉组患者自然妊娠率、临床妊
娠率、分娩率分别为：３５００％、３３３３％、２６６７％，两组患者术后
自然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分娩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Ｐ＞
００５）；但是息肉组患者胚胎停育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自然妊娠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自然妊娠 临床妊娠 分娩 胚胎停育

息肉组

非息肉组

χ２

Ｐ

６０
６０
／
／

１９（３１６７）
２１（３５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０６９８５

１６（２６６７）
２０（３３３３）
０６３４９
０４２５６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６（２６６７）
００４３５
０８３４８

４（６６７）
０　　　
４１３７９
００４１９

#

　讨论
近几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微创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使宫腔镜和腹腔镜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６，７］。宫

腔镜和腹腔镜技术应用到妇科病治疗中能够比较清晰的观察

到病灶微小变化，以便彻底清除病灶，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不良反应，防止复发［８］。

目前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在妇科应用的主要为宫腔内合并

盆腔内病变，联合治疗手术解决了单一手术无法解决的宫腔内

合并疾病的问题。子宫不仅是一个受激素作用的靶器官，而且

它能够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参与垂体、卵巢急性内分泌调节，而

患者子宫切除以后保留的卵巢容易发生功能衰竭。另外，切除

子宫时对患者的子宫静脉有一定的影响，而卵巢激素依赖于丰

富的血供，子宫切除后卵巢出现血供不足的现象，引发激素失

调，导致卵巢功能不全、冠心病等疾病［９］。应用宫腔镜和腹腔

镜手术能够用宫腔镜治疗宫腔内的良性疾病，利用腹腔镜切除

位于盆腔内的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与传统手术相比具有微创、

安全性高、保留子宫等优点。

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和前列腺素升高等

症状，这可能与经血逆流、盆腔血管扩展及异位囊肿等有紧密

的联系。利用腹腔镜进行治疗能够减轻患者疼痛，从而提高治

疗有效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Ｓｈｅｎ等［１０］专家研究发现子宫

内膜异位合并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应用联合手术后妊娠率高达

５００％，明显高于传统开腹手术或单一腹腔镜手术治疗［１２－１４］。

本次研究中息肉组术后分娩率、自然妊娠率以及临床妊娠率与

非息肉组无明显差异，但是胚胎停育率明显高于非息肉组。说

明子宫内膜息肉去除后对内膜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对子宫内

膜息肉患者术后进行积极的药物治疗非常必要，辅助提高患者

妊娠率［１１，１５］。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异位合并子宫内息肉患者应用宫、腹

腔手术治疗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妊娠率、

降低不良反应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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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超声对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异常阴道出血的诊断价
值分析
王维春１　罗翠娟１　杨莉芬２

１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Ｂ超室，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１
２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Ｂ型超声对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异常阴道出血的诊断价值。方法：随机选取于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前来我院和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行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异常出血患者
各５３例作为本次研究实验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先后将患者分成观察组５４例和对照组５２例，对照组患者入
院后进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联合Ｂ型超声检查，观察并记录异常出血原因，记录两组患
者止血时间和各时间点的出血量，分析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经Ｂ超检查后，有２８例（５１８５％）患者是由
于组织残留，清宫不净引起的异常出血，１０例是宫内感染造成，４例患者子宫穿孔，６例患者子宫缩复不良，６
例子宫腔积血。观察组３ｄ后有４例患者无出血情况发生，无１０ｄ以上出血患者，对照组１０ｄ以上出血的仍
有１２例，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出血量相差不大，但３ｄ后观察组患者出血量明
显少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６ｄ后出血量显著减少，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Ｂ型超声能及早诊断行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异常流血患者的出血原因，有利于医生了解
子宫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症治疗措施，减少出血量，缩短止血时间，有利于患者子宫早期恢复，提高生活质

量，值得广泛推荐使用于临床当中。

【关键词】　人工流产；阴道异常出血；影响因素；Ｂ型超声；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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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主动行人工流产术的患者越来越多，人工流
产术即人为终止妊娠，在妊娠不超过１４周时，通过手术、药物等
取出胎儿或者使胎儿死亡，也称为“堕胎”［１］。由于人流手术相

对安全，成功率较高，方便、快捷，是避孕失败的主要补救措

施［２］。然而，由于人流引起的阴道异常出血情况也较常见，不

利于女性身体恢复［３］。我院欲探讨人工流产术后患者异常阴

道出血的相关因素及应用 Ｂ型超声诊断的价值，特作探究试
验。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前来我院和惠州市
中心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行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异常出血患者

各５３例作为本次研究实验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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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患
者体温、凝血指标、血红蛋白含量均正常；（２）经人工流产术后
阴道流血不止，出血时间延长，有出血异常情况的患者；（３）患
者均为宫内妊娠，且人工流产刮出绒毛组织；（４）患者有不同程
度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腰酸无力等症状。１０６例患者中，年龄
１８～４１岁，怀孕次数０～５次，停经天数４４～７９ｄ，异常出血天数７
～２２ｄ。根据入院时间先后将患者分成观察组５４例和对照组５２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怀孕次数、异常出血天数以及停经天数等一

般资料无显著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不做Ｂ超检查，仅进行常规阴道检查和探针检
查；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做Ｂ型超声检查，查明异常出血原因，
了解情况后采取相应措施，如：宫腔内有异常回声，则静脉注射抗

感染物质，结合子宫情况再次行清宫术；组织残留较多、清宫不完

全的患者可实施第二次手术，术后常规服用抗生素等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做Ｂ型超声检查的观察组患者异常出血原因，

记录两组患者止血时间和各时间点的出血量，分析比较。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类别 观察组 对照组 ｔ Ｐ

例数 ５４ ５２

年龄（岁） ２３５９±５６３ ２４１３±５２８ ０３５９９ ０７２０４

怀孕次数（次） ２５２±１３４ ２４１±１２５ ０３０８７ ０７５８８

停经天数（ｄ） ５０４１±１０３２ ４９６７±９８５ ０２６６９ ０７９０７

异常出血天数（ｄ） １４９８±７２６ １３７８±７７９ ０５８６４ ０５６４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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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设α
＝００５，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患者异常出血原因比较

观察组患者经Ｂ超检查后，有２８例（５１８５％）患者是由于
组织残留，清宫不净引起的异常出血，１０例是宫内感染造成，４
例患者子宫穿孔，６例患者子宫缩复不良，６例子宫腔积血。
２２　两组患者止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３ｄ后有４例患者无出血情况发生，无１０ｄ以上出血
患者，对照组１０ｄ以上出血的仍有１２例，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止血时间

组别 例数 ３ｄ后止血 ５ｄ后止血 ７ｄ后止血 １０ｄ以上

观察组 ５４ ４ ３４ １６ ０

对照组 ５２ ０ １８ ２２ １２

χ２ ４００２９ ８５１８６ １８５１５ １４０５２４

Ｐ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１７３６ ０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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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出血量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出血量相差不大，但３ｄ后观察组患者出血量

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６ｄ后出血量显著减少，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出血量（ｍＬ）

组别 例数 术后出血量 ３ｄ后出血量 ６ｄ后出血量

观察组 ５４ １５４３±１５８ １１２５±１６９ａ ２３６±０５１ａｂ

对照组 ５２ １５１４±２０６ １３２８±２２６ａ ７５３±１２８ａｂ

ｔ ０５７６４ ３７１２７ １９１８１２

Ｐ ０５６６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注：ａ表示与术后出血量比较，Ｐ＜００５；ｂ表示与３ｄ后出血量比较，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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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人工流产术即人为的终止妊娠，通过手术、药物等取出胎

儿或者使胎儿死亡的过程，也称为“堕胎”。在我国，堕胎行为

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由于计划生育一胎制度的限制及出于自

身考虑，很多人自愿行人工流产术，根据流行病学研究统计，我

国要求做人工流产术的概率逐年上升［４，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生操作技巧的提升，人工流产手

术成功率越来越高，安全性也逐渐上升。但同时，人工流产术

也会给女性身体带来很多伤害，可能会导致女性月经失调、经

期紊乱、月经量异常增多、子宫颈粘连，受损严重的可导致子宫

内血积，增加子宫内感染机会，子宫穿孔等其他并发症，严重者

甚至终生不孕［６，７］。

Ｂ型超声波检查是一种非手术的诊断性检查，超声波沿一
定方向传播，遇到障碍物后产生回声，不同的障碍物具有不同

的构造，因此有不同的回声，还能清晰的显示各种器官的断面

像，图像逼真，接近解剖后的真实结构，可用于临床诊断［８－１０］。

阴道异常出血是人工流产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患者主要表

现为出血量增多，出血时间延长等异常情况［１１，１２］。对５４例患
者做Ｂ型超声检查后发现，５１８５％的患者阴道异常出血是由
清宫不完全，宫内残留组织较多而引起的，残留组织一般是胚

胎组织、绒毛组织和羊水等物质，Ｂ超下可见患者子宫大于正常
女性，有低回声、宫腔内异常回声。组织残留与患者子宫情况

有关，如子宫位置过度前倾、过度后倾、子宫有瘢痕史等，也与

操作者水平有关，操作者技术不熟练，害怕伤害子宫内膜，残留

物质清理不干净。１０例患者是子宫内感染所致出血增多，６例
患者子宫缩复不良，６例患者子宫颈粘连、腔内积血，导致患者
阴道异常出血的原因很多，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医源性因素［１３］。

通过Ｂ超检查后，能快速发现患者异常出血的原因，在对
这部分患者采用相应的治疗措施后，患者出血量迅速减少，３ｄ
后，患者平均血流量为（１１２５±１６９）ｍＬ，６ｄ后患者平均血流
量只有（２３６±０５１）ｍＬ，与未采用Ｂ超检查的患者出血量相比
明显降低；并且采用Ｂ型超声诊断并进行干预治疗的患者止血
时间显著缩短，３ｄ内有４例患者无出血现象，７ｄ内全部患者无

出血，止血更快；而未采用 Ｂ超诊断的患者在１０ｄ以后仍有１２
例患者阴道出血；证实行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异常出血的患者联

合Ｂ超诊断，了解出血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症治疗措施能快速
达到止血目的，减少出血量，有利于子宫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另外，行人工流产术的患者要重视阴道异常出血情况，注

意保暖和清洁，保持外阴干燥，建立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避免

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发生，更好的促进身体恢复［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Ｂ型超声能及早诊断行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异常
流血患者的出血原因，有利于医生了解子宫内情况，采取相应

的对症治疗措施，减少出血量，缩短止血时间，有利于患者子宫

早期恢复，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广泛推荐使用于临床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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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詹文，张荷义，陈敏，等．Ｂ超监测下无痛人流的随机性临床研究．
内蒙古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４（６）：７００－７０２．

［１４］　段振玲，敬晓涛，徐琳，等．人工流产术后阴道流血４５天．实用妇
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８）：６２４－６２６．

［１５］　崔雪蓉．五加生化胶囊治疗人流术后 Ｂ超示宫内强回声疗效分
析．中国美容医学，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２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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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１０１０例不孕不育症患者病因分析
肖育红１　周敏１　齐倩１　白璐１　张丽丽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２０２医院优生优育中心，沈阳 １１０００３
２舒兰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吉林 舒兰 １３２６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沈阳市１０１０例不孕不育症患者病因。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在我院接受诊断及治疗的１０１０例不孕不育患者进行研究，为所有患者进行检查，记录导致患者不孕不育
的病因，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评价影响男女患者不孕不育的危险因素。结果：女性不孕的病因在原发不
孕及继发不孕的患者中均以排卵障碍为主，其次为输卵管病变。原发不孕与继发不孕患者在病因上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原发不育的病因主要为弱精子症和精液不液化，以及畸精子症，而继发不育
的主要病因是弱精子症和畸精子症，以及少精子症。原发不育与继发不育患者在病因上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评价可知，影响女性不孕的危险因素为排卵障碍及输卵管病
变，影响男性不育的危险因素为弱精子症及畸精子症。结论：沈阳市不孕不育患者的病因较多，临床上应给

予积极的健康宣教以及合理的预防措施，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不孕不育患者的发病比例，值得重视。

【关键词】　沈阳市；不孕不育症；病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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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我国人民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不孕不育患者的比例
逐年上升。在临床上，不孕不育主要是夫妻双方均在规律性生

活１年后仍无法发生受孕生育的一种疾病，分原发性及继发性
两类，均为生殖健康缺陷［１］。国外 ＮｏｖｅｓｋｉＰ等人［２］报道指出，

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较多，进行有效治疗的重要前提是找出具

体病因。因此，为更好地帮助临床医师掌握不孕不育患者的发

病情况，本文对沈阳市１０１０例不孕不育患者进行研究，得到了
一些结论。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接受诊断及治疗

的１０１０例不孕不育患者进行研究，男３４８例，女６６２例；年龄２２
～３８岁，平均年龄为（２６４±３５）岁；病程１～１５年，平均病程
为（３２±０７）年。６６２例女性不孕患者中，原发性不孕者１９０
例，继发性不孕者４７２例。３４８例男性不育患者中，原发性不育
者９８例，继发性不育者２５０例。纳入标准：（１）符合ＷＨＯ关于
不孕不育的诊断标准；（２）女性经过超声等影像学手段确诊，男
性均经过精子检查和精液分析等手段确诊；（３）年龄 ＞２０岁；
（４）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１）有恶性肿瘤者；（２）
有其他严重的心、肝、肾等器官严重功能疾病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对女性患者详细询问其病史情况，实施妇科检查、阴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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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检查以及子宫输卵管的造影检查，检测血清生殖激素和抗子

宫内膜抗体及抗精子抗体和抗卵巢抗体等指标。对男性患者

实施２次以上的精液分析，测定其精浆抗精子抗体等指标，通过
磁性酶联法检测性激素（深圳新产业公司生产的试剂盒，生产

批号：０８１７８），由金标斑点渗滤法检测免疫抗体（三明博峰公司
生产，生产批号：２００４１１０１）。分析并记录导致患者不孕不育的
病因，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男女患者不孕不育的危险
因素。

１３　判定标准［３－５］

夫妻双方均有正常的性生活，且未避孕的前提下１年内并
未妊娠即可诊断为不孕不育症。其中未避孕且从未妊娠的患

者称为原发不孕不育，曾有过妊娠而后未避孕而１年内不孕者
称为继发性不孕不育。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比较采用χ２检验，危险

因素分析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进行评价。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６６２例女性不孕的病因分析

女性不孕的病因在原发不孕及继发不孕的患者中均以排

卵障碍为主，其次为输卵管病变。原发不孕与继发不孕患者在

病因上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３４８例男性不育的病因分析

原发不育的病因主要为弱精子症和精液不液化，以及畸精

子症，而继发不育的主要病因是弱精子症和畸精子症，以及少

精子症。原发不育与继发不育患者在病因上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影响不孕不育的危险因素分析

将不孕不育作为因变量，排卵障碍、输卵管病变、弱精子症

以及畸精子症作为自变量，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可知，影响女

性不孕的危险因素为排卵障碍及输卵管病变，影响男性不育的

危险因素为弱精子症及畸精子症。见表３。

表１　６６２例女性不孕的病因

病因
原发不孕

（ｎ＝１９０）
继发不孕

（ｎ＝４７２）
χ２ Ｐ

排卵障碍 １１４（６０００） ２４９（５２７５） ２８７１ ００９０

输卵管病变 ４６（２４２１） １２６（２６６９） ０４３５ ０５１０

免疫因素 １０（５２６） ３５（７４２） ０９９０ ０３２０

子宫发育不良 　８（４２１） １０（２１２） ２２４１ ０１３４

子宫内膜异位症 　５（２６３） ３０（６３６） ３７５２ ００５３

不明原因 　７（３６８） ２２（４６６） ０３０９ ０５７９

表２　３４８例男性不育的病因

病因
原发不育

（ｎ＝９８）
继发不育

（ｎ＝２５０）
χ２ Ｐ

弱精子症 ２４（２４４９） ８８（３５２０） ３７００ ００５４

精液不液化 １３（１３２７） ２２（８８０） １５５２ ０２１３

畸精子症 １０（１０２０） ４３（１７２０） ２６６９ ０１０２

免疫学因素 ９（９１８） １９（７６０） ０２３９ ０６２５

少精子症 ８（８１６） ２８（１１２０） ０７００ ０４０３

无精子症 ６（６１２） ６（２４０） ２９３０ ００８７

性交及射精障碍 ７（７１４） ８（３２０） ２６５４ ０１０３

生殖道感染 ６（６１２） ７（２８０） ２１６１ ０１４２

其他原因 １５（１５３１） ２９（１１６０） ０８７６ ０３４９

表３　影响不孕不育的危险因素分析

性别 危险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女性 排卵障碍 ４２３６ ２１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３３４ １０７２～８５９４

输卵管病变 ３１８９ ３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５ １３０８～７１７５

免疫因素 ２０８４ １２７５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２ １０５６～３２５６

子宫发育不良 １９７９ １０８６ ００８７ ０５０９ ０７４８～２０５８

子宫内膜异位症 ２０６３ １２４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８ ０５８２～２３６５

不明原因 ２２１１ １１７８ ０２４５ ０３５８ ０３８７～２２２４

男性 弱精子症 ５５２７ ４１８４ ００１０ ２６２１ １２５５～７３８４

畸精子症 ５２０８ ３２９９ ００４０ １９６３ １１２８～１００７７

精液不液化 １０８５ １９０８ ０１６５ ０３６５ ００２０～１５８６

免疫学因素 ２２２５ ２０７４ ０３３２ ０５４８ ０１８５～２６８４

少精子症 １９４９ １６５１ ０２８７ ０７４３ ００６８～３０９５

无精子症 １８６３ １７４８ ００８４ ０３０９ １２５７～２５６８

性交及射精障碍 ２０５９ １２０６ ００９６ ０５４２ １０５８～６８４２

生殖道感染 １６１８ ２０６８ ０５２３ ０４０８ １５９２～３２５８

其他原因 １９２３ １２３５ ０５８１ ０５６８ １６３５～５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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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临床上不孕不育症患

者的比例亦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由于不孕不育不仅会造

成患者沉重的心理负担，严重时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掌握不孕

不育的病因情况对于后续治疗显得十分重要［６，７］。鉴于此，本

文通过分析沈阳市１０２０例患者的发病原因，旨在为临床治疗提

供相应的数据参考支持。

本文经过研究后发现原发不孕、不育与继发不孕、不育患

者在病因上均无统计学差异，表明不孕不育无论是原发还是继

发，在病因方面均无明显区别，符合国外ＡｇｂｕｇｕｉＪＯ等人［８，９］的

相关报道结果。同时，本文结果还显示，影响女性不孕的危险

因素为排卵障碍及输卵管病变，影响男性不育的危险因素为弱

精子症及畸精子症。在女性不孕方面，排卵障碍主要是受到多

囊卵巢综合征或高泌乳素血症，以及卵巢早衰等相关因素的影

响而诱发，此类疾病易导致患者生殖内分泌和代谢功能出现一

定的障碍，甚至形成严重的并发症；主要特征是持续不排卵，雄

激素偏多以及形成胰岛素抵抗等，使患者无法获得受孕条件。

在输卵管病变方面，成年女性必须满足２个条件方可受孕，即输

卵管功能正常以及能够排出成熟卵子。若输卵管发生病变，则

可能直接影响正常输卵管的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最终由于无

法顺利排卵而导致不孕。国外有报道指出［１０］，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不孕由输卵管类疾病而引发，例如输卵管黏膜炎可能致使患

者的黏膜皱褶发生粘连，进而使得管腔狭窄，对纤毛功能产生

损害；输卵管周围炎则可能使输卵管附近发生粘连，扭曲输卵

管，降低管壁肌蠕动的速度；而淋球菌或沙眼衣原体导致的输

卵管炎则可能影响有关黏膜的正常工作，部分炎症区形成的渗

出物甚至会堵塞患者的输卵管，最终导致不孕。在男性不育方

面，除弱精子症及畸精子症等影响男性不育的危险因素外，精

液不液化、少精子症亦占有较高比例，此类精液异常症状主要

由生殖道感染、慢性前列腺炎以及精囊炎等疾病所引起，也会

随着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工作压力过大、不良生活习惯以

及长时间的精神高度紧张均可能引发精液异常。部分精液异

常者还可能诱发弱精、死精以及阳痿和早泄等症状，最终影响

男性的正常生殖功能。宋晓等［１１］的报道证实，在未区分原发性

不育以及继发性不育的患者群体中，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以

及精液不液化在男性不育中具有较高比例，亦是导致男性不育

的主要原因，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 ＫａｔｉｂＡ

等［１２－１５］亦有类似的报道可进行佐证。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地预防是尽可能避免不孕不育的重要

方法，因此各级医疗结构可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生殖健康知识的

普及，为适龄人群宣传不良生活习惯对生殖健康的危害，降低

环境因素对生殖健康的影响，确保良好的个人卫生。要求女性

定期体检，强化自我保护的意识，减少流产手术的次数，尽可能

地保护好子宫及输卵管的正常功能，在最佳心情状态的基础上

切实地预防不孕不育。

综上所述，沈阳市不孕不育患者的病因较多，临床上应给予

积极的健康宣教以及合理的预防措施，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不孕

不育患者的发病比例，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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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唑和氯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患者子
宫内膜及妊娠率的影响分析
卢贝琳１　陈俊卿２△

１普宁市人民医院妇科，广东 揭阳 ５１５３００
２普宁市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揭阳 ５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考察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患者使用来曲唑和氯米芬对子宫内膜及妊娠率的影
响。方法：将２０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００例。对照组患者给予
氯米芬治疗，研究组患者给予来曲唑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殖激素水平变化、子宫内膜情况以及妊娠率。

结果：研究组患者周期第８ｄ的雌二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雄烯二酮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ｈＣＧ
日的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雌二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研究组患者排卵
率和周期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成熟卵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ｈＣＧ日子宫颈黏液评分、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来曲唑具有促进患者排卵
作用，且排卵率高于氯米芬并倾向于单卵发育，对子宫内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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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１）．ＯｎｔｈｅＨＣＧｄａｙ，ｔｈｅ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１）．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ｍｕｃｕｓｓｃｏｒｅａｔＨＣＧ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ｈａ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ｍａ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ｈａｓｌｅｓ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文献标志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是一种临床上多见的生殖内分泌
疾病，５０％～７５％的ＰＣＯＳ患者因不排卵而无法生育［１，２］。对于

ＰＣＯＳ的治疗，目前仍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手段，其中氯米芬是应
用最为广泛的促排卵药物［３］。然而，约有１／４的患者存在氯米
芬抵抗，且氯米芬对于ＰＣＯＳ的临床治疗效果不够理想，其对子
宫内膜和宫颈黏液具有负面影响，因此虽然其具有较高的排卵

率，但妊娠率较低［４］。来曲唑是一种新型的ＰＣＯＳ治疗药物，属
于高选择性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已有报道其临床应用效果良

好［５］。然而，目前的报道多停留在来曲唑对 ＰＣＯＳ患者妊娠率
的影响，其对子宫内膜和患者体内激素水平的调节作用少见报

道。因此，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不孕患者使用来曲唑和氯

米芬对子宫内膜及妊娠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间于本院就诊的 ＰＣＯＳ
所致不孕患者２００例，所有患者均符合鹿特丹标准［６］，排除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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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素、输卵管造影确认至少一侧畅通。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且

患者知情同意后将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００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基线性激素雌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

（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睾酮（Ｔ）水平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ｎ）
年龄

（岁）

不孕年限

（年）

ＢＭＩ

（ｋｇ／ｍ２）

性激素水平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ＩＵ／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研究组（１００） ２７７±３６ ２８±１９ ２１８±３１ ４２０±１３３ ６０±２５ ６７±１４ ０３±０１

对照组（１００） ２９７±４１ ２７±２２ ２１７±３０ ４０８±１３１ ５６±２７ ６４±１８ ０３±０２

ｔ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５６ 　１１７ 　０９６ 　００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于月经周期第５ｄ开始每日口服氯米芬１００

ｍｇ，共５ｄ。研究组患者于月经周期第５ｄ开始每日口服来曲
唑５ｍｇ，共５ｄ。月经周期第１０ｄ时，两组患者开始应用多普
勒超声检测患者卵泡和子宫内膜情况。子宫内膜厚度低于

４ｍｍ患者口服戊酸雌二醇 ２～６ｍｇ／ｄ，直至厚度达到 ８ｍｍ
或以上。最大卵泡直径达到１８ｍｍ且黄体生成素阳性时，肌
肉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诱发排卵，并嘱
咐注射日和次日同房。注射ｈＣＧ后２ｄ行多普勒超声检测是
否排卵。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卵泡期、注射ｈＣＧ日患者的激素变化情况，Ｅ２、ＬＨ

和Ｔ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法测定，雄烯二酮（Ａ）水平采用放射
免疫法测定。排卵率和周期妊娠率；ＨＣＧ日患者的子宫内膜厚
度、子宫颈粘液评分（Ｉｎｓｌｅｒ评分［７］）和成熟卵泡数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ｔ检验，

计数资料以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妊娠情况比较

研究组共进行１７２个周期的治疗，对照组患者共进行１５９
个周期的治疗，研究组患者排卵率和周期妊娠率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成熟卵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ｈＣＧ

日子宫颈黏液评分、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厚度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妊娠排卵率与妊娠率

组别 周期数 排卵率（％） 周期妊娠率（％）

研究组 １７２ ６５１（１１２／１７２） ２０３（３５／１７２）

对照组 １５９ ４６５（７４／１５９） １１９（１９／１５９）

χ２ １１５８１ ４２６９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情况

组别 周期数
成熟卵泡数目

（个）

ｈＣＧ日子宫内膜
厚度（ｍｍ）

ｈＣＧ日子宫颈
黏液评分

研究组 １７２ １１±０３ ８９±０１ １１９±１８

对照组 １５９ １７±０６ ７８±０３ ９９±２１

ｔ －１１３６５ ９９９８７ １０１００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激素水平变化
研究组患者周期第８ｄ的雌二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雄烯

二酮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ｈＣＧ日的黄体生成素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雌二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周期第８ｄ与ｈＣＧ日性激素水平

组别
周期第８ｄ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Ａ（ｍｏｌ／Ｌ）

ｈＣＧ日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Ａ（ｍｏｌ／Ｌ）

研究组 ７４±４４ １５８６±１１２５ １２±０５ ６８±２７ ３４５±２８５ ６３４４±３７８６ １４±０６ ６９±３２

对照组 ７９±３０ ６４９１±８１１ １１±０４ ５３±１５ １８３±１４３ １６５５３±２２７１ １３±０６ ６６±２５

ｔ －０９３９ －３５３６８ １５６２ ４５８６ ５０８１ －２３１２４ １１７９ ０７３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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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来曲唑和氯米芬虽然都能诱导卵泡发育，但其机制不同。

氯米芬具有与己烯雌酚类似的结构，可以与下丘脑细胞雌激素

受体竞争性结合，以减少雌激素对下丘脑、垂体的负反馈作用，

刺激ＦＳＨ和ＬＨ的释放，促进卵泡的募集［８］。来曲唑是一种芳

香化酶抑制剂，降低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的速度，从中枢以及

外周两方面共同作用加速卵泡生长［９］。由于氯米芬临床效果

不稳定，且部分患者存在有氯米芬抵抗，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医

疗工作者倾向于使用来曲唑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进行治疗。

虽然，目前已有报道成来曲唑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效果

优于氯米芬［１０］，但也有报道称其治疗效果与氯米芬无统计学差

异［１１］。因此，探讨两种药物对患者子宫内膜和妊娠率的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排卵率和妊娠率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提示使用来曲唑治疗 ＰＣＯＳ临床效果优于氯米芬。
为探讨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差异原因，本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

的子宫内膜情况和激素变化情况。研究证实，研究组患者子宫

内膜厚度显和子宫黏液评分著高于对照组，与大部分的研究结

果相符［１０，１１］。其原因是来曲唑不作用于雌激素受体，且半衰期

较短，因此不会影响子宫内膜的生长。同时，随着卵泡生长发

育，其分泌的雌激素可以作用于生殖系统的各个组织，包括宫

颈部分，因此宫颈的黏液性状更有利于精子穿行，从而提高了

患者妊娠率。同时，研究组患者的成熟卵泡数目显著低于对照

组。其原因是来曲唑可以阻断雌激素对 ＦＳＨ的负反应调节机
制，因此增加了ＦＳＨ的分泌水平；随着ＦＳＨ分泌量的增加，卵泡
得以发育，雌激素水平升高，进而负反馈抑制ＦＳＨ。而由于来曲
唑具有较短的半衰期，因此不会持续性刺激 ＦＳＨ升高，避免了
多个卵细胞的发育。比较两组患者激素水平变化发现研究组

在月经周期第８ｄ时血清雄烯二酮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雌
二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与来曲唑抑制雄激素向雌激素

转换的作用机制是相符的。ｈＣＧ日，研究组患者除雌二醇水平
低于对照组外，黄体生成素水平则显著增高。其原因是，来曲

唑抑制雄激素向雌激素的转变，因此雄激素产生堆积。而过多

的雄激素作用于下丘脑 －垂体轴，会损害 ＬＨ分泌的负反馈机
制，引起ＬＨ的增加［１２，１３］。虽然过早的 ＬＨ堆积会一直卵泡的
发育并降低卵子的质量［１４，１５］，但由于研究组患者Ｅ２对下丘脑－
垂体仍有正反馈作用机制，因此可以诱导ＬＨ的分泌时机延后，
降低其对卵泡的影响。

综上所述，来曲唑具有促进患者排卵作用，且排卵率高于

氯米芬并倾向于单卵发育，对子宫内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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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补阳中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血清
性激素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
张晓芳　张宜群
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滋阴补阳中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影
响。方法：选取我院妇科住院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腹腔镜术后患者９８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两组，对照组４８例，采用常规促排卵治疗，研究组５０例，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滋阴补阳中药治疗，比
较两组临床疗效、血清性激素水平和妊娠结局的差异。结果：研究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ＣＧ注射日，研究组血清性激素（雌二醇、总睾酮、促黄体生成素）水平、子
宫内膜厚度、成熟卵泡数目和优势卵泡数目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研究组排卵率和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不良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滋阴补阳中药有助于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改善子宫内膜厚度与排卵情

况，改善妊娠结局，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滋阴补阳中药；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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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ｓ）占育龄妇女人群的
１０％ ～１５％，其中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占 ３０％ ～
５０％［１］。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的治疗是临床关注

的重点和难题，目前，临床常采用手术治疗、药物治疗、药物联

合手术治疗等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治疗中。但如何有效

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结局成

为了临床棘手问题［２］。本研究表明滋阴补阳中药有助于提高

不孕症患者妊娠率，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在我院妇科住院部子
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行腹腔镜辅助下异位囊肿开窗术，穿

刺术与异位囊肿剥除术，术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妇科检查结

果明显改善，Ｂ超检查正常，且双侧输卵管通畅患者９８例，全部
患者对本研究试验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５０例，年龄 ２０～３９
岁，平均年龄（３０９６±５１２）岁，不孕症类型：原发性不孕症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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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继发性不孕症２６例，病情分期：Ⅰ～Ⅱ期１７例，Ⅲ期１７例，
Ⅳ期１６例，不孕症病程（３４２±０８５）年；对照组４８例，年龄２１
～４０岁，平均年龄（３１１１±５０９）岁，原发性不孕症２５例，继发
性不孕症２３例，Ⅰ～Ⅱ期１６例，Ⅲ期１８例，Ⅳ期１４例，不孕症
病程（３５１±０９１）年。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症类型、病情分
期、病程等基线资料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诊断标准　（１）子宫内膜异位症［３］：腹腔镜下盆腔器官

（子宫直肠窝、子宫阔韧带、子宫骶骨韧带、卵巢组织粘连处均

找到子宫内膜异位病灶，进一步病理检查证实）。（２）不孕症：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定义［３］，婚

后同居≥１年，性生活正常，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能生育，
其中原发性不孕是指一对夫妇暴露于妊娠可能（生育要求而未

避孕，性生活正常）≥１年而未成功受孕者，继发性不孕是指具
有妊娠史，暴露于妊娠可能≥１年而未成功受孕者（哺乳期闭经
期除外）。（３）妊娠：尿妊娠试验阳性即可诊断为妊娠，Ｂ超检
查显示宫腔内孕囊和胎心搏动，诊断为临床妊娠［４］。

１２２　纳入标准　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的诊断标准，
育龄期妇女且具有生育要求的腹腔镜术后患者。

１２３　排除标准　由于输卵管、卵巢、内分泌等原因导致的不
孕症，合并高血压、心脏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造血系统疾病、肝

肾功能异常、糖尿病，男方生育能力异常，合并精神性疾病和过

敏体质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采用常规促排卵治疗，即枸橼酸氯米芬

（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Ｃ）（商品名：法地兰，生产企业：ＣＯＤＡＬ
ＳＹＮＴＯＬＴＤ（高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９１０７９）７５ｍｇ，
口服，１次／ｄ，或来曲唑（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ＬＥ）（商品名：芙瑞，生产企
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１００１）５ｍｇ，口
服，１次／ｄ，联合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
ＨＭＧ）（生 产 企 业：丽 珠 集 团 丽 珠 制 药 厂，国 药 准 字：
Ｈ１０９４００９７）７５ＩＵ肌注，１次／ｄ，当 Ｂ超显示卵泡平均直径１８～
２０ｍｍ时，当晚给予人绒毛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生产企业：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０６７３）１００００ＩＵ肌肉注射。研究组在对照组方案的基础上
采用滋阴补阳中药治疗，卵泡期（月经第５ｄ）服用滋阴奠基汤
（菟丝子１０ｇ、女贞子１０ｇ、山萸肉１０ｇ、山药１０ｇ、白芍１２ｇ、当归
１０ｇ，熟地黄１５ｇ），直至Ｂ超监测排出卵泡即将滋阴奠基汤换成
补阳助黄汤（巴戟天１２ｇ、紫石英１０ｇ、杜仲１０ｇ、川断１５ｇ，党参
１０ｇ，补骨脂１２ｇ），直至月经来潮时停药，经期不服中药。中药１
剂／ｄ，分两次口服，服药期间根据中医证型加减，合并痰湿内阻
证加半夏１０ｇ、陈皮８ｇ、香附８ｇ、苍术１５ｇ等，合并瘀血阻滞证加
红花９ｇ、丹参 １２ｇ、赤芍 ９ｇ、桃仁 ９ｇ等，合并肝郁证加合欢皮
１０ｇ、郁金１０ｇ、柴胡１０ｇ等。全部患者均在Ｂ超监测排卵后开始
予地屈孕酮１０ｍｇ，２次／ｄ，连续应用１２～１４ｄ，治疗３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全部患者治疗３个月，观察随访２年。
１４１　临床疗效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５］评估
临床疗效，其中血清β－ｈＣＧ阳性，Ｂ超检查显示孕囊和胎心搏
动则为痊愈；治疗周期中Ｂ超检查显示有排卵但未成功受孕者

则为有效；治疗周期中Ｂ超检查显示无优势卵泡则为无效。治
疗有效率＝痊愈率＋有效率。全部患者随访至胎儿分娩，记录
自然流产、异位妊娠、自然分娩和剖宫产比例。

１４２　血清内分泌性激素水平　于ｈＣＧ注射日８：００～９：００ａｍ
空腹采集静脉血液标本５ｍＬ，低温分离血清，低温冰箱备存待
测，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总睾酮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和促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４３　排卵周期　月经周期第９ｄ开始采用阴道Ｂ超监测卵巢
发育，卵巢＜１０ｍｍ，隔两日监测一次，卵泡≥１０ｍｍ，隔日一次，
卵泡≥１５ｍ，１次／ｄ，直至排卵，如超出预计排卵日１周和超声监
测卵泡异常增大或缩小则停止排卵监测，排卵征象：卵泡消失

或缩小，伴有卵泡内壁坍陷，缩小的卵泡腔内出现低回声，随后

卵泡腔增大，回声增强，子宫直肠陷凹少量积液。ｈＣＧ注射日
采用阴道Ｂ超监测子宫内膜厚度，对评估机体内分泌性激素水
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卵泡生长，性激素水平逐渐增加，子宫内

膜厚度不断增加，当成熟卵泡（卵泡直径≥１４ｍｍ）形成时，内膜
厚度高达８～１４ｍｍ。当卵泡直径≥１８ｍｍ，卵泡液增多，边缘清
晰可见，卵泡位于卵巢边缘，透亮度较高则为优势卵泡。

１４４　妊娠结局　采用电话、门诊和家庭等随访方式追踪患者
的妊娠情况，统计分析两组妊娠结局指标，比较两组自然妊娠、

自然流产、异位妊娠、自然分娩和剖宫产率的差异，其中不良妊

娠率＝自然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剖宫产率。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的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两组间的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组间临床疗效的比较

研究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研究组 ５０ １８ ２５ ７ ８６００

对照组 ４８ ６ ２５ １７ ６４５８

χ２ ４７０

Ｐ ＜００５

２２　组间血清内分泌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ｈＣＧ注射日，研究组血清内分泌性激素（Ｅ２、Ｔ、ＬＨ）水平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内分泌性激素水平

组别 例数 Ｅ２（ｎｇ／Ｌ） Ｔ（ｎｇ／ｄＬ） ＬＨ（ＩＵ／Ｌ）

研究组 ５０ ７５２６±６５２ ５９８６±４１６ ７２９±１２６

对照组 ４８ ５８２１±４５９ ５２０１±３９８ ６３１±２０１

ｔ １４９１ ９５４ ２９１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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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组间促排卵作用和结局比较
ｈＣＧ注射日，研究组子宫内膜厚度、成熟卵泡数目和优势

卵泡数目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研究组排卵率和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促排卵作用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成熟卵泡数目

（个）

优势卵泡数目

（个）

研究组 ５０ ９６８±１２５ ２１２±０５２ ２０９±０６５
对照组 ４８ ８６５±０９８ １１９±０３８ １０９±０５２
ｔ ４５３ １００７ ８３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４　两组患者促排卵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妊娠率

研究组 ５０ ４３（８６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对照组 ４８ ３１（６４５８） ６（１２５０）

χ２ ４７０ ７３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组间妊娠结局的比较
研究组不良妊娠率为９５２％（２／２１），对照组不良妊娠率为

６０００％（６／１０），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５７，Ｐ＜
００５），其中研究组自然流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自然分娩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自然流产 异位妊娠 自然分娩 剖宫产

研究组 ２１ ０ １（４７６） １９（９０４８） １（４７６）

对照组 １０ ３（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χ２ ３９６ ０４８ ６５７ ００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由于子宫内膜、内分泌、排卵、囊肿和输卵

管等原因导致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常规采用腹

腔镜、促排卵药物治疗、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三部曲”是该疾病

的基本原则［６］。但部分患者经促排卵药物治疗仍未能成功妊

娠。相关研究显示，滋阴补阳中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

症患者具有重要的治疗作用［７］。子宫内膜异位症归属中医“痛

经、不孕”等范畴，中医认为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生殖，为

阴阳之根，胞络系于肾；脾主统血，气血为生化之源，脾主运化，

脾气虚则运化失职，浊气不降。肝肾脾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

肝肾虚而失其所养，肝郁则血气不畅，离经而出血，脾虚而肝

郁，肝郁而气滞，气滞而淤血［８，９］。因此，采用益气补肾、散坚软

结为治疗该疾病的基本治则。滋阴补阳中药有助于调节细胞

因子和激素水平，同时改善下丘脑 －垂体 －卵巢性腺轴功能，
促进细胞凋亡，改善血液循环，逼近显著改善月经疼痛，月经不

调和不孕症等情况，同时，药物无明显不良反应［１０，１１］。因此，滋

阴补阳中药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和预防复发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关于其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患者内分泌激

素水平和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甚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加用滋阴补阳中药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

高于常规促排卵治疗患者，显著增加内分泌激素水平、子宫内

膜厚度、成熟卵泡数量和优势卵泡数量，同时显著增加排卵率

和妊娠率，降低不良妊娠率，从而改善妊娠结局。滋阴补阳中

药在改善妊娠结局的机制体现在：（１）中医学认为：肾在女性生
殖机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滋阴补阳中药以“肾主生殖”、“阴

阳转化”等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卵巢周期性变化，建立月经周

期规律的中药调整治疗体系。滋阴补阳中药分为滋肾阴（滋阴

奠基汤）和补肾阳（补阳助黄汤）两时期，有助于调节阴阳平

衡［１２］。（２）滋阴奠基汤发挥维护性功能和促进阴长等作用，其
中通过维护性激素水平显著增强性功能［１３］。同时，阴长主要促

进精卵发育和成熟，促进子宫内膜增厚，明显增加子宫内膜厚

度和改善排卵状况，增加妊娠率［１４］。（３）在阴长精卵发育成熟
时，发生阴阳转化，气血变化剧烈排出卵子，此时开始阳长；补

阳助黄汤有助于增长阳分，有助于促进经间排卵期卵子排除，

促进卵子温氧和输送；通过阳长促进生殖功能的生长发育，降

低自然流产、异位妊娠和胎盘早剥等不良妊娠现象，降低剖宫

产，改善妊娠结局［１５］。因此，滋阴补阳中药有助于改善性激素

水平和妊娠结局。

综上所述，滋阴补阳中药有助于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

不孕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改善子宫内膜厚度与排卵情况，

改善妊娠结局，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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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ＥＭＳ患者ＩＶＦ或ＩＣＳＩ周期中的体质量指数与其临床结局相关性。方法：回顾性
分析我院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２４１例采用ＩＣＳＩ或ＩＶＦ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中的ＥＭＳ患
者按严重程度分为轻度组（ｎ＝５３）和中重度组（ｎ＝４６），其余患者设为对照组（ｎ＝１３２）。比较各组Ｇｎ用量、ｈＣＧ
日Ｅ２水平、Ｇｎ天数、移植胚胎数、获卵数、患者体质量指数及临床结局。结果：中重度组患者的Ｇｎ用量显著高于
轻度组和对照组，而移植胚胎数、获卵数和ｈＣＧ日Ｅ２水平低于轻度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轻
度组与对照组比较ＢＭＩ和临床妊娠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轻度组早期自然流产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重度组患者ＢＭＩ和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组和轻度组，早期自然流产率高于轻度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ＭＳ患者ＢＭＩ指数下降后早期自然流产率增高，两者呈负相关性（ｒ
＝－０７１３，Ｐ＝０００８）。而与临床妊娠率呈正相关性，临床妊娠率随ＢＭＩ降低而降低（ｒ＝０６９５，Ｐ＝００１２）。结论：
ＥＭＳ患者病情加重后ＢＭＩ降低，同时自然流产率增高，导致临床结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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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ＭＳ）是一种因内膜细胞异位种植导致
的疾病，在妇科极为常见。该病的发病机理说法众多，但目前

接受较为普遍的是种植学说，即子宫内膜碎片经输卵管进入盆

腔，并在盆腔脏器表面增殖形成病灶。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表

现多样，包括月经异常、痛经、性交痛、膀胱刺激征和不孕症等，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都有着较大影响［１］。有研究［２］指出，ＥＭＳ患
者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显著低于健康对照人群。但关于其是否
会影响体外受精（ＩＶＦ）或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ＣＳＩ）周期临床
结局的报道较少。为探讨ＢＭＩ和采用 ＩＶＦ或 ＩＣＳＩ治疗的 ＥＭＳ
患者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笔者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２４１例
采用ＩＣＳＩ或ＩＶＦ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收治的２４１例采用ＩＣＳＩ
或ＩＶＦ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１１例ＩＶＦ／ＩＣ
ＳＩ，２２７例ＩＶＦ，３例ＩＣＳＩ。将２４１例患者按是否为ＥＭＳ患者及其
严重程度分为轻度组、中重度组和对照组。轻度组５３例，年龄２６
～４１岁，平均（３１８７±３６９）岁，不孕年限为（４３２±２４１）年；中
重度组４６例，年龄２４～３９岁，平均（３２０７±３８１）岁，不孕年限
为（４２９±２２３）年；对照组１３２例，年龄２７～４１岁，平均（３２１４
±３６８）岁，不孕年限为（４２１±２３３）年。三组患者在年龄、不孕
年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比性良好。本研
究取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及分组标准
入选患者小于４２岁，半年内无免疫抑制剂和激素类药物使

用史，排除合并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炎、自身免疫性疾

病、盆腔疾病以及严重肝肾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经开腹手术

或腹腔镜病理活检确诊是否患有ＥＭＳ，按照美国生殖医学协会
（ＡＳＲ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ＭＳ病理分
期标准对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分期［３］，以此为依据进行分组。轻

度组为子宫内膜异位症Ⅰ～Ⅱ期患者，中重度组为子宫内膜异

位症Ⅲ～Ⅳ期患者，对照组未患子宫内膜异位症。
１３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达菲林（３７５ｍｇ／支，法国益普生生物制
药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１０２３８）１２０～１８５ｍｇ在黄体中期肌肉
注射进行调节，月经周期使用重组卵泡刺激素（ｓｔｒｏｎｅｌ公司，
７５Ｕ／支）进行调节，当出现２个或以上数量的直径超过１８ｍｍ
卵泡时停止重组卵泡刺激素，择日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美

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１０３０７，２０００Ｕ／支），
注射１００００ＩＵ后３６ｈ行取卵术。丈夫在妻子取卵前４天内禁
欲，取卵后３ｈ内取精液。常规行 ＩＶＦ或 ＩＣＳＩ操作受精，经培
养后选取２～３个胚胎进行移植。移植４周后经Ｂ超发现宫内
孕囊，或在病理切片中发现绒毛组织即可确认为临床妊娠的

发生。

１４　观察指标
记录各组患者Ｇｎ促排天数、Ｇｎ用量、ｈＣＧ日Ｅ２水平，获卵

数、移植胚胎数、ＢＭＩ、临床妊娠数和早期自然流产发生情况，计
算各组临床妊娠率和早期自然流产率并作相应比较。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对计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多组资料先采用方差分析进行检验，有意义

时再进行组间比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相关性检验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设定为α＝００５，当Ｐ＜００５
时差异其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方差分析发现三组患者除Ｇｎ使用天数外，Ｇｎ用量、获卵数、
ｈＣＧ日Ｅ２水平和移植胚胎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组间比较发现，中重度组患者的Ｇｎ用量显著高于轻度组和对照
组（Ｐ＜００５）。而移植胚胎数、获卵数和ｈＣＧ日Ｅ２水平低于轻度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临床指标

组别 例数（ｎ） Ｇｎ剂量 Ｇｎ天数（ｄ）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获卵数 移植胚胎数

轻度组 ５３ ３０２８±１０９５▲ １１３４±１３８ ２５３８１３±１３１１５２▲ １２０７±６３３▲ ２１１±０３２▲

中重度组 ４６ ３９６７±１７２４ １１５１±２７６ １８６４７９±１３１７４７ ８２１±４５７ １９５±０５３

对照组 １３２ ３１１９±１２６３▲ １１８９±２０１ ２４３１６８±１３０４１５▲ １１０６±６３８▲ ２２４±０４０▲

Ｆ ６８７４ １０６７ ４１９２ ３０７１ ４３５４

Ｐ ００１１ ０８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中重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妊娠结局和ＢＭＩ对比
经方差分析检验发现，三组患者ＢＭＩ、临床妊娠率和早期自

然流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轻度组与
对照组比较时 ＢＭＩ和临床妊娠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轻度组早期自然流产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中重度组患者ＢＭＩ和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
组和轻度组，但早期自然流产率高于轻度组和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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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患者妊娠结局和ＢＭＩ

组别
例数

（ｎ）
ＢＭＩ

（ｋｇ／ｍ２）
临床

妊娠率

早期

自然流产率

轻度组 ５３ ２１１７±２２４▲ ３５８４（１９／５３）▲ ２１０５（４／１９）▲

中重度组 ４６ １９５７±１８６ １５２１（７／４６） ４２８６（３／７）

对照组 １３２ ２１５３±２９８▲ ３８６４（５１／１３２）▲ ９８０（５／５１）▲

Ｆ 　　３７４１ 　２６９０ 　４１７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中重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ＢＭＩ与临床结局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发现ＥＭＳ患者ＢＭＩ指数下降后早期自

然流产率增高，两者呈负相关性（ｒ＝－０７１３，Ｐ＝０００８）。而
与临床妊娠率呈正相关性，临床妊娠率随ＢＭＩ降低而降低（ｒ＝
０６９５，Ｐ＝００１２）。
#

　讨论
ＥＭＳ本质上是一种良性疾病，但常会导致恶性结果的出

现，如不孕症、痛经等。特别是发生在生育年龄段妇女身上时，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关系都会造成一定不良影响。ＥＭＳ
可导致患者自然受孕几率极大降低，对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患

者也可造成如胚胎种植率下降、卵子回收率降低等结局，进而

影响临床结局。更有报道［４］指出，ＥＭＳ患者中不孕症发生率高
达３５％～４８％。因此，如何有效的降低ＥＭＳ患者的不孕症发生
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报道［５］指出，接受 ＩＣＳＩ或 ＩＶＦ等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
ＥＭＳ患者通常不能取得满意的妊娠结局。还有研究［６］指出，输

卵管疾病和ＥＭＳ是导致ＩＶＦ治疗患者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
降低的独立危险因素。ＥＭＳ患者通常对促排卵药物敏感性不
高，加之其卵巢贮备功能低下，导致可供选择的卵子数量降低。

在本次研究中，中重度组的Ｇｎ用量远高于另外两组患者，但获
卵数和ｈＣＧ日Ｅ２水平却低于另外两组患者（Ｐ＜００５），证实了
ＥＭＳ中重度患者对促排药物敏感性较低。此外，也有研究指出，
子宫内膜容受性和卵子质量降低也是ＥＭＳ患者妊娠率较低的原
因［７］。因此，及早的评估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ＥＭＳ患者临床结
局以及改善措施是当前的研究重点。有临床研究发现，ＥＭＳ患
者通常伴有身体质量指数下降的表现，但目前并不清楚两者孰因

孰果［８］。Ｒｅｎｅｈａｎ等［９］报道指出，ＥＭＳ患者的 ＢＭＩ较其它良性
妇科疾病的患者低，特别是ＥＭＳ患者极少发现有肥胖或超重的
患者。李春明等［１０］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结论，认为ＥＭＳ患者和低
ＢＭＩ存在相关性。在本次研究中，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患者中轻
度组与对照组ＢＭＩ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中重
度组患者ＢＭＩ低于轻度组和对照组 （Ｐ＜００５）。表明ＥＭＳ患者
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ＢＭＩ才会发生降低。有研究［１１］认为，处

于Ⅲ～Ⅳ期和处于Ⅰ～Ⅱ期的ＥＭＳ患者ＢＭＩ比较并无统计学差异。
但更多的研究证实，ＥＭＳ患者ＢＭＩ的降低与病情严重程度有较
好的正相关性［１２］。还有研究［１３］发现，ＥＭＳ发生深部浸润的患者
ＢＭＩ通常低于１８５ｋｇ／ｍ２。因此我们可以得出ＢＭＩ随ＥＭＳ患者
病情的加重而降低的结论，这与文献报道的结论也较为

一致［１４，１５］。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通过比较三组患者间ＢＭＩ、临床妊娠率
和早期自然流产率，发现轻度组早期自然流产率高于对照组，而

中重度组患者ＢＭＩ和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组和轻度组，但早

期自然流产率高于轻度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发现ＥＭＳ患者ＢＭＩ指数下降后
早期自然流产率增高，两者呈负相关性（ｒ＝－０７１３，Ｐ＝０００８）。
而与临床妊娠率呈正相关性，临床妊娠率随 ＢＭＩ降低而降低（ｒ
＝０６９５，Ｐ＝００１２）。因此可总结出ＥＭＳ患者ＢＭＩ与临床结局
的关系是，临床妊娠率随 ＢＭＩ降低而降低，早期自然流产率随
ＢＭＩ降低而增高，导致临床结局恶化。本次研究探讨了接受辅助
生殖技术治疗的ＥＭＳ患者ＢＭＩ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发现了
临床结局随ＢＭＩ降低而恶化，为寻找ＥＭＳ患者辅助生殖技术应
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方向和依据。但本次研究也存

在一定局限，未就ＥＭＳ患者ＢＭＩ降低的原因及其对临床结局的
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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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不育临床与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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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
激素激动剂诱导卵泡成熟的效果观察
连蔚　罗一平　田小燕　梁美燕
顺德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３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观察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诱
导卵泡成熟的效果。方法：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选择我院入院实施宫腔内授精治疗的１００例不孕
女性进行研究，以数字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对观察组在促排卵周期中使用 ＧｎＲｈａ
诱导卵泡成熟，对照组使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观察对比两组疗效。结果：两组经过不同方式诱导
卵泡成熟，排卵率，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以及临床妊娠率无较大差异；然而观察组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

征发生率明显小于对照组。对比结果表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评分在干预之后均得到明显调节；但是观察

组的降低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方式之后，观察组患者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在干

预之前生活质量的各指标水平比较无显著差异。在进行干预后两组指标水平均上升，并且观察组均大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使用ＧｎＲｈａ诱导卵泡成熟
效果较好，降低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率。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卵泡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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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在我国的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比例高达１０％，
并且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宫腔内人工授精指的是使用一种

较为经济、安全并且便于广泛应用的辅助助孕技术［１－３］。对不

孕患者实施促排卵治疗成为目前临床的热点。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ｈＣＧ）对于诱导卵泡成熟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会致使
多卵泡发育以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多胎妊娠的发生

几率较高。本文特此研究观察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

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诱导卵泡成熟疗效，
获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选择我院入院实施宫腔内
授精治疗的１００对夫妇，经检测均排除男方不育因素，以其中的
１００例女性不孕症患者进行研究。患者年龄在２５～４０岁，平均
年龄为（３１２±３５）岁；临床不孕时间为３～１２年，平均为（７３
±２１）年。以数字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各５０
例。观察组年龄在２５～３８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２±３１）岁；临床
不孕时间为３～１１年，平均（７３±１１）年。对照组年龄在２７～
４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２±３９）岁；临床不孕时间为５～１２年，
平均为（７３±２５）年。所有患者的纳入标准为：（１）排卵较少
或没有排卵；（２）有高雄激素临床特征或者是表现出高雄激素
血症；（３）卵巢发生多囊性的病变；（４）临床资料完整，并且签署
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年龄以及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在月经第３ｄ开始服用来曲唑５ｍｇ／ｄ，１次／ｄ，连
续服用５ｄ。在月经的第７ｄ停止用药。停药２ｄ后实施阴道 Ｂ
超检测，一旦患者的最大卵泡的直径 ＜１０ｍｍ，就开始通过肌注
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ｈＭＧ）７５～１５０Ｕ促排卵。一旦具有优势
的卵泡直径＞１４ｍｍ，对尿黄体生成素进行检测。优势卵泡的平
均直径达到１８～２０ｍｍ时，检测出尿黄体生成素，对观察组患者
使用０１ｍｇＧｎＲｈａ在当天实施皮下注射，诱导患者体内卵泡成
熟。对照组则使用１０，０００ＵｈＣＧ在当天实施肌注。嘱咐患者
在注射药物当天以及第二天进行同房，在之后的４８ｈ通过阴道
Ｂ超检测卵泡是否发生破裂。两组患者在排卵之后均使用
２０ｍｇ／ｄ黄体酮实施肌注，持续１４ｄ。在排卵之后的３０ｄ，对患者
进行阴道Ｂ超检测，在宫腔内见到孕囊以及原始的心管搏动则
是临床妊娠。

１３　效果评价
由专业人士对患者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

表（ＳＤＳ）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评价；采用 ＳＦ－３６生活
质量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统计。根据自拟评分标准

对患者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患者排卵率、临床妊娠率、未

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的抑郁情

况、焦虑情况、患者的生理功能、患者的社会功能、患者的躯体

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生活质量等１０个方面，每项１０分，满分为
１００分。优：评分大于９０分；良：评分在７０～８９分之间；差：评分
小于６９分。评价信度为０７９５，效度为０８４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
数据通过（珋ｘ±ｓ）表示，实施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卵泡成熟效果比较

两组经过不同方式诱导卵泡成熟，排卵率，未破裂卵泡黄

素化综合征以及临床妊娠率无较大差异（Ｐ＞００５）；然而观察
组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生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卵泡成熟效果

组名 例数 排卵率
未破裂卵泡

黄素化综合征

临床

妊娠率

卵巢过度

刺激综合征

观察组 ５０ ４７（９４００） 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０　　　

对照组 ５０ ４５（９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１０（２０００）

χ２ － ０５４３ ２０４１ ０１７８ １１１１１

Ｐ － ０４６１ ０１５３ ０６７３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ＳＡＳ与 ＳＤＳ评分在干预之后均有明显

下降（Ｐ＜００５），且观察组的降低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

组名 例数 时间 ＳＡＳ ＳＤＳ

观察组 ５０ 干预前（１） ４２８±７８ ４３９±１１６

干预后（２） １５８±３２ ２５０±３３

对照组 ５０ 干预前（３） ４２９±７６ ４５８±１０５

干预后（４） ２５４±３５ ３７８±４１

（２）ｖｓ（１） ｔ － ２２６４５ １１０８１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ｖｓ（３） ｔ － １４７８９ ５０１８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ｖｓ（２） ｔ － １４３１４ １７１９７

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诱导方式实施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方式诱导卵泡成熟后，观察组效果显著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诱导方式实施效果

组名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５０ ３２（６４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１（４２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３８（７６００）

χ２ － ４８５７ ００４５ ８３０６ ８３０６

Ｐ － ００２８ ０８３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４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在干预之前生活质量的各指标水平比较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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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在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指标水平均上升，并
且观察组均大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ｎ＝５０）
对照组

（ｎ＝５０）
ｔ Ｐ

生理功能 干预前 ７２１８±１１２７ ７２３１±１１５１ ００６３０９５０

干预后 ８５８２±９３３ ７８１９±１０３２ ４２６０００００

生理职能 干预前 ６６２３±１２４１ ６６３１±１２３８ ００３５０９７２

干预后 ８４５２±１４３７ ７９０２±１３８１ ２１４５００３４

总体健康 干预前 ５９０４±９６５ ５９０９±９６８ ００２８０９７７

干预后 ７９４４±１２８３ ６９３１±１０９８ ４６６５００００

活力 干预前 ５２８７±８１１ ５２８９±８１３ ００１４０９８９

干预后 ７４０３±９８８ ６８９２±９００ ２９７２０００４

社会功能 干预前 ５５７４±９２６ ５５７６±９３０ ００１２０９９１

干预后 ７１０９±１２１５ ６６５２±１０４３ ２２１９００２８

情感职能 干预前 ６０２１±１０３１ ６０２３±１０３３ ００１１０９９２

干预后 ８１２８±１４９２ ７２３８±１３７７ ３４０８０００１

精神健康 干预前 ５９３４±９８８ ５９３２±９８９ ００１１０９９１

干预后 ６８６６±１２０７ ６４１２±１１１８ ２１４６００３４

躯体相关 干预前 ６８５４±１０２６ ６８５７±１０３０ ００１６０９８７

生活质量 干预后 ７９３１±１２４３ ７１９４±１１２６ ３４１６０００１

心理相关 干预前 ６３７４±１０２７ ６３７９±１０２８ ００２７０９７９

生活质量 干预后 ７７２９±１２９３ ７２１８±１０９７ ２３４４００２１

总计 干预前 １２３９２±２１３８ １２３８９±２１４１ ０００８０９９４

干预后 １５４９９±２７１５１４５３７±２３２７ ２０９３００３９

#

　讨论
若男性精子数目较少或是活力较差，导致无法进行和卵子

在相遇之前的较为漫长的体内游走，宫腔内实施人工授精能够

帮助患者有效的解决此问题。宫腔内人工授精还可以用于由

于免疫因素导致的获能性障碍，也就是精子不能通过宫颈内部

黏液的情况［４，５］。实施此术式的前提是保证女性的输卵管保持

通畅。宫腔内实施人工授精术成败的关键是男性排出的精子

需要通过相关的优化处理，清除精浆以及前列腺素和相关细菌

等，并且及时获能［６］。如果不经过洗涤清除，就可能致使精液

注入女性宫腔后引发激烈的应激反应，进而导致子宫发生痉挛

性的收缩，引发剧烈的腹痛以及恶心，甚至是低血压等不良反

应，最终致使受孕过程失败。当使用药物促进排卵时，也存在

发生卵巢过度刺激征等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女性的卵巢对于诱

导排卵的生育类药物产生较为剧烈的反应，快速发生肿胀到大

于正常体积的数倍，与此同时还会向腹腔内渗透部分液体，产

生饱腹感以及胀气感。本文特此研究观察宫腔内人工授精促

排卵周期中使用ＧｎＲｈａ诱导卵泡成熟疗效。
本研究发现，两组经过不同方式诱导卵泡成熟、排卵率、未

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以及临床妊娠率无较大差异，然而观察

组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率明显小于对照组。此外，观

察组患者效果及生活质量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表明宫

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使用 ＧｎＲｈａ诱导卵泡成熟效果较
好，降低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率，有效提升患者的生

活质量。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ＧｎＲｈａ和垂体细胞
中的受体相互结合之后，促进分泌出卵泡刺激素以及黄体生成

素，导致用药起初时期的一个较为短暂的血浆促性腺激素峰值

期，也就是产生一定的激发作用。然而对于促性腺激素的刺激

时间相比于黄体生成素明显更少，被激发出的黄体生成素以及

卵泡刺激素在人体内可以保持２４～２６ｈ，在最开始的４ｈ处于上
升期，在２４ｈ处于减小阶段。与此同时，ＧｎＲｈａ还能够作用在患
者卵巢部位，刺激颗粒细胞进一步合成前列腺素，加大卵巢内

组织型的纤维单胞溶解酶原相关激活因子的活性，促进卵母细

胞的进一步的成熟以及排卵［７］，此观点从 ＡｎｇｉｏｎｉＳ等［８－１５］在

类似的报道中亦可加以证实。

综上所述，宫腔内人工授精促排卵周期中使用 ＧｎＲｈａ诱导
卵泡成熟效果较好，降低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率。有

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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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类镇痛药体外对精子运动影响的临床研究
王志丰１　刘庆德１　严英１　应向荣２

１绍兴第二医院麻醉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２绍兴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阿片类镇痛药体外对精子运动的影响性，以期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降低不良反
应。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到２０１３年１月４０例精子活力精液标本，每份分为１３份，１份为对照，分别在３
种浓度下６种不同阿片类镇痛药在恒温箱孵育４ｈ，运用计算机系统分析精子活力。结果：芬太尼、阿芬太
尼、舒芬太尼、布托啡诺在１×１０－５ｍｇ／ｍＬ、２×１０－３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浓度下其精子活力均较对照组低，两
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布托啡诺１×１０－５ｍｇ／ｍＬ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在２×１０－３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地佐辛在１×１０－５ｍｇ／ｍＬ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００５ｍｇ／ｍＬ、０５ｍｇ／ｍ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喷他佐辛在３×１０－５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０５ｍｇ／ｍＬ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５ｍｉｎ后浓度为００５ｍｇ／ｍＬ的芬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尼、布托啡
诺、地佐辛中的精子均有衰减现象，舒芬太尼和芬太尼中精子衰减幅度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它们与
布托啡诺、地佐辛和阿芬太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低浓度布托啡诺、地佐辛对精子
活动无影响，高浓度则完全抑制精子活力，低浓度芬太尼、阿芬太尼、舒芬太尼则显著抑制精子活力，而高浓

度喷他佐辛则促进精子活动。

【关键词】　阿片类镇痛药；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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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片类镇痛药长期服用会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对全身多
器官、多系统均有明显损害。在临床上对阿片类镇痛药的研究

多限于动物试验和长期接触毒品的吸毒者。目前研究证实，长

期接触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男性患者的胎儿畸形发生率和中枢

神经缺陷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１］。而就一些急性疼痛需服

用阿片类镇痛药的患者来说，阿片类镇痛药的具体药物如阿片

受体激动剂、部分激动剂、激动 －拮抗药物和拮抗药物对男性
生殖系统的影响性是促进还是抑制的目前报道仍较少。本次

研究就通过观察对４０例需服用阿片类镇痛药的男性进行体外
精子运动影响性分析，以期提高用药安全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到２０１３年１月４０例精子活力精液标本，
年龄最小２１岁，最大３５岁，平均（２５１±４１）岁。所有研究对
象排除肝、肾、心血管疾病，排除拒绝同意接受试验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均禁欲３～５ｄ，试验前２ｄ未使用吗啡等对精子有影
响的食物和药物。均手淫取精，经上游法优化后，用 ＨＴＦ液调
节精子浓度至（４０～７０）×１０６／ｍＬ。均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和
精子宫颈粘液相互作用实验检验手册》进行［３］。精子活力经检

测（ａ＋ｂ）级精子率。
１２　阿片类镇痛药药物和实验试剂

纳入阿片类镇痛药药物有芬太尼注射液（宜昌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３６８８）、阿芬太尼注射液（宜昌人
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４１７１）、舒芬太尼注射液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２０２２１１８）、布托啡
诺注 射 液 （江 苏 恒 瑞 医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２００２０４５４）、地佐辛注射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Ｈ２００８０３２９）、喷他佐辛注射液（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３２１８）和０９％氯化钠注射液（山东华鲁医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４２８），试验需要的计算机辅助精
子分析系统均由江西大医精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１３　方法
将４０例精子活力正常的精液分成一式１３分，移入管中，共７

组，对照组加入５０μＬ等渗生理盐水和５０μＬ精子混匀；实验组则
分别加入５０μＬ布托啡诺、地佐辛、芬太尼、阿芬太尼、舒芬太尼、
喷他佐辛药液，和５０μＬ精子混匀。芬太尼、阿芬太尼、舒芬太尼、
布托啡诺最终浓度均分别为１×１０－５ｍｇ／ｍＬ、２×１０－３ｍｇ／ｍＬ、
００５ｍｇ／ｍＬ；地佐辛最终浓度为 １×１０－５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
０５ｍｇ／ｍＬ，喷他佐辛最终浓度分别为３×１０－５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
ｍＬ、０５ｍｇ／ｍＬ。观察各组精子活力情况，分别在１５ｍｉｎ、２ｈ、４ｈ观
察其衰减幅度情况，计算方法为各浓度药物作用精子活力和对照

组精子活力的相差值和对照组精子活力的百分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不同浓度精子活力情况比较

对阿片类镇痛药不同浓度对精子活力影响性进行比较，芬

太尼、阿芬太尼、舒芬太尼、布托啡诺在１×１０－５ｍｇ／ｍＬ、２×１０－３

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浓度下其精子活力均较对照组低，两者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布托啡诺１×１０－５ｍｇ／ｍＬ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２×１０－３ｍｇ／
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地佐辛
在１×１０－５ｍｇ／ｍＬ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在００５ｍｇ／ｍＬ、０５ｍｇ／ｍ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喷他佐辛在３×１０－５ｍｇ／ｍＬ、００５ｍｇ／ｍＬ和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０５ｍｇ／ｍＬ时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药物不同浓度精子活力

药物
浓度

（ｍｇ／ｍＬ）

精子活力（％）

１５ｍｉｎ ２ｈ ４ｈ

对照组 ０ ６１７±４６ ５１６±６１ ４７８±５３

芬太尼 １×１０－５ ５８９±８３△ ５１４±６４ ４７３±８１

２×１０－３ ４１２±５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６±０７△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１△

阿芬太尼 １×１０－５ ５５７±６２△ ４１３±６７△ ３１８±６２△

２×１０－３ ５１３±５２△ ３７３±７８△ ２９５±３７△

００５ ４７５±７２△ ３５２±６７△ ２６８±４２△

舒芬太尼 １×１０－５ ５１４±４８△ ３８４±８９△ ２５７±７７△

２×１０－３ ４７１±８９△ ３２５±８４△ １５３±５２△

００５ ４３６±５４△ ２４７±７３△ １３７±６２△

布托啡诺 １×１０－５ ５９５±４５ ５４９±８５ ４６±８３

２×１０－３ ４２６±９６△ ０８±０２△ ０２±００△

００５ ０４±０９△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０△

地佐辛 １×１０－５ ５８９±６２ ５２５±３７ ４９５±４１

００５ ３２７±２６△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 １５３±１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喷他佐辛 ３×１０－５ ６３７±９４ ５７２±１３６ ５０２±９３

００５ ６６５±９５ ５７７±４３ ５０８±４２

０５ ６７８±５７△ ６２１±９４△ ５３２±６４△

　　注：和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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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组精子衰减幅度比较
１５ｍｉｎ后浓度为００５ｍｇ／ｍＬ的芬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

尼、布托啡诺、地佐辛中的精子均有衰减现象，舒芬太尼和芬太

尼中精子衰减幅度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它们与布托啡
诺、地佐辛和阿芬太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各组精子衰减幅度　

组别 精子衰减幅度（％）

芬太尼 ２０５±８３

阿芬太尼 ２２４±７３

舒芬太尼 ３０５±５１

布托啡诺 ９７７±１５

地佐辛 ４７４±６２

#

　讨论

研究［３］称，内源性阿片肽是调节精子功能重要环节，其结

合细胞膜上的受体等影响精子运动。文献［４］称，υ和 δ受体是
人精子细胞膜上存在的功能性受体，其中 δ受体会受到激动药
物吗啡等影响，显著降低精子活力。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出，芬

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尼在作用时间１５ｍｉｎ、２ｈ、４ｈ后在精子百
分率上均显著下降，而布托啡诺浓度为１×１０－５ｍｇ／ｍＬ在以上
时间点上则无明显变化，这提示出阿片受体激动剂可能会通过

结合υ受体亲和力，从而降低精子活力。而阿片受体激动剂则
其亲和力弱，相同浓度下其对精子运动无明显影响性，而随着

药物浓度增加，逐渐对精子活力产生抑制效果［５，６］。

随着浓度增加，布托啡诺出现了完全抑制性，在１５ｍｉｎ、２ｈ、
４ｈ均产生了制动效应，而芬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尼则没有出
现以上情况，结合相关文献［８－１０］分析，可能是因为阿片受体激

动剂能通过阿片受体激动剂，且能通过特殊途径抑制精子活

力，促使阿片受体激动剂升高。故低浓度的喷他佐辛对精子活

力无明显影响，高浓度喷他佐辛则会提高精子活力，这和临床

上运用受体激动剂后出现的兴奋等有一定关系［１１，１２］。研

究［１３，１４］称，芬太尼之所以不同浓度对精子活力无影响性，和其

代谢途径有关；但研究未进行详细描述，有待临床进一步观察。

另外在精子衰减幅度上，以布托啡诺幅度最大，芬太尼和

阿芬太尼影响性最低，这和临床结果是一致的，说明了芬太尼

等对精子影响性低，在体外残留时间较长，但安全性高。国外

也有文献［１５，１６］研究不同药物对精子运动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

药物对精子的运动能力会产生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浓度的芬太尼、阿芬太尼、舒芬太尼等

对精子活力影响性较低，而布托啡诺、地佐辛则会出现完全性

精子活力抑制。虽然目前其确切作用机制不明确，但其对精子

活力影响性是肯定存在的。可能和阿片类镇痛药是临床上特

殊用药，病源是外源性阿片类化合物，靶部位是阿片受体，在病

原作用下出现一系列效应和机体系统功能紊乱。故在临床上

要谨慎使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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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常的甲状腺功能有利于维持女性生殖系统的稳定。临床上常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
腺功能减退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均干扰了女性正常的卵巢功能，并影响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从而引

发女性月经紊乱、排卵异常、不孕，甚至是对自然妊娠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妊娠结局均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完善育龄期妇女甲状腺功能的筛查，并深入甲状腺功能与女性生殖功能关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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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作为调节机体代谢的重要内分泌器官之一，其分泌
的甲状腺激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Ｈ）不仅仅在机体能量代谢、生
长发育等方面发挥作用，更是与女性生殖功能息息相关。适量

的甲状腺激素有利于维系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的稳定，甲状
腺功能紊乱则会影响性激素的分泌以及女性性腺即卵巢的功

能，从而进一步发展为月经紊乱、排卵障碍、卵巢功能减退、不

孕以及妊娠并发症等。临床上所出现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

腺功能减退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均属于甲状腺功能紊

乱，上述疾病的发生均会对女性生育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

　甲状腺激素与卵巢功能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分泌的具有生物活性 ＴＨ

为两种，分别为甲状腺素（四碘甲腺原氨酸，Ｔ４）和三碘甲腺原
氨酸（Ｔ３）。两者具有共同调控体内新陈代谢、生长速率等功
能。甲状腺分泌激素中Ｔ４约占总量的９０％，Ｔ３分泌量较少，但
其活性大，是Ｔ４的５倍，而每天有约５０％的Ｔ４脱碘转变为Ｔ３，
从而发挥其作用。ＴＨ的分泌是由下丘脑 －垂体 －甲状腺轴来

调节的，腺垂体通过分泌促甲状腺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
ｍｏｎｅ，ＴＳＨ）来促进ＴＨ的分泌，而 ＴＳＨ的分泌一方面是由下丘
脑分泌的促甲状腺释放激素（ｔｈｙｒ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ＴＲＨ）来促进分泌，另一方面又受到 Ｔ３的反馈性抑制分泌，二
者互相拮抗［１］。

ＴＨ则是通过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从而影响卵巢功能。
首先，ＴＨ是甾体激素合成、分解和转化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直接参与并影响雌激素的代谢代谢，也可直接抑制卵巢内分

泌细胞的分化与增殖；其次，ＴＨ通过垂体促性腺激素（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ｉｎ，Ｇｎ）的分泌来调节卵巢的功能，包括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Ｈ），少量的ＴＨ促进ＬＨ的分泌，适量的ＴＨ维持垂体与性腺的
功能平衡，而大量的 ＴＨ则抑制 Ｇｎ的分泌［２］；人卵母细胞表达

甲状腺激素受体（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ｅｒ，ＴＲα１、ＴＲβ１）和 ＴＳＨ
受体［３］，ＴＨ可对女性性腺即卵巢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降低卵
巢对垂体 Ｇｎ的反应性［４］；另外，ＴＨ可使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即
睾酮－雌二醇结合球蛋白（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ＨＢＧ）
水平增加，从而调节循环血中性激素的活性［２］。

"

　甲状腺疾病与女性生殖
２１　甲状腺功能亢进与女性生殖

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是由于甲状腺合成释放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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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状腺激素，从而造成机体代谢亢进和交感神经兴奋，引起

心悸、出汗、进食和排便次数增多且体重减少的常见内分泌疾

病。其激素分泌特点是垂体ＴＳＨ被抑制，血清中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或游离三碘甲状腺氨酸（ＦＴ３）升高或两者同时升高。而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则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血清ＴＳＨ低
于正常值，血清ＦＴ４和ＦＴ３在正常范围内。普通人群中甲状腺
功能亢进发生率是１５％。在女性中发病率为２％，且以２０至
４０岁育龄女性更为好发。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女性常常表
现为月经不调、不孕等。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则易发生胎

儿发育迟缓、死胎、流产、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５］。

临床研究发现，甲状腺功能紊乱患者血清中的 ＦＳＨ、ＬＨ、
ＳＨＢＧ高于正常组，甲亢女性血清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雌二
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水平都高于正常组。甲亢患者体内ＦＳＨ、ＬＨ异
常升高可能是由于：首先，其体内 ＴＨ水平高于正常人群，高浓
度的ＴＨ不仅影响垂体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受体，并且直接
刺激垂体产生对 Ｇｎ的释放的影响，从而导致 ＦＳＨ、ＬＨ分泌增
多；其次，高浓度的ＴＨ会影响女性卵巢的功能，其功能的损坏
进一步使体内雌激素和 ＴＴ水平偏低，从而减弱了对垂体释放
ＦＳＨ、ＬＨ的抑制作用，导致血清 ＦＳＨ、ＬＨ水平升高［６］。另外一

方面，甲亢患者体内 ＳＨＢＧ、ＴＴ、Ｅ２异常升高可能是由于：首先，
ＳＨＢＧ是作为参与性激素运输的载体，甲亢女性体内的 ＳＨＢＧ
是显著增加的，国外有研究通过体外培育肝细胞证实 ＴＨ可以
直接促进肝脏内ＳＨＢＧ的生物合成［７］；其次，甲亢患者体内ＳＨ
ＢＧ水平的升高使其ＴＴ、Ｅ２代谢清除率降低，从而ＴＴ、Ｅ２水平都
高于正常组［８］；此外，甲亢患者体内 ＴＴ水平的异常升高，促进
外周组织中 ＴＴ向 Ｅ２的转化，因而进一步使体内 Ｅ２水平升
高［９］。有研究发现，甲亢女性体内雌激素的水平高于正常女性

的２～３倍［１０］。

育龄期甲亢女性超过半数伴有月经紊乱，虽然是少部分患

者不能正常排卵，但她们的生育能力相对正常女性来说有所下

降［１１］。Ｊｏｓｈｉ等研究发现甲亢女性中６５％都存在月经周期不规
律的问题，而在健康对照组所占比例只有１７％，与此同时，他们
也发现５８％的甲状腺毒症女性患有不孕症，但他们仅仅调查
了５３例甲亢女性［１２］。Ｋａｋｕｎｏ等研究发现，有近２０％甲亢女性
出现月经紊乱，是健康女性（８％）的２５倍［１３］。Ｋｒａｓｓａｓ等针对
２１４例甲状腺毒症女性的研究发现，一共有４６例患者月经不
调，其中月经量少２４例，月经频发１５例，月经稀发５例，月经过
多２例［１４］。甲亢所引发的激素异常、营养紊乱、情感变化等情

况，常常合并有月经紊乱［１５］。ＰｏｐｐｅＫ等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不
孕症患者中患有甲亢的比例是２３％，其中８３％为亚临床甲亢，
对照组的比例为３％［１６］。

２２　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女性生殖
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是由于甲状腺合成和分泌减

少，机体代谢活动下降所引起的内分泌疾病。其激素分泌特点

是血清总Ｔ４和ＦＴ４和／或 Ｔ３的降低，反馈性的引起 ＴＳＨ的升
高。女性甲减较男性多见，２０～４０岁即育龄期女性甲减的发病
率为２％～４％［１７］。也有研究发现育龄期女性临床性甲减发病

率约为０５％～０７％［１８］。甲减主要是由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ｏｉｄ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ｔｉｓ，ＣＬＴ）的长期发展所致甲状腺
本身的损害，另外常见的原因还包括药物影响、甲状腺破坏性

治疗（手术、放射性碘）等。甲减的临床表现有畏寒、少言乏力、

表情淡漠、唇厚舌大、厌食、心动过缓、记忆力减退、性欲减退

等，女性甲减还容易表现为月经不调、经血过多或闭经、排卵障

碍、卵巢萎缩、不孕等。妊娠合并甲减则易发生流产、子痫前

期、子痫、胎盘早剥等不良妊娠结局。

有研究在测定甲状腺功能紊乱时女性体内性激素水平变

化中发现，甲减女性患者 ＴＴ、Ｅ２高于正常组
［６］，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

ｔｉｎ，ＰＲＬ）高于正常组，ＰＲＬ的异常升高与女性月经不调、闭经、
不孕也有着密切联系［９］。甲减患者体内ＳＨＢＧ、ＴＴ、Ｅ２水平降低
可能是由于：首先，甲减患者体内 ＴＨ处于低水平状态，造成机
体耗氧量及蛋白质合成代谢迟缓，因而使得肝脏内合成 ＳＨＢＧ
水平降低；其次，ＳＨＢＧ的减少，导致机体内ＴＴ、雌激素的代谢率
升高，因而体内ＴＴ、Ｅ２水平降低；另外，体内ＴＴ水平的降低直接
影响外周组织中雄激素向Ｅ２的代谢转化效率，因而甲减女性血
清Ｅ２进一步下降

［１９］。另外一方面，甲减女性体内 ＦＳＨ、ＬＨ、
ＰＲＬ水平升高则可能是由于：首先，甲减女性体内 Ｔ３、Ｔ４水平
降低，减弱了对 ＴＲＨ的抑制作用，ＴＲＨ水平的增加，调控了
ＴＳＨ、ＰＲＬ的分泌，因而ＴＳＨ、ＰＲＬ都随着增加［８］；甲减患者体内

ＴＴ、Ｅ２水平降低，减弱了对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ＲＨ）、ＦＳＨ、ＬＨ的抑制作用，从而 ＦＳＨ、ＬＨ
水平都升高。

甲减通过影响Ｈ－Ｐ－Ｏ轴的调节，从而导致育龄女性的月
经不调。部分甲减女性因体内代谢水平整体低下，子宫内膜生

长不全，从而导致月经量减少、甚至闭经，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

甲减引起体内凝血因子Ⅶ、凝血因子Ⅷ、凝血因子Ⅸ等合成减
少，且合并体内雌激素低水平状态，而引发突破性出血，从而导

致月经频发或过多［２０］。Ｋｒａｓｓａｓ等通过分析近期多项研究发
现，甲减女性发生月经紊乱的概率是正常女性的３倍，且最常见
的为月经稀发。Ｋａｋｕｎｏ等研究发现重度甲减女性发生月经紊
乱的概率大于轻、中度甲减女性，分别为３４８％和１０２％［１３］。

与此同时，甲减患者体内 ＰＲＬ处于高水平状态，因而高泌素血
症可能也是甲减患者月经不调、不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９］。

国外有研究发现，原发性不孕患者容易伴有甲状腺功能紊乱，

其中甲减、高泌乳血症人数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２１］。Ｖｅｒｍａ等
通过研究３９４例不孕患者发现，其中２３９％位甲减或亚临床甲
减，且７６％甲减女性在治疗后１年内成功自然妊娠［２２］。另外，

甲减患者体内ＴＲＨ的升高，影响了 ＧｎＲＨ、ＰＲＬ的节律性分泌，
降低了卵巢对Ｇｎ的敏感性，从而抑制卵泡发育、成熟及排出，
进一步使ＬＨ排卵峰值延迟和黄体功能不足。ＴＨ也可直接作
用于卵母细胞，直接产生毒害作用［２３］。甲减女性的性欲减退、

对性生活不满意等，也是间接引起不孕的原因。

２３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女性生殖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亚甲减）是指血清 ＴＳＨ水平

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而血清ＦＴ４和ＦＴ３水平在正常参考范围
内［２４］。目前关于亚甲减的诊断标准尚未达到共识，且对于血清

ＴＳＨ上限值的确立也尚存争议。亚甲减患者因为没有明显的
临床症状，往往会被漏诊，并且该疾病若是不及时予以治疗，也

容易渐渐发展为临床型甲状腺功能减退。育龄期妇女中亚甲

减的发病率约为０５％ ～５％［２０］。有资料显示，亚甲减在不孕

患者中发生率更高，且大多都伴有排卵障碍。Ａｂａｌｏｖｉｃｈ等研究
发现，不孕女性中亚甲减发生率显著高于妊娠妇女组，在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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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输卵管障碍和排卵障碍者中 ＳＣＨ的发生率分别为
４００％、１８２％和１５４％［２５］，同时他们也发现亚甲减会引起女

性生育力下降。有学者对基础 ＴＳＨ正常的不孕女性进行 ＴＲＨ
兴奋试验，发现有排卵障碍者亚甲减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２７］。一篇纳入了４３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甲减与子痫前
期的发生有一定联系，并且相对于甲状腺功能正常者有更高的

新生儿死亡风险［２７］。

２４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与女性生殖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ｙｒｏｉ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ＩＴＤ）

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因甲状腺自

身抗原刺激刺激机体产生相应抗体，从而引发自身免疫反应，

造成机体甲状腺细胞的破坏，或是改变甲状腺细胞的代谢状

态，使患者产生相应的不同临床表现。其包括毒性弥漫性甲状

腺肿（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Ｄ）、桥本氏甲状腺炎、淋巴细胞性甲状
腺炎等。常见的甲状腺自身抗原包括：促甲状腺激素受体（ｔｈｙ
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ＳＨＲ）、甲状腺球蛋白（ｔｈｙｒｏ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ＴＧ）、甲状腺过氧化物酶（ｔｈｙｒｏｉ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ＴＰＯ）等；相
应产生的自身抗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ｂ）分别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
体（ＴＲ－Ａｂ）、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甲状腺过氧化物
酶抗体（ＴＰＯ－Ａｂ）等。ＡＩＴＤ虽然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最常
见的原因，但其发病早期可仅有甲状腺抗体变化而甲状腺功能

无异常，ＴＧ－Ａｂ与ＴＰＯ－Ａｂ是诊断ＡＩＴＤ的标志性抗体［２８］。

女性ＡＩＴＤ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达到５～１０倍，影响了
５％～２０％的育龄女性［２９］。在不孕女性中，尤其是多囊卵巢综

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及排卵障碍不孕患者
中，ＡＩＴＤ发生率明显高于生育能力正常女性。Ｊａｎｓｓｅｎ等通过
对１７５例ＰＣＯＳ及１６８例健康女性研究发现，ＰＣＯＳ女性中ＡＩＴＤ
的发病率是未患 ＰＣＯＳ女性的３倍［３０］。在 ＰＣＯＳ患者中 ＡＩＴＤ
发生率较高的原因可能为：ＰＣＯＳ相关的原纤蛋白３（ｆｉｂｒｉｌｌｉｎ３，
ＦＢＮ３）的基因多态性影响了作为免疫耐受的关键性调节因
子———转化生长因子 －β（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
β）的活性，从而低水平的ＴＧＦ－β和维生素Ｄ，以及雌孕激素比
例升高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３１］。

目前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 ＡＩＴＤ发病情况的研究尚存争
议，部分研究认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 ＡＩＴＤ的发生率
高于正常女性，部分研究则没有发现两者有明显联系。研究结

果不一致的原因是受多方面影响的，上述研究可能在研究人群

的选择、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同分期的纳入问题等方面未达统一

标准［３２］。

ＶａｎｄｅｎＢｏｏｇａａｒｄ等荟萃分析发现原因不明不孕女性的ＡＩ
ＴＤ发病率高于正常生育力女性，因此推测 ＡＩＴＤ与患者体内免
疫失衡导致着床失败密切相关，另外发现，甲状腺抗体与 ＩＶＦ
的临床妊娠率无相关性，但是甲状腺抗体阳性的女性不明原因

不孕、流产、复发性流产、早产和产后甲状腺炎的发生风险增

加［２７］。Ｂｅｌｌｖｅｒ等研究也发现甲状腺抗体与原因不明不孕、胚胎
着床失败相关［３３］。Ｐｒａｄｈａｎ等通过比较 ＴＰＯ－Ａｂ阳性与阴性
女性间的妊娠结局发现，抗体阳性者更易出现先兆流产、早产、

胎儿畸形、宫内发育迟缓等不良妊娠结局［３４］。ＡＩＴＤ影响女性
生殖功能可能的机制为：ＡＩＴＤ会造成患者甲状腺功能紊乱，进
而降低女性的生殖能力，其中 ＴＰＯ－Ａｂ与 ＴＰＯ结合后抑制酶
的活性，引发补体效应，通过激活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作

用来破坏甲状腺细胞，从而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已有动物实验

表明，甲状腺抗体与胎盘抗原直接结合，且子宫内膜的自然杀

伤细胞受白细胞介素 －２和干扰素 －γ的调节，从而影响滋养
层细胞的增殖、分化等［３５］；ＡＩＴＤ会引起 Ｔ细胞功能失调，进而
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并干扰胚胎着床［３６］；母体对胚胎的免疫

排斥作用增强；ＡＩＴＤ女性维生素 Ｄ缺乏的发生率为正常育龄
女性的２５倍，而维生素Ｄ可调节和激活同型基因ＨＯＸＡ１０，此
基因是决定胚胎植入过程中的靶基因［３７］。

２５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与辅助生殖技术
辅助生殖技术是针对不孕不育夫妇采用医疗技术手段来

达到妊娠的技术，其中最为常用技术包括体外受精（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和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后者更适用于男性不育的情况。ＩＶＦ过程中第
一个关键步骤则为控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Ｈ），即通过促排药物获得适当数量的高质量成熟卵
泡。在此过程中，会使用大剂量的ＦＳＨ、ＬＨ、尿促性素及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来促使卵泡生长并成熟，因而，在促排过程中体

内的雌激素水平就会达到与中期妊娠同一水平，高雌激素水平

促使甲状腺结合球蛋白升高，进而游离ＴＨ水平随之下降，且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有类 ＴＳＨ样作用，均加重了甲状腺的负荷。
研究认为ＩＶＦ中卵泡刺激会引发伴有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的
甲减或亚甲减，在胚胎着床前若是不予以治疗则会影响其妊娠

结局。当取出女方体内的卵子时，男方同时取精，接下来的关

键步骤则为体外受精。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

的女性中，若是伴有甲状腺自身抗体，则其受精率及优 Ａ级胚
胎数都会有所下降，可能存在原因为甲状腺自身抗体对卵子透

明带存在直接的毒性作用。因而，有少量研究提出为了避免这

种不良状况发生，不论男方精液质量如何，患有 ＡＩＴＤ的女性直
接采用ＩＣＳＩ受精方式［３８］。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缺乏大样

本高质量的临床数据。体外受精形成胚胎后则需行胚胎移植

术，进而则是胚胎着床及临床妊娠的情况。目前，大部分研究

认为患有ＡＩＴＤ的女性的临床妊娠率相对于健康女性没有差
别，但其流产率显著上升。一项基于全球的调查性研究发现，

复发性流产患者中５０％都存在 ＴＰＯ－Ａｂ阳性，这一抗体阳性
率在反复着床失败患者中则达到了３８％［３９］。流产受到遗传、

免疫、感染、子宫病变及内分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且混杂了超

重、吸烟、年龄等因素，因此甲状腺自身抗体是否对其产生决定

性作用，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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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检测研究
严辞１　苑杰２△　严洪琪３

１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华北理工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３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３０
例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和３０例正常男性对照为研究对象。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所有入组人群血清泌乳素
（ＰＲＬ）、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Ｔ）和雌二醇（Ｅ２）的含量，并评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２４
项版本（ＨＡＭＤ２４）的总分及各项因子分。结果：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Ｔ、Ｅ２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
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ＰＲＬ、ＬＨ和ＦＳＨ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相关分析显示，首发男性
抑郁症患者血清Ｔ水平与认知及睡眠障碍呈负相关（ｒ＝－０５４８，Ｐ＜００５、ｒ＝－０５４１，Ｐ＜００５）；患者血
清Ｅ２水平与 ＨＡＭＤ２４总分及睡眠障碍呈负相关（ｒ＝－０４３４，Ｐ＜００５、ｒ＝－０４１８，Ｐ＜００５）。结论：男
性抑郁症患者存在性激素代谢紊乱的现象，其特点是血清Ｔ、Ｅ２水平下降，并且患者的血清Ｔ和Ｅ２水平与某
些临床症状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男性；抑郁症；性激素；临床症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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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
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精神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性功能下降

是其主要临床症状之一。遗憾的是，近３０年抑郁症与性激素的
关系才开始被研究，且结果尚不一致。本研究主要是探讨首发

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临床症状的相

关性，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首次就诊于我
院并住院的男性首发抑郁症患者及健康志愿者。

入组标准：（１）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
版）》（ＤＳＭ－ＩＶ）抑郁症的诊断标准；（２）年龄１８～４５周岁；
（３）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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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１）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患者；（２）既往有过其
他精神疾病患者；（３）酒或其他物质依赖或滥用者；（４）入院２
周前服用过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锂盐、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
等药物者；（５）有严重器质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肾病综合征、肾
功能衰竭、肝病等躯体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系统性红斑狼

疮、糖原累积症等。

正常对照组：（１）本院健康志愿者；（２）年龄１８～４５周
岁；（３）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２４项版本（ＨＡＭＤ２４）总分 ＜８分；
（４）排除满足以上排除标准中任意一条的健康者；（５）入组者
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了入组人群的一般情况调查

表，包括年龄、病程、ＨＡＭＤ２４总分。
精神科评定量表：研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２４项版本。

ＨＡＭＤ２４总分 ＜８分为无抑郁症状，≥８分为有抑郁症状；
ＨＡＭＤ２４可归纳为７类因子，分别是：躯体化、体重、认知、日夜变
化、阻滞、睡眠障碍和绝望感。患者的量表分评定均是由２名精
神科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生评定，通过晤谈与观察的方式对患

者逐项评定打分。

激素测定：所有入组人员均于入院次日清晨空腹取肘静脉

血５ｍＬ，４℃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分离血清。并采用放射免
疫法对所有入组血清进行泌乳素（ＰＲＬ）、黄体生成素（ＬＨ）、卵
泡刺激素（ＦＳＨ）、睾酮（Ｔ）和雌二醇（Ｅ２）水平的检测。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对所统计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计量
资料两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ｔ检验。相关性采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入组人群情况的调查

入组对象一共纳入了６０例，其中包括３０例首发男性抑郁
症患者，平均年龄（３９７０±５１５）岁；３０例健康男性对照人群，
平均年龄（３８２７±５４３）岁。两组的年龄比较并没有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入组的抑郁症患者 ＨＡＭＤ２４量表平均值为（３０６０
±３６９）分，由此可见，住院的抑郁症患者多数病情较重。而病

程差异较大，从１～１２０个月不等，我们可以推测，至今为止，对
精神疾病的认识并没有在人群中普及，或者是由于得病的病耻

感使病人不愿就医，从而延误了就医时间，这提示我们在今后

工作中要加强对患者以及健康人群的宣教。见表１。

表１　男性首发抑郁症患者组与对照组情况调查表

组别 例数 年龄 病程 ＨＡＭＤ２４

对照组 ３０ ３８２７±５４３ — —

病例组 ３０ ３９７０±５１５ ２０５５±２８０５ ３０６０±３６９

２２　首发男性抑郁症与健康男性对照组两组间性激素的比较
首发男性抑郁症组患者的 ＬＨ、Ｔ和 Ｅ２水平均低于与正常

对照组，但只有Ｔ和Ｅ２的水平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首发男性
抑郁症组患者的ＰＲＬ和ＦＳＨ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稍高，
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男性首发抑郁症患者组与对照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项目 病例组 对照组 ｔ Ｐ

ＰＲＬ（ｎｇ·ｍＬ－１） １３６３±６２５ １２１５±５４６ －０９７３＞００５

ＬＨ（ｍＩＵ·ｍＬ－１） ４７０±２２２ ５２０±２５０ ０８２３＞００５

ＦＳＨ（ｍＩＵ· ｍＬ－１） ４９５±２３２ ４６８±２０１ －０４９７＞００５

Ｔ（ｎｇ·ｍＬ－１） ４６９±１３４ ５６８±１６０ ２５９０＜００５

Ｅ２（ｐｇ·ｍＬ－１） ４４３４±１５４２５３５９±１７６７ ２１６０＜００５

２３　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Ｔ和Ｅ２水平与不同临床症状的关系
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 Ｔ水平与认知及睡眠障碍呈负

相关（ｒ＝－０５４８，Ｐ＜００５、ｒ＝－０５４１，Ｐ＜００５），而与
ＨＡＭＤ２４总分、躯体化、体重、日夜变化、阻滞、绝望感未见显著相
关性；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Ｅ２水平与 ＨＡＭＤ２４总分及睡眠
障碍呈负相关（ｒ＝－０４３４，Ｐ＜００５、ｒ＝－０４１８，Ｐ＜００５），
而与躯体化、体重、认知、日夜变化、阻滞、绝望感未见相关性。

见表３。

表３　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Ｔ和Ｅ２水平与不同临床症状的关系

ＨＡＭＤ２４ 躯体化 体重 认知 日夜变化 阻滞 睡眠障碍 绝望感

Ｔ ｒ －０３２７ ０１９６ ０３３６ －０４１５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８ －０４０５ －００８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Ｅ２ ｒ －０４３４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０１８６ －０４３６ －０１４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抑郁症如今已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其发病率在全世界位

列第四位［１］。然而抑郁症病因复杂，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定

论。在较为关注的发病机制中，神经内分泌学说占据一席之

地，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

但近年才被关注。在临床工作中，精神科医师常常可以见到男

性抑郁症患者存在性功能障碍的问题，这也成为在抑郁症治疗

过程中医师应该关注的普遍问题。刘联琦等［２］在评定了８９例
男性抑郁症患者性功能后发现，抑郁症患者中性功能障碍发生

率为 ６２９％。与此同时，邹庆波等［３］在评定了１２０例男性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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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性功能后发现，在男性抑郁症患者中有６５％的人有不同
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抑郁症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之高也使

得抑郁症的病程呈现出迁延和易复发的趋势。现已发现在大

脑的边缘系统中存在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受体［４］。这更进一步

提示我们，抑郁症与性激素的关系值得探讨。

ＰＲＬ由垂体分泌，应激可以使体内ＰＲＬ水平升高。杨剑虹
等［５］在检测了４０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３０例健康男性对照人群
的ＰＲＬ后发现，男性抑郁症患者ＰＲＬ水平与健康男性相比有所
上升，但这种变化却没有统计学意义。欧阳爱桂［６］在检测了９０
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及７０例健康男性对照者的ＰＲＬ后也得出了
相同的结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和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男性抑郁症患者ＰＲＬ水平的变化可能提示我们，抑郁症患
者在发病前可能受到过一定程度应激原的刺激，但是这种应激

并不是引起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因素。

ＬＨ和ＦＳＨ也是由垂体所分泌，两者相互协同共同刺激睾
酮的分泌。方泽忠［７］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

上报告了他所研究的３０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３０例健康男性对
照人群的性激素的水平，研究显示男性抑郁症患者的ＦＳＨ水平
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稍高，ＬＨ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
稍低，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那万秋等［８］在老年抑郁

人群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研究结果与方泽忠、那

万秋的研究结果一致。

Ｔ是男性最主要的性激素，而Ｅ２主要由 Ｔ转化而来。临床
上发现抑郁症患者通常存在性功能下降的情况。张迎黎［９］和

林涌超等［１０］为了探讨抑郁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分别测定了３０
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３０例健康男性血清中的 Ｔ和 Ｅ２水平，发
现抑郁症患者的Ｔ和 Ｅ２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群。本研究结果
显示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的 Ｔ和 Ｅ２的水平均较健康男性有明
显下降。这与林涌超、张迎黎等的研究一致。研究发现，Ｔ可以
通过抑制５－羟色胺（５－ＨＴ）再摄取、激活酪氨酸羟化酶、增加
γ－氨基丁酸（ＧＡＢＡ）转运等，增加人体５－ＨＴ、多巴胺（ＤＡ）、
去甲肾上腺素（ＮＥ）和ＧＡＢＡ的水平，进而维持机体的稳态，当
Ｔ减少时，以上神经递质水平便会下降，导致抑郁的发生［１１－１３］。

Ｅ２在抑郁症的发病中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 Ｅ２可以减少５－
ＨＴ在突触间隙被重吸收、还可以抑制单胺氧化酶（ＭＡＯ）的活
性，从而提高突触间隙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Ｅ２减少会使５
－ＨＴ、ＤＡ和 ＮＥ等递质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１４－１６］，从而发生

抑郁。除此之外，ＤＡ和 ＮＥ在人体有性唤起和性维持的功能，
抑郁症患者ＤＡ和ＮＥ等递质的表达水平下降，这也进一步解释
了抑郁症患者性功能减退的现象［１７］。

由于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存在血清Ｔ和Ｅ２水平的下降，故
而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激素与男性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的相

关性。结果发现，随着抑郁组血清 Ｔ水平的下降，认知功能和
睡眠障碍也变得越差；伴随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 Ｅ２水平的下
降，患者的ＨＡＭＤ２４总分随之增高病情加重，睡眠障碍也越严
重。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针对有性激素下降的患者适宜的给

予性激素补充治疗可能会更好地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某些临床

症状［１８，１９］。

综上，抑郁症的发生机制复杂，本研究认为可能与 Ｔ和 Ｅ２
水平下降有关。同时抑郁症患者 Ｔ和 Ｅ２的水平可能也会影响
其临床症状。但遗憾的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研究

所纳入的研究对象例数相对较少；并且在病例的选择上也较单

一，病例人群都是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没有门诊病人；此外

考虑到女性激素随生理周期波动的情况，并没有对女性抑郁症

人群进行研究。因此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克服上述设计

的不足，更深入的研究抑郁症和性激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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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女大学生性观念、性行为及性知识调查
王成岗　王婷婷　李广钊　杨柳　王领娣　王英　张贺　张沁园△

山东中医药大学预防医学系，济南 ２５０３５５

【摘　要】　目的：了解现阶段济南市女大学生所持有性态度、发生的性行为及所具备的性知识，为高校
性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通过自制调查表，采用匿名自填的方式对济南市三所高校大一、大二年级女大学生

进行调查，并分析不同年级、生源地及院校间的差异。结果：有９７人（２３５％）赞成婚前性行为，有２４６人
（５９６％）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及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分别为６８％、５８％。在有自慰行为的学生中６９６％
有负罪感。城市生源女大学生比农村对性相关知识掌握要好。有关性的问题给４０７％的学生带来困扰。
学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网络和中学课程。女大学生认为最适合的性教育方式是性教育课和讲座。

结论：济南市女大学生性观念与四川、北京等地比相对保守，性行为发生率也低于四川、广州等地大学生。

女大学生对性知识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也存在性困惑，应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培养其正确的性观念，减

少危害身心健康的性行为发生。

【关键词】　女大学生；性观念；性行为；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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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处于身心急剧变化的青春后期，同时也处在人生旅
程中生理最旺盛的时期［１］，大学阶段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重要时期。性知识的缺乏、不恰当的性观念会导致不适宜

的性行为及心理冲突，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及正常的学习生

活。有研究显示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７０％来访者是关于性及
两性关系的问题［２］。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受到社会变革

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其性观念有越来越开放的趋势。虽然对大

学生性观念、性行为和性知识的相关研究已进行数十年，但现

阶段对其进行现状调查仍然非常重要和富有意义［３］。本研究

通过对女大学生的性观念、性行为及性知识现状分析，为丰富

高校女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内容和切实有效地开展针对性的性

教育提供参考。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在济南市３所高校（医学、师范及女子院校各１所）在
读的大一、大二年级女大学生为本研究调查对象，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５年４月，每所高校随机抽取１００～１５０人，一、二年级各占大
约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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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在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团委和班级辅导员配合下，采用匿名

自填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员为本课题组女大学生，经过

统一培训。调查表由课题组设计，通过预调查，修改调查表和

确定调查方式。

１３　调查内容
问卷主要涉及的调查项目包括：女大学生年级、生源地等

基本情况；对恋爱、性行为及同居的看法；实际发生的性行为；

性知识及来源、需要的性健康教育内容及方式等。对部分问题

设“不清楚”选项。

１４　数据录入及统计处理
采用ＡＣＣＥＳＳ软件建立数据库，为保证数据录入的质量，数

据由课题组成员进行双录入。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χ２检验及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４１６份，剔除填写不完整问卷３份，回收
有效问卷４１３份，有效率为９９３％。三所高校分别调查１２６人
（３０５％）、１３２人（３２０％）和１５５人（３７５％）；一年级同学有
１８８人（４５５％）；生源地为城市的学生占４１０％。
２２　性观念

有７８５％人不愿和她人公开谈论性的话题，感到难以启齿
和羞耻分别占５２１％和２６４％。不同年级、生源地和院校间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

对性行为的看法分析显示，有７９６％女大学生认为性行为

是自然的，有１０７％认为其是美好的，但也有７０％和２７％认
为其是肮脏的和罪恶的。二年级和城市生源学生与一年级和

农村生源对性行为的认识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Ｚ值分别为
－２０９３和－１９８３，Ｐ值分别为００４７和００３６），不同学校间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４７，ｄｆ＝２，Ｐ＝０２１８）。在有自慰行为
的学生（１２５人）中６９６％感到负罪感。城市生源学生较农村
有负罪感比例少，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５５４，Ｐ＝０００３），不
同年级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９，Ｐ＝０９２６），不同院校
间差别也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２９，ｄｆ＝２，Ｐ＝０１２１），医学、师
范及女子院校有负罪感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５％、７０３％
和７８７％。

有９７人（２３５％）赞成婚前性行为，有２４６人（５９６％）反
对，另有７０（１６９％）表示说不清，不同年级、生源地及院校间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在赞成婚前性行为的学生中，有５５４％的同
学表示“只要双方自愿，无所谓”，表示为生理或稳定感情需要

的分别占１８５％；在不赞成婚前性行为的原因依次为影响今后
婚恋（６０５％）、违背公德（１８６％）、耽误学习（９１％）和感染疾
病（４１％），另有７７％学生选择其它原因。

反对婚前同居的有１３８人（３３５％），有４６８％同学表示可
以理解，表示无所谓的占１５０％，赞成的占３６％，其它同学表
示说不清。不同年级、生源地及院校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性行为
有７５１％的女大学生认为大学期间应该谈恋爱，４９８％的

同学有恋爱经历。发生婚前性行为及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分别

为６８％、５８％。对于这三个问题，不同年级、生源地及院校间
差别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济南市女大学生性行为的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是 否

因素间比较（Ｐ值）

年级 生源地 院校

是否有自慰行为？ ３０３ ６９７ ００７５ ０９９９ ０７３３

是否发生过婚前性行为？ ６８ ９３２ ０２１７ ０３３４ ０１９０

是否有与异性同居经历？ ５８ ９４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０

　　注：采用χ２检验

２４　性知识
从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表示部分知道，完全了解女

性生殖系统生理结构和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２５２％和２８８％，
完全不了解的比例较低。而对于避孕措施，完全了解的比例较

低，完全不了解的比例相对较高。二年级比一年级、城市比农

村女大学生性知识掌握更好，尤其是对生理结构和避孕措施的

了解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不同院校分析显示各院校间性知识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济南市女大学生性知识的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完全知道 部分知道 完全不知道

因素间比较（Ｐ值）

年级 生源地 院校 ＋

确切知道什么是性行为？ ２５２ ７０５ 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３１７ ０３５２

了解自己的性生理结构？ ２８８ ６７８ 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４

了解哪些避孕方法？ １１１ ７６８ １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８

　　注：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法；＋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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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问到有关性的问题是否给你带来困扰时，有 ２４５人
（５９３％）认为完全没有困扰、有些困扰的１５０人（３６３％），有
非常大困扰的１８人（４４％），不同年级、生源地和院校间比较
均无统计学意义。

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分别是网络（４３６％）、中学课程
（１９１％）、报刊杂志（１４０％）及专业书籍（１２８％），另有４３人
（１０４％）为其它。女大学生认为最适合的性教育方式依次为
性教育课（４１９％）、性教育讲座（２４２％）、提供读物和视频
（１５５％）、穿插在品德课中（１５０％），１４人（３４％）选择其它。
女大学生认为需要的性教育知识有性生理（７０５％）、避孕
（５０４％）、生育 （４９９％）、性传播疾病 （４４１％）和自慰
（１６５％）等。
#

　讨论
性观念是指对有关性问题的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持有的态

度评价［４］。性观念与个体的志趣、所处的时代、家庭环境及教

育背景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发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近８０％
的女大学生不愿与她人公开讨论性的话题，但９０３％调查对象
对性行为持正面的看法，且二年级和城市生源学生要好些。以

上结果表明性观念受到家庭教育、周围人和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同时，研究显示自慰后农村生源学生较城市有负罪感的比

例高，医学、师范及女子院校有负罪感的比例依次增高，但院校

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可以与本研究样本量小有关。由于受到

西方文化的影响，女大学生性观念逐渐开放，但现阶段仍处于

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对其也有较大影响，再加上性知识缺乏，

对自慰行为仍有较多的同学有负罪感。同时也提示农村生源

地学生是性健康教育的重点关注人群。

２０１０年陈敏等［５］在泸州医学院校做的相关调查显示有

４６１％的女大学生反对婚前性行为；ＺｈｏｕＨｏｎｇ等［６］２０１０年北
京地区的相关调查显示，接受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高达５８７％，
反对的仅占１１７％。而５年后的本研究有５９６％的调查对象
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２０００年黎国庆［７］在新乡医学院调查显示

２２５１％的女大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与本研究数据较为接近。
说明不同地区高校间由于文化氛围和环境不同，对婚前性行为

的接受程度有一定差异。在赞成婚前性行为的同学中有

１８５％的认为其有助于稳定感情，需要正确引导；在反对的同学
中仅有４１％担心婚前性行为感染疾病，应加强相关知识的教
育。在赞成的同学中有５５４％认为婚前性行为“只要双方自
愿，无所谓”；而不赞成的同学中有６０５％认为影响今后婚恋，
可能与其持有的传统贞操观有关。可见女大学生的性观念有

呈现两极化的趋势，即有部分同学受现代观念和社会环境影响

较大，持较开放的性观念；而有部分同学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较

大，持相对保守和落后的性观念。对于婚前同居现象，持无所

谓和可能理解的同学合计占６１８％，与２０１０年余峰彬等［８］在

攀枝花市和阮鹏等［９］在成都医学院三年级以上８０后女大学生
的研究结果相似，显示女大学生对别人的同居行为又持较包容

的态度。有一定比例的同学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持“说不

清”、“无所谓”和“可以理解”等不确定态度，须引起教育管理者

的关注。

本研究有３０３％的女大学生有自慰行为，明显高于 ２０００
年黎国庆［７］研究的１２１２％；而和武慧多等［１０］２０１２年在湛江调
查的３４９％相近，其研究发现农村生源学生自慰行为高于城

市。而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生源学生自慰行为没有差异，说明

她们释放“性能量”的方式趋于一致。本研究显示发生婚前性

行为的比例低于２０１０年陈敏等［５］和宋著立等［１１］对９０后广州
大学做的相关研究结果，与异性同居的比例也比较低。通过以

上对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比较分析，考虑到性观念逐渐开放、性

行为发生率逐渐升高的趋势，可见济南市女大学生性行为的发

生率比广州、四川等地低。但也要看到有７５１％女大学生认为
大学期间应该谈恋爱，４９８％的有恋爱经历，且有２３５％的赞
成婚前性行为，另外本研究调查对象为一、二年级大学生。因

此预计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可能会提高。

有研究发现城市生源、高年级与性行为的发生呈正相关［１２］，但

本研究未发现相似结果。

本研究调查对象对性行为和生理结构的了解比２０１０年陈
敏等［５］研究有所提高，但对避孕措施的了解低于上述研究。研

究还发现二年级比一年级、城市生源比农村女大学生性知识掌

握更好，尤其是对性生理结构和避孕措施的了解。可能是随着

大学生活的进行，大学生接触的性知识逐渐增多；而农村生源

学生性知识较薄弱。有４０７％的同学表示性的问题给其带来
了困扰或非常大的困扰，这也说明了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必要。

虽然不同年级和生源地同学的性知识存在差异，但其性困扰没

有差别，说明现有的性知识对部分女大学生解决性的困扰帮助

不大；而且不同院校间性困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医学院校

女大学生的医学专业知识未解决其性困惑。研究发现女大学

生对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网路和中

学课程，与２００６年赵瑞芳［１３］和王淑玲［１４］研究相似，只是网络

来源占比有提高。但网络来源的性知识不系统，有些也未必正

确，易给女大学生产生误导。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性

知识的来源仍然缺乏系统、正规的课堂教学。而有６６１％女大
学生认为最适合的性教育方式恰恰是性教育课和讲座，结果与

赵瑞芳［１３］研究相似。女大学生需要的具体性知识主要有性生

理、避孕、生育、性传播疾病及自慰等。由于大学生与社会交流

越来越多，高危性行为走进校园，近几年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的

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大学生性教育应包括常见性传播疾

病的临床表现、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的内容。在开展性教育

时，要注重大学生人格培养，把性健康教育与人格教育相结合，

教育内容应包括性心理、性道德伦理、性价值观及有关法律的

内容，以有助于建立健康的性观念；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女大学

生，为了提高其综合素质，也应该包括生育及避孕的系统知识。

综上所述，济南市女大学生性观念与四川、北京等地比相

对保守，但也要看到有呈两极化发展的趋势；性行为发生率也

低于四川、广州等地大学生；目前具备的性知识较局限，对解决

其性困惑帮助有限，缺少系统的性健康教育。大学生作为生长

发育的特殊群体，性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

指出：性文明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性愚昧、性

混乱则可导致个人毁灭和社会动乱［１５］。通过女大学生性观念、

性行为和性知识现状与特点的分析，有助于高效管理者准确把

握其心理动态，针对性的做好性健康教育工作，帮助女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减少危害身心健康的性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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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后在校大学生性观念现状调查———以四川省三所
高校为例
方德静

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摘　要】　当今在校大学生绝大部分是９０后，对其性观念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对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的
性观念、性态度、性行为选择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四川省三所高校：乐山师范学院、成

都理工大学、四川文理学院共１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分析研究调查结果，以期为高校开展大学生
性教育提供大数据，寻找教育新方法，帮助并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康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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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对于一个公民到底是什么？是权利？是一种满足现实
的观念？是道德评判还是人的动物本能？是种族繁衍的需要

还是人快乐的源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学生有太多

的困惑。回答以上问题的立足点其实只有一个：形成正确、健

康的性观念。为了解当今在校大学生性观念状况，我们随机抽

取乐山师范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文理学院共１０００名在校
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对９６０份有效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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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主要从性知识获取、对待性活动的态度、性困惑等方面展开

调查分析，以探索大学生性观念现状差异。结果报告如下。

!

　调查研究
随机抽取乐山师范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文理学院共

１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大二学生２１０人，大三学生３５０人，大
四学生４４０人，收回有效问卷９６０份，回收率９６％，其中男生所
占比率为４３％，女生为５７％。
１１　在校大学生性知识获取的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性知识获得途径依次为：书籍、杂

志、报刊、文学作品等介绍和普及（４６％），观看电视、电影等相
关影像资料（３０％），从各种网站、学校、家庭、人际渠道获得性
知识分别占１８％、１５％、１４％，这表明随着社会进步，大学生获
取性知识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另外，从调查数据来看，男女

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也有所不同，男生侧重大众化而较隐

秘的网络、电视，其次是报刊、杂志等，女生则主选报刊、书籍，

其次是网络等。这说明网络、报刊是当今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

主要来源，此来源开放且不固定，不利于大学生形成稳定的性

观念。一般而言，性知识掌握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正确的性

观念。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依次为一般

（５７％）、较少（３５％）、较多（７％）、完全了解（０）。这组数据说
明，９０后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这将会制约大
学生正确性观念的形成。

学校、家庭是当代大学生性知识的启蒙地。在家庭中，性

教育方面家长总是选择避而不谈，感觉是个神秘话题，而无论

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家里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警告，很少有父母

或亲人能够提供良好的谈话教育，家长在性观念上思想比较陈

旧，对性的理解还很狭义，认为只要孩子不去触碰就对了。多

数家庭未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性知识讲解教育氛围，大学

生无法在家庭获得更多性知识。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性教育的

满意程度依次是一般（５６％）、不满意（３７％）、说不清（６％）、满
意（１％）；而问及开展相关性普及的讲座或宣传活动时，学生选
择的项目依次是观天气、视情况、看心情（７３％），没兴趣
（１０％），果断顶起（１７％）；这说明学生自身对接受性教育的积
极性不高，又缺乏主动性。关于希望学校以什么方式开展性教

育，学生的期望依次是是开设选修课（４６％）、开设讲座（２１％）、
必修课（１９％）、其他（１４％），这说明学生想通过学校性教育获
得性知识，并且支持多种性教育知识传授方式，比如支持在高

校开设选修课的人有４６％。
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对从高校和家庭渠道获取性知识

的要求还是很强烈的，自身也有努力从学校、家庭掌握性知识

的的主观意识。

１２　大学生对性活动的态度问题
实践决定认识。对性活动的认识态度决定了大学生对性

的根本看法，而对性活动的不同看法体现了大学生性观念的不

同。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当代大学生对人的性活动的认识、性伴

侣的选择、婚前性行为接受的程度三个方面。

１２１　对人类性活动的认识　一个人对性活动总的看法和根
本观点，即形成人的性观念。通过调查，我们得知有７０％的大
学生认为人的性活动是美好的，必须的，是人类原始生理的需

求；２２％的大学生认为人的性活动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制约
的；有８％的大学生选择了人的性活动应该是有规范的，尺度适

中，但不排斥；没有人选择人的性活动是丑恶的，谈论这种事情

会被受鄙视。这组数据说明当代大学生认为人的性活动是人

的生理健康的必需品，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１２２　选择性伴侣的态度　如今，性伴侣的选择在当代大学生
中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怎样看待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的问

题上，大学生显得非常宽容。本调查主要针对大学生对同性

恋／同性恋者的态度做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待大学生同
性恋者的态度上，依次是能够接受、认为是正常的、是人类情感

中的一种（６７％）、没想过这个问题（３０％）、非常理解（２％）、无
法接受（１％）；这说明在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同性恋行
为越来越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

１２３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当代大学生对待婚前性行为
的态度反映出大学生对性活动接受的程度和对爱与性的关系

的理解，是大学生性观念形成的重要表现。调查显示，在看待

爱与性的关系上，学生的观点依次是先有爱后有性（６１％），两
者并重、同时产生（３０％），有性无爱（８％），先有性后有爱
（１％），有爱无性（０）；由此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普遍认同没有
脱离性的爱，同时爱比性更重要的观点。

对婚前性行为，学生的态度最多是不反对，但自己不会去

做（４７％），其余依次是认为情到浓时就是很自然的事（３０％）、
认为关键要看是否对结果负责（２３％）、认为不对，但控制不了
（０）。这说明大部分９０后大学生认识到了婚前性行为需谨慎
这一问题，其次，一半以上的人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比

较开放，在处理爱与性的关系中是持相对开放的态度。

１３　大学生性困惑情况分析
性困惑是性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当代大学生的年龄在

１８～２３岁之间，性意识已经觉醒，觉醒的性意识必然伴随着性
冲动与性压抑等性困惑。本调查将针对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

主要性困惑展开调查。

１３１　性压抑　性压抑也叫性饥渴，是青春期相当普遍的一种
性心理现象，它的存在有利有弊。对人类而言，适当的性压抑

是人类文明的需要，是合理的，对未成熟性欲的压抑也是必需

的，但过度压抑则会产生性心理问题，形成错误的性观念。

对性幻想的调查显示，有 ７７％的大学生承认偶尔有过，
２１％的大学生表示从未有过，只有２％的大学生表示经常产生
性幻想，有３１％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正在承受着性压抑或性苦
闷，有６９％的大学生认为学习是第一要务，不会产生性压抑；对
在公众场合提及有关两性名词，如月经、遗精、卵巢、性交、性高

潮、性病、手淫等，有７０％的大学生能够接受，表示很正常，也有
１７％的大学生在听到上述词语时会出现害羞、面红、心跳等症
状，有１２％的大学生认为这些词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是让
人难以启齿的，更有１％的大学生完全不能接受听到这些词语，
认为是淫秽、龌龊、下流的。从这组数据看出大学生伴随着青

春期的生理发育，性意识的觉醒，绝大部分的９０后大学生对于
两性话题可以坦然面对，大部分的９０后大学生不仅性意识觉
醒，而且渴望性，但仍存在少部分人感觉难以开口，不适应，有

压抑的困惑。

１３２　性满足　大学生群体因为年龄、所处环境的制约，性满
足方式不能得到合适的释放，必然会选择非常态的性满足行

为，比如自慰行为。它是一种类性行为，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适度自慰（手淫）可以调节紧张情绪，释放得不到正常生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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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抑感，但是过度则对身心健康有所损害。大学生身体健

康，精神饱满，对美好事物充满憧憬，生理上性激素分泌旺盛，

精神上对伴侣有着渴求，对性的渴望程度上升，但因为正值学

习阶段，处于集体居住状态等原因，对生理上产生的性冲动只

能采取非常态满足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在自慰（手淫）行为方面，有６７％的大学生
表示是从未有过，有３２％的大学生承认偶尔有，有１％的大学生
表示经常如此。对自慰（手淫）的看法方面，有高达７５％的大学
生认为是正常生理需要，有９％的大学生认为自慰行为只是因
为空虚寂寞冷而寻找的一种寄托方式，但也有１５％的同学表示
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另有１％的大学生表现出厌恶，
认为是一种病态的行为。这组数据表明知道并认可自慰行为

是正常生理需要的占学生大多数，其中男生多于女生；同时大

学生选择自慰行为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感觉空虚、寂

寞，这表明大学生选择自慰行为与大学生活是否过得充实

相关。

１３３　处女情结　处女情结也是大学生性观念的一个重要体
现。当代大学生的性道德观念存在随意性，贞操观有弱化趋

势，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贞操观，所以在处女情结问题上表

现很纠结。

根据调查，在看待处女的重要性问题上，有４９％的大学生
认为对女生来说很重要；认为处女情结不只是针对男性，女性

也应有对男性的“处男情结”的人数占到４８％，有１％的男生认
为未来的另一半是否是处女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也有２％的大
学生认为无所谓。这说明当代大学生性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爱与性、传统性观念与现代性观念的

困惑。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大学生性观念也发生着

诸多变化，分析了解大学生的性观念问题，提供相应的数据分

析，有利于从家庭、学校、社会、学生个体多方面开展工作，帮助

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健康、和谐、文明的性观念。

"

　当代大学生性观念形成因素分析
９０后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体，其性观念呈现开放、多元、宽

容、多样化的态势，大学生的性观念主流是好的，但带有不理

性、矛盾性色彩。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群体出

现了较多的与性有关的问题，产生了各种与之相关的心理困惑

或心理障碍，导致了大学生无法辨别自己是否拥有健康的性观

念。通过调查，本文提出以下影响大学生性观念形成的因素。

２１　外在因素对大学生性观念形成的影响
科技信息技术化、经济全球化、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这必然导致大学生接受多方面的信息冲击，从而影响其个

体性价值判断及性观念形成。事实上，学校和家庭也是大学生

获取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但性教育在当今大学教育中还没有形

成系统化教学，家庭性教育还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这导致当代大学生对学校性教育和家庭性教育态度不乐观。

主要表现为：

２１１　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
“性解放”思潮也传入我国，特别是我们国家性教育还没有准备

好适应当前大量性信息的冲击时，身处最前沿、最快接受性信

息、渴望新思想的当代大学生性心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变

化，他们从内部解放旧思想，也被外来性自由和性解放的思想

深深影响着。调查数据表明，以前被国人所诟病的婚前性行

为，如今在９０后大学生眼里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东西方文化
价值观的差异和国人的接受程度，在他们价值取向上产生强烈

碰撞，导致当代大学生很容易产生性认识偏差，性观念形成

错误。

２１２　网络传媒先进性、碎片化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更
新，书籍等种类繁多，信息复杂多样，学生眼花缭乱，在获得性

知识时，往往层层迷雾，摸不着头脑，增添了学生正确获取知识

和获取正确的知识的难度，还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诱

惑，被不良信息侵蚀性心理健康，产生错误的性观念。受网络、

电视等开放的性现象，如黄色网站的影响，养成了不良的性行

为习惯和不健康的性观念。最近一则某校大学生男生面对着

女生寝室自慰的新闻在网络上流传，引起社会高度重视。中国

社会本身的发展，社会关系复杂化，大众传媒快速发展，学生虽

在课堂上无法获得足够的性教育，但通过网络，学生对于爱与

性的话题大多不觉新鲜。从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者发达的网络

了解到性的相关内容，电视、书籍中出现的成人场景，都在无形

中加剧了大学生的性渴望，认同自由的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上

升，性观念发生了变化。

２１３　系统性学校性教育缺乏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教
育部公布了新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今后中小学

每学期要安排６～７课时上健康教育课。时至今日，７年过去
了，全国中小学校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没有经过系统性教育

的９０后，进入到了开放式的大学校园，摆脱了以前学校和家庭
的双重束缚，没有了性方面的强制性监督管理，在宽松氛围的

熏染下，容易对性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但由于当代大学生性知

识掌握途径局限，又缺乏正确引导，所以容易走入性误区。

大学生性教育目前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一个薄弱环节，性

教育也没有被当作正规课程摆进课堂，性似乎成了一种边缘性

文化。同时与西方对比，中国的性教育显然远远落后，且得不

到重视，性教育就像被蒙了一层纱的教育，这使得学生在认识

中无从获得充足理论，对相关的知识没有足够了解，很容易走

进性的误区。

２１４　家庭性教育不足的影响　很大部分学生从小受家庭传
统思想的束缚和影响，把性列入研究讨论的禁区，家庭性教育

严重缺乏。在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氛围中，难以获得正确认识。

进入青春时代，对待性和爱时往往迷茫中带着警觉，有些思想

根深蒂固，处于爱与性的关系盲区，他们一方面渴望，一方面不

知所措。９０后大学生对待婚前性行为，比较谨慎的同时也相对
开放，且这种不理性的开放令人担忧。父母在教育方面的简

单、粗暴、无理甚至对这一阶段少男少女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

指责、猜疑、嘲笑态度，都有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心理后果。同

时，虽然社会观念越来越开放，但是大学生主动获取性知识还

是会被家庭或亲朋说教，这令大学生对性的求知欲受到严重

打击。

２２　内在因素对大学生性观念形成的影响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９０后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非常

广，知识面涉及也具多样性，但总体来看，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

解程度不深，性观念呈现不同程度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有

如下几点。

２２１　大学生自身生理因素的影响　９０后大学生年龄在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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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岁，处在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生殖系统已经发育成熟，性意识
的觉醒，导致了他们对性知识的渴求，集中表现在注意异性、关

注性与生殖方面的问题、对异性感兴趣、产生愿意接触异性并

有与异性强烈交往的渴求。同时，生理与心理的变化也使其感

受到性的兴奋和性的冲动，并由此产生性要求和求偶的意识，

性意识的主旋律开始转向性欲满足，内心产生求偶、婚恋的意

愿，主要表现为性冲动和对性体验的渴望。这种感情投入的欠

缺，忽视性与爱的关系的性意识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性观念

误区。

２２２　大学生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　９０后大学生性心理成熟
往往滞后于性生理成熟，由于性知识获取偏差，容易产生心理

困惑与矛盾；部分人缺乏良好的性伦理道德观，性行为缺乏责

任感。自制力和性知识水平都存在不足使他们易陷入性误区，

难以自拔。９０后大学生性生理发育成熟的同时，性心理观念也
在随之发展，由于正常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不健康

的性观念，如适度的类性行为———自慰可以缓解性心理发展期

产生的心理矛盾。但少部分人没有找准方向，在大学生活中没

有充实自己，感到空虚、寂寞，而到性方面寻找精神与肉体的满

足感，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苦恼，性观念也开始慢慢变得模糊

不清，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容易误入歧途；极少部分人在性心

理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摆正心态、及时调节，养成了不良的性行

为习惯，过度的自慰成为一种病态。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性道德伦理及社会意义上的性文明形

成的重要阶段，因此大学阶段形成的个体性意识、性观念对其

性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反过来性行为又作用于性观念。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婚前性行为后，其本人对性行

为后果会感到恐惧，不知所措；如果造成对对方或对自身无法

弥补的伤害，更会留下沉重的心理阴影，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性

犯罪，影响其未来发展。

２２３　大学生性知识获取碎片化 网络时代的知识获取看似简
单、容易，实则零碎、不成系统。从调查来看，大学生获取性知

识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但资源来源过多，众说不一，难

于形成相对统一的知识结构，导致大学生对自我性知识准确与

否把握不清。性知识正确掌握的缺失使大学生在性生活实践

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出现性观念问题。同时也有一少部分学

生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性知识的兴趣不浓，有意对性相关的知

识和现象避而不谈，避而不学，由此产生隐藏性的性心理问题。

#

　树立当代大学生正确性观念的对策
性观念对大学生的性行为方式和性价值取向有着直接而

重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科学的性教育，形成正确的

性观念，提高性心理健康水平，以防止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

路。提高大学生性观念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家庭不可忽

视的问题。

３１　社会力量对当代大学生正确性观念形成的对策
社会力量对大学生形成正确性观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国家作为性教育的决策者，应鼓励各类学校积极开展性教育，

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加强性法制建设和性知识普及，传播性

文化的正能量。

３１１　教育部重视培养专业的性教育工作者 只有通过性教育
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才能帮助完善和重新架构将要担当中、

小学及大学性健康教育教师的知识体系，树立新的性观念，以

正确的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之密切相关的性，提升性

教育的成效性；明确性教育不只是性生理、性心理教育的内容，

它更涉及到青少年的权利、性别意识、法律救助等等；性教育应

是综合的、立体的、积极的，既要有针对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师

资，也要有针对个别问题学生的选修课师资。

３１２　学校逐级落实性教育课程体系 从近些年媒体不断披露
出的“未成年人性犯罪”、“‘园丁’性违法犯罪”的案件数量的

增加可以看到我国学校性教育的缺失。从我国现在性教育的

结构体系上和多年从事性教学的经验上看，笔者认为中国现阶

段已经具备在幼儿园、各级学校开展系统性教育的条件了。就

中国目前的成人性观念来讲，人们对性的态度同“中庸”思想是

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凡事好中庸，讲究节制，不像西方人那样激

烈极端，这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

时代发展需要“与世界接轨”，如果中国人在其他方面都能

恰当而又快速地与世界接轨，而单独在性教育方面还停留在原

有的“封闭”状态，接轨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适应这一

形式，就要从观念上来一个根本地改变，不再让性教育受人非

议。这需要上级乃至整个民族彻底改变对性教育的看法，正视

性相关的知识。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意识做好宣传工

作，打击性方面的违法犯罪，如强奸、卖淫、淫秽信息的传播等，

同时在性教育规划中可以进行积极的行为干预。面对西方性

解放冲击，做出正确决策和指导方针，广泛开展科学有效的性

知识宣传，让广大青少年走近性知识，了解性知识，用科学的眼

光对待性，树立正确的性观念。

３１３　国家机关健全网络监督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快速
发展，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学生踏入大学校园实际上就是

半只脚踏入了社会。大学生必须与社会打交道，在社会实践中

发展自己。在此期间，大学生被视作一个成人，开始慢慢适应

社会。性观念被烙上社会的印记，受社会环境影响。因此，社

会各界应该净化社会环境，净化大众传媒，遵纪守法，抵制不良

信息，拒绝黄色鸦片，社会每个成员应及时监督，为营造健康的

性教育环境努力，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性观念。

３２　家庭对当代大学生正确性观念形成的对策
家庭是性教育的启蒙地，父母要切实转变观念，正视性，不

再谈“性”色变，通过学习，正确教导孩子，正确传输性知识，配

合学校的性教育工作，改变陈旧落后的观念，为子女树立榜样，

超越经验层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子女的性困惑问题，当子女

为性感到困惑或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性行为，要及时疏导，防止

不正当性行为和性犯罪的发生，促使下一代健康成长。

３２１　父母通过学习树立自身健康的性观念　人对性的认识
是从出生就开始的，不是父母认为的长大了可以“自学成才”

的。性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与人的发展一样，从婴儿

到幼儿时期，从童年到青年，一直延续到老年，人在成长的不同

时期，性的需要是不同的。比如，婴儿到幼儿时期，人的性需要

通过吸吮、成人的怀抱等获得满足；童年期通过排便方式认识

自己的性别，通过学习同性别的爸爸或妈妈的着装、行为习惯

来获得性的满足等等，所以今天的父母要学习树立起新的性教

育观念，从认知上改变，明确孩子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长高了、

长大了，还有他的性观念也在一同成长。

３２２　坦然面对孩子的性问题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性激素在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生理的极度改变也伴随着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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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从幼儿时期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到青年

时期对性的好奇和渴望，是潜移默化，不断伴随着孩子一起成

长的。性研究发现，儿童在早期所获得的性认识、性准则大多

来源于父母及共同生活的成年人，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但主

要来自父母。任何一个人成年时期的对自我认识的性别倒错、

性行为变态、性对象过错都能在孩提时代找到踪迹。所以，面

对孩子时，父母应该真实的、坦然的、准确的回答问题，而不是

回避和欺骗，甚至是打骂或禁止。

３２３　建立开放的家庭对话机制　家庭对话是孩子健康成长
的重要保证。父母是孩子最亲的亲人，而从调查数据来看，大

学生从１４岁开始就不再愿意与父母交流，特别是性的问题，甚
至害怕父母知道，他们更多的是在网络上寻找答案，在同龄人

中获得认同。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同龄人片面的解答与认同

都会在人的性认知上留下痕迹，甚至对后期成年后的性态度产

生深远的影响。医学临床证明青少年时期不恰当的性知识来

源会在孩子成人后引发性心理障碍、性扭曲、性功能障碍等问

题，同时也会形成不正确的性道德观和不良的性行为，如偷窥

异性、过度自慰等。所以，家长客观、理性、科学的性态度将影

响着孩子成长困惑中对父母的信任与交流，开放的家庭对话机

制可以帮助成长中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性选择时及时有效地求

助，是孩子科学性观念形成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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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张月珍１　骆俊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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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编制适用于我国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的调查问卷，以供评价青少年女性性健康行
为水平的工具。方法：通过访谈法、专家咨询法与文献法的基础上编制了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的原始问

卷，并运用调查法对５１１名青少年女性进行测试，并用ＳＰＳＳ分析软件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平均内容
效度比（ＣＶＩ）为０９０２，探索分析性因子分析问卷得到１５个条目，形成２个因子，即预防措施、拒绝自我效
能，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４，χ２＝１３８３０５，Ｐ＝００００，各因子载荷范围为０５６７～０７４３；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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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８４，２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范围为０８６５～０９０２；重测信度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４２。结论：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价青少年女性性健康
行为的现状。

【关键词】　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问卷、性健康行为、问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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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女性的性自我效能是全球所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
其中有性经验青少年女性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性传染疾病

及非预期怀孕等情形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并引起广泛关注［１，２］，

这凸显出青少年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应该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

性［３］。另外，性自我效能是指个人能改变性行为的信念或经

验，进而降低感染性传染病或非预期怀孕［４］；即性自我效能是

个人能够成功的处理性方面的能力，对预防措施所具备的知识

与行为能力，或是能够改变个人对性行为的信念或经验［４，５］。

综观，影响青少年女性非预期怀孕的因素，主要为个人接受错

误的性信息及同侪的经验，或是男朋友对性行为的要求，致使

青少年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忽略了采取避孕措施。基于此，目前

国内仍旧缺乏评估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的工具，故本文试图

编制适合青少年女性发展阶段之特性的性自我效能问卷，以供

评价青少年女性性健康行为水平的工具。

!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采随机整群抽样方
法选取福建某医科高专１６～１８岁青少年女性（总体平均年龄
１７２岁）为取样对象；首先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研究者开
始进行调查问卷发放，并讲解调查目的与问卷填写方式，并以

匿名方式完成调查问卷，共计５１１名青少年女性参与研究。
１２　研究过程
１２１　拟定原始问卷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专家咨询
法、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在拟定原始问卷前，先采

用访谈法，了解青少年女性对性行为有哪些安全措施？如何预

防或拒绝？以了解青少年女性的性自我效能的具体情况。其

次，查阅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相关文献，参考外文文献性自

我效能的理论及相关的测量工具［６，７］。最后，依据性自我效能

力的定义与国外对青少年性自我效能的掌握现状，编制我国青

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问卷，问卷包括２个维度，分别是“预防措
施”共计８条目、“拒绝自我效能”共计７条目［８－１０］，而青少年女

性性自我效能的维度主要反映性自我效能的现状，且各维度中

避孕与拒绝发生性行为是核心。本问卷采Ｌｉｋｅｒｔ五点计分法（１
分：没有把握；２分：一至三成把握；３分：四至五成把握；４分：六
至八成把握；５分：九至十成把握）。得分愈高，表示性自我效能
愈高。见表１。
１２２　确定效标关联效度　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性自我效能
是预测个人性健康行为的重要指标［１１］，即能够以正向的性态

度，来处理与性有关的问题［１２］，故本研究将性自我效能问卷作

为性健康行为的关联效标；其中本问卷之预防措施与性自我效

能达显着的相关，所以同时选用预防措施问卷，作为青少年女

性性健康行为的关联效标，可见此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

效度。

１２３　预调查　本研究自编的原始问卷完成初步形成的条目
后，随即咨询医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共５名，确认各条目内容是否
与研究目的、研究概念相符，并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意见进行

各条目的增删，以建立专家效度。经专家学者审视并修正后，

本研究预调查采取整群抽样法调查福建某医专一年级青少年

女性共６００名，回收有效问卷５１１份，有效回收率８５％。
１２４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预调
查问卷之探索性因素分析；在信度估计主要为内部一致性系数

的估算，内部一致性系数求取修正条目总分相关系数达０５以
上，且达显着水平即可采用，并检视删除条目后，内部一致性系

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较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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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问卷因子分析表（ｎ＝５１１）

条目 共性方差
因子载荷阵

因子１ 因子２

１我会去购买保险套。 ０６４１ ０７４３

２在性行为过程中，我会使用保险套。 ０７１２ ０７００

３我会与伴侣讨论如何使用保险套。 ０５６０ ０６８５

４我不随便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 ０６０２ ０６８２

５我会随身携带保险套，「以备及时使用」。 ０５５４ ０６７２

６我希望每一次的性行为，都能使用保险套。 ０６３７ ０６６２

７在性行为前，我会与伴侣讨论适合的避孕方法。 ０６１３ ０６６０

８为了避免感染性传染病或怀孕，我会使用保险套。 ０５７８ ０５６７

９当与他「单独相处时」，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６３４ ０７３２

１０当他「以强迫的方式要求发生性行为」，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５８２ ０６９８

１１当他「即使了解避孕方法」，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６２４ ０６８９

１２当他以「担心被父母责骂」为由，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５９５ ０６６７

１３当他「主动要求发生性行为」，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６０８ ０６３９

１４当他「临时起意且没有保险套」时，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５８９ ０６３２

１５当与他处在「浪漫的情境」下，我能拒绝发生性行为。 ０５４７ ０５９３

　　注：①本表省略０４００以下的载荷值；② １～８为预防措施条目，９～１５为拒绝自我效能条目

"

　结果
２１　内部一致性系数

本研究所编制问卷之２个维度（预防措施、拒绝自我效能）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８６５、０９０２，全部条目信度检测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８８４。
２２　重测信度

本研究预调查２周后，使用性自我效能原始问卷之填答者
进行重测，获得重测信度值为０８４２，总体而言该份问卷具有跨
时间的稳定性。

２３　问卷的效度分析
２３１　内容效度　本问卷所有条目皆能准确表达所要求的内
容，以此保证问卷具有相当水平的内容效度（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ＣＶＩ），该问卷的内容效度各条目的 ＣＶＩ值为０８８２～
０９２４，全部条目的平均ＣＶＩ值为０９０１。
２３２　问卷的结构效度　在问卷的结构效度方面，将上述删题
后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相关矩阵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
验，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４，χ２＝１３８３０５，Ｐ＝００００，说明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在符合因素分析之基本假设与符合抽样适切性的前

提下，采用主成分极大方差旋转因子分析法，对问卷进行结构

效度的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每个条目的载荷值均大于

０４００，抽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公因子，累积解释率６８２４％。据
此，根据各因子条目所反映的内容，分别命名为“预防措施”、

“拒绝自我效能”２个维度。
#

　讨论
３１　构建问卷的必要性

本问卷编制的理论依据是目前较为成熟的自我效能理论，

此理论系 Ｂａｎｄｕｒａ修自传统学习理论、认知理论及结合刺激 －
反应理论等所发展而成［１３］。研究者收集国外文献，以及通过与

１６～１８岁青少年女性面对面访谈构成调查问卷的初稿。性自
我效能经常被应用于安全性行为的相关研究，亦是预测个人性

健康行为的中介变项。性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发生性行为时，拥

有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包括：主动拒绝、自信及预防措施等维

度；或是个人可以控制性情境的动机或行为［１４］；以及个人处理

有关性行为的把握程度。然而，国内目前缺乏能够评价青少年

女性性自我效能方面的研究工具。

结合以上，立足我国实际情况，编制适用我国青少年女性

性自我效能的评估工具。其中结果经因子分析最终形成由２个
维度１５个条目构成的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评估工具，这２个
维度比较具有针对性，且能全面地评价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

的现状。

３２　问卷的信度、效度
本问卷的信度方面，本研究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测试结果

显示，总体系数为 ０８８４，２个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位于
０８６５～０９０２，符合问卷总的信度系数最好在０８以上、分问卷
的信度系数最好在０６以上的要求［１５］；而本问卷重测信度为

０８４２，重测信度表明了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本问卷的效度方面，内容效度各条目的 ＣＶＩ值为０８８２～

０９２４，全部条目的平均ＣＶＩ值为０９０１，说明内容效度较好，各
条目作为反映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的指标是恰当的。另外，

本问卷经探索性分析共抽取２个维度１５个条目，而因子分析结
果虽与原始构想有所差异，但二次分析的结果符合统计原则。

３３　问卷的意义及用途
本研究建构了一份包含２个维度、１５个条目的青少年女性

性自我效能问卷，而该份问卷的整个编制构思符合问卷设计要

求，可以作为测量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现状的可靠工具，这

些信息能够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提供协助青少年女性对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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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行为作法的理论依据。由于本研究的样本局限于福建地区，

因此对于问卷的推广应用，仍需进一步扩大纳入其他省、市青

少年女性的样本，并探讨影响青少年女性性自我效能的相关因

素，从而提升青少年女性身体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协助青少年

女性学习安全性行为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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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研究
喻轲　胡薇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文化学院，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现状，为提高其婚姻生活满意度探索有效的途径
提供现实依据。方法：随机抽取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用婚姻质量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测试，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男青年教师和女青年教师在婚姻质量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有子女的青

年教师与无子女的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在“性格相容”与“化解冲突”上有显著性差异，无子女的青年教师婚

姻中的性格包容性和化解冲突的能力要强于有子女的青年教师；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婚姻

质量的总体和各维度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结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

差异；无子女的婚姻质量高于有子女的青年教师；其生活满意度与婚姻质量有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　婚姻质量；民办高校；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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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

婚姻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对婚姻质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婚姻质量直接影响着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与生活稳定

性，如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证明婚姻质量较低和家庭矛盾冲突

严重，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１－８］。这些研究使得婚姻质量

这一课题日益受到公众和心理学者的重视。婚姻质量，主要表

现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主观认知和体会，例如对夫妻之间的

情感交流、物质生活、业余生活、子女和亲友关系、性生活等方

面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态的看法。本文通过调查民办高校的

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现状，深入了解其婚姻生活状态，期望能

为提高民办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依据。

"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结合网络调查的方式向四川省民

办高校青年教师发放问卷１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２份，有效回
收率８４４％。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年的界定，所有调查被试
年龄均不超过４４岁，其中男性６３名，女性８９名；有子女的８５
名，无子女的６７名。
２２　调查问卷

选择程灶火等人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９］，９０个条目，１０个
维度，这些维度分别为性格相容、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经济安

排、业余活动、情感与性、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家庭角色和生

活观念。每个条目采取１～５级评分，所有条目总分相加得出总
分，评分高得出婚姻质量好。生活满意度问卷采用７级评分标
准，１表示最否定，７表示最肯定；计分时选 １计 １分，选 ７计
７分。
２３　实施方法

被试填写前必须认真阅读指导语，按指导语的要求，在每

个条目后选择一个与自己情况最符合的数字。测试时间一般

需要１５～２０ｍｉｎ。
２４　数据处理

对问卷一一审查，删除未完成和回答明显不认真的问卷，

建立问卷编码系统，对全部问卷进行编码。然后用 ＳＰＳＳ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７０）进行录入、统计处理。
#

　数据分析
３１　不同性别的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婚姻质量状况的比较

从表１可见，男青年教师和女青年教师在婚姻质量各维度
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女青年教师在“化解冲突”、
“经济安排”、“情感与性”、“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家庭

角色”、“生活观念”方面得分略高于男青年教师。

３２　有无子女的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婚姻质量状况的比较
从表２可见，有子女的青年教师与无子女的青年教师的婚

姻质量在“性格相容”与“化解冲突”上有显著性差异，无子女的

青年教师婚姻中的性格包容性和化解冲突的能力要强于有子

女的青年教师。此外，无子女的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略高于有

子女的青年教师。

３３　青年教师的婚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３可见，青年教师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婚姻质量的总体

和各维度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其中“情感与性”与“生活

满意度”相关性最高。

表１　男性与女性青年教师婚姻质量评分

项目 男（ｎ＝６３） 女（ｎ＝８９） ｔ

性格相容 ３０７０±６２８ ２９０３±５７１ ０８９

夫妻交流 ３１６９±４７０ ３１６９±６７８ ００１

化解冲突 ３０５４±４９９ ３１２１±６１５ －０３５

经济安排 ３２００±５２６ ３２８７±６６１ －０４３

业余活动 ３１３８±４３９ ３１３６±６２１ ００１

情感与性 ３２９２±５１４ ３４３３±７０８ －０６６

子女与婚姻 ３４００±５４０ ３３６４±５７３ －０２

亲友关系 ３２３１±５６０ ３２２６±６１７ －００３

家庭角色 ３５５４±５７０ ３６０８±６５５ －０２７

生活观念 ３４５４±６０５ ３５１５±６５０ －０３１

总分 ３２５６２±４５８２ ３２７６２±５３９７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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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有子女与无子女的青年教师婚姻质量评分

项目 有子女（ｎ＝８５） 无子女（ｎ＝６７） ｔ

性格相容 ２８０３±４９９ ３２３５±６５１ －２６５

夫妻交流 ３０８３±６０８ ３３４７±６５０ －１４４

化解冲突 ２９８９±５７３ ３３４１±５４９ －２１４

经济安排 ３１５７±６３６ ３４８８±５５９ －１８３

业余活动 ３０３４±５５４ ３３４７±５８３ －１８８

情感与性 ３３６９±６９３ ３４５９±６１１ －０４６

子女与婚姻 ３２８９±５４０ ３５４７±５７７ －１５９

亲友关系 ３１５４±６０２ ３３７６±５７８ －１２７

家庭角色 ３５６０±６１８ ３６６５±６６６ －０５６

生活观念 ３４２３±６０３ ３６５９±６８５ －１２７

总体 ３１８６０±４９０４ ３４４６５±５３８５ －１７４

　　注：Ｐ＜００５

$

　讨论
针对婚姻综述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丈夫往往比妻子报告的

婚姻质量更高，满意度更好，而且丈夫往往更容易从婚姻中获

益［１０－１２］。赵艳丽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女教师比男教师具有

较高的忧虑性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工

作与生活的冲突，使得女教师感受的婚姻质量较低［１３］。但在我

们的数据分析中，女教师和男教师的婚姻质量并没有显著差异

性。有学者指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在刻板印象，把

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在人际关系科

学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高于差异性［１４］。在对民

办高校教师的分析中，性别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甚小，男教师和

女教师对于婚姻的感受接近。

有子女的教师报告的婚姻质量状况差于无子女的教师，特别

是在性格相容和化解冲突上有显著的差异性。从徐安琪针对全

国的调查结果中可见，婚姻冲突最明显的三大诱发因素之一就是

子女，而夫妻间的冲突的多少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１５］。随着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当前城市的家庭结构相对简单。民办高

校青年教师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主要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或夫妻关系组成。具体说来，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与独生子女的关

系，这种亲子关系的融洽程度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夫妻共同抚养

子女，因为子女的出现增加了经济压力，对子女的教养方式的不

一致性都有可能增加他们矛盾和冲突的风险。随着中国社会的

发展，教育产业化的逐渐深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日益增大，

除此之外孩子的出现引发的各种矛盾，尽管民办高校的教师具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但年轻的夫妻由于缺乏养育孩子的经验，在子

女教育问题上往往由于方法或意见相悖使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不

断深化并加重，从而影响到夫妻关系。

表３　婚姻质量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得分间的相关系数（ｒ值）

总体 性格相容 夫妻交流 化解冲突 经济安排 业余活动 情感与性 子女与婚姻 亲友关系 家庭角色 生活观念

生活满意度 ０５８ ０４２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５９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５７ ０５６

　　注：Ｐ＜００１

　　“性”不能决定婚姻质量的高低的主要因素，却是当今社会
中评价婚姻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性生活

的满意程度作为一个主观评价指标，不仅由双方的性互动模式所

决定，而且很大程度上与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及日常生活的性亲

昵密不可分。健康和谐的性生活、良好的性观念，满足着人们生

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常需求，有利于夫妻双方了解婚姻所蕴涵的情

感和责任。可以说，和谐的性生活是家庭稳定的基石。这与我们

的调查吻合，在婚姻质量各因素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中，情

感与性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最高。高忠诚度伴侣之间的性行

为有助于提升情感上的契合，对我国的女性而言，她们所谓的性

的满足除小部分与生理感受相关外，更与富有关心、浪漫和体贴

等的情感有关。丈夫对妻子感情上的沟通、尊重与理解对女性而

言都是影响到他们婚后性爱的重要因素。所以提高民办高校青

年教师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其婚姻质量的状况非常重要，而对其

中情感和性的提升，不能简单的从性行为这一层面去理解，要从

夫妻沟通模式、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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