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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男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患者及健康受试者体内血清睾
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游离睾酮（ｆｌｏｗ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一氧化氮（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ＮＯ）、一氧化氮合酶（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ＮＯＳ）水平，探讨ＯＳＡＨＳ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男性ＯＳＡＨＳ患者３０例作为试验组，选择
健康男性３０例作为对照组，用免疫发光法测定 Ｔ、ＦＴ水平，用 ７２１分光光度计检测 ＮＯ、ＮＯＳ浓度水平。
结果：与非ＯＳＡＨＳ组相比，ＯＳＡＨＳ组患者的Ｔ、ＮＯ、ＮＯＳ水平明显低于非ＯＳＡＨ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ＦＴ水平无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ＯＳＡＨＳ患者血清睾酮 Ｔ水平的降低是 ＯＳＡＨＳ
患者性功能减退重要发病机制，ＯＳＡＨＳ导致的间歇性低氧从而降低 ＮＯ、ＮＯＳ水平，是导致 ＯＳＡＨＳ患者 ＥＤ
的重要机制。早期诊断、治疗ＯＳＡＨＳ对于预防男性性欲减退、预防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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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
－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是一种发生在男性中的常见疾

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打鼾并伴有呼吸暂停或通气不足，夜间反

复发生呼吸暂停、低通气、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以及睡眠结构

紊乱，导致白天嗜睡，晨起头痛，鼻塞、记忆力减退、抑郁［１］、性

功能障碍等一系列症状，给患者多系统组织带来了损害［２］。国

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成年人中 ＯＳＡＨＳ的发病率为２％ ～４％，
尤多见于男性。在ＯＳＡＨＳ患者中ＥＤ的发生率较高，可达３０％
～５０％［３］。ＯＳＡＨＳ患者由于反复发作的低氧血症、神经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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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可导致性激素指标改变。我们对３０例ＯＳＡＨＳ患者及３０
例非ＯＳＡＨＳ健康受试者的体内血清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游离
睾酮（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一氧化氮（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ＮＯ）、一氧化
氮酶合物（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ＮＯＳ）水平进行检测，旨在探讨
ＯＳＡＨＳ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诊断依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提

出的病情分度标准［４］，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ａｐｎｅａｈｙ
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ＨＩ）分为 ＯＳＡＨＳ组（ＡＨＩ≥５）和非 ＯＳＡＨＳ组
（ＡＨＩ＜５），随机抽取睡眠呼吸障碍门诊患者中经多导睡眠图仪
检查确诊的男性 ＯＳＡＨＳ患者３０例，年龄２９～５９岁，作为 ＯＳ
ＡＨＳ组；我院健康体检者３０名，年龄２４～５０岁，作为非 ＯＳＡＨＳ
组。所有入选者经询问病史及体检，均为无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感染性疾病、甲亢、风湿免疫性疾病、肿瘤、糖尿病、脑血管

疾病、周围血管疾病、肝肾疾病等重要脏器疾病的先天发育正

常男性，２组间年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所有受试者
均被告予试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睡眠监测（ＰＳＧ）所有研究对象接受多导睡眠监测，监
测前２４ｈ禁烟酒、茶、药物等影响睡眠、心率的因素。采用 Ａｌｉｃｅ
５多导睡眠仪（ＰｈｉｌｉｐｓＲｅｓｐｉｒｏｎｉｃｓ公司）检测系统，从２３：００到
次日６：００进行７ｈ连续监测，包括 Ｆ３－Ｍ２、Ｆ４－Ｍ１、Ｃ３－Ｍ２、
Ｃ４－Ｍ１、Ｏ１－Ｍ２、Ｏ２－Ｍ１导联监测。
１２２　 Ｔ、ＦＴ、ＮＯ、ＮＯＳ含量的测定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结束
ＰＳＧ监测后第２ｄ早晨６：００，取静息状态仰卧位抽取肘静脉血，
一份血清应用免疫发光法测定血清 Ｔ、ＦＴ水平，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上进行自动检测。另一份血清用７２１分光光度计检测
ＮＯ、ＮＯＳ浓度。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实验
数据采用（珋ｘ±ｓ）表示；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

　结果
ＯＳＡＨＳ组血清Ｔ、ＮＯ与ＮＯＳ水平水平低于非ＯＳＡＨＳ组（Ｐ＜

００５）；两组血清ＦＴ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血清Ｔ、ＦＴ、ＮＯ、ＮＯＳ比较

分组 例数 Ｔ（ｎｇ／ｍＬ） ＦＴ（ｐｇ／ｍＬ） ＮＯ（μｍｏｌ／Ｌ） ＮＯＳ（Ｕ／ｍＬ）

非ＯＳＡＨＳ组 ３０ ５４０７±２７９６ ２６３８２±１３５７９ ６１２８９±１０９５７ １９６６４±５６２１

ＯＳＡＨＳ组 ３０ ３３２３±２８４３ ２５６３３±８８２３ ５４２２０±１５０９６ １５０９１±２４７５

　　注：ＯＳＡＨＳ组与非ＯＳＡＨＳ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血清Ｔ是固醇类化合物，在男性体内主要由睾丸的间质细

胞生成，主要作用是促进性器官发育成熟，维持正常性功能，促

进精子生成发育等。男性性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性欲减退、勃

起功能障碍、性交次数减少及与伴侣性生活不和谐等，其中以

ＥＤ最为常见。男性阴茎勃起受到包括神经、血管、以及体内内
分泌水平的综合影响，其中对维持男性性欲以及自发勃起产生

影响最大的是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其调控分泌的雄激素是
完成男性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关于 ＯＳＡＨＳ患者患 ＥＤ的发
病机制尚不是十分明确，有些学者认为是由于间歇性缺氧增强

了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升高了血浆儿茶酚胺水平，从而破坏阴

茎勃起生理机制。丁少芳等［５］通过研究表明，睾酮缺乏是勃起

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男性进入更年期后，睾酮水平逐步

下降，ＥＤ发病率呈明显提高［６］。本次研究通过对比３０例 ＯＳ
ＡＨＳ患者与３０例非ＯＳＡＨＳ健康者体内 Ｔ水平结果，显示 ＯＳ
ＡＨＳ组Ｔ水平明显降低，说明 ＯＳＡＨＳ患者确实存在睾酮水平
下降，这与徐峰等［７］对 ＯＳＡＨＳ患者体内性激素水平的测定结
果一致，也与较早之前国外的研究报道一致［８］。血清中的睾酮

绝大部分（约９８％）以结合形式存在，有约２％左右以游离状态
存在的睾酮称为ＦＴ。ＯＳＡＨＳ组与非 ＯＳＡＨＳ组 ＦＴ水平无明显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其变化我们推测可能与年龄老化而降
低［９］有关。在临床治疗中，常常对 ＯＳＡＨＳ伴性欲减退、ＥＤ患
者采用雄激素补充治疗，但是，Ｇｒｅｃｈ等［１０］最新研究表明，雄激

素补充治疗会加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因此对于 ＯＳＡＨＳ患
者伴有ＥＤ在治疗时，如何进行雄激素补充治疗还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Ｃａｎｑｕｖｅｎ等［１１］研究报道，血清 Ｔ水平与 ＯＳＡＨＳ
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缺氧越严重则血清 Ｔ水平下降
越明显，这需要今后进一步通过分析血清 Ｔ水平与睡眠呼吸紊
乱指数的相关性来得以证实。

ＮＯ是调节阴茎海绵体肌肉松弛和勃起功能的重要神经递
质，其中ＮＯＳ以左旋精氨酸（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Ｌ－Ａｒｇ）为底物催化
生成ＮＯ，是引起海绵体舒张合成的主要信使，参与勃起的诱导
和维持。ＮＯＳ是一种含有亚铁血红蛋白的合酶，是 ＮＯ合成的
唯一限速酶，是调节ＮＯ生成的重要环节，主要位于平滑肌细胞
内，在阴茎海绵体中分布最丰富。研究表明，ＮＯＳ活性的降低，
受神经支配的平滑肌功能下降能够导致阴茎 ＥＤ［１２］。ＯＳＡＨＳ
患者夜间由于呼吸暂停导致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睡眠结构

紊乱，直接导致血管内皮损害，进而使 ＮＯ合成下降，ＮＯＳ活性
降低，这是ＯＳＡＨＳ患者发生ＥＤ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３］。两组 ＮＯ
及ＮＯＳ的对比，从 ＮＯＳ通路的角度解释了 ＯＳＡＨＳ患者 ＥＤ的
发生机制。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ＯＳＡＨＳ组及正常人群血清Ｔ、ＮＯ、ＮＯＳ
水平，进一步证实了 ＯＳＡＨＳ患者血清 Ｔ水平的降低是 ＯＳＡＨＳ
患者性功能减退及 ＥＤ的重要发病机制，ＯＳＡＨＳ导致的间歇性
低氧从而降低 ＮＯ、ＮＯＳ水平，是导致患者 ＥＤ的重要机制。
Ｂｕｄｗｅｉｓｅｒ等［１４］对４０１名男性进行的调查表明ＯＳＡＨＳ与勃起功
能障碍有关，且是男性 ＥＤ的独立影响因素。而瘦素作为一种
由肥胖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激素，也通过作用于下丘脑 －垂体 －
性腺轴的各个层次，调节位于下丘脑的长型受体，调节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ＯＳＡＨＳ患者体内瘦素较高，影响性激素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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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ＥＤ的发生［１５］。所以早期诊断治疗ＯＳＡＨＳ，并且结合
进行持续正压通气治疗，以及对ＯＳＡＨＳ肥胖患者采取减肥等生
活干预，对于预防男性性欲减退、预防男性Ｅ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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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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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达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将门诊８２例诊断为
原发性早泄患者分成两组（Ａ组、Ｂ组），其中Ａ组（４０例）单纯给予达泊西汀治疗，Ｂ组（４２例）给予达泊西
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两组疗程均为２４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４周、治疗１２周、治疗２４周时对患者阴道
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早泄诊断标准评分（ＰＥＤＴ）及不良事件进行评估、比较。结果：与治疗前相比，２组治
疗４周、１２周、２４周时平均 ＩＥＬＴ比治疗前明显增加（Ｐ＜００１），但 Ｂ组提高程度明显优于 Ａ组（９２０ｓ、
１３７９ｓ、２３２７ｓ、３７０７ｓｖｓ８５０ｓ、８４８ｓ、１３０７ｓ、１６００ｓ，Ｐ＜００１）；与治疗前相比，２组治疗４周、１２周、２４
周时平均ＰＥＤＴ评分比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１），但 Ｂ组降低程度明显优于 Ａ组（１９５６、１６０、１１９６、
７９２ｖｓ２０４、１８１６、１５８８、１４６８，Ｐ＜００１）。治疗结束后，Ａ组中无患者达到正常射精的评分标准
（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而Ｂ组中８１％的患者达到正常的射精标准（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无明显
统计学差异（Ａ组：１５％；Ｂ组：１６７％，Ｐ＞００５）。结论：达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疗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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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单纯服用达泊西汀治疗，能恢复大部分患者正常的射精功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早泄；达泊西汀；行为疗法；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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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ｆｏｒ２４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ｎ
ＩＥＬＴ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ｔ４ｗｅｅｋ，１２ｗｅｅｋ，ａｎｄ２４ｗｅｅｋ，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ｏ４－，
１２－ａｎｄ２４－ｗｅｅ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ａｎＩＥＬＴａｎｄ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ａｎ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ｂ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ａｎＩＥＬＴ（８５．０ｓｅｃ；
８４．８ｓｅｃ；１３０７ｓｅｃ；１６００ｓｅｃｖｓ．９２．０ｓｅｃ；１３７．９ｓｅｃ；２３２．７ｓｅｃ；３７０７ｓｅ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１）ａｎｄａ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ａｎ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２０４；１８．１６；１５．８８；１４．６８ｖｓ．１９．５６；１６．０；１１．９６；７．９２，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１）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ｔ２４－ｗｅｅ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ｎ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
≤８（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ａｓ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８１％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ＥＡＥｓ
ｒａｔｅ（１５％ ｖｓ．１６．７％；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ｅｌｐ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ｅｓｅｒｖｅｓｗｉ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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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男性最常见的射精障碍
疾病，据相关文献报道，早泄患病率高达２０％ ～３９％［１］。原发

性早泄是指自初次性经历起即出现早泄，且以后每次性交都出

现过早射精。原发性早泄病因复杂，治疗方法很多，如药物治

疗、性行为训练、心理疗法、外科治疗等，但治疗效果均不理想。

达泊西汀作为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早泄的 ＳＳＩＲｓ药物［２］，

其治疗早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相关报道肯定［２－５］。我们

采用达泊西汀联合性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取得了比较满

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并筛选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之间于我院男科门诊
就诊的８２例原发性患者，随机分为两组（Ａ组、Ｂ组），其中Ａ组（４０
例）给予达泊西汀治疗，Ｂ组（４２例）给予达泊西汀联合性行为疗法
治疗，两组间年龄、早泄诊断标准评分（ＰＥＤＴ）及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ＥＬＴ）等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Ａ组（４０例） Ｂ组（４２例） Ｐ

年龄（岁） ３４１３±１１４５ ３５４５±１３３１ ＞００５

血压（ｍｍＨｇ）

收缩压 １２３３０±９２５ １２２４５±９１５ ＞００５

舒张压 ７８３８±５７２ ７７５０±６３７ ＞００５

ＰＥＤＴ评分 ２０４０±２７６ １９５６±１８１ ＞００５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２４２７±０６７ ２４２１±０７２ ＞００５

ＩＥＬＴ（ｓｅｃ） ８５０±３４４ ９２０±３３５ ＞００５

１１１　早泄诊断标准　根据国际性医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Ｍ）诊断标准：①大多数情况下或总是，
在阴茎插入阴道１ｍｉｎ左右发生射精；②大多数或每次插入阴道
后，无自主控制、延长射精时间的能力；③出现消极的情绪或后
果，如苦恼、沮丧、痛苦或（和）逃避亲密接触等；④过去半年或
大于半年内有稳定、单一性伴侣［６］。

１１２　纳入标准　依据 ＩＳＳＭ早泄的定义，筛选原发性早泄患
者：①初次性经历起即出现早泄，且以后每次性交都出现过早
射精；②有稳定异性伴侣并规律性生活半年以上，每月性生活
≥４次；③早泄诊断标准评分（ＰＥＤＴ）≥１１分；④没有对自身早
泄进行过治疗，或有早泄治疗史者需停止治疗至少１个月以上；
⑤夫妻依从性好者。
１１３　排除标准　①有精神疾病或可能导致早泄的其他既往
病史者；②有使用其他 ＳＳＲＩｓ药物、ＴＣＡｓ药物、ＰＤＥ５抑制剂或
其他可能与达泊西汀相互作用的药物患者；③ＩＩＥＦ－５评分 ＜
２２分患者；④配偶患有性功能障碍的患者；⑤患有心、肝、泌尿
等系统疾病者；⑤夫妻双方依从性差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药物治疗　Ａ组口服盐酸达泊西汀（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Ｊａｎｓｓｅｎ
ＯｒｔｈｏＬＬＣ生产）３０ｍｇ／次，性生活前１～３ｈ服用；Ｂ组口服盐
酸达泊西汀（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ＪａｎｓｓｅｎＯｒｔｈｏＬＬＣ生产）３０ｍｇ／次，
性生活前１～３ｈ服用，同时联合性行为疗法治疗。治疗期间不
进行其他相关治疗，规律性生活，禁酒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１２２　行为疗法　首先对患者及其配偶进行性知识方面的教
育和普及，使他们对早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因早泄而产生

焦虑、抑郁和失望等负性情绪的，必要时介入心理治疗：①自我
训练。嘱患者自行手淫，抚摸阴茎，强度由弱到强，频率由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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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觉即将射精时停止手淫，迅速以手指挤压阴茎根部，待阴

茎稍疲软时，再重复以上刺激２次。一晚以上过程训练３～５
次，反复训练，当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能控制在８～１０ｍｉｎ
时则转入第２步训练；②由患者配偶配合训练。做好患者配偶
的思想工作，去除其害羞及偏见，而后由配偶操作练习，方法同

第１步。当患者感觉快射精时即告知配偶让其立即停止刺激，
并用手指用力挤压阴茎根部，待阴茎稍疲软时，再进行２次刺
激。一晚以上过程练习３～５次，使ＩＥＬＴ控制在８～１０ｍｉｎ时转
入第３步训练；③进行阴道插入训练。以上２步练习有成效后
开始进行阴道插入训练。性交时采用“停 －动 －停”的意念干
扰法训练，性交前先充分性前戏，待配偶私处湿润后，阴茎慢慢

进入阴道，阴茎抽插幅度由不动至缓动至小幅度旋动，配偶即

将高潮时作抽动动作，每次训练结束时允许丈夫射精。

两组疗程均为２４周，患者治疗期间，患者需记录每次性交
时ＩＥＬＴ和每次服药后发生不良反应。分别在治疗４周、１２周、
２４周时进行随访，分别记录平均 ＩＥＬＴ、平均 ＰＥＤＴ评分和不良
事件（ＴＥＡＥｓ）。同时，每次随访时，就 Ｂ组患者性行为治疗进

展及碰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及提供解答、帮助。

１３　疗效判定
治疗前、治疗４周、治疗１２周、治疗２４周时分别将两组患

者早泄诊断标准评分（ＰＥＤＴ）及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及治
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评估、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９０统计软件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ＰＥＤＴ评分比较

由表２可见，治疗结束（２４周）时，两组平均 ＰＥＤＴ评分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各阶段Ｂ组平均ＰＥＤＴ评分降低的程度较Ａ
组高，且治疗时间越久，Ｂ组较Ａ组降低的程度越高。治疗结束
后，Ａ组中无患者达到正常射精的评分标准（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
而Ｂ组中８１％的患者达到正常的射精标准（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各阶段ＰＥＤＴ评分比较

ＰＥＤＴ评分 ｎ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治疗２４周 Ｐ

Ａ组 ４０ ２０４０±２７６ １８１６±２５２ １５８８±１９８ １４６８±２７９ ＜００１

Ｂ组 ４２ １９５６±１８１ １６０１±１９７ １１９６±２２２ ７９２±１５１ ＜００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ＥＬＴ比较
由表３可见，治疗结束（２４周）时，两组平均ＩＥＬＴ较治疗前

明显增加。４周时，Ａ组平均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统计学

意义。各阶段Ｂ组平均 ＩＥＬＴ增加的程度较 Ａ组高，且治疗时
间越久，Ｂ组较Ａ组增加的程度越高。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各阶段ＩＥＬＴ比较

ＩＥＬＴ（秒） ｎ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１２周 治疗２４周 Ｐ

Ａ组 ４０ ８５０±３４４ ８４８±１４３ １３０７±２４３ １６００±３６７ ＜００１★

Ｂ组 ４２ ９２０±３３５ １３７９±４８５ ２３２７±８１４ ３７０７±１３０６ ＜００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Ａ组与治疗４周时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中开始服用达泊西汀后有８例（Ａ组３例，Ｂ组５

例）患者出现恶心症状，５例（Ａ组３例，Ｂ组２例）患者出现头
痛、心悸等症状，未见其他不良反应，以上不良反应均为轻度，

于２４ｈ内缓解消失，并随着服药天数增加上述症状逐渐缓解消
失，无患者因不良反应退出研究。见表４。

表４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事件 Ａ组（４０例） Ｂ组（４２例）　　　

恶心 ３（７５） ５（１１９）

头痛 ２（５０） ２（４８）

心悸 １（２５） ０

总计 ６（１５．０） ７（１６７）

　　注：两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早泄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疾病之一，对于早泄的定

义目前国内外仍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存在争议。欧洲泌尿外

科学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ｅ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ＥＵＡ）在 ２０１０年新的
《早泄诊治指南》里推荐采用国际性医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Ｍ）的早泄定义。国际性医学会（ＩＳＳＭ）
将早泄定义为“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内１ｍｉｎ内或１ｍｉｎ
左右发生；大多数或每次插入阴道后，没有延长射精的能力；有

消极的后果，例如苦恼、痛苦、沮丧或（和）逃避亲密接触等，且

在过去大于６个月内具有稳定、单一的性伴侣［６］。”原发性早泄

是指自初次性经历起即出现早泄，且以后每次性交都出现过早

射精。原发性早泄病因复杂，治疗方法很多，如性行为训练、心

理疗法、药物治疗、外科治疗等，但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有待证

实。本研究中，我们采用达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来探索治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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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早泄的新方法。

研究表明，射精反射和大脑射精中枢的兴奋性与５－羟色
胺（５－ＨＴ）代谢有关，选择性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通
过选择性阻断５－ＨＴ的再摄取，增加大脑皮质间５－ＨＴ的浓
度，抑制大脑射精中枢，提高射精阈值，从而延长射精潜伏期，

达到治疗早泄的目的［７，８］。１９９８年 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等［９，１０］提出原发

性早泄是一种神经生物学—基因紊乱，与中枢５－ＨＴ神经递质
释放失调有关，因而主要的治疗策略是 ＳＳＲＩｓ药物的应用。达
泊西汀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早泄的药物［２］，作为短

效ＳＳＲＩｓ药物，其疗效及安全性已被多个大型多中心、前瞻性、
随机、安慰剂等对照研究证实［２－５］。研究表明，达泊西汀能明显

提高患者控制射精的能力和性交满意度［１１］。

自Ｓｅｍａｎｓ等［１２］、Ｍａｓｔｅｒｓ等［１３］报道以来，行为疗法被广泛

运用于早泄的治疗中。虽然 ＩＳＳＭ早泄指南里指出，行为疗法
的临床疗效为２ｂ证据水平［１４］，但仍缺乏大量的临床随机对照

实验研究［１４］。ＩＳＳＭ早泄指南对行为疗法的推荐是基于国内３
个临床研究［１５－１７］，３个临床研究表明药物联合行为疗法治疗早
泄的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然而单纯的行为疗法治疗对早

泄疗效欠佳，而对于原发性早泄疗效更差［１８］。Ｓｔｅｇｇａｌｌ等［１９］就

曾进行了一个小中心研究，该研究中，早泄患者行２个月单纯药
物治疗后，接着接受９周单纯的性行为疗法治疗。在经过２个
月的药物治疗后，原发性早泄患者平均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平均
增加８２５％，而在接受９周单纯的行为疗法治疗后，患者平均
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反而减少６％；继发性早泄患者在经过２个
月的药物治疗后，平均 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平均增加８０６％，经
过９周单纯的行为疗法治疗后，平均 ＩＥＬＴ与治疗前相比增加
３４８％。虽然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疗效确切，但目前国内仍未有达
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相关报道，故本研究为进一步

验证药物联合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探索治疗原发性

早泄的新方法。

本研究中，Ａ组患者在治疗１２周和２４周时平均ＩＥＬＴ值分
别增加４５ｓ和７５ｓ（Ｐ＜００１）；联合行为疗法治疗后，Ｂ组患者在
１２周和２４周时平均ＩＥＬＴ值分别增加１０２ｓ和２１０ｓ（Ｐ＜００１），增
加的程度明显比Ａ组高（Ｐ＜００１）。治疗２４周后，Ａ组、Ｂ组的
平均ＰＥＤＴ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１）。虽然两组平均
ＰＥＤＴ评分均明显改善，但Ａ组中无一例患者达到正常射精的评
分标准（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而Ｂ组中８１％的患者达到正常的射精
标准（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８）。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Ａ组：１５％，Ｂ组：１６７％，Ｐ＞００５），均在２４ｈ内症状缓解。可
见达泊西汀联合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达

泊西汀治疗，进一步验证了药物联合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疗效优于

单纯药物治疗。笔者认为，达泊西汀通过抑制大脑射精中枢，提

高射精阈值，从而延长射精潜伏期；行为治疗可以降低阴茎的敏

感性，提高射精的阈值，增强控制射精的能力，延长射精的潜伏

期，同时，适当的心理介入治疗可以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弥消精神

压力。两者产生协同效应，增强患者控制射精的能力，延长射精

时间，降低了ＰＥＤＴ评分。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结束后未能
继续研究患者停药后单纯行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症状的反弹情况，

且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未设盲、没有设立单纯的性行为治疗组或

交叉对照组，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

综上所述，口服达泊西汀联合性行为疗法治疗原发性早泄

是有效的，能明显增加患者 ＩＥＬＴ和降低 ＰＥＤＴ评分，提高射精

阈值，增强控制射精的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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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中膀胱洗液量对高龄患者血流
动力学及内环境的影响
侯岩松　何屹　王华　朱崴
嘉兴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中膀胱洗液量对血流动力学及内环境影响。方法：８０例前
列腺增生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乳酸林

格氏液维持血容量，观察组先给予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射液预先干预，再给予乳酸林格氏液维持血
容量。观察两组患者于手术开始瞬间（Ｔ１）、膀胱灌洗液量达１２０００ｍＬ（Ｔ２）、２１０００ｍＬ（Ｔ３）、３００００ｍＬ（Ｔ４）
时电解质、血压、心率和胸阻抗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术中血Ｎａ＋水平进行性下降，在Ｔ３和Ｔ４时点，对照组血
Ｎａ＋下降较观察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中，血 Ｋ＋、Ｃａ２＋、胸阻抗指标、血压和心率，两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膀胱灌洗过程中胸阻抗指标、血压和心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手术麻醉过程中适量使用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
注射液能够明显缩小使患者血Ｎａ＋变化幅度减小，且不影响患者血流动力学。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膀胱洗液量；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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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１］，治疗上，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２］。但是，随

着该术式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发现该方法具有易致水电解质

紊乱、前列腺电切综合征和腺体残留等缺点，其中，前列腺电切

综合征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常见并发症，因灌洗液过度吸

收导致的稀释性低钠血症引起［３］。本研究中，笔者探讨了在前

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中膀胱洗液量对血流动力

学及内环境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科就诊的
８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５０～７５岁，病程２～１６
年，体重为４０～６５ｋｇ，患者均知情同意。纳入标准［４］：（１）经组
织活检病理诊断确诊为前列腺增生；（２）适应证为经尿道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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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电切术；（３）配偶健在。排除标准［４］：（１）合并有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者，有精神病史者；（２）不适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者及
对麻醉药过敏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两组。对照组４０例，年龄（６４９７±９８０）岁，病程（８１６±
５６９）年，体重为（４９６９±１１５８）ｋｇ。观察组 ４０例，年龄为
（６５３４±９６７）岁，病程（８８５±５７８）年，体重为（５０１１±
１１２３）ｋｇ。两组患者病例数、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由同一医师

完成手术，术前开放患者一侧上肢静脉后，在 Ｌ２～Ｌ３椎间隙正
中入路行蛛网膜下腔－硬膜外联合阻滞，在患者蛛网膜下腔缓
慢注入０５％布比卡因（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２８３９）２５ｍＬ，向患者头端置硬膜外管３ｃｍ。在整个手术
过程中，必要时间段硬膜外注入１６％利多卡因（北京紫竹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２３８８），患者术中麻醉平面控制
在Ｔ１０水平。患者呈截石位，经面罩给予２Ｌ／ｍｉｎ流量的氧气。
术中给予５％甘露醇（天津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Ｈ１２０２０５６９）行膀胱灌洗，灌洗高度距离手术台约６０ｃｍ。麻
醉诱导开始３０ｍｉｎ内，患者均给予 ６％的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０４
（北 京 费 森 尤 斯 卡 比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生 产，国 药 准 字

Ｈ２０１０３２４６），按１０ｍＬ／（ｋｇ·ｈ）匀速输注扩容，３０ｍｉｎ之后对照
组按５ｍＬ／（ｋｇ·ｈ）给予乳酸林格氏液（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００９）维持血容量，观察组按５ｍＬ／（ｋｇ·
ｈ）给予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射液（上海长征富民金山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２８７）２５０ｍＬ，之后再按
５ｍＬ／（ｋｇ·ｈ）给予乳酸林格氏液（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００９）维持血容量。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于手术开始瞬间（Ｔ１）、膀胱灌洗液量达

１２０００ｍＬ（Ｔ２）、２１０００ｍＬ（Ｔ３）、３００００ｍＬ（Ｔ４）时电解质、血压、
心率和胸阻抗变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比较

采用χ２或ｔ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血离子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中血Ｎａ＋水平进行性下降，在 Ｔ３和 Ｔ４时点，对

照组血Ｎａ＋下降较观察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术中，两组各时点血 Ｋ＋和 Ｃａ２＋水平相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血离子浓度

项目 组别 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Ｎａ＋（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０ １３８９４±３４２ １３７９８±４６９ １３４５７±５５４ １３１２４±５６８

观察组 ４０ １３８８７±３１４ １３８６７±３６３ １３７９８±４７７ １３８１４±６２７

ｔ ００９５ １３３３ ２９５０ ５１５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Ｋ＋（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０ ３３５±０３６ ３３４±０３４ ３３７±０３６ ３５４±０４２

观察组 ４０ ３３６±０３８ ３３５±０３２ ３３８±０３７ ３５６±０４０

ｔ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３ ０２１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Ｃａ２＋（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０ ０８９±０１３ ０９０±０１１ ０８９±００９ ０９１±０１３

观察组 ４０ ０９０±０１５ ０９１±００９ ０８８±００８ ０９０±０１２

ｔ ０３１９ ０４４５ ０５２５ ０３５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Ｔ１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膀胱灌洗过程中胸阻抗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膀胱灌洗过程中胸阻抗指各标相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膀胱灌洗过程中血压和心率比较
两组患者膀胱灌洗过程中血压和心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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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膀胱灌洗过程中胸阻抗情况

项目 组别 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ＣＩ（Ｌ·ｍｉｎ－１·ｍ－２）

对照组 ４０ ２８５±０３８ ２６７±０７９ ２９４±０６２ ２７３±０１１

观察组 ４０ ２８２±０４０ ２６５±０４８ ２９８±０５３ ２７４±０４１

ｔ ０３４４ ０１３７ ０３１０ ０１４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ＳＶＲ（ｄｙｎ·ｓｅｃ·ｃｍ－３·ｍ－２）

对照组 ４０ １７８０４８±３５７９８ １６８２６４±３４８３７ １６５３５２±３９８３４ １６２４６８±３７５９６

观察组 ４０ １７６８３４±３６４５４ １６８６９５±３８５３２ １６６８９２±３６４８９ １６９５６７±３５６９８

ｔ ０１５０ ００５３ ０１８０ ０８６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膀胱灌洗过程中血压和心率

项目 组别 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ＨＲ（ｂｅａｔｓ／ｍｉｎ）

对照组 ４０ ７１９８±１０２３ ７２６５±９５９ ７３１６±９２７ ７１３７±６５２

观察组 ４０ ７２６５±１０２８ ７２８８±９６８ ７３９８±８６４ ７１３８±６５９

ｔ ０２９２ ０１０７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ＳＢＰ（ｍｍＨｇ）

对照组 ４０ １４０２１±１１７６ １３９５８±１０３６ １３８２９±１４５８ １３３７３±１１３７

观察组 ４０ １４０３９±１１８５ １３９６４±１０９８ １３７９５±１４６２ １３４８７±１１３５

ｔ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４ ０４４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ＤＢＰ（ｍｍＨｇ）

对照组 ４０ ７８３７±９５６ ７６６８±９３５ ７７３９±９６８ ７６１１±９３４

观察组 ４０ ７８３８±９３４ ７６５６±９２４ ７７３１±９３７ ７５６５±９６５

ｔ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前列腺电切综合征发生情况比较
３例患者术中出现头疼、头晕、胸闷、呼吸急促、恶心、心动

过缓和口唇部感觉异常，对其进行血气分析结果显示血 Ｎａ＋＜
１２０ｍｍｏｌ／Ｌ，考虑患者发生前列腺电切综合征。其中，对照组２
例，观察组１例，患者在经过速尿、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
射液等处理后，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术后给予严密观

察后，患者术后２ｄ临床症状完全缓解，血 Ｎａ＋浓度恢复至正常
范围。

#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５］，以逐渐

加重的下尿路症状为主要表现［６］。良性前列腺增生可因排尿

等基本生理功能受到影响而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７］。在疾病

早期，患者接受药物治疗配合生活调节、物理治疗等保守治疗

就能够明显缓解临床症状并延迟患者病情进展［８］。但是，迄今

为止，手术仍是治疗前列腺增生患者主要手段之一［９］。学者们

和泌尿外科医师公认的手术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该手术需

要在灌洗液充盈的条件下进行，在患者手术过程中如果患者灌

洗液吸收过量则易引起循环超负荷［１０］。既往研究发现：灌洗液

过度吸收导致的稀释性低钠血症与前列腺电切综合征发生有

着一定的关系［１１］。

前列腺电切综合征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最严重的并发

症之一［１２］，以稀释性低钠血症和血容量过多为主要特征［１３］，可

表现为头疼、头晕、胸闷、呼吸急促、恶心、呕吐、心动过缓、口唇

部感觉异常、烦躁和意识错乱等临床症状［１４］，行血气分析则发

现患者Ｎａ＋浓度快速下降到１２０ｍｍｏｌ／Ｌ以下。前列腺电切综
合征的预防主要是减少患者手术过程中灌洗液的吸收，改善和

调整患者病理生理变化并加强内环境的监测，以便能够及早发

现，做到早期处理。对于手术时间长、切除体积大、术中需输

血、或合并慢性基础疾病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应密切

观察［１５］。治疗上，限制液体输入量及使用利尿剂是主要治疗前

列腺电切综合征的手段，在患者严重低钠血症时则使用考虑使

用高渗盐水。本研究有３例考虑患者发生前列腺电切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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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术中出现头疼、头晕、胸闷、呼吸急促、恶心、心动过缓和口

唇部感觉异常，血气分析结果显示血 Ｎａ＋＜１２０ｍｍｏｌ／Ｌ。但是，
３例患者在经过速尿、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射液等处理
后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术后给予严密观察后，患者术后２ｄ
临床症状完全缓解，血Ｎａ＋浓度恢复至正常范围。本研究使用
的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射液含４２％氯化钠 ＋７６％羟
乙基淀粉，是一种高渗晶体胶体混合液，将其适量使用于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术中能够有效防止发生组织水肿。本次笔者

在术中通过预先静注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注射液预防前
列腺电切综合征的发生，并定期检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及血离

子浓度的变化来评估其对前列腺电切综合征的防治效果。

本研究还发现，对照组患者血 Ｎａ＋水平随着膀胱灌洗液量
的增加而Ｎａ＋水平逐渐下降，当患者膀胱灌洗液量达１２０００ｍＬ
时，患者的血Ｎａ＋虽仍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该血 Ｎａ＋水平与患
者术前基础水平相比，已经有显著降低，当患者灌洗液量达到

２１０００ｍＬ时，患者血Ｎａ＋已低于正常水平；但是，在整个手术过
程中，观察组患者在匀速输注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４０，患者
术中血Ｎａ＋水平一直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与患者术前基础水平
相比无明显下降。提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手术麻醉过程中

存在稀释性血钠降低，患者血钠下降的程度直接影响患者全身

状态，在严重时甚至导致前列腺电切综合征的发生；在患者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手术麻醉过程中适量使用高渗氯化钠羟乙

基淀粉４０注射液能够明显缩小使患者血Ｎａ＋变化幅度减小，且
不影响患者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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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伴早泄的临床
疗效
韩子华１　陈安屏１　李叶平２

１台州市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泌尿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５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慢性前列腺炎（ＣＰ）伴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７４例
泌尿科或男性科门诊治疗的ＣＰ伴早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３７例）和研究组（３７例）。两组患者均予以舍
曲林５０ｍｇ，１次／ｄ，口服；研究组患者在此检查上加用坦洛新缓释胶囊０２ｍｇ，１次／ｄ，口服，两药服用间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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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１ｈ。两组均连用８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射精潜伏期（ＩＶＥＬＴ）的变化，并评估其性交
满意度。结果：治疗８周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较前明显下降，ＩＶＥＬ较前明显延长（Ｐ＜００５或 Ｐ＜
００１），且研究组改善幅度较对照组更明显（Ｐ＜００５）；同时研究组的性交总满意率（９４５９％）明显高于对照
组（７８３８％）（χ２＝４１６，Ｐ＜００５）。结论：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ＣＰ伴早泄的疗效较单纯的舍曲林治疗效
果更佳，能明显降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延长患者ＩＶＥＬＴ时间，提高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早泄；舍曲林；坦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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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男科门诊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好发于中青年，其发病率为５％ ～１０％。ＣＰ患者常
合并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其中早泄较常见，约占 ２５％ ～
３０％［１，２］。舍曲林是临床较常用的５－羟色胺（５－ＨＴ）再摄取
抑制剂类抗抑郁药，近年来应用于治疗继发性早泄取得了较好

的疗效［３］。坦洛新是一种选择性 α１受体阻滞剂，可明显改善
ＣＰ患者尿频、尿急等排尿症状，近年来研究发现其还具有延缓
射精的作用［４］。本研究观察了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 ＣＰ伴早
泄的疗效，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ＣＰ伴早泄患者７４例，均来源自我院泌尿科或男性科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门诊就诊的患者。入选标准：（１）患
者结婚＞１年或有稳定的性伴侣，血、尿常规及性激素检查正
常；（２）ＣＰ诊断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ＣＰ症状指数（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１０分，卵磷脂小体减少或消失；（３）勃起功能正常，
病程＞３个月，射精潜伏期 ＜２ｍｉｎ。排除标准：（１）泌尿生殖道
感染、结石、畸形或肿瘤患者；（２）原发性或继发性的性欲功能
低下患者。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３７例。两组年
龄、病程、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性生活频率等基本相近，比较差异
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
入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

（月）

ＮＩＨ－ＣＰＳＩ
（分）

性生活频率

（次／周）

研究组 ３７ ３４１８±４２４１６３３±３３１２４７１±４２３２４７±０４２

对照组 ３７ ３３８７±４４７１５８９±３２４２４５９±４０８２６１±０５１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舍曲林（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５０ｍｇ×

１４片，批号１１０９２３）５０ｍｇ，１次／ｄ，口服；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加用坦洛新缓释胶囊（浙江海力生药业公司，规格：０２ｍｇ×
１０片，批号１１０９０８）０２ｍｇ，１次／ｄ，口服，两药服用间隔时间 ＞
１ｈ。两组均连用８周，治疗期间鼓励患者进行适当的性生活，但
不进行早泄的心理和行为锻炼。观察两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射精潜伏期（ＩＶＥＬＴ）的变化，并评估其性交满意度。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 ＩＶＥＬＴ测定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包
括：疼痛与不适、排尿症状、生活质量及总分，总分４５分，根据症
状分为轻、中、重三等，其中轻度≤１４分，中度１５～２９分，重度
≥３０分。ＩＶＥＬＴ是指阴茎插入阴道到射精开始的时间，测定时
取３次性生活时间的平均值为标准。
１３２　性交满意度评估［５］　满意：夫妻双方性生活均满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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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夫妻双方性生活均不满意；基本满意：除满意与不满意

外。总满意包括满意加基本满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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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水准α定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ＩＶＥＬＴ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 ＩＶＥＬＴ比较差异不明显（Ｐ

＞００５）。治疗８周后，两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ＩＶＥＬ均有不同程度延长（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且研究组
改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交满意率比较

治疗８周后，研究组的性交总满意率（９４５９％）明显高于
对照组（７８３８％）（χ２＝４１６，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ＩＶＥＬＴ的比较

组别 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ＶＥＬＴ（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３７ ２４５９±４０８ １６５７±３１２ ０７１±０１７ ３３４±０６２

研究组 ３７ ２４７１±４２３ １３２６±２７９▲ ０６９±０１６ ４２４±０８５▲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交满意率比较

组别 ｎ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３７ １８ １１ ８ ２９（７８３８）

研究组 ３７ ２２ １３ ２ ３５（９４５９）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ＣＰ引起早泄的原因较复杂，既有器质性因素，也有心理性

因素，迄今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结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可

能由于前列腺炎症的作用使性兴奋阈下降，或者 ＣＰ病情迁延
难愈使患者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障碍，或者 ＣＰ患者内分泌
系统紊乱使得雄激素分泌代谢失调等原因而引起早泄［６，７］。对

早泄的治疗较棘手，以往临床上往往重视心理治疗和心理暗示

的作用，采用心理咨询、性感集中训练，夫妻双方协调、阴茎头

局部外用局麻药及口服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８，９］，但

治疗效果往往欠佳，目前尚无一种治疗方法被 ＦＤＡ认可［１０，１１］。

近年来研究认为对早泄的治疗应强调综合性治疗，既要重视患

者的心理行为治疗，又要同时进行病因的药物治疗［１２，１３］。

舍曲林是常用的强效和选择性的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能有效拮抗及阻断突触前膜５－羟色胺的再摄取利用，提高
突触间隙５－羟色胺的浓度，加快其转运，从而降低射精中枢兴
奋性，提高其阈值，延迟射精缓解其早泄症状［１４，１５］。坦洛新是

一种选择性α１受体阻滞剂，可通过阻断脊髓和骶髓射精中枢
中的α１受体，降低中枢神经兴奋性，控制射精与泌精反射；还
能降低输精管张力，减缓输精管的蠕动，从而延迟排精达到治

疗目的［１６，１７］。有研究发现 α－受体阻滞剂和抗抑郁药联合治
疗ＣＰ的疗效较确切，能明显改善其性功能［１８］。本研究发现治

疗８周后，研究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下降的幅度及ＩＶＥＬＴ时
间延长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且研究组性交总满意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提示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ＣＰ伴早泄的疗效较单纯
的舍曲林治疗效果更佳，能明显降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延长患
者ＩＶＥＬＴ时间，提高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

总之，舍曲林联合坦洛新治疗 ＣＰ伴早泄的疗效较单纯的

舍曲林治疗效果更佳，能明显降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延长患者
ＩＶＥＬＴ时间，提高夫妻双方的性交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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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和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
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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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影响性，以期选择最佳方
法提高治疗水平。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对
照组５０例，予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观察组５０例，予专用剥离器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观察
治疗后在性功能和相关指标变化情况。结果：两组治疗前后在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性功能指标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满意度、性高潮满
意度、ＩＩＥＦ－５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以上指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在术中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结论：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有所改善，总体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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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常见疾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
治疗该疾病经典方法，但由于该方法难以区别包膜和增生腺

体，往往遗漏有腺体未切干净、复发率高、包膜穿孔等缺陷。而

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近些年来发展而来的一种方法，

能如同医师手一样将增生前列腺腺体从包膜上剥离，避免了以

上并发症［１，２］。对部分患者在术前对自己勃起功能尚不满意的

患者关心手术对性功能会不会产生不可逆性损伤一直未进行

深入研究，本次研究就针对于此，观察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影响性，从而更好的治疗前列腺

增生。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数字随机表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０例
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

医学会制定的《临床诊疗指南 －泌尿分册》中前列腺增生的诊
断标准；年龄１８～６５岁；均有尿频、夜尿增多、进行性排尿困难、
尿潴留等病史；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均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后进行。排除标准：术前性功

能障碍；前列腺癌、神经源性膀胱、不稳定膀胱等患者。随机分

成两组，对照组５０例，平均年龄（６４５±５２）岁，平均病程（５１
±１２）年，平均前列腺体积（５１４±５７）ｃｍ３，合并疾病：糖尿病
３例、高血压６例、冠心病３例。观察组５０例，平均年龄（６４７
±５５）岁，平均病程（５３±１４）年，平均前列腺体积（５１７±
５５）ｃｍ３，合并疾病：糖尿病４例、高血压５例、冠心病４例。两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差异性，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腰麻成功后用生理盐水持续低压冲洗，采用 Ｏｌｙｍ

ｐｕｓＦ２６前列腺电切镜，电切功率为１２０Ｗ，电凝功率为６０Ｗ，常
规方法进行增生前列腺切除术。选择下腹部正中切口，向下达

耻骨联合上缘，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腹直肌前鞘、切开膀胱、

剜出增生前列腺、止血、缝合。观察组麻醉和冲洗方法同对照

组，采用ＯｌｙｍｐｕｓＦ２６前列腺电切镜持续灌注，手术开始前在尿
道括约肌近端前列腺尖部作标记并用针型电极环行切开黏膜，

再用前列腺增生腺体剥离器从此插入，辨别前列腺包膜并向膀

胱颈方向进行剥离。环行１周后将增生前列腺从包膜上剥离下
至膀胱颈部，用环型电极将被剥离增生腺体从包膜上切除。最

后清除前列腺碎片，放置Ｆ２０－２２三腔气囊尿管进行短时牵拉，
持续和间断膀胱冲洗。

１３　效果评定
参考相关文献［２］进行疗效评定：观察治疗后在术中出血

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间变化，观察治

疗前１周、治疗后１个月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
质量评估（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
１周、治疗后１个月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５（ＩＩＥＦ－５）总分和主
要指标（包括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满意度、性高潮

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各项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在术中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

时间、住院时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后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ｍｉｎ） 留置尿管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 ３１４５３±１５７１ ５４７±１３５ １０３１±２５７ １２１５±３１５

观察组 ２０１３０±１１２０ ３１１±１０１ ６７４±１３６ ９３７±２４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对两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在 ＩＰＳＳ、ＱＯＬ、

Ｑｍａｘ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 ＩＰ
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在相互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满意

度、性高潮满意度、ＩＩＥＦ－５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指标比较

组别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３４±５６２ ７１６±１０５ ６３４±１２１

　治疗后 １０１２±３２５△ ９２３±１６７△ １２４４±１３５△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４４１±５６４ ７１８±１０７ ６３６±１２４

　治疗后 ７０３±２６６△ １２１１±１７２△ １７８４±１５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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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比较

组别 相互满意度 勃起功能 性欲 总体满意度 性高潮满意度 ＩＩＥＦ－５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３１±１５５ １６２１±４５２ ５１１±１３７ ５２１±１４８ ６４３±１５４ ３８９４±８５６

　治疗后 ６７１±１６３△ １７２３±５１３△ ５７３±１４３△ ６０１±１３２△ ４１２±１１１△ ４２４６±９７８△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３３±１５３ １６２３±４５３ ５１２±１３８ ５２１±１４９ ６４５±１５５ ３９０１±８５８

　治疗后 ６９６±１６５△ １８３２±５２１△ ６１１±１５１△ ６５４±１４１△ ３２４±０９６△ ４４５２±１０５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表示Ｐ＜００５；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表示Ｐ＜００５

#

　讨论
男性性功能在神经内分泌和循环系统参与下由一系列条

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完成，包括性欲、勃起、性交、性高潮和射

精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均能影响男性性功能活动，常见

有性欲下降、射精异常等，研究称，６０～６５岁男性规则性交占
８０％，７０岁以下男性占７０％，超过８０岁则为３０％。这说明性生
活对老年男性重要性［３，４］。

解剖学上看，勃起神经集中在前列腺５、７点位置，海绵体神
经在前列腺距离前列腺包膜仅几毫米，电切时供应阴茎勃起血

供受损影响阴茎海绵体血流动力学，阴茎勃起神经受损。而一

旦包膜被且切穿，反复电烧灼、冲洗液外渗和局部过高的热量

传递至包膜后均会引起勃起神经血管束损伤［５，６］。研究称，保

持前列腺包膜完整性是防止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关键，术后血

肿、感染、纤维化均会影响阴茎海绵体血管神经并造成勃起功

能障碍［７，８］。

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在手术开始时先在尿道括约

肌近端前列腺尖部进行标记并用针型电极环行切开黏膜，再用

前列腺增生剥离器从此插入，辨认出是前列腺腺体还是包膜，

如此一周可将前列腺增生腺体从包膜上剥离至膀胱颈部，被剥

离的腺体基本上失去血供，一般不存在尿道括约肌和包膜穿孔

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手术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９，１０］。总之，该方

法的优势性主要体现在能有效避免损伤尿道括约肌近端，从而

避免尿失禁；术中能清晰显示增生前列腺腺体，避免包膜穿孔

风险性；增生前列腺腺体切除更加彻底；较传统的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在术中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

住院时间均明显减少或下降。这点在本次研究中也得到验证，

这说明该方法在术中有明显优势性。

研究称，下尿路症状和性功能障碍正相关［１１］。报道对３０
～７５岁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进行研究，得到年龄和性功能
无明显相关性。一项研究称对术前有性生活者术后半年仍有

性生活，而术前有性功能障碍患者术后１０％左右患者性生活有
所恢复，这说明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性功能有改善作

用［１２，１３］。结果显示，治疗后ＩＰＳＳ上明显减少，而在ＱＯＬ、Ｑｍａｘ上
明显提高，这说明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能明显改善尿道

功能，缓解了尿路梗阻症状就能改善患者性功能；结果显示，除

了在性高潮上积分较治疗前后下降外，其他的均明显升高，这

可能是术后逆向射精的原因［１４，１５］，也可能是射精量很少，甚至

没有精液射出［１６，１７］，故性高潮满意度有下降。但在相互满意

度、勃起功能、性欲、总体满意度、ＩＩＥＦ－５上均有明显改善，这
说明等离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患者能改善

性功能，且有手术时间短、手术切除率高、术中出血少、术后恢

复快、并发症少等优势，具有很好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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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流行病学调查
沈玲玲　刘　王荣江　侯秋霞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湖州市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选择湖州市年龄≥４０岁的男性
人群９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不同年龄段人群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对比不同年龄段人群尿路梗阻、膀
胱症状的评分，观察不同年龄段的Ｑｍａｘ水平及各年龄段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的比例，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前列
腺体积及各年龄段前列腺体积 ＞２０ｍＬ的比例，并结合不同的诊断标准统计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
结果：本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平均患病率为３２５２％。随着年龄的增长，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逐渐增加。尿
路梗阻症状的平均得分为（５２±１５）分，膀胱症状的平均得分为（４４±１１）分，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尿路梗
阻、膀胱症状的评分逐渐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Ｑｍａｘ水平不断下降且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的比例逐渐上升。
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体积不断增加且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的比例逐渐上升。结论：湖州市大多数中老年
男性人群伴有尿路梗阻、膀胱刺激等下尿路症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Ｑｍａｘ水平逐渐下降、前列腺体积逐渐
增加。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下尿路症状；流行病学；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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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是危害中老年男性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的
常见疾病之一［１］，基本病机以年老肾虚为本［２］，而兼见血瘀、气

闭等表现。调查发现［３］，随着男性人群年龄的增长，良性前列

腺增生的患病率随之上升。这需引起临床卫生部门的高度重

视。加强对中老年人群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筛查工作，对加强中

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预防、为早期治疗创造有利条件具有重要

意义。故本文对湖州市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流行病学展开了调

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通过整群抽样抽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湖州市各社
区的中老年男性人群９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介于 ４０～８６
岁，平均年龄（６４１±６９）岁；排除精神障碍、脏器功能衰竭、前
列腺增生以外的泌尿系疾病、恶性肿瘤等；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均积极配合。

１２　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的年龄将其分成４０～５０岁、５１～６０岁、６１～

７０岁以及 ＞７０岁四个年龄段。应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３］

（ＩＰＳＳ评分）评价研究对象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其中０～７
分为轻度，８～１９分为中度，２０～３５分为重度。对比不同年龄段
研究对象的尿路梗阻、膀胱症状的评分。测定不同年龄段研究

对象的 Ｑｍａｘ（最大尿流率）水平及各年龄段 Ｑｍａｘ水平 ＜１５ｍＬ／ｓ
的比例。观察不同年龄段研究对象的前列腺体积及各年龄段

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的比例。并结合不同的诊断标准统计良性
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主要包括 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 ＋Ｑｍａｘ＜１５
ｍＬ／ｓ、ＩＰＳＳ评分＞７分＋前列腺体积 ＞２０ｍＬ、前列腺体积 ＞２０
ｍＬ＋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 ＋前列腺体积 ＞２０ｍＬ＋
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这四种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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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计数资料采用频数与百分比表示。
"

　结果
２１　年龄分布及相关资料

９５０例研究对象的年龄介于４０～８６岁，平均年龄（６４１±
６９）岁。其中４０～５０岁１８６例，占１９５７％；５１～６０岁２９２例，
占３０７４％；６１～７０岁２６２例，占２７５８％；＞７０岁的２１０例，占
２２１１％。见表１。研究对象的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水平为
（２２±１０）ｎｇ／ｍＬ，直肠指检未发现有前列腺的恶性表现。

表１　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布

年龄段（岁） 例数 比例（％）

４０～５０ １８６ １９５７

５１～６０ ２９２ ３０７４

６１～７０ ２６２ ２７５８

＞７０ ２１０ ２２１１

合计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
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分类中，轻度、中度、重度占的比例分

别为５２９５％、３２７４％、１４３１％，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下尿路症
状严重程度逐渐增加。见表２。

表２　研究对象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

年龄段（岁） 轻度 中度 重度

４０～５０（ｎ＝１８６） １４０（７５２７） ３９（２０９７） 　７（３７６）

５１～６０（ｎ＝２９２） ２０４（６９８６） ６８（２３２９） ２０（６８５）

６１～７０（ｎ＝２６２） １２８（４８８５） ９７（３７０２） ３７（１４１２）

＞７０（ｎ＝２１０） ３１（１４７６） １０７（５０９５） ７２（３４２９）

合计（ｎ＝９５０） ５０３（５２９５） ３１１（３２７４） １３６（１４３１）

２３　尿路梗阻症状与膀胱症状得分
尿路梗阻症状的平均得分为（５２±１５）分，膀胱症状的平

均得分为（４４±１１）分，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尿路梗阻、膀胱症
状的评分逐渐提高。见表３。

表３　研究对象尿路梗阻症状与膀胱症状得分（分）

年龄段（岁） 尿路梗阻症状得分 膀胱症状得分

４０～５０（ｎ＝１８６） ２１±１２ １９±０８

５１～６０（ｎ＝２９２） ３４±１６ ３３±１４

６１～７０（ｎ＝２６２） ６１±２０ ４３±１８

＞７０（ｎ＝２１０） ７２±３７ ６２±３１

合计（ｎ＝９５０） ５２±１５ ４４±１１

２４　Ｑｍａｘ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Ｑｍａｘ水平不断下降且 Ｑｍａｘ水平 ＜１５ｍＬ／ｓ

的比例逐渐上升。见表４。

表４　不同年龄段的Ｑｍａｘ水平及各年龄段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的比例

年龄段（岁）
Ｑｍａｘ平均

水平（ｍＬ／ｓ）

Ｑｍａｘ水平＜１５ｍＬ／ｓ

比例［ｎ（％）］ 平均水平

４０～５０（ｎ＝１８６） ２４１±９０ ３５（１８８２） １４４±３９

５１～６０（ｎ＝２９２） １９３±６９ １０２（３４９３） １１２±３３

６１～７０（ｎ＝２６２） １３３±６５ １７１（６５２７） ９３±３０

＞７０（ｎ＝２１０） １０１±４７ １７８（８４７６） ８５±２７

合计（ｎ＝９５０） １５６±７０ ４８６（５１１５） ９８±３０

２５　前列腺体积
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体积不断增加且前列腺体积 ＞２０

ｍＬ的比例逐渐上升。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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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年龄段的前列腺体积及各年龄段前列腺体积 ＞２０ｍＬ的
比例

年龄段（岁）
前列腺

平均体积

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

比例［ｎ（％）］ 平均水平

４０～５０（ｎ＝１８６） １５６±７９ ６３（３３８７） ２０５±９１

５１～６０（ｎ＝２９２） ２５８±１１２ １７８（６０９５） ３０８±９３

６１～７０（ｎ＝２６２） ３６２±１５８ １９６（７４８１） ３８７±１５０

＞７０（ｎ＝２１０） ４１４±２３８ １６５（７８５７） ４６３±２２６

合计（ｎ＝９５０） ２７７±１７５ ６０２（６３３７） ３９０±１６５

#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常见于年龄 ＞４０岁以上的男性人群。研

究认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生与细胞增生、细胞凋亡之间的平

衡性遭到破坏有关［５］。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普遍存在膀胱刺

激症状、尿路梗阻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随着病

情的进展会并发尿潴留、影响肾功能，具有十分大的危害性［６］。

临床调查发现，最近１０年我国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呈现出
明显上升的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文献［４］认为，

前列腺增大可导致患者尿液排出受阻，引发肾内压力升高、肾

盏肾盂扩张、肾实质萎缩、肾积水。ＩＰＳＳ评分、Ｑｍａｘ水平以及前
列腺体积均能作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指标，但是都不能单

独作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准。良性前列腺增生可并发

血尿、急性尿潴留、泌尿系感染、肾功能损害等［７］，不仅严重降

低男性生活质量［８］，严重者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湖州市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平均患病率为３２５２％，与
梁国庆等［９］的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表明当地中老年男性人群的

患病率较高，因而十分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中老年男性人群前列

腺增生的筛查工作。

虽然良性前列腺增生是导致患者出现下尿路症状的主要

原因，然而下尿路症状诊断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敏感性仅为７５％
左右［１０］。邵强等［１１］调查了手术治疗的症状性良性前列腺增生

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认为症状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下尿

路症状不仅影响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其

配偶的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中，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者的比例为
４７０５％，而ＩＰＳＳ评分＞７分同时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者的比例
仅为３５３７％，故约１２％左右 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的研究对象的前
列腺体积＜２０ｍＬ，ＩＰＳＳ评分与前列腺体积的弱相关性体现出
了下尿路症状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不一致性。另外，韩晓峰

等［１２］研究发现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前列腺体积、尿流率水

平与年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下尿路症

状日益严重、尿流率逐渐减少、前列腺体积不断增加。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分类中轻度、中度、重度占的

比例分别为５２９５％、３２７４％、１４３１％，Ｑｍａｘ平均水平为（１５６
±７０）ｍＬ／ｓ，前列腺体积平均为（２７７±１７５）ｍＬ，且随着研究
对象年龄的增加，其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Ｑｍａｘ水平 ＜１５ｍＬ／ｓ

的比例、前列腺体积＞２０ｍＬ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与国内外众
多研究［１３，１４］的结论相似。

综上可知，湖州市大多数中老年男性人群伴有尿路梗阻、膀

胱刺激等下尿路症状，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较高，均需引

起当地卫生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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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泌尿系统疾病患者性功能障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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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已确诊的男性泌尿系统疾病患者性功能调查，了解泌尿系统疾病对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已确诊为泌尿系统疾病患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文化程度、工作类型、

性功能障碍等，了解泌尿系统疾病与性功能障碍（主要是勃起功能障碍和早泄）的相关性。结果：根据收集

到的调查问卷显示，急性泌尿系统疾病如尿路感染，尿结石等由于发病时间短、样本量少，对性功能障碍没

有显著影响。慢性前列腺炎对性功能障碍有显著的影响。１６８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早泄患者占比
３５７％，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占比２５３％，合并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占比５９５％。不同年龄段患者早
泄和勃起功能障碍发病率有显著差异，呈现负相关；不同程度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的

发病率有显著差异，随着前列腺炎的严重程度增加发病率显著增加。结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

的患病率较高，患病率与患者年龄以及慢性前列腺症状评分呈正相关，且合并性功能障碍以早泄居多，早泄

的严重程度与患者年龄和慢性前列腺症状评分显著相关，在临床上需要注意。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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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泌尿系统感染、泌尿系统结石是泌尿系统中最
常见的疾病［１］。泌尿系统感染和泌尿系统结石目前临床上有

着较为完备的治疗方法和药物选择，不会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前列腺炎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
临床泌尿外科中一类比较复杂的常见病，多发于中老年男性，

发病率为２％～１５％，慢性前列腺炎复发率高达５０％，并且发病
率还在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最严

重的慢性疾病［２，３］。该病临床表现为前列腺或尿道局部疼痛、

排尿困难、有时伴有性功能障碍。由于病因复杂，目前临床上

缺乏诊断的金标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许多患者可同时伴随

出现全身乏力等其他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４，５］。本

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我院收治的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性功

能障碍状况，分析慢性前列腺炎与性功能障碍发生的相关性，

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临

床数据支持。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我院门诊收治的１６８例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纳入调查范围。纳入标准：（１）在本院经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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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检查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２）所有患者均有超过１年
以上的稳定性伴侣，在患者确诊慢性前列腺炎前性功能正常，

确诊后有过正常的性生活；（３）愿意配合问卷调查；并在确诊后
３个月内尝试性生活；所有患者均无精神和神经性疾病病史；无
其他泌尿生殖疾病病史如尿道结石、尿道狭窄等，所有患者均

了解参加此次调查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调查方案获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１６８例患者，年龄２５～６５岁，
平均（４４３±１７６）岁；已婚１０８例，未婚６０例；文化程度小学８
人，初中２８人，高中４２人，大专及以上９０人。
１２　方法

向纳入调查对象的患者发病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经过医

生给予必要指导后由患者本人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由专业人

员设计，内容包括文化程度、性功能障碍（包括：勃起功能障碍

和射精障碍，射精障碍又包括早泄、逆行射精和不射精）。早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指具有固定性关系１年以上的性伴
侣出现超过半数以上的性生活在小于６０ｓ的射精，且此症状出
现６个月以上为标准。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的评价根据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评估，共评价患者性勃起、性欲、射精、自信度和
性交满意度５个方面。所有患者的慢性前列腺炎评分参照国际
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ＮＩ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ｄｅｘ，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包括：疼痛症状评分（共２１分），排尿异常评分
（共１０分），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共１２分）。ＣＰＳＩ评分
按照从高到低，分别将０～１４分、１５～３０分和３１～４３分将症状
及影响程度归纳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指导患者完成调查问卷，对于文

化程度低、有必要代填写的患者需要详细解释调查问卷并根据

调查对象描述真实填写，并由患者最终确认。调查表包括五个

部分：患者基本资料 （包括身高、体重、学历、性格、职业等）、生

活方式（包括有无吸烟饮酒史）、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性功能障碍
自我评估及ＩＩＥＦ问卷。
１３　统计方法

通过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进行相关运算。计量数
据的检验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年龄、工作、学历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病率
的影响

　　如表１结果所示，年龄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的
发病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增加。其中５０～６０岁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９００％出现性功能障碍。而在性功能障碍中，早泄的发病率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而在从事不同工作种类中，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上没有显著差异。学历数据也表明，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

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表１　年龄、职业和学历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病率的影响

影响因素 例数 性功能障碍 ＰＥ ＥＤ ＰＥ并发ＥＤ

年龄

２０～２９ １５ ６（４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１３３） １（６６）

３０～３９ ６１ ２９（４７５） １５（２４６） １１（１８０） ３（４９）

４０～４９ ４８ ３８（７９２） ２２（４５８） １２（２５．０） ４（８３）

５０～ ４４ ４０（９０９） ２０（４５４） １８（４５．０） ２（４５）

工作

体力劳动 ８５ ６３（７４１） ３２（３７７） ２３（２７０） ８（９４）

脑力劳动 ８３ ５０（６０２） ２８（３３７） ２０（２４１） ２（２４）

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５０ ３５（７０．０） １８（３６．０） １４（２８．０） ３（６．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８ ７８（６６１） ４２（３５６） ２９（２４６） ７（５９）

２２　ＣＰＳＩ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的影响
表２的结果显示，中度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ＣＰＳＩ１５～３０

分）占所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的绝大多数（７０２％）。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与ＣＰＳＩ评分呈显著相关性。ＣＰ
ＳＩ评分越高，慢性前列腺炎越严重，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概
率越高。即随着ＣＰＳＩ的升高，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同时并发早泄
和勃起功能障碍的概率也增加。

表２　ＣＰＳＩ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的影响

ＣＰＳＩ评分 例数 性功能障碍 ＰＥ ＥＤ ＰＥ并发ＥＤ

轻度（０～１４） ２０（１１９） ８（４０．０） ６（３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中度（１５～３０）１１５（６８４）７６（６０１）４１（３５７）３１（２７０）４（３５）

重度（３１～４３） ３３（１９６）２９（８７９）１３（３９４）１０（３０３）６（２０６）

２３　４３例慢性前列腺炎并发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勃起功能障碍
程度与年龄和病程的关系

　　如表３结果显示，中度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占比较多。慢性
前列腺炎患者不同年龄对勃起功能障碍程度有显著影响。随

着年龄的增大，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更易发生较严重的勃起功能

障碍。ＣＰＳＩ与勃起功能障碍程度的数据表明，ＣＰＳＩ程度与勃起
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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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４３例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程度与年龄和病程的关系

ＩＩＥＦ评分（分） 例数
年龄（岁）

２０～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

ＣＰＳＩ评分（分）

０～１４ １５～３０ ３１～４３

轻度（１２～２１） ２０（４６５） ８（４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１０．０） １５（７５．０） ３（１５．０）

中度（８～１１） １７（３９５） ３（１７６） ２（１１８） ７（４１２） ５（２９４） ０（０） １４（８２４） ３（１７６）

重度（≤７） ６（１４０） ０（０）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４（６６７） ０（０） ２（３３３） ４（６６７）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外科难以根治的一种常见疾病。据

报道，大约一半男性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慢性前列腺

炎，是泌尿外科中最常见的患者就诊原因［６，７］。该病临床表现

为局部疼痛、排尿异常、性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而其中慢性前列腺炎伴随的性功能障碍也越来越受人重

视，包括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早泄等射精障碍等［８－１１］。其

中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不仅发病率高，且客观性强，常备用来

评价男性性功能状况。本研究共调查１６８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的性功能障碍情况，共发现１１３例患者存在性功能障碍，其中早
泄的发行率最高，共有６０例，占比３５７％；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有４３例，占比２５６％；同时有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共１０
例，占比６０％。

本研究中发现，患者年龄与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功能

障碍有显著的相关性。随着患者年纪的增加，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并发早泄和勃起功能障碍的概率显著增加。而在工作种类

和患者学历的统计分析中发现，工作类型和教育背景并不影响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而慢性前列腺炎的严重

程度与慢性前列腺炎并发性功能障碍显著相关，及慢性前列腺

炎越严重，患者发生早泄或勃起功能障碍的概率越高。

早泄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之一，特征是一半以上的

性生活中阴茎进入阴道之前或进入阴道后不到１ｍｉｎ内射精，甚
至不能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进入阴道后延迟射精。早泄易导致

夫妻双方严重的矛盾，甚至会导致男性的消极状态，如苦恼、忧

虑、挫折感等［１２］。很多研究表明早泄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过

程，会受到病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１３］。而长期

的患病将使男性承受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本研究中，１６８
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伴随早泄的患者有 ６０例，发病率为
３５７％，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升高，可见早泄的发病率与慢
性前列腺炎关系密切。提示我们在诊治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

同时，应考虑到是否合并有早泄并进行相应的综合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是指在过去３个月中，阴茎经常不能达到维
持足够的勃起硬度以进行满意的性交。勃起功能障碍是男性

最常见性功能障碍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

到患者家庭稳定，同时也是多躯体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ＩＩＥＦ
－５问卷调查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诊断勃起功能障碍的问卷
表，能客观地量化和评价勃起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５，９，１４，１５］。在

本实验中，我们通过ＩＩＥＦ－５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表明，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ＩＩＥＦ８～２１分）患者占
据较大部分。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年龄与 ＩＩＥＦ呈现典型相关
性，年龄越大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

也越高。勃起功能障碍与 ＣＰＳＩ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勃起功能

障碍的障碍程度与ＣＰＳＩ不呈现典型相关性，可见影响勃起功能
障碍发生率还有其他因素。因此进一步探索慢性前列腺炎和

勃起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对于揭示慢性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

能障碍的发病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有利于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改善患者治疗和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与年

龄和慢性前列腺炎严重程度显著相关。而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并发勃起功能障碍程度与慢性前列腺炎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

提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并发勃起功能障碍的障碍程度可能与

别的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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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侯瑞鹏，李健．慢性前列腺炎与早泄关系的分析．中国医师进修
杂志，２０１２，３５（８）：３０－３１．

［１０］　吴小军，周占松，张恒，等．单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对其合并ＥＤ
的影响．局解手术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４）：３６７－３６９．

［１１］　ＮｉｃｋｅｌＪＣ，ＳｈｏｓｋｅｓＤＡ．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ｊ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２０１０，１０６（９）：１２５２－１２６３．

［１２］　ＬｉａｎｇＣＺ，ＨａｏＺＹ，ＬｉＨ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ｎ．Ｕ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７６（４）：９６２－９６６．

［１３］　唐晨野．男性尿道狭窄手术前后性功能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研
究．苏州大学，２０１３．

［１４］　于志勇，都靖．良性前列腺增生切除术与勃起功能障碍．中国临
床医生，２０１２，４０（９）：３７－４０．

［１５］　孙学国，姜从梅，钱辉军，等．前列腺切除手术影响性功能研究及
危险因素评估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３）：９－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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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Ｙ１４Ｈ１９００２１）；浙江省温州市医药卫
生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３Ａ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杨丽玲（１９７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宫颈病
变临床与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８

妇科门诊患者对宫颈癌知识的认知程度及其对宫颈
癌检出率的影响
杨丽玲１　陈俊２　张翔珍３

１乐清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３２５６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３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６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妇科门诊患者对宫颈癌知识认知程度，为开展宫颈癌知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８月妇科门诊就诊患者８００例，对无主动意愿做宫颈癌筛查的患者进行宣传教育
后愿意行筛查的作为动员组，对主动要求做宫颈癌筛查的为非动员组，通过两组宫颈癌筛查结果的对比，分

析对宫颈癌筛查认知程度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结果：动员组非本市户口较多，收入相对偏低，文化程度相

对非动员组低，对宫颈癌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临床检查结果：非动员组５００例患者，ＣＩＮⅠ１８例，ＣＩＮⅡ１
例，ＣＩＮⅢ ０例，宫颈癌５例，总检出率４８％；动员组３００例患者，ＣＩＮⅠ１４例，ＣＩＮⅡ２例，ＣＩＮⅢ ２例，宫颈
癌９例，总检出率９０％。动员组轻、中、重度癌前病变及宫颈癌检出率均高于非动员组，Ｐ＜００５。结论：应
大力开展宫颈癌健康教育，提高宫颈癌筛查意识度，早发现早治疗，降低宫颈癌发生率。

【关键词】　宫颈癌；细胞学检查；ＨＰＶ筛查；动员性；非动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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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宫颈癌的主要病因是高危型人乳头状病毒（ＨＰＶ）的持续
感染［１］，然而，宫颈癌（ＳＣＣ）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恶性肿瘤，是目
前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唯一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筛查的恶

性肿瘤［２］。其发病时间长，早期治愈率高，筛查方式确切［３］。

有组织的宫颈癌筛查可以明显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４］。

脱落细胞学检查是宫颈癌及其浸润前病变筛查最为主要

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联合ＨＰＶ检测可以提高筛查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从而延长筛查的时间间隔。我国国情特殊，流动人口

众多，导致宫颈癌筛查的工作不乐观，其缺乏力度和持续性［５］。

女性对宫颈癌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筛查知识了解甚少，从而

错过了早期筛查的有效时机。本课题是通过对妇科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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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卷调查，研究了解妇女对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知识认知影

响因素，为宫颈癌全面筛查提供经验，从而降低宫颈癌的发

病率［６］。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８月妇科门诊就诊患者８００例，所有患者及
家属均知情同意。其中主动筛查宫颈癌意愿的女性作为非动

员组，人数５００例，年龄２３～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３６岁；对无主动
意愿做宫颈癌筛查的患者进行宣传教育后愿意行筛查的作为

动员组，人数３００例，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１岁。
纳入标准：无宫颈手术史，无妊娠，无骨盆放射治疗史的妇

女；对象需有一定认知能力，且自愿参加调查。

排除标准：有宫颈手术史，妊娠妇女，有盆腔包块或其他脏

器肿瘤妇女，有其他严重疾病妇女；近 ２年内有宫颈癌筛查
妇女。

１２　方法
调查方法：自制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学历、月收入、

户口所在地、宫颈癌典型表现的常见症状、宫颈癌能否预防、

ＨＰＶ与宫颈癌的关系、避孕方法、初始性交年龄、性伴侣人数。
通过动员组与非动员组两组宫颈癌筛查结果的对比研究，分析

两组宫颈癌发生率，对比分析宫颈癌筛查认知程度对宫颈病变

有无统计学意义。

动员方法：于门诊向动员组就诊者介绍宫颈癌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逐年上升，并伴有年轻化趋势的现况，使其了解提早发

现、提早治疗是降低宫颈癌危害的有效方法。通过宣教宫颈癌

筛查的重要性，使其了解宫颈癌筛查目前是预防子宫颈癌的有

效途径，因此提高对宫颈癌的认知程度，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

是十分必要的。

宫颈癌筛查：采用 ＨＰＶ检测法进行宫颈癌筛查。样本采
集：宫颈采样器置入子宫旋转３周收集宫颈脱落细胞，采集出的
样本放入细胞保存液中，４℃保存。采集到的宫颈标本采用
ＨＰＶＤＮＡ提取试剂盒进行检测，显色 ＨＰＶ分型等操作步骤及
结果判读均按试剂盒要求进行。ＨＰＶＤＮＡ提取，根据芯片上
ＨＰＶ分型分布相应的位点判断 ＨＰＶ基因型。可检测出２１种
ＨＰＶ亚型，其中高危型１５种，包括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
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９、６６、６８；低危险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ＣＰ８３０４。
判定标准：以ＲＬＵ／Ｃｏ＞１０定义为ＨＰＶ阳性。
１３　统计分析

将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自制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两组平均年龄分别为３３６岁和３４１岁，没有差异，年
龄对女性的认知程度不存在较大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动员组非本市户口较多，收入相对偏低，文化程度相对
非动员组低，对宫颈癌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８００名调查对象中
６５６名知道子宫颈癌及其相关症状。目前已婚女性对宫颈癌筛
查的必要性和支付的意愿均较高，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对宫颈

癌筛查的认知程度较高，主动意思较强。组间比较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动员组在避孕措施上认识不够，不够积极，

２７７％不采取避孕措施，非动员组只有４８％。见表１。

表１　已婚门诊动员组与非动员组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比较

组别 非动员组 动员组

ｎ ５００ ３００

年龄（平均） ４３５±１０８ ４１３±８１

　学历

　＞高中 ４５７（９１４） ２１７（７２３）

　＜高中 ４３（８６） ８３（２７７）

月收入

　＞２５００ ４６７（９３４） ２０５（６８３）

　＜２５００ ３３（６６） ９５（３１７）

户口

　城镇 ３８７（７７４） １０９（３６３）

　非城镇 １１３（２２６） １９１（６３７）

宫颈癌典型表现的常见症状

　阴道出血，排液 ４５９（９１８） １９７（６５７）

　不知道 ４１（９２） １０３（３４３）

宫颈癌能否预防

　不能 ９（１８） ６９（２３０）

　能预防 ４０８（８１６） １０８（３６０）

　不知道 ８３（１６６） １２３（４１０）

ＨＰＶ与宫颈癌的关系

　没关系 １８６（３７２） ５９（１１８）

　直接相关 ２０１（４０２） ９６（３２０）

　不知道 １１３（２２６） １４５（４８３）

避孕采用避孕措施

　是 ４７６（９５２） ２１７（７２３）

　否 ３４（４８） ８３（２７７）

初始性交年龄（平均） ２１５±３７ ２３６±４２

性伴侣人数

　１～２ ４０８（８１６） ２５８（８６０）

　２以上 ９２（１８４） ４２（１４０）

是否了解宫颈癌相关知识

　是 ４０１（８０２） １６８（５６０）

　否 ９９（１９８） １３２（４４０）

有无参加工具筛查

　有 １６５（３３０） ６４（２１３）

　无 ３３５（６７０） １３６（７８７）

　　注：动员组与非动员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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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临床检查结果
非动员组５００例患者 ＣＩＮⅠ１８例，ＣＩＮⅡ１例，ＣＩＮⅢ０例，

宫颈癌５例，总检出率４８％；动员组３００例患者，ＣＩＮⅠ１４例，

ＣＩＮⅡ２例，ＣＩＮⅢ２例，宫颈癌９例，总检出率９０％。动员组
轻、中、重度癌前病变及宫颈癌检出率均高于非动员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阴道镜下两组活检病理结果

组别 ｎ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总检出率

非动员组 ５００ １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５（１０） ２４（４８）

动员组 ３００ １４（４６） ２（０６） ２（０６） ９（３０） ２７（９０）

　　注：动员组与非动员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本研究中动员组非本市户口较多，收入相对偏低，文化程

度相对非动员组较低，这是就诊患者整体的宫颈癌相关知识认

知度较低的主要原因，导致宫颈癌患者未能及早发现，及早治

疗。本文两组ＣＩＮⅠ检出率差异不大，主要是中、重度癌前病变
及宫颈癌检出率很高，充分说明宫颈癌筛查认知程度对宫颈病

变有统计学意义。

我国每年新发病例１４万［７］，约占世界宫颈癌新发病例的

２８８％，为我国妇女生殖道恶性肿瘤第１位［８，９］我国女性对宫

颈癌的认知不足，很少主动去做防癌筛查［３，５，１１，１２］。对宫颈癌筛

查的健康教育主要是医疗机构就诊时医生的讲解，其他如网

络、媒体报刊、社区卫生宣传、朋友的影响等途径了解宫颈癌筛

查的相关内容。目前江浙沿海地区对宫颈癌筛查认知情况大

样本的调查研究不多，本课题通过调查研究大样本妇科门诊患

者对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认知程度，为开展宫颈癌健康教育，

降低宫颈癌发生率提供科学依据。宫颈癌筛查效果在发达国

家已经得到证实，通过有组织高质量的筛查，许多发达国家的

宫颈癌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３，１０］

我们今后应该做的是首先要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对

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进行普及，采用报纸、网络、媒体等方式进

行大力宣传；其次，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更要加大宣传力

度，用通俗语言、用图文并茂和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提高

自我保护意思；再次，对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筛查形式，尤其对

农村要利用政府和保健机构配合进行宣传工作，城市可利用机

会性筛查和自愿筛查方式；最后，在进行筛查过程中，可考虑减

低收费或财政补贴方式，积极鼓励女性进行筛查。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１３］，宫颈癌患病率占女性

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半数以上［１４，１５］。宫颈癌的主要病因是高

危型人乳头状病毒（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而
且可以预防的癌症，脱落细胞学检查是宫颈癌及其浸润前病变

筛查最为主要的方法。本课题是通过对妇科门诊患者的问卷

调查，研究了解妇女对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知识认知影响因

素，通过动员组与非动员组两组组宫颈癌筛查结果的对比研

究，分析两组宫颈癌发生率，对比分析宫颈癌筛查认知程度对

宫颈病变有无统计学意义。

本课题设计科学、全面、深入，可操作性强，设备齐全，技术

可靠性，调查样本的广泛、随机，统计方法科学。随着研究的深

入，研究结论对指导围绝经期妇女用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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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中 Ｐ－Ａｋｔ的表达及其与 ＨＰＶ感染的关系
探析
龚慧珍１　王悦２　潘伟文１　吴线玲１　季金英１　谢军花１　包甘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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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研究探讨宫颈组织中Ｐ－Ａｋｔ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 ＨＰＶ感染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龙泉市人民医院和浙大妇产医院接受治疗并经病理诊断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３５例作为研究对象，确诊
后送往上级医院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均行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手术后上级医院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对其病变组
织中的Ｐ－Ａｋｔ表达情况进行测定，选择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和慢性宫颈炎患者各３５例作为对照，分别比较
三组患者的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率。并对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中ＨＰＶ感染阳性与 Ｐ－Ａｋｔ表达阳性
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结果：宫颈癌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慢性宫颈炎患者的Ｐ－Ａｋｔ阳性表达率分别
为９７１％、８００％和２００％，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中，ＨＰＶ感染
阳性患者的Ｐ－Ａｋｔ阳性表达率（９５２％）也显著高于 ＨＰＶ感染阴性的患者（２８６％），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Ｐ－Ａｋｔ阳性表达与宫颈病变的程度、ＨＰＶ感染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　宫颈癌组织；Ｐ－Ａｋｔ表达；ＨＰ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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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妇科临床常见疾病，位居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之
首［１］，且有逐年上升、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女性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本文就龙泉市人民医院和浙大妇产医院收治的

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Ａｋｔ的活化形式磷酸化蛋白激
酶Ｂ（Ｐ－Ａｋｔ）在肿瘤中的表达情况以及其与 ＨＰＶ病毒感染之

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龙泉市人民医院和浙大妇产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诊断为宫颈癌患者３５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
手术病理诊断证实。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患者在取材前均未接受任何治疗；年龄在１８岁
以上；且标本来源于手术后新鲜宫颈组织。排除标准：合并严

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合并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有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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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史的患者；合并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

宫颈癌患者的年龄在２４岁到５７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９６
±３３）岁。
同时，选择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和慢性宫颈炎患者各３５例

作为对照，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的年龄在２２～５６岁之间，平均
（４０１±２１）岁；慢性宫颈炎患者的年龄在２１岁到５８岁之间，
平均（４０９±２７）岁。

所有患者均送往上级医院接受治疗，在治疗前于我院接受

过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并在治疗后于上级医院行病变组织 Ｐ－
Ａｋｔ表达检测，检测资料均完整准确。
１２　方法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采集患者病变组织，使用 ＰＣＲ技术进行
检测，严格按照亚能（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ＨＰＶ核
酸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生产批号ＹＺＢ／国５１２８－２０１３）的操作
要求，对ＨＰＶ－ＤＮＡ进行提取后，依次进行 ＰＣＲ扩增、杂交、显
色，并观察检测结果。以相应片段长度处出现条带的情况为

ＨＰＶ感染阳性［２］。

病变组织Ｐ－Ａｋｔ表达检测：行手术治疗后于上级医院行病
变组织 Ｐ－Ａｋｔ表达检测。采用免疫组化法进行检测。将获得
的宫颈病变组织标本浸泡在１０％的甲醛溶液中进行固定后，依
次经补充固定、脱水透明、浸蜡、包埋等步骤对组织进行处理，

制作石蜡块。将石蜡块切片，厚度为４μｍ，其中一张做常规 ＨＥ
染色，并在光镜下进行观察和诊断；另一张石蜡切片常规脱蜡、

蒸馏水冲洗、ＰＢＳ浸泡、高压修复（柠檬酸盐抗原修复液）、ＰＢＳ
多次冲洗、内源性过氧化酶阻断剂室温下孵育、ＰＢＳ冲洗、羊非
免疫血清室温孵育、除血清后依次加一抗（Ｐ－Ａｋｔ１／２／３多克隆
抗体）、二抗，经室温孵育、ＰＢＳ冲洗后，向其中加入链霉菌抗生
物素蛋白－过氧化酶，孵育、ＤＡＢ染色、冲洗、复染、脱水、透明、
封固后再光镜下观察。随机选取５个高倍视野（２００个细胞），
按照细胞的染色程度进行积分，以细胞无色记为０分，以细胞呈
淡黄色记为１分，以细胞为棕黄色记为２分，以细胞为棕褐色记
为３分。将光镜下细胞膜、细胞浆、细胞核有十分明显的棕黄色
细颗粒判断为Ｐ－Ａｋｔ表达阳性，并以阳性细胞数在５％以下记
０分，在５％ ～２５％之间记１分，在２６％ ～５０％之间记２分，在
５０％以上记为３分。计算其染色强度得分和阳性细胞数得分之
间的乘积，并以积分≥３分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积分在０～２分之
间为表达阴性［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

量资料对比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比较宫颈癌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慢性宫颈炎患者的

Ｐ－Ａｋｔ阳性表达率，可见其分别为９７１％、８００％和２００％，三
组患者之间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共计７０例，其中，ＨＰＶ检测
阳性的患者６３例，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为９００％，其中 Ｐ－Ａｋｔ阳
性表达患者６０例，占９５２％；７例ＨＰＶ检测阴性的患者中，Ｐ－
Ａｋｔ阳性者为２例（２８６％），ＨＰＶ感染阳性患者的Ｐ－Ａｋｔ阳性
表达率也显著高于 ＨＰＶ感染阴性的患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表１　不同宫颈病变患者的Ｐ－Ａｋｔ阳性表达率比较

组别
Ｐ－Ａｋｔ阳性
（ｎ）

Ｐ－Ａｋｔ阳性
表达率（％）

检验结果

宫颈癌（３５） ３４ ９７１

宫颈上皮内瘤变（３５） ２８ ８００

慢性宫颈炎（３５） ７ ２００

χ２＝２９９７５
Ｐ＝００００

#

　讨论
宫颈癌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５－９］，对宫颈癌患

者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对于女性患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发现，超过９５％的宫颈癌患者均有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
感染的情况，而并非患者发生ＨＰＶ病毒后就一定会发展成为宫
颈癌，调查数据显示，发生ＨＰＶ病毒感染的患者中，仅有一成左
右在持续感染的情况下最终发展成为宫颈高危病变或者浸润

性宫颈癌［１０－１２］，因而ＨＰＶ病毒感染诱发宫颈癌的机制也并不
十分明确。另一方面，Ａｋｔ因其在肿瘤组织中的高表达情况已
被定义为癌基因，作为一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其位于磷
脂酰肌醇－３－激酶（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的枢纽部位，而
磷脂酰肌醇３激酶（Ｐ１３Ｋ）／蛋白激酶Ｂ（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是
可以参与细胞的生长、增殖与分化调节等的信号转导通路［１３］，

在细胞中广泛存在，大部分的恶性肿瘤（如宫颈癌、乳腺癌、前

列腺癌等）都有 Ｐ１３Ｋ／ＡＫＴ信号转导通路异常激活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肿瘤细胞受到刺激，发生恶性增殖、形成血管，并

使得肿瘤细胞的侵袭或者转移能力增强。在正常的静止细胞

中，Ａｋｔ／ＰＫＢ一般处于组织细胞的胞浆中，而浆膜属于活化部
位，当其受到细胞因子、生长因子、激素等的刺激作用后，Ａｋｔ催
化结构域和调节结构域的两个位点相继磷酸化，进而活化，Ｐ－
Ａｋｔ就是Ａｋｔ的活化形式［１４］，发生活化之后，其可以向胞液和胞

核转位，并起到挥调控作用。

本文分别比较了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慢性宫颈炎三

种不同宫颈病变患者的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率，发现随着病变程度
越来越严重，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率也越高，宫颈癌患者的 Ｐ－Ａｋｔ
表达阳性率达到９７１％，提示其与宫颈病变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而对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的 ＨＰＶ感染阳性与 Ｐ－
Ａｋｔ表达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也可见 ＨＰＶ感染阳性患者
的Ｐ－Ａｋｔ阳性表达率（９００％）显著高于ＨＰＶ感染阴性的患者
（２８６％），二者也呈正相关，这与杜趁香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

致，其还对宫颈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情况与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率
进行了比较，发现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Ｐ－Ａｋｔ表达阳性率
可达１０００％。

有国外研究认为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１６的Ｅ５可以对
ＰＩ３Ｋ／Ａｋｔ通路进行激活，同时其产生的 Ｅ６蛋白能够与宿主细
胞的抑癌基因Ｐ５３结合并导致其降解，引起后者阻断ＤＮＡ异常
细胞周期性复制的功能受损，并导致细胞永生化诱发癌变；其

产生的Ｅ７蛋白有能够与肿瘤抑制蛋白 Ｒｂ（控制细胞周期起始
相关蛋白）相互作用，引起细胞周期失控，导致永生化的发生。

结合本文及相关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均可以推测宫颈癌的发

生，可能与Ｐ－Ａｋｔ的激活有关，据此可以为宫颈癌的诊断治疗
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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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 ＬＥＥＰ锥切术与期待治疗的效
果观察
叶优春１　张宜群２

１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比较ＬＥＥＰ锥切术和药物期待治疗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临床效果，分析病变进展
危险因素，探讨ＣＩＮⅠ的最佳治疗方式，防止病情进展。方法：选取１６０例 ＣＩＮ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采用 ＬＥＥＰ锥切术治疗，对照组采用药物期待治疗，比较两组病变转归及 ＨＲ－ＨＰＶ阳性转阴
情况，分析病情进展危险因素。结果：观察组进展率为２４％（２／８２），持续率８５％（７／８２），逆转率８９１％
（７３／８２）；对照组进展率２６％（２／７８），持续率１２８％（１０／７８），逆转率８４６％（６６／７８），两组逆转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随访期间ＨＲ－ＨＰＶ持续阳性３８０％ （１９／５０），转阴率６２０％ （３１／５０）；对照
组ＨＲ－ＨＰＶ持续阳性３０２％ （１３／４０），转阴６９８％ （３０／４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持续ＨＲ
－ＨＰＶ阳性是ＣＩＮⅠ病变转归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采用期待治疗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安全有效，对于持
续ＨＲ－ＨＰＶ阳性患者应密切随访观察，防止病变进展。

【关键词】　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ＬＥＥＰ锥切术；期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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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属于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据报道，每年全世界
新发宫颈癌病例超过５０万，每年约３０万人死于宫颈癌，且发病
呈年轻化趋势［１］。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
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是与宫颈癌相关的癌前病变的统称，是宫颈癌进展
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上皮内瘤变概念首次由Ｒｉｃｈａｒｔ于１９６８年
提出，其中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Ⅰ）并不完全属于肿瘤
性，部分可自行消退。资料显示，约３／５的ＣＩＮⅠ患者可自行消
退，仅１％－１１％的病变继续发展。因此，部分学者认为 ＣＩＮⅠ
可不加以治疗，但超过２０％的 ＣＩＮⅠ患者经 ＬＥＥＰ术后病理分
级变为ＣＩＮⅡ或ＣＩＮⅢ。本研究比较分析 ＬＥＥＰ锥切术与药物
期待治疗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效果，同时分析病变进展的

危险因素，旨在为ＣＩＮ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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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ＣＩＮⅠ患者中选
取１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经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
及宫颈活检确诊。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

观察组８２例，年龄１８～７１岁，平均年龄（３９２±１０８）岁，已婚
５８例，未婚２４例，伴中度宫颈糜烂７例，重度糜烂５例；对照组
７８例，年龄１８～７１岁，平均年龄（３９２±１０８）岁，已婚５４例，
未婚２４例，伴中度宫颈糜烂６例，重度糜烂３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婚育史及病情等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纳入标准：（１）既往无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病史；（２）无言
语沟通及意识障碍；（３）不处于妊娠期、哺乳期；（４）愿意接受为
期至少１年的随访。排除标准：（１）临床资料不全；（２）接受过
盆腔放疗、免疫治疗及物理治疗等；（３）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及其
它恶性肿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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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ＬＥＥＰ锥切术治疗，手术方法如下：嘱患者排空

膀胱，取膀胱截石位，常规外阴、阴道消毒，暴露宫颈。采用５％
冰醋酸和碘液涂擦宫颈显示病变部位。以宫颈外口为中心，由

内向外行锥形环状切除宫颈。ＬＥＥＰ刀切除范围为深度０７～
１０ｃｍ，锥底宽度１５～２０ｃｍ。切除标本用１０％甲醛固定，送
病理检查。对出血部分采用球形电极电凝止血，术后７ｄ口服抗
生素以防止感染。观察组采用药物期待治疗，包括重组人干扰

素栓、聚甲酚磺醛栓等阴道局部给药。

１３　检测方法、随访内容及判断标准
１３１　检测方法　采用新柏氏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ｔｈｉｎ
－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ｔｅｓｔ，ＴＣＴ）进行细胞学筛查，参照国际癌症协会
２００１年修订的ＴＢＳ分级标准进行诊断。采用美国 Ｄｉｇｅｎｅ公司
第二代杂交捕获 （ｈｙｂｒｉ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２，ＨＣ－２）方法检测 ＨＲ－
ＨＰＶ。细胞学、ＨＰＶ任意一项阳性，即细胞学为 ＡＳＣＵＳ及以上
病变，和（或）ＨＲ－ＨＰＶ阳性者均移行带３、６、９、１２点活检，绝
经后患者不满意阴道镜者行子宫颈管搔刮术。

１３２　随访内容　内容包括常规妇科检查、ＴＣＴ、ＨＲ－ＨＰＶ检
测，对照组术后１年内每３个月复查１次，第２年开始每６个月
复查１次，观察组每３个月复查１次连续２次复查结果为阴性
则每６个月复查１次。
１３３　病变转归判断标准［２］　ＣＩＮⅠ病变转归结局分为进展、
持续及逆转三类，结合细胞学与 ＨＰＶ检查进行如下判定：ＴＣＴ
结果 ＞ＨＳＩＬ伴或不伴 ＨＰＶ阳性为进展；ＴＣＴ结果 ＜ＬＳＩＬ伴
ＨＰＶ阳性，ＬＳＩＬ伴或不伴ＨＰＶ阳性为持续；ＴＣＴ结果为 ＡＳＣＵＳ
或正常，且ＨＰＶ阴性为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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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多
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

　结果
２１　两组病变转归比较

两组随访１～５年，平均（２３±０６）年。观察组进展２例
（２６％），持续７例（９０％），逆转７３例（８９１％）；对照组进展２
例（２４％），持续１０例（１２２％），逆转６６例（８４６％），两组逆
转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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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病变转归情况

组别 例数 进展 持续 逆转

观察组 ８２ ２（２４） ７（８５） ７３（８９１）

对照组 ７８ ２（２６） １０（１２８） ６６（８４６）

χ２ － ０００３ ０７７３ １６９７２

Ｐ － ０９６０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ＨＲ－ＨＰＶ阳性转阴情况比较
观察组 ＨＲ－ＨＰＶ阳性 ５０例，随访期间持续阳性 １９例

（３８０％），转阴３１例（６２０％）；对照组 ＨＲ－ＨＰＶ阳性４３例，
随访期间持续阳性１３例（３０２％），转阴３０例（６９８％），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ＨＲ－ＨＰＶ转阴情况

组别 例数 持续阳性 转阴

观察组 ５０ １９（３８０） ３１（６２０）

对照组 ４３ １３（３０２） ３０（６９８）

χ２ － ０６１８ ０７３６

Ｐ － ０４３２ ０５８７

２３　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单因素分析
将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因素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

个数、是否绝经、是否累及颈管腺体、初筛 ＴＣＴ、初筛 ＨＲ－ＨＰＶ
及持续ＨＲ－ＨＰＶ进行单因素分析，得到初筛 ＴＣＴ、初筛 ＨＲ－
ＨＰＶ及持续ＨＲ－ＨＰＶ是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危险因素。见表３。

表３　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进展 持续 逆转 χ２ Ｐ

年龄

　＜５０岁（ｎ＝１１８） ２４（２０３） ３５（２９７） ５９（５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９６４

　＞５０岁（ｎ＝４２） ８（１９０） １２（２８６） ２２（５２４）

初次性生活年龄

　＜１８岁（ｎ＝２３） ６（２６１） １０（４３５） ７（３０４） ０６３０ ０７３０

　＞１８岁（ｎ＝１３７） ３９（２８５） ４８（３５０） ５０（３６５）

性伴侣个数

　＜３个（ｎ＝１５６） ２８（１７９） ７０（４４９） ５８（３７２） ０２８７ ０８６６

　＞３个（ｎ＝４）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是否绝经

　是（ｎ＝３６） １０（２７８） １３（３６１） １３（３６１） ０５２４ ０７７０

　否（ｎ＝１２４） ３９（３１５） ３７（２９８） ４８（３８７）

是否累及颈管腺体

　是（ｎ＝８９） ４２（４７２） ３２（３６０） １５（１６８） ０７２７ ０６９５

　否（ｎ＝７１） ３７（５２１） ２１（２９６） １３（１８３）

初筛ＴＣＴ（ｎ＝７２）

　ＡＳＣＵＳ（ｎ＝５９） １（１７） ４（６８） ５４（９１５） ９３８５ ０００９

　ＨＳＩＬ＋ＡＳＣ－Ｈ（ｎ＝１３） ３（２３１） １（７７） ９（６９２）

初筛ＨＲ－ＨＰＶ（ｎ＝１４６）

　阴性（ｎ＝５３） １（１９） ３（５７） ４９（９２４） ９５８１ ０００８

　阳性（ｎ＝９３） １２（１２９） １５（１６１） ６６（７１０）

持续ＨＲ－ＨＰＶ（ｎ＝９４）

　转阴（ｎ＝６１） １（２０３） ２０（２０３） ４０（２０３） １１７８５ ０００３

　持续阳性（ｎ＝３３） ０（０） １（２０３） ３２（２０３）

２４　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上述３个因素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到持续ＨＲ－ＨＰＶ

阳性是ＣＩＮⅠ病变转归独立危险因素，ＣＩＮⅠ患者持续ＨＲ－ＨＰＶ阳性
病变转归风险为ＨＲ－ＨＰＶ阴性者的１６７３倍。见表４。

表４　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ＳＥ Ｂ ＯＲ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Ｗａｌｄ Ｐ

初筛ＴＣＴ结果 ０２４ ０３８ １３６ ０５３ ２７６ ５３６ ０１５３

初筛ＨＲ－ＨＰＶ阳性 ００１ ０３２ １２５ ０５６ ３０７ ３１０ ０１７２

持续ＨＲ－ＨＰＶ阳性 ３０２ ０３５ １６７３ ８４０ ３０６８ ２５０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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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ＩＮ）是一种局限于上皮内的与宫颈

浸润癌密切相关的癌前病变，虽可能发展为宫颈癌，但本身并

不具有恶性肿瘤生物学特征［３］。目前 ＣＩＮ的分类根据细胞异
型程度沿用ＣＩＮⅠ、Ⅱ、Ⅲ级，其中 ＣＩＮⅠ级因其具有较高自然
消退率且较少进展至浸润癌而被称为低级别 ＣＩＮ，有关 ＣＩＮⅠ
级的诊治仍存在较多争论。有研究表明，ＣＩＮⅠ进展率仅为
１０％～１１０％，持续不变率为２２０％ ～３２０％，自然消退率则
高达 ５７０～６００％［４］。２００１年美国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会
（ＡＳＣＣＰ）制定的宫颈细胞学异常及组织学诊断指南对ＣＩＮⅠ的
临床处理方式进行了如下阐述［５］：大部分 ＣＩＮⅠ患者在不接受
治疗的情况下可自然逆转，因此临床处理以随访观察为主，６、１２
个月复查宫颈细胞学，或１２个月行 ＨＰＶ检测。如随访期间细
胞学检查发现ＨＰＶ阳性或ＡＳＣＵＳ以上病变，则行阴道镜检查。

宫颈锥切术是美国阴道镜检查与子宫颈病理学会（ＡＳＣ
ＣＰ）推荐的治疗ＣＩＮⅡ、Ⅲ期的主要方法，主要包括冷刀锥切术
及ＬＥＥＰ锥切术［６］。其中 ＬＥＥＰ刀首次由 Ｃａｒｔｉｅｒ在１９８１年报
道，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具有操作方便、
患者易于接受及费用低等优点，是治疗包括低级别 ＣＩＮ在内的
宫颈疾病的有效方法［７］。ＬＥＥＰ刀电极尖端可产生高频电波，
当其接触具有阻抗的组织时组织吸收大量电波而产生高热，进

而切割组织［８］。但ＬＥＥＰ术切缘阳性率高，切除范围小，术后复
发率高［９］。本研究采用 ＬＥＥＰ锥切术及期待治疗 ＣＩＮⅠ，得到
两组病变转归进展率、持续率及随访期间ＨＲ－ＨＰＶ持续阳性、
转阴率相近，证实了药物期待治疗 ＣＩＮⅠ的有效性。且文献报
道，采用ＬＥＥＰ锥切术治疗 ＣＩＮⅠ不降低病变进展风险［１０］。因

此，药物期待治疗是ＣＩＮⅠ的理想治疗方法。
据报道，细胞学筛查为ＡＳＣ－Ｈ、ＨＳＩＬ提示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发

生及癌变率极高。对ＨＳＩＬ患者行ＬＥＥＰ锥切术进展为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及癌变可能性高达５３％ ～６６％和８４％ ～９７％［１１］。本研

究经单因素分析得到初筛ＴＣＴ是 ＣＩＮⅠ病变转归危险因素，证
实了初筛ＴＣＴ与术后病理升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对于
筛查ＴＣＴ为ＡＳＣ－Ｈ、ＨＳＩＬ者，应及时行ＬＥＥＰ锥切术进行明确
诊断，防止漏诊高级别病变，甚至早期癌发生。

ＨＲ－ＨＰＶ感染后致癌过程包括获得ＨＲ－ＨＰＶ、ＨＲ－ＨＰＶ
持续感染、进展为癌前病变、进展为宫颈癌。本结果显示初筛

ＨＲ－ＨＰＶ阳性是ＣＩＮⅠ病情进展的高危因素，提示对于初筛为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患者应警惕病情进展，进而减少癌变发生。
９０％的感染属于一过性的，多数感染可在１～２年内被机体彻底
清除，持续感染则为持续２年以上的感染［１２，１３］。ＨＲ－ＨＰＶ持
续感染是宫颈癌及ＣＩＮ发生的必要因素，近９９％ＣＩＮ患者可检
测出一种或多种ＨＲ－ＨＰＶ感染［１４］。研究显示，与ＨＰＶ阴性者
比较，高危型ＨＰＶ持续感染者出现高度宫颈上皮内瘤变相对危
险性提高１０～１２倍，表明持续性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及
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因此，鉴别持续 ＨＲ－ＨＰＶ感染对防止
ＣＩＮ病变转归具有重要意义。Ｄａｖｉｄｓｏｎ等［１５］研究指出，仅 ＣＩＮ
Ⅰ表现出炎症的抑制，可能原因为ＨＰＶ的活跃复制。

本研究对影响ＣＩＮⅠ病变转归的因素依次行单因素分析及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到持续 ＨＲ－ＨＰＶ阳性是 ＣＩＮⅠ病
变转归独立危险因素，因此，针对 ＣＩＮⅠ患者应积极清除 ＨＲ－
ＨＰＶ感染，防止ＣＩＮⅠ病理升级为ＣＩＮⅡ、ＣＩＮⅢ。综上所述，对
于不具有危险因素初筛 ＴＣＴ结果为 ＡＳＣ－Ｈ、ＨＳＩＬ及 ＨＲ－
ＨＰＶ阳性的 ＣＩＮⅠ患者应采取期待治疗，对于持续 ＨＲ－ＨＰＶ
阳性患者则应密切随访观察，防止病变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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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１１７（７）：１４３８－１４４５．

［１１］　ＫａｔｋｉＨＡ，ＧａｇｅＪＣ，ＳｃｈｉｆｆｍａｎＭ，ｅｔａｌ．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ｌｔｅｒ

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ＲｉｓｋｏｆＣＩＮ２＋Ａｆｔｅｒａ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ＩＮ１ｏｒｌｅｓｓ．ＪＬｏｗＧｅｎｉｔＴｒａ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３，１７（５Ｓｕｐｐｌ１）：

Ｓ６９－７７．

［１２］　耿宇宁，吴玉梅，张为远．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 ＬＥＥＰ锥切术

与期待治疗的效果评价，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５，１６（３）：２２５

－２２８．

［１３］　ＫｊａｅｒＳＫ，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Ｋ，ＭｕｎｋＣ，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ｉｓｋ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ｇｒａｄｅ３ｏｒｗｏｒ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

２０１０，１０２（１９）：１４７８－１４８８．

［１４］　李倩，洪颖，周丽丽．宫颈上皮内瘤变锥切术后复发高危因素研

究进展，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３）：２２０－２２２．

［１５］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Ｂ，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Ｉ，ＫｏｐｏｌｏｖｉｃＪ．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

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ｘ．Ｐａｔｈｏｌ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１９９７，１９３（７）：４９１－４９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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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董宇凤 （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不
孕不育、宫颈疾病。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１

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及常见危险因素
董宇凤１　高丽２

１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２宁波市第二医院妇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及常见危险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
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疑似宫颈病变来我院就诊的８６４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超薄液基细胞学检测技术
（ＴＣＴ）检测及第二代基因杂交捕获技术（ＨＣ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并在电子阴道镜下病理活检，并以病理结
果作为诊断宫颈病变的标准，将患者分为慢性炎症组、上皮内瘤变组和宫颈癌组。对比各组 ＨＰＶ感染率及
ｈ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分析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并确定ＨＰＶ感染的常见危险因素。结果：慢性炎症
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上皮内瘤变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９，Ｐ＜００５），慢性炎症组 ＨＰＶ总感染
率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６，Ｐ＜００５）。慢性炎症组 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与上皮内瘤变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６５，Ｐ＜００５），慢性炎症组 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ｔ＝４８７，Ｐ＜００５）。流产次数多、首次性生活年龄小和教育文化程度低属于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
素（Ｐ＜００５，ＯＲ＞１）。结论：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病变的病因之一，但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无关，只与上皮内瘤
变和宫颈癌发生有关，流产次数多、首次性生活年龄小和教育文化程度低属于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宫颈病变；ＨＰＶ感染；相关关系；危险因素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ＯＮＧＹｕｆｅｎｇ１，ＧＡＯＬｉ２．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ｉｎｇｂ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８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ｉｎｇｂｏ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０１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６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ｔｈｉｎ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Ｃ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ｈｙｂｒｉ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Ｃ２－－ＨＰＶＤＮＡ），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ｉｏｐｓｙ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
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ｒ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
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５．４９，Ｐ＜００５），ｓｏａ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７６，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ｒＨＰＶ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４．６５，Ｐ＜００５），ｓｏａ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４．８７，Ｐ＜００５）．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ｙｏｕｎｇａｇ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ｓｅｘａｎｄ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ＯＲ＞
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ｂｕｔｈ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
ｓ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ｎ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ｙｏｕｎｇａｇ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ｓｅｘａｎｄ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ａｃｔｏ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颈病变是女性十分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发病率最高
及危害最大的是子宫颈癌，子宫颈癌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女性

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１］。据流行病学调查，子宫颈癌发病率

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发展中国家患病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２］。

子宫颈癌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下腹部疼痛、阴道不适感、阴道出

血等，若不及时手术切除病变部位，子宫颈癌扩散十分迅速［３］。

人类乳头状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１９７４年由德国
学者豪森发现并命名。ＨＰＶ是乳头状病毒亚群中的一组 ＤＮＡ
病毒，电镜下呈现 ２０面对称体，无包膜［４］。经过数十年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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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前 ＨＰＶ已经发现２００多种基因型且 ＨＰＶ与人类宫颈病
变有着密切关系，依据致病程度的大小，分为高危致病型、可能

高危致病型、低危致病型［５］。我院现针对８６４例疑似宫颈病变
患者展开宫颈病变与ＨＰＶ感染的相关关系及危险因素研究，将
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因疑似宫颈病变来我院
就诊的８６４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确诊，并签
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本次试验符合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核。依据诊断治疗结果回顾性分析后分为慢性炎症组、

上皮内瘤变组和宫颈癌组。慢性炎症组共５３２例，年龄１７～６５
岁，平均年龄（４２９±２５）岁，体重３９～８８ｋｇ，平均体重（５４４±
１０７）ｋｇ，首次月经年龄１１～２１岁，平均年龄（１４３±２１）岁；上
皮内瘤变组共２０１例，年龄１６～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３７±３１）
岁，体重４２～８５ｋｇ，平均体重（５３９±９８）ｋｇ，首次月经年龄１２
～２２岁，平均年龄（１４５±２６）岁；宫颈癌组共１３１例，年龄１７
～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１７±２１）岁，体重 ４５～８３ｋｇ，平均体重
（５２６±７８）ｋｇ，首次月经年龄 １１～２３岁，平均年龄（１５５±
１８）岁。各组患者的年龄、体重及首次月经年龄等一般资料无
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年龄１５～６５岁；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符合临床外

科学的诊断标准；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均正常；无子宫切

除史、宫颈手术史以及 ＨＰＶ治疗史；无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或其
他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依从度高，可以完成实验计划者；临

床病史资料齐全；均已告知本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同意参加

并签署同意书者［６，７］。

１３　实验方法
ＴＣＴ检测：在行 ＨＰＶ检测前，告知患者注意在检查前２４ｈ

内无性行为、检查前７２ｈ内无阴道内检查、阴道冲洗及放置阴道
内治疗药物。同时检查应在非月经期进行。所有患者进行宫

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检查均由我院资深妇产科医生执行，使用

窥阴器充分暴露患者子宫颈，之后使用棉签擦去分泌物，待擦

净后将子宫颈细胞采集刷探入宫颈，刷面在宫颈鳞状上皮和柱

状上皮之间的移行区按照同一方向刷５周，将刷取的细胞置于
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ｅｌｌＴｅｓｔ保存液中摇匀后静置［８，９］。将所获得的标本

进行细胞学制片，然后使用荧光化学信号技术分析出ＨＰＶ感染
情况。

ＨＣ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采集子宫颈细胞方法如前，并用美
国Ｄｉｇｅｎｅ公司提供的ＨＣ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样本光照读数与阴性测定值比值（ＲＬＵ／ＣＯ）记为ｈｒＨＰＶ的病毒
载量，记录并分析各组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的关系［１０］。

子宫颈阴道镜下病理学活检：检测患者是否存在宫颈病

变。被检者排空膀胱后取截石位，使用窥阴器充分暴露子宫

颈，选择合适的阴道镜距离、焦距与放大倍数后擦去阴道内分

泌物。然后使用３％的醋酸涂抹于阴道颈行醋酸试验，如有异
常则摄像保存。再使用１％碘溶液涂抹于子宫颈行碘实验，观
察子宫颈是否存在试验异常区域，如存在可疑部位则行可疑处

活检。若未发现异常，则行移行带３、６、９、１２点多点活检［１１，１２］。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比各种患者之间 ＨＰＶ感染率和 ｈ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并

对各组患者文化程度、首次性生活年龄、流产次数与 ＨＰＶ感染
的关系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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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各组ＨＰＶ感染情况对比

慢性炎症组ＨＰＶ总感染率是５２２６％，上皮内瘤变组 ＨＰＶ
总感染率是８２０８％，宫颈癌组ＨＰＶ总感染率是８２４４％，慢性
炎症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上皮内瘤变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５４９，Ｐ＜００５），慢性炎症组ＨＰＶ总感染率与宫颈癌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６，Ｐ＜００５），上皮内瘤变组
ＨＰＶ总感染率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７３，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ＨＰＶ感染情况

组别 总例数 总感染例数 总感染率（％）

慢性炎症组 ５３２ ２７８ ５２２６

上皮内瘤变组 ２０１ １６５ ８２０８

宫颈癌组 １３１ １０８ ８２４４

２２　各组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对比
慢性炎症组 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是（１０５１±７３５２）ｐｇ／ｍＬ，上

皮内瘤变组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是（３４５３±６３２７）ｐｇ／ｍＬ，宫颈癌
组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是（３５３４±６１８３）ｐｇ／ｍＬ，慢性炎症组 ｈｒＨ
ＰＶ病毒载量与上皮内瘤变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４６５，Ｐ＜００５），慢性炎症组 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与宫颈癌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８７，Ｐ＜００５），上皮内瘤变组ｈｒＨＰＶ
病毒载量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６５，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

组别 总例数 总感染例数 ＲＬＵ／ＣＯ（ｐｇ／ｍＬ）

慢性炎症组 ５３２ ２７８ １０５１±７３５２

上皮内瘤变组 ２０１ １６５ ３４５３±６３２７

宫颈癌组 １３１ １０８ ３５３４±６１８３

２３　ＨＰＶ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流产次数多（≥３）、首次

性生活年龄小（≤２０）和教育文化程度低（高中以下）属于 ＨＰＶ
感染的危险因素（ＯＲ＝３３４１，９５％ＣＩ：１１３５～５４５６；ＯＲ＝
２３４５，９５％ＣＩ：１６６７～６８９４；ＯＲ＝１８９４，９５％ＣＩ：０９４５～
３５４２，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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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ＨＰＶ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常见因素 ＨＰＶ感染阴性 ＨＰＶ感染阳性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７８（９０３） ４６７（５４０５）

　高中及以上 ２３５（２７２０） ８４（９７２）
首 次 性 生 活 年 龄

（岁）

　≤２０ １１６（１３４２） ４１４（４７９２）

　＞２０ １９７（２２８０） １３７（１５８６）

流产次数（次）

　＜３ ２０９（２４１９） ６９（７９９）

　≥３ １０４（１２０４） ４８２（５５７９）

#

　讨论
子宫颈病变分为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颈癌等。其中子

宫颈癌是目前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的

第二位。上皮内瘤变（ＣＩＮ）包括上皮内瘤变Ⅰ型、上皮内瘤变
Ⅱ型、上皮内瘤变Ⅲ型，其中Ⅰ型危害较小，转化为癌的概率较
低，但Ⅱ型癌转化率较高，Ⅲ型即是子宫颈原位癌。子宫颈癌
主要临床表现是下腹部疼痛、阴道不适感、阴道出血等，但一般

发病较为隐匿，症状较不典型［１３］。若不规律体检，一般发现均

较晚，因子宫颈癌易早期转移，因而治疗较为困难。ＨＰＶ是乳
头状病毒亚群中的一组ＤＮＡ病毒，电镜下呈现２０面对称体，无
包膜。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目前ＨＰＶ已经发现２００多种基因型且
ＨＰＶ与人类宫颈病变有着密切关系，依据致病程度的大小，分
为高危致病型、可能高危致病型、低危致病型。ＨＰＶ主要通过
性接触途径传播，少数通过母婴途径或者消化道途径传播。

ＨＰＶ唯一的自然宿主是人类，主要侵袭人类子宫颈移行上皮
区［１４］。ＨＰＶ的感染与子宫颈上皮功能状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当ＨＰＶ入侵基底层细胞后，其 ＤＮＡ及在基底细胞内复制。
ＨＰＶ的免疫原性虽然很强，但感染早期人体免疫系统不能对其
作出足够强度的反应，因而ＨＰＶ易于侵入人体繁殖［１５］。

目前对于ＨＰＶ与子宫颈癌的关系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但
是尚无公认确切的研究成果。我院现针对疑似宫颈病变患者

展开宫颈病变与ＨＰＶ感染的相关关系及危险因素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果［１６］。本研究发现，ＨＰＶ感染的患者，宫颈病变概率明
显增加，且ｈ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在不同类型宫颈病变中含量差异
较大，如在慢性炎症患者中ｈ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明显低于上皮内
瘤变患者及宫颈癌患者，但是在子宫颈病变人群中子宫颈癌和

上皮内瘤变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相似，且 ｈ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并无
明显差异，提示ＨＰＶ感染只与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发生有关，
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无关［１７］。同时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较低、首

次性生活年龄较小及人流次数较多的人群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
于文化程度高、首次性生活年龄较大及人流次数少的人群，提

示流产次数多、首次性生活年龄小和教育文化程度低属于 ＨＰＶ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今后宫颈病变与ＨＰＶ感染相关性的认识及
危险因素的预防提供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今后宫颈病变的诊

治提供了新的思路［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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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流行病学调查．检验医学，２０１２，２７（８）：６２８－６３０．

［１６］　胡元晶，曲秡秡．焦磷酸测序技术行子宫颈脱落细胞高危型ＨＰＶ
分型检测的意义．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３）：２１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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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Ｃ，ＳｃｈｉｆｆｉｎａｎＭ，ＨｅｒｒｅｒｏＲ，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
ｓｉａｇｒａｄｅ２／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２０１０，１０２（５）：３１５－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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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朱玲１　张宜群２

１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临床有效诊断宫颈病变提
供有效方法。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来我院进行宫颈病变筛查的３２０名已婚妇女，依据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即研究组（ｎ＝１６０）和对照组（ｎ＝１６０）。给予对照组妇女阴道镜活检，给予研究组
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检测，然后对两组妇女的检测阳性结果及检测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妇女的检测阳性率４４４％（７１／１６０）、４２５％（６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研究组妇女的检测特异性、准确性３５６％（５７／１６０）、５５０％（８８／１６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２８１％（４５／１６０）、
４５６％（７３／１６０）（Ｐ＜００５），但两组妇女的检测灵敏性５８８％（９４／１６０）、５５０％（８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结论：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关键词】　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宫颈病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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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临床极为常见，极易引发女
性死亡，近年来，其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小［１］。

宫颈癌具有较为复杂多变的发病机制，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
染是其主要诱发因素，因此要想对宫颈病变进行有效的预防，

关键是要早期准确检测 ＨＰＶ［２］。现阶段，宫颈细胞学、ＨＰＶ检
测等是临床筛查上宫颈病变的主要手段，不同方法具有不同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３］。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来我
院进行宫颈病变筛查的３２０名已婚妇女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
分析，探讨了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来我院进行宫颈病变
筛查的３２０名已婚妇女，入组标准：所有妇女均知情同意；排除
标准：将肝肾功能严重障碍等妇女排除在外。依据检测方法分

为两组，即研究组（人乳头瘤病毒检测，ｎ＝１６０）和对照组（阴道
镜活检，ｎ＝１６０）。研究组妇女的年龄在２２～６５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３７６±１１０）岁；孕次在０～６次之间，平均孕次为（２３±
１３）次；产次在０～３次之间，平均产次为（２０±１１）次。在学
历方面，６０名妇女为小学及以下学历，７７名妇女为中学学历，２３
名妇女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照组妇女的年龄在２０～６５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３５２±１０５）岁；孕次在０～７次之间，平均孕次
为（２５±１０）次；产次在０～２次之间，平均产次为（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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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学历方面，５９名妇女为小学及以下学历，８０名妇女为中
学学历，２１名妇女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两组妇女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对照组妇女阴道镜活检，检查前保证妇女没

有处于经期，同时督促妇女禁止性行为。首先将妇女阴道分泌

物及周围皮肤擦拭干净，擦拭过程中用无菌棉棒，将阴道镜准

确无误地插入，将宫颈暴露出来，方法为用窥器进行初步观察，

然后对宫颈进行湿敷，湿敷过程中用沾有５％冰醋酸的棉球，认
真观察病变存在情况。如果有病变，则仔细观察病变部位、大

小等。如果阴道镜下具有异常的图像，则将组织从该部位取出

来进行活检。如果赘生物、化生上皮向宫颈管内伸，应该对组

织从相应部位取出来进行活检。此外，如果是正常转化区，也

则应该对组织进行活检，而组织是从鳞柱交界处３、６、９、１２点取
出来的。

研究组：给予研究组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检测，检查前保证

妇女没有处于经期，同时督促妇女禁止性行为。向宫颈插入专

用取材刷，应用轻柔的动作进行几圈的顺时针旋转，保存宫颈

外口及宫颈管分泌物，位置为特制保存液。有效测定人乳头瘤

病毒基因，测定过程中运用二代杂交捕获方法。

１３　分类标准
宫颈病变共分为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三个病理学分级，其

宫颈分别轻度不典型增生、中度不典型增生、重度不典型增生

及原位癌［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用百分率表示计数资

料，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妇女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妇女的年龄、孕次、产次、学历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妇女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学历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研究组 １６０ ３７６±１１０ ２３±１３ ２０±１１ ６０（３７５） ７７（４８１） ２３（１４４）

对照组 １６０ ３５２±１０５ ２５±１０ １９±１０ ５９（３６９） ８０（５００） ２１（１３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妇女检测阳性情况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妇女的检测阳性率 ４４４％（７１／１６０）、

４２５％（６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妇女检测阳性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良性病变 上皮内瘤样病变 宫颈癌 阳性

研究组 １６０ ５１（３１９） １９（１１９） １（０６） ７１（４４４）

对照组 １６０ ５０（３１３） １８（１１３） ０（０） ６８（４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妇女的检测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比较
研究组妇女的检测特异性、准确性 ３５６％（５７／１６０）、

５５０％（８８／１６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２８１％（４５／１６０）、４５６％
（７３／１６０）（Ｐ＜００５），但两组妇女的检测灵敏性 ５８８％（９４／
１６０）、５５０％（８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妇女的检测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比较

组别 例数 灵敏性 特异性 准确性

研究组 １６０ ９４（５８８） ５７（３５６） ８８（５５０）

对照组 １６０ ８８（５５０） ４５（２８１） ７３（４５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病变或宫颈癌的主要诱发因素，尤其是高

危型ＨＰＶ，极易引发女性死亡，早期筛查 ＨＰＶ具有极为重要的
临床意义［５］。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和对照组妇女的检测阳

性率４４４％（７１／１６０）、４２５％（６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临床相关医学试验表明［６］，如果ＨＰＶ感染较为轻微，那
么其临床症状就不明显，能够自动清除，但是如果 ＨＰＶ感染极
为严重，那么其就极易引发宫颈病变或浸润癌，因此，要想有效

判断研究对象的发病风险，就必须依据ＨＰＶ感染类型进行ＨＰＶ
检测。阴道镜检查主要将反射原理充分利用了起来，光线向基

质射入前从上皮细胞穿过，促进图像形成的途径为放射。由于

宫颈上皮在阴道镜下被放大了１０～４０倍，因此宫颈表面的血管
形态、边界等能够在阴道镜下得到清晰展示。同时，病灶范围

能够在５％冰醋酸试验下得到有效展示，为病理组织活检提供
良好的前提条件，从而促进阳性检出率的显著提升［７］。ＨＰＶ感
染极易引发癌前病变及子宫颈癌，因此很多相关医学学者认

为［８－１０］临床筛查宫颈癌过程中可以将检测 ＨＰＶ感染作为主要
手段。近年来，相关医学学者研究表明［１１］，宫颈癌筛查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实用程序就是 ＨＰＶ－ＤＮＡ检查。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认证，对于３０岁以上中老年妇女来说，ＨＰＶ检测是早期
筛查其子宫颈癌的主要方法。相关医学学者认为［１２－１５］，由于

ＨＰＶ检测结合液基细胞学检查一方面能够促进灵敏性的显著
提升，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阴性预测值的极大程度提升，将漏

诊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可以成为最佳解决方案。本研究结

果表明，研究组妇女的检测特异性、准确性 ３５６％（５７／１６０）、
５５０％（８８／１６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２８１％（４５／１６０）、４５６％
（７３／１６０）（Ｐ＜００５），但两组妇女的检测灵敏性 ５８８％（９４／
１６０）、５５０％（８８／１６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从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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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看出，在诊断宫颈病变的过程中，阴道镜活检和 ＨＰＶ检
测均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ＨＰＶ检测比阴道镜活检具有较高
的特异性和准确性，因此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临床要想

促进宫颈病变检出率的显著提升，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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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腔粘连的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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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宫腔粘连经过阴道三维超声检查诊断的价值。方法：我院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
２０１５年５月间诊治的可疑为宫腔粘连的２３２例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所选的患者均进行宫腔镜和
病理检查，对阴道二维超声和三维超声诊断的准确率进行比较，同时描述患者声像图资料与宫腔粘连的情

况。结果：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检查得出，二维超声对宫腔粘连诊断的准确率为 ７３０％，三维超声为
９１０％；两者进行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中、重度宫腔粘连患者来说，三维彩超诊
断的检出率达到９４０％。结论：宫腔粘连患者通过阴道三维超声检查诊断准确率相对较高，而且具有有效、
简便、无创的优势，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阴道二维超声；阴道三维超声；宫腔粘连；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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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粘连也称为Ａｓｈｅｒｍａｎ综合征，是因对宫腔内实施各种
手术操作不当，尤其是存在感染时，导致子宫内膜过度受损，引

起子宫肌层相互粘连，继发相关的多种临床症状，例如闭经、月

经减少、不孕、周期性腹痛［１］。最近几年，因选择人工流产的人

数明显增多以及广泛的应用诊刮操作技术，导致宫腔粘连的发

病率越来越高，临床上多选择的诊断方法为宫腔镜检查及子宫

输卵管造影，但是上述两种方法均为有创检查方法，给患者带

来痛苦的同时还可能引起多种并发症［２，３］。随着超声技术的不

断发展以及仪器分辨率的逐渐提升，通过阴道三维超声对宫腔

粘连的诊断准确率也越来越高。我院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
年５月间诊治的可疑为宫腔粘连的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所选的患者均进行宫腔镜和病理检查，对阴道二维超声和

三维超声诊断的准确率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我院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间随机选出诊治的疑
似宫腔粘连的２３２例患者，年龄在２３～４５岁之间，平均为（３２１
±４２）岁；患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闭经、月经量减少、不孕不育
等，所有患者均存在人工流产、宫腔操作或者药流后清宫史，平

均刮宫次数为２３次；其中５６例患者月经量正常，１２４例患者
月经量减少，５２例患者闭经。所选的患者均进行二维及三维阴
道超声检查，同时进行病理诊断和宫腔镜检查。

１２　仪器与方法
超声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公司生产的 ｘＭａｔｒｉｘｉＵ２２或者 ＧＥＶｏｌｕ

ｓｏｎ７３０ＥＸＰＥＲＴ三维实时超声诊断仪，通过阴道容积探头频率
为５～７５ＭＨｚ。叮嘱患者在进行检查前应将膀胱排空，在检查
床上取膀胱截石位，先运用二维超声对子宫腔形态和位置进行

观察，同时观察内膜厚度及回声、有无内膜血流、有无三线征以

及宫腔是否存在其他病变。当得到最佳的二维超声图像后即

开始进行三维程序检查，依据具体需要对取样框的容积和大小

进行调整，得到数据库的角度实施三维数据采集［４］。采集后运

用最佳图像实时三维重建，重建过程中运用多平面成像模型或

者透明成像模型。在重建过程中嘱咐患者屏住呼吸，以免三维

成像图像出现移位现象，开启３Ｄ键自动采集数据。得到 Ａ、Ｂ、
Ｃ三个平面图像，运用 Ｘ、Ｙ、Ｚ三个轴面进行多平面旋转调节，
选择最佳观察方向实施三维重建，对子宫腔形态、内膜厚度、连

续性、回声以及内膜下血流变化进行记录观察。

１３　宫腔镜联合病理诊断
所选的每个患者均实施宫腔镜检查，详细记录宫腔粘连的

情况及范围、程度。对宫腔镜下明确为宫腔粘连的患者实施粘

连部位分离，之后对刮取的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分别

计算宫腔镜检查及病理结果比阴道二维超声检查和阴道三维

超声检查诊断宫腔粘连的特异性、敏感性以及准确性。

１４　宫腔粘连的分度标准［５］

根据相关研究将子宫腔内粘连的经阴道超声诊断结果分

为轻、中、重３度。轻度：子宫内膜线部分不连续，内膜厚度超过
５ｍｍ，不连续区域可见到不规则低回声区，范围比宫腔长径的
１／４略小，宫腔可见分离；中度：子宫内膜部分不连续，内膜厚度
为２～５ｍｍ，不连续区能够见到不规则低回声区或者低回声带，
累及１／４～３／４宫腔，宫腔内能够见到散在分离；重度：子宫内膜
不连续，内膜厚度不超过２ｍｍ，与周围肌层无法分清，范围超过
宫腔长径的３／４根据宫腔粘连的位置。可将宫腔粘连分为周
围型、中央型及混合型三种类型。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进行统计学分析时可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系统软件，分别对患者

进行阴道二维超声检查和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对两种检查的结

果进行四格表资料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检查得出，二维超声对宫腔粘连诊断

的准确率为７２４％，三维超声为９０１％；两者进行比较，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中、重度宫腔粘连患者来
说，三维彩超诊断的检出率达到９４０％。见表１。
#

　讨论
过去临床上对宫腔粘连进行诊断主要依赖的是输卵管造

影以及宫腔镜这两种有创检查方法。近些年由于阴道超声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依赖简便、无创、费用低、痛苦小等优势被

广泛的应用在宫腔粘连的筛查和诊断中［６，７］。宫腔粘连的阴道

二维超声声像图特征表现主要为子宫内膜的回声不均匀，宫腔

线显示欠情。但是因阴道二维超声检查无法对冠状面的图像

进行显示，无法有效辨别子宫内膜病变的准确部位以及突向宫

腔内的微小病变，同时由于子宫解剖变异，子宫多病变或者成

角共存对子宫内膜造成扭曲，对一些特殊情况的角度存在异常

情况时无法有效获得图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诊断价

值［８］。一些中央型宫腔闭合性粘连或者周围型粘连在二维声



·４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像图上只能显示子宫腔薄回声或者未见异常情况。

表１　所选患者宫腔镜、三维阴超、二维阴超检查结果比较

检查方法 结果 例数

二维超声 正常 ６２

轻度粘连 ９８

中度粘连 ５４

重度粘连 １６

三维超声 正常 ２２

轻度粘连 １２８

中度粘连 ６４

重度粘连 １７

宫腔镜 正常 ０

轻度粘连 １５０

中度粘连 ６４

重度粘连 １８

通过阴道三维超声检查补足了阴道二维超声冠状面信息

无法获取的缺陷，能够直观、整体的从宫底至宫颈将整个子宫

长轴冠状面显示出来，也就是包括两侧宫角的三角形和宫颈内

口内膜回声［９］。阴道三维超声检查不受方向限制，能够从多个

方位对内膜病变进行观察，从每个切面成像功能都可以准确、

迅速的获得丰富立体的子宫内膜完整图像信息，实施三维图像

还具有自由旋转功能，可以对粘连的部位进一步明确及测量病

变面积，以免因切面因素引起漏诊危险。现今，三维超声成像

多运用透明成像和表面成像模式，通过表面成像模式，能够让

内膜和宫腔病变显示的更加清晰，更加立体逼真，让临床医师

和检查者可以对子宫内膜和肌层进行充分的检查，测量其厚

度，观察形态及连续性，同时指导临床医师制定正确的治疗方

案［１０］。本文对阴道二维超声和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腔粘连的

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指出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对宫腔粘连诊断的

阳性率和准确率具明显高于阴道二维超声检查，这就说明阴道

三维超声检查对宫腔粘连的诊断价值更高。

过去对于宫腔粘连的患者来说术后复查多需要实施子宫

输卵管造影或者宫腔镜检查对其进行综合评估，但是宫腔镜检

查和子宫输卵管造影均受到月经周期的影响，而且操作相对复

杂，价格较高，对患者来说痛苦性较高，危险较大，一些患者常

常因而放弃进一步治疗和检查［４，１１，１２］。本文所选的患者实施阴

道三维超声检查的时间均在子宫内膜增生早期或者阴道停止

出血后的２～３ｄ内［５］。

本文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检查得出，二维超声对宫腔粘连

诊断的准确率为７２４％，三维超声为９０１％；两者进行比较，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中、重度宫腔粘连患者
来说，三维彩超诊断的检出率达到９４０％。当然阴道三维超声

检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轻度宫腔粘连的患者来

说，依然存在一定的漏诊几率。对于病变范围较大的患者来

说，由于受到旋转角度的限制，无法完整的对病变全貌进行观

察，需要注意扫描时间和扫描速度，否则会引起三维图像失真情

况出现。三维超声重建的图像质量还需依赖二维图像的清晰

情况。本文研究中有２例子宫内膜腺囊性增生的患者实施阴道
三维超声检查时怀疑为宫腔粘连，因而三维超声检查运用与诊

断临床疾病的准确性需要依靠先进的仪器［１３，１４］。另外，还与检

查医生对仪器熟练操作的程度及对声像图的辨别诊断能力密

切相关。随着这两方面的不断进步，三维彩超图像对诊断疾病

的准确率也会有所提升。

综上所述，宫腔粘连患者通过阴道三维超声检查诊断准确

率相对较高，而且具有有效、简便、无创的优势，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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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催乳素血症的治疗进展
陈明明 　徐望明△　解美婷　董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高催乳素血症表现为闭经泌乳综合征，严重影响着我国妇女生育力及生活质量。溴隐亭作
为我国高催乳素血症首选药物治疗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溴隐亭用药剂量、用药时间以及高催乳素血症患

者妊娠期用药尚存争议，孕期溴隐亭对胎儿是否有影响未见大数据报道。现将以上各方面进展情况进行综

述以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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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任何原因导致血清催乳激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超过其检测实

验室标准上限数值者（＞１１４ｎｍｏｌ／Ｌ或２５μｇ／Ｌ）应视为高催乳
素血症（ｈｙｐｅｒ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ｅｍｉａ，ＨＰＲＬ）［１］。因为催乳激素属于应激
性激素，２４ｈ内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以往会对首次催乳激素水平
增高患者进行复查。但最新 ＨＰＲＬ治疗指南指出，排除药物因
素影响下，一次催乳激素水平超过正常值上限即可确诊

ＨＰＲＬ［２］。
过量的 ＰＲＬ对下丘脑形成反馈并组织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ＲＨ）的释放，抑制垂体
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的分泌，使之分泌减少或丧失分泌节
律，月经中期无法出现ＦＳＨ、ＬＨ分泌高峰，ＦＳＨ分泌不足导致卵
巢中卵泡发育不健全，进而发生排卵障碍，严重者可完全丧失

排卵能力。高催乳素血症患者排卵后可因高 ＰＲＬ水平抑制颗
粒细胞生成孕酮的作用，导致黄体功能不足增加早期流产风

险；另一方面，过量 ＰＲＬ水平使卵巢对 ＦＳＨ和 ＬＨ反应能力降
低，女性出现低雌激素状态从而表现为性欲低下或性交痛，男

性伴性功能障碍及精液异常。

"

　病因
２１　ＰＲＬ来源增多

催乳激素腺瘤是高泌乳素血症最常见的原因，催乳素水平

＞２５０ｎｇ／ｍＬ常提示腺瘤≥１ｃｍ［３］肾上腺瘤、异位性癌肿（如支
气管癌、肾癌）也可能有ＰＲＬ升高。
２２　特发性ＰＲＬ增多

排除药物、甲状腺功能减退、肾功能不全、多囊卵巢综合征

后对患者进行ＭＲＩ检查，未能发现垂体或者鞍旁肿瘤即可诊断
特发性ＨＰＲＬ。但也有学者认为特发性 ＨＰＲＬ中部分患者可能
属于肿瘤直径＜３ｍｍ的催乳激素微腺瘤，但因ＭＲＩ分辨率较低
而未能发现。

２３　催乳素分泌抑制因子减少而致ＰＲＬ过多分泌
增大的肿瘤（颅咽管瘤、神经胶质瘤等）、空蝶鞍综合征、脑

膜炎症、颅脑外伤、脑部放疗等均可影响催乳素分泌抑制因子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ＰＩＦ）的分泌和传递，从而引起 ＰＲＬ
的升高。

２４　内分泌紊乱
肾功能不全、肝硬化等影响全身内分泌稳定时会使 ＰＲＬ升

高；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时，ＴＲＨ分泌增加刺激垂体前叶的
分泌促甲状腺素和分泌催乳激素细胞；多囊卵巢综合征通过雌

激素的刺激，提高分泌催乳激素细胞的敏感性。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中伴有高泌乳素血症者胰岛素抵抗更明显，应引起

关注［４］。

２５　反射性ＰＲＬ升高
下丘脑功能失调、胸壁的外伤、手术、烧伤、带状疱疹等。

#

　临床表现
约８５％患者表现为月经不调，６９％患者表现为溢乳［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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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称闭经－溢乳综合征。女性因排卵障碍或黄体功能不足
可导致不孕及孕早期流产，部分患者因体内低雌激素致阴道分

泌物减少、性欲减退。男性可见少精症、性欲缺乏或阳痿，骨质

疏松及肌肉量少。

催乳激素微腺瘤患者一般无明显症状，而大腺瘤可因对蝶

鞍区其他脑组织压迫而产生头痛、呕吐、眼花甚至视野缺损等

脑神经压迫症状。巨大侵袭性泌乳素腺瘤极为少见，偶见出血

为首发症状，临床工作中易误诊［５］。

$

　根据病因分类治疗
４１　特发性ＨＰＲＬ

对特发性高催乳素血症伴随ＰＲＬ仅轻微升高、临床症状不
明显（月经规律、正常排卵、无溢乳且未影响正常生活）时，可不

必治疗，定期随访观察临床表现和 ＰＲＬ的变化。对临床症状较
明显者亦不必长期用药，一般一年后停药观察ＰＲＬ情况再做处
理。３０％特发性ＨＰＲＬ数年后催乳激素水平可自行恢复正常。
小部分患者会在 １０～２０年后出现垂体瘤，故而对于特发性
ＨＰＲＬ患者应注意对其长期随访。
４２　催乳激素腺瘤

腺瘤体积＜１０ｍｍ为微腺瘤，１０～４０ｍｍ为大腺瘤，＞４０ｍｍ
为巨腺瘤。对于催乳激素腺瘤患者应长期用药，可使部分腺瘤

萎缩、退化或停止生长。在对催乳激素微腺瘤患者长期随访中

发现，９０％～９５％肿瘤大小无进展，故而控制肿瘤大小并非治疗
目标而应更侧重患者临床表现［６］。对于临床症状不明显且未

伴随不孕的催乳激素微腺瘤可选择随访观察临床表现及 ＰＲＬ
变化；对于临床症状明显的催乳激素微腺瘤，经过连续两年多

巴胺受体激动剂治疗后泌乳素水平保持正常者，ＭＲＩ显示仅有
微小残留肿瘤，考虑停止药物治疗。但停药后复发率很高，需

保持ＭＲＩ随访［７，８］。

４３　备孕及妊娠期ＨＰＲＬ妇女
对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应待 ＰＲＬ水平稳定一段时间后再试

孕为宜。对于催乳激素大腺瘤患者，特别是还未生育妇女，秦

福创等［９］不建议常规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手术治疗有利于

性腺轴功能恢复并改善患者内分泌水平。以往认为手术治疗

本身会引起垂体功能损害，但对于有经验的术者一般不会，除

非术前垂体功能已有损害。术后应积极观察以降低并发症，并

发症主要包括下丘脑功能失调症候群以及垂体前叶功能不全

症候群。待术后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治疗至 ＰＲＬ水平稳定
后鼓励其积极备孕妊娠。

单纯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治疗不能成功排卵妊娠者，应以多

巴胺受体激动剂为主配伍其他促排卵药物。促排卵药物可选

用克罗米芬、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
ｐｉｎ，ＨＭＧ）等。王慧玉［１０］对此类有生育要求患者进行临床用药

对照研究发现，对比溴隐亭与促排卵药物同时使用，先行溴隐

亭治疗待催乳激素水平正常后再行促排卵治疗效果更为理想。

Ｍｅｌｍｅｄ等［２］认为孕前肿瘤小于１ｃｍ则孕期停药，因为肿
瘤进展可能性不大；孕前肿瘤大于１ｃｍ则孕期应继续使用多巴
胺受体激动剂防止肿瘤扩张。以往对孕期是否使用多巴胺受

体激动剂尚存争议，Ａｕｒｉｅｍｍａ等［１１］对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 １４３例
ＨＰＲＬ妇女妊娠期间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进行数据分析发
现，孕期使用卡麦角林不会增加流产率及胎儿畸形率。而且，

６８％患者的受孕与正常的血清催乳素水平相关。哺乳期哺乳

不会增加ＨＰＲＬ复发率。Ｓｔａｌｌｄｅｃｋｅ等［１２］研究也认为孕期暴露

于卡麦角林下并未发现不良结局的增加，但认为这一结论需要

大样本的研究以确保其安全性。

孕期催乳激素大腺瘤不增加妊娠并发症，但孕期发生体积

增大者危险性较高，妊娠期仍应加强监测，定期复查视野（妊娠

２０、２８、３８周）。若有头痛、视野缺损等异常需及时行ＭＲＩ检查，
头痛且进行性加重不能缓解加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药物治疗

不能缓解者行手术切除治疗［１３］。

４４　巨泌乳素血症
人体血液中ＰＲＬ有３种形式：单体 ＰＲＬ、大 ＰＲＬ以及巨泌

乳素（ｍａｃｒｏ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Ｍ－ＰＲＬ）。Ｍ－ＰＲＬ因相对分子量大
（１５０００～１７０００）不能通过毛细血管壁与靶细胞结合，从而不能
发挥生物效应。多数Ｍ－ＰＲＬ血症患者无闭经溢乳综合，且能
正常生育。若不考虑Ｍ－ＰＲＬ血症，对所有高泌乳素血症患者
进行治疗，可能导致Ｍ－ＰＲＬ血症患者单体ＰＲＬ过度抑制从而
引起黄体功能不全［１４］。临床工作中，对Ｍ－ＰＲＬ血症患者进行
常规ＰＲＬ水平测定易与高单体ＰＲＬ血症混淆，故需要单独测定
Ｍ－ＰＲＬ［１５］。
%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选择与使用
５１　溴隐亭（商品名：佰莫亭）

非特异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部分口服给药患者可伴有恶

心、呕吐、头晕以及体位性低血压等不良反应，用药需从小剂量

递增至有效维持剂量。对于口服不能耐受患者可选择阴道给

药，９７％～９９％可经阴道吸收且避免了肝脏代谢环节，从而明显
减轻不良反应［１６，１７］。

５２　卡麦角林（商品名：诺果宁）
选择性多巴胺Ｄ２受体激动剂。对抑制ＰＲＬ及恢复性腺功

能等效果及药物的耐受性方面都强于溴隐亭［１８］。在一组国际

多中心研究中，对４５９例 ＨＰＲＬ妇女进行卡麦角林与溴隐亭疗
效比较，最初的８周为双盲研究，后１６周为开放性研究。剂量
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结果卡麦角林组中８３％、溴隐亭组中５８％
ＰＲＬ值转为正常（Ｐ＜００１），恢复排卵和受孕分别为７２％、５２％
（Ｐ＜００１），主诉有副作用者为６８％、７８％（Ｐ＝００３），其中恶
心出现的频率分别是３１％、５０％（Ｐ＜００１）［２］。但由于其价格
昂贵（卡麦角林约０３ｍｇ／ｄ，２５０元／ｍｇ；溴隐亭约２５ｍｇ／ｄ，１５
元／ｍｇ），使用不广［１９］。

&

　手术与放射治疗
催乳激素腺瘤患者视觉障碍明显，药物治疗不耐受或无效

以及患者强烈要求手术时，应考虑手术治疗。术中辨别正常组

织与腺瘤组织是手术成功关键点，秦福创等［９］在临床手术中发

现，术前未经药物治疗腺瘤色淡红或灰白且质地较软，经药物

治疗患者腺瘤纤维化质地变韧，而正常垂体组织色黄质地较

韧。另外，长期用药有可能使瘤体韧性增强而造成手术困难导

致肿瘤残留［２０］。故临床工作中应根据催乳激素腺瘤患者生育

要求、腺瘤体积及是否有侵袭性占位等权衡用药时间以判断手

术时机。

放射治疗一般不单独使用，常用于手术治疗后仍有肿瘤残

留患者、大的侵袭性肿瘤，或作为不能耐受手术患者的辅助治

疗。但可能诱发其他肿瘤或损伤周围神经。

'

　结语
高催乳素血症应根据其不同病因进行患者个体化治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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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床症状不明显且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者可期待治疗，但需

定期随访。对于催乳素腺瘤患者，应根据其腺瘤大小，脑组织

压迫症状选择药物或手术治疗，把握正确手术时机。条件允许

行药物治疗患者应定期检测催乳素水平调整用药量，不能耐受

或副反应过大者可尝试阴道用药。孕期高催乳素血症患者可

根据催乳素水平选择是否用药，无证据表明孕期使用多巴胺受

体激动剂会造成流产率增加或胎儿畸形。孕期催乳素腺瘤≥
１０ｍｍ患者应用药以防孕期腺瘤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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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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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安全性、有效性。方法：选择我中心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０例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接受米非司酮治疗３个月，观察其临床疗
效。结果：患者治疗３个月后血清ＦＳＨ、ＬＨ、Ｅ２、Ｐ等性激素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子宫内膜较治疗前明显变薄（Ｐ＜００５），血红蛋白浓度明显增高（Ｐ＜００５），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
宫出血有效率９５％，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７％，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米非司酮能安全、有效治疗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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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功血，诱导患者闭经、月经规则或经量减少，副反应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米非司酮；围绝经期功血；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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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由于神经内分泌功能失
调引起，而非生殖器官和全身性疾病或出凝血机制障碍引

起［１］，主要表现不规则阴道出血、经期延长、月经量过多甚至崩

漏、大出血，可导致不同程度贫血［２］。米非司酮是孕激素受体

拮抗剂，大量临床报告［３，４］证实，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采用米非司酮治疗可取得理想的效果［５］。现就我中心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收治的６０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患者接受米非司酮治疗，取得的效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中心收治的６０例围绝经期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贫血，治疗前均进行

了常规诊断性刮宫，并确诊其均患有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

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近期未接受激素治疗，无使

用米非司酮的禁忌症，无盆腔器质性病变以及血液系统疾病，

肝肾功能正常，年龄４３～５３岁之间，签署了调研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行诊刮者：病理报告非恶性病变即日起口服米非司酮
（规格１０ｍｇ／片）１０ｍｇ／次，１次／ｄ；（２）未行诊刮术者：选择在月
经来潮前３ｄ内口服米非司酮１０ｍｇ／次，１次／ｄ。治疗３个月，以
后每３个月复诊１次，复诊至６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治疗前后，血清黄体生成激素（ＬＨ）、促卵泡激素
（ＦＳＨ）、孕酮（Ｐ）、雌二醇（Ｅ２）等性激素水平变化情况

［６］；（２）

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厚度及血红蛋白浓度变化情况［７］；（３）治疗
有效率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４　疗效评价
参照文献［８］：（１）治愈：治疗后月经周期及月经量恢复正

常，贫血症状得到纠正，绝经者随访６个月无月经来潮及阴道出
血；（２）缓解：月经稀发或恢复正常，月经量较前明显减少，经期

缩短，贫血症状好转；（３）无效：治疗结束后依然出现月经紊乱，
月经量多、经期延长，贫血症状无好转［９］。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激素水平

治疗３个月后，血清性激素指标ＦＳＨ、ＬＨ、Ｅ２、Ｐ均显著低于

治疗前，两者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

时间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ｎｇ／ｍＬ）

治疗前 ４８５６±８４５３３４５±７４５６４５２±４８０ １５２±０３６

治疗后 ３２１６±４５７２７２５±４６６４４２０±３５０ ０８６±０２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子宫内膜及血红蛋白浓度
治疗３个月后，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明显低于治疗前，两者比

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血红蛋白浓度较治疗前明显增高，两者
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及血红蛋白浓度

时间 厚度（ｍｍ） 血红蛋白（ｇ／Ｌ）

治疗前 １２５１±１２２ ８６８５±２６７

治疗后 ８１３±１０３ １０９６０±３５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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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疗效
治愈３４例、缓解２３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５％。

２４　副反应
发生恶心、呕吐、胃部不适３例，肝功转氨酶升高１例，副反

应发生率６７％，为一过性损伤，停药后不良反应消失，无严重
不良反应发生。

#

　讨论
围绝经期妇女卵巢中卵子数量大幅减少，卵巢分泌雌、孕

激素功能下降，卵泡发育受阻，剩余卵泡对垂体促性腺激素的

反应能力不足，使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无法促进排卵［１０］。因

无排卵，孕激素极少分泌，在单一雌激素的刺激下子宫内膜变

得肥厚，腺腔扩大，腺上皮异常增生。多数生长卵泡退化闭锁，

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当机体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后，子宫内膜

就会因失去支持而坏死、脱落不规则和不完整，导致阴道异常

出血发生［１１］，造成患者失血性贫血甚至休克。

米非司酮是一种甾体类药物［１２］，是糖皮质激素拮抗剂，与

子宫内膜亲和力是孕酮的５倍，对下丘脑 －垂体 －卵巢 －子宫
均有直接或间接可逆性抑制作用。抑制下丘脑分泌 ＬＨ－ＲＨ，
进而使ＦＳＨ、ＬＨ分泌减少；抑制垂体分泌ＬＨ和ＦＳＨ，从而使卵
泡的发育得到抑制［１３］；对卵巢颗粒细胞产生直接作用，促进其

凋亡，引起卵巢残存卵泡的衰老，发生闭经，促进部分患者提前

进入绝经期［１４］；使排卵延迟，诱导黄体溶解，使体内雌、孕激素

水平下降；竞争子宫内膜的雌、孕激素受体，阻断雌激素、孕酮

的生物效应［１５］，抑制子宫内膜增生，腺体的分泌活动减少，使子

宫内膜处于增生早期或萎缩，有效的抑制子宫内膜发育，内膜

退化而达到出血停止的治疗目的［１６］。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１７，１８］，米非司酮不但能够使子宫内膜局部组织的雌激素合

成水平下降、而且使得孕激素诱导的雌激素受体的基因表达过

程受到抑制，使细胞有丝分裂的活性降低以及使孕酮诱导的分

泌功能下降、进而使内膜的发育过程出现延缓，达到减少月经

量或者闭经的作用。米非司酮对患者影响是可逆的，停药后对

正常卵巢功能不产生影响［１９］。

长期使用米非司酮可引起肝功能损害、胃肠道症状，但均

为一过性，停药后可恢复正常，未发现持续性损害，因此每天用

量在１０ｍｇ连续 ３个月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比较安
全的。

本次研究显示米非司酮治疗３个月后 ＦＳＨ、ＬＨ、Ｅ２、Ｐ等性
激素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
较治疗前明显变薄（Ｐ＜００５），血红蛋白浓度明显增高（Ｐ＜
００５），６０例患者中治疗效果被评定为有效５７例，米非司酮治
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有效率为９５％，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６７％。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能安全、有效地治疗围绝经期功血，诱

导患者闭经，月经规则或经量减少，副反应小，避免切除子宫造

成的手术创伤，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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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与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
腺肌病的诊断价值分析
许莉华１　严玮２　张薏２

１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２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与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腺肌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通过分析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院收治的１８４例子宫腺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超声检查方式分为
单纯经腹超声检查组和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组，比较两组疾病检出率和对子宫腺肌病诊断的符合率以确定

两种超声检查的诊断价值。结果：研究中经腹部超声检查组８２例患者中确诊５５例，占比６７０７％，漏诊２７
例，占比３２９３％；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组１０２例患者中确诊８９例，占８７２５，漏诊１３例，占１２７５％，组间疾
病诊出率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测得子宫动脉阻力指数为（１１４±
０８３），动脉搏动指数为（０７４±０１７），血流量为（１０６８４±１６７３）ｍＬ／ｍｉｎ；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测得子宫动
脉阻力指数为（２８４±０８１），动脉搏动指数为（１２３±１１），血流量为（７３２５±１６３３）ｍＬ／ｍｉｎ，三项指标两
组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Ｐ＜００５）。结论：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较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相比诊断
子宫腺肌病符合率高，诊断价值较高。

【关键词】　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腺肌病；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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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腺肌病是常见妇科疾病之一，是由子宫内膜腺体和间 质侵入子宫肌层后发生弥漫或局限性的病变引起的，临床子宫

腺肌病多发于２５～４０岁以上的妇女，近年来随着剖宫产和人工
流产等手术的增多，子宫腺肌病发病率也有所增加［１，２］。临床

上多采用多普勒彩色超声检查对子宫腺肌病进行诊断，检查方

式包括经腹部超声检查和经阴道超声检查两种，有研究显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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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查方式在该病诊断中有显著差异［３］。本研究为分析单纯

经腹部超声检查和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在该病诊断中的价值，

对采用两种超声检查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对

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到我院诊治的子宫腺
肌症患者１８４例，年龄２７～４８岁，根据超声检查方式分为单纯
经腹部超声检查组（对照组）和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组（观察

组）。观察组１０２例，年龄２７～４７岁，平均（３５２６±５１７）岁，平
均孕次（３４１±１０１）次，平均产次（２０３±０９２）次，病程平均
（５２５±２４２）周，其中痛经患者４８例、经期延长２１例、肛门坠
胀１０例、原发性不孕和继发性不孕３例；对照组８２例，年龄２９
～４８岁，平均（３４８２±４７２）岁，平均孕次（３３５±０８９），平均
产次（２０６±１０３）次，病程平均（５３２±２３１）周，其中痛经患
者５４例、经期延长３３例、肛门坠胀１４例、原发性不孕和继发性
不孕１例。全部患者经病理证实为子宫腺肌病患者，纳入标准：
患者因继发性痛经加重、经期增多、延长及难孕、不孕和习惯性

流产等临床表现入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子宫呈均匀性增大或

局限性结节隆起，质硬有压痛；Ｂ超检查结果发现：子宫增大，肌
壁间不规则回声增强，肌壁间存在许多散在小囊腔反射；全部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孕次、产次、病程和临

床表现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超声检查采用美

国ＰＨＩＬＩＰＳＥｎＶｉｓｏｒＣ彩超机。经腹部超声检查使用腹部探头
频率为２～５ＭＨｚ，具体过程为：检查前２ｈ嘱托患者多饮水以
保证膀胱充盈，检查时患者取仰卧位，露出下腹并涂抹耦合

剂，分别从横、纵、斜三个切面观察子宫横断面、纵断面、底部

以及卵巢和双侧附件情况，检测肌壁病变部位血流动力学指

数，对患者子宫位置、大小、宫壁厚度等进行记录。观察组患

者采用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方法，探头频率为４～８ＭＨｚ，具体
检查方法为：检查前嘱托患者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探头

推至阴道穹窿位置后，开始扫描横、纵切面及半环形，观察子

宫情况，对子宫壁厚度和子宫内膜厚度等进行统计，对病变异

常部位进行详细检查，观察统计病变区域血流动力学指数。

超声检查图像显示如下情况时确诊为子宫腺肌病：子宫增大，

切面回声不均匀，前后壁出现不规则或强或弱的回声区，边界

模糊不清，无明显的包膜，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对患者进行确

诊，临床最终通过病理确诊后对比分析超声检查临床诊断准

确率。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检查报告分析，统计两种检查方法对子宫腺

肌病诊断的符合率及子宫动脉血流指标，包括动脉阻力指标、

动脉搏动指数和血流量。经腹超声检查动脉血流指标根据检

测结果直接确定，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动脉血流指标若同经腹

超声检查结果数据不同，取两组数据均值作为统计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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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两组诊断符合率比较

对两种超声检查方式的诊断符合率比较，对照组８２例患者
诊出 ５５例，占 ６７０７％，观察组 １０２例患者诊出 ８９例，占
８７２５％，两组间诊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
中不存在非患者误诊为患病者。见表１。

表１　两组诊断符合率比较

组别 ｎ 诊断无误 漏诊

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 ８２ ５５（６７０７） ２７（３２９３）

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 １０２ ８９（８７２５） １３（１２７５）

χ２ — ８７９６ ７０１３

Ｐ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２２　两组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对两组超声检查中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组别 ｎ
动脉阻力

指数

动脉搏动

指数

血流量

（ｍＬ／ｍｉｎ）

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 ８２ １１４±０８３０７４±０１７１０６８４±１６７３

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 １０２ ２８４±０８１１２３±０１１ ７３２５±１６３３

ｔ — ２１０４ ２５２１ ２２８５

Ｐ —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

　讨论
子宫腺肌病是因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入侵子宫肌层，引起

局部性病变，子宫内膜入侵后随着经期生理反应的发生使得子

宫扩增，子宫壁也会增厚即引发疾病发生［４，５］。临床检查子宫

腺肌病多采用超声检查，常见的超声检查有经腹部超声检查和

经阴道超声检查两种方式，由于检查方式的差异导致的检查结

果也有差异［６］。本研究中对比分析了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和

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两种方式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联合经阴

道超声检查对疾病的诊出率较高，其临床诊断价值较高。

本研究中对照组单纯使用经腹部超声检查，在８２例患者检
查中确诊５５例，占比６７０７％，漏诊２７例，占比３２９３％；观察
组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１０２例患者中确诊８９例，占８７２５，漏诊
１３例，占１２７５％，两组间疾病诊出率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子宫腺肌病检查中采用多普勒彩色超声检查
可以较为明显地显示病灶情况，通过超声检查观察到子宫扩

增、子宫壁增厚及子宫壁出现不规则回声等均为子宫腺肌病的

表现［７，８］。经腹部超声检查中的探头频率较低，可以用于观察

子宫是否扩增，该检查方法可以清晰地观察盆腔深部［９］。由于

探头频率不高穿透深度大，在检查病灶细微结构上有一定的难

度［１０］。总体而言，经腹部超声检查在检查子宫腺肌症病灶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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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性质和血流等情况时检查结果令人满意，但探头频率低，分

辨率不够高，检查病灶细微结构时不适用。经阴道超声检查探

头频率相对较高，可以对子宫壁和囊腔细微结构进行观察，分

辨率较高，检查结果可观［１１，１２］。同时经阴道超声检查可以清楚

的反应肌腺瘤附近的低回声晕环和子宫壁肌层的血流等情

况［１３］。较经腹部超声检查经阴道超声检查分辨率高，对细微结

构的检查结果清晰可观，在子宫腺肌病检查中诊断意义重

大［１４］。经阴道超声检查探头频率虽高，穿透力却相对较低，对

子宫增大等情况的检查效果不及经腹部超声检查，因此在检查

时需将两者联合［１５］。研究中对两种检查方式检测的动脉阻力

指数、搏动指数和血流量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两组间差异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反映了观察组联合检
查子宫腺肌病敏感度高，诊断价值高。

综上所述，经腹部超声检查联合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腺肌

病诊出率高于单纯经腹部超声检查结果，联合检查敏感度更

高，不仅可以清晰观察子宫扩增和子宫壁增厚情况，还可清晰

观察病灶细微结构，临床诊断意义重大，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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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杨通琴，朱鸿，岳馨，等．经阴道超声结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对子宫腺

肌症中医药治疗的疗效评价．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３，２２

（２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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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立项课题（Ａ２０１１０７４）。
【第一作者简介】胡利霞（１９７７－），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
床护理工作。

△【通讯作者】陈玉环，女，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ｕｈｕａｎｈｕｂｅｉ
＠１６３ｃｏｍ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７

血管生成素 －２及其受体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发展
中的作用
胡利霞１　涂雪松２　陈玉环１△　黄彩彩３

１孝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２孝感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３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广州 ５１１４４２

【摘　要】　目的：探究血管生成素－２及其受体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表达。方法：搜集孝感市中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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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诊治的８２例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患作为研究组，包括
研究Ａ组在位内膜和研究Ｂ组异位内膜，再选取２０例正常子宫内膜的女性作为参照组，分析血管生成素为
－２及其受体的表达。结果：（１）研究Ａ组和Ｂ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血管生成素－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
参照组；研究Ａ、Ｂ组分泌期的血管生成素－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增生期，而参照组增生期高于分泌期，
Ｐ＜００５；（２）研究Ａ组和Ｂ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受体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参照组；研究Ａ、Ｂ组增
生期的受体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分泌期，Ｐ＜００５；（３）研究 Ａ、Ｂ组血管生成素 －２的阳性表达率
８１０％、６６７％显著高于参照组３００％；研究Ａ组的血管生成素 －２的阳性表达率８０５％显著高于研究 Ｂ
组６５９％，Ｐ＜００５。（４）研究Ａ、Ｂ组受体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５３６％、６１０％显著高于参照组２５０％；研
究Ｂ组受体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６１０％显著高于研究Ａ组５３６％，Ｐ＜００５。结论：通过检测血管生成素
－２及其受体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表达，可以有效诊断病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依
据。

【关键词】　血管生成素－２；受体；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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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由于内膜细胞经输卵管进入盆腔进行
异位生长，临床表现主要为痛经、月经异常、性交痛和不孕不

育等，育龄期女性是易感人群，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１］。本研

究搜集本院妇科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诊治的８２例患有
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患作为研究组，再选取２０例正常子宫内膜
的女性作为参照组，分析血管生成素－２及其受体的表达。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搜集在孝感市中心医院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２０１４年
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诊治的８２例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患作为
研究组，所有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研究 Ａ组在位内膜４１

例，年龄范围２９～４９岁，平均年龄（３７４６±３９２）岁；增生期２１
例，分泌期２０例。研究 Ｂ组异位内膜４１例，年龄范围３０～４７
岁，平均年龄（３７１８±３４２）岁；增生期２１例、分泌期２０例。参
照组２０例，年龄范围３０～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７６８±３２２）岁；增
生期１０例，分泌期１０例。病患基本临床资料对比分析，差异较
小，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静脉采血　①手术前，对病患进行空腹采血，采集静脉
血５ｍＬ；②将采集后的静脉血静置２ｈ，然后放入离心机进行离
心，离心速度控制在３５００ｒ／ｍｉｎ，时间为１０ｍｉｎ［２］；③选取血液离
心后的上清液冷藏于 －２０℃的环境下，用药血管生成素 －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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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指标检测；④获得的上清液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进行检测，严格
按照试剂盒的规定的步骤进行，保证所有标本检测环境的同

一性。

１２２　子宫内膜获取　①子宫内膜的获取采用手术的方式，术
中获取试验的内膜组织；②将获得内膜组织放入０９％的生理
盐水溶液中，冲洗其杂质；③将冲洗干净的内膜组织固定于
１０％的甲醛溶液中，进行常规的脱水、浸蜡、包埋，制作厚度为
５μｍ切片，连续切片备用；④对处理后的内膜组织采用免疫组
化法对其进行指标的测定，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规定的步骤进

行，保证所有标本检测环境的同一性。

１２３　血管生成素 －２检测　检验血管生成素 －２的临床指
标，采用我院的光学显微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４１和全自动彩色图像
分析仪ＨＭＩＡＳ－２０００［３］，使用光学显微镜随机选择视野，一般
选取５个视野；然后使用全自动彩色图像分析系统对检测后的
图像进行收集和储存，利用计算机对每张切片的阳性目标进行

计算，计算血管生成素－２及其受体 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和阳
性染色面积。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数据分析软件对本文所有试验数据进行统

计学检验，正态计量数据用（珋ｘ±ｓ）表示，正态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多样本均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　评价标准

采用光学显微镜来观察每张切片的染色情况，观察到细胞

内出现棕色和黄色颗粒，组织结构清晰，即可判断为阳性信号。

对于每片切片都随机选择５个高倍视野，根据内膜组织阳性细
胞的百分率和显色情况进行分级。（１）内膜组织显色评分［４］：０
分为无显色，１分为浅黄色或黄色，２分为棕色，３分为棕褐色；
（２）显色比例评分［５］：０分≤１０％、１分１１％～２４％、２分为２５％
～５０％、３分为 ５１％ ～７４％、４分为≥７５％；（３）染色情况分
级［６］：“－”为０分、“＋”为１～４分、“＋＋”为５～８分、“＋＋
＋”为９～１２分。
"

　结果
２１　血管生成素－２在子宫内膜的平均光密度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Ａ组和Ｂ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血管生
成素－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研究Ａ、Ｂ组分泌期的血管生成素－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增
生期，而参照组增生期高于分泌期，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受体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的平均光密度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 Ａ组和 Ｂ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受体
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
究Ａ、Ｂ组增生期的受体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分泌期，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血管生成素－２在子宫内膜的平均光密度

组别 ｎ 增生期 分泌期

研究Ａ组 ４１ ０４２７±００７９ａ ０６３２±０１２９ａ

研究Ｂ组 ４１ ０６９３±００８９ｂ １０６３±０２８７ｂ

参照组 ２０ ０２４１±００７９ ０１２９±００３１

　　注：与参照组对比，研究Ａ组ａＰ＜００５，研究Ｂ组ｂＰ＜００５

表２　受体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的平均光密度

组别 ｎ 增生期 分泌期

研究Ａ组 ４１ ０５２９±００３６ａ ０４７２±００２５ａ

研究Ｂ组 ４１ １０６１±０２８３ｂ ０８０１±００７２ｂ

参照组 ２０ ０２９１±００４６ ０２４７±００６２

　　注：与参照组对比，研究Ａ组ａＰ＜００５，研究Ｂ组ｂＰ＜００５

２３　血管生成素－２在子宫内膜的阳性染色面积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Ａ、Ｂ组血管生成素 －２的阳性表达率

８０５％、６５９％显著高于参照组３０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研究Ａ组的血管生成素 －２的阳性表达率８１０％显著高于研
究Ｂ组６１９％，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血管生成素－２在子宫内膜的表达

组别 ｎ
染色分级

－ ＋ ＋＋ ＋＋＋
阳性率

研究Ａ组 ４１ ８ ６ １４ １３ ８０５ａ

增生期 ２１ ４ ４ ８ ５ ８１０

分泌期 ２０ ４ ２ ６ ８ ８００

研究Ｂ组 ４１ １４ １０ １４ ３ ６５９ｂ

增生期 ２１ ８ ６ ６ １ ６１９

分泌期 ２０ ６ ４ ８ ２ ７００

参照组 ２０ １４ ２ ２ ２ ３００

　　注：与参照组对比，研究Ａ组ａＰ＜００５，研究Ｂ组ｂＰ＜００５

２４　受体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的表达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 Ａ、Ｂ组受体 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

５３６％、６１％显著高于参照组２５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研
究Ｂ组受体 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 ６１％显著高于研究 Ａ组
５３６％，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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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受体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的表达

组别 ｎ
染色分级

－ ＋ ＋＋ ＋＋＋
阳性率

研究Ａ组 ４１ １９ １６ ５ １ ５３６

增生期 ２１ １０ ６ ４ １ ５２４

分泌期 ２０ ６ １２ ２ ０ ７００

研究Ｂ组 ４１ １６ １２ ９ ４ ６１０

增生期 ２１ ９ ６ ４ ２ ５７１

分泌期 ２０ １６ ２ ２ ０ ２００

参照组 ２０ １５ ２ ２ １ ２５０

　　注：与参照组对比，研究Ａ组ａＰ＜００５，研究Ｂ组ｂ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和发展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期女性的常见疾病，属于良性肿

瘤，但其与恶性肿瘤一样，可以侵袭血管导致扩散、增生和浸

润，所以要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

制尚不明确，但很多专家和学者认为，其与经血逆流有关，是经

期的经血返流入腹腔导致种植［８－１０］。异位内膜进入腹腔后，会

附着在腹膜等部位，其可以与周围的组织建立新的供血系统，

形成新生血管［１１］。新生血管会使得基底部的毛细血管数量和

面积增大，容易导致增殖指数较高［１２］。本研究中：（１）研究 Ａ、
Ｂ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血管生成素－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
参照组；研究Ａ、Ｂ组分泌期的血管生成素 －２的平均光密度显
著高于增生期，而参照组增生期高于分泌期；（２）研究 Ａ组和 Ｂ
组的增生期和分泌期受体 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参照
组；研究Ａ、Ｂ组增生期的受体Ｔｉｅ－２的平均光密度显著高于分
泌期。

３２　血管生成素 －２及受体 Ｔｉｅ－２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
表达

　　血管生成素－２及其受体Ｔｉｅ－２可以作为检验子宫内膜异
位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１３］。血管生成素 －２主要是通过
腺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出来，部分还可以表达于间

质细胞［１４］。受体Ｔｉｅ－２主要作用是作为判断成熟血管稳定，
并参与内皮细胞新生血管转化的过程［１５］。搜集本院妇科诊治

的８２例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患作为研究组，２０例正常子宫
内膜的女性作为参照组，分析血管生成素为 －２及其受体的表
达。本研究中：（１）研究 Ａ、Ｂ组血管生成素 －２的阳性表达率
８１０％、６１９％显著高于参照组３００％；研究 Ａ组的血管生成
素－２的阳性表达率８１０％显著高于研究 Ｂ组６１９％；（２）研
究Ａ、Ｂ组受体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５３６％、６１０％显著高于
参照组２５０％，研究 Ｂ组受体 Ｔｉｅ－２的阳性表达率６１０％显
著高于研究Ａ组５３６％。因此，子宫内膜异位症通过检测血管
生成素－２及其受体Ｔｉｅ－２的染色面积，可以诊断出病情的发
展情况，临床应用价值高。

综上认为，通过检测血管生成素 －２及其受体 Ｔｉｅ－２在子

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表达，可以有效诊断病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

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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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ＬｉＹＺ，ＷａｎｇＬＪ，ＬｉＸ，ｅｔ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４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ｎｅｔＭ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２（２）：１０３５－１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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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代洪波（１９７４－），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肿瘤
微创手术临床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８

ＩＬ－６和 ＴＮＦ－α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血清中
水平的变化及意义研究
代洪波１　张艳２

１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十堰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ＭＳ）不孕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水平变化及其与ＥＭＳ发病的关系。方法：选取我院术后病理诊断为ＥＭＳ合并不孕症患者６５
例作为观察组，另外选取我院产科门诊体检健康的育龄妇女６５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放射免疫法对 ＴＮＦ－α
及ＩＬ－６进行检测，观察两组患者血清中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变化。结果：观察组的 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
分别为（３３４８±５７０）ｎｇ／Ｌ、（３０８４±５３７）ｎｇ／Ｌ，对照组的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分别为（１６３９±４７４）ｎｇ／Ｌ、
（１４７１±３２８）ｎｇ／Ｌ，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Ⅰ～Ⅱ期患者的ＴＮＦ－
α、ＩＬ－６水平分别为（２３５４±４７２）ｎｇ／Ｌ、（１４７４±３９０）ｎｇ／Ｌ，Ⅲ ～Ⅳ期患者的 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为
（３８５６±６９３）ｎｇ／Ｌ、（２２７８±４１８）ｎｇ／Ｌ，Ⅲ～Ⅳ期患者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手术前患者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分别为（３３４８±５７０）ｎｇ／Ｌ、（３０８４±５３７）ｎｇ／Ｌ，手术后患者
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分别为（１７２８±４８４）ｎｇ／Ｌ、（１６７２±３５３）ｎｇ／Ｌ，手术前患者明显高于手术后患者，两
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ＩＬ－６及ＴＮＦ－α可能参与了子宫内膜不孕症病情的发生及进展
过程，通过对患者ＩＬ－６及ＴＮＦ－α水平进行测定将有助于临床医生判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病情
发展情况及预后。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

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ＤＡＩ
Ｈｏｎｇｂｏ１，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Ｓｈｉｙａｎ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ｉｙａｎ
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４４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Ｓｈｉｙａｎ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４４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ＴＮＦ－
α）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ＥＭＳ．Ｍｅｔｈ
ｏｄｓ：６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Ｍ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６５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ｏｍｅｎ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ｉｍｍｕｎｏａｓ
ｓａ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ｉｔ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３．４８±５．７０）ａｎｄ（３０８４±５．３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１６３９±４．７４）ａｎｄ（１４．７１±３．２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
ｅｌ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ａｇｅⅠａｎｄⅡｗａｓ（２３．５４±４．７２）ａｎｄ（１４．７４±３．９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ｔｈａ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ａｇｅⅢ ａｎｄⅣ ｗａｓ（３８．５６±６．９３）ａｎｄ（２２．７８±４．１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

６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３３．４８±５．７０）
ａｎｄ（３０８４±５．３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７．２８±４．８４）ａｎｄ（１６．７２±３．５３）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ｍａ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αｌｅｖｅｌｈｅｌｐ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ｉ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ＴＮＦ－α）；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Ｓ）是指具有活性的子宫 内膜腺体、间质组织出现在子宫内膜以外部位而引起的疾病，以

宫骶韧带及卵巢最为常见，又称为内异症，是育龄期妇女常见

的妇科疾病［１，２］。其临床特点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盆腔疼痛及

粘连，和恶性肿瘤一样，具有侵袭性及转移性，是导致育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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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３］。研究表明，大约４５％的妇女患有子宫
内膜异位症，而患有此病的妇女中有３０％会出现不孕症状［４］。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经血逆流学说是为大家

所接受的理论机制，近年来的临床相关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位

症的发生与免疫因素有关，研究者们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血清中出现了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及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Ｌ－６）的升高［５］。本研究通过检测子宫内膜异位不孕症患者

血清中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旨在研究ＴＮＦ－α及ＩＬ－６与子
宫内膜异位不孕症的关系。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我院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收治的子宫内
膜异位不孕症患者６５例。病例纳入标准：（１）符合《妇产科学》
（第８版）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标准［６］；（２）有进行性痛经史；
（３）盆腔检查可触及结节或合并有囊性肿物者；（４）经腹或腹腔
镜手术可见组织粘连、紫蓝色病灶等；（５）术后病理确诊为子宫
内膜异位症；（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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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结核性、
代谢性及内分泌疾病；（２）近期内服用激素进行治疗史；（３）复
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４）合并有血液系统疾病及肿瘤患者。
将６５例子宫内膜异位不孕症患者设为观察组，另外选取我院产
科门诊体检健康的育龄妇女６５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根据美
国生育协会修正（ＡＦＳ）标准：Ⅰ ～Ⅱ期３２例，年龄２３～３７岁，
平均（３２４±３５）岁；Ⅲ ～Ⅳ期 ３３例，年龄 ２４～４０岁，平均
（３３２±３９）岁。对照组：年龄 ２５～３８岁，平均年龄（３３７±
２８）岁。两组患者在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术前禁食１２ｈ，手术时进行椎管内麻醉，采用保守性手术方
法，保留患者子宫及其附件，采用腹腔镜切除局部病灶，分离粘

连组织，修复创伤组织。

１３　实验检测原理
人ＴＮＦ－α实验检测原理：此检测试剂盒采用双抗体夹心

法来测定标本中人ＴＮＦ－α的水平，将纯化后的人抗体包被微
孔板，将抗原（待检测的样品）依次加入包被单孔的微孔中，然

后加入被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人抗体，使二者充分进行结

合，形成所谓的抗原抗体复合物，此复合物即为酶标抗体复合

物，在进行充分洗涤之后，往抗原抗体复合物中加入显色剂四

甲基联苯胺。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四甲基联苯胺会变成蓝色，

经过酸化后，蓝色转变成黄色。样品含量水平与复合物颜色深

浅呈正相关。最后在纳米波长下用酶标仪测定吸光度值，然后

通过与标准曲线进行对比，来计算ＴＮＦ－α的浓度。
人ＩＬ－６实验检测：原理同人ＴＮＦ－α实验检测原理。

１４　标本采集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在清晨进行空腹采血，抽取外周静脉血

４ｍＬ置于无菌试管内，在室温下放置，并避免溶血，以免影响检
测的准确性，所有血清样本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５ｍｉｎ后，
弃去沉淀，取上清液置于 －８０℃的冰箱中冻存。采用放射免疫

法对ＴＮＦ－α及ＩＬ－６进行检测，ＩＬ－６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于美国
尚柏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５０５２１），ＴＮＦ－α放射
免疫试剂盒购于北京三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１５０５２６），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进行。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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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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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比较
观察组的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的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ｎｇ／Ｌ）

组别 ＴＮＦ－α ＩＬ－６

观察组（ｎ＝６５） ３３４８±５７０ ３０８４±５３７

对照组（ｎ＝６５） １４７１±３２８ １６３９±４７４

ｔ ２３０１１ １６２６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分期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水
平比较

　　Ⅲ～Ⅳ期患者的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两组比

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Ⅲ～Ⅳ期患者的ＩＬ－６水平明显
高于Ⅰ～Ⅱ期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分期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ｎｇ／Ｌ）

分期 ＴＮＦ－α ＩＬ－６

Ⅰ～Ⅱ期（ｎ＝３２） ２３５４±４７２ １４７４±３９０

Ⅲ～Ⅳ期（ｎ＝３３） ３８５６±６９３ ２２７８±４１８

ｔ １０１８１ ２３７３７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患者手术前后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
水平比较

　　手术前患者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手术后患者，两组比较

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手术前患者 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
手术后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患者手术前后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水平

（ｎｇ／Ｌ）

时间 ＴＮＦ－α ＩＬ－６

手术前 ３３４８±５７０ ３０８４±５３７

手术后 １７２８±４８４ １６７２±３５３

ｔ １２４６９ １６２４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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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育龄期妇女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高发人群，子宫内膜异位

症病理学性质为良性，但是如果长期存在会增加女性恶性肿瘤

的发病率，给患者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患

者自身的生活质量［７］。近年来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率不断

上升，与现代女性频繁流产是分不开的，流产容易破坏子宫内

膜［８］。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患者不孕的具体机制及原因尚不

明确，公认的理论机制为经血倒流。大部分孕龄期妇女可以通

过内分泌调节将经血里夹杂的子宫内膜清除掉，但小部分人因

自身体质较弱或外界环境影响而引起内分泌紊乱，从而无法清

除子宫内膜，残留下来的子宫内膜会在盆腔部位种植，发生免

疫应答，刺激血管增生，并进展为子宫内膜异位病灶［９］。近年

来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多种炎症因子、酶类均参与了这一异常

种植过程，并参与了病灶形成及发展过程，但其具体作用机制

尚不明确［１０］。

ＴＮＦ－α是由ＮＫ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产生，具有
改变内皮细胞特性、杀伤肿瘤细胞、促进血管增生、调节代谢等

功能，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 ＴＮＦ－α能够诱导 ＩＬ－６、ＩＬ－８等
炎性因子表达，当机体出现异常的子宫内膜时，发生异位的内

膜组织可以作为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引起

血液中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增多，进而引起炎性因子释放增

加［１１，１２］。ＴＮＦ－α促进血管增生作用体现在其可促进子宫内膜
细胞粘附及子宫内膜细胞增殖，有助于维持女性正常月经周期

及排卵功能，ＴＮＦ－α的异常增高可引起患者不孕、早产、流产
等疾病的发生，其与抗精子抗体联系密切［１３，１４］。ＩＬ－６是一种
来源于单核细胞、羊膜细胞、纤维细胞、滋养层细胞、上皮细胞

等的糖蛋白，参与机体的创伤愈合和炎症反应，其表达增高与

盆腔局部粘连及输卵管损伤具有相关性［１５，１６］。同时还能参与

炎症瘢痕形成，刺激成纤维细胞增生，引起输卵管阻塞导致不

孕等。多数临床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中的 ＩＬ－６
明显高于正常患者，有人认为是由于子宫内膜处于分泌期，从

而导致ＩＬ－６水平增高，可能与激素含量升高有关；亦有研究表
明ＩＬ－６可以刺激Ｐ４５０芳香酶表达，导致异位内膜发生种植，
其在卵泡中的表达也会相应增高，引起卵泡发育不良及受精卵

分泌受限，从而导致不孕症［１７］。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的 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Ⅲ～Ⅳ期患者的
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Ⅰ ～Ⅱ期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手术前患者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
手术后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表明子宫
内膜不孕症患者的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患者，并
且与疾病分期情况具有相关性，在进行手术治疗后，患者ＴＮＦ－
α、ＩＬ－６水平显著降低。Ｇａｌｌｉｃｃｈｉｏ等［１８］对子宫内膜不孕症患

者血清中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具有相关性，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ＩＬ－６及ＴＮＦ－α可能参与了子宫内膜不孕症病
情的发生及进展过程，通过对患者 ＩＬ－６及 ＴＮＦ－α水平进行

测定将有助于临床医生判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病情

发展情况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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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术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有效性和安全性
分析
张晓兰　陈艳　栾小娜　崔冬华　杜健△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术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２月
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８４例为研究对象，其中５３例采用腹腔镜术式治疗的归
为研究组，３１例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归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评价腹腔镜术式
治疗该病的安全性。结果：手术时间研究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术中出血量研究组明显少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胃功能恢复时间研究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住院时间研究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两组患者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组间比
较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术后妊娠率和术后随访１年复发情况组间比较
差异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上应用腹腔镜术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安全有效的。

【关键词】　腹腔镜术式；子宫内膜异位症；有效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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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Ｔ）是一种常见的妇科
疾病，以育龄女性为多发人群，目前普遍认为子宫内膜种植是

该病发病的病理机制，近年来该病的发病有上升的趋势［１，２］。

ＥＭＴ患者的临床表现以痛经、月经异常、不孕、性交疼痛等。目
前临床上对于该病的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

式，手术治疗又分为传统的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两种手术方

式［３，４］。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腹腔镜手术水平不断提

高，在治疗ＥＭＴ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且效果也比较理

想［５，６］。本文特选择８４例ＥＭＴ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腹腔镜术

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整体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

期间我院收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８４例。纳入标准：（１）所
有患者均满足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标准（见１３）；（２）患者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３）无腹腔镜手术及开腹手术禁
忌症；（４）丈夫精液检查无明显的异常。排除标准：（１）有开腹
手术或腹腔镜手术禁忌症者；（２）伴免疫系统疾病及疾病史者；
（３）有严重器官功能障碍者；（４）进行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检
查证实为其他恶性肿瘤者。根据所采用的手术治疗方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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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５３例患者，采用腹腔镜术式进行治
疗，年龄为２１～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９８±１３１）岁；不孕患者１９
例，不孕年限为１～１０年，平均（３４±６８）年；临床上均伴有不
同程度的痛经和性交疼痛情况；按照 ＡＦＳ分期法，Ⅰ期的 １５
例、Ⅱ期的１３、Ⅲ期１６例、Ⅳ期９例。对照组３１例，采用传统开
腹手术进行治疗，年龄在２２～４０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０２±
１２８）岁；不孕患者１１例，不孕年限为１～９年，平均（３２±６７）
年；临床上均伴有不同程度的痛经和性交疼痛情况；按照 ＡＦＳ
分期法，Ⅰ期的９例、Ⅱ期的８例、Ⅲ期９例、Ⅳ期５例。一般资
料及临床表现组间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３１例患者均采用传统的开腹
手术进行治疗，麻醉采用持续硬膜外麻，剖腹探查情况，在直视

情况下观察患者的盆腔腹膜情况，见腹膜下有一黑色、紫蓝色

结节的病灶或巧克力囊肿的为 ＥＭＴ，然后对病灶进行分期，分
期明确后进行常规手术进行治疗，具体手术方法参照易伟斌

等［５］的手术方法。手术全过程无菌操作，术后生理盐水反复冲

洗盆腔。

１２２　研究组治疗方法　研究组５３例患者采用腹腔镜术式进
行治疗，麻醉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手术体位膀胱截石位；首先

对患者的盆腔粘连情况进行评估，不孕患者放置举宫器；于脐

带上或下做一个１ｃｍ的切口，建立人工气腹，于麦氏点作２个
穿刺点约０５ｃｍ；对患者行腹腔镜检查，检查项目包括子宫直肠
陷凹、输卵管、卵巢等，明确病灶的位置及级别后，行相应的手

术。其中卵巢子宫内膜异囊肿剔除术无论囊肿的大小均行该

术式，如果囊肿直径＞５ｃｍ的，需要行电凝止血后缝合，若囊肿
直径≤５ｃｍ，电凝止血即可，不需要缝合卵巢；对于腹膜处、骶韧
带处病灶，使用单极或多极电凝直接烧灼对病灶组织进行破

坏；如果患者有盆腔内异症合并不孕情况，则进行美兰通液试

验，如果发现输卵管异常则行输卵管造口术；手术全过程无菌

操作，术后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盆腔。

１２３　术后处理及观察指标　术后处理：两组患者术后均抗感
染治疗３～５ｄ，口服散结镇痛丸１～３个月，无生育要求的用孕三
烯酮治疗１～４个月防止复发，合并不孕者术后半年不孕的，加用
孕三烯酮治疗３～６个月。观察指标：手术一般情况（具体包括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四项指标）；两

组患者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阴道少量出
血和感染）、术后妊娠率和术后复发率（随访１年复发率）。
１３　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标准

卵巢癌相关抗原（ＣＡ－１２５）值测定升高；血清抗子宫内膜
抗体（ＥＭＡｂ）检测异常；腹腔镜检查见病灶；Ｂ型超声检查发现
脓肿；有痛经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诊治及体征。在对该病

的诊断中，以腹腔镜检查为诊断的金标准。采用ＡＦＳ分期法对
其进行分期，分为Ⅰ期（１～５分）、Ⅱ期（６～１５分）、Ⅲ期（１６～
３０分）、Ⅳ期（３１分以上）。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处理，平均年龄、平均不
孕年限、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和

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以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其余不能计量的资料用计数资料表示，两计量资料比较ｔ检验，
两计数资料比较 χ２检验，均以 α＝００５为检验标准，当 Ｐ＜
００５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一般情况比较

手术一般情况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手术时间研究

组明显短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研究组明显少于对照组，胃功

能恢复时间研究组明显短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研究组明显短于

对照组，以上各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具有非常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手术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胃功能恢复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ｎ＝３１） ９２６１±１１７２ １００９８±２０９６ ０９７±０２２ ５７９±１３２

研究组（ｎ＝５３） ５０７９±１０１７ ５６９８±１０４２ ０５６±０２２ ４０４±１０５

ｔ １４２５４ １０８４３ ４３５６ ６８６２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变化情况
两组患者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治疗前组间比较差异无明显

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有明显的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两组患者血浆 ＣＡ－１２５水平治疗前后组内
比较差异均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浆ＣＡ－１２５水平变化情况比较（ｋＵ·Ｌ－１）

组别 手术前 手术后 ｔ Ｐ

对照组（ｎ＝３１） ５４０８±１１１２ ３３８１±８１３ ９２４３ Ｐ＜００１

研究组（ｎ＝５３） ５４２９±１０９４ ２５４２±７２２ １５８１６ Ｐ＜００１

ｔ ０７６５ ４３４３ － －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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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术后妊娠及复发情况
本研究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率研究组略低于对照

组，术后随访６个月妊娠率研究组略高于对照组，术后随访１年
复发情况研究组略低于对照组，但以上各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

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术后妊娠及复发情况比较

术后

不良反应情况

随访６个月

妊娠情况▲

随访１年

复发情况

对照组（ｎ＝３１） ３（９６８） ３（２７７８） ５（１６１３）

研究组（ｎ＝５３） ２（３７７） ７（３５８５） ４（７５５）

χ２ ０３９２ ００１８ ０７４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项对照组有生育要求的１１例，术后妊娠率的计算为３／１１×

１００％；研究组有生育要求的１９例，术后妊娠率的计算为７／１９×１００％

#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常见病之一，指的是子宫内膜异常

出现在子宫腔以外的部位生长。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近年

来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率有上升的趋势，在妇科剖腹手术中

约５％ ～１５％的患者发生宫内膜异位症，而在不孕患者腹腔镜
检查中约１２％～４８％的患者发现该病［７，８］。痛经是该病最常见

的临床表现及最典型的临床症状，其次可能伴有月经异常、不

孕、性交疼痛等临床表现。对于该病的病理发病机制，目前流

行的主要学说有子宫内膜种植学说、淋巴及静脉播散学说、体

腔上皮化生学说和免疫学说几种观点，其中子宫内膜种植学说

是被普遍接受的［９，１０］。子宫内膜种植学说首先由Ｓａｍｐｓｏｎ最早
提出，该学说认为含内膜腺上皮和间质细胞经血逆流，经输卵

管进入腹腔，种植于卵巢和邻近盆腹腔并生长蔓延开来，形成

子宫内膜异位症。该学说虽然目前被人们所公认，但仍然无法

解释盆腔外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病理机制［１１，１２］。

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有研究指出该病的高危因素包括月

经异常（如初潮早、周期短、经期长和经量多等）、月经期间运动

量大、有子宫手术或剖宫产史、体质或免疫等［１３，１４］。早期诊断

并及时治疗是确保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目前临床上对该

病的诊断方式多样，包括Ｂ型超声检查、血清ＣＡ－１２５值测定、
Ｘ线检查、ＭＲＩ检查和腹腔镜检查，其中以腹腔镜检查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最好，为现行的诊断该病的“金标准”。对于该病的治

疗，手术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式。而手术治疗有开腹手术和腹

腔镜手术两种主要的手术方法，腹腔镜手术在治疗该病中具有

微创高效的特点［１５］。

本研究显示，腹腔镜术式与开腹手术治疗对于子宫内膜异

位症比较，腹腔镜术式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功能恢复时

间、住院时间、血浆 ＣＡ－１２５水平改善情况方面均优于传统的
开腹手术，且组间比较差异非常明显；在术后不良反应、术后妊

娠及复发情况方面也略优于传统的开腹手术，但组间比较差异

不明显。本研究中，腹腔镜术式治疗术后不良反应情况发生率

仅为３７７％，术后随访１年复发率仅为７５５％，说明腹腔镜术
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具有很好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临床上应用腹腔镜术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安

全有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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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功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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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估不同年龄阶段的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患者的卵巢
功能。方法：１８９例ＰＣＯＳ患者纳入本次研究，详细了解患者病史、进行常规体格检查、阴式超声检测，克罗米
芬刺激试验（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ｅｓ，ＣＣＣＴ），性激素测定，并对患者进行促排卵治疗，观察不同年龄
组患者的妊娠率。结果：２０～３４岁组和３５～３９岁组的ＰＣＯＳ患者的平均窦卵泡数目、基础 ＦＳＨ水平、ＣＣＣＴ
异常数和妊娠率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而４０～４６岁组的ＰＣＯＳ患者平均窦卵泡数目减少，基础ＦＳＨ水
平升高，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ＣＣＴ异常例数明显增高，促排卵后妊娠
率明显下降，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ＰＣＯＳ患者的生育窗可能延长到４０岁，４０岁以后
的ＰＣＯＳ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明显下降，促排卵治疗效果欠佳，妊娠率低。通过不同年龄不同卵巢储备的 Ｐ
ＣＯＳ患者的研究，对ＰＣＯＳ的不孕患者的临床妊娠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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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一种
发病多因性、临床表现呈多态性的内分泌综合征，在育龄妇女中

发病率达４％～１２％，不排卵或排卵稀发是ＰＣＯＳ患者的常见症
状，也是造成患者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ＰＣＯＳ占无排卵性不孕
症的７５％［１，２］。一般认为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降低，女性生育潜能在３５岁前无显著性改变，而３５岁以后卵

巢储备功能迅速下降［３－５］，但是 ＰＣＯＳ患者由于特有的卵巢体
积、窦卵泡的数量，ＰＣＯＳ的一些特征可能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
生变化，ＰＣＯＳ患者可能会出现更长的生殖寿命，因此研究不同年
龄段 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的卵巢功能，对于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的治
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为此本研究评估了１８９例不同年龄段
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血清基础ＦＳＨ水平、窦卵泡数目、ＣＣＣＴ
与卵巢储备的关系及促排卵后的妊娠情况，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我院生殖医学科门诊就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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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症患者中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１８９例，年龄范围为２０
～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３２５±１１３２）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１）ＰＣＯＳ的诊断符合鹿特丹修正的 ２００３年标准［６］：稀发排卵

或无排卵，雄激素水平升高或有高雄激素症状，经阴道超声检

查示一侧或双侧卵巢内直径为２～９ｍｍ的卵泡数量≥１２个或
卵巢体积在１０ｍＬ以上。以上３条符合２条，同时要排除由于
库欣综合征、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分泌雄激素的肿瘤等可

引起高雄激素血症的疾病；（２）子宫输卵管通畅试验证实至少
有一侧输卵管通畅；（３）男方精液大致正常；（４）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有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内科合
并症；（２）因高泌乳素血症、卵巢早衰、垂体或下丘脑性闭经引
起的排卵障碍疾病；（３）Ｂ超检查提示为子宫内膜异常病变，或
子宫畸形、子宫肌瘤及附件包块；（４）接触致畸量的射线、毒物、
药物并处于作用期。

１２　方法
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出血第２～４ｄ晨空腹测定血清卵泡生

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睾酮（Ｔ），阴道 Ｂ
超下计数窦卵泡数目。

ＣＣＣＴ及结果判定：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出血第５～９ｄ，口服
克罗米芬１００ｍｇ／ｄ，在月经第１０ｄ再次抽血测定ＦＳＨ。若月经周
期第１０ｄ血ＦＳＨ≤１０ＩＵ／Ｌ为ＣＣＣＴ正常；月经周期第１０ｄ血ＦＳＨ
＞１０ＩＵ／Ｌ或用药前后ＦＳＨ水平之和＞２６Ｕ／Ｌ为ＣＣＣＴ异常。
促排卵治疗方案：患者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性出血的第５ｄ

开始口服ＣＣ５０～１００ｍｇ／ｄ或来曲唑（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ＬＥ）（江苏恒瑞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２５ｍｇ／片）２５～５ｍｇ／ｄ，连服５ｄ。月经周
期第１０ｄ开始阴道Ｂ超下监测卵泡和子宫内膜发育，若没有优
势卵泡发育则开始加用 ＨＭＧ（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７５ＩＵ／支）
肌注，自每天３７５ＩＵ开始，每７ｄ递增３７５ＩＵ，最多增至２２５ＩＵ，
如仍无优势卵泡发育则放弃本周期。当最大卵泡的平均直径

≥１４ｍｍ时开始监测尿 ＬＨ，当出现尿ＬＨ峰或至少有一个卵泡
直径≥１８ｍｍ时，肌肉注射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４８ｈ后Ｂ超监

测卵泡是否排出。

妊娠判定：生化妊娠为排卵后１４ｄ测尿妊娠试纸阳性或抽
静脉血ＨＣＧ＞５ｍＩＵ／ｍＬ；临床妊娠为排卵后４～５周 Ｂ超证实
宫腔内有孕囊，有胎芽和原始心管搏动。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完成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组ＰＣＯＳ患者临床特征对比

１８９例 ＰＣＯＳ患者的年龄范围为 ２０～４６岁，平均年龄
（３３２５±１１３２）岁，其中 ２０～３４岁患者 １２０例，平均年龄为
（２７５６±０３０）岁；３５～３９岁患者５６例，平均年龄为（３６９１±
０２０）岁；４０～４６岁患者１３例，平均年龄为（４１０±０４４）岁。
体重指数在各年龄组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原发性
不孕和继发不孕患者所占比率在各组之间也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ＰＣＯＳ患者临床特征对比

年龄

（岁）
例数

平均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ｍ２）
原发不孕

例数

继发不孕

例数

２０～３４ １２０ ２７５６±０３０ ２６７５±０３２ ４５ ５５

３５～３９ ５６ ３６９１±０２０ ２７７０±０４５ ２９ ４０

４０～４６ １３ ４１００±０４４ ２６９８±０８９ ５ ８

２２　不同年龄组ＰＣＯＳ患者相关参数对比
２０～３４岁组和３５～３９岁组基础状态下ＬＨ、ＦＳＨ、Ｅ２对比差

异没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４０～４６岁组和其他两组相比 ＦＳＨ
水平高于其他两组、而平均窦卵泡数目少于其他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Ｈ和Ｅ２水平与其他两组相比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ＰＣＯＳ患者相关参数对比

年龄（岁）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平均窦卵泡数目

２０～３４ １２０ ６０８±０１５ ９３５±０２５ ４７３７±０７２ ２１７９±０６５

３５～３９ ５６ ６２１±０２３ ８９６±０３５ ５００３±０８０ １７１６±０３２

４０～４６ １３ １１２３±０９５＃ ５９７±０４２ ５１４４±１３９ １３８０±０４３＃

　　注：与２０～３４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３５～３９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年龄组ＣＣＣＴ反应和妊娠结局对比
２０～３４岁组和３５～３９岁组的ＣＣＣＴ异常率、妊娠率和周期

取消率对比，差异均没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４０～４６岁组患者
ＣＣＣＴ异常率大于前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０～

４６岁组患者妊娠率明显低于前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４０～４６岁组患者周期取消率大于前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龄组ＰＣＯＳ患者ＣＣＣＴ反应和妊娠结局关系

年龄 例数 周期数 ＣＣＣＴ异常率（％） 妊娠率（％） 周期取消率（％）

２０～３４ １２０ １３０ ５８３（７／１２０） ３０８３（３７／１２０） ６９２（９／１３０）

３５～３９ ５６ ７５ ８９３（５／５６） ２８５７（１６／５６） ９３３（７／７５）

４０～４６ １３ １４ ２３０８（３／１３）＃ ７６９（１／１３）＃ ３５７１（５／１４）＃

　　注：与２０～３４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３５～３９岁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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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卵巢储备功能（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ｅ）是指卵巢皮质区卵泡生长

发育形成可受精卵母细胞的能力，包括卵巢内存留卵泡的数量

和质量，前者反映了女性的生育能力，后者则决定女性绝经的

年龄。若卵巢内存留的可募集卵泡数量减少、卵母细胞质量下

降，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或出现过早绝经的倾向，称为卵巢储备

功能降低。年龄是影响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之一，随着年龄的

增长，女性的生育能力逐渐下降，卵泡数量急剧减少，卵母细胞

细胞核异常、纺锤体和非整倍体发生率明显提高，卵母细胞质

量下降，颗粒细胞凋亡率升高，卵泡闭锁加速。年龄、基础ＦＳＨ、
窦卵泡数量，ＣＣＣＴ实验能很好的评估女性患者卵巢储备
功能［７，８］。

正常情况下成年女性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生育能力逐渐

下降，这是因为卵巢储备功能随年龄增加不断下降，导致卵泡

池中的卵泡不断耗竭、卵泡数目下降直接相关，≥４０岁年龄阶
段的女性终生不孕的概率是３０～３５岁女性的２倍［９］。但是以

往的研究显示 ＰＣＯＳ的一些特征可能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改
善，随着年龄的增长ＰＣＯＳ患者往往会失去一些ＰＣＯＳ不排卵的
特性，研究显示ＰＣＯＳ患者可能会出现更长的生殖寿命。这一
研究的结论的理论基础是：ＰＣＯＳ患者卵巢体积、窦卵泡的数量
和其它卵巢储备标记物如抗苗勒管激素在３０岁以后下降水平
也明显低于正常妇女，因此 ＰＣＯＳ患者在高龄以后可能还保持
良好的卵巢储备功能［１０，１１］。在本研究中 ４０～４６岁组的患者
ＦＳＨ显著高于其他两组，ＣＣＣＴ异常率和周期取消率高于其他
年龄组，导致妊娠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例如 Ｊａｎ等［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２～４１岁的 ＰＣＯＳ
的妇女在ＩＶＦ中保持稳定的卵母细胞数和活产率。，输卵管性
不育的患者这一时期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下降。这个发

现支持ＰＣＯＳ的妇女和对照组相比有持续的生育力。Ｈｕｄｅｃｏ
ｖａ１等［１３］认为ＰＣＯＳ人群的卵巢储备能力和生育能力可能优于
一般人群。ＰＣＯＳ的妇女有持续生育能力受到相关研究的支
持：首先，由于排卵障碍自发性怀孕的年龄晚于一般人群［１４，１５］，

同时绝经年龄也晚于一般人群 ［１６］。第二，和对照组相比，２０岁
至绝经期的ＰＣＯＳ患者卵巢体积大和卵泡数量多，ＡＭＨ水平和
对照组相比下降较慢［１７，１８］。研究表明，和对照组相比，ＰＣＯＳ患
者组不依靠ＦＳＨ刺激，单纯体外培养能够收集到的卵母细胞数
量增加，活产率比对照组高［１９］。

而在 Ｓｕｌｅｅｎａ等［２０］的研究中，４０岁之前各 ＩＶＦ年龄组，Ｐ
ＣＯＳ组和输卵管因素组的临床妊娠率和出生率没有差别，４０岁
以后研究对象均没有妊娠者。但ＰＣＯＳ患者和同龄正常健康人
相比是否有更好的卵巢储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值得肯定

的是对于ＰＣＯＳ患者４０岁是一个重要的生育节点。因此，通过
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对患者卵巢反应有了
初步了解，并对其促排卵方案及临床妊娠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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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绍兴市科技局项目（２０１０Ｄ１００２５）。
【第一作者简介】阮郑（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超声等
临床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１

不同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超声参数与内分泌指
标的相关性研究
阮郑１　寿炎明１　田国琴２　盛燕红１　朱英１

１绍兴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３０
２绍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的特征及相关性。方法：对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收治的１３１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体重指
数分为肥胖组和非肥胖组，记录并比较两组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结果：肥胖组卵巢直径、卵泡数、卵巢

体积、卵泡体积、血流指数分别为（３３９２±３７４）ｍｍ、（１７１０±３４０）个、（１５０３±２２３）ｃｍ３、（１６２±１３５）
ｃｍ３、（４２２６±７０５）；非肥胖组卵巢直径、卵泡数、卵巢体积、卵泡体积、血流指数分别为（２７９１±３０１）ｍｍ、
（１２００±３２０）个、（１１７２±１８０）ｃｍ３、（１０４±１０３）ｃｍ３、（３３９２±６０１），两组超声参数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组ＦＩＮＳ、ＦＳＨ、ＳＨＢＧ、ＴＣ、ＦＡＩ、ＨＯＭＡ－ＩＲ分别为（１６８３±４９５）ｍＵ／Ｌ、（４３４±
２０３）Ｕ／Ｌ、（１０４２７±７５６８）ｎｍｏｌ／Ｌ、（２２３±１４１）ｎｍｏｌ／Ｌ、（３４１±１９７）、（３１９±１０５）；非肥胖组 ＦＩＮＳ、
ＦＳＨ、ＳＨＢＧ、ＴＣ、ＦＡＩ、ＨＯＭＡ－ＩＲ分别为（７４３±４７６）ｍＵ／Ｌ、（６０５±１９４）Ｕ／Ｌ、（１８４３６±９４９２）ｎｍｏｌ／Ｌ、
（１０４±０６２）ｎｍｏｌ／Ｌ、（１６５±１３１）、（１０３±０３９），两组内分泌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非肥胖组患者卵泡数、卵巢体积与游离雄激素指数呈正相关（ｒ＝０３８９，Ｐ＜００５；ｒ＝０４１２，Ｐ＜
００５）；肥胖组患者卵泡数与卵泡刺激素呈正相关（ｒ＝０８４２，Ｐ＜００１），卵巢体积与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相
关（ｒ＝０４７２，Ｐ＜００５），血流指数与游离雄激素指数呈正相关（ｒ＝０８１２，Ｐ＜００１），两组患者其他超声参
数与内分泌指标之间无相关性。结论：肥胖型和非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特征

不同。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参数；内分泌指标；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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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３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
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ＢＭＩ，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ｏｂｅｓｅａｎｄｎｏ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ｖａｒｉｅ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ｌｏｗｉｎｄｅｘｉ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３３．９２±３．７４）ｍｍ，（１７．１０±３．４０）ｍｏｎｔｈｓ，（１５．０３±２．２３）ｃｍ３，（１．６２±１．３５）ｃｍ３，（４２．２６±
７．０５）；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ｌｏｗｉｎｄｅｘｉｎｎｏ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２７．９１±３．０１）ｍｍ，（１２．００±３．２０）ｍｏｎｔｈｓ，（１１．７２±１．８０）ｃｍ３，（１．０４±１．０３）ｃｍ３，（３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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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Ｉ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ＦＩＮＳ，ＦＳＨ，ＳＨＢＧ，ＴＣ，ＦＡＩ，ＨＯＭＡ－ＩＲｗｅｒｅ（１６．８３±４．９５）ｍＵ／Ｌ，（４．３４±２．０３）ｕ／
Ｌ，（１０４．２７±７５．６８）ｎｍｏｌ／Ｌ，（２．２３±１．４１）ｎｍｏｌ／Ｌ，（３．４１±１．９７），（３．１９±１．０５）；ｉｎｎｏｎ－ｏｂ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ＦＩＮＳ，ＦＳＨ，ＳＨＢＧ，ＴＣ，ＦＡＩ，ＨＯＭＡ－ＩＲｗｅｒｅ（７．４３±４．７６）ｍＵ／Ｌ，（６．０５±１．９４）ｕ／Ｌ，
（１８４．３６±９４．９２）ｎｍｏｌ／Ｌ，（１．０４±０６２）ｎｍｏｌ／Ｌ，（１．６５±１．３１），（１．０３±０３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ｅｎ
ｄｏｃｒ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Ｉｎｎｏ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ｏｌｌｉ
ｃｌｅ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３８９，Ｐ＜００５；ｒ＝０４１２，
Ｐ＜００５）．Ｉｎｏｂｅｓ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０８４２，Ｐ＜００１）；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４７２，
Ｐ＜００５）；ｆｌｏｗ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ｆｒｅｅｍａ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８１２，Ｐ＜００１）；ｎｏ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ｂｅｓｅａｎｄｎｏｎ
－ｏｂ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症候群，多发于青春
期女生和育龄妇女，该病并非一种独特的疾病，而是一种多病

因、表现极不均一的临床综合征［１－３］。随着临床医学研究的深

入，组织学上具有多囊卵巢伴无排卵和多毛症的临床症候群范

围不断扩大，该病患者临床症状表现比较复杂，所以本研究对

不同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的特征及相

关性进行研究［４－７］。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收治的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１３１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满足两
项即可）：（１）对患者进行超声检查发现多囊卵巢：卵巢容积大
于１０ｍＬ，一侧卵巢卵泡直径在２～９ｍｍ且多于１２个；（２）慢性
无排卵患者；（３）临床表现为高雄激素血症的患者。排除标准：
（１）其他临床表现为高雄激素病因的患者；（２）近３个月进行过
卵巢手术的患者；（３）近３个月进行过激素治疗的患者。根据
ＷＨＯ标准，体重指数小于２５ｋｇ／ｍ２患者为非肥胖组，反之则为
肥胖组。肥胖组６３例，年龄２３～３６岁，平均（２６１８±４２９）岁，
体重指数为（２８３７±３６５）ｋｇ／ｍ２；非肥胖组６８例，年龄２４～３７
岁，平均（２７７２±４５８）岁，体重指数为（２０１５±１９３）ｋｇ／ｍ２。
两组患者的年龄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超声检查：采用飞利浦ｉＵ２２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荷

兰皇家飞利浦电子集团生产，苏食药监械（准）字 ２００５第
２２３０５３４号），由同一位医师进行超声检查，检查时间在经期第３

～５ｄ，闭经患者可在任意时间检查；二维超声模式测量卵巢直
径、计卵泡数，三维超声模式下应用计算机辅助分析程序，计算

卵巢体积、卵泡体积和血流指数，所有数据均计算三次再计算

平均值［８－１０］。内分泌指标测定：测定在经期第３ｄ进行，闭经患
者超声检查后无优势卵泡和生理性囊肿者，在当天清晨空腹采

集肘静脉血样，然后分离血清血浆；空腹测血浆胰岛素（ＦＩＮＳ）、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应用全自动生
化仪分析测定总胆固醇（ＴＣ），应用放射免疫法分析测定 ＦＩＮＳ、
ＦＳＨ、ＳＨＢＧ浓度，采用游离雄激素指数（ＦＡＩ）反映雄激素生物
学活性高低，采用稳态模型法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
ＩＲ），ＨＯＭＡ－ＩＲ大于或等于１６６为胰岛素抵抗［１１，１２］。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超声参数，包括卵巢直径、卵泡数、卵巢体积、卵

泡体积和血流指数；比较两组内分泌指标，包括 ＦＩＮＳ、ＦＳＨ、ＳＨ
ＢＧ、ＴＣ、ＦＡＩ、ＨＯＭ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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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超声参数比较

两组超声参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两组内分泌指标比较

两组内分泌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两组超声参数

组别 ｎ 卵巢直径（ｍｍ） 卵泡数（个） 卵巢体积（ｃｍ３） 卵泡体积（ｃｍ３） 血流指数

肥胖组 ６３ ３３９２±３７４ １７１０±３４０ １５０３±２２３ １６２±１３５ ４２２６±７０５

非肥胖组 ６８ ２７９１±３０１ １２００±３２０ １１７２±１８０ １０４±１０３ ３３９２±６０１

ｔ — ２３９６ ２１９８ ２２６７ ２１０４ ２１６８

Ｐ —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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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内分泌指标

组别 ｎ ＦＩＮＳ（ｍ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ＳＨＢＧ（ｎｍｏｌ／Ｌ） ＴＣ（ｎｍｏｌ／Ｌ） ＦＡＩ ＨＯＭＡ－ＩＲ

肥胖组 ６３ １６８３±４９５ ４３４±２０３ １０４２７±７５６８ ２２３±１４１ ３４１±１９７ ３１９±１０５

非肥胖组 ６８ ７４３±４７６ ６０５±１９４ １８４３６±９４９２ １０４±０６２ １６５±１３１ １０３±０３９

ｔ — ２９３９ ２２１５ ２８１３ ２５２１ ２０９３ ２６９０

Ｐ —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２３　两组患者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相关性
非肥胖组：患者卵泡数、卵巢体积与游离雄激素指数呈正

相关（ｒ＝０３８９，Ｐ＜００５；ｒ＝０４１２，Ｐ＜００５）；肥胖组：患者卵
泡数与卵泡刺激素呈正相关（ｒ＝０８４２，Ｐ＜００１），卵巢体积与
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相关（ｒ＝０４７２，Ｐ＜００５），血流指数与游
离雄激素指数呈正相关（ｒ＝０８１２，Ｐ＜００１）；两组患者其他超
声参数与内分泌指标之间无相关性。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大多出现月经稀少或者闭经等情况，

多发生于青春期，可能伴有痛经，少数患者功能性子宫出血；体

重超过五分之一，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２５者有一半左右，肥胖
多体现在上身，随着年纪越大越严重；由于患者长期不排卵，多

数伴有不孕症，可能出现偶发性排卵或者流产；少数患者可通

过一般妇科检查触及卵巢，一般需要辅助检查确定；由于患者

雄激素升高，身体多处出现多毛现象，多毛的程度受体数、雌激

素及毛囊对雄激素的敏感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还可能出现

男性化征象；患者一般都表现为雌激素作用良好，持续、大量雌

激素作用可能出现内膜增生过快、甚至癌变等情况［１３－１５］。不

同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特征不同，所以

本研究对肥胖型和非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肥胖组卵巢直径、卵泡数、卵巢体积、卵泡

体积和血流指数均明显大于非肥胖组，肥胖组 ＦＩＮＳ、ＴＣ、ＦＡＩ、
ＨＯＭＡ－ＩＲ明显大于非肥胖组，非肥胖组ＦＳＨ、ＳＨＢＧ明显大于
肥胖组（Ｐ＜００５）。患者卵泡数与卵泡刺激素呈正相关，肥胖
组患者ＦＳＨ浓度低，导致卵巢卵泡发育障碍；患者卵泡数与卵
泡刺激素呈正相关，卵巢体积与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相关，肥

胖组患者ＨＯＭＡ－ＩＲ更高，胰岛素过量作用于垂体的胰岛素受
体，促进患者卵巢分泌雄激素，抑制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生长，

雄激素会使患者卵巢体积变大；血流指数与游离雄激素指数呈

正相关，患者卵巢血流指数增大，卵巢血流量变大；研究数据表

明，肥胖组患者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比非肥胖组患者更为严

重，体重指数的增大加重了患者胰岛素抵抗。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因尚不清楚，一般认为与下丘脑 －垂
体－卵巢轴功能失常、肾上腺功能紊乱、遗传、代谢等因素有
关，少数患者性染色体或常染色体异常，有些患者还有家族史，

近来发现某些基因与该病的发生也有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遗传

因素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中的作用，患者应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注意随访观察、积极防治并发的肿瘤及心血管疾病。

参 考 文 献

［１］　王淑芳．不同剂量来曲唑联合ＨＭ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促排卵

的临床研究．实用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３，１６（１）：６９－７０．
［２］　李红真，乔杰．来曲唑与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妇女促排卵

及生殖激素变化的影响．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７）：５０２
－５０４．

［３］　房梅芳．妈富隆与二甲双胍联合预处理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
的疗效．江苏医药，２０１２，３８（４）：４３０－４３２．

［４］　杨新鸣，张颖，邹红，等．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下卵巢形态学参数
与痰湿、血瘀体质的关系．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２，７（１）：６９
－７０，７２．

［５］　冯金鸽，朱威，申艳，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特征和某些内分泌
激素的检测．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９）：６２３－６２５．

［６］　林莉萍，陈丽珍，赵晓苗，等．复方醋酸环丙孕酮与二甲双胍干预
对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内分泌影响．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３６）：
３８０７－３８０８，３８１１．

［７］　彭丽．胰岛素增敏剂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内分泌代谢紊乱的
疗效观察．中外医疗，２０１２，３１（１）：８５－８６．

［８］　谢梦，李昕，周毓青，等．育龄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超声影
像学特征及诊断初探．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９２（３３）：２３１９
－２３２２．

［９］　戴蓓蓓，任芸芸，孙莉，等．不同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超声参数与
内分泌指标的相关性研究．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７）：
６０９－６１３．

［１０］　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Ｃ，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Ｂ，ＭｏｒｏｔｔｉＥ，ｅｔａｌ．Ｔｗｏ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
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ｈｅｓｔｒｏｍ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ａｓａｎｅｗ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３１（７）：１０１５
－１０２４．

［１１］　陈志敏，史惠蓉，任芳，等．达英－３５联合二甲双胍治疗伴胰岛素
抵抗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疗效观察．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６）：
９３４－９３６．

［１２］　郑转梅，乞艳华，白亚莲，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卵巢多囊化的血
流参数分析．中国妇幼健康研究，２０１２，２３（４）：４８９－４９１．

［１３］　洪宇，刘雯，赵晓苗，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血脂代谢异常及
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分析．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３）：２３０
－２３３．

［１４］　罗雪珍，陈盈珏，徐雯，等．正常葡萄糖耐量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胰岛素释放试验分析．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８）：６３５
－６３７．

［１５］　谢桂珍，邹晴燕．达英－３５及妈富隆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
的疗效．实用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２，１５（１）：１８－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３）



·６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第一作者简介】李冰（１９７７－），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性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２

女性阴道炎患者沙眼衣原体感染状况调查分析
李冰　刘娟　吉颖莉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女性阴道炎患者沙眼衣原体感染以及耐药性状况。方法：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收治的１２６例女性阴道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宫颈分泌物立明法检查所有阴道炎患者
沙眼衣原体（ＣＴ）的阳性率，并采用Ｋｉｂｙ－Ｂａｕｅｒ药敏纸片法对ＣＴ进行简单的耐药性分析。结果：经过宫颈
分泌物立明法分析，３６例念珠菌性阴道炎的 ＣＴ阳性率为 １３９％，３４例滴虫性阴道炎的 ＣＴ阳性率为
１７６％，２１例细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１４２％；３５例非淋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２２９％。１２６例患
者的ＣＴ检出率为１７５％，四种类型的阴道炎患的 ＣＴ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经过宫颈分泌物立
明法分析，２０～４０岁组阴道炎患者ＣＴ阳性率为１７３％，４１～６０岁组阴道炎患者ＣＴ阳性率为１７６％。不同
年龄分组的阴道炎患者的ＣＴ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经过Ｋｉｂｙ－Ｂａｕｅｒ药敏纸片法分析，ＣＴ对磺
胺醋酰钠的耐药性最高，其次是氯霉素与四环素；对３５株ＣＴ临床株进行药敏实验分析，仅有１株对阿奇霉
素产生耐药性，耐压率为２９％，因此，使用阿奇霉素治疗ＣＴ感染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结论：不同类型、不
同年龄组的女性阴道炎的沙眼衣原体（ＣＴ）的阳性率差异性不大，阳性率均较高。对阴道炎患者进行耐药性
实验，可对临床治疗进行一定的指导。

【关键词】　女性阴道炎；沙眼衣原体；阳性率；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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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生殖道感染，尤其是女性生殖道感染，已成为
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严重影响人类生活、生殖健康的医学问

题。在众多生殖道感染疾病中，阴道炎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最

高，临床一般分为滴虫阴道炎、念珠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等

几大类［１］。根据生物学与药动学的研究，阴道炎主要由衣原

体、支原体、细菌、霉菌、滴虫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引起，严重影响

了女性患者的身心健康。有文献报道［２］，沙眼衣原体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感染已上升为阴道炎、尖锐湿疣、生
殖器疱疹等性病的首位。因此，对女性阴道炎患者 ＣＴ感染以
及耐药性状况进行调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期间收治的１２６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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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年龄２０
～６０岁，平均年龄（４５５０±５５０）岁；其中念珠菌性阴道炎３６
例，滴虫性阴道炎３４例，细菌性阴道炎２１例，非淋菌性阴道炎
３５例。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在调查前均未采用任何抗菌药
物治疗；（２）无抑郁、精神分裂等严重精神疾病；（３）自愿接受
调查。

１２　临床株标本收集
先用无菌棉拭子清除宫颈外口的分泌物，采用窥阴器扩张

阴道收集标本。

１３　 ＣＴ检测方法［３］

先拭去宫颈口分泌物，再用无菌棉拭伸入宫颈１～２ｃｍ，停
留片刻，转动１周，立即放入１ｍＬ无菌生理盐水中，采用立明法
检测病原体。同时作阴道分泌物涂片，姬姆萨染色。

１４　ＣＴ耐药性检测
采用Ｋｉｂｙ－Ｂａｕｅｒ药敏纸片法非１２６例临床株进行耐药性

的检测。药敏纸片及培养基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所需试剂购自广东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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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不同种类阴道炎ＣＴ感染率的分析

经过宫颈分泌物立明法分析，３６例念珠菌性阴道炎的 ＣＴ
阳性率为１３９％，３４例滴虫性阴道炎的 ＣＴ阳性率为１７６％，
２１例细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１４２％；３５例非淋菌性阴道
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２２９％。１２６例患者的ＣＴ检出率为１７５％，
四种类型的阴道炎患的 ＣＴ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不同种类阴道炎ＣＴ感染率

阴道炎种类 例数（ｎ） ＣＴ阳性例数（ｎ）ＣＴ阳性比例（％）

念珠菌性阴道炎 ３６ ５ １３９

滴虫性阴道炎 ３４ ６ １７６

细菌性阴道炎 ２１ ３ １４２

非淋菌性阴道炎 ３５ ８ ２２９

合计 １２６ ２２ １７５

２２　不同年龄组阴道炎患者ＣＴ感染率的分析
经过宫颈分泌物立明法分析，２０～４０岁组阴道炎患者 ＣＴ

阳性率为 １７３％，４１～６０岁组阴道炎患者 ＣＴ阳性率为
１７６％。不同年龄分组的阴道炎患者的 ＣＴ阳性率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阴道炎患者ＣＴ感染率

年龄（岁） 例数（ｎ） ＣＴ阳性例数（ｎ） ＣＴ阳性比例（％）

２０～４０ ７５ １３ １７３

４１～６０ ５１ ９ １７６

合计 １２６ ２２ １７５

２３　１２６株ＣＴ临床株药敏试验监测结果
经过Ｋｉｂｙ－Ｂａｕｅｒ药敏纸片法分析，ＣＴ对磺胺醋酰钠的耐

药性最高，其次是氯霉素与四环素；对３５株 ＣＴ临床株进行药
敏实验分析，仅有 １株对阿奇霉素产生耐药性，耐压率为
２９％，因此，使用阿奇霉素治疗 ＣＴ感染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见表３。

表３　１２６株ＣＴ临床株耐药试验监测结果

药品名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合计（％）

氯霉素 ６００（３／５） ５００（１／２） ２５０（２／８） ４００（２／５） ２００（１／５） １６７（１／６） ３２２（１０／３１）

四环素 ３３３（１／３） ３３３（１／３） ３３３（２／６） ２５０（２／８） ３３３（２／６） １６７（１／６） ２８１（９／３２）

磺胺醋酰钠 ５００（１／２） ６６７（２／３） １０００（５／５） ７５０（３／４） ８００（４／５） ８５７（６／７） ７５０（２１／２８）

阿奇霉素 ０ ０ ０ ２９（１／３５） ０ ０ ２９（１（３５）

#

　讨论
阴道炎是妇科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是由于阴道口的

闭合、阴道前后壁紧贴等因素使自然防御功能受到破坏、病原

体侵入阴道，导致疾病的发生。临床上常见的阴道炎包括细菌

性阴道病、念珠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等。

根据文献报道［５］，国内阴道炎发病率为１５９％。阴道炎具有复
发率高、根治困难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女性患者的身心健康。

ＣＴ是一种专性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有多个血清型，可以导致
泌尿生殖道感染（尤其是阴道炎）沙眼、包涵体性结膜炎等多种

类型疾病的发生［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ＣＴ所引起的
泌尿生殖道感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己成为国内外最常见的

性传播性疾病病原体之一。因此，研究女性阴道炎患者 ＣＴ感
染以及耐药性状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国内多篇文献报道了女性阴道炎患者与 ＣＴ感染的关系。
栗玉珍等［７］研究发现，阴道炎 ＣＴ检出率为９２％ ，宫颈炎 ＣＴ
检出率为１７７％。本文作者采用宫颈分泌物立明法分析可知，
１２６例患者的ＣＴ检出率为１７５％，这与国内文献报道结论基本
一致［８］。作者还发现，念珠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１３９％，
滴虫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１７６％，细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
率为１４２％；非淋菌性阴道炎的ＣＴ阳性率为２２９％，四种类型
的阴道炎患的ＣＴ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进一步
说明了阴道炎患者发生ＣＴ的感染率较高，需要进行临床治疗。
本文作者进行了Ｋｉｂｙ－Ｂａｕｅｒ药敏实验，发现ＣＴ对磺胺醋酰钠
的耐药性最高，其次是氯霉素与四环素。根据临床报道［９，１０］，

ＣＴ的细胞壁由粘肽组成，通透性较低，使抗菌药物内流减少，药
物蓄积降低，甚至有的衣原体可主动排出药物，使抗菌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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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大大提高。本文作者研究发现，对３５株 ＣＴ临床株进行
药敏实验分析，仅有１株对阿奇霉素产生耐药性，耐压率仅为
２９％，且其ＭＩＣ在００７８～０６２５μｇ／ｍＬ。因此，临床可采用阿
奇霉素治疗发生 ＣＴ感染的阴道炎患者。美国、韩国的临床医
务工作者对阴道炎患者感染 ＣＴ的诊断治疗进行了研究，阴道
炎感染ＣＴ的感染比例差异较大［１１－１３］。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组的女性阴道炎的沙眼衣

原体（ＣＴ）的阳性率差异性不大，阳性率均较高［１４，１５］。对阴道

炎患者进行耐药性实验，可对临床治疗进行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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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门诊患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情况调查
吴曼　梁少琴　吴华梅
仙林鼓楼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　目的：调查本地妇科门诊患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的感染情况，指导临床。方法：随机选取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１０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１３８５例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１０％ＫＯＨ直接涂
片法在显微镜下找芽孢和假菌丝，对检查结果进行不同年龄组感染率的差异对比。结果：１３５８名患者中确
诊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ＶＶＣ）为２６７名，占１９３％，其中３０～３９岁年龄组感染率为５３５％，其次
２０～２９岁年龄组为３１４％，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结论：ＶＶＣ是较常见的阴道炎，好发于生育年龄。

【关键词】　 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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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ＶＶＣ）是由
条件致病菌阴道假丝酵母菌引发的一种最常见的妇科炎

症［１，３］，俗称霉菌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其在女性生殖道

感染中排第二位［２］，其与细菌性阴道病、需氧菌阴道炎共同构

成了女性主要的下生殖道感染［４］。其常见的发病诱因主要有

妊娠、糖尿病以及在其他病症时大量应用免疫抑制剂和广谱

抗生素波及阴道内环境的改变［１，３］，性行为也是该病发生率并

且易复发的的重要因素［５］，ＶＶＣ与地理位置、气温、湿度亦有
一定关系［６］。据国外文献报道白假丝酵母菌的感染率高达

７５９％［７］。ＶＶＣ感染后以外阴瘙痒、烧灼感及豆腐渣样阴道
分泌物为主要临床表现，且极易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临床症

状加重且久治不愈患者，引发了心理健康、性生活质量和社会

功能等一系列相关问题［８］。为了解当地医院妇科门诊患者

ＶＶＣ发生情况，对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１０月就诊笔者医院门诊患
者随机选取１３８５例进行 ＶＶＣ感染情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１０月就诊于妇科门诊的１３８５例
患者，患者年龄在１５～６６岁，中位数平均年龄３９８岁。所选取
的所有患者按照年龄段分为６个组，分别为２０岁以下年龄组、
２０～２９岁年龄组、３０～３９岁年龄组、４０～４９岁年龄组、５０～５９
岁年龄组及６０岁以上年龄组，于调查试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纳入标准：能够配合回答医生问题者。排除标准：于取标

本前一周有阴道上药或全身用药史者。

１２　方法
于患者阴道侧穹窿以棉签拭子取阴道分泌物，未婚患者于

阴道口取分泌物，常温条件下用生理盐水及１０％ＫＯＨ悬滴于玻
片上镜检，检验操作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范》（第３
版）执行、胺试验及遵循患者自愿原则行真菌培养鉴定（先采用

沙氏培养基行酵母菌初筛，再采用显色培养基和鉴定卡配合鉴

定出酵母菌的菌株型），记录观察结果。对全部镜检外阴阴道

假丝酵母菌阳性的患者进行性生活、既往阴道炎感染情况以及

就诊原因进行调查统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行描述性频率统计分析，其中计

数资料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年龄组患者感染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情况分析

接受检查的１３５８例妇科门诊患者中确诊为外阴阴道假丝

酵母菌有２６７例，感染率为１９３％，其中３０～３９岁年龄组感染
者占比５３５％，显著高于其他组患者，其次为２０～２９岁年龄组
占比３１４％，６０岁以上年龄组的感染者占比０７％，最低，各年
龄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图１。

图１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在各年龄组分布情况分析

２．２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性生活情况分析
性伴侣存在龟头红肿及感觉不适等症状２９例，建议其伴侣

行真菌培养，同意进行培养的有１１例（３７９％），经真菌培养后
证实有真菌感染的为８例（７２７％），且均为同一种真菌感染，
经医护人员解释后患者性伴侣仍拒绝检查有１８例（６２１％）。
见图２。

图２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性生活情况分析

２．３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既往阴道炎情况分析
显示 ＶＶＣ阳性患者中既往病史存在 ＶＶＣ感染的占

３４５％，说明ＶＶＣ感染具有反复性。见图３。
２．４　２６７例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就诊原因分析

患者就诊原因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患者以阴道瘙痒或阴

道瘙痒伴白带异常进行就诊。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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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的既往病史的情况分析

图４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阳性患者就诊原因分析

#

　讨论
ＶＶＣ属于外阴阴道炎的一种常见病，可发各年龄阶段，严

重危害众多女性健康。这是一种条件致病菌病，与机体处于共

生状态，当机体全身或者外阴局部细胞免疫功能减退，体内大

量繁殖并转变为菌丝时才导致假丝酵母菌致病，引起症状，主

要为外阴瘙痒、灼痛，还可伴有尿频、尿痛及性交痛，分泌物呈

豆渣样［９］。其感染主要为内源性，寄生于阴道、口腔、肠道３个
部位间的假丝酵母菌可相互传染，患者也可通过性接触传染，

极少患者也可能通过直接接触衣物传染［１，３］。糖尿病和妊娠为

其诱发因子，当患者正当妊娠或患糖尿病时，机体免疫力处于

低下水平，导致患者阴道黏膜组织内的糖元含量增高，酸度增

高，对假菌丝酵母菌生长有利［１０］。从中医理论出发，论述属于

肥胖体质患者都归结于“湿热”“痰瘀”体质，这类体质可增加

会阴局部温度及湿度，极其利于假丝酵母菌繁殖和增加其感染

的机会［１１］。病原体是否致病取决于其毒力、数量、入侵途径和

机体的适应性，机体对病原菌的抵抗力及其他因素等［１２］。根据

菌种类型、临床症状及宿主状况等将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分为

单纯性和复杂性两种类型，其中单纯性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主

要由白色假丝酵母菌的过度繁殖所引发，多为散发性，以非孕

患者为多，而复杂性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则包括复发性外阴阴

道菌丝酵母菌、重度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及非白色假丝酵母菌

所致的ＶＶＣ或异常宿主如妊娠、糖尿病、免疫抑制和衰竭患者，
主要是由光滑假丝酵母菌、星型假丝酵母菌、伪热带、近平滑假

丝酵母菌等的过度增殖所引发，且宿主免疫功能常较低下［１３］。

不同类型的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其临床表现及对抗真菌药物

敏感程度存在差异［１４］。目前有多种咪唑类抗假丝酵母菌制剂

及剂型，尚没有一种制剂及剂型适合所有患者，目前倾向单剂

量、短疗程口服和局部治疗单纯性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对于复

杂型用药疗程治疗持续７ｄ。
ＶＶＣ呈世界性分布，于２００２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资

料显示约７５％女性在一生中至少会患一次ＶＶＣ，且约一半会再
次感染，约＜５％成年妇女有顽固性ＶＶＣ发作，这种特征使得得
此病女性身心遭受痛苦折磨，工作、生活及家庭都会因此受到

严重影响［１－３］。笔者对妇产科门诊１１５８例患者标本进行检查，
ＶＶＣ检出率为 １９３％（２６７／１３５８），与国内相关报道基本一
致［１４，１５］。而该调查中３０～３９岁组感染率高达５３５％，说明其
感染率与性生活频率及阴道诊疗操作有关，２０～２９岁检出率也
达３１４％，与近年来年轻女性过早性生活、衣着及卫生习惯有
关，更年期后妇女思想较传统，性伴侣单一，因此发病率较低。

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常与性生活密切相关，当一人存

在感染时，另一半也常感染，但男性患者跟女性患者不一样，男

性无任何病症，而女性患者则会具有强烈反应，出现阴道瘙痒

或阴道瘙痒伴白带异常等症状。研究中大多女性患者既往存

在一定程度的妇科疾病史，为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史的占

３４５％，而患者性伴侣接受检查治疗仅占３７９％，说明 ＶＶＣ常
反复感染，这与现代其他疾病对抗生素的滥用波及阴道内环境

的改变、无规范治疗 ＶＶＣ及性伴侣未共同治疗 ＶＶＣ有关。患
者及性伴侣对健康意识不强，需要扩大健康宣教，不然长期反

复发作会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工作及家庭和谐。所以对于

复杂型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时需要对夫妻双方或者与性

伴侣一起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降低其复发的风险。

随着人们对ＶＶＣ认识的加深，诊治规范与标准的实施，加
上复发患者性伴同时治疗，ＶＶＣ感染呈逐年下降趋势［６，１４］。但

其易发性及给患者工作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仍不能忽视。各

级医疗部门仍需扩大健康宣教，强化现代人的强身健体意识及

个人卫生习惯，尽量做到定期体检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人类各种压力集于一身，女性可以采取的预防方法有：

（１）强化健康个人卫生意识，适度清洁外阴，减少交叉感染，更
换内裤，对于内裤、盆及毛巾用过之后采取开水烫洗消毒［１６］。

（２）对于避孕工具以及雌激素避孕药应该尽量少使用［１７］。（３）
复杂型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的女性，除延长疗程巩固治疗

外，还因对其性伴侣共同治疗，避免反复交叉感染、反复用药，

是降低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的有效途径之一。（４）为了提
高机体免疫力，减少外阴阴道菌丝酵母菌感染的机会，需增强

体质，加强锻炼。（５）若患者一旦发现外阴阴道有异常，需及时
就医，并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６）若伴随患有糖尿病，需
积极控血糖。

综上所述，ＶＶＣ好发于生育年龄，且导致患者阴道瘙痒和
白带异常等。各级医疗部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妇女自我保健

意识，强化个人卫生习惯，增强体质，定期体检，发现感染及时

行合理规范治疗，便可有效减低ＶＶＣ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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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临床常见感染性阴道炎及病原体分析
徐林萍１　严玮２

１宁波市鄞州区第六医院检验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７１
２浙江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育龄女性临床常见的感染性阴道炎及其病原体特征。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我院接受阴道涂片检查的育龄女性患者２１９０例，根据患者年龄将其分为观察Ａ组（年
龄１８～３０岁）、观察Ｂ组（年龄３１～４０岁）、观察Ｃ组（年龄４１～４８岁），采集阴道后穹隆分泌物标本，进行
病原体检测。结果：观察Ａ组６９４例，检出人数３５７例（５１４４％），检出病原菌３７５株；观察Ｂ组９９５例，检出
人数５００例（５０２５％），检出病原菌５２９株；观察 Ｃ组５０１例，检出人数２４９例（４９７０％），检出病原菌２６３
株。三组病原菌检出率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病原菌主要有白色念珠菌、阴道加德纳菌、阴
道毛滴虫，淋病奈瑟菌。观察Ａ组白色念珠菌占６３４７％，高于观察Ｂ组（５１２３％）和观察Ｃ组（４０３０％）。
观察Ａ组阴道加德纳和阴道毛滴虫占 ３１７３％和 ２６７％，低于观察 Ｂ组（３８７５％，５８６％）和观察 Ｃ组
（４２２１％，８７５％）。结论：育龄女性为感染性阴道炎的好发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白色念珠菌检出率呈下
降趋势，阴道加德纳菌和阴道毛滴虫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关键词】　感染性阴道炎；白色念珠菌；阴道加德纳菌；阴道毛滴虫；淋病奈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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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感染是临床最常见的妇科感染性疾病，而阴道炎为阴
道感染的典型临床症候群之一，且发病率居高不下［１］。其中，

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及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均为常

见阴道感染，但不同地区、不同医院患者感染状况亦存在一定

差异［２］。为了加强感染性阴道炎的治疗有效性，防止因长期不

愈引发的宫颈及附件相关炎症等疾病的发生，感染病原体的分

析对于指导治疗及后期预防十分必要［３］。在本次研究中，选取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我院接受阴道涂片检查的育龄女
性患者２１９０例，分析并探讨育龄女性临床常见的感染性阴道炎
及其病原体特征。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我院接受阴道涂片检查
的育龄女性患者２１９０例。年龄１８～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０３４±
６８４）岁。纳入标准［４］：（１）阴道分泌物增多；（２）阴道分泌物异
常；（３）阴道瘙痒，异常出血；（４）性交痛；（５）小便烧灼感；（６）
自愿接受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１）检查前１
周内服用抗生素者；（２）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本次研究经伦
理委员会鉴定，符合伦理要求。根据患者年龄将其分为观察 Ａ
组（年龄１８～３０岁）、观察Ｂ组（年龄３１～４０岁）、观察Ｃ组（年
龄４１～４８岁）。
１２　实验方法

由经验丰富的医师采用消毒后的棉拭子在患者阴道后穹

隆部位采集分泌物标本，然后将标本立即浸入到含有１～２ｍＬ
的生理盐水试管内，送去实验室检查［５］。实验室操作人员将患

者阴道分泌物标本经过一系列染色、反应和试验后于高倍显微

镜下观察，对于可疑标本送去微生物实验室进行菌培养鉴定，

检验方法及判定方法遵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流程》（第 ３
版）［６］。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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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判断标准。

"

　结果
２１　病原菌检出率对比

观察Ａ组６９４例，检出人数３５７例（５１４４％），检出病原菌
３７５株。观察Ｂ组９９５例，检出人数５００例（５０２５％），检出病
原菌５２９株。观察Ｃ组５０１例，检出人数２４９例（４９７０％），检
出病原菌２６３株。三组病原菌检出率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病原菌检出率对比

组别 观察Ａ组 观察Ｂ组 观察Ｃ组 合计

总数（ｎ） ６９４ ９９５ ５０１ ２１９０

检出人数［ｎ（％）］３５７（５１４４）５００（５０２５）２４９（４９７０）１１０６（５０５０）

病原菌（株） ３７５ ５２９ ２６３ １１６７

２２　病原菌分布特点
病原菌主要有白色念珠菌、阴道加德纳菌、阴道毛滴虫、淋

病奈瑟菌。观察 Ａ组白色念珠菌占 ６３４７％，高于观察 Ｂ组
（５１２３％）和观察Ｃ组（４０３０％）。观察 Ａ组阴道加德纳和阴
道毛滴虫占 ３１７３％和 ２６７％，低于观察 Ｂ组（３８７５％，
５８６％）和观察 Ｃ组（４２２１％，８７５％）。随着年龄的增长，白
色念珠菌检出率呈下降趋势（χ２＝６０１，Ｐ＜００５），阴道加德纳
菌（χ２＝５９２，Ｐ＜００５）和阴道毛滴虫检出率呈上升趋势（χ２＝
５８７，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病原菌分布

组别 观察Ａ组 观察Ｂ组 观察Ｃ组

白色念珠菌 ２３８（６３４７） ２７１（５１２３） １０６（４０３０）

阴道加德纳 １１９（３１７３） ２０５（３８７５） １１１（４２２１）

阴道毛滴虫 １０（２６７） ３１（５８６） ２３（８７５）

淋病奈瑟菌 　２（０５３） 　５（０９５） 　２（０７６）

其他病原菌 　６（１６０） １７（３２１） ２１（７９８）

合计 ３７５（１００００） ５２９（１００００） ２６３（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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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白带增多是感染性阴道炎的主要症状，伴或不伴白带异

味、性交痛及小便灼痛。阴道内微生物生态环境的改变是导致

炎症发生的主要原因，外源性侵入及内源性微生物均可致

病［７］。当患者出现下生殖道感染相关症状时，对患者阴道分泌

物进行检测鉴定十分常规且重要，准确的病原体分析对于指导

治疗及预防再次发生均有明显意义［８］。在本次研究中，根据年

龄不同将待观察人群分为三组，结果显示，观察 Ａ组６９４例，检
出人数占５１４４％，检出病原菌３７５株；观察Ｂ组９９５例，检出人
数占５０２５％，检出病原菌５２９株；观察Ｃ组５０１例，检出人数占
４９７０％，检出病原菌２６３株。三组病原菌检出率经统计学检验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该结果证实，不同年龄患者间总感染
率并无明显特异性，这与部分研究中所示结果有些许差别，可

能与不同地区差异有关［９］。

在本次研究中对病原菌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本次观察对象

的病原菌主要有白色念珠菌、阴道加德纳菌、阴道毛滴虫、淋病

奈瑟菌。其中观察Ａ组白色念珠菌占６３４７％，高于观察 Ｂ组
的５１２３％和观察Ｃ组的４０３０％；观察Ａ组阴道加德纳和阴道
毛滴虫占３１７３％和２６７％，低于观察 Ｂ组（３８７５％，５８６％）
和观察Ｃ组（４２２１％，８７５％）。在上述结果中，阴道毛滴虫感
染率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毛滴虫感染症状相对明显，患者发现

概率高且及时治疗有关［１０］。年纪相对较轻的患者白色念珠菌

致病概率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其处于性活跃期，注意日常及

性生活卫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发生［１１］。而年纪较大的患

者阴道毛滴虫致病更多，可能与年龄增长后因雌激素水平的逐

渐下降，阴道自身防御能力亦有所下降有关［１２］。研究表明，当

毛滴虫在阴道壁生长时加速糖原的消耗，改变了阴道内部的ｐＨ
值，同时与年轻人相比，局部供血相对较差，更加大了感染致病

的几率［１３］。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作为一种常见感染性阴道炎致病菌

并未出现在本院本次研究调查范围内，这可能与不同地区气温

及空气湿度等环境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１４］。淋病奈瑟菌亦出

现在本次检测中，且结果显示其所占比例相对较少，这与阴道

复层扁平上皮特质有关，其与淋病奈瑟菌间无显著亲和力。当

发现革兰阴性双球菌出现在患者局部分泌物中的中性粒细胞

中，则可作为该致病菌的提示［１５］，可做进一步培养检查，普通的

显微镜下检查不能将其与不动杆菌等细菌分辨开。

综上所述，育龄女性为感染性阴道炎的好发群体，随着年

龄的增长，白色念珠菌检出率呈下降趋势，阴道加德纳菌和阴

道毛滴虫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多了解疾病

相关症状对于日常预防及疾病的早期发现有明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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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
朱智超１　朱健铭１　邵四海２　姜如金１

１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１１０６
２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选择在余杭区中医院与湖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女性１２００名作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调查比较不同年龄段女
性尿失禁的发病率，然后将调查对象分成尿失禁组和非尿失禁组。观察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慢

性疾病对尿失禁发病率的影响。同时应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研究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结果：
发放的１２００份调查问卷收回合格的问卷１１７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１６％。１１７８名女性中共３０１名女性患
有尿失禁，患病率为２５５５％。年龄段越大，尿失禁的发病率越高。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尿失禁的发病率
逐渐上升。体重指数与尿失禁的发病率呈正相关的关系。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

病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结论：余杭

市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较高，需要引起当地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　 尿失禁；流行病学；影响因素；调查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Ｙｕｈａｎｇｃｉｔｙ　ＺＨＵＺｈｉｃｈａｏ１，ＺＨＵＪｉａｎ
ｍｉｎｇ１，ＳＨＡＯＳｉｈａｉ２，ＪＩＡＮＧＲｕｊｉｎ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Ｙｕｈ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１１０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Ｈｕ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ｚｈｏｕ
３１３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Ｙｕ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０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ｕｈａｎｇＴＣ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ｒ
Ｈｕ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ｂｉｒｔｈ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２００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ｉｓｓｕｅｄａｎｄ１１７８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９８．１６％．３０１ｗｏｍｅｎｏｆｔｈｅ１１７８ｗｏｍｅｎｈａ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ｏｆ２５．５５％．Ｔｈｅ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ａｇｅ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ｗａ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
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ｉｒｔｈｓ．Ｔｈｅ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ｇ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
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Ｙｕｈａｎｇｃｉｔｙｉｓｈｉｇｈ，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ｈｉｇｈｌｙｖａｌｕｅｄｂｙｌｏ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４＋．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尿失禁是女性的常见疾病之一［１］，患者的排尿自控能力

丧失而造成尿液不受控制地流出，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十

分重大的影响［２］。文献［３］认为，女性尿失禁的主要原因在于

女性在妊娠期间会对盆腔组织造成损伤，且女性体内的雌激

素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导致盆底肌肉组织松弛，同时女

性进入中年后体型会变胖，这些均是尿失禁发生的重要病理

基础。尽管尿失禁在女性人群中的发病率十分高，但是大部

分患者认为尿频、尿急、漏尿等症状是年龄增加后的正常表

现，未到医院检查就诊而延误了治疗时机。尿失禁对女性的

身心健康具有十分大的危害，然而我国对女性尿失禁的患病

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缺乏完善的调查，因而无法针对性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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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预防干预。本文对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展

开了调查分析，为当地尿失禁的预防提供文献参考。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余杭区中医院与湖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女性１２００名作为调查对象，均
知情同意，年龄２０～８１岁，平均年龄（４１２±１０１）岁。纳入标
准：年龄＞２０岁；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积极配合。排除标
准：严重脏器功能异常、精神病、其它泌尿系统疾病等。

１２　方法
使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进行，尿失禁诊

断标准遵循《尿失禁的分类标准及压力性尿失禁的诊断》［４］。

首先患者的病史及症状做出初步诊断，然后通过妇科的系统体

检并对检查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女性

尿失禁的发病率，年龄段主要分为２０～２９岁、３０～３９岁、４０～
４９岁、５０～５９岁、６０～６９岁、＞７０岁。然后将调查对象分成尿
失禁组和非尿失禁组，观察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慢

性疾病对尿失禁发病率的影响。其中分娩方式分为剖宫产、顺

产、难产、无生育史，生育次数分为０次、１次、２次、≥３次，体重
指数分为≤２０ｋｇ／ｍ２、２０～２５ｋｇ／ｍ２、≥２５ｋｇ／ｍ２，慢性疾病包括
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同时应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研究
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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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失禁发病率与年龄的关系

发放的１２００份调查问卷收回合格的问卷１１７８份，有效回
收率为９８１６％。１１７８名女性中共３０１名女性患有尿失禁，患
病率为２５５５％，且年龄段越大，尿失禁的发病率越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尿失禁发病率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岁） 尿失禁组 非尿失禁组 患病率（％）

２０～２９ １２ ９５ １１２２

３０～３９ ７１ ２６２ ２１３２

４０～４９ １４４ ３９１ ２６９２

５０～５９ ３５ ７６ ３１５３

６０～６９ ２３ ３９ ３７０９

≥７０ １６ １４ ５３３３

合计 ３０１ ８７７ ２５５５

　　注：χ２趋势 ＝３３８２；Ｐ＝００００

２２　尿失禁发病率与分娩方式的关系
不同分娩方式的尿失禁的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中难产、剖腹产的发病率较高。见表２。

表２　尿失禁发病率与分娩方式的关系

分娩方式 尿失禁组 非尿失禁组 患病率（％）

剖宫产 ６７ １８８ ２６２７

顺产 ２１５ ５７６ ２７１８

难产 ９ １６ ３６００

无生育史 １０ ９７ ９３５

合计 ３０１ ８７７ ２５５５

　　注：χ２趋势 ＝１７３８１；Ｐ＝００００

２３　尿失禁发病率与生育次数的关系
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尿失禁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其中有３

次生育史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无生育史女性尿失禁

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尿失禁发病率与生育次数的关系

生育次数（次） 尿失禁组 非尿失禁组 患病率（％）

０ １０ ９７ ９３５

１ ２２５ ６６６ ２５２５

２ ３４ ７３ ３１７８

≥３ ３２ ４１ ４３８４

合计 ３０１ ８７７ ２５５５

　　注：χ２趋势 ＝２９８２１；Ｐ＝００００

２４　尿失禁发病率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体重指数与尿失禁的发病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不同体重指

数女性的尿失禁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尿失禁发病率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尿失禁组 非尿失禁组 患病率（％）

　＜２０ ６０ ２４２ １９８７

　２０～２５ １９１ ５１９ ２６９０

　＞２５ ５０ １１６ ３０１２

合计 ３０１ ８７７ ２５５５

　　注：χ２趋势 ＝７６３１；Ｐ＝００２

２５　尿失禁发病率与慢性疾病的关系
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显著

高于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尿失禁发病率与慢性疾病的关系

慢性疾病 尿失禁组 非尿失禁组 患病率（％）

　无 ２５５ ８０８ ２３９９

　高血压 ３４ ５４ ３８６４

　糖尿病 １２ １５ ４４４４

合计 ３０１ ８７７ ２５５５

　　注：χ２趋势 ＝１４３５１，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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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

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见表６。

表６　尿失禁发病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参照组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９５％ ＣＩ）

年龄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３９３４ ００４５ １０２４（１００２－１０４７）

分娩方式

　顺产 无生育史 ０９２８ ０４２７ ５１２３ ００３２ ２５２９（１０９５－５８４１）

　难产 无生育史 １５１２ ０５２３ ４２３４ ００３４ ４５３６（１６２７－１２６４３）

　剖宫产 无生育史 １１２３ ０５２３ ６３２４ ０００６ ３０７４（１１０３－８５６８）

生育次数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９ ６２４５ ００２４ １１０３（１００２－１２１４）

体重指数

　２０～２５ ＜２０ ０３６０ ０１１７ ６８５５ ０００６ １４３３（１１３９～１８０４）

　＞２５ ＜２０ ０３３８ ０１２８ ５５０７ ０００８ １４０２（１０９１～１８０２）

慢性疾病

　高血压 无既往史 ０２８１ ０１４１ ７０９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２３（１００５～１７４４）

　糖尿病 无既往史 ０３９９ ０１２２ ８３００ ０００３ １４８９（１１７２～１８９３）

　其他疾病 无既往史 ０１９３ ００９０ ５０５０ ０００６ １２１２（１０１６～１４４７）

常数项 －３２３４ ０５３４ ３４９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

#

　讨论
尿失禁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女性人群中，但是在中老年女

性中更为常见［５］。尿失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６］，同

时对患者的社交活动、日常生活产生十分大的影响，容易导致

患者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障碍［７］，具有十分大的危害

性。近１０年来，我国女性人群尿失禁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受到
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市余杭区女性

尿失禁的患病率为２５５５％。这与包娟等［８］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患病率相对较高，需要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笔者认为应

该加强对女性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群体）尿失禁的流行病

学调查，从而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随着年龄的增加，盆底神经组织功能衰退，尿道周围组织

萎缩，导致盆底支持系统的作用显著降低［９］，同时女性进入绝

经期后雌激素的分泌减少，加快了尿道黏膜的萎缩［１０］，因而更

加容易患上尿失禁。分娩会造成女性盆底组织神经损伤、导致

膀胱颈活动度增加，影响盆底功能，同时妊娠过程会引起激素

水平的改变［１１］，导致盆底组织部分胶原纤维含量降低，使得尿

道周围组织的支持力变小，造成膀胱尿道位置上移，诱发尿失

禁，且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

有研究显示肥胖是尿失禁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１２］。肥胖会导

致腹部压力上升［１３］，导致盆底肌肉和膀胱张力增加，这是尿失

禁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人群尿

失禁的发病率约是健康人群的２倍左右［１４］。原因在于高血压

会引起腹压上升而诱发尿失禁，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与尿失禁

的发病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
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针对尿失禁发

病的危险因素，需要加强对女性人群的健康教育，提高女性群

体对尿失禁的认识以及增强自我保健意识［１６］。倡导计划生育，

做好避孕工作，减少生育次数；指导女性群体养成良好的生活

方式，戒除烟酒，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免疫抵抗

力［１７］，做好绝经后的妇女保健工作，从而预防尿失禁的发生。

同时加强对尿失禁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促进尿失禁的早期诊

断发现、早期展开治疗［１８］。

综上可知，余杭市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较高，需要引起当

地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强对女性尿失禁的筛查工作，同时

针对影响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做好预防措施，从而降低尿失

禁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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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儿童性早熟治疗过程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应用效果。方法：以２０１２年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就诊的５８例女性儿童性早熟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将患儿分为单纯接受西医治疗的对照组及
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观察组，每组２９例。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入组时两组黄体生成素（ＬＨ）、雌
二醇（Ｅ２）及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在接受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入组时两组身高及体重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而接受治疗后观察组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有效的提高女性儿童性早熟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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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性早熟是以儿童阶段青春期特征提前出现为主要临
床表现的疾病，可导致患儿骨骼提前愈合、第二性征提前发育，

从而对患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１－３］。本病临床可分为

中枢性性早熟、周围性性早熟及部分性性早熟三类，且以中枢

性性早熟对患儿的影响最为严重［４，５］。目前西药治疗为临床治

疗中枢性性早熟最为主要的方法，在本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具

有着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６］。而近年来临床研究显示，中医药

治疗在中枢性性早熟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同样有着较为理想的

临床治疗效果。而为可有效的提高本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我院

近年来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应用于本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

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间就诊于我院的５８例女性
儿童性早熟患儿作为观察者，观察者需符合本研究的入选及排

除标准。以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

组２９例。对照组接受单纯西药治疗，观察组接受中西医结合治
疗。对照组，年龄５～１１岁，平均（８１５±２５１）岁；病程６～２６
个月，平均（１６１６±６６７）个月；乳房发育分期（Ｔａｎｎｅｒ分期）：
Ⅱ期１４例，Ⅲ期者１２例，Ⅳ期者３例。观察组，年龄５～１２岁，
平均（８０２±２２１）岁；病程６～２５个月，平均（１６０２±６３３）个
月；乳房发育分期（Ｔａｎｎｅｒ分期）：Ⅱ期１３例，Ⅲ期者１４例，Ⅳ期
者２例。经统计学分析，两组间性别、年龄及病程资料未见统计
学差异，具可比性（Ｐ＞００５）。

入选标准：（１）所有入选者均需符合真性性早熟的临床诊
断标准［７］；（２）年龄≤１２岁者；（３）由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除外存在中枢性器质性疾病者；（２）除外存
在甲状腺疾病者；（３）除外卵巢容积小于１ｍＬ者；（４）除外已接

受药物治疗者；（５）除外为周围性性早熟者。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于门诊接受口服药物治疗。对照组仅单纯接

受西药治疗，治疗药物应用醋酸甲地孕酮片（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０１，西安德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次２ｍｇ，３次／ｄ；醋酸
亮丙瑞林微球（ＢＨ２００３０１０９，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每月
１次，每次９０μｇ／ｋｇ。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治疗的同时，给
予中药汤剂口服，１剂／ｄ，每次２０ｍＬ，３次／ｄ。中药汤剂组成：知
母１５ｇ、黄柏１０ｇ、熟地１５ｇ、丹皮１０ｇ、泽泻１５ｇ、白芍１０ｇ、益智仁
１０ｇ、牡蛎２０ｇ、枸杞１５ｇ。
１３　观察方法

分别对患儿的血清激素水平及生长情况进行观察。血清

激素水平观察指标包括ＬＨ、Ｅ２及 ＦＳＨ，分别于患儿入组时及接
受治疗６个月后抽取空腹肘静脉血，进行 ＬＨ、Ｅ２及 ＦＳＨ检查，
对比治疗前后两组 ＬＨ、Ｅ２及 ＦＳＨ含量变化情况。生长情况观
察指标包括身高及体重，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身高及体重变化

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分别应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及百分率对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进行描述，并分别应用 ｔ
检验及χ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均以 Ｐ＜００５为存在
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入组时两组ＬＨ、Ｅ２及ＦＳＨ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而在接受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分组
ＬＨ（Ｕ／Ｌ）

入组时 ６个月后

Ｅ２（ｎｇ／Ｌ）

入组时 ６个月后

ＦＳＨ（Ｕ／Ｌ）

入组时 ６个月后

对照组（ｎ＝２９） ３７８±１０６ ２８５±１１９△ ２４０３±３６９ １０８９±３０２△ ３７３±１１５ １３５±０９２△

观察组（ｎ＝２９） ３８６±１０５ ３４１±１２１△ ２３８９±３９６ １６０６±２９７△ ３８２±１１３ ３２２±０７３△

ｔ －０２８８ －１７７６ ０１３９ －６５７２ －０３００ －８５７４

Ｐ ０３８６ ００４０ ０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２ ００００

　　注：６个月后与入组时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２２　治疗前后生长指标比较
入组时两组升高及体重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而接受治疗后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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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治疗前后生长指标比较

分组
身高（ｃｍ）

入组时 ６个月后

体重（ｋｇ）

入组时 ６个月后

对照组（ｎ＝２９） １２５５６±２３６ １３１６６±２０９△ ２３３６±１７８ ２６７２±１９３△

观察组（ｎ＝２９） １２６１１±２５６ １２７８２±１１９△ ２３１９±１２６ ２３６３±１６７△

ｔ －０８５０ ８５９８ ０４１９ ６５１９

Ｐ 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０

　　注：６个月后与入组时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中枢性性早熟的发生为下丘脑 －垂体 －性

腺轴功能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功能亢
进，可导致体内包括 ＬＨ、Ｅ２、ＦＳＨ在内的多种激素分泌显著升

高［８－１０］。而包括环境、经济条件及营养状况等多种因素均为诱

发本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但环境、经济条件及营养状况等多种

因素发生变化，可导致儿童的饮食结构失调而发生营养过剩，

可刺激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亢进，而导致中枢性性早
熟的发生。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主要依赖于可抑制下丘脑 －垂
体－性腺轴功能的药物，通过抑制其功能，使得体内激素分泌
减少而达到治疗效果［１１，１２］。而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长发育及

生殖与“肾”密切相关，肾气充而天癸至，而饮食及环境等发生

变化后，可导致患儿阴阳失衡，肾阴不足，相火旺盛，故可导致

生殖功能亢进，诱发儿童性早熟的发生［１３，１４］。因此临床治疗当

以“滋肾阴，泻相火”为治疗原则。而近年来临床观察显示，在

此类疾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以此为治疗原则用药，均可达到

较为有效的治疗效果［１５］。因此，为可有效的提高性早熟患儿的

临床治疗效果，我院近年来在临床西药治疗的同时，将中医药

治疗应用于其中。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接受治疗前两组激素水平及生长情况

比较均未见统计学差异，而在接受治疗６个月后，接受中西医结
合治疗的观察组ＬＨ、Ｅ２、ＦＳＨ水平及生长情况改善均明显优于
接受单纯西药治疗的对照组。本研究中，观察组所应用的治疗

方案中所应用的中药组方中知母、黄柏、熟地、白芍可滋阴清

热，丹皮、泽泻可泻相火，益智仁、枸杞子可滋补肝肾，牡蛎可清

虚热，全方合用可达“滋补肾阴”之效，正合中医学对儿童性早

熟“肾阴虚”病因病机的认识。因此在联合应用后可达到较为

理想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在女性儿童性早熟的临床治疗过程中，为有效

的提高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可在西药治疗的同时，联合中药

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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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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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地区某综合医院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ＡＩＤＳ／ＨＩＶ感染者
情况分析
黄远帅１　俞咏荷２　郭天虹３　罗彬瑞３

１四川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输血科，四川 泸州，６４６０００
２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３四川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四川 泸州，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泸州地区综合性医院就诊患者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的感染状况，分析艾
滋病（ＡＩＤＳ）流行特征及流行形势，为医院制定防治措施及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
方法，对本院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ＨＩＶ抗体筛查阳性，并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的１８１６例 ＡＩＤＳ／ＨＩＶ感染
者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１０年间共检测出 ＡＩＤＳ／ＨＩＶ感染者２４６３例，其中住院１９３２例，门
诊５３１例，检出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搜集到的１８１６例感染者资料中，男１３３８例，女４７８例，男女比例
２８０：１；２０～５０岁为高发年龄段，以性传播为主，其中７９１０％为流动人口。结论：ＡＩＤＳ／ＨＩＶ在泸州地区的
感染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上升幅度较快；性传播为主播途径，同性传播上升较快。切实的综合防治措施应

尽早实施。

【关键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流行病学；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４　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ｕａｉ１，ＹＵＹｏｎｇ
ｈｅ２，ＧＵＯ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３，ＬＵＯＢｉｎｒｕ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ｕｚｈｏｕ６４６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Ｔｈｉｒ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ｕｚｈｏｕ６４６０００，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ＡＩＤＳ／ＨＩＶ，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８１６ＡＩＤＳ／ＨＩＶ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ｉｎ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ＬｕｚｈｏｕＣＤＣ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４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０ｙｅａｒｓ，２４６３
ＡＩＤＳ／ＨＩ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１９３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５３１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ｙ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１８１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２４６３ＡＩＤＳ／ＨＩＶ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７８ｆｅ
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１３３８ｍａｌ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ｏｗｏｍｅｎｗａｓ２．８０：１．ＡＩＤＳ／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ｙｅａｒｌｙｉｎ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ｕｚｈｏｕ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Ｖ／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ｉｎＬｕｚｈｏｕ．Ｓｅｘ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ｏｄｅｏｆＨＩ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ｕｒｇｅｎｔｌｙ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Ｖ；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随着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其流行所造成的危害已成
为显著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１，２］。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人数增长较为明显，卫生部门对艾滋病的

防范措施逐渐增强，势必要强化艾滋病工作力度。当前，总结

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资料对于艾滋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笔者对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四川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１８１６例ＨＩＶ抗体初筛阳性并经疾控中心确诊患者的流行
病学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经四川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内伦理委员会同意，收集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本院部分门诊和住院病人进行血清
ＨＩＶ抗体检测，共筛查到阳性病例２４６３例，对疾病防治控制中
心收集并再次确认的 １８１６例 ＨＩＶ阳性病人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ＨＩＶ抗体确证阳性或血液分离出 ＨＩ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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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２）有急性ＨＩＶ感染综合病史。排除标准：（１）伴随脏器器
质性损伤者；（２）肿瘤患者；（３）不配合治疗和资料不完整者。
１３　检测方法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２年间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法）测定
（试剂盒生产批号：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Ａ３～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Ｄ１），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
年间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ＨＩＶ（１＋２）型双抗原夹心试剂盒生
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１ＦＣ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ＦＣ６４）］，均由北京万泰公司提供；
ＣＨＥＭＣＬＩＮ６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北京科美生物技
术公司生产。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操作说明。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数据不能满足χ２检验
要求时用构成比进行描述分析。

"

　结果
２１　时间分布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本院共检测出２４６３
例初筛阳性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者，经疾控中心确诊并搜集完整资
料共１８１６例。２００５年ＨＩＶ／ＡＩＤＳ阳性检出人数２３例，２００６年
ＨＩＶ／ＡＩＤＳ阳性检出人数３３例，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ＨＩＶ／ＡＩＤＳ阳性
检出人数分别为：６４、１０８、１６３、２３４、２７５、２９２、３０３、３２１例，ＨＩＶ的
感染率逐年增高，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上升幅度较大，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ＨＩＶ／ＡＩＤＳ确诊人数柱形分布图

２２　人群分布
２２１　性别、年龄分布　年龄段人数分布显示，以青壮年为主；
２０～２９岁年龄组 ３１５例（１７３５％），３０～３９岁年龄组 ６５９例
（３６２９％），４０～４９岁年龄组 ４３６例（２４０１％），不同年龄段
ＨＩＶ感染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６７９，Ｐ＜００１）。病例
中，男性１３３８例（７３６８％）；女性４７８例（２６２２％），男女性别
比为２８０：１，不同性别 ＨＩＶ感染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９０２，Ｐ＜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２　感染途径分布　１８１６例ＨＩＶ感染者中以性传播为主占
４８３５％，其次血液传播８９８％，母婴传播５６２％。见表１。
２２３　资料来源分布　检出 ＨＩＶ阳性多为医院相关，如：术
前、输血前、体检等，共１２３４例，占６７８９％，其次为身体不适，
占２３０２％。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１６例ＡＩＤＳ／ＨＩＶ感染者的行为及临床资料

参 数 检测人数（例） 确诊人数（例） 构成比（％）

性别

　男 １４５７６１ １３３８ ７３６８

　女 １４２６０１ ４７８ ２６３２

年龄

　＜１０ ４５０７９ ３７ ２０４

　１０～１９ ５４４２１ ８６ ４７４

　２０～２９ ５９０６６ ３１５ １７３５

　３０～３９ ６５４６０ ６５９ ３６２９

　４０～４９ ３２１１３ ４３６ ２４０１

　≥５０ ３２２２３ ２８３ １５５７

感染途径

　性传播 ８７８ ４８３５

　血液传播 １６３ ８９８

　母婴传播 １０２ ５６２

　不详 ６７３ ３７０５

资料来源

　医院相关 １２３４ ６７９５

　自愿 ７９ ４３５

　配偶阳性 ８５ ４６８

　身体不适 ４１８ ２３０２

２３４　职业、文化程度分布　职业分布以无固定职业者为主，
共１０６１例 （５８４５％），其次为农民，共３８４例（２１１７％）；文化
程度以小学及初中为主，共 １６６９例（９１９％）。见表２。

表２　１８１６例ＨＩＶ／ＡＩＤＳ阳性者职业、文化程度分布

职业
不同文化程度ＨＩＶ阳性数（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总计

（例）

构成比

（％）

无固定职业者 ５４１ ４４６ ６８ ６ １０６１ ５８４５

农民 ２６１ １１９ ３ １ ３８４ ２１１７

娱乐场所人员 １８ ２９ ４ １ ５２ ２８９

装修工 １０ １３ ５ ０ ２８ １５６

工厂工人 ９ １５ ６ １ ３１ １７３

司机 １１ １１ ３ ０ ２５ １３６

个体商贩 ３ １８ ９ ０ ３０ １６７

教师 ０ ０ １０ ３ １３ ０７５

退休工人 ０ ８ ６ ０ １４ ０８０

其他 １０２ ５５ １７ ４ １７８ ９６２

合计 ９５５ ７１４ １３１ １６ １８１６ １００００

#

　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本研究地区与周边地区人员物资流动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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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艾滋病在这一地区流行的风险逐步上升［３］。经统计学分

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时期
（见图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ＨＩＶ阳性检出率大体呈现平稳的趋
势，检出阳性例数虽有小幅增多，但由于近年来进行 ＨＩＶ检测
的人数逐年增多，因此阳性检出率仍基本保持稳定的水平，与

宁芳等［４］的报道相似。近年报告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中女性所占比例
逐年增加，但男性感染者仍多于女性，与李阳超等［５］的报道

一致。

本次研究对艾滋病的年龄分布研究发现，３０～３９岁年龄段
感染率最高，构成比达到３６２９％，可知青壮年 ＨＩＶ感染率最
高。同时，据表１显示，感染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这和全国
情况基本相同［５］，年龄分布差异明显，病例主要集中于２０～４９
岁青壮年人群和≥６０岁的老年人群，前者由于处于性活跃年
龄，部分人群外出务工，暴露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机会较多；后

者多数属于独居或与子女分居，身心较为孤独，不排除会出现

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这也可能与ＨＩＶ的潜伏期一般在１０年左
右有一定的联系，感染者经过若干年的无症状期现已逐渐进入

了发病期后，因免疫功能降低导致各种机会性感染前来就诊而

被检出，因此在进行 ＨＩＶ／ＡＩＤＳ防控时，对老年人的ＨＩＶ筛查同
样不能忽视。

此外，应注意青年感染率偏高，本次研究中２０～２９岁年龄
段感染者构成比达到１７３５％。综合表１、表２数据可以发现，
２０～３９岁青年人群，无固定职业者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率偏高，这类
人群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而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性工

作者及性滥交，这也是女性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率持续上升的重要
因素。国外相关文献报道中，普遍认为性传播途径与 ＨＩＶ／
ＡＩＤＳ感染率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国医学界多年的研究和调查也
发现性传播途径的重要性［６－８］。青年女性为育龄期，不洁性生

活等性传播途径不仅会增加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率，还会造成母婴
垂直传播。为此，必须对针对青年高危人群采用干预措施，增

加ＨＩＶ／ＡＩＤＳ相关宣传。由于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者发病前本身较
为隐匿，故应宣传安全性行为方式，必要时可针对高危职业进

行宣传，尤其要在性工作者聚集区增加图画等宣传，也可联合

其他卫生部门发放安全套，进行健康教育等，尽量使高危职业

工作者了解到正确的防护信息，这样既可以保护自身，也可控

制艾滋病传播途径［９］。

作为祖国青年建设者，该年龄段感染率偏高必须进行深入

研究，务必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控制青年人群 ＨＩＶ感染率，建
议应对ＨＩＶ高发职业、地区及密切者强化筛查工作，以做到早
发现，早治疗。青年感染者也是传播 ＨＩＶ的活跃人群，及早发
现ＨＩＶ感染情况，将有利于控制患者病情，并对其进行健康教
育，避免患者因自身行为传播ＨＩＶ病毒。

相关文献报道显示，我国艾滋病低龄化发生趋势较为明

显，而造成低龄化感染的主要原因是母婴垂直传播［７］。本次研

究中，也发现 ＨＩＶ感染者中，＜１０岁阳性率占到了２２４％，须
注意的是，这一年龄段阳性者主要是由于母婴传播所致，而导

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我国基层医疗单位

在公共卫生工作中发现，偏远且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儿童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率较高，这个患儿母亲多为外来人员，部分甚至
是非法入境人员［９－１２］。儿童母亲作为ＨＩＶ病毒携带者，自身并
不知情，也有部分妇女隐瞒病史、接触史，嫁到当地，生育前未

进行任何检查，错了孕期实施隔离措施的最佳时机，因而生下

ＨＩＶ患儿。该问题暴露出当前婚检的不足，随着国家取消强制
婚检，人们的婚前保健意识降低，婚检率低，从而为 ＨＩＶ在配偶
间及母婴间传播留下隐患，因此做好产前 ＨＩＶ筛查，对减少新
生儿ＨＩＶ的感染，是减轻家庭负担的一项有力措施［９］。但是，

目前较多人未正确认识婚检，或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婚检，部分

地区也未完全普及免费婚检，这个因素都造成了婚检率低下的

现状。但在ＨＩＶ防控问题上，婚检的重要性得以彰显，未来应
强化新婚夫妇婚检意识，以提高 ＨＩＶ检出率，真正阻挡 ＨＩＶ母
婴传播途径［１３－１５］。

从本次研究资料来源分析可以看出医院相关检测 ＨＩＶ仍
然为主要发现ＨＩＶ感染的途径（表１），但值得一提的是，自愿
检测比例低迷，说明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和对艾滋病的了解依旧

需要加强。其中身体不适也占据相当比例，推测因患者出现

ＡＩＤＳ相关症状（不明原因发热、盗汗、持续淋巴结肿大等）前来
就医，医生高度怀疑，因而得以确诊，表２中显示 ＨＩＶ阳性感染
者中农民工和低文化程度较多，提示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不断加

大高危人群监测检测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农民工及群众艾滋病

知识的宣传。

目前，尚无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物，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

要性远胜于治疗，因而政府及各单位必须充分重视艾滋病预

防，不断完善艾滋病防控体系。本研究地区艾滋病防治形势非

常严峻，防治任务非常艰巨，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加大投入力度；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干预力度；疾病控制

和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力争早发现 ＨＩＶ感染者，对符
合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早治疗，控制疫情的扩散。
此外，各级医疗单位也应充分落实各项公共卫生措施，以满足

ＨＩＶ患者的医疗需求，真正防控好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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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３７４例艾滋病死亡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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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伊宁市目前艾滋病死因结构的状况，提出改善和预防的对策，为今后的治疗提供
参考。方法：以伊宁市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上报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３７４例艾滋病死亡
病例为资料来源，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的方法，对伊宁市艾滋病死亡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２０１３年１
月至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共上报 ３７４例 ＡＩＤＳ／ＨＩＶ病例，其中男 ２７６例，女 ９８例；静脉吸毒传播途径为 １９７例
（５２７％），异性性传播途径为１５５例（４１４％），不详为２０例（５３％），同性性传播途径为２例；ＣＤ４＋Ｔ淋巴
计数检测平均（２４３±２０５）个／μＬ；从确证ＨＩＶ抗体阳性到死亡时间，平均中位数为１３５５ｄ，接受抗病毒治疗
的病例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平均生存天数分别为１７９４、４７２天，秩和检验两组有统计学意义（Ｚ＝
－６４４，Ｐ＜００５）；艾滋病相关死亡为１４９例占３９８％，其中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艾滋病相关性肿瘤、艾滋病
相关特指和综合征所占的比例依次为３７２％、０８％、１９％；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为２０２例占５４０％，其中
肝炎和肝炎以外的消化系统疾病所占的比例最多，依次为２１７％、１３９％。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所占的比
例依次为５６％、５１％。结论：死亡病例中男性多于女性，该地区因注射毒品感染为主要传播特征，死因结
构中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的比例大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肝炎、消化系统疾病、机会性感染是主要的直接死亡

原因。艾滋病死亡结构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艾滋病的死亡原因也可能会相应有所改变。

【关键词】　艾滋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死亡病例；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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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目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广泛流行，在新疆地
区也呈现快速增长的形势。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者在
潜伏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但是随着患者体内免疫功能的缺

陷，艾滋病期会出现各种机会感染，此时如果没有及时抢救治

疗，死亡率会很高。因此了解和研究艾滋病患者的死因，更加

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以及预防，并且可以提高艾滋病患者

的生存质量及生活质量。本文收集伊宁市３７４例艾滋病死亡患
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以便了解目前艾滋病死亡结

构的状况，提出改善及预防的对策。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资料来自于伊宁市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的艾
滋病死亡患者，数据来自于伊犁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伊宁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伊宁市人民医院。总共为３７４例死亡患
者。研究经医院和学校伦理委员会同意并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在伊犁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的实验室诊断病例。

所有的研究对象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
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初筛ＨＩＶ抗体阳性后，再将病人血清送
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伊犁州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做蛋白印迹试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ＷＢ）确认，均经确证实
验证实为ＨＩＶ抗体阳性。
１３　研究内容

所收集的资料包括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民族、性别、婚姻

状况、感染途径、死亡时艾滋病病程阶段、死亡地点、死亡信息

的来源、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职业、文化程度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７０统
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分析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３７４例研究对象死亡患者中男性２７６例（７３８％），女性９８

例（２６２％）；最大年龄为８２岁，最小年龄为２２岁，年龄的中位
数为４０５岁；静脉吸毒传播途径为１９７例（５２７％），异性性传
播途径为１５５例（４１４％），不详为２０例（５３％），同性性传播
途径为２例；从确证 ＨＩＶ抗体阳性到死亡时间，平均中位数为
１３５５ｄ，其中 ＜３０ｄ为 ２０例 （５４％），３０～３６５ｄ为 ６９例
（１９２％），＞３６５ｄ为２７２例（７５４％），确诊时间缺失数据为１３
例。见表１。

表１　３７４例死亡病例的人群特征分布

人群特征 死亡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２７６ ７３８

　女 ９８ ２６２

感染途径

　注射毒品 １９７ ５２７

　异性传播 １５５ ４１４

　同性传播 ２ ０６

　不详 ２０ ５３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２１５ ５７５

　未婚 ６６ １７６

　离异或丧偶 ８５ ２２７

　不详 ８ ２２

２２　ＣＤ４＋Ｔ淋巴计数检测情况
３７４死亡病例中４３例没有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检测数

据，其余３３１例中的 ＣＤ４＋Ｔ淋巴计数在４～１３４６个／μＬ之间，
平均（２４３±２０５）个／μＬ，其中≤５０个／μＬ４６例（１３１％），５１～
１００个／μＬ４４例（１３３％），１０１～２００个／μＬ８９例（２６８％），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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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个／μＬ８６例（２５９％），＞３００个／μＬ６７例（２０２％）。
２３　抗病毒治疗特点

３７４例死亡病例中，２４６例参加抗病毒治疗（６５８％），其中
７例没有确切的确证ＨＩＶ抗体阳性时间，从确证 ＨＩＶ抗体阳性
到死亡时间平均生存１７９４（中位数）ｄ；１２８例未接受抗病毒治
疗（３４２％），其中６例没有确切的确证 ＨＩＶ抗体阳性时间，从
确证ＨＩＶ抗体阳性到死亡时间平均生存４７２（中位数）ｄ。因为
生存天数资料是非正态资料，所以两组进行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进行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３７４例死亡病例接受抗病毒治疗情况

接受

ＨＡＲＲＴ情况
例数

百分比

（％）
有效

例数

平均

生存天数
Ｚ Ｐ

是 ２４６ ６５８ ２３９ １７９４ －６４４９０００

否 １２８ ３４２ １２２ ４７２

２４　主要死因和死亡情况
３７４例死亡病例中，艾滋病相关死亡为１４９例占３９８％，其

中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艾滋病相关性肿瘤、艾滋病相关特指疾

病和综合征所占的比例依次为 ３７２％、０８％、１９％，除此之
外，１例死亡病例无法确定详细死因。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肺
内）、肺外结核病是主要的死亡原因，所占的比例依次为

２８９％、７２％。艾滋病相关特指疾病和综合征中的其他死因包
括ＨＩＶ脑病（艾滋病相关性脑病和痴呆综合征ＡＤＣ）、进行性多
灶性脑白质病、淋巴组织间质性肺炎。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为

２０２例占５４０％，其中肝炎和肝炎以外的消化系统疾病所占的
比例最多，依次为２１７％、１３９％。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所占
的比例基本相同，依次为 ５６％、５１％。外因死亡为 ２０例占
５３％，其中伤害和吸毒过量而引起的死亡基本相同，所占比例
依次为２９％、２１％。此外还有３例病例，因找不到相关治疗
记录和亲属的联系方式而无法确定死亡原因，所以归类为无法

判定。见表３。
#

　讨论
艾滋病是由于感染 ＨＩＶ而导致免疫缺陷并发多种机会性

感染和恶性肿瘤的综合征，严重者可导致死亡［１］。从全世界范

围内开始不断地报道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已成为威胁全世

界人类健康非常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２］。随着全世界范围内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全方位的进行和推广，我们所知道的艾滋

病从非常可怕的致死性的疾病慢慢的转变为一类可控制的慢

性传染性疾病［３］。但是每年因为 ＨＩＶ感染死亡的绝对人数还
在持续增加，根据我国 ＡＩＤＳ专报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年ＨＩＶ感染者死亡数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０倍多［４］。

从本研究的结果可知，伊宁市所有死亡病例中男性多于女

性，男性为女性的２８倍，年龄多以青壮年为主，婚姻状态是以
已婚者为主，该特征与该地区的传播特征有关系，该地区因注

射毒品为感染途径人群最多为５２７％，因此伊宁市预防及控制
艾滋病的重点还是应要放在减少吸毒人群、杜绝共同使用注射

器方面。

表３　３７４例艾滋病死亡病例主要死因及详细死因分析表

艾滋病死因 例数
所占百分比

（％）

　艾滋病相关疾病死因（１４９） ３９８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 １３９ ３７２

　　肺孢子菌肺炎（ＰＣＰ） １ ０３

　　肺外结核病 ２７ ７２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肺内） １０８ ２８９

　　慢性隐孢子虫病（肠道，伴腹泻持续＞１个月） １ ０３

　　反复发生的细菌性肺炎 １ ０３

　　念珠菌感染（食管或肺、气管、支气管） １ ０３

　艾滋病相关性肿瘤（２） ０８

　　卡波西肉瘤 ２ ０８

　艾滋病相关特指疾病和综合征（７） １９

　　消瘦综合征 １ ０３

　　急性艾滋病感染综合征 １ ０３

　　其他 ５ ２３

　　无法判定 １ ０３

　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２０２） ５４０

　　恶性肿瘤 ２１ ５６

　　心血管疾病 １９ ５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６ １３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１ ０３

　　消化系统疾病 ５２ １３９

　　肝炎 ８１ ２１７

　　其他 ２２ ５９

　外因死亡（２０） ５３

　　自杀 １ ０３

　　吸毒过量 ８ ２１

　　其他（损伤等） １１ ２９

无法判定 ３ ０９

合计 ３７４ １００

从资料中可以得出经性行为传播引发 ＨＩＶ死亡的病例为
１５７例，占３７４例病例的４２０％，其中明确为同性性传播的为２
例，这一结果中还有可能存在隐藏的同性性传播病例。从全国

范围来看 ＨＩＶ的感染方式从以前的血液传播为主导已经过渡
到了以性传播为主，我国同性性传播所占得比例也在增加［５，６］。

尽管我国一直在对艾滋病高危人群采取众多的宣传教育、免费

发放安全套等预防措施，但是还不能很好的控制其不断增加的

感染人数。因此，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积极推广暴露前预防用

药（ｐｒ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ＰｒＥＰ）很有必要。ＰｒＥＰ是指使用
单一的或复方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ｓ，ＡＲＶｓ）以
降低ＨＩＶ阴性人群感染ＨＩＶ的风险，是目前为止最有前景的生
物医药的方法预防ＨＩＶ感染的策略，对降低和控制艾滋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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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７］。

从研究资料可以得出，从确证 ＨＩＶ抗体阳性到死亡时间，
中位数为１３５５ｄ，相当于 ３７年，其中大于 １年的死亡病例占
７５４％，这一结果与该患者的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时间及其依从
性，与患者确诊时体内病毒载量和 ＣＤ４＋ Ｔ淋巴计数水平以及
患者所处的病程状态有关系，因此在此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从抗病毒治疗的因素来考虑是 ３７４例病例中有
６５８％的病例接受了抗病毒治疗，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和未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平均生存天数分别为１７９４ｄ、４７２ｄ，接受
治疗的病例的平均生存时间大于未接受治疗的病例，通过秩和

检验得出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抗病毒治

疗是延长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主要且有效的因素之一。除

此之外我们新疆的抗病毒治疗还面临药物疗效不很明显等问

题。《柳叶刀传染病》（Ｌａｎｃｅ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杂志２０１１年５
月１９日的一篇报告称，中国目前提供的治疗药物显示疗效越来
越差，同时出现更多不良反应。因此患者生存时间所受的影响

因素非常之多。

根据ＣＤ４＋Ｔ淋巴计数检测情况可以得出平均计数为２４３
个／μＬ，大于３００个／μＬ的病例所占的比例仅有２０１％，因此可
以认为３７４例病例中 ＣＤ４＋ Ｔ淋巴计数检测情况普遍不是很
高，甚至很多病例都非常的低，此结果与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

和自身的免疫系统和病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７４例病例中因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患者
（５４０％）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患者
（３９８％），该结果与本地区的人群民族特征有关系。伊宁市为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居住较多的地区，而消化系统

疾病也是在少数民族人群中发病率较高，而此艾滋病死亡患者

中因肝炎（２１７％）和消化系统疾病（１３９％）为直接死因的人
群所占的比例最多。除此之外恶性肿瘤（５６％）和心血管系统
疾病（５１％）也是比较主要的直接死因，该结果与当地居民主
要是少数民族居民的高盐高脂饮食习惯和与健康相关的生活

习惯有关系。除此之外通过患者抗病毒治疗以后，可能引起患

者死亡的原因有所转变和改变，有相关调查可知病毒性肝炎、

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疾病、非艾滋病相关性肿瘤、药物滥用为

主的非艾滋病相关性疾病的死病率会有所增加［８－１１］。对于外

因死亡而言直接死因为自杀的只有１例，此比例小于全国其他
地区的自杀比例，可能是伊宁市的少数民族多数信仰伊斯兰

教，而伊斯兰教是通过伊斯兰习俗、人格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

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影响了少数民族对心理压力的应对

和调节［１２］。

３７４例病例中艾滋病相关疾病为死因的例数为１４９例，占
３９８％，其中艾滋病机会性感染为１３９例，因此机会性感染是艾
滋病相关死因的最主要原因；而直接死因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肺内）和肺外结核病的病例分别为１０８和２７例，此可能与新
疆地区为结核病的高发区有关，其他病菌感染只有４例或者其
他病菌感染与结核杆菌合并感染可能诊断不明确［１３］。肺孢子

菌肺炎（ＰＣＰ）只有 １例，因此在伊宁市 ＰＣＰ不能归为常见死
因［１４］。所以可以得出艾滋病因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艾滋病患

者的免疫力低下而出现各种机会性感染，因为患者感染多较

重，不易纠正而导致死亡。因此对于 ＨＩＶ的早期诊断，可以比
较有效的减少机会性感染的发生并可以很好的降低感染的严

重程度，降低患者病死率［１５］。艾滋病相关肿瘤中只有２例卡波
西肉瘤，除此之外有７例艾滋病相关特指疾病和综合征。

综上所述，艾滋病死亡原因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虽然抗病

毒治疗目前存在多重不良反应和耐药性，但是此治疗方法是最

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随着目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的发展，

市面上抗病毒药物的日益更新，艾滋病的病死率一定会下降，

艾滋病的死亡原因也可能会相应有所改变和转变，这需要我们

更进一步予以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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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抗体在诊断新生儿梅毒中的应用和讨论
褚雪莲１　严丽英２

１余杭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２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梅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抗体在诊断新生儿梅毒中的应用。方法：分
别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和密螺旋体颗粒凝集实验（ＴＰＰＡ）法对８４例确诊新生
儿梅毒患者与１００例健康新生儿血清进行检测。结果：三种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方法的灵敏度分别为
５１２％、９８８％和１００％，相对而言，ＴＲＵＳＴ法不适合作为诊断新生儿梅毒的初筛试验。结论：ＴＰ－ＥＬＩＳＡ法
灵敏度与特异性相对较高，操作简便易行，建议作为诊断新生儿梅毒的初筛试验；ＴＰＰＡ法由于操作繁琐复
杂，可结合临床作为新生儿梅毒的确诊试验。

【关键词】　梅毒螺旋体抗体；新生儿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密螺旋体颗粒凝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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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白密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苍白亚种，又称梅
毒螺旋体，是性传播疾病梅毒的病原体。人类是梅毒螺旋体的

唯一传染源，性接触直接传染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患梅毒

的孕妇可经胎盘感染胎儿，多发生于妊娠４个月之后。通过胎
盘梅毒螺旋体进入胎儿血流，经血流扩散至全身，发生全身性

感染，并在肝、脾、肾上腺等处大量生长繁殖，致流产、早产或死

胎的发生。而晚期感染成活的胎儿患有先天性梅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Ｓ），常出现特殊体征如马鞍鼻、间质性角膜炎、先天性
耳聋、锯齿形牙等。妊娠期梅毒常无明显症状，为潜伏梅毒，而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易误诊漏诊，使新生儿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

伤害［１］。为了控制与避免梅毒螺旋体感染对新生儿造成巨大

危害，控制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规范、严格的产前梅毒筛查和

先天性梅毒的早期诊断则显得尤为重要［２］。临床症状和梅毒

血清学检测是目前临床上对新生儿梅毒进行诊断的主要标准。

新生儿先天梅毒有多种临床表现，症状体征缺乏特异性，并可

造成多脏器累及。另外，发生漏诊或者误诊，往往是由于父母

不知情，或者故意隐瞒梅毒病史。梅毒螺旋体侵入人体后刺激

人体产生两类抗体，分别为宿主对螺旋体表面的脂质做出应答

产生的非特异性抗类脂抗原抗体，与 Ｂ细胞产生的 ＩｇＭ、ＩｇＧ两
种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梅毒血清学检测根据使用抗原不

同，分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检测与特异性密螺旋体抗原检测两

大类，非特异性脂质抗原检测主要用于对梅毒的初步筛查，包

括不加热血清反应素（ＵＳＲ）、快速血浆反应素（ＲＰＲ）及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等；特异性密螺旋体抗原检测使用
的抗原是梅毒螺旋体的特异成分，主要包括荧光密螺旋体抗体

吸收（ＦＴＡ－ＡＢＳ）、密螺旋体颗粒凝集实验（ＴＰＰＡ）和胶体金
法，这些方法常用于确诊梅毒感染。由于母体 ＩｇＭ抗体不能通
过胎盘，而胎儿 Ｂ细胞只能产生 ＩｇＭ，出生３个月后才能合成
ＩｇＧ，故ＴＰ－ＩｇＭ抗体检测是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早期诊断最理
想的方法［３］。本研究对比讨论了不同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方

法在诊断新生儿梅毒中的特点与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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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新生儿科２００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确诊梅毒的
新生儿８４例及新生儿母亲８４例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
准：（１）经实验室、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梅毒患者，符合《２０１５美国
疾病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梅毒）治疗指南》［４］；（２）患者可出
现硬下疳、多形性皮损等临床表现；（３）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１）合并心、肝、肾等其他器官严重
器质性病变患者；（２）意识不清及精神疾病患者。其中确诊为
梅毒新生儿年龄１ｈ～１４ｄ；男４４例，女４０例。同时选择我院健
康新生儿１００例作为对照。患儿年龄为１ｈ～６ｄ。均采集空腹
静脉血（无溶血、脂血）２～３ｍＬ，离心分离血清－２０℃保存待检。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仪器与试剂　ＴＲＵＳＴ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１４０１２３），ＴＰ－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厦门英科新创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４０３１９），ＴＰＰＡ试剂（日本富士瑞必欧
株式会社珠海丽珠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ＶＮ４０６２８）。
１２２　ＴＲＵＳＴ试验　该试验以包被有心磷脂的胆固醇做为载
体，与血清中的非特异性抗体发生抗原抗体反应，形成胶体微

粒。血清中的抗体，与混悬于甲苯胶红溶液中的抗原微粒反映

出现肉眼可见的粉红凝集块即判断为阳性。按试剂盒说明书

要求，按１∶２、１∶４、１∶８、１∶１６、１∶３２对待测血清进行倍比稀释，
观察呈现阳性反应的最高稀释度报告梅毒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２３　ＴＰ－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该检测方法使用超声波击碎的
Ｎｉｃｈｏｌ株为抗原，用双抗原夹心 ＥＬＩＳＡ法，来检测 ＴＰ抗体是否
存在于待测血清中。将高纯度ＴＰ特异抗原包被于微孔反应板
中，加入标本血清和酶标的高纯度 ＴＰ抗原，形成 ＴＰ抗原 －ＴＰ
抗体－酶标ＴＰ抗原夹心复合物。利用酶底物／色原液（过氧化
脲／ＴＭＢ）产生显色反应，显色强度与 ＴＰ抗体水平成正比。试

验操作依据试剂说明书要求，然后酶标仪波长４５０ｎｍ，空白孔调
零，测定ＯＤ值，ＯＤ值／ｃｕｔｏｆｆ值≥１判定为阳性，ＯＤ值／ｃｕｔｏｆｆ值
＜１则判定为阴性，临界值＝阴性对照ＯＤ均值×２８。
１２４　ＴＰＰＡ法检测　该试验是用明胶颗粒包被梅毒螺旋体
Ｎｉｃｈｏｌｓ株的精致菌体成分制成的致敏颗粒来检测 ＴＰ抗体，当
样本中的ＴＰ抗体与该颗粒结合时可发生凝集，不管是均一颗
粒凝集或是较大的环状凝集均可判断为阳性。当孔底形成小

环状凝集，但外周边缘光滑、完整时判断可疑。颗粒在孔底聚

集成纽扣状且边缘光滑，则判断为阴性结果。试验操作依说明

书，在室温条件下，用稀释液将血清样本分别在Ｕ形板上稀释，
并加入致敏颗粒或未致敏颗粒，静置２ｈ，观察结果，加致敏粒子
孔大于或等于１：８０为阳性。
１３　诊断方法

参照卫生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２７３－２００７《梅毒诊断标准》做为胎传梅毒的诊断标准。其
中，实验室检查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试验与特异性密螺旋体抗

原试验呈双阳是诊断标准之一。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母亲与新生儿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方法比较

所有梅毒产妇标本三种检测结果均为阳性。新生儿

ＴＲＵＳＴ检测阳性检出率为５１２％，与母亲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４２４，Ｐ＜００５）。新生儿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８３例，阳
性检出率达９８８％，与母亲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１，
Ｐ＞００５）。ＴＰＰＡ检出新生儿阳性 ８４例，阳性检出率为
１００％，与母亲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８４例确诊梅毒母亲与新生儿血清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结果

诊断方法
母亲

＋ －

新生儿

＋ －
χ２ Ｐ

ＴＲＵＳＴ ８４（１００） ０（０） ４３（５１２） ４１（４８８） ５４２４ ＜００５

ＴＰ－ＥＬＩＳＡ ８４（１００） ０（０） ８３（９８８）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０５

ＴＰＰＡ ８４（１００） ０（０） ８４（１００） ０（０）　 ＞００５

２２　梅毒产妇与新生儿ＴＲＵＳＴ抗体滴度对比
梅毒产妇与新生儿ＴＲＵＳＴ试验血清抗体滴度检测结果显

示，母亲滴度普遍高于新生儿滴度，其中４１例新生儿梅毒抗体
阴性。见表２。

表２　梅毒产妇与新生儿梅毒ＴＲＵＳＴ抗体滴度对比

组别
滴度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８ １∶１６ １∶３２
合计

母亲 ０ ０ ３ １４ ６２ ５ ８４

新生儿 １１ １４ ８ ４ ４ ２ ４３

２３　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新生儿梅毒结果比较
用梅毒螺旋体抗体试验检测健康新生儿１００例，ＴＲＵＳＴ试

验检出阳性８例，ＴＰ－ＥＬＩＳＡ法初筛检出阳性２例，经复查结合
临床症状均已排除诊断。ＴＰＰＡ方法的灵敏度与特异性明显高
于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方法（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和ＴＰＰＡ的特性比较

检测方法
灵敏度

（％）
特异性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ＴＲＵＳＴ ５１２ ９２０ ８４３ ６９２

ＴＰ－ＥＬＩＳＡ ９８８ ９８０ ９７６ ９９０

ＴＰＰ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表示 ＴＰＰＡ方法的灵敏度与特异性明显高于 ＴＲＵＳＴ、ＴＰ－
ＥＬＩＳＡ方法（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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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梅毒螺旋体抗原成分分为梅毒螺旋体膜蛋白抗原和内鞭

毛蛋白抗原两种，膜蛋白抗原包括心磷脂抗原和类脂抗原，内

鞭毛蛋白抗原包括特异性不耐热抗原与特异性耐热的多糖抗

原 （多糖－ＲＮＡ复合物），可刺激机体产生类脂质抗原的非特
异性反应素和抗梅毒螺旋体抗原特异性抗体。根据检测所用

抗原的不同，检测患者血清中非密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和梅毒

螺旋体抗原血清实验是临床诊断梅毒的实验室检查两种方

法［５］。ＴＲＵＳＴ作为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的代表，其灵敏度与
特异性均低于以ＦＴＡ－ＡＢＳ、ＴＰＰＡ为代表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
抗原检测，但其在对梅毒感染的初筛以及观察疗效、随访和复

发的辅助诊断中有重要价值。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又称胎传梅毒，梅毒螺旋体经由母体胎

盘传给胎儿，可能由在孕前或在妊娠期间感染梅毒，且未经治

愈的产妇传播。梅毒产妇垂直传播的概率接近１００％［６］。梅毒

孕妇及随之而来的先天性梅毒，现在主要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先天性梅毒主要是缺乏产前护理（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ＡＮＣ）和
性传播感染控制的后果［７］。根据国外研究调查，在瑞士，相对

于国际准则，在妊娠期间梅毒筛查一般不建议使用，但因此在

瑞士人口中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间感染梅毒的育龄妇女病例大幅
增加［８］。在匈牙利，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在产前检查中梅毒的

筛选检查是强制性的，以防止梅毒的发展［９］。在我国，先天性

梅毒已对新生儿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保障优生优育，保障

我国人口出生质量与健康，及早的诊断、干预和治疗是基础［１０］。

作为临床实验诊断科室，应当联系应用不同的检测方法，使检

验结果的灵敏度与特异性相结合，因此正确地选择与评价实验

室现用检测方法对新生儿梅毒诊断的初筛具有重要意义［１１］。

ＴＲＵＳＴ试验主要用于Ⅰ、Ⅱ期梅毒的定性筛查，这种非梅
毒螺旋体抗体试验的缺陷主要包括在初级和晚期梅毒检测灵

敏度的低下，和可能存在的前带反应或假阳性结果。前带反应

一般在Ⅱ期梅毒患者中有１％～２％的发生率，是由于当抗体过
量时阻碍了正常抗体 －抗原反应［９］。有研究表明 ＴＲＵＳＴ亦可
做为半定量试验观察，其滴度的变化可以很好的反映梅毒患者

的预后，对梅毒患者的疗效观察有重要意义［１２］。梅毒螺旋体特

异性抗体检测，例如 ＥＬＩＳＡ或者 ＴＰＰＡ较 ＴＲＵＳＴ要更加昂贵，
用于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患者的负担，但是可以反映患者是否

曾经感染和其治疗情况。因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ＣＤＣ）与Ｂｉｎｎｉｃｋｅｒ等［１３］建议使用反向梅毒筛查算法，即自动

化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如ＥＬＩＳＡ）。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ＩｇＭ抗体产生先于 ＩｇＧ与 ＩｇＡ抗

体，因此ＩｇＭ抗体检测可应用于梅毒的早期诊断［１４］。先天性梅

毒新生儿出生早期常缺乏临床症状和体征，同时难以获取暗视野

显微镜检查所需标本。由于小分子的ＩｇＧ可通过孕妇的胎盘屏
障，而较大的ＩｇＭ一般不能够通过胎盘，无法进入胎儿的血液循
环中，所以只有在新生儿血清中检测到特异性ＩｇＭ抗体时，说明
胎儿受到了宫内感染，自身产生了梅毒特异性抗体。所以，新生

儿梅毒的检测，采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检测抗梅毒
螺旋体ＩｇＭ抗体，可获得高特异性与高敏感性的结果，是判断结
果准确的方法，但该方法操作复杂费时，临床上常不使用。

本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ＴＲＵＳＴ试验由于是非特异性心
磷脂抗体检查，相对灵敏度与特异性较低（５１２％与９２０％），
且新生儿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与其母亲的血清滴度相比较，新生儿

的滴度普遍比母亲要低，但若新生儿的滴度高于母亲的４倍，应
当高度怀疑先天性梅毒的存在［１５］。ＴＰ－ＥＬＩＳＡ试验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与特异性（９８８％与９８０％），并且由于其酶放大效
应，可使ＥＬＩＳＡ的敏感性甚至高于ＴＰＰＡ法，本次研究由于样本
量较小，并没有在结果中体现出来，而且 ＥＬＩＳＡ易于自动化、标
准化，操作简单快捷，但可因抗体滴度过高而出现假阴性，因此

临床高度怀疑是新生儿梅毒时需用 ＴＰＰＡ作确诊试验。ＴＰＰＡ
也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与特异性（１００％与１００％），但由于其操作
繁琐复杂，可应用于新生儿梅毒的确诊。一般在初筛试验中，

应尽量提高其灵敏度，因此初筛建议使用ＴＰ－ＥＬＩＳＡ作为新生
儿梅毒螺旋体抗体初筛试验，而不是ＴＲＵＳＴ试验。

综上所述，ＴＲＵＳＴ适用于对梅毒感染治疗效果进行动态监
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等）在待测血清
除去了交叉抗体，提高了特异性，因此可作为确证试验，对潜伏

期和晚期梅毒敏感性更高。不能单凭梅毒的血清学试验阳性

作为诊断新生儿梅毒的绝对依据，它只提示标本中存在类脂抗

体或ＴＰ抗体，同时也不能因为实验室检查的阴形结果排除梅
毒螺旋体的感染，检测结果应结合临床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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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不同梅毒检验方法在梅毒螺旋体检测中的
临床效果
张瑞芳１　高丽华１　董宇青１　应航宇２

１杭州市中医院检验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２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多种不同梅毒检验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的准确率。方法：随机抽取２０１２年
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我院收治的３４例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再选取非梅毒人员３５例（对照组），
所有患者都使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ＴＰＰＡ）、梅毒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和梅毒甲胺红不加热血清
反应素（ＴＲＵＳＴ）等试验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结果显示，ＥＬＩＳＡ和 ＴＰＰＡ的灵敏度与特
异度要高于ＴＲＵＳＴ，其比较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 ＴＲＵＳＴ的假阳性率 ２３２％，而
ＥＬＩＳＡ和ＴＰＰＡ的假阳性率均为０％。同时，ＴＲＵＳＴ的假阴性率为１２４３％，总阳性率为８７５７％；ＥＬＩＳＡ假
阴性率为２４３％，总阳性率为９７５７％；ＴＰＰＡ假阴性率为０％，总阳性率为１００％。结论：通过检测显示，ＴＰ
ＰＡ的灵敏度较低，在临床中不建议使用；而ＥＬＩＳＡ和ＴＰＰＡ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且操作简单、方便，适用
于自动化、标准化等操作，且可以批量操作，临床中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梅毒；检验方法；梅毒螺旋体；结果；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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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在临床中属于十分常见的一种通过性传播的疾病，苍
白螺旋体是该病的病原体，在临床中又称梅毒螺旋体。梅毒的

主要传播是通过性交传播、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等。研究发

现，该疾病还可以通过公共物品的接触进行传播，尽早的发现

和治疗梅毒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所以做好梅毒的预防、早期

诊断在临床中对控制该疾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２］。本文将

我院收治的３４例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分析，现报

告如下［３］。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收治的３４例梅
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０例，年
龄２６～５７岁，平均年龄（３８９±１５３）岁，１２例为一期梅毒患
者，２２例为二期梅毒患者；再选取非梅毒人员３５例（对照组），
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８～６０岁，平均年龄（４０９±
２４３）岁。

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签订知情书，其生殖器官出现疱
疹和下疳样脓皮症以及软下疳等情况；（２）男性龟头、阴茎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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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沟等位置出现结核性溃疡与固定性药疹等症状；（３）女性
阴部患有急性女阴溃疡和白塞氏病；（４）一期梅毒患者的感染
部位出现溃疡、硬下疳等症状，二期梅毒患者的皮肤黏膜出现

损害、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三期梅毒患者出现胃、眼、心脏、神

经、耳受累、树胶肿损害等情况［５］。排除标准：患有其他疾病与

病史的患者。所有患者在临床资料的比较中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皆使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ＴＰＰＡ）、梅毒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和梅毒甲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
（ＴＲＵＳＴ）等试验进行检测［４］。采取预约抽血检查的方式，在前

１ｄ晚上所有人员２２点禁食，在第２ｄ的７点左右在肘静脉处开
始抽取静脉血，血量３ｍＬ，随后马上送去检验科检验，通过离心
机来收集标本，根据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的时速来进行离心处理，在
５ｍｉｎ后，选择上层血清来做进一步的检测。所有采集的标本全
部通过ＴＰＰＡ、ＴＲＵＳＴ、ＥＬＩＳＡ这三种方法检验，所有检验都在有
效期之内，其检验的步骤、方法都按照仪器说明书与试剂的顺

序进行操作［１］。

１３　诊断标准
有关梅毒的相关诊断标准均按照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性

病诊断标准》中的梅毒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灵敏度 ＝真阳性人数／（真阳性人数 ＋假阴性人数）
１００％；特异度＝真阴性人数／（真阴性人数 ＋假阳性人数））
１００％；阳性预测值＝真阳性／（真阳性 ＋假阳性）；阴性预测值
＝真阴性／（真阴性＋假阴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患者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
料以ｔ检测，计量资料χ２检测，所有数据以标准差表示（珋ｘ±ｓ），
Ｐ＜００５时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结果显示，ＥＬＩＳＡ和 ＴＰＰＡ的灵敏度与特异度要高于

ＴＲＵＳＴ，其比较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
ＴＲＵＳＴ的假阴性率为１２４３％，总阳性率为９７１２％；ＥＬＩＳＡ假
阴性率为２４３％，总阳性率为９７３２％；ＴＰＰＡ假阴性率为０％，
总阳性率为１００％。见表１。

表１　梅毒患者三种检测方法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敏感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ＴＰＰＡ ９６３ ９８ １００ ０

ＥＬＩＳＡ ９８８ ９７５ ９７３２ ２４３

ＴＲＵＳＴ ９００ ９６３ ９７１２ １２４３

#

　讨论
梅毒在临床中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根据该疾病感染

的时间、途径、临床症状等，可以将其分为潜伏梅毒、先天性梅

毒和一期、二期、三期梅毒。在我国传染病防治中，梅毒病被划

分为乙类传染病的病种。目前，在各个地区中都有发病，特别

是在东南亚和南亚中发病人群最多［６］。近年来，我国各地区梅

毒的感染患者逐渐增加，据统计，该疾病是我国病例报告最多

的一种传染性疾病［７］。在报告中，潜伏梅毒所占比例最大，一

期和二期梅毒次之，梅毒螺旋体是梅毒的病原体［８］。该疾病的

主要传播途径包括：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以及公共物品

的接触传播，其中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占我国梅毒传播途

径的 ９５％。
本研究将我院收治的３４例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再选取

非梅毒人员３５例，所有患者都使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法和梅毒甲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等试验

进行检测［９］。结果显示，ＥＬＩＳＡ和 ＴＰＰＡ的灵敏度与特异度要
高于ＴＲＵＳＴ，其比较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０］。
其中ＴＲＵＳＴ的假阳性率２３２％，而ＥＬＩＳＡ和ＴＰＰＡ的假阳性率
均都为０％。同时，ＴＲＵＳＴ的假阴性率为１２４３％，总阳性率为
８７５７％；ＥＬＩＳＡ假阴性率为２４３％，总阳性率为９７５７％；ＴＰＰＡ
假阴性率为０％，总阳性率为１００％。

本研究中该疾病的诊断主要根据流行病史、临床特征、实

验室检查等方面来进行，而隐性梅毒在临床中表现不明显［１１］。

据研究表明，梅毒发展到晚期是很难治愈的［１２］，所以在梅毒检

测中，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就显得十分重要［１３］。其隐性梅毒主要

通过实验室进行检测，而实验室检测主要包括暗视野显微镜检

测、梅毒血清学检测、脑脊液检测等，这三种检测方法通过梅毒

血清学检测最简便［１４］。目前，已经广泛使用到临床筛查梅毒

中。在梅毒螺旋体受到感染后，人们身体中的免疫系统会出现

两种抗体：一是特异性的抗梅毒螺旋体，二是非特异性的抗类

脂质抗体。在本研究中，ＴＰＰＡ、ＥＬＩＳＡ和 ＴＲＵＳＴ这三种方法都
是检测特异性抗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所以有比较高的特异

性［１５］。在非特异性的类脂质抗体中，由于梅毒螺旋体感染后，

周围组织受损后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中，都呈现阳性，主要包括

类风湿性关节炎、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肝炎等疾病，所以

在非特异性抗体的检测方法中，特异性不是很高，在非梅毒感

染的患者中都可能出现假阳性等情况，所以使用价值不大。

综上所述，通过检测显示，ＴＰＰＡ的灵敏度较低，在临床中
不建议使用；而ＥＬＩＳＡ和ＴＰＰＡ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且操作
简单、方便，适用于自动化、标准化等操作，临床中值得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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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皮损中高危型和低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情况研究
梁思　李若虹　王建峰　宋佩华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研究尖锐湿疣皮损中高危型和低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
染情况。方法：研究纳入２３５例人乳头瘤病毒检查结果阳性的患者，对其型别、各型感染率及病毒拷贝数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２３５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存在３４８人次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统计结果如下：
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３６７％，１２８／３４８）、ＨＰＶ１６（７５％，２６／３４８）、ＨＰＶｌ８（３５％，１２／３４８）、ＨＰＶ３１（１７％，６／
３４８）、ＨＰＶ３３（２９％，１０／３４８）、ＨＰＶ３５（２％，７／３４８）、ＨＰＶ３９（５２％，１８／３４８）、ＨＰＶ４５（１１％，４／３４８）、ＨＰＶ５１
（５７％，２０／３４８）、ＨＰＶ５２（１１５％，４０／３４８）、ＨＰＶ５６（２９％，１０／３４８）、ＨＰＶ５８（１０１％，３５／３４８）、ＨＰＶ５９
（５５％，，１９／３４８）、ＨＰＶ６８（３７％，１３／３４８）。２３５例患者中１２８例为尖锐湿疣低危型 ＨＰＶ６及 ＨＰＶ１１感染，
高危型ＨＰＶ中 ＨＰＶ５２感染率最高，其次为 ＨＰＶ５８，然后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９，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６８，
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１，感染率最低的是 ＨＰＶ４５。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６及 ＨＰＶ１１患者为１２８
例，只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及ＨＰＶ１１的患者为８２例；感染高危型ＨＰＶ患者为１５３例，只感染高危型ＨＰＶ的患
者为１０７例。低危型和高危型混合感染患者为４６例。ＨＰＶ感染拷贝数主要集中在１０７－１０３／１０４细胞。结
论：尖锐湿疣中ＨＰＶ６和１１阳性率最高，高危型ＨＰＶ可以和低位型ＨＰＶ合并感染，也可以单独感染，发病率
呈增高趋势，因此需要加强尖锐湿疣患者的治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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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确定的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大
约有１００多种，高危型 ＨＰＶ与宫颈癌相关，包括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
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共１３种亚型；低危型ＨＰＶ与
外生殖器尖锐湿疣等良性病变相关，包括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
共５种亚型［１］。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
以皮肤黏膜疣状增生性病变为主的性传播疾病，多由ＨＰＶ６型、
１１型引起［２］。病毒潜伏期可以持续１个月至数年。本文对我
科就诊患者的ＨＰＶ感染情况进行统计，并分别对低危型及高危
型ＨＰＶ感染和病毒复制拷贝数进行了分析，对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的情况有基本了解。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病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门诊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
８月就诊的尖锐湿疣患者，其诊断符合２０００年卫生部疾病控制
司制订的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排除孕妇、哺乳期、精神疾病

患者。入选２３５例，其中男１０２例，女１３３例，年龄１８～７０岁。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荧光ＰＣＲ的方法对患者尖锐湿疣皮损进行 ＨＰＶ检测

分型，分别检测低危型和高危型 ＨＰＶ共１４型（低危型 ＨＰＶ６，
ＨＰＶ１１，高危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
并计算病毒拷贝数。

１３　统计学方法
Ｅｘｃｅｌ表格录入并汇总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ｌ９０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各型ＨＰＶ感染率

２３５例患者中１２８例为尖锐湿疣低危型ＨＰＶ６及ＨＰＶ１１感
染，ＨＰＶ５２型是高危型 ＨＰＶ中感染率最高的，其次为 ＨＰＶ５８，
然后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９，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６８，ＨＰＶ１８，
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１，感染率最低的是 ＨＰＶ４５。见
表１。
２２　高危型和低危型ＨＰＶ感染情况

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及ＨＰＶ１１患者为１２８例，只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６及ＨＰＶ１１的患者为８２例；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患者为１５３
例，只感染高危型ＨＰＶ的患者为１０７例。低危型和高危型混合
感染患者为４６例。
２３　ＨＰＶ拷贝数情况

低危型ＨＰＶ６及ＨＰＶ１１中出现拷贝数为１０６／１０４细胞的患
者最多；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中 ＨＰＶ３５、ＨＰＶ４５、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２、
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９中拷贝数为 １０５／１０４细胞患者最多。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５９中拷贝数为１０６／１０４细胞的患者
最多。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５８中拷贝数为１０４／１０４细胞的患者
最多，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６８中拷贝数 １０３／１０４拷贝最多。
ＨＰＶ５８中１０７／１０４细胞拷贝数最多。所以ＨＰＶ感染拷贝数主要
集中在１０７－１０３／１０４细胞。见表１。

表１　各型ＨＰＶ感染率及拷贝数分布

ＨＰＶ分型
阳性率

［ｎ（％）］

拷贝数［ｎ（％）］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０２

６＋１１ １２８（３６７） １０（７８） １７（１３３） ３３（２５８） ２３（１８．０） １７（１３３） ２０（１５６） ８（６２）

１６ ２６（７５） ２（７７） ４（１５４） １２（４６１） ５（１９２） １（３８） ２（７７） ０

１８ １２（３５） １（８３） １（８３） ５（４１７） ３（２５．０） ２（１６７） ０ ０

３１ 　６（１７）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３（５０．０） １（１６７） ０ ０ ０

３３ １０（２９） １（１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２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０

３５ 　７（２．０） ０ １（１４３） ０ ５（７１４） ０ １（１４３） ０

３９ １８（５２） ０ １（５６） ４（２２２） ２（１１１） ５（２７８） ５（２７８） １（５６）

４５ 　４（１１） ０ 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０ １（２５．０） ０

５１ ２０（５７） ２（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１５） ５（２５．０） ４（２０．０） ５（２５．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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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ＨＰＶ分型
阳性率

［ｎ（％）］

拷贝数［ｎ（％）］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０２

５２ ４０（１１５） ０ ３（７５） ６（１５．０） １３（３２５） ４（１０．０） １１（２７５） ３（７５）

５６ １０（２９） １（１０．０） ０ ３（３０．０） ４（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０

５８ ３５（１０１） ３（８６） ７（２０．０） ６（１７１）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４（１１４） １（２９）

５９ １９（５５） １（５３） ３（１５８） ５（２６３） ５（２６３） １（５３） ４（２１．０） ０

６８ １３（３７） ２（１５４） ０ ０ ２（１５４） ４（３０８） ４（３０８） １（７６）

#

　讨论
大约有７０种ＨＰＶ亚型，其中３５种对生殖器上皮细胞有特

异性，存在致癌可能，比如宫颈或肛周的癌症［３］。大部分尖锐

湿疣患者和ＨＰＶ６及 ＨＰＶ１１感染相关，此两型 ＨＰＶ没有致癌
性，而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５、ＨＰＶ３９及 ＨＰＶ５８等型别
有癌变可能［４］。研究表明有尖锐湿疣的患者患生殖器癌的概

率上升［５，６］。除了女性宫颈癌外，被感染 ＨＰＶ的男性患者有发
生生殖器疣的风险［７］。

虽然９０％的ＨＰＶ感染在两年内被清除，但病毒感染可能
进入潜伏期，在数月或数年后复发［８］。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会有

复发性疣［９］。细胞介导的免疫可能在疣的复发中有重要作用，

有免疫缺陷的患者更易发生ＨＰＶ感染，并且对治疗有抵抗［１０］。

但在２０％左右的女性中生殖器疣在３个月内可以自行消退［１１］。

大概２０％的生殖器疣患者可以并发其他性传播疾病，５％可能
有淋病或支原体感染［１２，１３］。所以需要同时对其他性传播疾病

进行排查。

本文研究显示低危型 ＨＰＶ仍为尖锐湿疣主要感染的病毒
型别。而高危型 ＨＰＶ中 ＨＰＶ５２是主要感染的病毒型别，和之
前的研究文献结果相同［１４］。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６及 ＨＰＶ１１患者
为１２８例，只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及 ＨＰＶ１１的患者为８２例；感染
高危型ＨＰＶ患者为１５３例，只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的患者为１０７
例。说明尖锐湿疣感染以低危型ＨＰＶ为主，但高危型患者有增
多的趋势，需要引起重视。单一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为 ３０例
（１２８％，３０／２３５），多重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为７７例（３２８％，７７／
２３５），低危型 ＨＰ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为４３例（１８３％，４３／
２３５）。说明越来越多的尖锐湿疣患者合并有高危型ＨＰＶ感染。
而高危型ＨＰＶ的致癌性，提示了尖锐湿疣治疗的重要性。

ＨＰＶ感染中拷贝数主要集中在１０７－１０３／１０４细胞，而大于
１０７／１０４细胞和１０２／１０４细胞拷贝数患者少。在感染性疾病中，
病原体的致病力与病原体的数量和毒力有直接关系，病原体数

量的异常增多将影响尖锐湿疣症状是否出现［１５］。因此在尖锐

湿疣的治疗中应强调早期抗病毒治疗，特别是对于高病毒载量

的患者应进行正规的治疗和随访，使病毒载量尽可能下降，从

而达到减少复发的目的。

本文对尖锐湿疣ＨＰＶ感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尖锐湿疣以低危型ＨＰＶ感染为主，但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呈增高
趋势，需加强对患者的早期及时治疗。病毒拷贝量也是衡量疾

病严重程度的指标，但本研究未进行治疗前后ＨＰＶ拷贝量变化
的观察，还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对尖锐湿疣患者的早期诊断治

疗、ＨＰＶ分型、拷贝量检测对其预后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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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云南地区阳痿患者相关资料的调查，并设对照研究，总结出云南地区阳痿发病
的危险因素，为阳痿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

分析性流行病学中的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问卷调查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当前云南地区阳痿发病

的危险因素。结果：阳痿发病与多因素有关，大中专及其以上学历、公务员及技术员、工作压力较大、日常生

活中度紧张、患得患失、忧郁、夫妻性关系不和谐、既往或现在患有前列腺炎、糖尿病、性病、高血压病以及吸

烟、饮酒，以上因素可能是阳痿的危险因素；而工作中劳逸结合、日常生活不紧张、性格外向、平和、夫妻性关

系和谐则可能是阳痿的保护性因素。结论：通过针对云南地区阳痿患者致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明

确了当代社会与环境条件下云南地区阳痿的危险因素，为进一步提高云南地区男性的健康水平和防治阳痿

发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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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８１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Ｂ

　　中医所称的“阳痿”（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ＩＭＰ），即勃起功能障碍（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一种病因复杂、由多种危险因素造成
的严重影响男性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疾病。据统计，全世界

约有１５亿男性患者不同程度的阳痿，其中美国估计有３千万
患者［１］。而亚洲男性因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将勃起能力视为

能力与成功的标志之一，故阳痿将使其经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

伤。因此，研究阳痿的发病原因和相关危险因素，以加强阳痿

的预防并采用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方案是当前面临的重要

问题。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阳痿篇》中提出“凡男子阳痿不

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清冷……但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盛

者，仅有之耳”的著名论断，故后世医家多认为阳痿多虚证，为

肾虚，为肾阳虚，治疗多以温补肾阳为主。但随着社会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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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演变，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古代阳痿发病学与证候学发

生的背景与基础都有显著的不同，仍沿用传统学说，概用补肾

法，则有悖于中医学“三因制宜”的理论。因此，认识和探讨当

代社会条件下阳痿发病的危险因素，对预防阳痿、提高中医药

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制有效的阳痿中药新药提

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要进一步提高阳痿的防治水平，首要任务是运用分析性流

行病学中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当代社会条件下阳

痿发病的危险因素。因此，本研究对云南省３家医院门诊就诊
的阳痿患者进行了研究，这将对进一步探讨阳痿防治的有效方

法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也同时促进了男科疾病的临床、教学、

科研工作的开展，而且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安定文

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来源

选取具有云南地域代表的位于滇中的云南省中医医院、滇

东北的曲靖妇幼医院及滇南的开远市中医医院作为调查点，对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到上述三家医院男科和泌尿外科同
期门诊就诊的符合阳痿诊断标准的６００例本地患者，同时选取
对性功能影响较小的６００例肾结石患者作为调查对象，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发放调查表。

１２　病例组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阳痿的诊断标准　持续不能达到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
获得满意的性生活，包括：①阴茎不能勃起，不能性交；②阴茎
能勃起，但勃起强度或硬度不够，阴茎难以置入阴道进行性交；

③阴茎能勃起且勃起硬度或强度尚可，但勃起维持时间短暂，
尚未置入阴道或置入阴道后即萎软不能性交。历时３～６个月，
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者即可诊断为阳痿。

１２２　阳痿分度标准　根据ＩＩＥＦ－５将阳痿的程度分为三度：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１２～２１分为轻度；８～１１分为中度；５～７分为
重度。

１２３　纳入标准　睾丸及阴茎等生殖器发育正常、已婚或未婚
同居的成年阳痿。

１２４　排除标准　睾丸及阴茎等生殖器发育异常、未婚无稳定
性生活、患精神病不能正确表述问题的成年阳痿患者。

１３　对照组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
１３１　男性肾结石诊断及纳入标准　有腰部肾区或一侧腹痛
史、或有腰腹部疼痛的同时伴有血尿、或有尿道排石史；经 Ｂ超
或腹部平片（ＫＵＢ）或静脉尿路造影（ＩＶＰ）等影像学检查发现肾
内结石影。

１３２　排除标准　女性、未成年男性、已婚成年阳痿男性、阴茎
勃起功能正常的未婚成年男性等肾结石患者。

１４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的自拟复合式问卷《阳痿流行病学调查表》和《男

性肾结石患者性功能情况调查表》（包括一般情况、病史、伴随

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五大项），分别针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调查表中前四项为本次调查必备的内容，后一项根

据调查医院的具体设备情况和患者的实际情况确定作与不作

或多作与少作。

１５　统计学分析及偏倚控制
对相关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方法

采用单因素配对χ２检验，同时严格执行诊断标准，对调查员进
行统一培训，避免信息偏倚和混杂偏倚。

１６　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方法
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方法见表１。

表１　云南地区阳痿的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方法

因素 变量名 　　　　　　赋值

文化程度 Ｘ１ ０：高中及其以下；１：大中专及其以上

职业 Ｘ２ ０：工人；１：农民；２：公务员及技术员；３：个体户；４：军人

工作情况 Ｘ３ ０：劳逸结合；１：压力较大；２：压力极大；３：屡遭挫折

紧张度 Ｘ４ ０：不紧张；１：轻度紧张；２：中度紧张；３：重度紧张

个性特点 Ｘ５ ０：外向；１：患得患失；２：内向；３：人格障碍

体质 Ｘ６ ０：忧郁质；１：瘀血质；２：痰湿质；３：湿热质；４：阴虚质；５：阳虚质；６：平和质

夫妻性关系 Ｘ７ ０：和谐；１：一般；２：女方不配合；３：女方要挟；４：紧张

性生活开始年龄 Ｘ８ ０：≤２０；１：＞２０；２：＞２５；３：＞３０

初次性交年龄 Ｘ９ ０：≤１５；１：＞１５；２：＞２０；３：＞２５；４：＞３０；５：＞３５

结婚年龄 Ｘ１０ ０：＞２０；１：＞２５；２：＞３０

初次性交感受 Ｘ１１ ０：正常感受（喜悦、平静）；１：异常感受（紧张、沮丧、恐惧）

手淫 Ｘ１２ ０：无；１：有

对手淫的看法 Ｘ１３ ０：正常（适当发泄属正常情况）；１：不正常（有害、不道德、导致阳痿）

手淫后心理 Ｘ１４ ０：正常心理（平静、从容）；１：不正常心理（紧张、害怕、内疚、恐惧、自责、罪恶感）

患前列腺炎史 Ｘ１５ ０：无；１：有

患性病史 Ｘ１６ ０：无；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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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因素 变量名 　　　　　　赋值

患高血压史 Ｘ１７ ０：无；１：有

患糖尿病史 Ｘ１８ ０：无；１：有

吸烟史 Ｘ１９ ０：无；１：有

吸烟量（支／ｄ） Ｘ２０ １：轻度（≤５）；２：中度（５～１５）；３：重度（＞１５）

饮酒史 Ｘ２１ ０：无；１：有

饮酒量（ｍＬ／ｄ） Ｘ２２ １：轻度（≤２５０）；２：中度（２５０～３５０）；３：重度（＞３５０）

血糖测定 Ｘ２３ ０：正常；１：异常

睾酮测定 Ｘ２４ ０：正常；１：异常

催乳素测定 Ｘ２５ ０：正常；１：异常

前列腺液常规 Ｘ２６ ０：正常；１：异常

阳痿 Ｙ ０：无；１：有

　　注：体质项采用王琦《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进行测评

"

　结果
２１　均衡性检验

因病例收集较困难，最终纳入病例组 ６００例，对照组 ６００
例。两组在性别（男性）、民族（汉族）方面均一致。病例组平均

年龄为（３７４０±１２６７１）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３５９１±
１１４０８）岁，经两独立样本ｔ检验，ＯＲ＝０３８３，可见二者具有可
比性。

２２　阳痿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及各因素不同程度与阳痿患
病关系

２２１　文化程度、职业与阳痿的关系　调查发现高中及其以下
学历的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０１），但其ＯＲ＝０３２９＜
１（９５％ＣＩ：０１０９～０９８９）；而学历在大中专及其以上的两组间
差异有显著性（Ｐ ＜０００１），且 ＯＲ＝３０３６（９５％ＣＩ：１７３２～
５４３９）。推测学历较高者、公务员及技术员（Ｐ＜０００１，ＯＲ＝
３０７４，９５％ＣＩ：１７３４～５４５０）可能是因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
精神负担较重等因素可使患阳痿的可能性增加。根据流行病

学的理论，ＯＲ值大于１说明该危险因素对阳痿的暴露频率大于
对照组，该因素对阳痿的危险度增加。提示高学历可能是阳痿

的危险因素，这一推论与以往流行病学调查所示阳痿与文化程

度无关的结论相异。

２２２　工作情况、日常生活中紧张度与阳痿的关系　调查发现
感觉压力较大的两组之间（Ｐ＜０００１），ＯＲ＝３０１９（９５％ＣＩ：
１７００～５３６３）的差异有显著性，结合文化程度与职业的相关数
据可推测压力较大可能是阳痿的危险因素。对于劳逸结合的

两组来说，Ｐ＜０００１，ＯＲ＝０１９８（９５％ＣＩ：０１０５～０３７２），ＯＲ
值小于１说明该因素是该疾病的一种保护性因素。因此，可以
推测工作中劳逸结合者患阳痿的可能性较小。压力极大及屡

遭挫折的两组Ｐ值均大于００５，但ＯＲ值均大于１，考虑与样本
量有关。

对于紧张度的调查发现，轻度紧张（Ｐ＝００４０，ＯＲ＝１９３６，
９５％ＣＩ：１０３４～３６２６）及中度紧张（Ｐ＝００１４，ＯＲ＝２１７３，
９５％ＣＩ：１１７７～４０１２）二者均可能是阳痿的危险因素，而不紧
张（Ｐ＜０００１，ＯＲ＝０２０６，９５％ＣＩ：０１０９～０３８８）则可能为阳
痿的一种保护性因素。

２２３　个性特点、体质与阳痿的关系　个性患得患失的两组之
间（Ｐ＜０００１，ＯＲ＝３０４９，９５％ＣＩ：１７０８～５４４４）差异有显著
性，即其可能是阳痿的危险因素。对于性格内向来说则不一定

（Ｐ＝０４０４，ＯＲ＝１３２２，９５％ＣＩ：０６８５～２５５５）。此外，忧郁质
可能是阳痿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０１，ＯＲ＝３３０８，９５％ＣＩ：１６７３
～６５４２）。平和质则可能是阳痿的保护性因素（Ｐ＜０００１，ＯＲ
＝００６５，９５％ＣＩ：００２１～０２０５）。对于瘀血质、痰湿质及阳虚
质（三者ＯＲ值均大于１）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阳痿的危险
因素。

２２４　夫妻性关系、初次性交感受与阳痿的关系　非正常夫妻
性关系的发生阳痿的可能性较大，推测它们是阳痿的危险因

素，具体如下：女方不配合者（Ｐ＜０００１）；女方要挟者（Ｐ＝
０００１）；性关系紧张者（Ｐ＜０００１）。性关系和谐者则为阳痿的
保护性因素。对初次性交感受作答的各有５８８例。对于初次性
交有异常感受（紧张、沮丧、恐惧）者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４，ＯＲ
＝２５８１，９５％ＣＩ：１３５４～４９１８），推测其为阳痿的危险因素。
２２５　手淫有无、对手淫的看法及手淫后心理与阳痿的关系　
在该部分调查中，对手淫的看法作答的仅各有５７６例，对手淫后
心理作答的仅各有 ５４０例。推测手淫看法（Ｐ＝００００，ＯＲ＝
８３３０，９５％ＣＩ：３８０２～１８２１５）及手淫后心理（Ｐ＝０００１，ＯＲ＝
３０８３，９５％ＣＩ：１５６９～６０５８）可能会使患者形成异常心理反
应，甚则可能对今后性生活有一定影响，而使该因素成为阳痿

可能的危险因素。至于对手淫有无而言，两组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４７０。
２２６　既往病史及用药史与阳痿的关系　在以往的阳痿流行
病学调查中躯体疾病受到极大关注，其中以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慢性肾功衰、内分泌疾病、神经疾病等为重点。根据本次调

查，前列腺炎（Ｐ＝０００５，ＯＲ＝３０００，９５％ＣＩ：１３９０～６４７３）及
性病（Ｐ＝００１７，ＯＲ＝５４４４，９５％ＣＩ：１３５７～２１８４６）可能是阳
痿的危险因素，考虑与患者精神负担过重有关。本调查亦支持

糖尿病是阳痿的危险因素。对于高血压病虽与对照组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其对勃起功能的影响不容忽视，考虑
可能与样本量有关。对于用药史而言，两组比较，Ｐ＞００５，无
显著性意义，且 ＯＲ值 ＜１，可以推测用药史与阳痿无关。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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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与样本量有关。

２２７饮食口味与阳痿的关系　从中医学的角度考虑，饮食口
味的偏嗜，如过食辛辣油腻必然使相应脏腑机能偏盛，从而打

乱机体阴阳平衡。虽然本次调查发现饮食辛辣（含煎炒、厚腻）

的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ＯＲ＝１２９４，因此在分析
二者关系时要考虑饮食辛辣对阳痿发生有一定影响。

２２８吸烟、饮酒与阳痿的关系　对于吸烟量而言，三者（轻度、
中度、重度）各与不吸烟相比，均有显著意义，即 Ｐ＜００５、Ｐ＜
０００１、Ｐ＜００５，随吸烟程度增加，发生阳痿危险性以中度吸烟
最大。对于饮酒量而言，中度饮酒与不饮酒相比无显著统计意

义（Ｐ＞００５），轻度、重度饮酒与不饮酒相比有统计意义，值分

别为：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即轻度、重度饮酒发生阳痿危险性
增高。

２２９　实验室检查　根据临床需要及患者经济承受能力适当
合理选择。

近年来证实催乳素的升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男子的

性功能和生殖功能，在调查中也发现催乳素（增高）与阳痿发病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Ｐ＜０００１，ＯＲ＝１５５２５，９５％ＣＩ：４７７４～
５０４８６）。对于前列腺液常规（异常）也与阳痿发病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其 Ｐ＜０００１，ＯＲ＝２６２９３，９５％ＣＩ：３２５０～１３７８６）提
示可能是阳痿发病的危险因素，考虑系与炎症刺激、精神焦虑、

抑郁有关。见表２。

表２　云南地区阳痿患者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病例组 对照组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文化程度

　高中及其以下 ２０４ ３６６ １４６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９ ０１０９～０９８９

　大中专及其以上 ３９６ ２３４ １４６１７ ００００ ３０３６ １７２３～５４３９

职业

　工人 ９０ １２０ ０８６６ ０３５２ ０７０６ ０３３９～１４７１

　农民 ３０ ４８ ０７４０ ０３９０ ０６０５ ０１９２～１８８７

　公技人员 ３４８ １８６ １４７５９ ００００ ３０７４ １７３４～５４５０

　个体户 ９６ １３８ １５６１ ０２１２ ０６３８ ０３１５～１２９９

　军人 ３６ １０８ ６８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６３８ ０１１５～０７３４

工作情况

　劳逸结合 ９６ ２９４ ２４８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５～０３７２

　压力较大 ３２４ １６８ １３９７３ ００００ ３０１９ １７００～５３６３

　压力极大 １０２ ９０ ０１４９ ０７００ １１６１ ０５４６～２４６０

　屡遭挫折 ７８ ４８ １３３０ ０２４９ １７１８ ０６８５～４３１１

生活紧张度

　不紧张 ４８ １４４ 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 ０１０９～０３８８

　轻度紧张 １０２ ６３ ４２３８ ００４０ １９３８ １０３４～３６２６

　中度紧张 １１４ ６６ ６０９５ ００１４ ２１７３ １１７７～４０１２

　重度紧张 ３６ ２４ ０４７９ ０４８９ ５６８８ ００４１～７９２５８

个性特点

　性格外向 １２０ ３１２ ２２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１ ０１２５～０４２７

　患得患失 ３１８ １６２ １４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３０４９ １７０８～５４４４

　性格内向 １５６ １２６ ０６９５ ０４０４ １３２２ ０６８５～２５５５

　人格障碍 １８ ０ １００５ ０３１６ ００００

体质

　忧郁质 ２１０ ８４ １１９２１ ０００１ ３３０８ １６７３～６５４２

　瘀血质 ６０ ４８ ０２４４ ０６２１ １２７８ ０４７８～２６６８

　痰湿质 １０２ ９０ ０１４９ ０７００ １１６１ ０５４６～２４６０

　湿热质 １４４ １５６ ０１０７ ０７４４ ０８９９ ０４７８～１６９５

　阴虚质 ４８ ６０ ０２４４ ０６２１ ０７８３ ０２９４～２０８３

　阳虚质 ２４ １８ ０１４８ ０７００ １３１９ ０３１６～５５０４

　平和质 １２ １４４ ２１３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１～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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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危险因素 病例组 对照组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夫妻性关系

　和谐 ６０ ３４８ ５１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０～０１５８

　一般 ４２ １３８ １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３ ０１１５～０６０２

　女方不配合 １６８ ３６ １７１５１ ００００ ６０９３ ２６０６～１４２４６

　女方要挟 １２０ ３０ １０２８６ ０００１ ４７５０ １８３６～１２２８８

　紧张 ２１０ ４８ ２１５９７ ００００ ６１９２ ２８９７～１３３１７

初次性交感受

　正常感受 １０８ ２１６ ８２８２ ０００４ ０３８８ ０２０４～０７３９

　异常感受 ４８０ ３７２ ８２８２ ０００４ ２５８１ １３５４～４９１８

手淫因素

　手淫有无 ５８２ ５７０ ０５２１ ０４７０ １７０１ ０４０２～７２１５

　手淫看法 ５３４ ３４８ ２７８９３ ００００ ８３３０ ３８０２～１８２５１

　手淫后心理 ４４４ ３２４ １０８１７ ０００１ ３０８３ １５６９～６０５８

既往史与用药史

　前列腺炎 １５０ ６０ ７７９２ ０００５ ３０００ １３９０～６４７３

　糖尿病 ７８ ３０ ３９０７ ００４８ ２８３９ １０１０～７９７６

　性病 ６０ １２ ５６７４ ００１７ ５４４４ １３５７～２１８４６

　高血压 ３６ １８ ３１９１ ００７４ ３１９８ ０９０１～１１３５５

　用药史 ３４８ ２７０ ３３８３ ００６６ ０５９２ ０３３８～１０４７

饮食口味

　清淡 ７２ ９０ １４１２ ０２３５ ０７７３ ０５０５～１１７６

　辛辣 ５２８ ５１０ １４１２ ０２３５ １２９４ ０８４７～１９８０

烟酒

　吸烟 ３９６ ２１０ １９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３６０５ ２０２４～６４２０

　饮酒 ４３２ １９８ ３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５２２１ ２８３３～９４６６

吸烟量

　不吸 ２０４ ３９０

　轻度 １０８ ６０ ８０９３ ０００４ ３４４１ １４６７～８０７２

　中度 １６８ ７８ １３５４３ ００００ ４１１８ １９４５～８７１９

　重度 １２０ ７２ ７９１３ ０００５ ３１８６ １４１６～７１７０

饮酒量

　不饮 １６８ ４０２

　轻度 ３１８ １２０ ３０７５３ ００００ ６３４１ ３３２２～１２１０４

　中度 ４８ ４２ ３３５０ ００６７ ２７３５ ０４９５～８０２６

　重度 ６６ ３６ ７８８６ ０００５ ４３８７ ２８１５～１２３５１

实验室检查

　空腹血糖 １２６ ４８ ７０６１ ０００８ ３１７５ １３５０～７４６５

　睾酮 ３０ ４３８ ５７４９ ００１６ ５６１６ １３６４～２３１１８

　泌乳素 ６９ １８０ ２０７６８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２５ ４７７４～５０４８６

　前列腺液常规 １２３ ６０ ２６２９３ ００００ ２６２９３ ３２５０～１３７８６

　　注：空腹血糖、睾酮、催乳素组各４９８例；前列腺液常规组各５４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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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文化程度、职业与阳痿患病关系

从目前国内外报道来看，文化程度与阳痿的关系意见不

一。北京地区阳痿患病率多中心调查［２］提示文化程度较低者，

阳痿的患病率趋势越大。而广东省揭阳市对１１６２例中老年男

人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与阳痿的发病率没有相关性［３］。而职

业与经济收入有相关性，就其与阳痿的关系，在对上海市阳痿

流行病学调查［４］中发现低、极低档收入者阳痿患病率较高。但

本次研究结果与既往调查有一定差异，即学历较高者、公务员

及技术员患阳痿的可能性增加。这主要考虑教育水平高者均

具有较强的保健意识，但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工作、家

庭中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巨大，往往致其精神高度紧张、情志压

抑，从而诱发阳痿。

３２　工作情况、日常生活中紧张度与阳痿患病关系

导致阳痿的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和抑郁因素等。但阳

痿的轻重则与压力的易感性和个体差异有关，尤其当焦虑与抑

郁同时存在时，更易诱发勃起失败。Ｃｈｒｏｕｓｏｓ［５］研究发现慢性

应激压力可引起代谢综合征，进一步发展造成血管内皮功能障

碍和／或炎症损伤，最终可以迁延发展成器质性阳痿［５，６］。而本

次研究亦发现进一步从流行病学得角度证实了由于家庭和工

作上的负担过重，人际关系繁杂，身心压力巨大，因此发生阳痿

的危险性较大，而劳逸结合、日常生活中不紧张者发生阳痿的

可能性较小。

３３　个性特点、体质与阳痿患病关系

在抑郁症临床治疗中阳痿是一个非常普遍和值得关注的

问题，且多数抗抑郁药物在改善抑郁症状的同时并不能改善性

功能情况。因此个性患得患失以及忧郁者往往更容易出现阳

痿，同时因阳痿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抑

郁症患者的病情控制，从而导致抑郁症与阳痿之间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至于体质，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体正气的盛衰状况，

与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从中医角度分析，此类阳痿患者多阴

阳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减退、抗病能力较差，极易出现紧张、抑

郁、焦虑不安等情绪，从而招致病邪入侵，机体阴平阳秘的状态

被打乱。本次研究也提示阳痿患者因长期患病导致患得患失

和情志不畅，而使病程迁延日久，相反若性格外向及平和质者，

即时患者但因情志舒畅、气血调和从而降低了阳痿发生的危险

性，同时也利于病程缩短。因此，对相关易感体质进行早期干

预，将是中医体质学理论在阳痿防治过程中的一大优势，也有

利于患者更好地回归社会。

３４　夫妻性关系、初次性交感受与阳痿患病关系

精神心理因素一直被认为是我国青壮年男性阳痿 的重要

危险因素之一，尤其对于夫妻关系不亲密、不和谐及初次性交

有不良性感受者更容易发生阳痿。樊云井等［７］的研究亦显示

夫妻关系和谐者阳痿患病率为 ２０１３％，不和谐者患病率为

３７３５％（Ｐ＜０００１），这主要考虑系受传统保守性观念的影响，

因不和谐的性关系导致缺乏自信心、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容

易造成男性性心理障碍，在以后的性交过程中，期待性焦虑有

可能导致再次失败，最终易形成恶性循环，使病人认为自己患

了难以治愈的永久性损害［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阳痿。因此对

于存在夫妻性关系不协调者及初次性交有创伤性性经历的阳

痿患者主张性伴侣应给予其足够的理解并参与阳痿的治疗过

程，这样才能提高阳痿的治疗效果，同时也改善了性满意度。

３５　手淫有无、对手淫的看法及手淫后心理与阳痿患病关系

因为性教育缺乏，导致青少年性无知，从而导致性感知异

常（如手淫危害生殖健康等），加之传统观念把其视为万恶之

一，因此对手淫有不正确看法及手淫后的负疚、罪恶感易导致

阳痿的发生，并在原有基础上使病情反复。因此加强性生理方

面的知识的普及，同时加强对性心理、性道德方面的教育，有利

于使患者放下包袱，树立信心［９］。

３６　既往病史及用药史与阳痿患病关系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ｎＤ）是阳痿

和心血管疾病的共同始动因子、核心发病机制及病理基础之

一［１０，１１］。在阳痿 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 Ｍｅｔａ分析中提示阳痿

人群的总校正相对危险度（ＲＲ）比正常人群发生心血管事件的

风险高４７％，脑血管病的风险高４１％［１２］。而高血糖诱导的氧

化应激所致的内皮功能损伤是阳痿主要的发病机制。对于性

病与阳痿的关系，多数性病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是心理性的，一

般来自对感染的反复发作和感染他人的担心，在精神病学中可

归属于神经官能症或神经症（ｎｅｕｒｏｓｉｓ），因此对此类患者要积极

进行心理疏导［１３］。对于用药史与阳痿的关系报道结果不一，因

此要针对所用药物结合其基础疾病来分析，如 β－受体阻滞剂

可使阴茎灌注压降低或阴茎舒张功能不全等导致阳痿发生，但

缺乏严格的对照研究。

３７　饮食口味与阳痿患病关系

中医认为男性性功能和多个脏腑经络密切相关，若恣食肥

甘厚味、辛辣煎炒之物，势必损伤脾胃，导致湿热内生，下注宗

筋，宗筋弛纵不举而导致阳痿。而研究也表明高脂血症会导致

体内过度氧化应激从而诱发阳痿［１４］，而肥胖患者的 ＦＴ（ｆｒｅｅ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和Ｂｉｏ－Ｔ（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Ｂｉｏ－Ｔ）的下降

速度比ＴＴ（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更快，糖尿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

只有饮食控制及严格控制血糖，才可能使阳痿 恢复接近正常

状态。

３８　吸烟、饮酒与阳痿患病关系

吸烟是公认的器质性阳痿 发生的危险因子。吸烟可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血管收缩，减少阴茎血流和增加血液黏滞

度，同时可增加血液中 ＣＯ２含量，减少阴茎氧供，进一步加重阳

痿患者内皮功能的损害程度［１５］，还对阳痿的某些危险因子（包

括疾病和药物）有放大作用，香烟中的尼古丁及受尼古丁刺激

释放出来的儿茶酚胺可直接影响类固醇激素合成从而抑制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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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的产生。而酒精也直接影响睾酮的产生，使 ＦＴ明显减少，同

时加快肝脏对睾酮的降解，使 ＦＴ进一步减少。而本次调查也

提示吸烟、饮酒的两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且

ＯＲ值均 ＞１），这一结论与樊云井等［７］调查中相关结论类似。

因此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如健康饮食、减肥、戒烟、限制饮酒以及

体育锻炼可以改善低度炎症、胰岛素抵抗、内皮功能障碍引起

的阳痿［１６］。

３９　空腹血糖、睾酮、泌乳素、前列腺液与阳痿患病关系

高血糖通过激活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ＮＡＤ

ＰＨ）氧化酶产生大量 ＲＯＳ，ＲＯＳ与 ＮＯ相互作用导致 ｅＮＯＳ失

活，进一步减少ＮＯ的含量［１７］。当雄激素缺乏时海绵体平滑肌

纤维明显减少，海绵体白膜脂肪堆积。血清中高水平的 ＰＲＬ则

可抑制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的分泌，降低血浆

中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使睾酮生成减少。可见内分泌紊乱

是阳痿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在本次研究也从流行病学的角

度证明内分泌紊乱在阳痿发病中的普遍性。慢性前列腺炎不

是一种单纯的躯体性疾病，它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与精神因素

密切相关。患者普遍存在精神心理障碍、焦虑和抑郁。张翼飞

等［１８］调查发现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６９７％，它

与患病年龄、病程、存在症状的时间、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密切

相关。性功能障碍是其精神障碍发生的重要因素。故对于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在阳痿的发病中应给予一定的重视，但不应过

度强调二者的关系，以免加重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心理负担。

$

　结论与展望

阳痿的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病机制复杂多

样，与不良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因素、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等危险

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存在共同的危

险因素。因此，运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导致阳痿的危险因

素进行地域性的调查，可以进一步明确该地区各种危险因素与

阳痿之间的确切关系，从而为构建阳痿的“整体防治观”奠定一

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提高阳痿早期诊治水平，推进个性化

治疗，维系男性整体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以及对重大疾

病预警和防治，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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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治疗中老年男性性腺功能低下的临床
效果分析
丁立军１　封玉宏２△　孙颖２

１内蒙古医科大学，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２通辽市医院男性科，内蒙古 通辽 ０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复方玄驹胶囊应用于治疗中老年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症（ＬＯＨ）的临床效
果。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中老年男性ＬＯＨ的患者８０例，对每位患者应用复方玄驹胶囊每日３次，每
次３粒，疗程２个月，评估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水平的差异。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应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前、
后中老年男性症状问卷（ＡＭＳ）评分、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表（ＩＩＥＦ－５）评分及睾酮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复方玄驹胶囊对ＬＯＨ的治疗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中老年男性；性腺功能低下；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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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人口老龄化已是我国的发展趋势，并且老龄化的速度

居世界首位，我国自１９９５年提出“健康老龄化”一词，人们更加
注重中老年的生活质量；在４５岁以后的中老年男性，随着年龄
增加，睾丸内分泌功能减退，体内雄激素水平可能会持续且缓

慢的下降，出现性欲及勃起功能减退、易疲乏、抑郁和内脏脂肪

沉积等临床症状和血清睾酮水平的降低等，这一综合性的临床

表现即为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症（ＬＯＨ）。近年来关于
ＬＯＨ的研究层出不穷，且有研究表明 ＬＯＨ与低睾酮水平有一
定的关系相关［１，２］；本文基于１例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ＬＯＨ，获得
了满意疗效的报道［３］，进行深一步的大量本临床试验，观察复

方玄驹胶囊用于治疗ＬＯＨ的患者，中老年男性症状问卷（ＡＭＳ）
评分、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表（ＩＩＥＦ－５）评分、血总睾酮值（ＴＴ）的
变化情况，而判断其临床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的选取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间于通辽市医院泌尿外科及男

科就诊的患者８０例。
入选标准：年龄在４５至６５岁之间且持续发病大于６个月。

符合ＬＯＨ诊断标准［４］的患者，即：有雄激素缺乏的症状、体征以

及血清睾酮水平至少持续２次偏低的患者；其中主要症状与体
征包括：男性乳房发育、内脏型肥胖、骨质疏松、性欲减退、勃起

功能障碍、代谢综合征、潮热等；且患者的 ＡＭＳ评分值 ＞２７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血ＴＴ＜１１５０ｎｍｏｌ／Ｌ。

排除标准：重度精神神经性疾病患者，前列腺癌、红细胞增

多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严重肝肾及心脑血管等疾病，有内

分泌疾病史以及近期有行内分泌治疗史的患者。

１２　方法
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取得知

情同意。治疗组患者给予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杭州施强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号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７０６），
３粒／次，３次／ｄ，疗程为３个月。对照组患者给予口服复合维生
素Ｂ片（天津力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号 Ｈ１２０２０２３３，
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８１５），１片／次，３次／ｄ，疗程为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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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例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后进行 ＡＭ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
分及血ＴＴ值的检测，记录并判断其变化情况，且治疗期间生活
习惯规律，消除心理因素，适当体育活动，避免使用其他类影响

男性激素水平的药物。

１３　疗效标准
ＡＭＳ量表总分评分为：１７～２６分为无症状；２７～３６分为轻

度；３７～４９分为中度；≥５０分为重度。ＩＩＥＦ－５量表总分评分
为：２２～２５分为正常；１２～２１分为轻度障碍；８～１１分为中度障
碍；５～７分为重度障碍。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ＡＭ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及血ＴＴ值在治疗

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前后 ＡＭＳ评
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及血 ＴＴ值有明显差别，且差异性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前后ＡＭ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及血ＴＴ
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ＡＭ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
分及血ＴＴ值在治疗后有明显改善，且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ＡＭＳ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及血ＴＴ值变化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ＡＭＳ评分值（分） ３３５±６２ ２７６±４５ ３５２±５４ ３４７±４９

ＩＩＥＦ－５评分值（分）１１７±５３ ２５１±６８ １２９±４７ １３６±７２

血ＴＴ值（ｎｍｏｌ／Ｌ） ８２±３１ １６３±４４ ７８±５６ ８１±４７

#

　结论
血睾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男性人体内的睾酮９５％ 来源于

睾丸组织，由睾丸间质细胞合成与分泌［５］，其功能包括：提高性

欲，维持生育，促进蛋白质与红细胞的生成，以及促进骨钙化和增

强认知等功能。其中睾酮对男性性欲的调节起决定性作用［６］。

睾酮还可对血脂、血糖等代谢产生影响。大约在５０岁开始，男性
睾酮的分泌开始逐渐降低，大约２０％的６０岁以上的男性其睾酮
含量低于正常水平［７］。由于体内睾酮的波动，致使部分患者出

现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上述生理功能的

降低，这一年龄变化被称为“男性的更年期综合征”，而其主要原

因即为中老年男性的性腺功能低下所致。目前其主要的治疗方

式以睾丸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为主，小剂量睾酮补充治疗 （ｔｅｓ
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ＳＴ）是 ＬＯＨ的首选治疗方案［８］，其

中十一酸睾酮口服制剂在升高血清睾酮至生理正常范围的同时

避免了肝脏毒性，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９］。但激素类治疗

中老年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风险性较高，用药后的检测也较为

复杂［２］。为了减少长期补充激素而引起的不良反应，大量研究

证实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也有较好的效果［１０，１１］。

本文所探讨的复方玄驹胶囊主要成分为黑蚂蚁、淫羊藿、蛇

床子、枸杞子，其中黑蚂蚁在《本草纲目》即有明确记载，中医认

为蚂蚁是一种温和的滋补药，具有扶正固本、补肾壮阳、养血荣

筋、祛瘀通络的功效，其中以补肾作用尤为显著；有研究显示：黑

蚂蚁可使睾丸重量相对增加，还可以使睾丸曲细精管直径增大，

分泌性激素的间质细胞数增加，生殖细胞活跃程度增强，增加周

围血清雄性睾酮水平［１２］。淫羊藿和蛇床子素在动物试验中亦有

多次证实可以提高小鼠的雄激素水平 ［１３－１５］；枸杞子亦可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睾酮水平［１６］。复方玄驹胶囊为中药制剂，其药物作

用较为缓和，临床应用目前无明确禁忌症，通过本实验可进一步

证实复方玄驹胶囊用于治疗中老年男性性腺功能低下有良好的

临床效果，但由于样本量有限，尚未发现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及

不良反应，有待增加样本量，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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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岳甫嘉医案管窥“心火妄动”与男性不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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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第一中医院生殖医学科，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

【摘　要】　分析明代岳甫嘉三则男性不育症医案，认为心火妄动是岳氏论治男性不育的核心病机之
一，探讨了岳甫嘉治疗男性不育时对心火妄动的治法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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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甫嘉，明代医家，于１６３６年（崇祯九年）撰《妙一斋医学
正印种子编》两卷。上卷主要论述男科，列岳氏种子验案８则，
附３３首种子方。其成效举例中有三则男性不育症验案，岳氏从
治心入手，养心以固精，镇心以聚精，清心以蓄精，交通心肾而

求嗣成功，是从心论治男性不育症的典型案例，而心火是岳氏

医案中反复提到的男性不育的病机要素。兹结合其医案窥探

心火妄动与男性不育的关系，为男性不育的临症思路进行新的

探索。

!

　岳甫嘉医案三则
１１　劳神伤心，心火妄动，养心以固精

案一：一文学，性嗜读书，尤善属文，每读书至夜半，辄阳精

流出。遇作文，两篇犹可，至三篇，未有不精下流者。即偶或不

流，其夜未有不梦遗者。年已三十六无子，求治于予，予诊其

脉，心火炽盛，下部微弱。此用心太过，心肾不交之症也。予立

一煎方，又立一丸方，次第服之。病愈后，服心肾种子丸乃

得子［１］。

按：此患者劳神过度，心阴暗耗，心阳独亢，心火妄动，汲伤

肾水，水不济火，君火动越于上，相火应之于下，心肾不交，精室

被扰，应梦而遗，患者久遗，肾精亏虚，以致无子［２］。遗精与心、

肾之关系尤为密切，病机以阴虚火旺，心肾不交发展为肾虚不

固者为多见，正如《类证治裁·遗泄》所说：“凡脏腑之精，悉输

于肾，而恒扰于火。火动则肾之封藏不固。心为君火，肝肾为

相火，君火一动，相火随之，而梦泄焉”［３］。本病属心肾不交，阴

虚火旺，虚实相见之证，心火炽盛而妄动是本案的核心病机，治

以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为先，久则肾气虚损，精关不固转为虚

证，治以补益肾气，固精止遗为主。岳氏在治疗此患者时亦认

识到心肾不交，虚火缠绵，如急于补肾固涩，则相火更炽，虚火

成实，精非但不能固，反而愈补愈泄，故其诊治以养心神，“稳君

火”，熄妄动之心火，煎方以茯苓、麦冬、远志、柏子仁，合封髓丹

益气宁心，养心安神，丸方在此基础上逐渐加入固精之品，如沙

苑子、五味子、菟丝子等，最后之心肾种子丸固精补肾为主，仍

辅以养心之药。岳氏认为心神安宁，心气内敛则肾水充足，精

血充实，乃能育子，而此正是本案养心以固精、宁心以种子的理

论基础。

１２　痰火扰心，心火妄动，镇心以聚精
案二：一友自幼患羊痫之症，及其壮也，又患滑泄之症，而

痫益频，无子。医者上驱其痰，则药必疏利，而精愈泄，下固其

精，则药必补涩，而痫愈发；若疏利与补涩并用，则二病频仍，终

不能愈，如何得子？诸医束手。一日召予往视，予诊其脉，上盛

下虚。细简诸医之方，皆稳当而未能奏效。踌蹰半晌，因问痫

状。曰：发时如羊鸣一二声，猝然晕倒，手足牵搐，咬牙痰涌，不

省人事，一饭时方醒。醒则一二日身体微热，精滑不止，倦怠之

甚。因问精滑状，曰清精不时溢出，淹滋不净。又问夫妇交感

亦精多否，曰甚少。予思痫乃自幼之沉疴，滑乃后来之添症。

滑则断欲可葆其元，药饵可徐收其效。若痫症不去，则饮食皆

化为痰，久之身且不保，安望得子。今身体尚虚，未可投药，请

夫妇分处，断房事一月，然后予可得而施治矣。友果如予言。

越一月，遇痫发时延予往，予预制三子散为末以待，将牛黄丸用

竹沥化开，候其痫将止痰将退时灌下，盖先则痰方涌盛，药力不

入，后则痰归窠络，药攻无力也。灌下牛黄丸，苏醒时，随将三

子散用河水三碗煎一碗如稀粥样，带热服下。计申时痫发用

药，到初更时腹中连响，夜半大解，去积痰半桶。后痫不复发，

滑亦渐止，戒以绝欲半年，常服安神丸，后服心肾种子丸，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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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子［１］。

按：患者自幼患痫证，今兼患滑泄、不育。痫证为先天禀赋

不足，脏腑受损，积痰内伏，一遇劳作或起居失调，遂致气机逆

乱而触动积痰，痰浊上扰，闭塞心窍，壅塞经络，发为痫证，而痰

邪作祟尤为重要。痫证初发为风痰闭阻，痰火内盛，久之反复，

则致心肾亏虚。本案患者发作时见“羊鸣一二声，猝然晕倒，手

足牵搐，咬牙痰涌，不省人事”，此为风阳痰火，蒙闭心窍；发作

后见“醒则一二日身体微热，精滑不止，倦怠之甚”，此为精气滑

脱，精关不固，阴精亏则微热，肾气耗则倦怠。滑泄为无梦之滑

精，顽痰使患者心火妄动，汲伤肾水，心火不能下暖于肾，肾水

不能上济于心，致心肾不交，滑泄频作，患者“清精不时溢出，交

感亦精少”，肾者主蛰，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久滑则耗精伤

肾而致精少不育。患者脉“上盛下虚”，此为虚实错杂之证。岳

氏此案病机是痰火扰心，心火妄动而后致心肾不交，肾精难聚，

遗泄频作，精亏无子。故治标当以豁痰顺气，息风通络，镇心安

神为法，药用竹沥行痰，牛黄丸搜痰，三子散涤痰，待痰火速祛，

安神丸镇心安神，泻火养阴，心火妄动得以镇静，肾中精气才可

聚集，后治本以心肾种子丸，清心、宁心、敛心、养心使心火镇

静，滋肾、补肾、壮肾、强肾使肾精得聚，心肾阴阳平秘，种子

成功。

１３　酒毒动心，心火妄动，清心以蓄精
案三：一友年壮力强，娶妇十四载从不成育，诸医皆咎其内

之艰嗣也，计将置妾焉。予诊友脉，六部皆洪大，两尺虽洪大，

但重按之则微细无力。因诊其内脉，颇无恙。予叹曰：须知萱

是宜男草，何必千金买牡丹，但脉病在夫，心火炽盛，相火煽从，

而肾水不足以制之也，此友性嗜酒喜博，每夜以继日，沉湎不

休。又善御女，通宵不败。每自言内人苦此，许置妾以代，予笑

曰，“此血气为酒所使，亢阳用事，非摄生求嗣之道。一旦血耗

气衰，犹之电光石火耳”。友愕然惊顾曰：“若是其甚乎，愿明以

教我。”予曰：“若果真心求治，请断酒戒博，唯予药是治，期年之

内，可望得子。”友果猛然憬悟，设誓闭关，摈曲蘖远奕客，一意

唯予药是请。予初进以柴葛解肌汤二剂。友曰：“非其治也。”

予曰：“非君所知。”次进以黄连解毒汤二剂。友曰：“非其治

也。”予又曰：“非君所知。”乃数月而此友形貌消瘦，神思困倦，

因召予谓曰：“吾今几毙矣！满口破碎，小便黄赤，阳事竟不举，

吾今几毙矣！可奈何？”予曰：“君无患，乃今而君之真面目始

睹。向非解肌以达其表，解毒以清其里，则向来之宿酲未散，热

毒未消。骤施温补种子等剂，不犹闭门养寇，而豢之以膏粱，其

有廖乎？”友更霍然憬悟曰：“命之矣。”于是进以清心滋肾等剂，

半月之后，方服心肾种子丸一料。几三月，又服中和种子丸一

料。逾半载，乃以考事出关，遂以出关之夕，与正夫人成孕。匝

十月，举一子，欢然相庆［１］。

按：患者以婚后十四年不育求诊，平素年壮力强，嗜酒喜

博，性欲亢进，岳氏认为“此血气为酒所使，亢阳用事”，李东垣

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４］，酒为阳邪，其性

宣通，易兴奋精神，扰乱神志，酒为湿热毒邪，其气酷烈剽悍，易

耗气伤阴，化火生痰［５］，张景岳云“盖酒为水谷之液，血亦为水

谷之液，酒入中焦，必求同类，故直走血分”［６］，故见嗜酒后，酿

生湿热毒邪，扰乱气血，气血上壅，亢阳用事。“六部皆洪大，两

尺虽洪大，但重按则微细无力”，岳氏认为“心火炽盛，相火煽

从，而肾水不足以制之也”，酒味辛辣，助湿生热，酒本狂性，以

酒为浆，醉以入房，心肾之阴暗耗，兼之赌博熬夜，劳心伤神，真

阴暗耗，肾精不足而致无子。岳氏此案病机为酒毒化火生痰以

致痰火动心，心火妄动，心肾不交，阳亢精耗，肾精难蓄故致无

子。岳氏治酒伤，遵东垣之法，“若伤之，只当发散，汗出则愈

也”［４］，故解酒毒以柴葛解肌汤，外解肌表，后以黄连解毒汤，内

清阳明，通过外散内清之法使标实之酒毒内外分消，后治本以

清心滋肾汤、心肾种子丸、中和种子丸。岳氏的论治选药思路

前期以清心火为标，而后期在补肾蓄精治本时仍间加清心之

品。岳氏论治种子所遵循的原则是“精之藏制虽在肾，而精之

主宰则在心，故精之蓄泄无非听命于心”［６］，所以岳氏在补肾蓄

精之时，时时关注心火的妄动因素，清补结合，种子成功。

"

　心火妄动是男性不育的启动因素之一
《黄帝内经》提出了以肾为轴心，以先天之精为中心的生殖

学说，肾精亏虚是男性不育的根本原因，而岳氏三则验案均为

心火妄动导致肾精亏虚以致男性不育，心火妄动是男性不育的

核心病机要素，故岳氏总结男子不育的病机为“是以无子者，其

病虽在于肾，而责本在于心”，心火妄动，继之相火煽从，男子性

欲行为失常，阳亢、阳痿、遗精、滑精，终致肾精亏损，生殖之精

稀薄而少，而导致男性不育，这是岳氏为我们勾画出的心火妄

动启动男性不育的病理演变过程。另外岳氏病案描述了心火

妄动的诱发因素及病理结局：一类是各种行为、嗜好的异常导

致心火妄动，如嗜酒案患者平素嗜酒喜博，夜以继日，纵情声

色，以致心火妄动，相火煽从，肾水不足以制；如嗜读案患者性

嗜读书，夜半苦读，劳神过度，以致心火妄动，相火应之，心肾不

交之症。另一类是精神情志异常，先天禀赋不足所致心火妄动

引动相火致病，如癫痫案患者，羊痫频作，风阳痰火，蒙闭心窍，

心火妄动，相火亢进，肾水不足，心肾不交之症。岳氏医案虽是

个案研究，但却为我们从整体观念上认识心火妄动所致男性不

育理清了思路，心火妄动是启动因素，是男性不育的病机要素

之一，相火失常是演变过程，心肾不交是病理结局，肾精亏虚是

根本病因，男性不育是求治的目标，行为异常是诱发因素，性行

为的异常是男性不育外在的临床表现。

#

　心火妄动导致男性不育的临床意义
《黄帝内经》提出“头者，精明之府”，“脑为元神之府”，说

明人的精神活动与脑密切相关，又提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

出焉”，提示人的精神活动与心亦相关。性活动包括性欲、勃

起、射精是人的精神、神经共同参与的活动之一，这说明性活动

与心、脑关系密切，岳氏认为心火妄动是男性不育的启动因素，

其所采用的心药对脑之元神进行调养，结合现代医学，其作用

机理可能是对性中枢的影响，岳氏男性不育医案中多次提到心

火妄动的标志性症状为遗精，而现代医学认为遗精属于大脑皮

层下存在兴奋灶或皮质下中枢活动加强［７］，所以岳氏应用治心

药物干预了皮层下大脑中枢的兴奋性，从而调节下丘脑 －垂体
－睾丸性腺轴，达到治疗男性不育的目的。
熬夜、酗酒、赌博、苦读、癫痫等在当代生活中仍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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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见生活方式及疾病，其对男性不育的影响如何，仍是目前

研究的热点。长期的熬夜、赌博、苦读使人处于高度的精神紧

张和超负荷的精神压力，人体长期处于一种应急状态，由此产

生的应急激素，影响了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表现为 ＧｎＲＨ、
ＬＨ、ＦＳＨ的释放异常，从而影响男性的精液质量，精神因素是造
成精子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８］；酒精能通过损害睾丸生精

上皮和影响性激素的合成两种途径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精液

的质量［９］。饮酒影响精子形态，使无定形头精子数目增多［１０］，

中、大量饮酒或长期饮酒可能对男性生育有不良影响［１１］。男性

不育症的中医辨证治疗目前多倾向于精液常规的微观辨证，而

传统中医的宏观辨证多从生活方式、患者的主观症状，五脏的

相关性进行辨证论治，而岳氏从患者的生活方式及既往疾病着

手，结合男性不育患者性活动中的异常表现，探索心火妄动与

男性不育的关系，其方法及治疗变化多端，为我们诊治男性不

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

　清、镇、补三法治心火妄动
岳氏在论治心火妄动，引动相火时，治心火的常用方法如

下：对于酒毒化火，湿热动心之症选用清心火之法，如黄连清心

在脏之火，连翘清心散心经在上之热，而后之玄参清心解毒，凉

血养阴，同时结合酒毒的特性，“酒者大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

物”，“若伤之，只当发散，汗出则愈也”，清心同时，火郁发之，内

清外散使引起心火妄动之热毒祛除；对于风阳痰火，蒙闭心窍，

心火久动之症用镇心之法，如牛黄丸之冰、麝、牛、雄、金、珠、

犀、珀，安神丸之朱砂等皆镇心安神，开窍醒神，另外在清镇同

时，注重痰火之因痰的祛除，竹沥行痰，牛黄丸豁痰，三子散涤

痰，待痰火速去，而君火得镇；对于劳神过度，心血、心阴暗耗，

心阴虚火旺之症，选用补心之法，以茯苓、麦冬、远志、柏子仁，

合封髓丹益气宁心，养心安神，岳氏在补心同时亦注意到，心肾

不交，虚火缠绵，相火更炽，精非但不固，反而愈补愈泄，故岳氏

用药以清补为主，补心药物应用同时，妙在用药引灯芯，以灯芯

草二十根或临卧灯心汤下药，另外封髓丹之黄柏用盐、酒、蜜三

制黑色，亦是岳氏清而不燥，补而不热的治心策略。

%

　宁心治肾，泻南补北是治男性不育的变法
肾精亏虚是造成男性不育的根本原因，补肾法是治疗男性

不育症的最主要方法［１２，１３］。而岳氏所载三案均为心火异常导

致肾精亏虚而致男性不育，岳氏的治疗，师古法又不泥于古，注

重于心的治疗，常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加入心经之品［１４］，是男

性不育治疗的变法。岳氏在整个男性不育的治疗过程中尤其

注重补肾之变法，其补肾从心的角度进行干预，首先注重宁心

以治肾，宁心之法首重性情调整，情志疏导，移情易性，收心养

心，欲不可纵，节欲葆精，措施包括节欲葆精、清心寡欲以聚精，

怡心节劳以惜精，稳心惩怒以藏精，从而达到肾精充盛，种子成

功。另外宁心之法重生活方式的调整，宁心要戒劳神，熬夜劳

心则精血亏耗；宁心要戒酒，酒毒易助心火则精血耗散。从情

绪及生活方式的改善来纠正男性不育的不良诱发因素是岳氏

医案宁心之法治疗男性不育的现实意义。其次在诊治方案的

制定时要谙熟泻南补北，交通心肾之法。种子之法，重在补肾，

而补肾的基础在宁心，而宁心的前提在于泻南方，心主火，心火

易盛，易上炎，所以宁心首选宣散炎上之火，而“火郁发之”，“泄

卫透热”，“心之所藏，在内为之血，在外为之汗”，故可通过汗

法，开腠透邪，透热于外，心火可散；其次后清泄心火，导热下

行，“高者抑之”，“有余折之”，可直接“热者寒之”直泻心火，或

釜底抽薪，使心火速降。待心火祛除之后才能镇心、补心以达

宁心。另外补北方重在滋肾水，只有肾阴盛，肾精足，才能使心

更宁静，心肾安和，而滋肾阴同时要注重养血、益气、温阳，因

“精血同源”，“精气互生”，“阴阳互根”，所以只有谙熟从心治

肾，宁心治肾，补肾之变法，才能在临症时运筹帷幄，为种子打

下坚实基础。岳甫嘉治疗男子不育临证中重视心对生殖的影

响，根据病情而选用清心滋肾、固肾宁心、宁心疏肝、养心温肾、

活血安神，开创了心肾同治治疗男性不育的新的思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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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栀逍遥丸辅治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
排卵疗效观察
田璐１　王翠霞２△

１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 １１００３２
２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沈阳 １１００３２

【摘　要】　目的：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探讨丹栀逍遥丸辅治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疗效。
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９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４６例）和对照组（４６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西医治疗方式，给予患者复方醋酸环丙孕酮片，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丹栀逍遥丸进行辅助治疗，３个月经周期为１疗程，治疗结束后口服来曲唑或注射尿促性素促排卵，比较两
组治疗前后症状改善和促排卵情况，观察并比较两组周期排卵率和排卵率，并于治疗前后各采血１次，每次２ｍＬ，
采用７５ｇ葡萄糖负荷试验，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ＯＧＴＴ２ｈ胰岛素（２ｈＩＮＳ）、空腹血清ＬＨ、Ｔ
水平。结果：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临床症状（烦躁易怒、胸胁胀满、经前乳房胀痛、头痛目赤耳鸣、口苦口干、大

便秘结、小便黄、月经稀发、舌红苔黄、脉弦或弦数）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临床症状均
有一定程度改善，且观察组症状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经过比较，观察组周期排卵率
（９１８２％）和排卵率（７４７１％）均高于对照组（８０９１％、５７５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Ｔ、
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丹栀逍遥丸辅治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肝郁
火旺证的中医证候和月经情况，促进排卵效果，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丹栀逍遥丸；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促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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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ｄｏｎｅ，ｗｉｔｈ２ｍｌ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７５ｇ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ｌｏａｄｔ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ｅ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ｆ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ｌｉｎ（ＦＩＮＳ），
２ｈＯＧＴＴ（２ｈｉｎｓ），ｆ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Ｈ，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ｒｒｉ
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ｒｅａｓｔｂｉｌｇｅｓｆｕｌｌ，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ｂｒｅａｓｔｔｅｎｄｅｒｎｅｓｓ，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ｅｙｅｒｅｄｔｉｎｎｉｔｕｓ，ｄｒｙｍｏｕｔｈ，ｂｉｔ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ｉ
ｐａｔｉｏｎ，ｕｒｉｎｅｙｅｌｌｏｗ，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ｔｈｉｎｈａｉｒ，ｒｅｄｔｏｎｇｕｅｍｏｓｓｙｅｌｌｏｗ，ｐｕｌｓｅｓｔｒｉｎｇｏｒｓｔｒｉｎｇ）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ｃｙｃｌ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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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９１．８２％）ａｎｄ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７４．７１％）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０９１％，５７．５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ｉｎ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ａｎ
Ｚｈｉｘｉａｏｙａｏｐ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ｉｒｅ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ｌｉｖ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
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ｎＺｈｉｘｉａｏｙａｏｐｉｌｌ；Ｌｉｖ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ｉｒｅ；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引起
女性不孕的常见原因，是以无排卵为主要特征，ＰＣＯＳ在育龄妇
女中的发生率约为５％，临床表现主要为月经异常、肥胖、多毛
等。西医学认为高雄激素血症是 ＰＣＯＳ引起不育的主要机制，
复方醋酸环丙孕酮为其常用药物［１］。而中医学观点认为 ＰＣＯＳ
导致不育的主要病因在于肝郁气滞，从而导致心、脾、肾发生病

变，导致患者不孕情况发生［２］。本文以我院９２例ＰＣＯＳ患者展
开研究，探讨丹栀逍遥丸辅治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促排卵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的肝
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９２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１）所有入选患者经Ｂ型超声检查均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
断标准［３］；（２）患者符合中医证候诊断标准中肝郁火旺型症状
（性情急躁易怒，乳房胀痛且胸胁痞满；头晕头痛，目赤耳鸣，甚

则口苦而干；身体健硕，毛发生长茂密，面部可见痤疮；可见大

便秘结，嘈杂吐酸；经色呈深红，质稠）；（３）患者签订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１）患有心、脑、肾、肝等严重性疾病患者；（２）患
者为过敏体质，对药物过敏；（３）患者患有精神类疾病或正在参
加其他临床试验；（４）未按医嘱用药，导致影响最终疗效判断患
者。采用对照研究，根据随机数表分类法，随机分为观察组（４６
例）和对照组（４６例）。分别对两组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分析，差别无显著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９２例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ｎ）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４６ ３１４７±４８３ ６１７±１９６

对照组 ４６ ３２２６±４７４ ６２１±１８７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西医治疗方式，于月经第５ｄ给予患者

餐后０５ｈ口服复方醋酸环丙孕酮片（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５４７９）２ｍｇ，１次／ｄ。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丹栀逍遥丸进行辅助治疗，餐后０５ｈ口服６ｇ，１次／ｄ。３
个月经周期为１疗程，１个疗程治疗后，于月经过后第３ｄ口服
来曲唑２５ｍｇ进行促排卵，１次／ｄ，连续服用至Ｂ超显示卵泡直
径≥１０ｍｍ停药。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情况，观察指标为烦躁易

怒、胸胁胀满、经前乳房胀痛、头痛目赤耳鸣、口苦口干、大便秘

结、小便黄、月经稀发、舌红苔黄、脉弦或弦数［４］。观察并比较

两组周期排卵率和排卵率，并于治疗前后各采血 １次，每次
２ｍＬ，采用７５ｇ葡萄糖负荷试验、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空腹
胰岛素（ＦＩＮＳ）、ＯＧＴＴ２ｈ胰岛素（２ｈＩＮＳ）、空腹血清 ＬＨ水平、
空腹血清Ｔ水平。治疗疗程为２个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
量资料以（珋ｘ±ｓ）形式进行表示，计量资料的对比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临床症状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
观察组和对照组临床症状均有一定程度改善，且观察组症状改

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

症状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烦躁易怒 治疗前 ３３（７１７４） ３５（７６０９）

治疗后 ４（８６９）△ １１（２３９１）

胸胁胀满 治疗前 ３４（７３９１） ３６（７８２６）

治疗后 ３（６５２）△ １４（３０４３）

经前乳房胀痛 治疗前 ３７（８０４３） ３３（７１７４）

治疗后 ５（１０８７）△ １３（２８２６）

头痛目赤耳鸣 治疗前 ３８（８２６１） ３６（７８２６）

治疗后 ３（６５２）△ １５（３２６１）

口苦口干 治疗前 ３９（８４７８） ３７（８０４３）

治疗后 ５（１０８７）△ １４（３０４３）

大便秘结 治疗前 ３９（８４７８） ４０（８６９６）

治疗后 ４（８６９）△ １６（３４７８）

小便黄 治疗前 ３３（７１７４） ３７（８０４３）

治疗后 ６（１３０４）△ １７（３６９６）

月经稀发 治疗前 ４１（８９１３） ３９（８４７８）

治疗后 ５（１０８７）△ １５（３２６１）

舌红苔黄 治疗前 ４０（８６９６） ３８（８２６１）

治疗后 ４（８６９）△ １３（２８２６）

脉弦或弦数 治疗前 ３２（６９５７） ３３（７１７４）

治疗后 ５（１０８７）△ １６（３４７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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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周期排卵率和排卵率比较
经过比较，观察组周期排卵率 （９１８２％）和排卵率

（７４７１％）均高于对照组（８０９１％、５７５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Ｔ水平、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比较
治疗前，两组Ｔ、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排卵情况

组别 例数 促卵泡周期数 排卵周期数 周期排卵率（％） 优势卵泡数 排卵个数 排卵率（％）

观察组 ４６ １１０ １０１ ９１８２ ２５７ １９２ ７４７１

对照组 ４６ １１０ ８９ ８０９１ １８６ １０７ ５７５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Ｔ、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水平

组别 例数 时间 Ｔ（ｎｍｏｌ／Ｌ） ＦＩＮＳ（Ｕ／Ｌ） ２ｈＩＮＳ（ｍＵ／Ｌ） ＬＨ（ｍＵ／Ｌ）

观察组 ４６ 治疗前 ２４１±０３９ １３４７±２７６ １２１０４±２３４９ １１９１±２０３

治疗后 １９４±０２１△ １１３８±１８２△ ９１２３±１２０９△ ６７９±０７１△

对照组 ４６ 治疗前 ２３９±０４２ １４０２±２８１ １３０２８±２４０６ １２０３±１９４

治疗后 １８３±０１９ １２０６±１９３ ９９０６±１０７９ ５１３±０６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ＰＣＯＳ作为女性常见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其发病率为５％

～１０％左右［５］。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６］，多数研究认

为胰岛素抵抗（ＩＲ）和高雄激素血症是ＰＣＯＳ的主要发病机制，在
ＰＣＯＳ患者中降低患者胰岛素水平可以减轻高雄激素血症，故ＩＲ
被认为是ＰＣＯＳ的关键因素［７］，高雄激素血症抑制了卵泡发育，

使促卵泡生成素分泌减少，游离睾酮水平上升，排卵发生障碍，

为患者不育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无排卵、月经稀发［８］。

复方醋酸环丙孕酮是治疗 ＰＣＯＳ的常用药物，通过调整患
者内分泌环境，其作为一种胰岛素增敏剂，可改善 ＩＲ，恢复胰岛
素水平，可抑制雄性激素的形成，达到恢复ＰＣＯＳ患者排卵的目
的，后期再使用来曲唑或尿促性素达到促排卵治疗，但此疗法

临床疗效不显著，无法达到较好促排卵效果［９］。许多学者［１０，１１］

开始从中医辨证疗法加以治疗，ＰＣＯＳ在传统中医学中属于“月
经后期”、“不孕”、“闭经”范畴，此类患者因七情不遂或其他发

病机制从而导致肝气郁结，引起患者灼伤阴血，气郁化火，导致

不孕不育情况发生。中医上认为卵子排放过程与肝疏泄功能

存在直接关系，如患者肝功能恢复到正常范围内，可促使患者

气血平和、经脉通利，最终达到有效治疗不孕不育的目的［１２，１３］。

丹栀逍遥丸作为治疗气机紊乱、肝郁化火的主要药物，其成分

主要为牡丹皮、白术、当归、芍药、柴胡、栀子、茯苓、甘草等，具

有疏肝健脾、清热养血的作用，使气血通调，是近年来治疗 Ｐ
ＣＯＳ极为重要的方剂［１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临床症状均有一定程度改善，且观察组症状改善情况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提示了丹栀逍遥丸治疗的有效性，也揭示了中医
辨证施治的优越性。观察组周期排卵率和排卵率均高于对照

组，观察组Ｔ、ＦＩＮＳ、２ｈＩＮＳ、ＬＨ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此结果也
与相关报道一致［１５］。在本次研究中，中医治疗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对患者肝郁化火调理方面，缩小了中医治疗的范围，突出了

中医治疗的优势，也为其他中医辨证治疗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参

考价值。

综上所述，丹栀逍遥丸辅治肝郁化火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

者促排卵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肝郁火旺证的中医证候和

月经情况，促进排卵效果，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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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抗氧化剂治疗对精索静脉
曲张不育症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
史秋华１　李沙沙２　王磊３

１江苏省荣军医院男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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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抗氧化剂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精子质量的影响。
方法：对２０例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应用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抗氧化进行治疗，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分
别检测精液常规及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Ｃ），并选择１２例健康男性为对照组，观察术前精液常规及ＴＡＣ与对照组
的差异。结果：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在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和ＴＡＣ水平均明显低于健康组，差异
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手术后精索静脉曲张不育Ⅱ°组和Ⅲ°组患者精液量、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及
ＴＡＣ水平明显提高，与手术前比较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少弱畸形精子综合征ＴＡＣ水平
明显低于少精子症和少弱精子症患者，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术后ＴＡＣ水平明显升
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氧化应激可能与精索静脉曲张发生不育症的
发生密切相关，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联合抗氧化剂能明显提高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精子质量。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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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精索内
蔓状静脉丛的异常扩张、伸长和迂曲的一种病理现象［１－４］。精

索静脉曲张是一种导致男性不育症发生的常见原因，大约有

３０％～４０％男性不育与精索静脉曲张有关［２］，但是精索静脉曲

张导致不育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确，可能与阴囊高温、代谢产物

返流、静脉淤血、莱迪希细胞损伤、精子 ＤＮＡ损伤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和总抗氧化能力（ｔｏｔａｌａｎ
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ＡＣ）下降可能是导致男性不育的另一个原
因［５－９］，但是对精索静脉曲张导致的不育症患者 ＴＡＣ的研究较
少，为此本研究对象５０例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 ＴＡＣ水平
进行研究，并且采用高位结扎联合抗氧化剂对精索静脉曲张导

致不育症患者进行治疗。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来我院就诊的２０例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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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不育患者为病例组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夫妇婚
后同居１年以上，性生活正常而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
的原因造成女方不孕，女方的生殖功能检查正常；（２）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方法检查为Ⅱ～Ⅲ°静脉曲张。排除标准：（１）其它原因导致的
不育症；（２）治疗过程中失访的患者。其中Ⅱ°静脉曲张患者１２
例，Ⅲ°静脉曲张８例；少精子症９例，少弱精子症７，少弱畸形
精子综合征４例。并且选择同期来我院进行婚前检查的１２例
正常男性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无明显的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精索静脉高位结扎：采用全身麻醉，采取

腹股沟切口，在内环处将曲张的精索静脉切断、结扎，同时切除

部分阴囊内扩张的静脉，检查术野无活动性出血，关闭手术切

口。术后给予维生素 Ｅ，每粒０１ｇ，１粒／次，３次／ｄ；维生素 Ｃ
０２ｇ，３次／ｄ；硫酸锌片４０ｍｇ，３次／ｄ，口服。

观察指标：所有患者手术前和手术后６个月各检验精液常

规和ＴＡＣ，精液常规检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的方法和
标准采用采用ＷＬＪ－９０００型伟力彩色精子质量检测系统进行
精液参数分析，ＴＡＣ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总抗
氧化能力检测试剂盒检测精浆 ＴＡＣ，所有步骤均严格按照操作
说明进行，每份样本均设样本对照。以３７℃时每分钟每毫升精
浆样品使反应体系的吸光度（Ａ）值每增加００１为１个抗氧化
能力单位。

１３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ＳＰＳＳ１３０处理，计量资料（珋ｘ±ｓ）表示，治疗前后比

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前病例组与对照组相关指标比较

经过观察发现病例组患者在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

和ＴＡＣ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术前病例组与对照组相关指标

组别 例数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 ＴＡＣ（Ｕ）

病例组 ２０ １７４±０５３ １６１４±３８２ ３６７４±１３５３ １２３４±４４５

对照组 １２ ２１９±０５３ ２４３４±３６４ ５６６４±１４４５ １９８２±４３４

ｔ －２３２５ －５９８０ －３９２８ －４６４５

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程度静脉曲张患者术前和术后相关指标比较
经过观察发现Ⅱ°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和Ⅲ°精索静脉曲

张不育症患者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ＴＡＣ术后均较术前有
明显的升高，差异均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程度静脉曲张患者术前和术后相关指标

指标
Ⅱ°（ｎ＝１２）

术前 术后
ｔ Ｐ

Ⅲ°（ｎ＝８）

术前 术后
ｔ Ｐ

精液量（ｍＬ） １９８±０４３ ２４８±０５２ －２５６７ ００１７ １６３±０５４ ２２３±０３４ －２６５９ ００１９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８３４±３６３ ２７３７±６８６ －４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３３４ ２１４２±５７４ －３３９４ ０００４

精子活力（％） ３９８５±１２４２ ６１３４±１５７５ －３７１１ ０００１ ３５３４±１４３４ ５９３４±２１７４ －２６０６ ００２１

ＴＡＣ（Ｕ） １３３４±４４５ ２１５３±４６３ －４４１８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３±３４２ １９２３±４５２ －３８４２ ０００２

２３　不同类型不育症患者术前和术后ＴＡＣ水平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ＴＡＣ水平明显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

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类型不育症患者术前和术后ＴＡＣ水平（Ｕ）

组别
少精子症

（ｎ＝９）
少弱精子症

（ｎ＝７）
少弱畸形精子

综合征（ｎ＝４）

术前 １２５５±０５３ １２６１±０４３ １１８４±０７７＃

术后 ２０２９±０５６ ２０９６±０６４ １９８５±０５４

ｔ －３０１１５ －２８６５２ －２２５３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与少精子症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少弱精子症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研究显示大约有１０％的已婚夫妇患有不孕不育，其中男性

导致的不孕不育因素占３０％左右。而精索静脉曲张被认为是
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精索静脉曲张可以导致睾丸局部

的代谢产物返流，静脉淤血，睾丸局部温度上升，精子 ＤＮＡ损
伤，从而导致生精细胞脱落，精管阻塞，小静脉扩张、瘀血，由于

血液动力学及细胞微环境的改变造成睾丸生精功能降低、导致

精子密度和活力明显下降。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精索静脉曲

张患者活性氧（ＲＯＳ）水平明显升高［１０］。

ＲＯＳ是外源性氧化剂或细胞内有氧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具
有很高生物活性的含氧化合物的总称，是氧化应激的重要产

物。氧化应激是指身体遭受有害刺激后，导致活性氧产生不断

增加，活性氧自由基的含量超出抗氧除能力，打破机体氧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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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抗氧化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机体组织的损伤［１１］。以往的

研究显示氧化应激可以到精子ＤＮＡ的损伤，增加精子细胞的凋
亡和增加精子细胞膜上脂质氧化，从而导致男性不育的发

生［１２］。但是对于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氧化应激水平的研

究国内报道较少，本研究对２０例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的ＴＡＣ
水平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精浆中的

ＴＡＣ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并且不同类型不育症患者中的
ＴＡＣ水平也存在差异，ＴＡＣ是一种是反映机体抗氧化作用的重
要指标，而精浆ＴＡＣ是反映精液清除ＲＯＳ，防止Ｏ２－、ＯＨ－等对
精子损伤的指标，因此本研究认为氧化应激可能在精索静脉曲

张发生不育症中发生重要作用。

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经典手术方

法，目前广泛在临床进行应用，但是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并不是所有患者均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

果，Ｍａｎｃｉｎｉ等［１３］研究对２５例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进行精索静
脉高位结扎术治疗，结果１４例患者术后精子质量和 ＴＡＣ无明
显的改善。因此本研究在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的基础上给予

抗氧化剂进行治疗，结果显示术后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患者的

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ＴＡＣ术后均较术前有明显的升
高，这一结果说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配合抗氧化应激治疗能

明显的提高术后精子质量，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精索静脉高位

结扎术改善了睾丸组织的内环境，有利于睾丸组织产生精子，

另一方面维生素Ｅ、维生素Ｃ和锌是重要的抗氧化剂，能通过抑
制自由基的形成，阻止诱发的膜脂质发生过氧化，从而维持精

子顶体膜的完整和降低精子畸形率，从而提高精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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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多态性与不良孕产史关系的探讨
付杰　陈亮　潘虹　马京梅　于丽　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探讨染色体多态性与不良孕产史的关系。方法：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９月
３０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羊水穿刺的两组孕妇的胎儿染色体多态性的发生率进行比较。孕妇曾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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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胎停育、胎儿畸形史共８３６例（Ａ组）；已分娩正常活婴、生育年龄大于３５岁并且Ｂ超未发现胎儿异常
２８９９例（Ｂ组）。结果：Ａ组检出３０例胎儿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为３５９％，明显高于Ｂ组胎儿染色体多态
性检出率２０３％（Ｐ＜００１）。Ａ组检出的染色体多态性中，９号染色体臂间倒位［ｉｎｖ（９）］最多，检出率为
１６７％，与Ｂ组０８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检出含Ｙ染色体胎儿４３２例，４例 Ｙｑｈ－，
检出率为０９３％，Ｂ组检出含Ｙ染色体胎儿１４７１例，３例Ｙｑｈ－，检出率为０２０％，Ｙｑ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Ｄ、Ｇ组染色体随体区变异、１ｑｈ＋、９ｑｈ＋、１６ｑｈ＋及Ｙｑｈ＋等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两组
胎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染色体多态性中ｉｎｖ（９）、Ｙｑｈ－与不良孕产史可能存在相关性，需
进一步大样本资料加以证实。染色体多态性与不良孕产史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染色体多态性；不良孕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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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体多态性是可遗传的同源染色体位点变异或染色体
区域变异，通过大量人群对比研究表明对表型不会产生影

响［１］。但一些研究［２－４］表明染色体多态性在不良孕产史夫妇

中较普通人群发生率高，其相关性有待于积累更多的临床资

料。我们对因自然流产、胎停育、胎儿畸形来我院行羊水细胞

遗传学检测的不良孕产史孕妇进行回顾性分析，以胎儿染色体

多态性的检出率为主因素进行研究，探讨染色体多态性及与不

良孕产史之间的关系。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在我院行羊水穿刺
的孕妇３７３５例，其中８３６例有自然流产、胎停育、胎儿畸形引产
史 （Ａ组），排除遗传代谢、夫妻一方染色体异常病例；２８９９例
已分娩正常活婴、孕妇生育年龄大于３５岁、没有不良孕产史并
且Ｂ超未发现胎儿异常 （Ｂ组）。
１２　方法

常规分裂中期染色体核型分析，Ｇ显带。
染色体多态性的判定：（１）异染色质增大或减小：观察１、９、

１６、Ｙ染色体及Ｄ、Ｇ组染色体随体与随体柄，必要时辅以 Ｃ显
带、银染分析，如果感兴趣的染色体区段比同源染色体相同区

段明显增大或减小，就可认为是异染色质多态性。如果 Ｙ染色
体＞Ｄ组染色体，认为是 Ｙｑｈ＋；Ｙ染色体 ＜Ｇ组染色体，认为
是Ｙｑｈ－。（２）９号染色体臂间倒位ｉｎｖ（９）。

总结、分析两组染色体多态性的检出率，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发现的染色体多态性变异类型

（１）１、９、１６号染色体长臂异染色质区长度的增加（１ｑｈ＋、
９ｑｈ＋、１６ｑｈ＋）；（２）Ｄ／Ｇ组染色体随体区变异；（３）Ｙ染色体
变异，包括Ｙｑｈ＋、Ｙｑｈ－；（４）ｉｎｖ（９）（ｐ１１ｑ１３）。发现胎儿染色
体多态性后，我们对夫妇双方均做了外周血染色体检查，证实

胎儿染色体多态性的亲源来源，为非新生变异。

２２　染色体多态性的检出率
Ａ组孕妇检出３０例胎儿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为３５９％

（３０／８３６）；Ｂ组孕妇检出 ５９例胎儿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为
２０３％（５９／２８９９）。Ａ组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与 Ｂ组相比差异



·１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Ａ组检出的染色体多态性中，ｉｎｖ（９）最多，检出率为１６７％

（１４／８３６），与Ｂ组０８３％（２４／２８９９）的检出率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检出含Ｙ染色体胎儿４３２例，Ｙｑｈ－检
出率为０９３％（４／４３２），Ｂ组检出含Ｙ染色体胎儿１４７１例，Ｙｑｈ

－检出率为 ０２０％（３／１４７１），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 Ｄ、Ｇ组染色体随体区变异、１ｑｈ＋、９ｑｈ＋、１６ｑｈ＋及
Ｙｑｈ＋等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两组胎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间染色体多态性的比较分析

组别 ｎ

各类染色体多态性例数

１ｑｈ＋ ９ｑｈ＋ １６ｑｈ＋
Ｄ／Ｇ组染色体
随体区变异

ｉｎｖ（９） Ｙｑｈ＋ Ｙｑｈ－ 合计
发生率

（％）

Ａ ８３６ １ １ １ ６ １４ ３ ４ ３０ ３５９

Ｂ ２８９９ ３ ４ ２ １１ ２５ １１ ３ ５９ ２０３

χ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２０７ １６３９ ４１４ ００１３ ４７５０ ６７３１

Ｐ ０９００ ０８９８ ０６４９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９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

　讨论
３１　两组间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的差异

染色体多态性主要表现为异染色质的变异，特别是含有高

度重复 ＤＮＡ的结构性异染色质，通常不含有编码基因，故一般
认为不引起表型效应。在产前诊断中，当检出胎儿染色体多态

性时，为了减轻其父母的焦虑，我们建议双方进行外周血染色

体检查，以证实胎儿染色体异常核型的亲源性。本研究所选胎

儿染色体的多态性均来自父母之一，其检出率的差异一定程度

地反映了父母染色体多态性发生率的差异。由于 Ｂ组孕妇 Ｂ
超尚未发现胎儿结构异常，减少了因异染色质变异可能与各种

胎儿畸形相关所引起的结果偏差。本研究 Ａ组胎儿染色体多
态性总检出率为３５９％，而 Ｂ组为２０３％，两组胎儿染色体多
态性的总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是，通
过对两组间各种染色体多态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仅 ｉｎｖ（９）、
Ｙｑｈ－两组间存在差异。

Ｂ组胎儿ｉｎｖ（９）检出率为０８３％，明显低于Ａ组的检出率
１６７％，提示ｉｎｖ（９）与不良孕产史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学者认
为ｉｎｖ（９）倒位区即（ｐ１１ｑ１２）仅含着丝粒和着丝粒异染色质，互
换后很少形成异常染色体，因此，一些遗传学家甚至认为ｉｎｖ（９）
是没有表型效应的正常变异。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在有精神疾

病、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中，ｉｎｖ（９）的发生率较高［５－７］，是

否是位置效应所致尚不清楚，其相关性还有待于大样本研究及

９号染色体ＤＮＡ标记物与疾病连锁分析研究。由于臂间倒位
的染色体在第一次减数分裂中经过倒位圈的互换，将导致带有

部分重复、部分缺失的重排染色体的生成，因此 ｉｎｖ（９）的临床
意义在染色体多态中是最受关注的［１］，但并没有 ｉｎｖ（９）导致重
组异倍体的报道［８］。因此，大部分 ｉｎｖ（９）是没有危害的，而有
些特定的ｉｎｖ（９）可能具有临床意义，但是单纯依靠Ｇ显带很难
明确定位断裂点，有必要通过分子细胞遗传学探针、分子生物

学方法进行确定［９，１０］。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不良孕产史患者，

不应忽视ｉｎｖ（９）可能存在的表型效应。
两组Ｙｑｈ－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提示

Ｙｑｈ－与不良孕产史有一定的相关性。在Ｙ染色体上有一些与
男性生殖相关的基因，如位于 Ｙ染色体的 Ｙｐ１１３区域与睾丸

发生相关的ＳＲＹ基因，位于 Ｙ染色体 Ｙｑ１１区与精子发生相关
的无精子因子（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ａｃｔｏｒ，ＡＺＦ），精子发生基因主要位
于Ｙ染色体长臂分别称为 ＡＺＦａ、ＡＺＦｂ和 ＡＺＦｃ的 ３个区
域［１１，１２］。Ｙｑｈ－是否伴随一些基因的丢失从而影响胎儿的生育
能力是检出Ｙｑｈ－后要考虑的问题［１３］。由于胎儿的 Ｙｑｈ－为
父源性，因此当父亲具有正常生育能力，胎儿的 Ｙ染色体大小
与父亲的一致时，一般不认为具有临床效应，故未行 Ｙ染色体
微缺失检测。ＤＹＺ１是Ｙ染色体长臂远端的异染质区的重要串
联重复序列，占Ｙ染色体近４０％，Ｙ染色体的长度与ＤＹＺ１拷贝
数有关，Ｙｑｈ－时ＤＹＺ１的拷贝数降低。研究发现ＤＹＺ１的一定
拷贝数可能对维持 Ｙ染色体的结构和功能是必须的［１４］，重复

流产患者存在ＤＹＺ１重复片段的部分缺失［１５，１６］，我们的结果与

此吻合。

本研究中Ａ组胎儿Ｄ、Ｇ组染色体随体区变异、１ｑｈ＋、９ｑｈ＋、
１６ｑｈ＋及Ｙｑｈ＋等染色体多态性检出率与Ｂ组胎儿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异染色质在纺锤丝附着、染色体运动、减
数分裂配对及姊妹染色单体结合上起重要作用。因此一些研

究认为异染色质变异会减弱染色体配对、纺锤丝附着，下调正

常表达的基因，影响减数分裂。但目前仍缺乏对这类人群生殖

细胞的分裂与分化及胚胎发育的研究，也没有异染色质变异导

致减数分裂异常，生成重组异倍体的报道。另外细胞遗传学对

染色体多态性的观察描述不够精细，不能发现异染色质变异中

的潜在差异，造成染色体多态性与生殖异常相关性研究的结论

不一，既有研究表明染色体多态性在不良孕产史夫妇中发生率

高［２－４］，也有研究表明染色体多态性和生殖异常无相关性［１７］，

不影响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的结果［１８］。因此有必要利用分辨

率更高的方法如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基因、分子等层面认识染

色体多态性，研究染色体多态性与不良孕产史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ｉｎｖ（９）、Ｙｑｈ－与不良孕产史可能相
关，需进一步大样本研究进行证实，各种染色体多态性的临床

效应可能不尽相同。分子水平的研究将对揭示染色体多态性

与不良孕产史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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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分析
陈美君１　郑伟２

１绍兴市上虞区计划生育指导站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３００
２绍兴市人民医院妇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孕不育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结果。方法：通过对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
５月我院与绍兴市人民医院治疗的６２１例不孕不育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阴道分泌物进行支
原体培养，同时进行药敏试验，观察患者支原体阳性率并分析药敏试验结果。结果：１２１例支原体阳性患者，
女性支原体阳性率为２４５６％，男性支原体阳性率为１３０９％。女性支原体患者感染率和解脲支原体女性感
染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人型支原体女性患者感染率明显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和女
性解脲支原体及人型支原体感染率对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支原体感染患者对不同抗生素均具有一
定的耐药性。结论：不同性别不孕不育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存在差异，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应结合药敏试验

结果进行针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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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不孕不育对家庭和
谐造成不良影响。引发不孕不育的原因众多，支原体感染为临

床常见的引发不孕不育的原因［１－３］。支原体为生殖道非淋球菌

感染的重要病原体，文献［４，５］报道，５０％左右的非淋球菌尿道炎
由支原体感染引发，这也是导致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其中以

人型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感染为主。支原体感染可引发生殖

腔道炎、附睾炎、慢性前列腺炎等。研究［６，７］显示，抗生素滥用

增加耐药性，支原体药敏试验可在治疗不孕不育中发挥重要作

用。本文通过对我院收治的６２１例不孕不育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同时检测药敏试验结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期间绍兴市上虞区计划生育指
导站与绍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不孕不育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２７５例，女性患者３４６例，年龄为２２～４４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１９
±３６３）岁；不孕年限为 １～１９年，平均年限为（７９２±２１９）
年。患者均排除器质性病变和代谢性疾病引发不孕不育，患者

经临床诊断均为不孕不育，本研究患者均自愿参与。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女性标本采集：通过阴道窥镜充分暴露宫
颈，应用无菌棉球取宫颈分泌物，并通过拭子在宫颈管内旋转，

将标本置于培养基。男性标本采集：通过男性专用棉拭子进入

尿道，旋转３６０°停留一定时间，将其置于培养基中。
１２２　药敏试验　应用试剂盒，通过液体培养法将人型支原体
和解脲支原体分离，并对１２种抗生素进行药敏试验。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不同性别患者支原体感染率及药敏试验结果。支原

体感染判断标准［８－１０］：培养板解脲测试接种２４ｈ后同阴性孔进
行对比，橙黄色转变为红色，颜色清亮表示为解脲阳性感染，人

型支原体接种４８ｈ，培养基转变为红色且颜色清亮表示为人型

支原体感染阳性。药敏实验判定标准：高浓度、低浓度抗生素

培养基橙黄色转成红色，显示支原体对药物耐药，高低浓度抗

生素不变色显示药物敏感，低浓度孔颜色变化，高浓度孔颜色

不发生变化显示支原体中度敏感。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资料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与计量资

料分别利用 χ２检验与 ｔ检验表示，Ｐ＜００５说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

在参与检查的６２１例患者中，１２１例患者为支原体阳性，女
性中支原体阳性患者８５例，支原体阳性率为２４５６％，男性中
支原体阳性患者３６例，支原体阳性率为１３０９％。女性支原体
患者感染率同男性比较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解脲支原体女性感染患者较男性患者明显提高，人型
支原体感染女性患者显著低于男性患者，具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说明其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和女性解脲支原体及人
型支原体感染率对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支原体感染患者情况

类型
女性（ｎ＝３４６）

例数 阳性率（％）

男性（ｎ＝２７５）

例数 阳性率（％）

总阳性率

例数 阳性率（％）

解脲支原体 ６６ １９０８ ６ ２１８ ７２ １１５９

人型支原体 ５ １４５ ２０ ７２７ ２５ ４０２

两种合并 １４ ４０５ １０ ３６４ ２４ ３８６

合计 ８５ ２４５６ ３６ １３０９ １２１ １９４７

２２　支原体阳性标本的药敏试验结果
解脲支原体对抗生素的敏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交沙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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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酯红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红霉

素、甲砜霉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加谱沙星和环丙沙星。

人型支原体对抗生素的敏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甲砜霉素、强力

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环丙沙星和加谱霉素、左氧氟沙星、

红霉素、环酯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两种合

并对抗生素最敏感的抗生素为强力霉素、美满霉素，最弱为环

酯红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和红霉素。见表２。

表２　支原体阳性标本的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解脲支原体

（ｎ＝７２）

人型支原体

（ｎ＝２５）

两种合并

（ｎ＝２４）

环酯红霉素 ６８（９４４４） ５（２０００） ４（１６６７）

强力霉素 ６６（９１６７） １８（７２００） １９（７９１７）

交沙霉素 ７０（９７２２） １６（６４００） １５（６２５０）

甲砜霉素 ３８（５２７８） ２１（８４００） ８（３３３３）

克拉霉素 ６３（８７５０） ４（１６００） ４（１６６７）

红霉素 ５０（６９４４） ６（２４００） ２（８３３）

环丙沙星 １５（２０８３） １３（５２００） ８（３３３３）

罗红霉素 ５２（７２２２） ３（１２００） ４（１６６７）

左氧氟沙星 ３１（４３０６） ９（３６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美满霉素 ６５（９０２８） １４（５６００） １９（７９１７）

阿奇霉素 ３７（５１３９） ３（１２００） ５（２０８３）

加谱沙星 ２９（４０２７） １３（５２００） １４（５８３３）

#

　讨论
不孕不育是由于多种原因引发的疾病，支原体感染是导致

不孕不育的重要病因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１１－１５］：

（１）支原体感染附着在黏膜表面，导致子宫内膜和输卵管炎症，
最终引发输卵管阻塞及粘连；（２）支原体可直接影响孕激素水
平，对母体的免疫力造成损害，导致子宫内膜代谢不良；（３）男
性支原体感染可能导致慢性前列腺炎、精子不液化或少精情

况；（４）慢性支原体感染可能导致精子在表面附着，导致精子顶
体不完整，影响精子的活动能力和密度。支原体感染率呈现明

显增加趋势，支原体感染治疗药物也随之增加，耐药菌株显著

提高，敏感药物治疗成为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在临床治疗过

程中，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生素，防止出现经验性

用药和滥用，及时调整抗生素治疗方案，保证治疗效果。因支

原体缺乏细胞壁，临床治疗支原体感染普遍应用蛋白合成抑制

类抗生素，主要为四环素、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内类。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男性支原体阳性率分别为２４５６％和
１３０９％。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率和解脲支原体感染率均高于
男性，人型支原体女性患者感染率明显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男性和女性解脲支原体及人型支原体感染率
对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支原体感染患者对不同抗生素
均具有一定的耐药性。综上所述，支原体感染同不孕不育密切

相关，患者在检验支原体感染阳性后，不可盲目用药，应结合药

敏检查结果合理用药，停药后需进行复查，直至彻底治愈。支

原体感染的早期治疗对改善不孕不育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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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氧浓度对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
罗丹　高颖　丁晓芳　舒德峰　朱燕　李璐璐　钟少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２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体外培养时不同氧浓度对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中胚胎发育潜能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将４７１例于２０１３年在本生殖中心行ＩＶＦ－ＥＴ
的患者，根据其体外培养的氧浓度将其随机分为 ５％低氧浓度组（ｎ＝２４７）和 ２０％高氧浓度组（ｎ＝２２４）。比
较两组间卵子成熟率、受精率、卵裂率、正常受精率、多 ＰＮ率、Ｄ３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利用胚胎率、
临床妊娠率、着床率及活产率。结果：两组间患者的卵子成熟率、受精率、卵裂率、正常受精率、多 ＰＮ率、Ｄ３
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利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着床率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但低氧浓度组的
活产率显著高于高氧浓度组（４８２％ ｖｓ３８４％，Ｐ＜００５）。结论：低氧浓度胚胎培养能够改善ＩＶＦ的妊娠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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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理条件下，胚胎置身于２％ ～８％的氧浓度中［１］，但目

前有不少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是在大气氧浓度（约２０％）下培
养胚胎。已经有很多哺乳动物实验证明，在这种超生理浓度的

氧分压下培养胚胎会影响胚胎的代谢、发育及相关基因表

达［２－４］。而关于高氧浓度培养对人类胚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仍

相当有限，并且结果尚不一致。有些研究显示低氧浓度培养可

以提高ＩＶＦ／ＩＣＳＩ的着床率、妊娠率和活产率［５－７］，但另一些研

究则显示降低氧浓度未能显著提高胚胎的质量、着床率和妊娠

率［８－１１］。本研究旨在探讨低氧浓度下培养人类胚胎能否改善

ＩＶＦ的妊娠结局。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择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在本中心行标准长方案 ＩＶＦ－ＥＴ治疗的患者进行研究。纳

入标准：（１）年龄在２０～３５岁之间；（２）首次行ＩＶＦ－ＥＴ助孕的
患者；（３）基础卵泡刺激素（ＦＳＨ）＜１０ＩＵ／Ｌ，基础黄体生成激
素（ＬＨ）＜１０ＩＵ／Ｌ；（３）患者的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２３ｋｇ／ｍ２。

排除标准：（１）有习惯性流产病史；（２）纵隔子宫、双子宫等子宫
畸形；（３）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等影响宫腔形态的疾病。该研
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

条件的患者共４７１例，根据进入治疗周期的顺序按随机数字法
分为５％低氧浓度组（研究组）和 ２０％高氧浓度组（对照组）。
低氧浓度组置于５％的氧气浓度下，高氧浓度组置于２０％的氧
气浓度下。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促排卵方案　两组对象均采用标准长方案进行促排卵，
于前一月经周期的黄体中期开始注射 ＧｎＲＨａ进行降调节。月
经来潮后根据降调水平开始以 Ｇｎ启动，利用 Ｂ超和血清激素
水平检测卵泡发育。当达到取卵标准时，于当晚８时左右注射
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促进卵泡的最后成熟，３４～３６ｈ后在超声引导下
经阴道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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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胚胎培养及形态学评分　卵子和胚胎培养均采用瑞士
Ｖｉｔｒｏｌｉｆｅ公司的Ｇ系列序贯培养液。取卵后将研究组的卵母细
胞置于氧气浓度为５％的三气培养箱（５％ＣＯ２＋５％Ｏ２＋９０％
Ｎ２，Ｂｅｎｃｈｔｏｐ培养箱，ＣＯＯＫ公司，澳大利亚）中培养；而对照
组则置于氧气浓度为２０％的单气培养箱（５％ＣＯ２＋空气，Ｇａｌ
ａｘｙＳ＋培养箱，ＲＳＢｉｏｔｅｃｈ公司，英国，三气培养箱生产批号
ＡＣ８５５４９８，单气培养箱生产批号１６８９５）。取卵后３～４ｈ行常规
体外授精，受精１８～２０ｈ后，观察原核判断受精情况。于受精后
第２ｄ、第３ｄ对胚胎进行形态学评分。Ⅰ级：胚胎卵裂球均匀规
则，胞质均质透明，透明带完整，胚胎无或仅有极少（＜５％）碎
片；Ⅱ级：卵裂球形态轻度不均匀，胞浆折光性有轻微变化，碎
片＜２０％，透明带完整；Ⅲ级：胚胎内碎片＜５０％，其余卵裂球形
态同Ⅱ级；Ⅳ级：胚胎内碎片 ＞５０％，碎片外卵裂球具有活细胞
特征，胞浆折光性有较大改变，胞浆变黑颗粒不均匀［１２］。Ⅰ、Ⅱ
级胚胎为优质胚胎。

１２３　胚胎移植及妊娠结局判断　于受精后第３ｄ根据患者年
龄、周期及胚胎情况选择形态评分最佳的１～３枚胚胎进行移
植，剩余胚胎行囊胚培养至第７ｄ，将优质囊胚进行冷冻保存，囊
胚培养均在氧气浓度为５％的三气培养箱中进行。移植后１４ｄ
查血ＨＣＧ确定生化妊娠，３０ｄ行 Ｂ超检查，见孕囊及胎儿心管

搏动确定临床妊娠。

１２４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ＢＭＩ、不孕年
限、获卵数），实验室指标（卵子成熟率、受精率、卵裂率、正常受

精率、多ＰＮ率、Ｄ３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利用胚胎率）及
妊娠结局（临床妊娠率、着床率及活产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两样本均数之间的

比较采用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说明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比较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月被纳入研究组患者共２４７例，对照组
２２４例。两组患者之间的平均年龄、ＢＭＩ、不孕年限、平均获卵数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实验室指标及妊娠结局比较

两组患者的卵子成熟率、受精率、卵裂率、正常受精率、多

ＰＮ率、Ｄ３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利用胚胎率、临床妊娠
率、着床率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研究组的活产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患者一般情况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不孕年限（年） ＢＭＩ（ｋｇ／ｍ２） 平均获卵数（个）

研究组 ２４７ ３０８±３５ ３６±２３ ２１８±３０ １２０±５８

对照组 ２２４ ３０６±４２ ３８±２５ ２１５±３０ １２８±６０

表２　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及妊娠结局

指标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２４７ ２２４

卵子成熟率 ８３９（２４８４／２９６１） ８２５（２３５７／２８５６）

受精率 ８０５（２３８３／２９６１） ７８６（２２４４／２８５６）

卵裂率 ９８２（２３４１／２３８３） ９８２（２２０４／２２４４）

正常受精率 ５５８（１６５１／２９６１） ５５６（１５８８／２８５６）

多ＰＮ率 １２０（３５４／２９６１） １１７（３３４／２８５６）

Ｄ３优质胚胎率 ７２９（１１８６／１６２８） ７３０（１１４７／１５７１）

囊胚形成率 ６６５（６９８／１０４９） ６３１（６２７／９９４）

可利用胚胎率 ６１１（９９５／１６２８） ５９５（９３４／１５７１）

临床妊娠率 ５４１（１３４／２４７） ４６８（１０５／２２４）

着床率 ３６４（１８０／４９４） ３２１（１４４／４４８）

活产率 ４８２（１１９／２４７） ３８４（８６／２２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在大气氧浓度下进行胚胎培养能够增加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的产生，而高浓度的 ＲＯＳ能够损伤细胞器

及细胞膜［１３，１４］，对 ＤＮ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破坏［１５］，并且能改

变基因表达［１６］。通过降低氧浓度是否可以减少这些负面效应，

临床研究的结果尚不一致。多数研究认为低氧培养环境有利

于改善妊娠结局，但也有研究未发现临床结局有改善。

Ｋｅａ等［１０］的研究得出低氧浓度的培养环境对 ＩＶＦ／ＩＣＳＩ周
期的受精率、囊胚形成率和妊娠率均无显著性改善。Ｄｕｍｏｕｌｉｎ
等［８］也没有发现低氧对于胚胎培养的优势。Ｂａｈｃｅｃｉ等［１１］发现

５％氧环境下第３ｄ的胚胎评分显著高于２０％氧浓度，但临床结
局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的结果虽然在胚胎的受精率、卵裂

率、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利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及着

床率等方面没有显示出差异，但低氧培养组的活产率显著高于

高氧浓度组。活产率的提高从临床最终结局方面说明了低氧

浓度培养的优势。

Ｃｉｒａｙ等［１７］将进行 ＩＣＳＩ治疗的同一个患者卵子随机放入
５％氧浓度和２０％氧浓度的培养箱中，观察到５％氧浓度下第
３ｄ的优质胚胎数和第６ｄ的囊胚形成数显著增多，认为生理氧
浓度更适合胚胎的整个体外培养过程。本研究并没有观察到

这种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１）本研究选择
的病例为常规ＩＶＦ患者，其卵冠丘复合物周围的颗粒细胞对卵
子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中和一部分 ＲＯＳ带来的损
伤［１８］，所以在胚胎培养的早期我们可能不易观察到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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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培养液成分的不同，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商业化试剂，不同的
试剂种类其中所添加的抗氧化剂成分和量也许存在差异；（３）
胚胎评价系统的差异，目前胚胎评价系统主要是根据卵裂球的

数目、均匀程度以及无核碎片的比例等参数来判断，跟观察者

的主观判断有很大关系；（４）样本量的差异。
目前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胚胎的形态学和着床情况，将来

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于一些其他的反应胚胎潜能的指标，比如

基因表达的改变或者表观遗传学的差异［１９］。Ｒｉｎａｕｄｏ等［２０］对

鼠胚的研究显示，５％氧浓度下培养的鼠胚其基因表达图谱更
接近于体内发育的胚胎。Ｋａｔｚ－Ｊａｆｆｅ等［２１］的研究则显示低氧

环境下胚胎的蛋白组学分析更接近于体内发育的胚胎。还有

一项研究显示，在培养液中加入血清可以影响基因印记的表

达，血清暴露的小鼠在２０月龄时其心脏和肝脏重量高于对照
组，并且显示出行为异常和记忆力缺陷［２２］。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低氧浓度培养可以提高 ＩＶＦ－ＥＴ周
期的活产率，但仍需进行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来发现其差

异，并且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从分子水平来阐明不同氧浓度

对胚胎发育的影响机制，从而改善ＩＶ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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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襄阳市科技局研究开发计划项目［襄科技（２０１１）５
号］（序号１２６）。
【第一作者简介】柯素萍（１９７５－），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０

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产妇产后性生活质量影响的对
比研究
柯素萍１　朱燕２

１黄石市人福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５
２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与阴道分娩对妇女产后各种不同类型性问题发生率的影响。方法：研
究共纳入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行剖宫产分娩活胎的产妇１５７例以及行阴道分娩活胎的产妇１７２
例，分别对患者进行为期６个月的临床随访，并予产后３个月、６个月发放调查问卷，比较两组产妇产后性生
活恢复情况、性生活情况以及性生活满意率等。结果：剖宫产组产后３个月性生活恢复率为８５３５％，阴道
分娩组产后３个月性生活恢复率为７２６７％，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性生活恢复率未见
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剖宫产组产后３个月性交痛发生率为３１８５％，阴道分娩组产后３个月性交痛发生率
为５８７２％，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性交痛发生率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３
个月及６个月性生活满意率均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产后３个月内的性健
康问题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轻，均能在产后６个月内得到恢复。

【关键词】　剖宫产；阴道分娩；性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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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物科学的发展，生殖健康以及性健
康的新概念逐渐被国际广泛接受。目前，生殖健康以及性健康

已经涉及到包括生物、心理、社会以及伦理等多学科方面，是保

障人类健康及文明的基础［１］。目前多数人均认为自然生产会

造成阴道松弛，会明显影响夫妻间的性生活［２，３］。因此，很多产

妇在入院待产时，均提出要求进行剖宫产。这些产妇相信，如

果进行剖宫产手术，切口在腹部，不会影响阴道，因此术后不会

影响性生活的和谐。为进一步探讨剖宫产术与阴道分娩对妇

女产后各种不同类型性问题发生率的影响，笔者对我院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行剖宫产分娩活胎的产妇１５７例以及行阴道
分娩活胎的产妇 １７２例进行性健康问题的相关调查，现报道
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３２９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期间收住的待产产妇。纳入标准：（１）均为首次怀孕单胎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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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研究并签字同意。排除标准：（１）排除
妊娠并发症患儿；（２）排除精神异常无法配合研究的患者等。
根据产妇分娩方式分为剖宫产组（１５７例）与阴道分娩组（１７２
例）。剖宫产组：年龄２０～３８岁，平均年龄（２７２±４３）岁；孕
周３７～４３周，平均孕周（４１２±１６）周。阴道分娩组：年龄２２
～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６８±４６）岁；孕周３７～４２周，平均孕周
（４１２±１９）周。两组产妇年龄、孕周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建立产妇调查研究档案，详细记录产妇的年龄、孕周等。

制定专门的调查文段，分别在生产后３个月及６个月时发放，并
指导产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填写。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

包括产后月经复潮时间、产后恢复性生活时间、性交疼痛持续

时间以及性生活满意率等。调查以无记名方式进行，保障产妇

个人隐私。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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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产后性生活恢复时间及性生活恢复率比较

剖宫产组产后平均性生活恢复时间为（２６±１３）个月，阴
道分娩组产后平均性生活恢复时间为（３４±１６）个月，差异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剖宫产组产后 ３个月性生活恢复率为
８５３５％，阴道分娩组产后３个月性生活恢复率为７２６７％，差异
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６个月性生活恢复率未见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后性生活恢复时间及性生活恢复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性生活恢复

时间（月）

产后３个月
恢复性生活

产后６个月
恢复性生活

剖宫产组 １５７ ２６±１３ １３４（８５３５） １４９（９４９０）

阴道分娩组 １７２ ３４±１６ １２５（７２６７） １６３（９４７７）

χ２／ｔ ４９４９ ４８４７ ０００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后性交痛发生率比较
剖宫产组产后３个月性交痛发生率为３１８５％，阴道分娩

组产后３个月性交痛发生率为 ５８７２％，差异有显著性（Ｐ＜
００５）；两组产后 ６个月性交痛发生率未见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后性交痛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性交痛 产后６个月性交痛

剖宫产组 １５７ ５０（３１８５） １６（１０１９）

阴道分娩组 １７２ １０１（５８７２） ２０（１１６３）

χ２ １４５６９ ０１０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产后性生活满意率比较
两组产后３个月及６个月性生活满意率均未见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后性生活满意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
性生活满意

产后６个月
性生活满意

剖宫产组 １５７ ５４（３４３９） ７９（５０３２）

阴道分娩组 １７２ ６２（３６０５） ９３（５４０７）

χ２ ００６０ ０２８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剖宫产率在全球均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其中我

国这一情况更为突出［４］。但是，随着妇产学科的不断进步，一

些国家逐渐重视自然分娩的重要性。据统计，上世纪９０年代初
时美国剖宫产率约在 ２５％左右，这一比例目前已经降低至
２０％［５］。就全球现状而言，目前１０名产妇中就有１名选择剖宫
产［６］。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两个方面［７，８］：（１）疼痛：自然分娩
过程中不采用麻醉药品，因此产妇疼痛程度要明显大于剖宫产

者；（２）产后性生活：是临床上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的主要因
素，很多产妇认为自然分娩不但能够导致阴道损伤，而且产后

会出现阴道松弛，对夫妻间的性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统计，临床上仅有１０％ ～１５％的产妇需
要接受剖宫产手术，主要手术指征有胎位异常、羊水过少、胎儿

宫内窘迫、胎膜早破、相对头盆不称等，其他产妇从理论上来说

并没有剖宫产的必要，还是应该鼓励进行阴道自然分娩［９］。

就产妇关心的产后性生活问题，曾有学者调查了５００名初
产产妇，其中近５０％的产妇选择了自然分娩，２５％的产妇在借
助医疗器械的情况下进行了自然分娩，另外近２５％的产妇则进
行了剖宫产。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剖宫产者术后３个月的各类
性生活问题发生率（包括性交痛、性生活恢复时间等）要明显低

于阴道自然分娩者。但是，在产后６个月后，剖宫产者与阴道自
然分娩者各类性生活问题发生率均明显降低，组间比较亦无明

显的差异［１０］。但是，对于中国初产产妇剖宫产术与阴道分娩对

产后性生活问题的影响程度如何，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报道尚较

少。为进一步探讨剖宫产术与阴道分娩对妇女产后各种不同

类型性问题发生率的影响，笔者对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
月行剖宫产分娩活胎的产妇１５７例以及行阴道分娩活胎的产妇
１７２例进行了相关性健康问题的调查研究。首先，我们对两组
产妇产后性生活恢复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剖

宫产组产后性生活恢复时间均在３个月内，而平均性生活时间
亦明显短于阴道分娩组（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阴道分娩产
妇产后阴道存在一定的损伤，因此需要时间进行恢复。到产后

６个月时，两组性生活恢复率已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目前研
究表明，阴道扩张能力较大并具有良好的弹性，因此如果产妇

产后能进行阴道扩约肌的锻炼，往往能够恢复阴道的紧致程

度［１１，１２］。造成阴道分娩产妇产后３个月内性生活恢复率的原
因主要还是由于伤口的恢复。产后性交疼痛是产妇主要的性

健康问题，本研究发现，阴道分娩者产后３个月性交痛发生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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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剖宫产者。导致该情况出现的原因除伤口疼痛外，还

与我国性健康知识的普及率较低有关［１３－１５］。因此，在产妇生

产后，应对其及配偶进行适当的性知识健康宣教。最后，我们

比较了两组产妇产后性生活满意率，结果显示两组产后３个月
及６个月性生活满意率均无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结合上述
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该数据客观性不强。主要原因是我国妇女

受传统速文化习俗的影响，即使已经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调

查，仍有部分妇女根深蒂固地忌讳自身的性问题。

综上所述，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产后３个月内的性健康问
题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轻，均能在产后 ６个月内得到
恢复。

参 考 文 献

［１］　郭仁妃，王爱宝，张宏玉，等．不同分娩方式对初产妇产后阴道收
缩力及性生活的影响．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１８）：４３－４５．

［２］　李玲，张立英，罗晓航，等．北京朝阳区剖宫产现状及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国妇幼健康研究，２０１４（３）：３８０－３８３．

［３］　徐桂莲．非医学需要剖宫产的危险因素研究．中国医药科学，
２０１５，８（４）：９８－１００．

［４］　刘华英．阴道产及剖宫产患者分娩后性生活质量研究．医药前
沿，２０１４，３２（１６）：１６１－１６２．

［５］　王勤萍，杨英，聂清英，等．不同分娩方式对女性性生活及尿失禁
的影响．中国乡村医药，２０１４，２１（１５）：２７－２８．

［６］　王卉，梁培琴．剖宫产与阴道分娩对女性产后性功能的影响对比

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３）：９３－９５．
［７］　田加珍，朱彗央，王川，等．首次不同剖宫产方式对产妇术后腹

壁、腹腔粘连性及再次剖宫产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４）：
３－５．

［８］　刘珊珊，刘均娥．孕产妇分娩恐惧的研究进展．中华护理杂志，
２０１５，５０（３）：３６５－３６９．

［９］　张为远．促进阴道分娩 降低剖宫产率产科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华
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１０）：７２５－７２７．

［１０］　牛建民．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切口评估及临床价值．实用妇产科
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８）：５７７－５８０．

［１１］　田丽华．多维度干预对初产妇分娩及剖宫产率的改善效果研究．
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４，１１（３）：１３１－１３３．

［１２］　肖霞，韦瑞敏，吕丽清，等．分娩方式对女性盆底肌力影响的研究
进展．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２１（１４）：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１３］　ＢｅｒｇｅｎｈｅｎｅｇｏｕｗｅｎＬＡ，ＭｅｅｒｔｅｎｓＬＪＥ，ＳｃｈａａｆＪ，ｅ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ｖｅｒｓｕｓ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ｒｅｅｃｈ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１７２）：１－６．

［１４］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ｉｒｔｈａｆｔｅｒｃａｅｓａｒ
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２７（２）：２８５－２９５．

［１５］　ＡｔａｎＳＵ，ＤｕｒａｎＥＴ，ＫａｖｌａｋＯ，ｅｔａｌ．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ｒ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ｄｏＴｕｒｋｉｓｈｗｏｍｅ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ｒｓ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第一作者简介】耿鹂姝（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妇科肿瘤。

·生殖健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１

探究阴道分娩与剖宫产对产后盆底功能及产后性功
能的影响
耿鹂姝　沈伟　陈海清
浙江萧山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不同生产方式对产后盆底功能及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在２０１３
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来我院进行分娩的７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分为Ａ、Ｂ两组，Ａ组
采取阴道分娩方式，Ｂ组采取剖宫产分娩方式，每组各３５例。分别对两组产前和产后６周、１２周及２４周盆
底肌力评分、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中国女性性功能调查（ＦＳＦＩ）问卷评分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盆底肌力评分与产前相比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盆底肌力评分与
产前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Ａ组产妇产后６周、１２周盆底肌力评分０至１分和２分的比例明显多于Ｂ
组（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与产前相比均明显增加（Ｐ＜
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与产前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６
周及１２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明显高于Ｂ组（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ＦＳＦＩ问卷５
项指标评分与产前相比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与产前相比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Ａ组产妇产后６周及１２周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显著低于 Ｂ组（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
对产后盆底功能及产后性功能的早期影响小于阴道分娩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生产方式的产妇产后



·１２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的性功能均可恢复正常，不存在差异性。

【关键词】　阴道分娩；剖宫产；产后性功能；盆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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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临床上对产妇围生期综合生活质量的重视程度增大，
产妇产后性功能的恢复也成了研究的重点［１］。临床上终止妊

娠的生产方式有阴道分娩和剖宫产两种，一部分人认为阴道分

娩可引起盆底肌肉的损伤，容易发生产后阴道松弛、子宫膀胱

脱垂等盆底功能受损相关性疾病，严重影响产后性功能的恢复

而盲目选择剖宫产，使国内产妇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的比例逐

年增加，但有报道指出剖宫产对产后性功能的优越性仅局限于

产后９０ｄ［２，３］。现笔者通过对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来我院
进行分娩的７０例产妇进行产后盆底功能及性功能的对比分析，
探究不同生产方式对其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来我院进行分娩的７０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分为 Ａ、Ｂ两组，Ａ
组采取阴道分娩方式，Ｂ组采取剖宫产分娩方式，每组各３５例，
所有产妇均为初产妇。纳入标准：（１）妊娠足月产妇；（２）无妊
娠并发症、合并症的产妇；（３）分娩方式为阴道分娩或剖宫产的
产妇；（４）产妇年龄在２２至３５岁之间；（５）没有心理性疾病病
史；（６）夫妻双方没有性功能障碍；（７）产妇阴道切口或腹部剖
宫产切口为甲级愈合。排除标准：（１）发生各种影响生命或性
生活质量伤害的产妇；（２）伴有全身性疾病或生殖系统炎症等

影响性生活质量的产妇；（３）观察研究期间再次怀孕的产妇；
（４）自动提出退出研究的产妇；（５）产后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的
产妇；（６）产后夫妻分居的产妇。所有产妇均自愿接受本次研
究，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过程及结果保密。Ａ组产妇年龄在
２４～３５岁之间，平均为（２６７±２９）岁；妊娠周期在３８～４１３
周，平均为（３９１±０７）周。Ｂ组产妇年龄在２２～３３岁之间，平
均在（２６３±３２）岁；妊娠周期在３８～４１７周，平均为（３９５±
０８）周。两组产妇在年龄、妊娠周期等一般资料方面无明显差
异，存在可比性。

１２　方法
通过Ｏｘｆｏｒｄ评分标准对两组产妇产前及产后６周、１２周及

２４周的盆底肌力评分进行评估，评分范围为０至５分：０分代表
无收缩功能，１分代表仅有抽动功能，２分代表有轻微收缩功能，
３分代表有普通收缩功能，４分代表有正常收缩功能，５分代表
有强而有力的收缩功能［４］。通过超声检查测量两组产妇产前

及产后６周、１２周及２４周的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前
者≥９５°为异常，后者≥２０°为异常［５］。在产前和产后６周、１２
周及２４周对两组产妇进行ＦＳＦＩ问卷调查，问卷包括１９项观察
指标，本文主要通过对产妇性欲、性高潮、性唤起、性交痛及性

满意度５项指标的评估，按照 ＦＳＦＩ的评分标准将评估结果量
化，得出每个产妇５项指标的标准分值，然后计算出 ＦＳＦＩ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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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值，表示产后性功能的整体水平，评分越高表示产后性功

能整体水平越高［６］。对比分析两组产妇产前和产后６周、１２周
及２４周的盆底肌力评分、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
及ＦＳＦＩ问卷评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通过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研究得到的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通过χ２检验分析，计量资料通过ｔ检验分析，数据用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以 Ｐ＜００５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盆底肌力评分对比

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盆底肌力评分与产前相比均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盆底肌力评分与产前相比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Ｂ组产后６周、１２周、２４周盆底肌力评分与产前相比
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前及产后２４周盆底肌力
评分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Ａ组产妇产后６周、１２周盆底肌力
评分０至１分和２分的比例明显多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的盆底肌力评分分布

组别 ０至１分 ２分 ３分 ４至５分

Ａ组（ｎ＝３５）

　产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１４２９） ３０（８５７１）

　产后６周 ６（１７１４） ７（２０００） １１（３１４３） １１（３１４３）

　产后１２周 ２（５７１） ４（１１４３） ９（２５７１） ２０（５７１４）

　产后２４周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１７１４） ２９（８２８６）

Ｂ组（ｎ＝３５）

　产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１４３） ３１（８８５７）

　产后６周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６） ５（１４２９） ２９（８２８６）

　产后１２周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１４２９） ３０（８５７１）

　产后２４周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１４２９） ３０（８５７１）

２２　两组产妇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的对比
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

与产前相比均明显增加（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膀胱颈角度
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与产前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Ｂ
组产后６周、１２周、２４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
与产前相比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前及产后２４
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相比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Ａ组产后６周及１２周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
常率明显高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异常率

组别
膀胱颈角度

正常 异常

膀胱颈旋转角度

正常 异常

Ａ组（ｎ＝３５）

　产前 ３３（９４２９） ２（５７１） ３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产后６周 ２４（６８５７） １１（３１４３） ２２（６２８６） １３（３７１４）

　产后１２周 ２５（７１４２） １０（２８５８） ２８（８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产后２４周 ３３（９４２９） ２（５７１） ３４（９７１４） １（２８６）

Ｂ组（ｎ＝３５）

　产前 ３４（９７１４） １（２８６） ３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产后６周 ３３（９４２９） ２（５７１） ３３（９４２９） ２（５７１）

　产后１２周 ３４（９７１４） １（２８６） ３４（９７１４） １（２８６）

　产后２４周 ３３（９４１４） ２（５７１） ３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产妇ＦＳＦＩ问卷评分对比
Ａ组产后６周、１２周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与产前相比均

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２４周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与
产前相比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Ｂ组产后 ６周、１２周、２４周
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与产前相比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两组产妇产前及产后２４周的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标评分相比无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Ａ组产妇产后６周及１２周ＦＳＦＩ问卷５项指
标评分显著低于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ＦＳＦＩ问卷评分

组别 性欲 性高潮 性唤起 性交痛 性满意度

Ａ组（ｎ＝３５）

　产前 ５３３±０９７ １２５３±１５５ １１９７±１４５ ７３４±０７９ １０６４±１２３

　产后６周 ３０２±０７８ ６３７±１３８ ７２１±１３２ ３１２±０５４ ５２４±０８２

　产后１２周 ４０９±０８１ ８１１±１３２ ８１０±１４５ ４０２±０７５ ７２７±０９３

　产后２４周 ５３２±０９９ １２５４±１５２ １１９８±１４３ ７３５±０７８ １０６３±１３４

Ｂ组（ｎ＝３５）

　产前 ５３４±０９７ １２５５±１５３ １１９６±１４４ ７３６±０７７ １０６４±１２４

　产后６周 ５１４±０７５ １１４５±１８３ １１７５±１４３ ６９３±０８４ ８９４±０９３

　产后１２周 ５２３±０８６ １１９８±１７５ １１９２±１３７ ７２４±０８５ ９７３±０９１

　产后２４周 ５３３±０７９ １２５４±１５４ １１９７±１４５ ７３６±０７４ １０６４±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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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产妇对产后生活质量的重视，产后性功能的恢

复程度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女性产后性功能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分娩导致的阴道或腹部损伤、会阴部神经病变、产

后抑郁等心理疾病、阴道局部感染等［７］。从理论上看，产妇进

行阴道分娩终结妊娠时，胎儿从产道娩出，可使母体盆底肌肉

受到损伤，但是剖宫产时，胎儿不从产道娩出，盆底肌肉没有遭

到破坏，所以阴道分娩对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比剖宫产大［８］。但

研究发现女性会阴部的完整性是影响女性产后性功能的主要

因素，无论阴道分娩还是剖宫产均没有使会阴部的完整性受

损，所以对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９，１０］。

盆底组织解剖学分为３层，包括外层浅层筋膜组织和肌肉

组织、中层泌尿生殖膈及内层的肛提肌及其筋膜，所有组织和

神经一起作用保持盆底器官的正常位置，当筋膜、组织或神经

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盆底器官位置改变及功能下降，产妇会发生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ＦＤ），使产妇产后性功能降

低［１１，１２］。目前ＰＦＤ在全球的发病率较高，大约为３０９％，且随

着产妇的年龄增长而增加［１３］。研究发现分娩是导致 ＰＦＤ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因为分娩期随着分娩的启动，产力的增强使

胎儿先露部分对盆底形成持续的挤压，盆底肌肉张力显著增

大，严重时可导致肌肉组织断裂，这种损伤在阴道分娩时更容

易发生，所以有报道称剖宫产对产后盆底功能具有保护性［２，１４］。

本文研究发现，Ｂ组剖宫产产妇产后６周及１２周盆底功能

显著优于Ａ组阴道分娩产妇（Ｐ＜００５），但产后２４周两组产妇

盆底功能之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说明剖宫产只能改善产

后早期的盆底功能，对远期盆底功能的恢复没有优越性［１５］。而

且剖宫产手术会损伤腹部，造成自主排尿、排便的滞后，盆底肌

张力的恢复延迟，同样影响产妇产后性功能的恢复［１６］。另外研

究发现产后２４周两组产妇膀胱颈角度及膀胱颈旋转角度正常

率均恢复产前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且产后２４

周ＦＳＦＩ问卷评分相互之间也没有明显差别，说明剖宫产产妇产

后早期性功能整体水平好于阴道分娩产妇，可能与剖宫产不损

伤阴道肌肉有关，产后不良反应少，恢复快［１７］。综上所述，剖宫

产对产后盆底功能及产后性功能的早期影响小于阴道分娩方

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生产方式的产妇产后的性功能均可

恢复正常，不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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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腹 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在子宫穿孔后取宫内节育
器中的应用价值
周剑宇１　张玲２△

１台州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２台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子宫穿孔后经腹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取宫内节育器致子宫穿孔患者２２例资料，均采取经腹 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分析应
用效果。结果：手术前经Ｂ超检查，２０例患者做出明确诊断，１８例为单纯子宫穿孔，２例患者子宫穿孔同时
合并盆腔出血，可见游离液体回声。２２例患者行Ｂ超引导下取宫内节育器，术前均未采用米索前列醇扩张
宫口药物，２０例患者手术一次性完成，一次性手术成功率为９０９％，平均操作时间为（２２７±６８）ｍｉｎ，平均
出血量（２３７±１１９）ｍＬ，２例患者由于子宫小，操作时间超过１ｈ，仍然没有成功，放弃取宫内节育器。术后
未出现感染病例，Ｂ超复查子宫回声均匀，后穹窿无积液，顺利出院。结论：在子宫穿孔后采用Ｂ超引导宫腔
操作取宫内节育器安全有效，术后并发症少，值得推广。

【关键词】　子宫穿孔；节育器；Ｂ超；宫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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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穿孔是计划生育手术最严重并发症之一，多是因为宫
腔操作困难、子宫过度倾屈以及技术不熟练导致，可以发生在

人工流产以及宫内节育器放置等过程中，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

伤，需要停止手术，检查脏器官情况，我院针对宫内节育器取出

致子宫穿孔患者，采用 Ｂ超引导，应用效果良好，现整理报告
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因取环引起子宫穿孔患者２２例为研究对象。病
例选取标准：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经 Ｂ超检查，做出明确诊断，
包括直接征象和间接征象，声像图无明显子宫穿孔特异表现，

临床诊断情况为子宫穿孔。Ｂ超检查子宫穿孔患者，１８例为单
纯子宫穿孔，未损伤血管，同时未出现网膜嵌入子宫肌层情况，

２例患者子宫穿孔同时合并盆腔出血，可见游离液体回声。排
除标准：合并脏器官损伤患者。年龄３３～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９５
±６８）岁，４例存在剖宫产史，１８例绝经。１８例诊刮穿孔，２例
因扩张器穿孔，２例取宫内节育器穿孔。所有患者均行 Ｂ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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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常规妇科检查，明确是否存在生殖系统炎症。

８例子宫前屈或后屈，４例瘢痕妊娠，１０例宫口过紧。１４例
子宫前位，６例子宫后位，２例子宫位置水平。４例宫内节育环
为吉尼型，１４例为金属圆环型，２例为宫型，２例为 Ｔ型。１１例
穿孔部位在子宫峡部，５例在子宫前臂，４例在子宫角部，２例穿
孔位置不明。探查患者宫腔中发现深度与子宫大小不符合，患

者存在突然疼痛，同时出现恶心、呕吐等，Ｂ超显示探针强回声
影响。

１２　方法
术前患者均充盈膀胱。采用美国ＧＥ公司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ＰＲＯ

超声仪（生产批号２００９０５０３），探头频率在３５ＭＨｚ，患者取膀胱
截石位，子宫探针经腹部 Ｂ超引导探查宫内节育器位置，针对
子宫出现极度前倾患者，纠正位置后，再取宫内节育器进入宫

腔，在超声引导下取出。清晰显示子宫，采用纵向扫查方法，平

行移动，连续坚持探查术后操作，全程指导宫腔操作。子宫能

够清晰显示患者可以不采取膀胱灌注，宫口较紧患者口服

４００μｇ米索前列醇，４ｈ后继续操作。检查宫内节育器形态完整
性，查看是否存在残留，术后观察２ｈ，注意检查患者体温、血压
以及腰痛等变化，查看患者是否存在阴道出血以及肛门坠痛感

等异常情况，常规使用抗生素和缩宫素。术后半月开展随访工

作，患者均来院复查，行 Ｂ超检查，术后１月禁止性生活，有生
育要求患者半年后再行怀孕。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

料，成功率采用计数资料表示。

"

　结果
２例患者失败，由于子宫小，操作时间超过１ｈ，仍然没有成

功，放弃取宫内节育器。２０例患者手术均一次性成功，效果见
表１所示，经腹部Ｂ超引导，宫腔操作时间在５～６３ｍｉｎ，在术后
来院复查中，子宫回声均匀，后穹窿无积液，顺利出院，未出现

感染、发热、腹痛等并发症情况。

表１　患者资料分析

Ｂ超检查结果 手术效果 术前药物 术中药物 宫腔操作时间 出血量 术后并发症

子宫节育器

位置未移动

２０例成功，２例失败，
成功率９０％

无 采用米索前列醇 （２２７±６８）ｍｉｎ （２３７±１１９）ｍＬ ０

#

　讨论
在以往临床实践中，常规宫腔操作均为盲操作，在医生的

感觉中完整操作，即使有经验的医师也不能保证避免子宫穿孔

的出现，子宫穿孔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一般是由于操作不

熟练或者经验不足导致，有时还会引起膀胱、肠管等脏器的损

伤。超声引导能够比较直观观察子宫本身和腹腔内情况，判断

子宫穿孔位置，保证操作的准确性，研究子宫穿孔后经腹 Ｂ超
引导下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效果有重要价值。

子宫穿孔临床表现存在很大的差异，近几年人工流产等操

作很容易导致穿孔后自觉症状无法查明，Ｂ超检查更加重要。
子宫肌层双侧子宫角部和子宫峡部是常见损伤部位，本组分析

中１１例穿孔部位在子宫峡部，５例在子宫前臂，４例在子宫角
部，２例穿孔位置不明，与以往报告相一致。在宫腔操作中，发
现出现子宫穿孔需要立刻停止操作，避免损伤患者盆腔脏器，

使用缩宫素、抗生素等药物，在３个月后检查宫腔情况。采用实
时超声以电脑能够更加直观观察子宫形态大小以及弯曲度等，

明确判断宫内节育环与子宫位置的关系，并判断取出后是否存

在残留，针对性更强，能够充分避开宫壁薄弱处，确保手术安全

性。以往临床实践表明，采用腹部Ｂ超引导宫腔操作取出子宫
节育环，效果明显，术后并发症少。本组研究与以往研究相一

致，手术前，经Ｂ超检查，２０例患者做出明确诊断，１８例为单纯
子宫穿孔，２例患者子宫穿孔同时合并盆腔出血，可见游离液体
回声。２２例患者行Ｂ超引导下取宫内节育器，术前均未采用米
索前列醇扩张宫口，２０例患者手术一次性完成，未出现并发症
情况，出院后未出现发热等不良情况，术后复查未出现腹痛以

及阴道出血等不良情况，一次性手术成功率为９０９％，平均操
作时间为（２２７±６８）ｍｉｎ，平均出血量（２３７±１１９）ｍＬ，２例
患者由于子宫小，操作时间超过１ｈ小时，仍然没有成功，放弃取

宫内节育器。术后未出现感染病例，Ｂ超复查子宫回声均匀，后
穹窿无积液，顺利出院，说明子宫穿孔后采用 Ｂ超引导宫腔操
作取宫内节育器安全有效，并发症少，成功率高，与以往研究相

一致。

在以往分析中，有研究采用宫腔镜操作，指出准确性高，并

发症少，但是采用宫腔镜开展宫腔操作，对宫口要去较高，膨宫

液从穿孔处渗出，宫颈准备工作是成败关键，常采用雌激素扩

张宫颈，这种方法对子宫小、宫口紧的患者并不适用。超声能

够更加直观观察子宫位置，确保手术安全性，操作更加简单，能

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在以往分析中指出取出子宫节育器容

易导致子宫穿孔，认为在宫腔操作前，应该采用药物充分扩张

宫口，然后行Ｂ超检查，纠正子宫位置，行宫腔操作。目前米索
前列醇使用在取器困难手术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能够刺激宫

颈纤维组织释放弹性蛋白酶，使宫颈胶原合成减弱，加速宫颈

软化，增高顺应性，易于机械性扩张，同时能够使子宫收缩，减

少出血量。在本组分析中，Ｂ超引导下能够清楚看到患者子宫
位置，术前均未采用米索前列醇扩张宫口；手术操作中，因子宫

口小，１０例患者采用米索前列醇扩张宫口。米索前列醇在使用
中一般具有医学指证取环，Ｂ超检查子宫节育器位置未移动，首
次取出失败能够使用米索前列醇，但是需要注意应排除青光

眼、支气管哮喘患者。

子宫穿孔后采用 Ｂ超引导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中需要
注意以下几点问题。一旦发现子宫穿孔，需要明确诊断是否存

在其他脏器损伤，明确穿孔原因，严格掌握 Ｂ超引导宫腔操作
指证，更加适合子宫穿孔小，未出现大出血以及其他器官损伤

患者，若是怀疑合并其他脏器损伤，建议采用腹腔镜技术，避免

为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伤。在经腹部 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中
难度比较大，需要由有经验医师操作，适可而止，不能强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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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避免引发并发症。Ｂ超医师需要熟悉超声影像学表现，能够
及时发现穿刺并做好指导工作。操作中，需要注意器械应在宫

腔内，避开原穿孔处，不能采用暴力，确保手术安全性，避免引

起其他并发症。操作中注意动作轻柔，正确把握器械进入深

度，操作者需要目视 Ｂ超显示屏幕，取出宫内节育器后需要沿
着原方向取出，术后重视抗生素以及宫缩素的作用，避免子宫

穿孔处相关并发症等。针对存在子宫穿孔高危因素患者需要

小心操作，切记强行扩张，可以事前放置前列腺激素类药物扩

张宫颈，降低难度。针对外院转诊治疗患者，需要详细询问患

者病史，行Ｂ超检查，分析可行性，如果操作困难，待日后处理。
总之，在子宫穿孔后采用Ｂ超引导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

安全有效，术后并发症少，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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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富隆用于改善放置宫内节育器初期子宫异常出血
的临床研究
罗伟飞１　相美平２

１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３５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研究妈富隆用于改善放置宫内节育器初期子宫异常出血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放置宫内节育器的避孕妇女１０８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观察组从放置宫内节育器当天开始每天按时服用妈富隆１片，直至当月生理期第
２５ｄ停止服药。对照组放置宫内节育器后不服用妈富隆。对两组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子宫异常出血时间
和月经量增多发生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妇女术后，第一次及第二次月经流血天数均短于对照组，观

察组第一次点滴出血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加，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第二次月经点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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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和对照组差异统计学不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第一次和第二次月经量增多妇女例数均少于对
照组，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给予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妈富隆能够有效改善其子宫异常
出血情况，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　妈富隆；宫内节育器；子宫异常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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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内节育器是一种简便可逆且安全高效的常用避孕用具。
我国常用的各种避孕措施中约４９７９％的妇女使用的为宫内节
育器，特别是生活在经济落后的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已婚妇女

约６９５％使用宫内节育器进行避孕［１，２］。但是在放置宫内节育

器进入妇女的子宫过程中妇女需要忍受较大的疼痛，且存在较

多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月经过多、月经周期出血、经期延长、

引道分泌物增多和下腹胀痛，约５％ ～１０％的妇女因不良反应
取出宫内节育器［３］。而宫内节育器的主要副作用为子宫异常

出血，约９３７５％的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因发生子宫异常出
血而取出节育器，因而临床上需要通过降低宫内节育器引起的

异常出血来降低宫内节育器的取出率［４，５］。近几年我们采用妈

富隆治疗宫内节育器引起的子宫异常出血，且取得了较佳的临

床疗效。本文对妈富隆用于改善放置宫内节育器初期子宫异

常出血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探究。现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在我院放置宫内节育器初
期子宫异常出血的妇女１０８例。年龄为２３～４０岁，平均年龄为
（２９９２±６４５）岁。观察组（５４例）妇女年龄为３３～３９岁，平均
年龄为（３５２６±６８５）岁。对照组（５４例）妇女年龄为２１～４０
岁，平均年龄为（２７３５±６７５）岁。两组妇女的年龄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子宫异常出血的诊断标准［６］：经期延长达８ｄ以上、经量增
多超过术前２倍以上达３个月、不规则阴道流血。纳入标准：
（１）已婚且年龄为为２０～４０岁。（２）符合放置宫内节育器的禁
忌症。（３）术前均没有进行过剖宫产手术且月经没有异常现

象。（４）知情并同意者。排除标准：（１）因非放置宫内节育器而
引起的子宫异常出血的妇女。（２）合并多种急慢性疾病或免疫
系统性疾病者。

１２　方法
观察组在放置宫内节育器当晚开始服用妈富隆，每天晚上

按时服用一片，停药时间为当月月经期第２５ｄ。对照组再放置
宫内节育器后不服用妈富隆。由同一医师进行手术，且由项目

负责人进行随访。强调妇女在第１次和第３次月经干净后回院
复诊，期间如果有出血过多或任何不适，则需要随时就诊。未

按时复诊者应及时进行电话随访。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及放之前后３个月月经点滴出血，

表现为月经垫表面有咖啡色的阴道分泌物，且每天出血量 ＜
５ｍＬ，而流血表现为月经垫上有鲜红或暗红色的色血液紧实。
（２）月经量评估：放置宫内节育器前后月经量的比较。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χ２检验对计数
资料进行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ｔ对计量结果进行检验，以 Ｐ＜
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口服妈富隆子宫出血时间的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妇女术后，第１次及第２次月经流血
天数均短于对照组，观察组第１次点滴出血与对照组相比明显
增加，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第２次月经点
滴出血和对照组差异统计学不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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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口服妈富隆子宫出血时间（ｄ）

分组 例数
术后

点滴出血 流血

第１次月经

点滴出血 流血

第２次月经

点滴出血 流血

观察组 ５４ ３２１±１０２ ０８８±０２３ ６０４±２１１ ３１２±１２１ ４３２±１１４ ３４６±１８７

对照组 ５４ ３７２±１１０ １９７±０５２ ４０１±１３６ ４７８±１３１ ４３６±１２３ ４１２±１３２

ｔ ２４２１ ２２９３ ２１７５ ２４３５ １７６５ ２３６５

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１

２２　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口服妈富隆两组妇女月经量增多发生
情况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第一次和第二次月经量增多妇
女例数均少于对照组，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口服妈富隆两组妇女月经量增多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第１次月经 第２次月经

观察组 ５４ １１（２０３７） １７（３１４８）

对照组 ５４ ３７（６８００） ３１（５８００）

χ２ ６８９３ ５３８６

Ｐ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７

#

　讨论
宫内节育器是国内外妇女常用的一种方便、安全、长效的

避孕方法，但其作为一种异物放置在子宫腔内，易引起子宫内

膜及周围组织的一系列反应，如经量增多、淋漓不尽、经期延

长、分泌物增多和下腹胀痛等现象，其中最为常见反应是放置

后子宫异常出血［７，８］。大部分妇女都能忍受症状，但仍有少数

症状明显的妇女因无法坚持使用而将宫内节育器取出［９］。据

研究表明，造成放置节育器后初期子宫内膜异常出血的原因

有：（１）宫内节育器机械性压迫，使子宫内膜发生前表溃疡和局
部坏死［１０］；（２）子宫前列腺素合成异常、敏感性增加［１１］；（３）局
部纤维蛋白溶解量增多。因此需要改善妇女放置节育器后初

期子宫内膜异常出血的情况，降低取出宫内节育器的几率。本

文重点对妈富隆用于改善放置宫内节育器初期子宫异常出血

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探究。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妇女术后，第１次及第２次月经
流血天数均短于对照组，观察组第１次点滴出血与对照组相比
明显增加，差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第２次月
经点滴出血和对照组差异统计学不具有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术后第１次和第２次月经量增多妇女例数均少于对照组，差
异统计学具有意义（Ｐ＜００５）。宫内节育器放置３～６个月内
可能会对局部子宫内膜造成损伤，促使其释放纤溶酶原激活

物，导致局部发生凝血障碍，最终导致出血，为了降低置后取出

率、减少不良反应和出血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临床上常给予放

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抗纤溶药物来减少出血量［１２，１３］。同时口

服避孕药，避孕药内的雌激素也会促进凝血因子和纤维蛋白原

水平的升高，孕激素通过凝血酶活化的纤溶抑制物抑制纤溶活

性，因而雌激素能够使血液表现为高凝状态，因此妈富隆能够

缓解子宫异常出血［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给予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妈富隆能够有效改

善其子宫异常出血情况，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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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子宫内膜异位合并不孕症
的效果观察
陈逢春１　黄利川１　郑明江２　吴叶欢３

１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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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Ｔ）合并不孕患者的近期妊娠情况。方法：选
择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在我院治疗的ＥＭＴ合并不孕患者２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进行腹腔
镜手术，术后根据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分组，其中孕三烯酮（ｇｅｓｔｒｉｎｏｎｅ，ＧＥＳ）组８６例，醋酸曲普瑞林（ｔｒｉｐｔｏｅ
ｌｉｎａｃｅｔａｔｅ，ＴＡ）组９０例，剩余９６例作为对照组，统计并对比各组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效果及各组不同分期
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情况。结果：治疗后，ＧＥＳ组和 ＴＡ组的受孕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ＴＡ组的受孕率
高于ＧＥ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ＧＥＳ组、ＴＡ组Ⅰ ～Ⅱ期的受孕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ＥＳ组、ＴＡ组Ⅲ～Ⅳ期的受孕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腹腔镜手术联合药物治疗ＥＭＴ合并不孕具有更好的疗效，值得临床重视。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生育能力；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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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ＥＭＴ）在育龄期女性群体中的发病率逐渐增加，已严重影响到
患者家庭生活质量［１］。国外有统计表明［２］，２５％左右的３０至
４０岁女性患有 ＥＭＴ，而其中有大约４０％患有 ＥＭＴ合并不孕。
对于ＥＭＴ合并不孕疾病的治疗，腹腔镜手术是首选方案，亦为
公认的具有较高疗效的治疗方案，但对于腹腔镜手术单纯使用

的适应情况以及联合药物治疗的疗效情况报道较少。本文即

通过利用不同治疗方案对 ＥＭＴ合并不孕患者的近期妊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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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在我院治疗的 ＥＭＴ合并
不孕患者２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年龄２３～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２８８±３２）岁。患者ＥＭＴ合并不
孕的病程为１～９年，平均病程为（４３±０８）年。诊断为原发
性不孕者９２例，继续性不孕者１８０例。根据美国生育学会制定
的“修正ＥＭＴ分期法”进行分期［３］，其中Ⅰ期５２例、Ⅱ期５８例、
Ⅲ期７３例、Ⅳ期８９例。ＥＭＴ合并不孕的诊断标准：经性激素
六项检测和超声检查排卵，以及患者丈夫的精液检测等证实其

有ＥＭＴ，排除因其他因素导致的不孕。排除标准［４］：（１）年龄＜
２０岁者；（２）术后行辅助生殖助孕者；（３）术后无法正常进行性
生活者。根据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分组，其中孕三烯酮（ｇｅｓｔｒｉ
ｎｏｎｅ，ＧＥＳ）组８６例，年龄２３～４０岁，平均年龄为（２８１±２３）
岁；病程１～８年，平均病程为（４１±０４）年；Ⅰ期１０例，Ⅱ期
２１例，Ⅲ期２５例，Ⅳ期３０例。醋酸曲普瑞林（ｔｒｉｐｔｏｅｌｉｎａｃｅｔａｔｅ，
ＴＡ）组９０例，年龄２５～４１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０±１７）岁；病程
２～９年，平均病程为（３９±１１）年；Ⅰ期１５例，Ⅱ期２０例，Ⅲ
期２７例，Ⅳ期２８例。对照组９６例，年龄２６～４２岁，平均年龄
为（２９１±１６）岁；病程２～８年，平均病程为（３５±１５）年；Ⅰ
期２５例，Ⅱ期１９例，Ⅲ期２１例，Ⅳ期３１例。各组在性别、年
龄、病程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腹腔镜手术方法　２７２例患者当中，有１６８例接受气管
插管全麻，８４例接受硬膜外麻醉联合腰椎麻醉，另２０例进行持
续性硬膜外麻醉及腹腔镜诊断和治疗。建立二氧化碳气腹后，

使用直径１０ｍｍ的套管针进行穿刺进入腹腔，置入腔镜。对腹
腔进行探查之后，在两侧下腹处穿刺放进１０ｍｍ和 ５ｍｍ的套
管，实施手术操作。步骤为：（１）进行粘连松解术和异位病灶的
电凝术，仔细分离患者盆腔粘连，并回复其正常的解剖结构，针

对明显的色素沉着病灶和红色病变，应实施单级电凝，针对可

疑白色病变，实施热色试验；（２）进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的囊肿
剥除术，进一步分离粘连，将卵巢囊肿进行剥除，再将剩余的卵

巢组织进行缝合处理；（３）输卵管处理，短信分离患者输卵管四
周粘连，对于伞端闭锁的患者实施输卵管造口以及美兰通液；

（４）灌洗腹腔，将腹腔液吸除，经生理盐水进行灌洗，待灌洗液
清亮后停止；（５）标本送检，全部患者均在镜下取其组织标本并
进行病理学检测。术后常规治疗防感染。

１２２　分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术后不进行药物治疗，嘱咐患者

及早妊娠。ＧＥＳ组患者在术后的１～３ｄ口服 ＧＥＳ（赛诺菲安万
特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１０４），规格２５ｍｇ／粒，２次／周，１粒／
次，以６个月为１个疗程。ＴＡ组患者在术后肌注ＴＡ（法国益普
生药业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５７７），规格 ３７５ｍｇ／支，１次／４
周，１支／次，以３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随访３年，统计并对比各组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效果及各
组不同分期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效果对比

治疗后，ＧＥＳ组和 ＴＡ组的受孕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ＴＡ组的受孕率高于 ＧＥ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受孕率对比

组名 例数 受孕例数（ｎ）未孕例数（ｎ） 受孕率（％）

ＧＥＳ组① ８６ ２８ ５８ ３２５６

ＴＡ组② ９０ ４８ ４２ ５３３３

对照组③ ９６ １９ ７７ １９７９

①ｖｓ．② χ２ － － ７７３６

Ｐ － － ０００５

①ｖｓ．③ χ２ － － ３８６０

Ｐ － － ００４９

②ｖｓ．③ χ２ － － ２２６７６

Ｐ － － ００００

２２　各组不同分期ＥＭＴ合并不孕的治疗情况分析
ＧＥＳ组、ＴＡ组Ⅰ～Ⅱ期的受孕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 ～Ⅳ期的受孕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不同分期ＥＭＴ合并不孕治疗后的受孕率对比

组名 分期
例数

（ｎ）
受孕例数

（ｎ）
未孕例数

（ｎ）
受孕率

　（％）

ＧＥＳ组、ＴＡ组 Ⅰ～Ⅱ期①

Ⅲ～Ⅳ期②
６６
１１０

２６
５０

４０
６０

３９３９
４５４５

对照组 Ⅰ～Ⅱ期③

Ⅲ～Ⅳ期④
４４
５２

１０
９

３４
４３

２２７３
１７３１

①ｖｓ．③ χ２ － － － ３３３１

Ｐ － － － ００６８

②ｖｓ．④ χ２ － － － １２０８０

Ｐ － － －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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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临床上，ＥＭＴ患者发生不孕症的比例大约在３０％ ～５０％，

对于此种合并症的治疗，首选腹腔镜手术。有报道称，针对微

型和轻型的ＥＭＴ合并不孕疾病，影响不孕的机制不仅和病灶引

发的卵泡生成和发育，以及排卵等过程的障碍有关，亦和患者

腹腔内的微环境变化联系紧密［５，６］。通过腹腔镜手术进行治

疗，虽可破坏病灶，使患者腹腔中对妊娠有影响的炎症因子表

达减少，最终提升妊娠率，但疗效并不十分显著。本文对 ＥＭＴ

合并不孕患者经过不同方案治疗后的生育能力进行临床研究，

旨在更好地服务患者，使其成功妊娠。

本文研究发现，治疗后，ＧＥＳ组和ＴＡ组的受孕率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且ＴＡ组的受孕率高于ＧＥＳ组，表明腹腔镜手术联合

药物治疗的方案取得的疗效更佳，而联合药物为 ＴＡ的疗效又

优于联合ＧＥＳ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腹腔镜手

术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盆腔的解剖结构，却无法解

决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和宫腔中的微环境，以及盆腔内分泌状态

等相关因素［７，８］。如用腹腔镜手术与药物联合加以治疗，则还

可对残留微小病灶产生作用，停药后患者的卵巢又可恢复正常

排卵功能，而且又改善了患者宫腔中的微环境，更利于提升患

者成功妊娠率。此外，ＧＥＳ有着复杂性的激素和抗激素特性，

能够抑制患者垂体促卵泡激素以及促黄体激素等物质的分泌，

和孕激素受体可较强结合，进而致使子宫内膜发生萎缩［９］。然

而，ＧＥＳ对于肝脏的损伤较大，且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亦较差，常

无法坚持治疗，这对疗效有一定的影响。ＴＡ是促性腺激素释放

激素类似物（ＧｎＲＨａ），能够耗竭患者垂体的 ＧｎＲＨ受体，致使

垂体形成相反降调作用，换言之，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量下降，

致使卵巢分泌激素量亦随之减少，进而使雌激素处在低水平状

态，发挥药物暂时性去势作用［１０］，还可避免异位内膜的病灶进

一步发展，停药后患者卵巢又可恢复排卵，这也解释了为何腹

腔镜手术联合ＴＡ具有更高的疗效［１１－１３］。国外 Ｓｉｇｎｏｒｉｌｅ等［１４］

报道称，单用腹腔镜手术的术后妊娠率大约是３４％，但联用药

物治疗的妊娠率则可提升至５０％～８０％，与本文的结果基本相

符。此外，本文研究发现，ＧＥＳ组、ＴＡ组Ⅰ～Ⅱ期的受孕率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但 ＧＥＳ组及 ＴＡ组Ⅲ ～Ⅳ期的受孕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表明中、重度患者在腹腔镜治疗的基础上联用

药物可明显促进患者妊娠，但处于Ⅰ ～Ⅱ期的 ＥＭＴ合并不孕

者，采用单纯的腹腔镜治疗的疗效基本类似于联用药物治疗的

疗效，满足Ｓｏｎｇ等［１５］的报道，这也提示了针对微型或轻型的

ＥＭＴ合并不孕，为节省治疗费用，手术后可不必使用药物联合

治疗，同时还应鼓励患者尽早妊娠。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联合药物治疗ＥＭＴ合并不孕具有更

好的疗效，但针对微、轻型症状的患者，单纯使用腹腔镜手术治

疗亦可，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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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６至８周盆底筛查结果分析（附２２００例临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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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上地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　目的：总结产后６至８周妇女盆底功能情况，探讨产后盆底损伤的因素。方法：对２２００例产
后６至８周妇女盆底筛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在１１２６例阴道分娩病例中，盆底Ⅰ类肌力不正常率
为３４２８％，Ⅱ类肌力不正常率为１９５４％；剖宫产１０７４例，盆底Ⅰ类肌力不正常率为３５６７％，Ⅱ类肌力不
正常率为２１６％，两组的两类肌力不正常率比较，均为Ｐ＞００５（ａＰ＝１２１，ｂＰ＝０９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阴道分娩组盆底动态压力不正常率为６９９８％，剖宫产组盆底动态压力不正常率为４１０６％，两组比较 Ｐ＜
００５（Ｐ＝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娩组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率为２８０６％，剖宫产组压力性尿失禁发生
率为２７０９％，两组比较 Ｐ＞００５（Ｐ＝０６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阴道分娩组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为
３１３４％，剖宫产组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为１５６４％，两组比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妊娠和分娩是盆底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阴道分娩对盆底功能损伤更严重，与阴道分娩比较，剖宫产

可以降低子宫、阴道脱垂的发生，但并不减少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

【关键词】　 分娩方式；盆底筛查；盆底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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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Ｐ＝００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ｒ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
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５ 【文献标志码】　Ａ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
根据盆底肌群受损的不同，出现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
ｌａｐｓｅ，ＰＯＰ）、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和粪失禁
（ｆｅｃａｌ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ＦＩ）等一系列临床表现［１］。

盆底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妊娠和分娩双重因素，造成盆

底支持结构损伤，进而出现尿失禁、子宫脱垂、性生活不满意

等，是妇女常见病。由于疾病不严重，羞于启齿，常被忽视，从

而影响广大妇女生活质量，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２，３］。通

过对产后６至８周妇女进行盆底肌力功能的评估，探讨损伤机
制，了解产后妇女盆底功能恢复情况，加强对盆底功能障碍认

识，制定盆底康复方案，我们对２２００例产后６至８周妇女的盆
底筛查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按就诊顺序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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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地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共２２００例。产后６至８周进行盆
底筛查。按分娩方式分成两组，其中阴道分娩组１１２６例，剖宫
产组１０７４例。入选标准：（１）所有病例均为单胎妊娠，初产妇，
阴道分娩的均未会阴侧切，未进行阴道助产，足月分娩，胎儿体

重２６００～４０００ｇ；（２）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同意参加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１）有神经肌肉病史，恶露不净，有慢性咳嗽病史，有
各种合并症者；（２）不愿配合随访和筛查者。两组在年龄、分娩
孕周、妊娠前ＢＭＩ、新生儿体重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的一般情况

阴道分娩组

（ｎ＝１１２６）
剖宫产组

（ｎ＝１０７４）
Ｐ

年龄（岁） ３１２５±３７８ ３２０４±３１７ ０９５６

分娩孕周（周） ３９３５±１１７ ３９０９±１４４ ０６６３

产后天数（ｄ） ４４９１±４１５ ４４７２±４２２ ０６８３

妊娠前ＢＭＩ ２２１４±２３３ ２２３６±１９８ ０５８３

新生儿体重（ｇ） 　 ３４１６±３１１２９ 　３４４７±２６６１３ ０７１５

１２　方法
产科临床医生经培训后对产妇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

盆底功能评估。评估前，医生与产妇进行充分沟通，解除产妇

思想顾虑，评估时进行阴道检查，同时教会产妇正确收缩盆底

肌肉，放松腹部或臀部肌肉，之后利用法国盆底功能障碍治疗

仪（型号：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２）进行盆底肌力功能评估及指导盆底肌
肉功能锻炼。

利用法国盆底功能诊断仪检测盆底肌力分０～Ｖ级：（１）盆
底深部肌层（肛提肌，以 Ｉ类慢纤维为主）肌力测定：振幅达到
４０％为Ｉ类肌纤维在收缩。０级：无收缩；Ｉ级：持续１秒；Ⅱ级：
持续２秒；Ⅲ级：持续 ３秒；Ⅳ级：持续 ４秒；Ｖ级：持续 ５秒。
（２）盆底浅肌层（会阴、阴道浅肌层以Ⅱ类快纤维为主）肌力测
定：振幅达到６０％，１００％为Ⅱ类纤维在收缩。０级：无收缩；Ｉ
级：持续１次；１Ｉ级：持续２次；Ⅲ级：持续３次；Ⅳ级：持续４次；
Ｖ级：持续５次。盆底肌力测定小于Ⅲ级以下定义为肌力受损。

压力性尿失禁诊断标准［４］：当咳嗽、打喷嚏、大笑、运动或

者体位改变等增加腹压时发生的不自主漏尿。应用ＰＯＰ－Ｑ分
度评价盆腔脏器脱垂情况。ＰＯＰ－Ｑ分度法参照２０１３年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第八版《妇产科学》标准。

"

　结果
２２００例产后６至８周妇女进行盆底筛查，其盆底肌力和动

态压力正常率、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率、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见

表２和表３。从表中可见，产后６至８周妇女盆底肌力不正常率
较高，盆底Ⅰ类肌力不正常率阴道分娩病例中为３４２８％，剖宫
产组为３５６７％；Ⅱ类肌力不正率阴道分娩病例中为１９５４％，
剖宫产组为２１６％。盆底动态压力不正常率更高，阴道分娩病
例中６９９８％；剖宫产组４１０６％。可见产后６至８周妇女盆底
肌松弛较普遍。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率在剖宫产２７０９％和阴
道分娩中２８０６％，两组比较 Ｐ＞００５（Ｐ＝０６１１），差异不显
著。盆腔脏器脱垂的发生率阴道分娩病例中３１３４％，明显高
于剖宫产组１５６４％，两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表２　产妇盆底筛查盆底肌肉综合肌力情况

分娩

方式

盆底肌

类别

盆底肌肉综合肌力情况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５级

合计

（例）

正常率

（％）
不正常率

（％）

阴道分娩 Ⅰ类肌力 ８３ １２５ ８２ ９６ ７４０ １１２６ ６５７２ ３４２８ａ

Ⅱ类肌力 ４８ ５５ ６５ ５２ ９０６ １１２６ ８０４６ １９５４ｂ

剖宫产 Ⅰ类肌力 ９８ １０２ ９９ ８４ ６９１ １０７４ ６４３３ ３５６７ａ

Ⅱ类肌力 １２ ４３ ６５ １１２ ８４２ １０７４ ７８４０ ２１６０ｂ

　　注：ａＰ＝１２１；ｂＰ＝０９８

表３　盆底筛查的主要临床表现 ［ｎ（％）］

分娩方式
产妇数

（ｎ）
不正常盆底

动态压力

压力性

尿失禁

盆腔脏器

脱垂

阴道分娩 １１２６ ７８８（６９９８） ３１６（２８０６） ３５３（３１３４）

剖宫产 １０７４ ４４１（４１０６） ２９１（２７０９） １６８（１５６４）

Ｐ ／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１ ００００

注：盆底动态压力正常值为８０～１５０ｃｍＨ２Ｏ，小于８０ｃｍＨ２Ｏ为不正常

#

　讨论
盆底功能障碍是孕产妇及高龄妇女常见的疾病，主要为盆

底肌力下降，导致盆底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产后经过积

极治疗，肌力锻炼能使盆底功能障碍得效改善［５，６］。本研究分

析两组产后病例，检查盆底肌力。盆底Ⅰ类肌力不正常率阴道

分娩病例中为３４２８％，剖宫产为３５６７％；Ⅱ类肌力不正率阴
道分娩病例中为１９５４％，剖宫为２１６％。两组的两类肌力不
正常率比较，均为Ｐ＞００５（ａＰ＝１２１，ｂＰ＝０９８），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可见，盆底肌力的受损与分娩方式无关。女性盆底由

盆底肌肉群、筋膜和韧带共同保持子宫、直肠和膀胱等脏器位

于正常的解剖位置，任何一种结构的损害都可导致盆底功能缺

陷［７，８］。盆低肌力受损在妊娠期的主要原因是在整个妊娠过程

中，盆底组织长期受激素、重力和增大的子宫压迫等三重因素

影响。盆底的神经、肌肉和胶原纤维为适应阴道分娩的需要，

在雌、孕激素和重力压迫的影响下，肌肉张力减弱，肌纤维逐渐

延伸扩展，致盆底松弛。盆底组织受损也与妊娠期不断增大的

子宫压迫盆腔静脉，影响血液回流，导致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有

关。即无论分娩方式，妊娠本身就会对女性盆底功能造成不同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１３７　　·

程度的损伤，导致盆底肌力下降，盆底肌肉松弛。阴道分娩是

盆底肌力受损另一重要因素之一。分娩可直接引起会阴、肛提

肌撕裂和（或）耻骨宫颈筋膜撕裂，对骨盆底支持组织造成直接

机械损害。另外分娩时对支配盆底组织神经的压迫、牵拉作

用，损伤盆底神经，导致支配盆底肌和尿道括约肌的部分神经

作用减弱，甚至神经萎缩，对盆底肌造成间接损害。因此，不管

是经阴道分娩还是剖宫产，女性盆底功能均会不同程度地受到

损伤［９，１０］，在阴道分娩的妇女中，较剖宫产盆底受损更甚。本文

的统计结果中，阴道分娩组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为３１３４％，剖
宫产组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为１５６４％，即与阴道分娩比较，剖
宫产可以降低子宫脱垂的发生［１１，１２］。盆腔脏器脱垂包括阴道

前后壁膨出、子宫脱垂、膀胱脱垂等，系因盆底肌肉松弛引

起［１３］。这与阴道分娩直接损伤盆腔内筋膜支持结构和神经，导

致盆底肌松弛，盆腔器官支撑薄弱有关，进而造成脱垂［１４］。

妊娠和分娩是造成压力性尿失禁的高危因素［１５］。妊娠过

程中胎先露对盆底肌肉过度压迫造成盆底组织松弛，阴道分娩

直接间接的损伤盆腔内筋膜支持结构和神经，均可引起尿失

禁。阴道分娩似较剖宫产更容易引起尿失禁，然而文中与剖宫

产相比无差异。本文统计显示阴道分娩发生压力性尿失禁为

２８０６％，剖宫产组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率为２７０９％，结果提示，
与阴道分娩比较，剖宫产并不减少产后尿失禁的发生。这种较

高的发病率，极大地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有报道［１６］称，妊

娠晚期妇女尿失禁发生率高于产后６至８周妇女。由此可见，
妊娠和分娩是共同造成压力性尿失禁的高危因素。

综上所述，与阴道分娩比较，剖宫产可以降低子宫脱垂的

发生，但并不减少产后尿失禁的发生，盆底肌力的受损与分娩

方式及产科因素无关，妊娠过程中长期的重力和激素的影响可

能是受损的主要原因，即妊娠和分娩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

高危因素。妊娠和分娩娠过程发生的一系列生理改变，多在产

后６至８周恢复至孕前状态，如产后不能及时修复，日后就可能
出现盆底功能减退。故产后妇女应及时进行盆底康复治疗，提

高盆底肌力，预防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１７］。为预防盆底功能障

碍性疾病，产后应及时进行盆底康复治疗，而盆底康复治疗从

产后４２ｄ开始治疗的效果是确切的［１８］。有报道显示［１９］，盆底

康复治疗对盆腔脏器脱垂效果明显，有效率达７９６％，且其治
疗方法简单、有效、安全无损伤，是症状轻患者的首选疗法。若

盆底肌肉因妊娠和分娩受损伤不能及时恢复，随着年龄的增

长，身体生理功能的下降，相应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女

性健康和生活质量，最后只能用外科手术治疗，不但医疗费用

增加，而且治疗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应对广大群众宣传妊娠

和分娩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高危因素，宣传产后盆底康复

的相关健康知识，提高广大妇女的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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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信行现状研究与对策———以郑
东新区为例
邢文会　付瑞敏
河南教育学院生命科学系／社会人口学系，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　目的：分析郑东新区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为开展切实可行的性与生
殖健康教育提供对策建议。方法：对郑东新区４６３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的性传播
疾病知识匮乏；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相对开放，男生对性的接受程度显著高于女生；获取性相关知识的主要

途径是网络和书刊。结论：对大学生开展符合时代需求的性知识教育迫切而必要，应从教师选择、教育过

程、教学内容、学情和社会氛围等方面着手，改进性知识教育现状，提高学生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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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传播疾病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据
ＷＨＯ估计，全球每天约有１００万人受到感染。性传播疾病在中
国也正在迅速蔓延，目前已跃居为第二大常见传染病［１－６］。作

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大学生正处于性生理和性心理发

展趋于成熟的阶段，他们中大多是刚离开父母家庭，独自在异

地求学，高校学习环境较为宽松，自由时间充足，在社会上各种

媒体信息的诱惑下，容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国内

外多项研究表明，性传播疾病的高发年龄主要集中在１５～２４
岁，大学生正处于此年龄段［７－９］，因此，大学生群体性与生殖健

康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学生生殖健康现状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沿

海和发达地区，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

现状鲜有报道，本研究即选择河南省大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会郑

州市，旨在通过研究郑东新区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信行现状，

为高校开展适宜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供对策建议。

!

　研究对象与方法
自行设计“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信行状况”问卷，内容涵盖

受访对象基本情况、性传播疾病知识及知识来源、性行为和性

态度、性教育需求。课题组成员于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６月间，根据
学校规模和专业设置情况，随机在郑东新区选择四所高校的在

校大学生接受问卷调查，所有学生均自愿参加调查，问卷采用

无记名形式，现场回收。

共发放问卷４７６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６３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２７％。调查对象年级、性别、专业均衡，其中男生占
４５６３％，女生占 ５４３７％；理 科 生 占 ５６２５％，文 科 生 占
４３７５％；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分别占２６３８％、２５１５％、
２７６１％和２０８６％。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

　结果
２１　匮乏的性知识与开放的性行为、性态度间的矛盾为性传播
疾病传播埋下隐患

　　性与生殖健康水平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美满和全民素质的
提升，正确掌握传播途径和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阻断疾病传

播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研究表明，郑东新区高校学生缺乏

必要的性传播疾病知识。虽然有６７４２％的受访者知道常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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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疾病的种类，但对其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并不了解，高达

３２１１％的学生认为注射抗生素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１６４３％
的学生认为服用避孕药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只有２０２６％的
受访者知道推迟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减少性伴侣、使用安

全套是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有效措施。对比不同性别的受访者，

发现女生对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低于男生，差

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这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生获取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动性低于同龄男性，因此，在学校开展

相关教育的过程中，要考虑到性别因素，在某些知识领域针对

性别差异对学生进行分类教育。见表１。

表１　郑东新区高校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性别 ｎ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男生 ２１１ １９０（９０２４） １４６（６９１９） １４３（６７７７） １１２（５３０８） １２１（５７，３５） ４５（２１３３） ５５（２６０７）

女生 ２５２ １２２（４８３１） １１０（４３６５） ６６（２６１５） ７４（２９２７） ６０（２３８６） １１８（４６６７） ３９（１５４０）

合计 ４６３ ３１２（６７３９） ２５６（５５２９） ２０９（４５１４） １８６（４０１７） １８１（３９０９） １６３（３５，２１） ９４（２０３０）

χ２ ９０５８２ ３１３１２ ８０１８５ ２６８７４ ５４２４６ ３２７３３ ７９６０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Ａ正确认识常见性传播疾病的种类；Ｂ正确认识性传播疾病的典型症状；Ｃ正确认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Ｄ正确认识性传播疾病的传播途径；
Ｅ正确认识易发生殖系统感染的危险行为；Ｆ正确认识人工流产的危害；Ｇ正确认识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措施

　　与性知识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性观念较为开
放，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高。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

６８１２％的男生和４５２６％的女生认为“性并不是一个难以启齿
的话题”；在各种性行为中，９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接受牵
手、拥抱、接吻、爱抚这些交往方式；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５９６６％的受访者持相对开放的态度，认为“如果双方达成共
识，可以接受”，持这一态度的男生和女生分别占 ７８２６％和
４４０５％；对婚前性行为持相对保守和极为开放态度的受访者比
例均明显偏低，“绝对不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受访者仅占

１４２７％，其中男生占２８９％，女生占２３８１％；认为“婚前性行
为是谈恋爱必须的”受访者仅占３４６％，其中男、女生分别占
４７４％和２３８％，还有２１３８％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考虑过这一
问题。可见，受访者对性和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较高，其中，

男生的接受程度明显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女生对性持更为
保守的态度，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动求知欲望和行为低于

男生，而作为生殖行为和结果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在生殖过程

中的地位尤为重要，提高其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减少性传播疾

病等伤害尤为重要。见表２。
２２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落后于大学生现实需求

大学生处于青春发育后期，性生理发育趋于成熟，求知欲

和好奇心强，容易接受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们多希望及早

得到科学系统的性知识教育，７６８８％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开展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从教育内容看，学生最希望接受教育的四个知识领域分别

是性生理（６５０１％）、性传播疾病／艾滋病预防（６４３８％）、避孕
知识（５４３８％）、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４５６３％）知识。而受访
对象中，虽然有近半数（４８１２％）表示曾接受过生殖健康类教
育，但所涉内容主要是两性生殖器结构（４５２９％）和性发育知
识（３１８８％），其他如性传播疾病的预防、避孕节育、优生优育
等实用知识却较少涉及，可见，目前的性知识教育内容远不能

满足学生需求，亟待调整和完善。

表２　郑东新区高校大学生性观念情况调查

男 女

性是否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是 ６８（３２２３） １３８（５４７６）

　否 １４３（６８１２） １１４（４５２６）

能够接受哪些交往方式

　牵手 ２１０（９９５３） ２４９（９８８１）

　拥抱 ２００（９４７９） ２３８（９４４４）

　接吻 １９８（９３８４） ２２７（９００８）

　爱抚 ２０４（９６６８） ２２６（８９６８）

能否接受婚前性行为

　绝对不可以 ６（２８９） ６６（２３８１）

　谈恋爱这是必须的 １０（４７４） ６（２３８）

　如果双方达成共识，可以接受 １６５（７８２６） １１１（４４０５）

　没考虑过 ３０（１４２２） ６９（２７３８）

另一方面，从教育形式看，虽然有近半数的受访者曾接受

过学校提供的生殖健康类教育，但调查表明，网络（１００％）和书
刊（７２４６％）才是大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
而学校（２１７４％）和家庭（１０７１％）教育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学校和家庭作为学生教育的主要阵地，对学生提供的生殖健康

教育影响力却如此低，不得不引人深思。这种反差无疑给良莠

不齐的媒体信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网络和书刊中不乏

鱼龙混杂的错误甚至淫秽的信息，如何利用网络高效的传播功

能和具有传统优势的书刊杂志来加强对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

识的宣传和教育将成为当前疾病防控有待开发的重要路径。

此外，３８３８％的受访者倾向于与同一年龄的朋友或同学交
流性传播疾病等生殖健康知识，这也提示，同伴教育方式可能

对今后的大学生预防性传播疾病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对

大学生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起到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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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面，辐射推动的作用。

#

　讨论
基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借鉴中外高校在大学生性教育实

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１０－１５］，建议河南省高校在今后的性知

识教育实施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慎重选择教师［１６，１７］。目前，开设生殖健康类课程的

高校多是从思政课、生物课或其他相近学科挑选教师授课，教

师本身对性知识的内容掌握的并不全面，甚至有些错误的认

识，加之教师本身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授课内容有所回避，可能

会侧重于性生理中比较肤浅的内容，因此，高校今后在进行性

知识教育时，应选择生殖健康专业的教师或者聘请有经验的一

线医生授课，以提高教育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实用性。

第二，优化教学过程。教育形式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选修

课或专家讲座形式；基于教育内容的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增加师生互动交流，结合案例、实物介绍避孕方法、性传播疾

病预防措施等实用知识；考核形式尽量减少和避免死板枯燥的

笔试，可选用调研报告、心得体会、小论文、辩论会等灵活的形

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第三，精选教学内容。讲授的内容要有所侧重，在传统生

理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既要增加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措

施、避孕、优生优育、人工流产等方面的知识以满足大学生的实

际需要，同时，要增加性伦理和性心理方面的教育，指导学生妥

善处理两性关系，处理好恋爱与学业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认识到婚前性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且会给自己

尤其是女生造成身心双重伤害，影响学业，甚至未来的家庭幸

福，避免婚前性行为和意外妊娠的发生［１８］。

第四，全面把握学情。教育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性别间的心

理差异和认知主动性，设计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内容，针对

男生性态度更宽容的现状，侧重性伦理教育以提高责任感，针

对女生在生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侧重避孕和性传播疾病方面

的教育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教育应尽早开展，开始的越早越

有利于改善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效果越好，可以从大

一开始开展，持续进行；同时，各年级教育有所侧重，低年级教

育重点应放在性生理、性心理方面的教育，及早培养其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和自我保护意识，中高年级学生即将面临结婚和生

育，要注意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方面的知识［１９］。

第五，净化社会氛围［２０］。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净化各类媒

体信息环境，从多角度、多方位给学生提供科学、系统和正确的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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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计划生育宣教的实施对男女性生活质量及焦虑
抑郁情绪的影响
范惠英　丁晓芳
嘉兴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手术室，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计划生育宣教的实施对男女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选
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１２０对夫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无计划生
育宣教组６２对与计划生育宣教组５８对，对比两组夫妇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避孕措施、性生活质量及焦虑
抑郁情绪。结果：计划生育宣教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优良率明显高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９８，Ｐ＜００５）。计划生育宣教组较无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服用避孕药率及安全期避孕率降低，放置
ＩＵＤ率及使用避孕套／药膜率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８，Ｐ＜００５；χ２＝５８４，Ｐ＜００５；χ２＝６５６，Ｐ＜
００５；χ２＝６２３，Ｐ＜００５）。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与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
高潮时间均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９，Ｐ＞００５；ｔ＝１７２，Ｐ＞００５；ｔ＝１８７，Ｐ＞００５）。无计
划生育宣教组与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均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ｔ＝１６７，Ｐ＞００５；ｔ＝１８４，Ｐ＞００５）。结论：对夫妇实施计划生育宣教可增加夫妇间的避孕节育知
识，促进实施正确的避孕措施，且对性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情绪无明显影响，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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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如今实施计划生育已达３０多年，不仅控制了人口过快的
生长，同时降低了新生人口的死亡率［１］，且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

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性质及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旨在确保人们的

生殖健康［２］。但有调查研究资料显示，绝大部分人群对计划生育

的内容及方法了解程度较低，且具有较高的人工流产率［３］。为此，

实施计划生育宣教工作至关重要，旨在提高人群对避孕节育的认

知，降低意外妊娠率，现将本次研究的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１２０
对夫妇作为研究对象，均有１～２个健康的子女，因个人原因或国家
优生优育计划的实施选择避孕，无流产史或不良妊娠史，全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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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均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并排除了患有严重全

身疾病及生殖系统炎症的患者，排除认知功能障碍或患有严重心理

疾病的患者，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６２对与计划生
育宣教组５８对。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中男６２名，女６２名；年龄在２３
～４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６７±２１）岁；教育程度：高中２３例，大
专２０例，大学或研究生１７例。计划生育宣教组中男５８名，女５８
名；年龄在２４～４７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７８±２３）岁；教育程度：高
中２４例，大专１８例，大学或研究生１８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仅给予常规健康教育，例如口头指导与介

绍如何使用避孕工具等。计划生育宣教组给予下列措施：（１）医护
人员使用口头讲解结合视频教学的方法将避孕相关知识及详细方

法作出说明，并将试验人员分组，采用组间提问及回答的讨论方式

进行交流，结束后发放计划生育宣教手册［５］。（２）医护人员可采用
一对一的方式，向试验人员演示避孕套的正确用法，告知其长期服

用避孕药可能对女性生殖健康造成影响，安全期避孕仍具有较高的

意外妊娠率，并对其所提疑问给予耐心解答，使其对计划生育强调

的内容给予全面准确的了解［６］。（３）鼓励夫妇共同参与计划生育
宣教作用，告知其重复人工流产对机体可能对生殖健康造成的损

伤，强调其重要性，树立避孕意识［７］。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与对比两组夫妇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避孕措施、性

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情绪。（１）避孕节育知识得分通过我院自
行编制的计划生育服务内容调查问卷完成，指派两名专业的医

护人员负责并指导其如何填写与注意事项，满分为１００分。得
分在８０至１００分之间评为优，得分在６０至８９分之间评分良，
得分在 ５９分及以下评为差，以优良之和所占比例作为优良
率［８］。（２）主要避孕措施包括服用避孕药、放置 ＩＵＤ、避孕套／
药膜、安全期避孕等［９］。（３）性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每周性
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潮时间［１０］。（４）焦虑及抑郁情
绪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及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价，
焦虑自评量表各项目累及分数在５０分以上评为焦虑，得分越
高，说明焦虑情绪越严重。抑郁自评量表及焦虑自评量表均包

含２０个项目，采取４级评分制，抑郁自评量表各项目累及分数
在５４分以上评为抑郁，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越重［１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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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避孕节育知识得分对比

两组人员教育前避孕节育知识得分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０８，Ｐ＞００５），计划生育宣教后，计划生育宣教组避孕节育知
识得分优良率明显高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９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避孕节育知识得分

组别 优 良 差 优良率

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６２）

宣教前 １５（２４１９） １０（１６１３） ３７（５９６８） ２５（４０３２）

宣教后 ２５（４０３２） ２０（３２３６） １７（２７４２） ４５（７２５８）

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５８）

宣教前 １４（２４１４） １２（２０６９） ３２（５５１７） ２６（４４８３）

宣教后 ３０（５１７２） ２４（４１３８） ４（６９０） ５４（９３１０）

　　注：宣教后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避孕措施对比
宣教前，两组人员避孕措施采取情况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２６１，Ｐ＞００５；χ２＝２０３，Ｐ＞００５；χ２＝２３３，Ｐ＞
００５；χ２＝２４１，Ｐ＞００５），宣教后计划生育宣教组较无计划生

育宣教组相比服用避孕药率及安全期避孕率降低，放置 ＩＵＤ率
及使用避孕套／药膜率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８，Ｐ＜
００５；χ２＝５８４，Ｐ＜００５；χ２＝６５６，Ｐ＜００５；χ２＝６２３，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避孕措施

组别 服用避孕药 放置ＩＵＤ 避孕套／药膜 安全期避孕

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６２）

宣教前 ３３（５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６１３） ２２（３５４８）

宣教后 １８（２９０３） ３（４８４） ２２（３５４８） １９（３０６５）

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５８）

　宣教前 ３０（５１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８９７） ２０（３４４８）

　宣教后 ９（１５５２） １０（１７２４） ３２（５５１７） ７（１２０７）

　　注：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
潮时间对比

　　宣教前两组人员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潮

时间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９，Ｐ＞００５；ｔ＝１３４，Ｐ＞
００５；ｔ＝１６２，Ｐ＞００５），宣教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与计划生育
宣教组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潮时间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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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ｔ＝１５９，Ｐ＞００５；ｔ＝１７２，Ｐ＞００５；ｔ＝１８７，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潮时间

组别
每周性生活

频率（次）

性唤起时间

（ｍｉｎ）
获得高潮

时间（ｍｉｎ）
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６２）

宣教前 ２１±０５ １１２±３７ １２３±１５

宣教后 ２３±０６ １０９±４２ １３７±１９

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５８）

宣教前 ２４±０５ １１０±３６ １３２±１２

宣教后 ２５±０３ １０８±３７ １４９±１６

２４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抑郁及焦虑量表评分对比
宣教前，两组人员抑郁及焦虑量表评分组间对比无统计学意

义（ｔ＝１４２，Ｐ＞００５；ｔ＝１３８，Ｐ＞００５），宣教后无计划生育宣教
组与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与焦虑自评量表评

分均无显著差异（ｔ＝１６７，Ｐ＞００５；ｔ＝１８４，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人员宣教前后抑郁及焦虑量表评分

组别
抑郁自评量表

（ＳＡＳ）
焦虑自评量表

（ＳＤＳ）
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６２）

宣教前 ６７３２±４３２ ６９０２±４８３

宣教后 ５８３４±５６７ ５６４５±４５６

计划生育宣教组（ｎ＝５８）

宣教前 ６８６３±４７７ ７０４２±４０７

宣教后 ５６３２±５７８ ５５７８±４９１

#

　讨论
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性质及内容

不断更新，不仅需努力实现工作方法的转变，同时需增加计划

生育的服务内容，以促进维持生殖健康，降低人工流产率，同时

减少因人工流产导致妇女发生的焦虑及抑郁等不良情绪［１２］。

因此，实施积极有效的计划生育宣教工作至关重要。在本次研

究中，我院将计划生育宣教实施于日常工作中，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医护人员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包括院内电视、广播、短

信及刊物等将计划生育相关知识进行宣教，定期举办现场讲解

及小组讨论，深化核心知识内容［１３］。对于部分特殊夫妇，医护

人员可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向其讲解如何正确的使用避孕套或

药膜，减少因错误使用避孕工具导致意外妊娠的发生，并告知

其长期服用避孕药可造成的影响，包括内分泌紊乱（例如月经

失调）等，而长期使用安全期避孕法仍具有较高的意外妊娠率

等，并非真正的“安全”，强调给予其全面准确的了解［１４］。另

外，医护人员鼓励夫妇共同参与计划生育宣教作用，使其自愿

将计划生育所强调的内容实施于日常生活中［１５］。

为了对计划生育宣教实施进行判断与分析，我们将避孕节

育知识得分、避孕措施、性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情绪作为评价

指标，结果显示，计划生育宣教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优良率明

显高于无计划生育宣教组（Ｐ＜００５），计划生育宣教组较无计
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服用避孕药率及安全期避孕率降低，放置

ＩＵＤ率及使用避孕套／药膜率增高（Ｐ＜００５）。结果提示，实施
计划生育宣教科促进增加其对避孕知识的掌握水平及自我保

健意识，从本上提高育儿质量，以此达到降低意外妊娠率及人工

流产率的目的。而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与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

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及获得高潮时间均无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无计划生育宣教组与计划生育宣教组相比抑郁自
评量表评分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均无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结果提示，实施计划生育宣教虽提高了其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及

掌握度，但并未对性生活质量造成影响，且不会带来焦虑及抑

郁等不良情绪，保障了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质量，与以往研究

报道基本一致。

另外，医护人员在实施计划生育宣教期间需注重培养自身

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１）培养自身关于计划生育的学习
能力，养成自觉学习的好习惯，提高理论素质［１６］。（２）对周围
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并培养对事情的分析处理能力，

增强计划生育宣教工作的主动性［１７－１９］。（３）由于计划生育工
作涉及范围较广，针对性较强，需要医护人员能够培养自身处

事能力，分清轻重缓急，提高工作效率［２０，２１］。综上所述，对夫妇

实施计划生育宣教可增加夫妇间的避孕节育知识，促进实施正

确的避孕知识，保障了生殖健康，且对性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

情绪无明显影响，值得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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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４０－３４３．
［１８］　谭红彤，刘丹，陈敏枝，等．产后远周妇女产后抑郁症现状调查分

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１８）：２８１２－２８１４．
［１９］　Ｇｅｍｚ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ｓｓｏｎＫ，ＫｏｐｐＫａｌｌｎｅｒＨ，Ｆａｕｎｄｅ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Ｇｙｎｅ
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４，１２６（Ｓｕｐｐｌ１）：Ｓ５２－Ｓ５５．

［２０］　ＨｅｉｋｉｎｈｅｉｍｏＯ，ＧｉｓｓｌｅｒＭ，ＳｕｈｏｎｅｎＳ．Ａｇｅ，ｐａｒ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７８（２）：１４９－１５４．

［２１］　ＰｈｉｌｉｐＰ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Ｉ，ＳｅｎｇｕｐｔａＰ．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ｖ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ｗｏｍｅｎｉｎａ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Ｌｕｄｈｉａｎａ．ＩｎｄｉａｎＪＳｅｘＴｒａｎｓｍＤｉｓ，
２０１３，３４（２）：８３－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及

其社会化引导策略研究”（１１ＢＳＨ０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姜永志（１９８４－），男，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社会心理学、青少年网络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

△【通讯作者】白晓丽（１９８４－），在读硕士，Ｅ－ｍａｉｌ：ｐｓｙ＿ｙｏｎｇｚｈｉ
＠１２６ｃｏｍ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８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影响———基于国内９
所高校的调查
姜永志１，２　白晓丽２△

１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２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内蒙古 通辽 ０２８０００

【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心理与行为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婚恋价值观作为价
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恋爱本质观、择偶标准观、性爱取向观以及婚恋道德观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导向作用。为此，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有哪些明显的影响，哪些方面的影响是积极的，哪些方

面的影响是消极的和需要引导或纠正的，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以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对网络文化与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影响是多元

的，上网时间和网络影响力是影响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大学生；网络文化；婚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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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婚恋价值观是人们以内在主观价值尺度为判断标准对恋

爱和婚姻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人们对恋爱的本质、择偶标准、性

爱取向以及有关的婚恋道德问题所持有的观点和评价［１］。婚

恋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

观的塑造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苏红等［２］调查研究发现，我国

当代大学生的婚恋价值观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其中对婚姻忠

诚观十分注重。沃文芝［３］在研究中还发现，性价值观是影响青

少年婚恋观的主要因素，而性价值观在网络社会也越来越多

元。随着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深入，有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的价

值观呈现出新的特点，婚恋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

一，也呈现出了新时期发展变化的特点［４］。尤其在网络时代，

互联网技术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世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１４５　　·

碰撞、相互影响，使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婚恋价值观出现传统与

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向。根据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３５次《中国互
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统计，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底，中国网民数量
已达到６４９亿，其中１０～３９岁网民占总数的７８１％，２０～２９
岁网民占网民总数的 ３１５％，学生网民占了网民总数的
２５５％［５］。可见，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人是使用互联网的最大

群体，同时学生网民又占了青年网民的大部分。那么，不可否

认的是，网络多媒体技术的传播内容形式多样，强大的娱乐功

能、即时通讯与即时更新功能与受众之间能够比较充分实现互

动，能够为受众提供虚拟的人际交往平台等［６］，互联网的这些

特点使大学生在网络时代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通过文献发现，网络及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而

深远的［７］。楼培敏［８］甚至认为，网络时代正塑造当代大学生的

一种网络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时常与传统的价值观发生着冲

撞，而在这种冲撞中如何正确引导则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任

务。从目前价值观的研究来看，婚恋价值观仍是一个受关注相

对较少的领域，尤其是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婚恋价值观并没有

得到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９］。在网络时代，网络及网络文化对

大学生婚恋价值观有哪些明显的影响？哪些方面的影响是正

向的，哪些方面的影响是负向的和需要引导或纠正的？概括起

来就是网络与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发展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

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

观的影响从哪些维度来描述？其二，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

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三，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影响是积

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

思考婚恋价值观教育和引导问题，提出引导大学生婚恋价值观

正确发展的策略提供有力保障。本研究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网络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社会化及引导策略研究》，采用调查

法对网络时代大学生婚恋价值观进行了调查研究。

"

　调查对象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五个大区的九所

高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吉

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漳州师

范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的３２０５名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其
生源地覆盖全国３４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括３４个少数民族。
受试大学生的人口学分布分析见表１。
２２　调查工具

大学生网络使用问卷：调查问卷中针对大学生网络应用情

况而设置的题项共有１３个，包括１０个单项选择题和３个多项
选择题，其内容涉及包括四个维度上的情况，分别是：上网时

间、网络参与程度、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和大学生所关注的

网络内容的情况。其中，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从网络信息的

吸引力、网络语言的影响力、网络主流观点的影响力三个方面

收集数据；大学生的网络参与程度从热点话题的讨论参与、参

与抵制网络不良现象、热点议题传播参与三个方面收集数据。

大学生关注的网络内容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休闲娱乐与日常

生活、学习与工作、时事政治。

大学生婚恋价值观调查问卷：研究采用周争艳２００９年编制
的《重庆大学生婚恋价值观问卷调查》［１０］。该问卷由两个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包括性别、民族、年龄、籍贯、年级、生源地、政治

面貌、家庭人均收入、信仰、婚恋状况、独生子女与否、父母情

况、月消费、学校和分科等１４个人口学变量信息；第二部分由
３６个题目构成，包括婚姻观和恋爱观两个大维度，其中婚姻观
维度下包括婚姻感性观、婚姻理性观、婚姻预测观、婚姻忠诚观

和婚姻文化观等５个小维度，恋爱观维度下包括恋爱投入性、恋
爱容忍性、恋爱坚持性、恋爱亲密性和恋爱依赖性等５个小维
度。本研究计分方式改为１～５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分值越高说明婚恋价值观越好。总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系数为０７９２，分半信度为０６９１。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表１　受试大学生基本信息

项目 类别 例数（ｎ） 占比（％）
性别 男 ９９７ ３１１１

女 ２２０８ ６８８９
学科 理科 １６７１ ５２１４

文科 １５３４ ４７８６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２０４ ３７５７

否 ２００１ ６２４３
政治面貌 无党派 ８５ ２６５

中共党员 ２５２ ７８６
共青团员 ２８５７ ８９１４
其他党派 １１ ０３４

年级 １年级 ２９５ ９２０
２年级 １４７６ ４６０５
３年级 １３７４ ４２８７
４年级 ６０ １８７

学校 河北大学 ３３４ １０４２
吉林师范大学 ３６０ １１２３
内蒙古民族大学 ５０９ １５８８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３７９ １１８３
内蒙古师范大学 ４９１ １５３２
西北师范大学 ３１８ ９９２
漳州师范大学 ３９５ １２３２
浙江师范大学 ２３７ ７３９
中南民族大学 １８２ ５６８

生源地省份 湖北 ３９ １２２
甘肃 ２１３ ６６５
广西 ３４ １０６
吉林 ３０６ ９５５
河北 ３４８ １０８６
山西 ３８ １１９
辽宁 ３２ １００
山东 ５２ １６２
内蒙古 １１２９ ３５２３
福建 ３４５ １０７６
安徽 ３８ １１９
湖南 ３６ １１２
河南 ５４ １６８
浙江 ２１６ ６７４
其他 ３２５ １０１４

生源地类型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２５４ ７９３
中小城市 ７０７ ２２０６
城镇 ８１５ ２５４３
农村 １３１１ ４０９０
牧区 １１８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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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统计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主要采用回归分

析法，以上网时间、网络参与程度和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为

自变量，以大学生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为因变量，分析大学生网

络应用情况与价值观各个维度的关系。

由于自变量不是连续变量，故采用虚拟变量回归分析法［１１］，

即：将上网时间的长短分成三个水平：较少、中等，较长；将学生对

网络的参与程度分成三个水平：轻微参与、适度参与、深度参与；

将网络对学生的影响力分为三个水平：较弱、适中和较强影响，进

而构建相应的虚拟变量。虚拟变量的编码规则为：时间维度的三

个水平构建两个时间维度的虚拟变量，虚拟变量是以上网时间较

少为参照（表中阴影部分为参照组），设置时间－虚拟变量１和
时间－虚拟变量２的编码均为０；上网时间中等的设置编码：时
间－虚拟变量１为０，时间－虚拟变量２为１；上网时间较长的设
置编码：时间－虚拟变量１为１，时间－虚拟变量２为０。网络对
学生的影响力变量的编码规则与上网时间变量的编码规则是一

致的。统计分析中，在不同的维度上，将变量的不同水平分别与

参照组的水平相比较，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时间维度中，上网时

间较长的和中等的，分别于上网较少的情况比较，看学生上网时

间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见表２。

表２　多元回归分析虚拟变量构建情况

原始变量

时间 影响力 参与度

时间虚拟变量

时间－虚拟１ 时间－虚拟２

影响力虚拟变量

影响力－虚拟１ 影响力－虚拟２

参与度虚拟变量

参与度－虚拟１ 参与度－虚拟２

较长 较强 深度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中等 适中 适度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较少＃ 较弱＃ 轻微＃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较长 适中 深度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中等 较强 适度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较少＃ 适中 适度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较长 较弱＃ 深度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 … …

　　注：表中＃为该变量的参照组

#

　调查结果
婚恋价值观共包括１０个维度，分别为婚姻理性观、婚姻感

性观、婚姻预测观、婚姻忠诚观、婚姻文化观、恋爱投入性、恋爱

容忍性、恋爱坚持性、恋爱亲密性、恋爱依赖性。分别以１０个维
度作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将两个时间虚拟变量、两

个影响力虚拟变量、两个参与性虚拟变量，共六个变量全部投

入回归方程式中进行了回归分析，判断网络因素对大学生婚恋

价值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的性质。

３１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婚姻理性观的影响
通过回归分析探讨网络文化对婚恋价值观各维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上网时间和网络影响力程度对婚姻理性观产生

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度对婚恋婚姻理性观不产生影响。具

体为：上网时间较长 ＆较少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值为
－００４４，表示上网时间对婚姻理性观的影响是负的，即相比较
上网时间较少的大学生而言，上网时间较长的大学生对婚恋婚

姻理性观的倾向低于上网时间较少的。影响力适中 ＆较弱变
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分别为００８３；影响力较强 ＆较弱
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均为００７８。表示网络影响力适
中对婚姻理性观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相比较网络影响力较弱

的大学生而言，网络影响力适中的对婚姻理性观要求最高，网

络影响力较强的大学生婚姻理性观倾向较高。见表３。
婚姻的理性观中强调婚姻选择上的是独立的、慎重的，是

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能得到亲人祝福的一种婚姻状

态。网络对婚姻理性观的影响说明，网络影响力越强，对婚姻

的选择更慎重、更理智，是对稳定婚姻关系的一种向往。从大

学生网络现状调查上看，网络影响力适中的学生占多数，因此，

可以说明多数大学生对婚姻的理解是理智的，对稳定的家庭关

系是向往的。但是，若是上网时间比较长，婚姻的理性观降低，

说明大学生上网时间长，浏览感兴趣的内容越多，容易陷入到

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婚姻的理性反而会降低。

表３　网络对婚姻理性观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１６．４７６ ０．０９５ １７４．１９４ ０．０００

时间较长＆较少 －０．１９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４ －２．４８３ ０．０１３

影响力适中＆较弱 ０．４６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３ ３．６４５ ０．０００

影响力较强＆较弱 ０．３４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８ ３．４２６ ０．００１

　　注：回归分析分两次进行，第１次迫选法进入模型的达到显著性的变量保留，再对这些变量进行２次回归分析，本表呈现的是第２次回归分析的
结果，下同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１４７　　·

３２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婚姻感性观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上网时间和网络影响力程度对婚姻感性观

产生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度对婚恋婚姻感性观不产生影

响。具体为：上网时间中等、较长 ＆较少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Ｂｅｔａ值分别为００４１、００７７，表示上网时间对婚姻感性观的
影响是正向的，上网时间较长的大学生对婚恋婚姻感性观的倾

向越高。影响力适中、较强＆较弱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
值分别为－００６６、－０１０８。表示网络影响力适中对婚姻感性
观的影响是负向的；网络影响力较强对婚姻感性观倾向越弱。

见表４。

婚姻感性观指的是婚姻关系处理中比较自我、比较冲动和

盲目。上网时间短和中等的人，一般会简单的浏览网络信息，

不至于影响婚姻关系或较为客观的处理婚姻关系，但是，上网

时间较长的一般对上网的节制性较差，会沉浸在网络的虚拟

中，对婚姻中另外一方理解和关注不足，导致冲动和不冷静。

另外一方面，受网络影响强的人，说明性格中容易受外界环境

的影响，在婚姻关系处理上是客观冷静的。同时也反映，网络

文化在婚姻观的宣传上主流是正向的、积极的，受其影响的大

学生在婚姻关系处理中冲动、盲目的成分少一些。对待婚姻关

系是传统与谨慎的。

表４　网络对婚姻感性观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９．９１４ ０．１３８ ７１．６１６ ０．０００

时间中等＆较少 ０．４３１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１ ２．２３６ ０．０２５

时间较长＆较少 ０．４９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７ ４．２３３ ０．０００

影响力适中＆较弱 －０．５３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６６ －２．９１５ ０．００４

影响力较强＆较弱 －０．７０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０８ －４．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３３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婚姻预测观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上网时间对婚姻预测观产生影响，大学生

的网络影响力、网络参与度对婚恋婚姻预测观不产生影响。具

体为：上网时间较长＆较少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为－
００５７，表示上网时间对婚姻预测观的影响是负向的，上网时间
较长的大学生对婚恋婚姻预测观的倾向越低。见表５。

婚姻的预测观主要是考查大学生对通过恋爱走向婚姻的

倾向上的态度。上网时间对其产生负向影响，说明上网时间长

对从恋爱走向婚姻的态度是悲观的，并认为恋爱不一定要走向

婚姻。结合婚姻的感性观分析，上网时间较长的大学生关注的

内容与婚姻观主流倾向不一致，或者是大学生沉浸在网络游戏

中，忽略了其他任何关系的处理。

表５　网络对婚姻预测观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１４．４２２ ０．０６７ ２１４．２９７ ０．０００

时间较长＆较少 －０．３４３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７ －３．２０７ ０．００１

３４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婚姻忠诚观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上网时间和网络影响力程度对婚姻忠诚观

产生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度对婚恋婚姻忠诚观不产生影

响。具体为：上网时间中等、较长 ＆较少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Ｂｅｔａ值分别为 －００４３、－００３７，表示上网时间对婚姻忠诚
观的影响是负向的，上网时间中等的大学生对婚恋婚姻忠诚观

的倾向最高，上网时间较长的大学生婚姻忠诚观较上网时间短

的低，但是比上网时间中等的高。影响力适中、较强 ＆较弱变

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分别为００９３、００９５。表示网络影
响力对婚姻忠诚观的影响是正向的；网络影响力越强对婚姻忠

诚观倾向越高。见表６。
婚姻的忠诚观实际上更接近传统的婚姻观念，提倡婚姻双

方对婚姻的态度、对另一方的责任等。统计结果上，上网时间

会降低婚姻的忠诚度，受网络影响强可以提高婚姻的忠诚度。

这一结果与婚姻观的其他结果是一致的，上网时间长影响婚姻

的稳定性，甚至造成婚姻中一方的出轨。

表６　网络对婚姻忠诚观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１３．３１５ ０．１１０ １２１．０１８ ０．０００

时间中等＆较少 －０．３６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３ －２．３５０ ０．０１９

时间较长＆较少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７ －２．０３０ ０．０４２

影响力适中＆较弱 ０．５９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３ ４．０６７ ０．０００

影响力较强＆较弱 ０．４８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５ ４．１６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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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恋爱投入性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网络影响力程度对恋爱投入性产生影响，

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和网络参与度对婚恋恋爱投入性不产生影

响。具体为：影响力适中＆较弱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
分别为－００４６；影响力较强＆较弱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
ｔａ值均为－００５１。表示网络影响力对恋爱投入性的影响是负
向的。即相比较网络影响力较弱的大学生而言，网络影响力越

强，恋爱投入性倾向越高。见表７。
恋爱的投入性指的在恋爱期间两性之间能共同的面对困

难及人生规划的问题，会排出其他条件对恋爱关系的负面影

响，统计情况说明，网络影响力对于婚恋价值观中的恋爱投入

性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力越强的大学生恋爱投入性婚恋倾向

越低。

表７　网络对恋爱投入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１５．４３３ ０．１０４ １４８．９２７ ０．０００

影响力适中＆较弱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６ －２．０３３ ０．０４２

影响力较强＆较弱 －０．２６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１ －２．２３３ ０．０２６

３６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恋爱容忍性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网络影响力程度对恋爱容忍性产生影响，

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和网络参与度对婚恋恋爱容忍性不产生影

响。具体为：影响力适中＆较弱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Ｂｅｔａ值
为－００８７；影响力较强＆较弱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值
均为－０１２３。表示网络影响力对恋爱容忍性的影响是负向的。

即相比较网络影响力较弱的大学生而言，网络影响力越强，恋

爱容忍性倾向越高。见表８。
恋爱容忍性指的是恋爱过程中，双方面对差异和分歧等问

题的解决上是否能以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处理。统计结果

说明，网络影响力恋爱容忍性产生的影响是消极与负向的，影

响力越强的大学生恋爱容忍性越低。

表８　网络对恋爱容忍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１０．６８４ ０．１３１ ８１．７５４ ０．０００

影响力适中＆较弱 －０．７０５ ０．１８４ －０．０８７ －３．８２８ ０．０００

影响力较强＆较弱 －０．８０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３ －５．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３７　网络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恋爱亲密性的影响
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对恋爱亲密性产生影

响，网络影响力程度和网络参与度对婚恋恋爱亲密性不产生影

响。具体为：上网时间中等与较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值分
别为０１０５；上网时间较长的与较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值
均为００６８。表示网络影响力对恋爱亲密性的影响是正向的。

即相比较上网时间较少的大学生而言，上网时间中等的恋爱亲

密性最高，上网时间较长的次之，上网时间较少的最低。见

表９。
上述情况说明，上网时间对于婚恋价值观中的恋爱亲密性

产生正向影响，恋爱亲密性从高到低依次为上网时间中等、上

网时间较长、上网时间较短。

表９　网络对恋爱亲密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及项目
未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分布
ｔ 显著性

（常数） ９．３２０ ０．０８１ １１５．１１３ ０．０００

时间中等＆较少 １．１６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５ ５．７６０ ０．０００

时间较长＆较少 ０．４５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８ ３．７４９ ０．０００

３８　网络对婚恋价值观总体影响
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归纳认为，网络对婚恋价值观中婚姻

文化观、恋爱坚持性、恋爱依赖性、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不能

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与诠释。综上所述，我们将网络对婚恋价

值观各维度的影响程度及影响的性质进行统计，上网时间和网

络影响力影响网络对价值观的多个维度产生影响，网络参与程

度对职业价值观不产生影响。上网时间对婚姻的感性观和恋

爱亲密性产生正面影响，对婚姻的感性、预测和忠诚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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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面。网络影响力对婚姻的理性观、忠诚观的影响是正向，

对婚姻的感性观、恋爱投入性和容忍性产生负向影响。见

表１０。

表１０　婚恋价值观各维度的影响统计

　　　　维度

项目

上网时间

影响 性质

影响力

影响 性质

参与度

影响 性质

婚姻理性观 √ － √ ＋

婚姻感性观 √ ＋ √ －

婚姻预测观 √ －

婚姻忠诚观 √ － √ ＋

婚姻文化观

恋爱投入性 √ －

恋爱容忍性 √ －

恋爱坚持性

恋爱亲密性 √ ＋

恋爱依赖性

　　注：√有影响，＋正向影响，－负向影响

$

　分析讨论
从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影响的分析结果上看，网络

文化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影响走向多元。易于受网络影响的

大学生，婚恋价值观仍较为传统、保守［１２］。在婚姻的观念上是理

性的、忠诚的，但恋爱的投入性和容忍性较差，上网时间较长的大

学生表现出更强的恋爱盲目性、开放性，对婚姻缺少责任感、对待

另一方的包容心和尊重相对较弱。因此，可以推断网络在对婚恋

观的宣传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主流上传统性多一些，但是反

主流的也是存在的。而对于大学生而言，喜欢接受新的事物，自

控能力比较弱。因此，婚恋观上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以往研究认为当代中国青年婚恋价值取向是

在传统保守基础上的多元化发展，即有传统、有现代、有保守、有

开放；有负责、有冲动等多元的发展［１３］。

从婚恋关系上看，婚姻的理性观和忠诚观的正向发展、恋

爱的投入性和容忍性的负向发展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婚姻观点，

即对婚姻的责任、忠诚、恋爱中的相对保守且兼顾其他，不能因

为恋爱迷失自己等等。网络对这些维度的影响是与传统的文

化相吻合的，这与廉启国等［１４］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网络影

响力上看，网络文化中关于婚恋关系的引导上是倾向传统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维上网时间上看，上网时间长的大学生对婚

姻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是更倾向于热情、开放和遵从自身意愿

等。结合两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出现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

是，一方面网络文化中关于婚恋价值观的宣传是多元化的，也

就是说上网时间较短的大学生倾向于浏览网络信息，上网时间

长的学生用于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可

以初步推断网络一般信息对婚恋价值观的宣传与引导更倾向

于传统，而游戏或影视方面对婚恋价值观的引导更开放和现

代［１５］。另一方面，网络中关于婚恋价值观的宣传与引导是开放

的和反传统的，受网络影响力比较强的大学生，在人格中更容

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其建立的婚恋关系则受现实环境中传

统婚恋关系的影响多于网络的影响。

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恋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

便捷和直接，有利于促进恋人之间感情的发展，恋爱的亲密性

得到加强，但是忠诚度降低了，这也同时验证了网络技术的双

面性特征，网络可以用于恋人之间的沟通，但同时也应看到网

络抢占了大学生的面对面恋爱时间，虽然恋人之间因网络的沟

通与交流多了，但是缺少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容易产生误解而导

致分手，同时增加了“移情别恋”的可能性和风险。

综上，大学生的婚恋观还在逐步形成阶段，大学生允许结

婚的结果是大学生的婚恋观还没成熟的时候，就要承担婚姻的

责任。加之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婚恋价值观发展的影响是多元

的、网络文化中的婚恋价值观与传统婚恋价值观有时又是冲突

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婚恋价值观，

更何况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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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于茂河（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在职研究生，主要从
事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

王平（１９８８－），女，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
少年生长发育。

·性心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９

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者的同性性取向成因初探
于茂河１　王平２　柳忠泉１　龚卉１

１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２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探究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的同性性取向相关因
素。方法：于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７月，以天津市各区级疾控中心和社会组织为依托，招募青年学生 ＭＳＭ５０人，
并从高校招募异性恋学生３５人，对所有对象进行一般人口学特征、性格特征、家庭环境等问卷调查。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共 ８５人，全部为男性、未婚，平均年龄（２１１８

!

２０１）岁。
ＭＳＭ组的汉族、户籍所在地为本市、在本地居住两年以上、所学专业类别为理工类等依次为９４０％、３８０％、
７６０％、５２０％，普通男大学生组依次为９７１％、３１４％、４２９％、６５７％。ＭＳＭ组童年时与父母亲关系融洽
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ＳＭ组与普通男大学生组相比，小时候不爱
活动、小时候不喜冒险、小时候喜欢扮作女孩、小时候不喜欢刀枪等玩具、１８岁之前接触过有关同性恋的书
籍或电影、从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中体验到性快感的比例均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童年或未成年时的成长环境与青年学生同性性取向一定程度上相关。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者；同性恋；异性恋；性取向；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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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１％，３１４％，４２．９％ ａｎｄ６５．７％ ａｍｏ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ｖｉｎｇｈａｒ
ｍｏｎｉｏ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ｍｏｎｇＭＳＭ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ｍｏ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ｉｓ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ｄｉｓｌｉｋｉｎｇ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ｌｉｋｉｎｇｔｏｐｌａｙａｓａ
ｇｉｒｌ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ｉｎｇｐｌａｙｉｎｇｓｗｏｒｄｔｏｙｓｉｎｏｎｅ’ｓ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ｎｄｖｉｅｗｉｎｇｂｏｏｋｓｏｒｍｏｖｉｅｓａｂｏｕｔｇａ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ｂｏｏｋｓｏｒｍｏｖｉｅｓａｂｏｕｔｇ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１８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ＭＳＭ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ｎｄｔｅｅｎａｇｅｉｓｈｉｇｈｌｙ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ｅｘ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Ｇａｙ；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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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是指与同
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是行为学上的定义；由于 ＭＳＭ易发生无
保护的肛交性行为并有多个多性伴侣，因此成为艾滋病感染的

高危人群［１］。从性取向上，ＭＳＭ包括男同性恋、男双性恋和曾
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异性恋者，其中以男同性恋和男双性

恋者为多［２］。男性同性恋成因十分复杂，主要涉及遗传、表观

遗传因素、神经生物因素、发育及内分泌因素、社会及心理因素

等诸多方面，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３］。青年学生 ＭＳＭ作
为这一群体中年龄偏小、文化水平偏高这一特殊群体，具有很

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青年学生ＭＳＭ的同性性
取向（包含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家庭及成长环境成因及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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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利于对这一人群有更好的了解，从而预防青年学生 ＭＳＭ
感染艾滋病。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７月，以天津市各区级疾控中心和社会组
织为依托，通过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组织同伴教育员

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招募全市１２个区的２５所大中专院校青年
学生ＭＳＭ５１人，并从５高校招募异性恋学生３５人，１名 ＭＳＭ
学生因年龄过大（３３岁）而被排除研究。全部研究对象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并签写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使用自行设计的基本信息问卷和性取向成因问卷（参考张

艳辉等［４］的研究）对调查对象进行统一问卷调查。基本信息问

卷包括出生日期、民族、户籍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时间、所学专

业类别、性取向（自我认同的）等问题；性取向成因问卷包含可

能与性取向有关的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等问题，对所有研究对

象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式提问，有效确保问卷的质量。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共８５人，全部为男性、未婚，年龄范围为１８～２７
岁，平均年龄（２１１８±２０１）岁。ＭＳＭ组 ５０人，平均年龄
（２１６０±１９２）岁；普通男大学生组３５人，平均年龄（２０５７±
２０２）岁，两组年龄差异经秩和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民族、户籍
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时间、所学专业类别及性取向等基本情况

见表１。
２２　性取向相关影响因素

经卡方检验，ＭＳＭ组童年时与父母亲关系融洽的比例低于
普通男大学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ＳＭ组与
普通男大学生组相比，小时候不爱活动、小时候不喜冒险、小时

候喜欢扮作女孩、小时候不喜欢刀枪等玩具、１８岁之前接触过
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从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中体验

到性快感的比例均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家庭中是否为独子及非独子在家中的排行、家中是父亲还是母

亲强势、是否在１８岁前与异性交往过及是否与异性交往受挫在
两组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是否有恋父情结差异也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项目
ＭＳＭ组
（５０人）

普通男大学生组

（３５人）
合计

（８５人）

民族

　汉族 ４７（９４０） ３４（９７１） ８１（９５３）

　少数民族 ３（６０） １（２９） ４（４７）

户籍所在地

　天津本市 １９（３８０） １１（３１４） ３０（３５３）

　外省 ３１（６２０） ２４（６８６） ５５（６４７）

在本地居住时间

　＜３个月 １（２０） １（２９） ２（２４）

　３～６个月 ２（４０） ２（５７） ４（４７）

　７～１２个月 ４（８０） ７（２００） １１（１２９）

　１～２年 ５（１００） １０（２８６） １５（１７６）

　２年以上 ３８（７６０） １５（４２９） ５３（６２４）

所学专业类别

　理工类 ２６（５２０） ２３（６５７） ４９（５７６）

　文史类 １５（３００） ２（５７） １７（２００）

　艺术类 ６（１２０） ２（５７） ８（９４）

　医学类 １（２０） ８（２２９） ９（１０６）

　经济管理类 ２（４０） ０ ２（２４）

性取向

　同性恋 ４４（８８０） ０ ４４（５１８）

　双性恋 ６（１２０） ０ ３５（４１２）

　异性恋 ０ ３５（１０００） ６（７１）

表２　性取向相关影响因素

项目 ＭＳＭ组（５０人） 普通男大学生组（３５人） χ２ Ｐ
童年时父母亲与我的关系

　融洽 ３６（７２０） ３２（９１４） ４８５７ ００２８

　否 １４（２８０） ３（８６）

童年家庭环境

　与亲生父母生活 ４３（８６０） ３（８５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否 ７（１４０） ５（１４３）

是否为独子

　是 ３２（６４０） １６（４５７） ２８０１ ００９４

　否 １８（３６０） １９（５４３）

非独子在家中排行

　老大 ６（３３３） ３（１５８） ２３０８ ０３１５

　否 １２（６６７） １６（８４２）

在家中父亲强势还是母亲强势

　父亲 １８（３６０） １７（４８６） １４５０ ０４８４

　母亲 １８（３６０） １１（３１４）

　其他 １４（２８０） ７（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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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ＭＳＭ组（５０人） 普通男大学生组（３５人） χ２ Ｐ
童年时父母亲与我的关系

是否有恋父情结

　有 ４（８０） １（２９） ０２７４ ０６０１

　无 ４６（９２０） ３４（９７１）

小时候是否体弱多病

　是 ２７（５４０） １３（３７１） ２３４８ ０１２５

　否 ２３（４６０） ２２（６２９）

小时候是否不爱活动

　是 ２９（５８０） ６（１７１） １４１８９ ００００

　否 ２１（４２０） ２９（８２９）

小时候是否不喜冒险

　是 ２６（５２０） １０（２８６） ４６２９ ００３１

　否 ２４（４８０） ２５（７１４）

小时候是否追求细节

　是 ３２（６４０） １８（５１４） １３４３ ０２４６

　否 １８（３６０） １７（４８６）

小时候是否过度保守

　是 ２５（５００） １２（３４３） ２０６８ ０１５０

　否 ２５（５００） ２３（６５７）

小时候父母亲是否将你当做女儿抚养

　是 ９（１８０） ２（５７） １７７６ ０１８３

　否 ４１（８２０） ３３（９４３）

小时候是否喜欢扮作女孩

　是 ８（１６０） ０（００） ６１８２ ００１３

　否 ４２（８４０） ３５（１０００）

小时候是否喜欢刀枪等玩具

　是 ２８（５６０） ２９（８２９） ６７２３ ００１０

　否 ２２（４４０） ６（１７１）

是否高中毕业之前有与异性交往经历

　是 １６（３２０） １７（４８６） ２３８０ ０１２３

　否 ３４（６８０） １８（５１４）

与异性交往是否有受挫、有不愉快的经历

　是 ６（３１６） １４（８２４） １０８８ ０２９７

　否 １３（６８４） ３（１７６）

是否１８岁之前遭受过成年男性的性虐待

　是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否 ４９（９８０） ３５（１０００）

是否１８岁之前接触过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

　是 ３２（６４０） ８（２２９） １３９８９ ００００

　否 １８（３６０） ２７（７７１）

是否从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中体验到性快感

　是 ２５（７８１） ２（２５０） ６８１６ ０００９

　否 ７（２１９） ６（７５０）

亲人是否有同性取向

　是 ３（６０） ０（００） ０７７１ ０３８０
　否 ４７（９４０） ３５（１０００）
在高中毕业之前时，学校是否进行过性健康教育

　是 ３０（６００） １７（４８６） １０８８ ０２９７
　否 ２０（４００） １８（５１４）

　　注：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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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ＭＳＭ自述性取向成因
５０人中，２６人（５２０％）自述同性性取向为先天性，均不自

觉有任何事件或人诱导，属自然而然、不自觉便喜欢同性，但发

觉的时间早晚各异，从小学至初中不等；２４人（４８０％）自述为
后天性，其中１０人是由于后天家庭因素影响（包括父母离异、
父亲强势、和父亲关系紧张、父母工作繁忙由祖母或外祖母照

看等），网络及影视作品影响的有５人，另有因好奇、被人诱导、
与异性交往受挫等原因而产生同性性取向。

２４　调查对象对我市大中专院校男生中ＭＳＭ人群所占比例的
估计

　　ＭＳＭ组估计我市大中专院校男生中ＭＳＭ人群所占比例的
均值（中位数）为１５７（１００）％，普通男大学生组估计该比例为
１１７（２０）％。合计为１４０（７８）％。
#

　讨论
本研究选择的人群为在校学生，主要是因为学生的依从性

高，而且年龄小回忆偏倚小，有利于质量控制并能减少回忆偏

倚，可使收集的信息更真实、准确。本研究的青年学生 ＭＳＭ依
托于各区级疾控和社会组织招募，虽为匿名调查，但信息相对

可靠，有很高的可信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样本量偏小

的不足。

同性性取向的成因有先天说［６］和后天说［５，７，８］，先天说包括

基因、激素和大脑结构［９－１１］，后天因素包括家庭、社会、心理、生

理等因素。国外还有研究成长环境和基因对性取向的影

响［１２－１４］，提出同性人群有更大的精神压力［１５］。本研究中，ＭＳＭ
组童年时与父母亲关系融洽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组，说明

了童年时与父母亲的关系会对同性性取向的产生起到一定的

作用，在杨泰等［１６］的研究中，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未与亲生父母

生活的家庭结构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均产生严重影响。幼年

时喜欢扮做女孩易造成男性儿童性别角色混乱，这与钱玉燕、

张北川等［１７，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除此之外，小时候不爱活动、

不喜冒险、不喜欢玩刀枪玩具的青年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同性

恋，这可能是在孩童时期同性性取向的表现倾向。１８岁之前接
触过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或电影并从中获得性快感可能是产生

同性性取向的诱因。

在自述的同性性取向成因上，认为自己的同性性取向是先

天形成的和后天形成的比例相当；而自述为后天因素导致的同

性性取向中，家庭因素为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家庭环境因素

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排在第二位的后天因素为网络及

影视作品，说明了信息便捷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根据“空白

占据理论”［１９］，首次性经历对于性取向的形成至关重要［２０］。青

春期（性朦胧期）的首次性经验对其性别角色的识别认同具有

较强的影响，并因随后一段时期内性行为的空白而不断强化进

而固化，逐渐形成终身的性取向。由此可以看出，同性恋的形

成并非是单一原因的，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本研究还设计了对大中专院校男生中 ＭＳＭ人群所占比例
进行估计这一题目，估计的比例可能有一定偏差，但却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男同性恋人群正由以往的隐蔽化向公开、显现化

过渡。这也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童年或未成年时的成长环境与青年学生同性性取向高度

相关，家庭和学校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对于避免后天形成的同

性性取向具有重要作用，对预防学生感染艾滋病也会起到很大

的作用［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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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恋的伦理透析及应对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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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恋的背后可能是教师对学生诱骗、性骚扰、性侵的本质。师生恋也往往充斥着非法交
易，因此社会各界不乐见师生恋带来的不良影响。国际上基本都禁止师生恋的发生，我国也须加强对师生

恋的立法，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保护。

【关键词】　性社会学；性伦理；师生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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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学校园教授“诱骗”或“性侵”女大学生的不良事
件时有发生，且从一般高校到全国知名学府都有被媒体曝光的

类似新闻事件［１－５］。据法制网的报道，２０１４年教师节，一些身
着红色斗篷、手举“盾牌”的“小红帽”女大学生出现在厦门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９所国内
著名高校门口，女大学生举着“要安全校园，不要保研路”、“治

大灰狼，别治小红帽”，“老师，我的身体不是礼物”等不同标语

纷纷现身［６］。这些女大学生还向１００多所２１１大学校长邮寄了
她们关于高校保护女大学生预防性骚扰制度的建议书。

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引起了社会公众对高校师生恋的

关注。人们常将教师与学生发生的恋爱与性关系统称为师生

恋［７］。国家教育部在２０１４年底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
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１０号）［８，９］，其中，严禁高
校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规定，

西方国家也有明确的条款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不正当的

关系。尽管有这样的禁忌，但是师生恋在我国自古就有之，如

今似乎更盛。对于师生恋，学界和社会公众对其的态度并不一

样，有支持也有反对的，也有认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

　当前高校师生恋的主要形式分析
１１　以结婚为目的的师生恋

这种师生恋也是一种正常恋爱现象。原则上只要不违反

《婚姻法》就不会触及法律底线，但是否触及公众的道德接受底

线则要另当别论。正常的青年男女恋爱是可以被公众接受的，

只要师生双方年龄差距小且都是单身，这种师生恋就仍可能被

公众接受。从法律角度讲，只要符合《婚姻法》的相关规定，那

么老师与成年的大学生谈恋爱应该是可行的。在各类高校里，

也的确存在教师与大学生真诚恋爱，教师一方往往是单身青

年，双方基本上都很低调，待学生一方毕业后再公开，步入婚姻

殿堂的例子也有。假如学生一方尚未毕业恋情就被公开，可能

要引来很多社会舆论的指责。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在校大学生结婚乃至生子的

新闻近年来也不断被媒体曝光，却不见公众的批判。倒是师生

恋被曝光，往往会引来社会舆论压倒性的指责。因为师生恋颠

覆了人们对师徒关系传统认识。

１２　“小三”式的师生恋
这个情况主要是指教师一方已经结婚，与学生发生了婚外

情，学生一方充当小三的角色。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教师婚姻出轨，诱骗学生发生恋爱。例如以自己婚姻失

败、婚姻不和为理由，诱骗学生与之恋爱，甚至许诺未来可能结

婚等。二是学生自愿成为老师的小三。原因是经济物资基础

丰厚、人生阅历丰富的一些男性老师，在讲台上往往显得风度

翩翩，成熟稳重，深得一些女生的喜欢。学生与老师恋爱，可能

并非是为了结婚，而只是为了满足仰慕心理之类。毕业后，或

者有了男朋友后，这段师生恋往往也就自然消失了。

这种师生恋通常是见不得光的，涉事双方都害怕被人发

现。一旦发现必然给双方、特别是教师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不管学生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没有任何法律和公德愿意允许这

样的情况发生。

１３　利益式的师生恋
主要是指双方存在各种利益交换发生的不正当恋爱与性

关系。因为教师一方往往有着独特的经济优势，以及考试打

分、毕业答辩、保送推荐、评优选先等权力，一旦教师想与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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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就有可能以这些权力为条件诱骗、误导

甚至逼迫学生就范。同时，也会有部分女大学生，为了从教师

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也可能会向教师主动靠近，发生不

正当的两性关系。例如研究生为了让导师顺利让自己毕业，有

的是为了从教师一方获取经济效益等。

这种师生恋充斥着不健康交易，往往也会破坏其他学生公

平竞争的环节，自然会被世人唾骂。

１４　性侵式的师生关系
就是指教师利用与学生独处的时机强行与学生发生性关

系，或者酒后与学生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或者使用迷幻药物迷

奸学生等情况。事后教师往往用各种好处、赔偿息事宁人，而

女学生也可能为了顺利完成学业，避免丑闻泄露而隐忍。

"

　师生恋的国内外形式初步分析
国内外对高校师生恋都有明确的禁令。

２１　我国对师生恋的态度解读
由于大学生几乎都是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

于教师侵害学生利益的相关条款不能适用。在《教师法》中，也

主要是提到了对教师权益、待遇的保障问题，但没有明确提到

“师生恋”相关的法律问题。《教师法》第八章第三十七条第三

项提到了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可能面临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描述显得模糊，对

教师性侵学生、师生恋等没有明确说明。

一些高校也尝试出台了政策，要求教师严禁与学生发生师生

恋。但这些政策仅仅是部分高校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做法，且往往还

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监督机构，执行情况也堪忧。曝出的不良

师生恋往往由学生、媒体为先，校方常被动出面处理。

尽管教育部在２０１４年９月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
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及了师生恋问题，但尚未上升到法律

的层面，也仅仅是一个意见。因此，我国高校应该研究制定师生恋

的政策，明确底线和处罚措施。高校教师坚守职业道德，迫切需要

法律的引导，而《教师法》也需要进一步丰富完善，与时俱进。

２２　美国对高校师生恋的态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有人翻出他师生恋的历史，好在

当时美国并未禁止师生恋，而现在美国则是全面严格禁止师生

恋，一旦恋情被公开，至少有一方要离开学校，同时面临法律制

裁［１０］。美国严禁师生恋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师生恋中，

教师的权力更大，更容易左右学生，学生处于弱势一方。这种

不对等的恋爱也就难以公平。不公平的恋爱是崇尚自由的美

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二是为了保护教师。因为师生恋一旦

关系破裂，学生往往会以性骚扰为由状告老师，而老师往往毫

无招架之力。教师性骚扰学生将面临非常严厉的惩罚。

尽管一直有反对的声音，但美国人主流的态度不会变化。

同时，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禁止师生恋的发生。其中日本对师

生恋禁止也很严格，师生恋被教师视为“雷区”［１１］。师生恋一

旦曝光，不仅要收到法律的制裁，还会被舆论和公众谴责。

２３　台湾明文禁止师生恋
台湾“教育部”在２０１１年将禁止师生恋的条款写入“教育

法”，一旦发现师生恋，教师将被解聘，并面临法律惩罚［１２］。一

台湾教师与学生发生恋情，结果被判入狱１０年，可见台湾对师
生恋禁止的决心。

台湾的这条法律虽然引起了各方的热烈讨论，但总体上得

到了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所谓师生恋的背后，往往就是赤

裸裸的教师性侵或性骚扰学生。

#

　师生恋伦理透析与策略
３１　对公众的态度初步调查

笔者利用网络问卷工具就高校师生恋设置了一个３题问
卷，以在线的形式进行调查。目前结果显示：（１）对师生恋的态
度：６０％的调查者认为应该看情况而定，直接反对的只有３０％，
无人直接赞同。说明公众对高校师生恋存在一定的宽容性，并

非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２）如何处理师生恋的态度：７２％的
人认为要视情况而定。也有少量选择惩罚教师或师生一起惩

罚者，但无人选择仅仅惩罚学生的选项。说明公众普遍认为师

生恋中学生往往是弱势群体，容易成为受害者，对学生一方有

更多的同情。（３）对隐私的保护问题：７６％的人认为应该保护
师生的隐私，公开任何一方的信息选择率很少。说明公众重视

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但时机上能够保护，则是另外一回事。

３２　师生恋有走向歧途的趋势
首先，尽管有些师生恋是为了结婚而开展的，但是这样的情况

很少，双方能够成功修成正果的就更少了。因为学生毕业工作，可

能就天各一方，很难具备结婚的条件。其次，更多师生恋的背后则

是教师对学生的一种性骚扰、性侵乃至诱骗，因此师生恋一旦曝光，

往往公众都能发现其阴暗的源头，故而也就非常反感。第三，师生

恋往往还充斥着不正当的性交易［１３－１５］，例如以身体换学位现象的

发生。一些研究生为了顺利毕业，不得不向导师就范。导师经济实

力雄厚，又有至高的权力，因此常常还短期包养女研究生。这些现

象既是教师有违职业道德、破坏教师队伍形象，又是破坏了大学生

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因此公众难以容忍。

教师为人师表，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难免让公众倍感

担忧。高校是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果搞得这般乌烟瘴气，学生

家长还放心吗？师生恋的畸形发展将会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于

曝光，社会大众进而更加担忧高校女生的安全问题，最终迫使

新的教育政策出台。

３３　社会性观念开放有可能助长不良的师生恋发展
我们从调查结果来看，公众对师生恋的态度其实已经发生

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包容”越来越突出。其实这种包容

的社会背景就是全社会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如果评价者自

己都不能坚守自己的性道德，那么也就不能正确看待一些负面

事件。甚至不少网友喜欢“按图索骥”，利用网络搜集当事主人

公的不雅照片与视频，以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

看到师生恋的态度，应该遵循法律和科学的精神，充分认识到

师生恋的社会危害，以及对教师队伍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从纯洁

教师队伍、规范教师行为守则的角度出发，师生恋的发生应该需要

被明文禁止。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师生恋极有可能朝着歧途发展

下去，同时也需要加强公众的性道德教育，并在女大学生中大力加

强防范性侵、性骚扰、性诱骗的教育工作。

３４　对健康的“师生恋”的争鸣
部分公众可能会容忍一些所谓“健康”的师生恋，一些学者

也认为只要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这样的师生恋就应该被接受。

但前提是：什么样的师生恋才是健康的，才是好的？这个很难

有标准。如果以结婚为标准，那么这是事后的情况，需要很多

时间才能看到这个结果。如果师生可以自由恋爱，往往也未必

会结婚在一起。因为结婚需要很多现实的条件基础。就算同

龄人恋爱，能结婚的也只是部分人。不少年轻人可能要谈上不

止一次的恋爱最终才能结婚。而恋爱的目的可能与结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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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轻人往往谈了多次恋爱才逐渐形成了婚姻观，才产生了

想结婚成家立业的现实想法。如果把结婚当作健康师生恋的

标准，意义不大。其次，如果将双方都是单身，志愿在一起恋

爱，没有任何利益交换看做健康师生恋，也可能引起男大学生

的反感、反对，因为显然占据很多优势的男教师必然是男生恋

爱的有利竞争者。就算是这样的师生恋，一旦曝光，稍加渲染，

也可能引起公众的不满。假如，社会接受这样所谓“健康的师

生恋”，那么就有可能疯狂助长男教师向女生恋爱的风气，届

时，男生与男教师之间的矛盾可能被进一步激发。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对待这

类所谓的“健康师生恋”至少应该是不赞同、不助长的。

３５　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应对高校师生恋
师生恋不管怎么样，都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或者危害。占

据优势的教师方，往往让显得单纯、弱势的女大学生成为实质

上的受害者。师生恋中，教师难免通过自己的优势去影响对

方，结果会使得公平的教育竞争氛围被破坏。因此，各方对此

的态度不一样，最后自然拷问教育主管部门的作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一是主管部门迫切需要针对师

生恋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目前还缺乏对高校师生

恋的明文法规和惩罚措施，监督系统更是缺乏。师生恋一旦被

曝光，当事人的隐私往往也就被曝光了，甚至引来无数“人肉搜

索”，给当事人及躲在学校的剩余都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政

府应该从源头上禁止，一旦出事则有法可依，照章办事，避免网

络网民“自由发酵”，让学校和政府被动受理。二是对于教师性

骚扰、性侵学生的案件应该严惩。这样的侵害事情社会影响是

非常恶劣的，理应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这同样需要相关法律的

支持。对于学生一方的保护，也应该有政策上的支撑或援助。

三是对于公众认为健康的师生恋，对学生伤害小的师生恋，应

该予以一定的包容，特别是隐私的保护。对于师生恋能够最终

结婚的情况，也应给与一定的支持理解。呼唤公平、健康的师

生恋是可以的，虽然也比较难。

总之，我们应该加强对高校师生恋的监督管理和立法，积

极预防不良师生恋的发生，保护在校女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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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阴道性交困难的相关因素探讨
吴海雅１　梅锦荣２△

１明爱
#

上学院社会科学学院，香港

２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香港

【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阴道性交困难的经历，分析与阴道性交困难的相关因素。方法：以横向研究
法，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研究对象人口特征广泛多样。结果：大部分（７０％）阴道性交有困难的妇女，并
未向专业人员求助，主要是因为尴尬或不知道专业咨询的相关信息。未克服性交困难的妇女，性功能和性

生活次数都显著下降，但性欲未显著受损，性需要未得到满足，同时亦因未能完成阴道性交，忧虑婚姻关系

受破坏。结论：阴道性交困难对性活动和性功能都有不良影响，意味性生活质量下降。有必要积极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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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并为受影响的妇女提供适时的治疗。

【关键词】　女性性功能失调；阴道性交困难；性交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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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医疗工作者（如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为
妇女提供医疗服务时，有时需要诊治性功能失调的妇女。然而

女性患者要讲述性事的困扰时，总会尴尬不自在。性在中国社

会仍然是忌讳的事［１］，人们不太愿意公开谈论有关性的障碍。

因此医疗工作人员对患者性障碍，特别需要以同理心去理解。

妇女的性功能失调一般从几方面加以界定，如性欲和性兴

奋下降、性交时阴道欠缺湿润、不能达到性高潮、性交时感到疼

痛等［２，３］。而阴道性交困难也可导致上述各种性功能失调。阴

道性交困难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男性的勃起障碍、过早射

精，或者不知道阴道的位置而造成的，阴道性交困难与妇女性

功能失调有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论阴道性交困难的成因为何，这种性功能的障碍会导致性

生活和婚姻的不满。研究表明性功能障碍对生活质量有显著的影

响［４，５］。因此，阴道性交困难是医疗人员应当关注的问题，对相关

知识的充分掌握后，才能专业地帮助患者。本研究目的在于提供有

关女性阴道性交困难的信息，了解其成因及影响，探讨患者对寻求

专业咨询的态度，以及分析阴道性交困难与性功能的关系等。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是由香港性教育、研究、治疗协会提供的。

该会通过一项大型的问卷调查研究，利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搜集数

据，研究对象为人口特征有广泛性，年龄１８岁或以上的妇女。有
关阴道性交困难的资料，是该会大型调查研究的一部分。

１１　问卷设计
问卷的设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人口特征、身体健康的

信息（如是否已经停经，是否曾接受妇科手术等）。第二部分是

关于妇女对阴道性交困难的成因和影响，以及对接受专业咨询的

看法。下述女性性功能指数的项目［６］也在问卷的第二部分。

１２　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
ＦＳＦＩ共１９个项目，评定性`功能的６个范畴，包括：性欲、性

兴奋、湿润、性高潮、满足感、疼痛等［６］。作答方式除４个项目
用５点测量尺度外，其他项目都采用０～５的测量尺度，０分代
表没有性行为，１～５的评分代表性功能的水平（１＝极度困难，２
＝很困难，３＝困难，４＝轻微困难，５＝没有困难）。６个范畴分
数的总分作为全量表的分数（全量表最高３６分，理论中点 ＝１８

分），高分表示性功能较好，低分则代表性功能低下。

为免问卷过长，性欲和性兴奋这两个范畴以单一项目测

量，分别评定性欲和性活动时性兴奋的次数。在计算全量表总

分时，这两个范畴的分数将适当的加以校正。

据报导［６］，ＦＳＦＩ具有颇高的信度（克朗巴哈系数≥０８２）并
且能有效区分性兴奋障碍女患者和正常妇女性功能的差别。

至于ＦＳＦＩ应用于香港妇女时的信度和效度，将根据本研究的数
据加以分析。

１３　数据搜集过程
本研究的数据是通过几个渠道搜集的，包括医疗门诊所、

社会服务机构、大专院校、个人网络（亲友、同事）等。在解说研

究目的后，问卷派发给自愿参与的女性。问卷以不记名的方式

填答，完成的问卷以回邮信封寄回研究机构。

"

　结果
在收回的１１９７份问卷中，５２份欠缺完整的数据，另１３４份

的问卷因填答者性行为超过一个多月前发生，有关的数据另行

分析。在余下的１０１１份有效的问卷中，１３１名妇女报称有阴道
性交困难，其中１００名已克服困难，２１名仍未克服；另１０名有
困难的妇女数据欠缺不全。本研究只以确知已克服或未克服

阴道性交困难的数据进行分析。

克服首次阴道性交困难的时间，由１个晚上至２１年不等，
过半数（６７０％）在１个月内克服了困难，１７４％的受访者在１
个月至１年之间克服困难，另１１３％需时１～５年，还有４３％
的受访者则以６～２１年时间克服阴道性交障碍。
２１　ＦＳＦＩ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湿润、性高潮，满意度、疼痛等范畴信

度颇高（克朗巴哈系数介于０９４与０９７之间），性欲和性兴奋
因为是单项测验题，信度不能以克隆巴哈系数评估，由于这两

个范畴可归纳为一个因子［６］，故以史皮尔曼公式估计两个项目

的一致性［７］，结果令人满意（ｒ＝０７２）。
至于效度的评估，以卵巢切除的妇女作为效标组别，预测

卵巢切除后的性功能会下降［８，９］，亦即 ＦＳＦＩ的分数显著偏低，
见表１。此预测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ＦＳＦＩ的对照组效度
证实了此量表应用于香港妇女的有效性。



·１５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第２５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表１　ＦＳＦＩ的对照组效度：卵巢切除与卵巢完好的受测者性功能的显
著差异

卵巢切除

（Ｎ＝５２）
卵巢完好

（Ｎ＝９１４）
Ｆ（１，９６４）ａ

性欲 （次数） ２１±０９ ２７±１１ １９７５

性兴奋（次数 ２３±１５ ３１±１５ １３０８

湿润 １０９±６８ １４４±６４ １４１４

性高潮 ７９±４９ ９７±４５ ７８９

满意 ８４±５２ １０６±４９ ９３１

疼痛 ８４±５５ １０２±４８ ６９８

全量表 １８２±９７ ２３５±９４ １５１５

　　注：ａ组内自由度因数据缺失而略有差别；Ｐ＜００１， Ｐ
＜０００１

２２　人口特征的分析
阴道性交困难妇女人口特征列于表２，因为未克服困难的

样本量过小，故在卡方检验时，婚姻状况只包括在婚与未婚两

组，个人每月收入则分为１万港元或以下和高于１万港元两组。
数据显示阴道性交困难与不曾有困难者在人口特征上，并没有

显著差异；已克服困难和未克服困难者的人口特征也大致相

若，但未克服者的文化水平稍为偏高，接近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Ｐ＜００７）。见表２。

表２　性交困难及无性交困难受测者的人口特征ａ

已克服

性交困难

（ｎ＝１００）
（％）

未克服

性交困难

（ｎ＝２１）
（％）

并无

性交困难

（ｎ＝８９０）
（％）

χ２（ｄｆ＝１）ｂ

年龄

　１８～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１

３４０
２９０
２６０
９０
２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

３１６
３１９
２２２
１４２
　１８

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小学
　中学
　大专
　大学
　硕士或以上

１３８
４８９
１４９
１８１
４３

４８
３３３
２８６
２３８
９５

９１
５２４
１７２
１５９
　５４

３３４＃

婚姻状况：

　在婚
　未婚
　同居
　离婚

６８７
２７３
３０
１０

７１４
１９０
９５
００

６５０
２６１
　５０
　３９

０１５

每月个人收入ｃ：

　＜５０００港元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港元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港元
　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港元
　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港元
　≥４０００１港元

１４４
２４４
４１１
８９
４４
６６

１００
１５０
４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９
２７９
３５７
１３４
　５１
　５０

０８３

　　注：ａ各特征组别之样本量因数据缺失而有略有差别；ｂχ２值乃由已
克服性交困难与未克服者计得，已克服性交困难与并无性交困难者计得

的χ２值并不显著，不列入表中；ｃ１港元＝０８２元人民币；＃Ｐ＜００７

２３　对阴道性交困难的成因及影响的看法
初步的分析显示克服与未克服困难的妇女，在这方面的看

法并没有显著差异，故两组数据合并分析。结果证实害怕疼痛

是性交困难的最普遍原因，其他如害怕受伤害，欠缺性交知识

和技巧等也是常提出的原因。另有１０％至１１％的妇女指出，男
性勃起障碍和早泄造成阴道性交困难。至于宗教和文化的因

素则未见提及。见表３。

表３　认为阴道性交困难产生的原因及所受的影响 （ｎ＝１２１）

产生的原因与影响 占比（％）

产生的原因：

女方怕痛 ５４３

女方怕受伤 ３６４

女方缺乏性知识或性技巧 ２５６

男方缺乏性知识或性技巧 ２５６

女方认为男方性器官太大，自己阴道太细 ２２３

两人不懂正确的阴道位置 １８６

男方有勃起功能障碍 １１６

男方早泄 １０３

与伴侣关系欠佳 １０１

社会文化传统性观念影响 ７８

身体结构或病疾原因 ７７

所受的影响：

伤害彼此的关系 ３１４

不能生育小孩 ３０２

婚姻破裂 ２９９

情绪不稳 ２７７

失去自信 ２０７

家庭关系受影响 １７４

影响工作表现 ４８

影响社会关系 １９

认为阴道性交困难会对工作表现、家庭关系、社交关系有

不良影响的妇女相对较少。较多的妇女担心因阴道性交困难

不能怀孕生子，同时也忧虑性交困难会影响夫妻关系或者导致

婚姻破裂。这些忧虑驱使部分患者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２４　寻求专业咨询的意见
７０３％有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并未向专业人员求助，仅

１６％在首３个月内寻求专业的咨询，约５５％的受访者于４个月
～１年之间向专业人员求助，５４％在２～５年、３１％ 在６年后
才寻求专业咨询。延迟寻求专业咨询最常见的原因是希望自

己解决问题，不想依赖别人。见表４。
因为受测者可选择多个选项，故表３和表４的百分数总和

都大于１００％。只有约１％的妇女指出表４未列入的其他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不愿意依赖治疗、求助朋友或向母亲请教等。至

于寻求专业咨询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要怀孕生子，觉得性交是婚

姻所必需的，也希望克服困难以维持夫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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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向专业人员求助或延迟求助的原因（ｎ＝１２１）

原因 占比（％）

延迟求助的原因：

想自己解决困难 ３６６

想隐藏困难，因为太尴尬 ２８５

不知道哪里找人协助 １９８

不知道是可以治疗的 １４６

双方觉得可享受其他形式的性行活动 １３１

性交不是必需的 １１５

不想怀孕 ４５

求助的原因：

想生小孩 ２１５

觉得性交是婚姻之中必需的 ２０８

想维持双方关系 ２０６

想满足伴侣的需要 １９２

觉得性交是亲密关系中必需的行为 １８５

担忧将来不能怀孕 １３１

想做个称职太太 １１５

想完成阴道交这件事情 ９２

想多学一种性行为方式 ５４

想做其他女人可做到的事 ５４

２５　性活动的次数
未克服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性活动的次数显著较低，约

５０％每月不超过１次；而已克服困难的妇中，这个比例为１７％。
另一方面，约４０％已克服困难的妇女每周至少１次性活动，未
克服者则仅２２％每周至少１次。克服困难与性活动次数的下
降，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χ２＝４０８，ｄｆ＝１，Ｐ＜００５）。
２６　阴道性交困难与性功能

未克服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其性欲与没有性交困难或已克

服困难的妇女，并没有显著差别，然而在性功能其他方面则显著较

差，已克服困难者的性功能与正常妇女没有差别。见表５。
　　图１以个别范畴的量表分数作为标准，比较了是否克服性
交困难在性功能各个范畴的差别。个别范畴的量表最高可能

的得分均为６分，是一个可互相比较的标准化分数。

图１　阴道性交困难对性功能的影响
表５　未克服阴道性交困难导致性功能的下降

已克服

性交困难

（ｎ＝１００）

未克服

性交困难

（ｎ＝２１）

并无性交

困难

（ｎ＝８９０）
Ｆ（２，１００８）ａ

性欲

　次数 ２７±０９ ２５±１１ ２７±１１ ０３１
性兴奋

　次数 ３０±１３ ２２±１７ ３０±１５ ２７４＃

湿润

　次数
　困难程度
　维持湿滑次数
　维持至完事的难度

１４３±５６
３４±１０
３８±１７
３２±１５
３９±１４

７７±７２
２０±２０
２６±２０
１７±１７
２１±２０

１４２±６５
３３±１７
３８±１７
３３±１７
３８±１８

９０３

性高潮

　高潮次数
　困难程度
　性高潮的能力

９６±３８
２８±１３
３７±１４
３２±１４

５５±５６
１８±１８
２１±２１
１７±１９

９６±４１
２９±１６
３５±１７
３２±１６

８０６

满意度

　与伴侣亲密程度
　性关系
　整体性生活

１０４±４３
３５±１５
３５±１５
３５±１５

６６±６０
２４±２１
２１±１９
２１±１９

１０５±４９
３５±１７
３５±１７
３５±１７

６４５

疼痛

　性交疼痛次数
　性交后疼痛次数
　疼痛程度

１０２±４０
３２±１５
３６±１４
３４±１５

２３±３０
０８±１４
０６±１２
０９±１３

１０２±４８
３３±１６
３５±１７
３４±１７

２８６８

全量表 ２３４±７７ １３６±９９ ２３１±９６ ７４５

　　注：ａ组内自由度因数据缺失而略有差别；＃Ｐ＝００６，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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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受测者个别范畴的量表分数，都在５分以下。未
克服性交困难的妇女在各个范畴的性功能都较为低下，尤其性

交时或性交后的疼痛感觉更为显著，因此对性生活感到不满

足，也影响了与伴侣的亲密关系。若以总分的理论中点（１８分）
作为参照标准［１０］，６０％未克服性交困难者存在性功能失调的风
险，而已克服困难者只有１３％有此风险，两者的差异达显著水
平（临界比率 ＝５４０，Ｐ＜０００１）。
#

　讨论
本研究对阴道性交有障碍的妇女作了描述性的分析，自愿参

与研究的妇女以不记名的方式填答问卷。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

示ＦＳＦＩ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证实了此量表有效的应用性。
３１　阴道性交困难与人口特征

整体而言，经历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在人口特征上与正

常妇女并没有显著差别，但未克服性交困难者的受教育程度则

略高于已克服困难者的水平。这项发现与外国的报告并不一

样，外国学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性功能失调的现象

较普遍［１１－１３］。也许阴道性交困难与其他一般的妇女性功能失

调不同，至少在受教育程度这方面有相异之处。有研究证实阴

道痉挛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都较高［１４，１５］。可能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女性对于必须屈从于满足传统婚姻的要求较为抗拒，不

会为了满足丈夫而忍受阴道性交困难产生的疼痛，也不愿意为

了怀孕生子而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结果耽误了向专业人员求

助，致未克服阴道性交困难。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测，阴道性交

困难持续的原因毕竟是多元的。

３２　性交困难与求助
由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所填答的数据显示，造成困难的原

因是多方面，除了害怕疼痛和怕受伤害外，欠缺性知识和技巧，

或者不知道阴道的确切位置都是很普遍的原因。故性教育所

推广的正确性知识，除了为有障碍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也有助

防止阴道性交障碍。不少有性交困难的妇女不知道性交障碍

是可以治疗的，有的则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求助，也有的愿意

求助，却因为感到尴尬而延迟求医，宁可自己想办法解决。因

此传达正确的性态度和性知识，提供性治疗的相关信息，可让

受影响的妇女及早求医，不致因耽误治疗而使问题恶化，影响

健康的生活。部分愿意向医疗专业求助的，主要是为怀孕生子

或维持夫妻关系，或尽妻子的职责。看来克服性交困难的目的

似乎更多是满足社会要求，而不是为了更完满的享受性的乐

趣，在性态度上仍然是保守的。

３３　性交困难的影响
阴道性交困难不但令人情绪困扰，也可能导致性功能失

调。未克服困难者在ＦＳＦＩ量表上得分偏低，唯一并未显著低下
的是性欲。换句话说，阴道性交困难者的性欲和一般正常妇女

不相上下，但其他方面的性功能就显著偏低，性活动的次数随

之下降，性需要也因此未能满足。

基本的性需要若未能满足或性功能失调，都会影响性健康

和生活质量。过去的研究证实了性功能失调与生活质量下降

的关系，香港的一项按人口比例进行的研究显示，性问题（包括

性兴奋下降，性交时湿润欠缺、达到性高潮有困难等）与心理不

平衡、活力减退、生活满意度下降都有密切的关系［１６］。另一项

在印度的研究也表明年轻的已婚妇女，性功能失调导致生理、

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显著偏低［１７］。

$

　结论
未克服阴道性交困难的妇女，情绪受困扰，性功能受损害。

不幸的是，部分受影响的妇女并不知道这类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而部分妇女却不知道求助的途径。延误治疗可能恶化性功能失

调，影响生活质量。由于阴道性交困难也可能因男方的早泄或勃

起障碍导致，治疗方案有时需要男方参与。曾有研究表明妇女性

生活的质量，会因为男方勃起障碍的改善而得到提高［１８］。

除了针对有困难的妇女的性治疗和咨询，也应该推广公开

的性教育讲座，传达健康的性态度和正确的性知识，这一类公

共卫生服务不但有助于及早克服困难，亦可提高公众的性健康

水平，增进妇女的生活质量。

致谢：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邱贵生教授、吴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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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ｏＨＷ，ＣｈｅｕｎｇＦＭ．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
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
Ｒｅｓ，２００５，４２（２），９３－１０１．

［２］　段亚军，吴彩琴．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心理社会因素．中国性科
学，２００７，１６（５）：４０－４１．

［３］　ＲｏｓｅｎＲＣ，ＴａｙｌｏｒＪＦ，ＬｅｉｂｌｕｍＳＲ，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ｍ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３２９ｗｏｍｅｎｉｎａｎ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ＪＳｅｘＭａｒ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１９９３，１９（３）：１２１－１７８．

［４］　姜春明．性病患者心理及生活质量调查分析．中国性科学，
２００７，１６（８）：４７－４８．

［５］　王雯，李晓丽．婚姻质量对人身心健康兴工作质量的影响．中国
性科学，２００８，１７（４）：１５－１７．

［６］　ＲｏｓｅｎＲ，ＢｒｏｗｎＣ，Ｈｅｉｍａｎ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Ｍａｒ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２０００，２６
（２）：１９１－２０８．

［７］　ＥｉｓｉｎｇａＲ，ＧｒｏｔｅｎｈｕｉｓＭ，ＰｅｌｚｅｒＢ．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ｔｗｏ－ｉ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ｏｒ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ＩｎｔＪ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５８（４）：６３１－６４２．

［８］　Ｃａｓｔｅｌｏ－ＢｒａｎｃｏＣ，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ＣｏｍｂａｌｉａＪ，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ｈｙｐ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ｏｏｐｈｏｒｅｃｔｏ
ｍｉｚｅｄｗｏｍｅｎ．Ｃｌｉｍａｃｔｅｒｉｃ，２００９，１２（６）：５２５－５３２．

［９］　ＬｏｒｅｎｚＴ，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Ｂ，Ｓｗｉｓｈ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ｓｅｘｕ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ｏｏｐｈｏｒｅｃｔｏｍｙ．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４，３５（２）：６２－６８．

［１０］　ＺｕｎｇＷＷＫ．Ａ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ｒｃｈＧｅ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１９６５，１２（１）：６３－７０．

［１１］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ＲＳ，ＭｉｓｈｒａＷ，ＰａｎｃｈａｌＮＡ，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ｗｏｍｅｎ：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ｗｏｍｅｎ．Ｊ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Ｆｅ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４（３）：１３４－１３６．

［１２］　ＢａｓｓｏｎＲ，ＢｅｒｍａｎＪ，ＢｕｒｎｅｔｔＡ，ｅｔ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ｆ
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ｒｏｌ，２０００，１６３（３）：８８８－８９３．

［１３］　ＳｈｉｆｒｅｎＪＬ，ＭｏｎｚＢＵ，ＲｕｓｓｏＰＡ，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ｏｍｅ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９７０－９７８．

［１４］　ＦａｒｎａｍＦ，ＪａｎｇｈｏｒｂａｎＭ，ＭｅｒｇｈａｔｉＥ，ｅ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ｉｓｍ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ｓｉｎａｎＩｒａｎｉａ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Ｊ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１４，２６
（６）：２３０－２３４．

［１５］　ＳｈｅｎＴ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ｎ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ｉｓｍｕ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Ｓｈｕ
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ｏｈｓｉｕ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４．

［１６］　ＬａｕＪＴＦ，ＫｉｍＪＨ，ＴｓｕｉＨＹ．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ｅｘ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Ｊ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０５，１７（６）：４９４－５０５．

［１７］　ＶａｒｇｈｅｓｅＫＭ，ＢａｎｓａｌＲ，Ｋｅｋｒｅ，ＪａｃｏｂＫ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ｍａｒｒｉｅｄｗｏｍｅ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Ｉｎｔ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
２０１２，２３（１２）：１７７１－１７７４．

［１８］　Ｍａｒｔíｎ－ＭｏｒａｌｅｓＡ，ＧｒａｚｉｏｔｔｉｎＡ，ＢｏｕＪａｏｕｄé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ｖａｒｄｅｎａｆｉ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１，８
（１０）：２８３１－２８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０）


